Ｖｏｌ． １２ Ｎｏ．１
Ｊａｎ． ２０２１

器官移植
Ｏｒｇａｎ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第 １２ 卷 第 １ 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学术盘点·

2020年第3季度肾移植领域最新文献解读
马茂林 石炳毅 孙启全

【摘要】

如何改善移植肾的长期预后和解决供肾短缺仍是困扰临床医师的两大难题，其中缺血 - 再灌注损

伤（IRI）、排斥反应、感染、免疫抑制治疗是肾移植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因此，加强肾移植领域文献学习，了
解移植肾相关疾病的本质及国际前沿研究热点，有助于临床进一步改善移植肾功能和延长移植肾的存活时间。本
文就 2020 年第 3 季度肾移植领域的研究热点、最新进展并结合第 12 期岭南读书会的会议纪要作一文献解读，并
从 IRI、排斥反应和感染 3 个方面进行综述。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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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latest literatures on renal transplantation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20 Ma Maolin*, Shi Bingyi, Sun Qiqu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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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sponding author: Sun Qiquan, Email: sunqiq@mail.sysu.edu.cn

【Abstract】 How to improve the long-term prognosis of transplant kidney and solve the shortage of donor kidney
are still two major problems that plague clinicians. Among them,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RI), rejection, infection,
and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ar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research ﬁeld of renal transplantation. Therefore, strengthening
the literature study in the ﬁeld of renal transplan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nature of transplant kidney related diseases
and international frontier research hotspots, help to further improve the function and prolong the survival time of the
transplant kidney in clinic. This article interpreted literatures on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new progress in the ﬁeld of renal
transplantation in the third quarter of 2020, combined with the meeting minutes of the 12th Lingnan Reading Club, and
review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IRI, rejection and infection.
【Key words】 Renal transplantation;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IRI); Rejection; Infection; Immunosuppressant;
Mitochondrial DNA; Donor speciﬁc antibody; BK virus

肾移植技术已逐渐成熟，但缺血 - 再灌注损伤

移植》杂志提供学术支持的肾移植学术沙龙，并被纳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IRI）、 排 斥 反 应、 感

入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系列读书活动，旨在

染、免疫抑制治疗仍是肾移植研究领域的重要问题。

推动国内肾移植领域的学术发展。第 12 期岭南读书

岭南读书会是由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和中山大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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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石炳毅教

IRI，但临床上仍缺乏有效的措施 [3-4]。Lindeman 等 [5]

授、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孙启全教授和首都医科大

利用代谢组学数据研究了临床 IRI 的可能代谢来源，

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胡小鹏教授共同担任会议主席。

解释临床前研究与临床研究在改善 IRI 方面的差异性。

本文就 2020 年第 3 季度肾移植领域的研究热点、最

研究发现在大鼠、小鼠和猪的 IRI 模型中，再灌注后

新进展并结合第 12 期岭南读书会的会议纪要作一文

数分钟内其氧化磷酸化功能即可恢复；与动物模型不

献解读。

同，临床上 IRI 导致的 DGF 与再灌注后代谢衰竭相关，
表现为再灌注后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

1 检索策略

ATP）/ 三磷酸鸟苷（guanosine triphosphate，GTP）分

利用 PubMed 检索 2020 年第 3 季度肾移植研究

解代谢异常（显著损害磷酸肌酸恢复和持续次黄嘌呤

领域文献，检索时间统一限定为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生成）和持续性组织损伤；尽管糖酵解、脂肪酸氧化、

9 月 30 日。通过主题词“kidney transplantation[MeSH

谷氨酰胺分解和自噬作用被激活，但高能磷酸盐的回

Terms] ”， 共 检 索 出 219 篇 文 献； 为 避 免 遗 漏，

收功能缺陷，这与三羧酸循环中的酮戊二酸脱氢酶复

继 续 通 过 限 定 题 目 或 摘 要 进 行 检 索， 检 索 词 设 置

合物水平的缺陷有关。因此，可通过保持三羧酸循环

为“kidney transplantation[Title/Abstract]) OR renal

的完整性或动员代谢挽救途径来保存组织代谢能力，

transplantation [Title/Abstract]”
，
检索结果为 856 篇文献，

维持器官的能量需求缓解 IRI 引起的 DGF。既往研

将两者检索结果通过连接词“OR”组合，得到 966 篇

究发现饮食限制增加了器官对氧化应激（包括 IRI）

文献；随后，在此检索结果上通过限制文献类型，

的抵抗力 [6-7]。Jongbloed 等 [8] 研究了活体肾移植供者

“NOT review[Publication Type]”，排除综述类型文章，

术前蛋白和热量限制（protein and calorie restriction，

检索结果为 892 篇文献；为了解中国作者发表文章的

PCR）饮食对围手术期供者、受者和移植肾的影响。

情况，在此检索结果上限制条件“China[Afﬁliation]”，

将 35 例供者随机分为 PCR 组和对照组，其中 PCR

检索结果为 81 篇文献。利用最新颁布的 2020 年 SCI

组在术前 5 d 接受 30% 热量和 80% 蛋白质减少的饮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IF）数据，结合 PubMed 检

食，对照组为正常饮食。研究发现 PCR 饮食加速了

索网址自带的 IF 分类功能，将 IF 分为“IF>10 分”，

肾功能的适应性恢复，增加了移植肾对 IRI 的抵抗力，

“5 分≤IF≤10 分”，“3 分≤IF<5 分”和“IF<3 分”

其功能恢复也更快。同时基于它的非侵入性和安全

4 个范围，在检索的 892 篇文献里，其占比分别为 1.5%、

性，PCR 饮食可能有助于减轻移植肾 IRI 以及其他与

24.4%、20.0% 和 54.1%。结果显示 2020 年第 3 季度

手术相关的应激损伤。Thompson 等 [9] 在《American

肾移植专业领域涌现较多有价值的高分文章，其中中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发表的一篇文献中介绍了

国作者发表 IF≥5 分文章总计 24 篇。

多能祖细胞，其强大的免疫调节特性可以最大限度

2 肾移植研究文献荟萃

地减轻 IRI；肾移植术前供肾的离体常温机械灌注
（normothermic machine perfusion，NMP） 为 直 接 递
送细胞治疗剂提供了平台，可以优化术前的器官质量。

2.1 缺血 - 再灌注损伤
IRI 是肾移植不可避免的病理生理过程，器官缺

将 NMP 和细胞疗法结合可促进移植肾功能恢复，减

血会导致组织细胞应激损伤，当血液再灌注时这种

轻损伤和抑制促炎因子的生成，在移植调节方面可带

损伤反而会加重，释放的炎症因子和氧化应激产物

来创新的有益前景 [10]。

是造成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elayed graft function，

IRI 是影响移植物功能的重要因素，对于 IRI 引

。DGF 被认为是急性肾损

起的 DGF，早期预测和诊断至关重要。线粒体 DNA

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的一种临床表现，与

（mitochondrial DNA，mtDNA） 在 细 胞 死 亡 和 血 小

移植物和患者的不良结局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扩

板激活时被释放到细胞外环境中，已被认为是一些疾

大标准供肾的使用，
DGF 的发生率呈现上升趋势。
因此，

病的生物标志物，细胞外 mtDNA 在肾脏 IRI 时是否

减轻 IRI、对 DGF 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干预，可提高

在血和（或）尿中积聚并导致 DGF 尚不清楚。Jansen

移植物和患者的存活率，改善预后。

等 [11] 研究发现肾移植导致血和尿 mtDNA 水平升高，

DGF）的重要危险因素

[1-2]

大量的临床前研究发现，通过预防干预可改善

肾移植冷缺血时间与尿 mtDNA 水平呈正相关，而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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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DNA 水平与肾移植术后 DGF 的发生有关，可作为

分辨率 HLA 基因分型评估发现，HLA-DQ 抗体高错

肾移植术后 DGF 的无创检测指标，具有较好的临床

配负荷增加了肾移植术后 dnDSA 形成、排斥反应、

应用价值。

移植物功能下降和移植物失功的风险。其他基因座

2.2 排斥反应

的错配似乎影响较小，HLA-DQA1 和 HLA-DQB2 等

排斥反应是移植术后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随着

位基因的分子匹配可以减少供体特异性抗体（donor

强效免疫抑制剂、血浆置换和免疫吸附技术的应用，

speciﬁc antibody，DSA）的形成，改善肾移植术后的

超急性排斥反应、加速性排斥反应和急性排斥反应

移植物结局，并指导移植术后个体化的免疫抑制方案。

（acute rejection，AR）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对于

肾移植术前 HLA 抗体的存在是术后发生排斥反应、

慢性排斥反应的治疗效果仍不理想，移植物的长期存

影响移植肾功能的危险因素，其可能与多次输血史、

活并未得到明显改善。因此，在排斥反应的研究中，

女性多次孕产史或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等相关。Morath

诱导移植免疫耐受显得极为迫切。

等 [18] 研究发现肾移植术前同种异体抗体的存在是

免疫抑制剂的研发进展以及免疫诱导和维持方案

DGF 的危险因素，而预存抗体（特别是 DSA）存在

[12]

的同时出现 DGF 会严重损害移植肾功能和降低移植

进行了一项临床对照研究，比较注射用抗胸腺细胞

肾存活率。因此，应采取适当措施预防致敏患者发生

球 蛋 白（antithymocyte globulin，ATG） 和 阿 伦 珠 单

DGF，尤其应注意老年供者（年龄 >65 岁）的器官分

抗对 AR 的治疗效果。研究发现两者对 AR 患者和移

配和移植。

的不断完善有助于控制排斥反应。van der Zwan 等

植肾存活率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阿伦珠单抗组

随着程序性移植肾穿刺的接受度不断提升，亚临

感染、输液相关不良事件发生率均低于 ATG 组。作

床急性排斥反应（subclinical acute rejection，subAR）

者认为阿伦珠单抗可能是糖皮质激素抵抗、反复发

逐渐引起临床医师及病理科医师的重视。subAR 并非

作或严重 AR 的有效替代疗法。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

完全良性，大量的研究表明 subAR 会增加晚期排斥

（antibody-mediated rejection，AMR）是移植物失功

反应、进行性肾单位丢失、移植肾功能损伤、dnDSA

。

形 成 的 风 险， 甚 至 发 展 为 慢 性 移 植 肾 肾 病 [19-22]。

慢性 AMR 与一种进展性病变——移植肾肾小球病变

subAR 被认为是未能控制的细胞免疫应答，肾移植

的主要原因，AMR 引起超过 50% 的移植物丢失
相关，这预示着预后不良

[14]

[13]

，但 AMR 的细胞特异

术后 3 个月内出现的 subAR 可降低移植肾存活率 [23]。

性损伤机制尚不清楚，早期发现并控制 AMR 至关重

Yi 等 [24] 假设 AR 中存在标准免疫抑制方案抑制不充

要。Clotet-Freixas 等 [15] 利用激光捕获和显微解剖技

分的分子途径，并对此替代激活途径中的关键驱动基

术对 30 例早期 AMR、急性细胞性排斥反应或急性

因（key driver gene，KDG）进行识别研究。结果显

肾小管坏死受者的肾活组织检查（活检）标本的肾小

示，在 AR 过程中先天性免疫细胞基因转录本过表达，

球和肾小管间质进行了蛋白质组学分析，结果显示慢

提示主要针对 TCMR 的标准免疫抑制方案存在缺陷，

性 AMR 时基底膜常发生重塑，而早期 AMR 表现为

应同时抑制单核细胞、巨噬细胞谱系的激活，因为巨

细胞外基质重塑，这可能提示一种新的治疗时机的

噬细胞参与 TCMR 和 AMR 的过程并在移植物中积聚，

选择。

与排斥反应的严重程度和移植物的存活率相关。对先

供、受者在分子水平上的差异性是所有同种异体

天性免疫通路中的 KDG 进行研究，可能为 AR 提供

免疫损伤的潜在驱动力，这种损伤需要用免疫抑制剂

潜在的治疗靶点，从而提高移植肾存活率和改善受者

来减轻。Wiebe 等

[16]

研究显示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DR/DQ 分 子 错 配 评 价 是

生活质量。
2.3 感

染

一种精确量化这种差异的方法，它与新生供体特异

感染和排斥反应是围绕肾移植的两个恒久不变的

性抗体（de novo donor speciﬁc antibody，dnDSA）形

重要话题，两者的关系类似于平衡杠杆，免疫抑制过

成、AMR、T 细胞介导性排斥反应（T cell-mediated

度易导致感染，免疫抑制不足易发生排斥反应。因此，

rejection，TCMR）和移植物丢失有关，这种潜在的

维持免疫抑制的稳态和诱导免疫耐受至关重要。

预后生物标志物的优点包括成本效益高、敏感性高、
应用性广泛、可重复性高。同时 Senev 等

[17]

通过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的爆发已成为国
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影响着全球人民的生命财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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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肾移植受者长期维持免疫抑制治疗，其 T 细胞

Sise 等 [35] 研究发现，HCV 阴性受者接受 HCV 阳性

免疫功能下降，因此发生严重细菌和病毒感染的风险

供者的肾脏，肾移植术后 3 d 开始每日 1 次给予格来

会更高。大量的研究报道显示，肾移植受者感染新冠

普韦和哌仑他韦治疗，为期 8 周，随访期间没有任何

肺炎的风险以及病死率更高。肾移植受者感染新冠肺

受者出现与 HCV 感染相关的严重不良事件。研究者

炎后应维持较低的免疫抑制水平，并进行更加严密的

认为 HCV 阴性受者接受 HCV 阳性供者的肾脏是安

监测以控制炎症因子释放风暴，其中大多数肾移植受

全有效的，而这样的结果令人兴奋。
肾移植受者发生泌尿系统感染的情况十分常见，

者感染新冠肺炎后需住院治疗，其症状与非移植患者
相似

[25-28]

目前对于无症状性菌尿是否需要治疗的问题仍存在争

。

肾移植受者免疫抑制过度会增加 BK 病毒感染

议。Coussement 等 [36] 研究发现，对于无症状性菌尿

的 风 险，BK 病 毒 相 关 性 肾 病（BK virus-associated

的抗生素治疗并不能减少肾移植术后 2 个月以上的受

nephropathy，BKVAN） 严 重 时 可 导 致 移 植 肾 失 功，

者有症状性泌尿系统感染的发生率，而增加抗生素的

[29]

。BKVAN 诊断的金标准为移

使用会导致耐药微生物的出现。因此，对于肾移植

植肾穿刺活检病理学检查，但其为有创性操作，存在

受者而言要警惕泌尿系统感染，但不应盲目地使用抗

影响受者的生活质量

潜在的并发症、
采样误差和重复性差等局限性

[30]

。
因此，

选择高效性、无创性生物标志物诊断 BKVAN 显得
尤为重要。Chen 等 [31] 研究发现供者来源的细胞游离

生素。

3 展 望

DNA（donor-derived cell-free DNA，dd-cfDNA） 已

目前，肾移植专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术前

被作为同种异体移植物损伤或排斥反应的无创性生物

PCR 饮食可增强移植肾对 IRI 的抵抗力；对先天性免

标志物；BK 病毒感染可引起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

疫通路中的 KDG 进行研究，可能为 AR 提供潜在的

尿 dd-cfDNA 水平会升高，对其定量分析有助于鉴别

治疗靶点；TTV 定量分析可为肾移植人群免疫状态

BKVAN 和 BK 病毒尿症，为 BKVAN 的诊断提供可

监测提供参考并指导免疫抑制治疗，从而维持免疫抑

靠的无创性诊断策略。来自于该团队同期的另一篇报

制稳态。然而，IRI、排斥反应、感染等仍然是肾移

道显示，尿沉渣双重免疫染色结合抗 58K 抗体和抗

植手术不可避免的问题，至今尚无完美的治疗方案应

SV40-T 抗体检测对预测移植肾 BK 病毒感染的范围

用于临床，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解决此类科学问题，

和深度有重要价值

[32]

。

以提高移植肾存活率和改善受者生活质量。中国作为

细 环 病 毒（torque teno virus，TTV） 是 非 致 病

移植数量位居世界第二的移植大国 , 中国学者在肾移

性、广泛分布的指环病毒科，TTV 感染与实体器官

植专业领域的国际发声相对较少，期待未来有更多的

移植受者的免疫抑制状态有关。针对 TTV 研究发现，

中国学者展现自己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促进我国移植

TTV 载量在肾移植术后迅速增加，术后 3 个月达到峰

事业的发展与壮大。

8

值（10 copies/mL）。此后 TTV 载量逐渐下降，至
12 个月趋于稳定（106 copies /mL）。TTV 的定量分
析可用于排斥反应和感染的风险分层，TTV 载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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