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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替麦考酚酯与麦考酚钠肠溶片对
肾移植受体血药浓度的影响
曾维胜 张长升 宋秘 祝敏 李同海 李珍

【摘要】

目的

探讨吗替麦考酚酯（MMF）与麦考酚钠肠溶片（EC-MPS）在同等生物效应剂量下对肾

移植受体麦考酚酸（MPA）血药浓度和不良反应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106 例活体供肾移植受体的临床资
料。按肾移植术后服用不同药物分为两组，MMF 组（M1 组，62 例）和 EC-MPS 组（M2 组，44 例）。两组受 体
的 免 疫 抑 制 方 案 分 别 为 M1 组 用 他 克 莫 司（FK506）+MMF+ 泼 尼 松，M2 组 用 FK506+EC-MPS+ 泼 尼 松。 分
析两组受体服药后 1、2、3 周和 1、2、3 个月 MPA 血药浓度的变化情况、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服用药物所
花费用。结果 采取同等生物效应给药，服药后第 1、2、3 周，第 1、2、3 个月时 M1 组 MPA 血药谷浓度比
M2 组低，各个时间点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与 M1 组比较，M2 组术后不良反
应的发生率较低且症状较轻。采用同等生物学效应给药，M1 组服用 MMF 所花费用 1 710 元 / 月，M2 组服
用 EC-MPS 所花费用 2 736 元 / 月，但 M1 组因治疗药物不良反应所产生费用远高于 M2 组。结论 同等的生
物效应剂量下服用 EC-MPS 的患者相对服用 MMF 的患者能维持更高的 MPA 血药浓度并且不良反应更少。
【关键词】

肾移植；吗替麦考酚酯；麦考酚钠；血药浓度；急性排斥反应；不良反应；胃肠道症状；免疫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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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mycophenolate mofetil and enteric-coated mycophenolate sodium on blood concentration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Zeng Weisheng, Zhang Changsheng, Song Mi, Zhu Min, Li Tonghai, Li Zhen. Organ Transplantation Center,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032,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Zhen, Email: 24225695@qq.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 and enteric-coated mycophenolate
sodium (EC-MPS) on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mycophenolic acid (MPA) and adverse events in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at the equivalent biologically effective dose.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106 recipients undergoing living-donor kidney
transplanta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drugs taken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all recip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MMF (M1 group, n=62) and EC-MPS groups (M2 group, n=44). In the M1 group, tacrolimus (FK506) +
MMF + prednisone was delivered and FK506 + EC-MPS + prednisone was given in the M2 group. The changes of blood
concentration of MPA were analyzed at 1-, 2-, 3-week, 1-, 2- and 3-month after drug administratio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the drug cost were also analyzed. Results The drugs were administered at the same biologically
effective dose. At each time point after drug administration, the trough blood concentration of MPA in the M1 group was
signiﬁ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M2 group (all P<0.05). Compared with the M1 group, the incidence and severity of
adverse events were signiﬁcantly less in the M2 group. The cost of taking MMF in the M1 group was 1 710 Yuan/mon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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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as 2 736 Yuan/month for taking EC-MPS in the M2 group. However, the cost of treating drug-induced adverse
events in the M1 group was signiﬁ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2 group. Conclusions Patients taking EC-MPS at the
same biologically effective dose can maintain higher blood concentration of MPA and suffer from fewer adverse event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receiving MMF.
【Key words】 Renal transplantation; Mycophenolate mofetil; Mycophenolate sodium; Blood concentration; Acute
rejection; Adverse event;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 Immunosuppressant

肾移植是终末期肾病患者最好的替代疗法 [1]。在

MPA+ 泼尼松三联免疫抑制疗法；（3）术后肝功能

过去的近 20 年里，外科手术和免疫抑制治疗的重要

指标正常。

进展提高了患者短期的存活率。霉酚酸（mycophenolic

1.2 分

acid，
MPA）
类药物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强效免疫抑制剂，
可显著降低移植术后急性排斥反应及短期或长期移植
[2]

组

根据肾移植受体术后服用不同药物分为两组，
MMF 组（M1 组，62 例，其中男 48 例，女 14 例）和

。目

EC-MPS 组（M2 组，44 例，其中男 30 例，女 14 例）。

前广泛应用的 MPA 类药物有两种，一种是吗替麦考

我 中 心 常 用 的 MMF 类 药 物 为 MMF 分 散 片（ 商 品

酚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为 MPA 的脂

名：赛可平，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每

化前体药物；另一种是麦考酚钠肠溶片（enteric-coated

片 250 mg，口服 MMF 后在全身吸收前，代谢为活

mycophenolate sodium，EC-MPS）， 继 MMF 之 后，

性产物 MPA；EC-MPS 类药物为麦考酚钠肠溶片（商

能延长 MPA 释放的时间直至到达十二指肠

品名：米芙，瑞士诺华制药公司生产），每片 180 mg

肾失功的发生率，因此已常规用于肾移植术后

[3]

。本文

通过回顾性分析 106 例活体供肾移植受体的临床资料，

或 360 mg，麦考酚钠是 MPA 的钠盐。Budde 等 [2] 的

进一步了解 MMF 和 EC-MPS 在同等生物效应剂量下

研究表明 EC-MPS 720 mg 与 MMF 1 000 mg 之间具有

对肾移植受体 MPA 血药浓度影响及不良事件的发生

生 物 等 效 性， 即 720 mg EC-MPS 可 提 供 与 1 000 mg

率，为指导临床个体化、经济化用药提供参考。

MMF 相同摩尔当量的 MPA。为了保证同等的生物
效应剂量，赛可平每日剂量 750 mg，米芙每日剂量

1 资料与方法

540 mg。

1.1 一般资料

1.3 手术方法

选取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自

所有亲属供体均采取开放手术切取供肾，在供体

2009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 106 例接受活体供肾移植

手术开始后不久开始对受体进行手术。肾移植手术方

的受体为研究对象。106 例受体中，男 78 例，女 28 例，

法：经腰部切口，充分显露髂血管，待供肾切取后用

2

年 龄（31±7） 岁， 体 质 量 指 数 18.5 ～ 23.9 kg/m 。

最短的时间完成血管吻合，按实际情况将供肾植入左

受体原发病包括慢性肾小球肾炎 35 例、高血压肾病

髂窝或右髂窝，移植肾动脉与受体髂内动脉端端吻合，

33 例、糖尿病肾病 18 例、多囊肾 5 例、肾病综合征

移植肾静脉与受体髂外静脉端侧吻合，输尿管、膀胱

11 例、IgA 肾病 3 例及其他 1 例。术前均进行血液透析，

作隧道式包埋缝合。

透析时间 1 ～ 15 个月。供、受体配型情况：血型鉴

1.4 术后免疫抑制剂方案

定 符 合 输 血 原 则， 群 体 反 应 性 抗 体（panel reactive

所有受体采用免疫诱导治疗，手术当日及术后第 4 日

antibody，PRA）<10%， 人 类 白 细 胞 抗 原（human

分别静脉滴注巴利昔单抗 20 mg。手术当日到术后

leukocyte antigen，HLA）相配情况按照活体器官移植

第 3 日逐日分别予以静脉滴注甲泼尼龙 500、360、

的要求≥ 2 个位点。

240、180 mg 冲击治疗，术后第 4 日改为口服泼尼松

术前严格按照博鳌会议制定的《中国活体供肾

80 mg，
以后逐日递减10 mg至20 mg为止，
维持3～6个月。

肾脏移植指南》相关要求进行评估。受体入选标准：

术后第 3 日起，M1 组采用口服 FK506+MMF+ 泼尼松，

（1）均为首次接受肾移植手术；（2）术后采用的免

M2 组口服 FK506+EC-MPS+ 泼尼松。定期监测血药

疫抑制剂方案均为他克莫司（tacrolimus，FK506）+

浓度并根据血药浓度变化调整 FK506 用量，两组受体

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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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K506 血 药 浓 度 3 个 月 以 内 维 持 在 10～20 ng/mL，
3 个月以后维持在 5～10 ng/mL。MMF 和 EC-MP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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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受体服药后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两组受体服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见表 1。M1 组

剂量保持不变。

与 M2 组术后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胃肠道不良反应，与

1.5 血药浓度测量方法

M1 组比较，M2 组发生率较低且症状较轻。M1 组术

国 内 外 的 研 究 表 明：MPA 血 药 谷 浓 度 为 1～

后重症肺部感染 5 例，其中 1 例因重症肺部感染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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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 组重症肺部感染 1 例；M1 组发生急性排斥反应

推 荐 0～12 h 药 - 时 曲 线 下 面 积（area under curve，

4 例，M2 组仅 1 例；M1 组发生移植肾功能丧失 1 例；

AUC0～12）有效暴露量 30～60 μg·h/mL 之间存在紧密

另外，M1 组发生移植肾功能延缓恢复 1 例，M2 组

的相关性

[3-6]

，而 AUC0～12 需要服药后多次采血，不

术后 2 个月超声发现移植肾轻度积水 1 例。

便于临床应用。所以本中心采样时间为服用同一剂量
的 MPA 至少 1 周，即 MPA 血药浓度达到稳定后进行
血样采集，清晨服用免疫抑制剂前 0.5 h，取患者静

表1
Table 1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of recipi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脉血 2 mL 分离血浆，采用二维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

administration [

MPA 血药谷浓度。
1.6 研究方法
分析两组受体服药后 1、2、3 周和 1、2、3 个月
MPA 血药浓度的变化情况、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服
用药物所花费用。
1.7 统计学方法

两组受体服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

重症肺

中重度胃

急性排 移植物

部感染

肠道症状

斥反应

62

5（8）

9（15）

4（6） 1（2） 1（2）

44

1（2）

2（5）

1（2）

组 别

n

M1 组
M2 组

失功
0

其他

1（2）

2.3 两组受体的所花费用

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按照我省药品监督局定价：赛可平 380 元 / 盒，

采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

米芙 760 元 / 盒，采用同等生物学效应给药，赛可平

数资料采用率表示。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每日剂量 750 mg，米芙每日剂量 540 mg，M1 组服
用 MMF 所花费用 1 710 元 / 月，M2 组服用 EC-MPS

2 结 果

所花费用 2 736 元 / 月。但 M1 组治疗药物不良反应
所产生费用远高于 M2 组，如重症肺部感染使用美罗

2.1 两组受体服药后 MPA 血药谷浓度的比较
虽然采取同等生物效应给药，但服药后第 1、2、

培南等高级别抗生素，重度胃肠道症状使用保护胃黏

3 周，第 1、2、3 个月测量的 M1 组 MPA 血药谷浓

膜药、肠外营养，急性排斥反应使用肾上腺皮质激素

度比 M2 组低（图 1），各个时间点两组间比较，差

（激素）、免疫球蛋白等产生费用较高。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 P<0.05）。

3 讨 论

血药谷浓度（μg/mL）

10
M1 组
M2 组

8

肾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在临床广泛应用，提高了
移植物的存活率，改善了患者的生存质量，早已被临

6

床公认 [7]。MPA 类药物 +FK506+ 激素是目前肾移植
受体术后免疫抑制治疗的理想方案。FK506 治疗窗窄，

4

药代动力学个体差异大 [8]，受体血药浓度过低时易因

2
0

移植物的排斥反应导致移植失败，过高时易导致感染
1周

2周

3周

1 个月

2 个月

3 个月

及肝、肾毒性的发生，对于移植术后早期的受体尤为

服药后时间

危险 [9]。保持一定的 MPA 血药浓度可以降低 FK506

图 1 两组受体服药后 MPA 血药谷浓度的比较
Figure 1 Comparison of trough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MPA of recipients between
two groups after administration

的血药浓度而不引起排斥反应，从而降低肝、肾毒性
并保证移植物的存活。
因此进行 MPA 的血药浓度监测，
及其相关不良反应和产生的经济费用的研究，有利于
MPA 类药物的经济化、个体化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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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AUC0～12 被广泛认为是最好的监测整体药
物暴露的指标，但其需要多次采血，用于临床日常
AUC0～12 监测不切实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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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转化为患者对药物依从性的提高，可进一步提高
移植物存活率。
另 外， 有 关 研 究 表 明 经 EC-MPS 治 疗 的 受 体，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大

多数移植中心采用单点采样。我中心采用移植受体服

其经活组织检查证实的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低于经

用同一剂量的 MPA 至少 1 周，即 MPA 血药浓度达到

MMF 治疗的受体 [17]。接受老年供肾的肾移植年轻

稳定后进行血样采集，采样时间为清晨服用免疫抑制

受体是活体供肾移植急性排斥反应发生的独立危险因

剂前 0.5 h，测定 MPA 血药谷浓度。目前临床上 MPA

素 [18]，笔者认为接受老年供肾的肾移植年轻受体选

类药物主要有 MMF 和 EC-MPS 两种，我们的研究发

用 EC-MPS 免疫抑制方案有助于降低排斥反应发生率，

现同等的生物效应剂量下服用 EC-MPS 的患者具有

提高肾移植效果。

更高的 MPA 血药浓度。这可能因为一方面 EC-MPS

综上所述，同等的生物效应剂量下服用 EC-MPS

是基于 MPA 的钠盐取代了 MMF 中的酯基团，这一

的患者相对服用 MMF 的患者能维持更高的 MPA 血

分子结构上的变化去除了酯基团对消化道的不良反

药浓度并且不良反应更少。因此，在患者经济条件允

应 [11]，从而去除影响 MPA 吸收的因素增加了其吸收；

许的前提下，建议首选 EC-MPS 免疫抑制方案；若患

另一方面 EC-MPS 是有肠衣包裹的肠溶制剂，能延长

者能耐受 MMF 的不良反应并且经济条件差，可以选

MPA 释放的时间直到到达十二指肠才释放，能减少

用 MMF 从而减轻经济负担；接受老年供肾的肾移植

MPA 对胃的刺激及在胃中的破坏，从而增加 MPA 的

年轻受体，建议首选 EC-MPS 免疫抑制方案。临床上

吸收。研究证明，血液中 MPA 的暴露剂量高对降低

可根据不同肾移植患者的个体情况，科学地选择个体

急性排斥反应和短期、长期移植物失功的发生率是有

化、经济化的术后免疫抑制方案。

效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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