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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肾移植术后高尿酸血症诊疗技术规范（2019版）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

【摘要】

为了进一步规范中国肾移植术后高尿酸血症的诊断和治疗，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器官

移植专家和内分泌专家，总结国内外有关器官移植术后尿酸代谢异常研究最新进展并参考《中国肾脏疾病高尿酸
血症诊治的实践指南（2017 版）》，结合临床实践，从高尿酸血症的诊断与分型、病因、引起器官功能障碍的机
制、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治疗等方面，制定中国肾移植术后高尿酸血症诊疗技术规范（2019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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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生成过多或排泄减少导致血清尿酸

参考值的上限，男性上限为 420 μmol/L，女性上限为

（serum uric acid，SUA）浓度升高称为高尿酸血症

360 μmol/L。本规范采用流行病学定义，即在正常嘌

（hyperuricemia，HUA）。 随 着 我 国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呤饮食状态下，非同日 2 次空腹 SUA 男性和绝经后

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HUA 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

女性 >420 μmol/L，非绝经女性 >360 μmol/L[7]。

趋势，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在普通人

根据无嘌呤或严格限制嘌呤饮食 5 d 后 SUA 和

群中 HUA 的发生率为 10%～15%，肾移植受者中的发

尿液尿酸（urine uric acid，UUA）排泄情况，并考虑

生率较普通人群明显升高，占受者的 40%～60%

到肾功能对尿酸排泄的影响，以 Ccr 校正，将 HUA

[1-3]

。

HUA 不仅影响移植肾功能，而且增加心血管疾病

分为排泄不良型、生成过多型和混合型（表 1）。

的发病风险，是影响移植肾长期存活的重要危险因

表 1 高尿酸血症的分型
Table 1 Typing of hyperuricemia

素。HUA 的发病因素包括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ﬁltration rate，GFR）低下、既存的 HUA、使用钙神
经蛋白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r，CNI）或利尿药、
男性、糖尿病、高钙血症以及肥胖等 [2-6]。为了进一
步规范肾移植术后 HUA 的诊断和治疗，中华医学会
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器官移植专家和内分泌专家，总
结国内外器官移植术后尿酸代谢异常研究最新进展
并参考《中国肾脏疾病高尿酸血症诊治的实践指南
（2017 版）》，结合临床实践，制定本规范。

1 肾移植术后 HUA 的诊断与分型
HUA 的生物学定义是指无论性别和年龄，SUA
超过 420 μmol/L；流行病学定义是指 SUA 超过正常

分

型

Ｃｕａ
尿酸排泄
[μmol/(kg·h)] （ｍＬ／ｍｉｎ）

Ｃｕａ／Ｃｃｒ
（％）

尿酸排泄不良型

<2.86

<6.2

<5

尿酸生成过多型

>3.00

≥6.2

>10

混合型

>3.00

<6.2

5～10

尿 酸 排 泄 =24 h 尿 酸 排 泄 量（μmol）/ 体 质 量（kg）/24； 尿
酸清除率（Cua）=UUA× 平均每分钟尿量 /SUA；Ccr（男性）=
（140– 年龄）× 体质量（kg）/[0.818×Scr（μmol/L）]；Ccr（女
性）=（140– 年龄）× 体质量（kg）/[0.818×Scr(μmol/L)]×0.85；
Ccr 为肌酐清除率；Scr 为血清肌酐

２ 肾移植术后 HUA 的病因
2.1 尿酸排泄下降
尿 酸 经 肾 小 球 滤 过 后，98% 在 近 端 肾 小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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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 段 主 动 重 吸 收，50% 在 近 端 肾 小 管 S2 段 分 泌，

2.2.2 咪唑立宾 MZR 的主要不良反应是 HUA，这

40%～44% 在近端肾小管 S3 段分泌后重吸收，只有

与 MZR 影响嘌呤代谢有关。该药物与吗替麦考酚酯

6%～12% 通过尿液排泄出体外。尿酸在肾脏的转运

（mycophenolate mofetil，MMF）具有几乎相同的作用

过程是通过存在于肾小管上皮细胞的尿酸转运蛋白 -1

机制，但前者所致的 HUA 发生率是否高于后者仍有

（urate transporter 1，URAT1）将尿酸特异性转运至

争议 [13-15]。几乎所有 MZR 引起 HUA 的移植受者，在

细胞外以及存在于肾小管管腔侧刷状缘的尿酸 / 有机

降尿酸治疗后，其尿酸水平相对容易得到控制 [16-17]。

阴离子交换系统对尿酸的重吸收共同完成的。引起
肾移植后尿酸排泄下降的主要因素包括：肾功能不
全、多囊肾、隐匿性糖尿病、高血压、饮酒、甲状
旁腺功能亢进、甲状腺功能减退、药物 [ 利尿药、环
孢 素（ciclosporin，CsA）、 他 克 莫 司（tacrolimus，
FK506）、乙胺丁醇、吡嗪酰胺等 ]。
2.1.1 单侧肾脏 肾移植通常为单侧供肾，
受者只有 1 个
肾脏发挥功能，且部分受者移植肾功能并非十分正
常，GFR 和 内 生 肌 酐 清 除 率（endogenous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 Ccr）低于正常或在较低水平，导致尿
酸排泄下降。
2.1.2 环孢素 肾移植术后常用的 CsA 是 HUA 的诱发
因素。CsA 具有肾毒性，主要是由于入球小动脉收缩
引起的缺血障碍，继而引起 GFR 降低，表现为尿酸
排泄不良。CNI 促进尿酸再吸收也是引起 HUA 的原
因之一 [8]。
2.1.3 他克莫司 ＦＫ５０６ 与 ＣｓＡ 同样具有肾毒性，但前
者所致的 ＨＵＡ 发生率是否低于后者尚有争议

[３,９-１０]

。

ＦＫ５０６ 通过肾血管障碍的机制提升 ＳＵＡ，该机制包括
血管收缩、内皮素（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１ 释放增加、一氧
化氮（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ＮＯ）生成降低等 [１１]。
2.1.4 利尿药 利尿药（袢利尿药及噻嗪类利尿药）
主要由近端小管排泄，可竞争性抑制尿酸排出，导
致 SUA 升高。袢利尿药及噻嗪类利尿药对多药耐药
相关蛋白 4（multidrug resistance-associated protein 4，
MRP4）介导的尿酸排泄的抑制作用可能在其导致
HUA 机制中起重要作用 [12]。
2.2 尿酸合成增多
引起肾移植后尿酸合成增多的主要因素包括
药 物 [ 硫 唑 嘌 呤（azathioprine，AZA）、 咪 唑 立 宾

3 肾移植术后 HUA 引起器官功能障碍
的机制
HUA 与 血 管 内 皮 功 能 障 碍 的 发 生 密 切 相 关，
其机制是在近曲小管以外的血管内皮细胞内发现
URAT1， 尿 酸 通 过 URAT1 流 入 细 胞， 使 丝 裂 原
活 化 蛋 白 激 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MAPK）、 核 因 子（nuclear factor，NF）-κB 活 化，
产 生 环 氧 合 酶 -2（cyclooxygenase-2，COX-2）， 通
过合成局部血栓素使肾素 - 血管紧张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 system，RAS）活化、增殖并激活各种炎
症因子活性，导致器官功能障碍 [18]。
HUA 的 长 期 作 用 下 对 肾 脏 产 生 损 害， 其 主 要
通过致内皮细胞功能异常和炎症反应 [19]、致肾脏血
流动力学改变 [20]、诱发高血压和肾小球的肥厚以及
刺激 RAS 和 COX-2 系统等作用机制对肾脏产生致病
作用 [21-23]。

4 肾移植术后 HUA 患者的预后
肾 移 植 术 后 HUA 患 者 的 估 算 肾 小 球 滤 过 率
（estimated glomerular ﬁltration rate，eGFR）明显要低
于尿酸正常的受者，而且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
Scr）也明显升高 [24]。肾移植术后 HUA 患者的慢性
移 植 肾 肾 病（chronic allograft nephropathy，CAN）
和移植物失功的风险增加 [25-26]。如果移植后 1 年内
SUA>480 μmol/L，HUA 可导致 CAN 并显著降低移
植肾长期存活率，可作为预后的预测因子 [27]。

5 肾移植术后 HUA 的治疗

（mizoribine，MZR）]、淋巴增殖性疾病、真性红细

干 预 治 疗 切 点：SUA 男 性 >420 μmol/L， 女

胞增多症、横纹肌溶解、运动、饮酒、肥胖、高嘌呤

性 >360 μmol/L[28]。控制目标：对于 HUA 合并心血

饮食等。

管危险因素和心血管疾病者，应同时进行生活指导及

2.2.1 硫唑嘌呤 AZA 在人体内分解为 6- 巯基嘌呤

药物降尿酸治疗，使 SUA 长期控制在 <360 μmol/L；

（6-mercaptopurine，6-MP），并渗入 DNA 内引起细

对 于 有 痛 风 发 作 的 患 者， 则 需 将 SUA 长 期 控 制

胞障碍，释放氮化合物尿酸至血液中，导致 SUA 上升。

在 <300 μmol/L，以防止反复发作 [29]；应用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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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长期控制 SUA<180 μmol/L[7]。与一般人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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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磺舒：较早投入使用的药物，需注意该药与多

肾移植术后 HUA 患者治疗时必须考虑其免疫抑制剂

种药物的相互作用，目前临床已较少使用。该药与免

的使用情况、移植肾的功能状况、血糖和血脂代谢的

疫抑制剂无相互作用，但对中度以上的肾功能障碍者

情况等，才能获得较好的预后。

（eGFR<30 mL/min）效果一般。

5.1 降尿酸药物

氯 沙 坦： 该 药 为 血 管 紧 张 素 Ⅱ 受 体 拮 抗 药

5.1.1 抑制尿酸生成的药物 别嘌醇（allopurinol）：在

（angiotensin Ⅱ receptor blocker，ARB），本为降压

嘌呤代谢过程的最终阶段阻碍黄嘌呤氧化酶（xanthine

药，但其可对 URAT1 产生作用，促进尿酸排泄，从而

oxidase，XO）的作用，从而抑制尿酸产生。同时，

实现降尿酸作用。
由于其他的ARB药物并不具备此作用，

别嘌醇的氧化剂——羟嘌呤醇（oxypurinol），也具

因此该药常适合并发 HUA 的高血压患者。此外，由于

有强大的黄嘌呤氧化酶阻碍作用。由于羟嘌呤醇通过

HUA 通过 RAS 促进血压升高和肾内血管病变 [33-34]，

肾脏排泄，当患者肾功能低下时，必须减少羟嘌呤醇

因此对肾移植后合并 HUA 与高血压的肾移植受者亦

。别嘌醇阻碍肝脏代谢酶 CYP3A4 活性，致

应优先考虑该药。相比其他降尿酸药物，该药降尿

使 CsA 的血药浓度上升，因此两者合用时必须慎重。

酸效果较弱，因此用药效果不明显时应与其他药物

AZA 的代谢酶为黄嘌呤氧化酶，别嘌醇通过阻断该

合用。

剂量

[30]

酶的活性抑制 AZA 的代谢，从而造成后者血药浓度

非诺贝特：该药为临床常用的调整血脂药物，改

上升，因此，两者禁忌联合使用。当使用别嘌醇效果

善脂质代谢，促进尿酸排泄。该药降尿酸效果比氯沙

不明显时，不宜增加其剂量，而应考虑联合使用促进

坦稍强，因此，常用于 HUA 合并高脂血症的病例。

尿酸排泄的药物。重度移植肾功能不全者禁用。

肾功能障碍者禁用。该药突出特点是与 CsA 合用会

非布索坦（febuxostat）：全新的抑制尿酸生成
的药物，通过与氧化型和还原型 XO 结合，抑制 XO

造成严重的肾功能损伤，应予以特别注意。
5.2 生活指导

活性，减少尿酸生成，其抑制作用具有选择性，不影

避免高嘌呤饮食，严格戒饮各种酒类，尤其是啤

响其他嘌呤和嘧啶的合成。由于其在肝脏进行代谢并

酒和黄酒；肥胖者，采用低热量、平衡膳食，增加运

被肠道排泄，因此该药几乎不影响肾功能。同样，该

动量，以达到理想体重；保证充分饮水，以保持每日

药忌与 AZA 联合使用。肾功能低下者可在不调整用

尿量 <2 000 mL；积极控制与 HUA 相关的危险因素；

量的情况下使用非布索坦

[31]

。严重肝功能损伤者慎

用，注意个别患者也发生过敏反应。
托匹司他（topiroxostat）：与非布索坦结合位点
相同。该药 100% 经肝代谢，代谢产物随胆汁排泄，
肾脏安全性较高

[7]

。

避免使用升高 SUA 的药物 [7]。

6 肾移植术后痛风的治疗
痛风是由持续性 HUA 引起关节析出尿酸盐结
晶导致继发性关节炎。因此，HUA 与痛风并非同义

5.1.2 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 苯溴马隆
（benzbromarone）
、

词。移植肾功能低下引起尿酸排泄困难，从而产生

丙磺舒（probenecid）和氯沙坦（losartan）从 近 曲 小

HUA，重者引起痛风发作。有痛风发作的肾移植受

管管腔侧对位于此处的 URAT1 发挥作用，通过阻

者的目标 SUA 值为 <300 μmol/L。肾移植受者痛风的

碍其功能，促进尿酸排泄

[32]

。在使用这些药物时要

治疗常让人困惑，原因是秋水仙碱（colchicine）、

注意多饮水（2 000 mL/d 以上）和碱化尿液，尿液

非 甾 体 抗 炎 药（non-steroidal antiinﬂammatory drugs，

pH 值 控 制 在 6.2~6.9，24 h UUA 排 泄 率 不 宜 超 过

NSAIDs）、别嘌醇等治疗痛风药物与肾移植受者常

2 [7 ]

4 200 μmol/(1.73•m )

。

苯溴马隆：降尿酸作用强，肝功能障碍发生率较

用的 CsA、AZA、利尿药等药物互有不利影响。
6.1 痛风发作时的治疗

低，但有肝功能损伤的报道，所以在开始服药 6 个月

6.1.1 秋水仙碱 秋水仙碱与 CsA 两者均可抑制 P 糖

内要定期检查肝功能。该药阻碍肝脏代谢酶 CYP2C9

蛋白的活性。因此，使用 CNI 的受者存在秋水仙碱

活性，对华法林（warfarin）具有增强作用，应予以

血药浓度上升的可能性，进而容易引起肌肉神经障碍

注意，eGFR<30 mL/min 者慎用，肾结石和急性尿酸

或全血细胞减少症，须予以注意。

性肾病禁用。

6.1.2 非甾体抗炎类药物 NSAIDs 可能严重损害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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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能，导致急性肾功能障碍，因此肾移植受者尽可

黄赤兵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能避免使用。

霍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

6.2 痛风发作时的一般注意事项

鞠卫强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巨春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止饮酒，冷却患部。若在痛风发作时开始服用降尿酸

李

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药，会使病情恶化；若已经开始服用降尿酸药，原则

李新长

江西省人民医院

上无需中止服用，可配合秋水仙碱、NSAIDs、促肾

林

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上腺皮质激素等药物进行治疗。（2）服用少量阿司

刘

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匹林可轻微提高 SUA，而剂量较大时却反而会使尿

马麟麟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酸降低，引发疼痛加重或延长发作时间，因此痛风发

门同义

山东大学附属千佛山医院

作时应避免使用阿司匹林。（3）痛风发作的关节在

明长生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穿刺后可能发生化脓性关节炎或类固醇诱发性关节炎，

彭龙开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后者是注入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药剂的晶体造成的，必

齐海智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须予以注意。（4）痛风关节炎症状减轻后应停止使

曲青山

郑州人民医院

用 NSAIDs。

石炳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睢维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1医院

孙启全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孙煦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3医院

田普训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

钢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王

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王

毅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痛风发作时患者应尽量保持休息状态，禁

7 小 结
HUA 与肾脏疾病、动脉粥样硬化、原发性高血
压、脑卒中、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和死亡等呈独立正相
关，并且不依赖于一些常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及肾损
伤 [35]。肾移植受者的移植肾功能非常有限，且常伴
有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长期 HUA 可影响移植
肾长期存活，并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因此，
肾移植术后 HUA 的科学管理对于移植肾和移植受者
的长期存活具有临床意义。
执笔作者：
石炳毅 贾晓伟 李

宁

主审专家：石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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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

宁

王洪伟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

王彦峰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王长希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吴建永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武小桐

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薛武军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伟杰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张小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赵

明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郑

瑾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敖建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

蔡

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

陈

刚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陈

正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参考文献：

陈静瑜

无锡市人民医院

[1]

陈忠华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renal transplantation[J]. World J Nephrol, 2015, 4(3):

丰贵文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24-329. DOI: 10.5527/wjn.v4.i3.324.

付绍杰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傅耀文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宫念樵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郭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黄

晖
洁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

周江桥

[2]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BELLOMO G. Asymptomatic hyperuricemia following

KALANTAR E, KHALILI N, HOSSIENI MS, et al.
Hyperuricemia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J]. Transplant
Proc, 2011, 43(2):584-585. DOI: 10.1016/j.transproceed.
2011.01.062.

[3]

MALHEIRO J, ALMEIDA M, FONSECA I, et al.
Hyperuricemia in adult renal allograft recipients: prevalence

·１４·

器官移植

and predictors[J]. Transplant Proc, 2012, 44(8):23692372. DOI: 10.1016/j.transproceed.2012.07.033.
[4]

[5]
[6]

Hyperuricemia at 1 year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its

al. Randomized comparative trial of mizoribine versus

prevalence, associated factors, and graft survival[J].

mycophenolate mofetil in combination with tacrolimus for

Transplantation, 2012, 94(2):145-151. DOI: 10.1097/

living donor renal transplantation[J]. Clin Exp Nephrol,

TP.0b013e318254391b.

2013, 17(6):899-904. DOI: 10.1007/s10157-013-0780-1.

CLIVE DM. Renal transplant-associated hyperuricemia

[15] SHI Y, LIU H, CHEN XG, et al. Comparison of mizoribine

and gout[J]. J Am Soc Nephrol, 2000, 11(5):974-979.

and mycophenolate mofetil with a tacrolimus-based

KIM KM, KIM SS, HAN DJ, et al. Hyperuricemia in

immunosuppressive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with intact graft function[J].

transplantation recipients: a retrospective study in China[J].

Transplant Proc, 2010, 42(9):3562-3567. DOI: 10.1016/

Transplant Proc, 2017, 49(1):26-31. DOI: 10.1016/

regimen

in

living-donor

kidney

j.transproceed.2016.10.018.

中国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医师分会 . 中国肾脏疾病高

[16] SUGITANI A, KITADA H, OTA M, et al. Revival of

尿酸血症诊治的实践指南 (2017 版 )[J]. 中华医学杂

effective and safe high-dose mizoribine for the kidney

志 ,2017,97(25):1927-1936.DOI: 10.3760/cma.j.issn.0376-

transplantation[J]. Clin Transplant, 2006, 20(5):590-595.
[17] NISHIMURA K, UCHIDA K, YUZAWA K, et al.

Branch of Kidney Physicians of Chinese Physicians

Excellent results with high-dose mizoribine combined

Association.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with cyclosporine, corticosteroid, and basiliximab in

hyperuricemia in renal diseases in China (2017 edition)[J].

renal transplant recipients: multicenter study in Japan[J].

Natl Med J China,2017,97(25):1927-1936. DOI: 10.3760/

Transplant Proc, 2012, 44(1):147-149. DOI: 10.1016/

cma.j.issn.0376-2491.2017.25.003.

j.transproceed.2011.11.015.

BAHN A, HAGOS Y, REUTER S, et al. Identiﬁcation of a

[18] IWANAGA T, SATO M, MAEDA T, et al. Concentration-

new urate and high afﬁnity nicotinate transporter, hOAT10

dependent mode of interaction of angiotensin II receptor

(SLC22A13)[J]. J Biol Chem, 2008, 283(24):16332-

blockers with uric acid transporter[J]. J Pharmacol Exp

16341. DOI: 10.1074/jbc.M800737200.
[9]

10.1016/j.transproceed.2011.12.009.
[14] TAKAHARA S, TAKAHASHI K, AKIYAMA T, et

2491.2017.25.003.

[8]

treatment[J]. Transplant Proc, 2012, 44(1):140-143. DOI:

NUMAKURA K, SATOH S, TSUCHIYA N, et al.

j.transproceed.2010.07.104.
[7]

第 １０ 卷

KANBAY M, AKCAY A, HUDDAM B, et al. Inﬂuence

Ther, 2007, 320(1):211-217.
[19] HONG Q, QI K, FENG Z, et al. Hyperuricemia induces
endothelial

in stable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J]. Transplant Proc,

exchanger-mediated mitochondrial calcium overload[J].

2005, 37(7):3119-3120.

Cell Calcium, 2012, 51(5):402-410. DOI: 10.1016/

[10] ZAWIASA A, SZKLAREK-KUBICKA M, FIJAŁKOWSKA-

dysfunction

via

mitochondrial

Na+/Ca2+

of cyclosporine and tacrolimus on serum uric acid levels

j.ceca.2012.01.003.

MORAWSKA J, et al. Effect of oral fructose load on serum

[20] SAITO I, SARUTA T, KONDO K, et al. Serum uric acid

uric acid and lipids in kidney transplant recipients treated

and the renin-angiotensin system in hypertension[J]. J

with cyclosporine or tacrolimus[J]. Transplant Proc, 2009,
41(1):188-191. DOI: 10.1016/j.transproceed.2008.10.038.

Am Geriatr Soc, 1978, 26(6):241-247.
[21] KANELLIS J, WATANABE S, LI JH, et al. Uric acid

[11] OLYAEI AJ, DE MATTOS AM, BENNETT WM.

stimulates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 production

Nephrotoxicity of immunosuppressive drugs: new insight

in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 via mitogen-activated

and preventive strategies[J]. Curr Opin Crit Care, 2001,

protein kinase and cyclooxygenase-2[J]. Hypertension,

7(6):384-389.

2003, 41(6):1287-1293.

[12] EL-SHEIKH AA, VAN DEN HEUVEL JJ, KOENDERINK

[22] NAKAGAWA T, MAZZALI M, KANG DH, et al.

JB, et al. Effect of hypouricaemic and hyperuricaemic drugs

Hyperuricemia causes glomerular hypertrophy in the

on the renal urate efﬂux transporter, multidrug resistance

rat[J]. Am J Nephrol, 2003, 23(1):2-7.

protein 4[J]. Br J Pharmacol, 2008, 155(7):1066-1075. DOI:
10.1038/bjp.2008.343.
[13] YOSHIMURA N, USHIGOME H, MATSUYAMA M,

[23] FEIG DI, KANG DH, NAKAGAWA T, et al. Uric
acid and hypertension[J]. Curr Hypertens Rep, 2006,
8(2):111-115.

et al. The efﬁcacy and safety of high-dose mizoribine in

[24] HUANG Y, LI YL, HUANG H, et al. Effects of

ABO-incompatible kidney transplantation using anti-

hyperuricemia on renal function of renal transplant

CD20 and anti-CD25 antibody without splenectomy

recipient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ohort

第１期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中国肾移植术后高尿酸血症诊疗技术规范（２０１９版）

·１５·

studies[J]. PLoS One, 2012,7(6):e39457. DOI: 10.1371/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yperuricemia and its related

journal.pone.0039457.

diseases[J]. Chin J Intern Med,2017,56(3):235-248. DOI:

[25] CHOI JY, KWON OJ.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rum

10.3760/cma.j.issn.0578-1426.2017.03.021.

uric acid levels at 3 months after renal transplantation and

[30] GOICOECHEA M, DE VINUESA SG, VERDALLES U, et

the graft outcome in living donor renal transplantation[J].

al. Effect of allopurinol in chronic kidney disease progression

Transplant Proc, 2013, 45(4):1548-1552. DOI: 10.1016/

and cardiovascular risk[J]. Clin J Am Soc Nephrol, 2010,

j.transproceed.2012.10.062.

5(8):1388-1393. DOI: 10.2215/CJN.01580210.

[26] WENG SC, SHU KH, TARNG DC, et al. Uric acid is

[31] BECKER MA, SCHUMACHER HR JR, WORTMANN

highly associated with kidney allograft survival in a time-

RL, et al. Febuxostat compared with allopurinol in

varying analysis[J]. Transplant Proc, 2014, 46(2):505-

patients with hyperuricemia and gout[J]. N Engl J Med,

510. DOI: 10.1016/j.transproceed.2013.09.038.

2005, 353(23):2450-2461.

[27] MIN SI, YUN IJ, KANG JM, et al. Moderate-to-severe

[32] ENOMOTO A, KIMURA H, CHAIROUNGDUA A,

early-onset hyperuricaemia: a prognostic marker of long-

et al. Molecular identiﬁcation of a renal urate anion

term kidney transplant outcome[J]. Nephrol Dial Transplant,

exchanger that regulates blood urate levels[J]. Nature,

2009, 24(8):2584-2590. DOI: 10.1093/ndt/gfp192.

2002, 417(6887):447-452.

[28] 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 . 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治疗的中

[33] TALAAT KM, EL-SHEIKH AR. The effect of mild

国专家共识 [J].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2013,29(11):913-

hyperuricemia on urinary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beta

920.DOI: 10.3760/cma.j.issn.1000-6699.2013.11.001.

and the progression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J]. Am J

Branch of Endocrinology of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

Nephrol, 2007,27(5):435-440.

Chinese experts consensus on treatment of hyperuricemia

[34] JOHNSON RJ, KANG DH, FEIG D, et al. Is there

and gout [J]. Chin J Endocrinol Metabol, 2013,29(11):913-

a pathogenetic role for uric acid in hypertension and

920. DOI：10.3760/cma.j.issn.1000-6699.2013.11.001.

cardiovascular and renal disease?[J]. Hypertension, 2003,

[29] 高尿酸血症相关疾病诊疗多学科共识专家组 . 中国高

41(6):1183-1190.

尿酸血症相关疾病诊疗多学科专家共识 [J]. 中华内

[35] SÁNCHEZ-LOZADA LG, NAKAGAWA T, KANG DH,

科杂志 ,2017,56(3):235-248. DOI: 10.3760/cma.j.issn.

et al. Hormonal and cytokine effects of uric acid[J]. Curr

0578-1426.2017.03.021.

Opin Nephrol Hypertens, 2006, 15(1):30-33.

Expert Group of Multi-Disciplinary Consensus o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yperuricemia and its Related
Diseases. Chinese multi-disciplinary consensus on the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０１）
（本文编辑：邬加佳 吴秋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