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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对肾移植受体霉酚酸血药浓度
影响的临床分析
曾维胜 李珍 宋秘 张长升 祝敏 曾云俊

【摘要】

目的

探讨性别对肾移植术后受体霉酚酸（MPA）血药浓度的影响。方法

以 115 例接受活体肾

移植的受体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性别将受体分为两组，男性为 S1 组（61 例），女性为 S2 组（54 例）。术后采
用他克莫司（每次 2 mg，每日 2 次）+ 吗替麦考酚酯（MMF，每次 0.75 g，每日 2 次）+ 泼尼松三联免疫抑制方
案至少 1 周，检测两组受体服药后 1、2、3 周和 1、2、3 个月的 MPA 血药谷浓度。分析两组受体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结果

服药后 1、2、3 周和 1、2、3 个月，S1 组受体的 MPA 血药谷浓度均低于 S2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为 P<0.05）。服药后不同时间点 S1 组与 S2 组受体 MPA 血药谷浓度均数的比值较稳定，波动在 0.71～0.84。
S1 组 MPA 血药谷浓度 <1.0 μg/mL 者的例数较多，尤其是服药后 1、2 周，达到 44%、20%，而 S2 组 MPA 血
药谷浓度 >3.5 μg/mL 者的例数较多，波动在 30%～78%。S1 组中 4 例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其中 3 例因急性排斥
反应导致移植物失功；S2 组中 7 例发生胃肠道紊乱，3 例发生肺部感染。结论

性别对于肾移植受体术后服用

MPA 类药物的血药浓度有一定影响，女性受体术后 MPA 血药谷浓度明显高于男性受体。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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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on blood concentration of mycophenolic acid in recipients undergoing renal transpla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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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gender on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mycophenolic
acid (MPA) in the recipient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15 recipients receiving living donor renal
transplantation were recrui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S1 (61 male cases) and S2 groups (54 female cases). After the operation,
triple immunosuppressive regimen of tacrolimus (2 mg for each time, twice daily) + 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 0.75 g
for each time, twice daily) + prednisone was administered for at least one week. The trough blood concentration of MPA
was statistically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at 1-, 2-, 3-week, 1-, 2- and 3-month after drug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analyz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At 1-, 2-, 3-week, 1-, 2- and 3-month after
drug administration, the trough blood concentration of MPA in the S1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S2 group (all P<0.05).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drug administration, the ratio of the mean trough blood concentration
of MPA between the S1 and S2 groups was relatively stable and fluctuated between 0.71 and 0.84. The percentage of
recipients with trough blood concentration of MPA <1.0 μg/mL in the S1 group was high, especially at 1 week (44%) or

DOI: 10.3969/j.issn.1674-7445.2018.05.011
基金项目：云南省科技厅 - 昆明医科大学应用基础研究联合专项资金项目 [2017FE467（-036）]
作者单位：650032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作者简介：曾维胜，男，1990 年生，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器官移植，Email：1445356997@qq.com
通讯作者：李珍，女，1983 年生，硕士，主管护师，研究方向为外科护理，Email：24225695@qq.com

器官移植

·３８６·

第９卷

2 week (20%) after drug administration. In the S2 group, the proportion of recipients with trough blood concentration
of MPA >3.5 μg/mL was high with the ﬂuctuations ranging from 30% to 78%. In the S1 group, 4 cases suffered from
acute rejection, in whom 3 patients had graft failure due to acute rejection. In the S2 group, 7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 and 3 had pulmonary infection. Conclusions Gender exerts certain inﬂuence on the trough blood
concentration of MPA in the recipient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The trough blood concentration of MPA in the female
recipients is signiﬁ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ale recipients.
【Key words】 Gender; Estrogen; Renal transplantation; Mycophenolic acid; Mycophenolate mofetil; Blood
concentration; UDP-glucuronosyltransferases; Genitein

肾移植是目前全球公认的终末期肾病的最好治
疗方法

。霉酚酸（mycophenolic acid，MPA）类药

[1]

准，报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备案。
1.2 筛选标准

物作为免疫抑制剂，常被广泛用于肾移植术后，大

术前按照博鳌会议制定的《中国活体供肾肾脏移

幅 降 低 了 术 后 排 斥 反 应 的 发 生 率。 吗 替 麦 考 酚 酯

植指南》相关要求对供、受体进行严格评估。受体入

（MMF）是 MPA 类药物的典型代表，为 MPA 的脂

选标准：（1）入选患者均为首次接受肾移植手术；

化前体药物，能够在体内水解脱酯转化 MPA 活性成

（2）术后采用的免疫抑制剂方案均为他克莫司 +

[2-3]

。MPA 通过抑制次黄嘌呤单核苷酸脱

MMF+ 泼 尼 松 三 联 免 疫 抑 制 疗 法；（3） 术 后 肝 功

氢酶（IMPDH），阻断鸟嘌呤的合成途径，有效抑制

能指标正常。受体排除标准 ：（1）发生明显药品

T、B 细胞增殖，从而起到有效的免疫抑制作用。随

不 良 反 应， 如 腹 泻 和 粒 细 胞 减 少 症（ 白 细 胞 计 数

后在肝中经尿苷二磷酸 - 葡萄糖醛酸转移酶（UDP-

<2.5×106/L）等；（2）巨细胞病毒感染或其他活动

glucuronosyltransferases，UGT）代谢为失活产物葡萄

性感染；（3）发生急性排斥反应；（4）合并服用可

糖醛酸 MPA（7-O-MPA-glucuronide，MPAG），主要

能影响 MPA 药代动力学药物，如质子泵抑制剂等；

经肾清除 [4]。MPA 在肾移植受体内的血药浓度可能

（5）合用可能对他克莫司代谢有影响药物，如酮康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种族、基因的多态性、体质量

唑、利福平等；（6）研究期间发生严重外科并发症；

指数以及其他共用药物的影响 [5]。本研究旨在探讨性

（7）肝功能明显损伤；（8）临床病例资料不全。

别对肾移植术后受体 MPA 血药浓度的影响。

1.3 分 组

分发挥作用

根据受体性别不同，分为两组：S1 组（男）和

1 资料与方法

S2 组（女）。S1 组 61 例，年龄（32±7）岁，体质

1.1 一般资料

量 指 数（20±6）kg/m2， 术 前 血 液 透 析 时 间（8.6±

该研究以 2009 年 1 月至 2017 年 5 月在昆明医科

3.9）个月，冷缺血时间（2.3±0.6）min，热缺血时间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接受活体肾移植的

（2.5±1.5）min；S2 组 54 例，年龄（29±6）岁，体

115 例受体作为研究对象。115 例受体中，男 61 例，

质量指数（21±6）kg/m2，术前血液透析时间（9.3±

女 54 例，年龄（30±7）岁，原发病分别为慢性肾小

2.8）个月，冷缺血时间（2.4±0.6）min，热缺血时间

球肾炎 38 例、高血压肾病 35 例、糖尿病肾病 21 例、

（2.5±1.3）min。两组的年龄、体质量指数、术前血

肾病综合征 11 例、多囊肾 6 例、IgA 肾病 3 例及其

液透析时间、冷缺血时间、热缺血时间比较，差异均

他 1 例。供、受体配型成功，补体依赖淋巴细胞毒性

无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

试验阴性。供、受体的关系分别为父子 11 例、父女

1.4 手术方法

10 例、母子 29 例、母女 24 例、夫妻 5 例、兄弟 8 例、

所有供体均采取开放手术切取供肾。在供体手术

姐妹 16 例、兄妹 12 例。供、受体均为直系血亲、三

开始后不久，开始对受体进行手术。肾移植手术方法

代以内旁系血亲及配偶关系人员，无帮扶关系人员，

均采用经腰部切口，充分显露髂血管，待供肾切取后

且均为自愿无偿捐献，严格遵守医学伦理学的“无害、

用最短的时间完成血管吻合。根据受体情况将供肾植

有利、公正、尊重、互助”原则，术前所有供、受体

入左髂窝或右髂窝，移植肾动脉与受体髂内动脉端端

关系均经过法律鉴定，通过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审理批

吻合，移植肾静脉与受体髂外静脉端侧吻合，输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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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作隧道式包埋缝合。

受体的 MPA 血药谷浓度均小于 S2 组，差异均有统计

1.5 免疫诱导与免疫抑制方案

学意义（均为 P<0.05）。S1 组与 S2 组受体服药后不

所有受体手术当日及术后第 4 日，均予以静脉滴

同时间 MPA 血药谷浓度均数的比值见图 1，可见服

注巴利昔单抗 20 mg。手术当日，术后第 1、2、3 日

药后不同时间点 S1 组与 S2 组受体 MPA 血药谷浓度

分别予以静脉滴注甲泼尼龙 500、360、240、180 mg

均数的比值较稳定，波动在 0.71～0.84。S1 组 MPA

冲击治疗，术后第 4 日改为口服泼尼松 80 mg，以后

血药谷浓度 <1.0 μg/mL 者的例数较多，尤其是术后 1、

逐日递减 10 mg 至 20 mg 为止，维持 3～6 个月。术后

2 周， 达 到 44%、20%， 而 S2 组 MPA 血 药 谷 浓 度

第 3 日起，采用他克莫司（每次 2 mg，每日 2 次）+

>3.5 μg/mL 者的例数较多，波动在 30%～78%，随时

MMF（ 每 次 0.75 g， 每 日 2 次）+ 泼 尼 松 三 联 免 疫

间延长呈递增趋势（表 2）。

抑制方案。

2.2 两组受体肾移植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6 研究方法

S1 组中 4 例发生急性排斥反应，其中 3 例因急

国内外的研究认为，MPA 血药谷浓度为 1.0～

性排斥反应导致移植物失功，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率较

3.5 μg/mL 时 与 国 际 MPA 治 疗 药 物 监 测 讨 论 会 议

高；S2 组中 7 例发生胃肠道紊乱，3 例发生肺部感染

推 荐 0～12 h 药 - 时 曲 线 下 面 积 有 效 暴 露 量 30～

（表 3）。

60 μg·h/mL 之间存在紧密的相关性

[6-9]

，但 0～12 h

药 - 时曲线下面积的测定需要每次服药后不同时间点

3 讨 论

多次采血，不适用于临床。因此，本研究中受体服用

MPA 类药物用于肾移植术后的免疫抑制治疗早

上述剂量的 MPA 至少 1 周，即 MPA 血药浓度达到稳

已成为国内外专家的共识，且用药剂量也已基本有了

定后进行血样采集，采样时间为清晨服用免疫抑制剂

统一标准，但是同一用药剂量下 MPA 血浆暴露量却

前 0.5 h，取患者静脉血 2 mL，分离血浆，采用二维
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MPA 血药谷浓度。通过监测两

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研究表明 MPA 血浆暴露量明
1.0

药谷浓度，分析两组受体 MPA 血药谷浓度情况，并

0.8

分析两组受体肾移植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0.6

1.7 统计学方法

S1/S2

组受体服药后 1、2、3 周和 1、2、3 个月的 MPA 血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0.4
0.2

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两

0

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计量数据比较。P<0.05 为差异有

1周

2周

统计学意义。
图1

两组受体服药后不同时间 MPA 血药谷浓度
均数的比值

2.1 两组受体服药后不同时间 MPA 血药谷浓度的情况
两组受体服药后不同时间 MPA 血药谷浓度的比

Figure 1

The ratio of MPA trough blood

concentration of recipients at different time after drug

较见表 1。服药后 1、2、3 周和 1、2、3 个月，S1 组

administration between two groups

表 1 两组受体服药后不同时间 MPA 血药谷浓度的比较
Comparison of MPA trough blood concentration of recipients at different time after drug
，μg/mL）
administration between two groups（

组 别

n

S1 组
S2 组
P值

1 个月 2 个月 3 个月

服药后时间

2 结 果

Table 1

3周

服药后时间
1周

2周

3周

1 个月

2 个月

3 个月

61

1.8±1.7

2.2±1.5

2.9±1.5

3.1±1.7

3.4±1.8

3.8±1.9

54

2.5±1.9

2.8±1.5

3.6±1.8

4.2±2.0

4.4±2.1

4.6±1.6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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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受体服药后不同时间 MPA 血药谷浓度

受体 [12]。

＜ 1.0 μg/mL 与＞ 3.5 μg/mL 的例数分布
T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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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应用 MPA 类免疫抑制剂抑制机体对移植物

The case distribution of MPA trough blood

的排斥反应，一般情况下采用固定剂量，欧美国家

concentration of recipients less than 1.0 μg/mL and

推荐的 MMF 标准剂量为 1.0 g（每日 2 次）。国内

greater than 3.5 μg/mL at different time after drug

各移植中心所采用的 MMF 标准剂量不同，一般介于

administration in the two groups[n（%）]

0.5～1.0 g（每日 2 次），我中心采用的 MMF 标准剂

MPA 血药谷浓度

S1 组（n=61）

量为 0.75 g（每日 2 次）。由于白种人与黄种人体质

S2 组（n=54）

服药后 1 周

的不同，国内推荐的标准剂量普遍低于欧美国家，但

<1.0 μg/mL

27（44）

15（28）

>3.5 μg/mL

10（16）

16（30）

<1.0 μg/mL

12（20）

10（19）

>3.5 μg/mL

8（13）

20（37）

<1.0 μg/mL

4（7）0

1（2）0

服药后 1、2 周，达到 44%、20%，而 S2 组 MPA 血

>3.5 μg/mL

20（33）

24（44）

药 谷 浓 度 >3.5 μg/mL 者 的 数 量 多 于 S1 组， 波 动 在

仍能取得较好的 MPA 血浆暴露量 [13]。固定剂量下，
由于患者的个体差异部分患者的 MPA 血药谷浓度不

服药后 2 周

在国际上推荐的 1.0～3.5 μg/mL 范围内。以我中心选
取的 115 例受体服药后血药谷浓度为例，S1 组 MPA
血药谷浓度 <1.0 μg/mL 者的数量多于 S2 组，尤其是

服药后 3 周

30%～78%，且随时间呈递增趋势。由此可见长期固

服药后 1 个月
<1.0 μg/mL

2（3）0

>3.5 μg/mL

19（31）

0

定剂量下，受体 MPA 血药浓度并不能维持在国际推

26（48）

荐的血药浓度范围内，这种情况下不良事件发生率将

服药后 2 个月

增加。MPA 血药谷浓度长期 <1.0 μg/mL， 急性排斥

<1.0 μg/mL

3（5）0

>3.5 μg/mL

27（44）

32（59）

<1.0 μg/mL

2（3）0

1（2）0

>3.5 μg/mL

32（52）

42（78）

0

反应发生率增加，严重者将导致移植物失活；MPA
血药谷浓度长期 >3.5 μg/mL 将大大增加药物不良反

服药后 3 个月

表3

应，如胃肠道紊乱（特别是腹泻）、各种机会性感染
（肺部感染尤为凶险）及造血系统抑制 [14]，严重者将
危及患者生命。笔者认为，服药后早期（1 周）根据

两组受体服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Table 3 Occurr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recipients
after drug administration between two groups [n（%）
]
不良反应

性受体 MPA 类药物的用药剂量，尤其是伴有术后感染
患者，可将 MMF 剂量降至 1.5 g/d，甚至降至 1.0 g/d；
适当增加男性患者的用药剂量，尤其是疑似急性排斥

组 别

n

移植物
失功

急性排斥
反应

S1 组

61

3（5）

4（7）

1（2） 3（5）0 1（2）

S2 组

54

1（2）

1（2）

3（6） 7（13）

感染

性别对 MPA 血药浓度的影响，可以适当降低 <45 岁女

胃肠道
紊乱

其他

显存在性别差异，
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专家们的关注

0

反应患者，可将 MMF 剂量增至 1.75 g/d，甚至 2.0 g/d，
以保证患者早期 MPA 血药浓度控制在国际推荐的
血药浓度范围内。后期血药浓度稳定后可以通过对
MPA 血药浓度监测来调整用药剂量，大量数据也表

[10]

。

明 MPA 血药浓度监测非常有必要 [15]。然而，实际操

UGT 在雌性、雄性个体中的活性差异是影响 MPA 血

作中，由于出院患者进行门诊随访时限不确定，血药

浆暴露量的决定因素，有研究通过染料木黄酮证实

浓度监测比较困难，而明确性别对 MPA 血药浓度影

在雌性小鼠体内 UGT 代谢木黄酮的速率低于雄性小

响的预测作用可适当延长血药浓度监测的周期，提高

鼠。雌激素对 UGT 代谢活性起着重要作用，雌激素

患者门诊随访的依从性。

与 UGT 在肝脏中竞争受体，从而降低了 MPA 代谢速

综上所述，性别（雌激素）通过影响 MPA 代谢

，导致服用同等剂量 MPA 类药物的女性肾移植

酶 UGT 的活性，从而影响 MPA 血药浓度。临床上对

受体体内 MPA 的血药浓度明显高于男性。有研究表

于女性患者，在随访、监测血药浓度、调整免疫抑制

明雌激素水平降低的围绝经期（年龄 >45 岁）女性受

剂的剂量时，应考虑到雌激素水平对于 MPA 血药浓

体，其 MPA 血药浓度低于年轻（年龄 <45 岁）女性

度的影响。

率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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