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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共识·
中国成人肾病综合征免疫抑制治疗专家共识
中国成人肾病综合征免疫抑制治疗专家组
一、前言

表１

肾病综合征（ｎｅｐｈｒｏ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ＮＳ）是临床常见的一

。肾病综合征的分类及常见病理类型

原发性肾病综合征

继发性肾病综合征

组肾脏疾病综合征，以大量蛋白尿（＞３．５州）、低白蛋白

微小病变性肾病

狼疮肾炎

血症（人血白蛋白＜３０ ｇ／Ｌ）以及不同程度的水肿、高脂血

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

糖尿病肾病

症为主要特征ｎ，。正确使用免疫抑制治疗是提高疗效、减

非ＩｇＡ型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肾炎

少不良反应的关键环节。２０１２年ＫＤＩＧＯ肾小球肾炎临床

ＩｇＡ肾病

过敏性紫癜。肾炎

实践指南（以下简称ＫＤＩＧＯ指南）发表后，对。肾小球疾病

膜性‘肾病

肾淀粉样变性

的治疗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但ＫＤＩＧＯ指南所采用的资

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骨髓瘤性肾病

料截止到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且纳入来自中国的临床研究证据

淋巴瘤或实体肿瘤性肾病

较少。因此，有必要借鉴国际指南，结合中国肾科医生临

药物或感染引起的肾病综合征

床研究成果和治疗经验，制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成人
常见原发和继发肾病综合征的免疫抑制治疗专家共识，

征。

供中国肾科医生临床实践参考，并为将来进一步改进临

（二）肾病综合征的主要病理类型及概述

床指南提供基础。

中国成人原发性肾病综合征中常见的病理类型，见表
１。包括：微小病变性肾病（ｍｉｎｉｍａｌ
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ｆｏｃａｌ

二、证据来源
本共识以检索关键词ｎｅｐｈｒｏｔ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ｏｒ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ＲＣＴ）检索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０月收录

ｃｈａｎｇ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ＣＤ）、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ＦＳＧＳ）、非ＩｇＡ型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ｍｅｓａｎｇｉａ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ｏ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ＭｓＰＧＮ）、ＩｇＡ。肾病（ＩｇＡ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ＩｇＡＮ）、膜性肾病（ｍｅｍｂｒａｎｏｕｓ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

在Ｅｍｂａｓｅ、Ｍｅｄｌｉｎｅ、ＰｕｂＭｅｄ、循证医学数据库（包括

ＭＮ）和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ｍｅｍｂｒａｎｏ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ＤＳＲ、ＤＡＲＥ、ＣＣＴＲ及ＡＣ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ｌｕｂ）、ＯＶＩＤ平台数据

ｇｌｏｍｅｒｎｌｏ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ＭＰＧＮ）等。中国继发性肾病综合征的

库、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Ｌｉｎｋ、Ｅｌｓｅｖｉ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电子期刊、中国生

病因包括狼疮肾炎（１ｕｐｕｓ 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ＬＮ）、糖尿病肾病

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ＣＢＭ）、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性肾炎

（ＣＮＫＩ）、万方数据资源系统和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ＶＩＰ）的相关文献，作为本共识支持证据来源。

（Ｈｅｎｏｃｈ．Ｓｅｈ６ｎｌｅｉｎ

Ｂ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ｌｏｍｅｒｕｌｏ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过敏性紫癜肾炎
ｐｕｒｐｕｒａ

ｎｅｐｈｒｉｔｉｓ）、肾淀粉样变性

（Ｒｅｎａｌ ａｍｙｌｏｉｄｏｓｉｓ）等。】。本共识主要讨论原发性。肾病综

三、成人肾病综合征相关诊断要点
（一）诊断标准

合征及继发性肾病综合征中的狼疮肾炎。
１．微小病变性肾病：本型约占我国成人肾病综合征

１．大量蛋白尿（尿蛋白＞３．５州）

的１０％一２５％ｔ”。本型患者男性多于女性，儿童高发，成人

２．低白蛋白血症（人血白蛋白＜３０ ｇｅＬ）

发病率较儿童降低，但６０岁后发病率又出现小高峰。临

３．水肿

床表现中血尿和高血压少见。６０岁以上的患者中，高血

４．高脂血症

压和肾功能损害较为多见。大多数患者（约８０％～９０％）

前两项是诊断肾病综合征的必备条件。临床上只要

对糖皮质激素治疗敏感，一般治疗１０～１４天后开始出现

满足该两项必备条件，肾病综合征的诊断即可成立。肾

利尿效应，蛋白尿可在数周内转阴，人血白蛋白逐渐恢复

病综合征根据病因不同，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肾病

正常，但易复发。反复发作者，应积极寻找诱因并及时调

综合征诊断确立后，应积极寻找可能存在的继发性病因，

整治疗方案。

排除继发性肾病综合征后，方可诊断为原发性肾病综合

２．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本型约占我国成人肾病
综合征的５％～１０％，本型患者以青壮年男性多见，约５０％
以上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血尿，１／３患者起病时伴有高血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７０９７．２０１４．０６．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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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肾功能损害。持续。肾病综合征的患者，５～１０年内
５０％以上进展至终末期肾病（ｅｎｄ

ｓｔａｇｅ

ｒｅ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ＥＳＲＤ）【４１。

１．完全缓解（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ＣＲ）：２４ ｈ尿蛋白定
量＜０．３ ｇ或尿蛋白／肌酐（ｕＰＣＲ）＜３００ ｍｇ／ｇ，肾功能正常，
人血白蛋白＞３５ ｇ／Ｌ，尿蛋白定性阴性。
２．部分缓解（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Ｒ）：２４ ｈ尿蛋白定量

３．非ＩｇＡ型系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本型是我国原发
性肾病综合征中较常见的病理类型，约占２０％一３０％，显

＞０．３

著高于欧美国家。本病好发于青年，多数患者起病前有

蛋白定量比基线水平下降５０％且肾功能稳定（血肌酐较基

上呼吸道感染等前驱感染症状，部分患者起病隐匿，多数

线水平上升＜２０％）。

患者伴有不同程度血尿。

ｇ，但＜３．５ ｇ；或ｕＰＣＲ在３００—３５００ ｍｇ／ｇ；或２４ ｈ尿

３．未缓解（ｎｏ 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Ｒ）：２４ ｈ尿蛋白定量＞３．５

４．ＩｇＡ肾病：本型约占我国成人。肾病综合征的５％～
１０％。有些患者可同时合并微小病变性肾病，这部分患者
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后，疗效同微小病变性肾病。若患

ｇ，

且下降幅度小于基线水平的５０％。
４．复发（ｒｅｌａｐｓｅ）：经治疗后缓解的患者重新出现２４

ｈ

尿蛋白定量＞３．５ ｇ，或ｕＰＣＲ＞３５００ ｍｇＣｇ。

者持续存在大量蛋白尿，则提示预后不良。

５．膜性肾病：本型约占我国成人。肾病综合征的
２０％～３０％，且近年来有上升趋势。患者发病年龄多见于

四、成人肾病综合征免疫抑制治疗的目的、原则及注
意事项

４０岁以上，男女比例约为２：１。患者血栓和栓塞等并发症

（一）免疫抑制治疗的主要目的

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病理类型，其中以肾静脉血栓最

肾病综合征理想的免疫治疗方案是诱导期尽快获得

常见（约为１０％～４０％）。ＭＮ的自然病程差异较大，约１／３

缓解，并在维持期以最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

患者出现自然缓解，１／３患者持续蛋白尿但肾功能稳定，１／３

剂维持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减少复发和感染等并发

患者５～１０年进展至ＥＳＲＤ。

症。免疫抑制治疗的主要目的包括：

６．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本型在我国原发性肾病综

１．尽快获得完全或部分缓解：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合征中较为少见，好发于青壮年。５０％一７０％患者有持续

与治疗失败相比，即使获得部分缓解的患者，其肾脏存活

性低补体血症，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高血压、贫血及肾功

率也明显改善。因此实现完全或部分缓解是诱导期治疗

能损害较为常见，常呈持续进行性进展。本病治疗较为

的重要目标。

困难，５０％患者在１０年左右进展至ＥＳＲＤ。

２．减少复发和并发症：肾病综合征患者在获得缓解

７．狼疮肾炎：狼疮肾炎是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后，维持期治疗的主要目的就是维持缓解，尽可能减少复

ｅｒｙｔｈｅｍａｔｏｓｕｓ，ＳＬＥ）最常见和严重的靶器官损害，也

发和感染等并发症，从而改善患者的长期预后。

是我国继发性肾病综合征的首要病因（约占１５％一２０％）ｔ”。

３．保护肾功能：减少或延缓ＥＳＲＤ的发生。

根据２００３年国际肾脏病学会／肾脏病理学会（ＩＳＮ／ＲＰＳ）分

（二）免疫抑制治疗的基本原则

型，ＬＮ分为Ｉ～ＶＩ型。

１．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使用前，必须注意排除患

ｌｕｐｕｓ

（三）难治性肾病综合征”·”

者可能存在的活动性感染（特别是活动性肝炎、结核）、肿

难治性肾病综合征是指对糖皮质激素抵抗、依赖和

瘤等情况；治疗效果不佳或反复复发的患者，应首先积极

（或）频繁复发的肾病综合征。诊治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的

寻找可能的诱因，包括：潜在隐性感染、血栓栓塞、严重水

过程中应特别注意感染、血栓形成、依从性差等因素。

肿、用药不当等。

１．糖皮质激素抵抗型肾病综合征（ｓｔｅｒｏｉｄ
ｎｅｐｈｒｏｔｉｃ
１

２．使用糖皮质激素应遵循“足量、缓慢减量、长期维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ＲＮＳ）：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泼尼松

持”的原则【８１。

ｍｇ·ｋｇ一·ｄ。或相应剂量的其他类型的糖皮质激素）８周

（１）起始剂量要足：泼尼松（１．０ ｍｇ·ｋｇ～·ｄ‘１）顿服（最

无效”１；若病理类型为ＦＳＧＳ，ＫＤＩＧＯ指南定义为足量激素

大剂量６０ｍｇ／ｄ），连用６—８周，部分患者可根据病理类型

治疗１６周【７Ｉ。根据我国患者情况，我们建议ＦＳＧＳ患者足

延长至１２周。目前常用的糖皮质激素是泼尼松，肝功能

量激素治疗１２周无效时定义为激素抵抗。

损害者可选用口服等效剂量的泼尼松龙，或静脉滴注甲

２．糖皮质激素依赖型肾病综合征（ｓｔｅｒｏｉｄ
ｎｅｐｈｒｏｔｉｃ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２）缓慢减量：每１～２周减去原用量的１０％；当减至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ＤＮＳ）：糖皮质激素治疗取得完全缓

解后，于减量或停药后２周内复发，连续２次以上。
３．频繁复发型肾病综合征（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ｒｅｌａｐｓｅ ｎｅｐｈｒｏ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ＦＲＮＳ）：糖皮质激素治疗取得完全缓解后，６个
月内复发２次，１２个月内复发３次或以上。
（四）肾病综合征的临床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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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泼尼松龙。

２０

ｍｇ左右时病情易复发，需要注意观察，并尽量避免感

冒、劳累等诱因，对已多次复发患者，可以延缓药物减量
速度或加用免疫抑制剂。
（３）小剂量维持治疗：常复发患者在完全缓解２周或
完成８周大剂量疗程后开始逐渐减量，当减至低剂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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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ｏ．５ ｍｇ·ｋｇ－１·ｄ。１），可将两日剂量的激素隔日一次顿

疫抑制宿主肺炎是导致肾病综合征患者死亡的重要原

服，一般完全缓解后，至少维持治疗３～６个月。

因，需要定期随访、密切监视免疫功能，高度疑似患者需

３．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免疫抑制治疗方

及时停用免疫抑制剂和适当减少激素用量等。

案。对于糖皮质激素敏感的患者，应力争达到完全缓解；
对于糖皮质激素减量过程中复发的患者，需排除可能诱
因，重新给予一个有效剂量诱导缓解，然后缓慢减量；对

五、不同病理类型成人肾病综合征患者免疫抑制治
疗建议

于糖皮质激素抵抗、依赖以及频繁复发的患者，则应及时

（一）微小病变性肾病

联合免疫抑制剂；对于单用糖皮质激素疗效差的病理类

１．ＭＣＤ初始治疗：糖皮质激素作为初发ＭＣＤ肾病综

型（如ＭＮ等），应在开始治疗时即联合免疫抑制剂以改善

合征患者的初始治疗，建议泼尼松１ ｍｇ·ｋｇ－’·ｄ。１顿服（最

患者远期预后；对于治疗效果不理想的病理类型（如

大剂量６０ ｍｇＣｄ），维持６～８周。达到缓解后，糖皮质激素

ＭＰＧＮ等），或年老体弱的患者，治疗目标应以延缓。肾损害

在６个月内缓慢减量”Ｉ。ＭＣＤ患者完全缓解率高（成人完

进展为主，不宜盲目追求临床缓解，避免过度免疫抑制治

全缓解率高达８０％），但复发率亦高。对于使用糖皮质激

疗。

素有相对禁忌证或不能耐受大剂量糖皮质激素的患者

（三）免疫抑制治疗注意事项一Ｉ

（如伴有股骨头坏死、精神疾病、严重的骨质疏松等），可

１．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主要不良反应

单用ＣＮＩ并密切观察。

（１）糖皮质激素主要不良反应：包括诱发或加重感
染、消化性溃疡、水钠潴留、高血压、精神症状、医源性皮质醇

２．非频繁复发的患者：复发时建议采用初发ＭＣＤ相
同的治疗方案，效果欠佳者加用免疫抑制剂。

增多症、类固醇性糖尿病、骨质疏松、股骨头无菌性坏死
等。在治疗过程中应注意对其不良反应的观察和防治。
（２）烷化剂主要不良反应：包括骨髓抑制、肝损害、出

３．难治性ＭＣＤ治疗：成人难治性ＭＣＤ肾病综合征包
括激素抵抗、频繁复发、激素依赖ＭＣＤ肾病综合征。建议
加用Ｅｌ服或静脉注射脉ＣＴＸ

２００

ｍｇ，隔日用药，达到累计

血性膀胱炎、胃肠道反应、感染脱发及性腺损害等。用环

剂量（６—８ ｇ）。与单用糖皮质激素相比，ＣＴＸ可更持久地

磷酰胺（ＣＴＸ）当天多饮水、适当水化以及尽量上午用药，

维持缓解，但应注意其相关的不良反应。使用ＣＴＸ后复

可减少出血性膀胱炎的发生。常规在用药前、用药后１、

发和希望保留生育能力的患者，建议使用ＣＮＩ １—２年（他

３、７及１４ ｄ监测血常规和肝功能，有助于及时发现和预防

克莫司Ｏ．０５～０．１０ ｍｇ·ｋｇ·ｄ。或环孢素Ａ

骨髓抑制及肝损害的发生。性腺损害常与ＣＴＸ累积剂量

起始，分２次口服，间隔１２小时），后根据血药浓度调整剂

相关。

量，药物浓度：他克莫司（５—１０ ｎｇ／ｍ１），环孢素Ａ（１００～

（３）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ＣＮＩ）主要不良反应：环

１５０

３．０ ｍｇ·ｋｇ～·ｄ“

ｎｇ／ｍ１），待有效后，逐渐减量至低剂量维持。建议ＣＮＩ

孢素的主要不良反应包括：感染、肝肾毒性、高血压、手

与小剂量糖皮质激素（泼尼松０．４—０．５ ｍｇ·ｋｇ～·ｄ。）联合

颤、高尿酸血症、多毛等。环孢素长期使用可导致肾小管

用药，也有研究提示单用ＣＮＩ可能有效”“。有研究提示，

萎缩、肾间质纤维化和肾小动脉硬化的风险，因此对于治

对于激素依赖或抵抗患者，ＣＮＩ较ＣＴＸ可更快达到缓解并

疗前已有血肌酐升高，和（或）肾活检有明显肾间质小管

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完全缓解率，但复发率较高Ｉ“一。若对上

病变者应慎用。用药期间需密切监测血药浓度及肝肾功

述治疗不耐受或效果不佳，可用糖皮质激素加ＭＭＦ治疗，

能。他克莫司的主要不良反应包括：血糖升高、高血压、

ＭＭＦ剂量为０．５～１．０

ｇ．ｂｉｄ。

肾毒性等。用药期间需密切监测血药浓度、肾功能和血

４．ＭＣＤ治疗策略流程图：见图１。

糖。

（二）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
（４）吗替麦考酚酯（ＭＭＦ）主要不良反应：感染、胃肠

１．ＦＳＧＳ初始治疗：表现为肾病综合征的ＦＳＧＳ患者

道反应、骨髓抑制、肝损害等。用药期间应密切监测血常

其初始治疗可使用糖皮质激素，泼尼松ｌｍｇ·ｋｇ～·ｄ一，晨

规、肝功能。

顿服（最大剂量６０

ｍ鲥）一，。初始大剂量糖皮质激素使用

２．加强患者教育、提高患者依从性

至少８周，如能耐受最长可使用至１２周。达到完全缓解

肾病综合征的治疗为长期过程，在诊治过程中应特别

后，糖皮质激素在６个月内缓慢减量。

注意加强患者教育，指导患者不可随意增减糖皮质激素
及免疫抑制剂的剂量，不可随意停药；并应按照医嘱定期
复查血常规、血糖、肝肾功能；发生不良反应时应及时就

２．非频繁复发的患者：复发时建议采用初发ＦＳＧＳ相
同的治疗方案。
３．难治性ＦＳＧＳ治疗：成人难治性ＦＳＧＳ包括糖皮质
激素抵抗型、频繁复发型、糖皮质激素依赖型ＦＳＧＳ。建议

医。

３．长期应用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剂有引发机会性感
染（结核、真菌、巨细胞病毒、卡氏肺囊虫等）的风险。免

万方数据

糖皮质激素联合口服或静脉ＣＴＸ

２００

ｍｇ，隔日用药，达到

累计剂量（６—８ ｇ）。使用ＣＴＸ后复发和希望保留生育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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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糖皮质激素有相对禁
忌证或不能耐受大剂量
糖皮质激素的患者

泼尼松（或泼尼松龙）：
１

ｍｇ·ｋｇ～·ｄ，Ｍａｘ：６０ｍｇ／ｄ（６～８周

忙
坝

繁
复
发
型

糖皮质激素缓慢减量

Ｍ
Ｃ
Ｄ

ｒＲ／Ｓ１）／ＳＲ ＭＣＤ

糖皮质激素＋（：７ＦＸ

糖皮质激素＋ＣＮＩ或单独使用ＣＮＩ：
２００

ｍｇ，隔

他克莫司：０．０５—０．１

达至０累计’齐０援（６～８９）

环孢素Ａ：３．０

ｍｇ·ｋｇ～·ｄ～，ｑ１２

ｍｇ·ｋｇ·ｄ～，ｑ１２ ｈ

糖皮质激籼ＭＦ．０．５￣１．０

囊冀减墨警持缓解的最低剂量·－
维持～年

１”“””８“””“‘…

１
２
９

注：ＦＲ：频繁复发型肾病综合征；ＳＤ：糖皮质激素依赖型肾病综合征；ＳＲ：糖皮质激素抵抗型肾病综合征
图１

ＭＣＤ治疗策略流程图

表２

力的患者，建议使用ＣＮＩ，具体用法同难治性ＭＣＤ。荟萃

ＩＭＮ的周期性糖皮质激素／烷化剂治疗
（Ｐｏｎｔｉｃｅｌｌｉ方案）

分析表明，ＣＮＩ联合小剂量糖皮质激素（泼尼松０．４～０．５
ｍｇ·ｋｇ－１·ｄ。）比激素单药治疗更可能获得临床缓解”“。研

时间

究提示，对于糖皮质激素依赖或抵抗患者，ＣＮＩ较ＣＴＸ可

第一个月

方案
静脉甲泼尼龙（Ｏ．５—１．０ ｓ／ｄ）连续３ ｄ，然后口服泼尼
松（０．５ ｍｇ·ｋｇ～·ｄ。）２７ ｄ

更快达到缓解并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完全缓解率【一”。若对
上述治疗不耐受或效果不佳，可用糖皮质激素加ＭＭＦ治

第二个月

１３服ＣＴＸ（２．０ｒａｇ·ｋｇ－。·ｄ。）３０

疗，ＭＭＦ剂量为０．５～１．０

第三个月

重复第一个月

第四个月

重复第二个月

第五个月

重复第一个月

第六个月

重复第二个月

ｇ，ｂｉｄ。

４．ＦＳＧＳ治疗策略流程图：见图２。
（三）ＩｇＡ肾病
表现为。肾病综合征的ＩｇＡ肾病患者建议以下治疗方

ｄ

案。
１．糖皮质激素治疗：肾活检病理为ＭＣＤ样改变伴系
膜区ＩｇＡ沉积的ＩｇＡ肾病，这部分患者的治疗同ＭＣＤ”１。
２．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有研究探讨糖皮质
激素联合使用免疫抑制剂（包括：ＭＭＦ、ＣＴＸ、硫唑嘌呤和
ＣＮＩ）治疗ｌｇＡ肾病的疗效和安全性”４。１”，但是针对表现为
肾病综合征的ＩｇＡ肾病的大样本ＲＣＴｓ尚缺乏。
（四）特发性膜性肾病
表现为肾病综合征的特发性膜性肾病（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Ｉｎｅｍｂｒａｎｏｕ￥ｎｅｐｈｒｏｐａｔｈｙ。ＩＭＮ）患者，保守治疗无效，通常
单用糖皮质激素效果不佳，需同时联用免疫抑制剂。
１．特发性膜性肾病的初始治疗
方案一：糖皮质激素＋烷化剂：初次治疗可采用

万方数据

Ｐｏｎｔｉｃｅｌｌｉ方案，即糖皮质激素及烷化剂每月为周期的交替
治疗。烷化剂首选ＣＴＸ，疗程为６个月，具体方案见表２”１。

Ｐｏｎｔｉｃｅｌｌｉ方案在成人ＩＭＮ患者中的完全缓解率为４０％、总
缓解率为８０％一９０％左右，但复发率较高。根据我国患者
的用药情况．建议采用糖皮质激素＋静脉注射或口服ＣＴＸ
方案，ＣＴＸ ２００ｍｇ，隔日静脉用药，达到累计剂量（６—８ ｇ）。
如果患者没有明显缓解，可考虑其他免疫抑制剂一，。
在出现肾功能恶化（１—２个月内肌酐翻倍），可根据患者
的年龄和肾功能调整ＣＴＸ剂量，必要时可考虑重复肾活
检或改用其他免疫抑制剂。
方案二：糖皮质激素＋ＣＮＩ：ＣＮＩ类药物的具体用法同
难治性ＭＣＤ。建议从最低推荐剂量起始，逐渐增加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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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继发性ＦＳＧＳ：家族
性、病毒相关性、药物相
关性、肾小球肥大或高
滤过、恶性肿瘤等

对糖皮质激素有相对
禁忌证或不能耐受大
剂量糖皮质激素的患
者，可首选ＣＮＩ

泼尼松（或泼尼松龙）：
１ ｍｇ－ｋｇ。·ｄ．Ｍａｘ：６０

ｍｇ／

６个月内糖皮质激素缓慢减量

糖皮质激素＋ＣＴＸ

２００ ｍｇ，

糖皮质激素＋ＣＮＩ：

隔日，达到累计剂量（６～８９

他克莫司：０．０５～ｏ．１

ｍｇ·ｋｇ·ｄ‘。，ｑ１２ ｈ

环理毒皇垒：羔Ｑｍｓ－ｋｓ丝ｄ‘ｑ１２

ｈ

持续治疗１年，后缓慢减量，
每２个月减少原来剂量的２５％
注：ＦＲ：频繁复发型肾病综合征；ＳＤ：糖皮质激素依赖型肾病综合征；ＳＲ：糖皮质激素抵抗型肾病综合征
图２

ＦＳＧＳ治疗策略流程图

以避免急性肾毒性。初始治疗期间应密切监测ＣＮＩ血药

肾功能ｃ２５－２６］。数据主要来自于小样本研究或病例报道，目

浓度，血药谷浓度控制在他克莫司（５～１０ ｎｇ／ｍ１），环孢素Ａ

前尚没有ＲＣＴｓ研究的证据。

（１００～１５０ ｎｇ／ｍ１）”】。一旦出现不明原因的血清肌酐升高

（六）ＬＮ肾病综合征的免疫抑制治疗

（＞２０％）应及时进行检测。ＣＮＩ与小剂量糖皮质激素

１．ＩＵ、ＩＶ、Ｖ型（包括Ｖ＋Ⅳ、Ｖ＋Ⅲ）ＮＳ诱导期治疗方案

（０．４～０．５ ｍｇ·ｋｇ－１·ｄ。）联合用药方案起效较快，并有可能获
得比Ｐｏｎｔｉｃｅｌｌｉ方案更高的完全缓解率和（或）总缓解率”“”。

（１）糖皮质激素＋ＣＴＸ（ＮＩＨ方案和Ｅｕｒｏ．Ｌｕｐｕｓ方
案）”７。２】：ＣＴＸ：静脉注射ＣＴＸ每次０．５一ｌ ｇ／ｍ２体表面积，

２．初始治疗无效ＩＭＮ肾病综合征的治疗

每月１次，持续６个月（ＮＩＨ方案）；或静脉注射ＣＴＸ每次

对糖皮质激素联和烷化剂方案抵抗的ＩＭＮ患者可选

５００

择ＣＮＩ治疗方案；对糖皮质激素联合ＣＮＩ方案抵抗的ＩＭＮ
患者也可使用糖皮质激素联合烷化剂的治疗方案一Ｉ。

ｍｇ，每２周１次，共３个月（Ｅｕｒｏ．Ｌｕｐｕｓ方案）。

（２）糖皮质激素＋ＭＭＦ‘”８ｌ：ＭＭＦ：使用剂量１—２

ｇ／ｄ，

共６个月，然后逐渐减量，维持６个月或以上缓解率与ＣＴＸ

３．成人ＩＭＮ肾病综合征复发的治疗

静脉给药方案相似或更优，安全性更好，白细胞减少、闭

ＩＭＮ所致。肾病综合征复发者，建议重新使用与初始治

经等发生率更低。

疗相同的方案。对采用６个月糖皮质激素联和烷化剂为

（３）糖皮质激素＋ＣＮＩｔ３…】：ＣＮＩ用法同前，谷浓度他克

初始治疗方案者，若出现复发，建议该方案仅可再使用１

莫司为５～１０ ｎｇ／ｍｌ，环孢素为１００—１５０ ｎｇ／ｍｌ。上述治疗

次ｍ。

方案缓解率与ＣＴＸ静脉给药方案相似或更优。相对于糖
４．ＩＭＮ治疗策略流程图：见图３。

皮质激素＋ＣＴＸ方案，起效快，可更快降低蛋白尿，升高人

（五）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

血白蛋白水平，同时安全性更好。

该型患者的免疫抑制治疗效果总体不佳一Ｉ。

（４）糖皮质激素＋他克莫司＋ＭＭＩ丑删：推荐剂量：静脉注

１．糖皮质激素＋ＣＴＸ：可获得一定的缓解率，早期复发

射泼尼松龙０．５∥ｄ，连续３天，继之口服泼尼松０．５

ｍｇ·

率较高１２３－２４１。数据主要来自于小样本研究或病例报道，目

ｋｇ～－ｄ～，连用４周，此后逐渐减量直至１０ｍｇ／ｄ；ＭＭＦ：１．０

ｇ／ｄ；

前尚没有ＲＣＴｓ研究的证据。

他克莫司：起始剂量０．０５ ｍｇ·ｋｇ－１·ｄ～，后逐渐加量至目标

２．糖皮质激素＋ＭＭＦ：可降低蛋白尿，并有可能保护

万方数据

血药浓度５—７ ｎｇ／ｍｌ。对于Ｖ＋ＩＶ型完全缓解率优于ＣＴ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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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继发性ＭＮ：
自身免疫性疾病、感染性疾病、代
谢性疾病、恶性肿瘤、药物或毒物
相关性等

糖皮质激素＋ＣＮＩ：

糖皮质激素／烷化剂（至少６个月）
Ｐｏｎｔｉｃｅｌｌｉ方案或者糖皮质激素联合静脉ｃＴｘ方案
．２００

他克莫司：０．０５～０．１

ｍｇ·ｋｇ～·ｄ～，ｑ１２ ｈ
ｈ

环孢素Ａ：３．０ｍｇ－ｋｇ·ｄ，ｑ１２

ｍｇ，隔１３静推或口服，达到累计剂量（６—８ ｇ）

缓解
ｆ
Ｙ，

复发

复发

图３

１ＭＮ治疗策略流程简图

疗策略，有待未来更多的循证医学证据。

方案，耐受性好，安全性好。

２．１１Ｉ、１Ｖ、Ｖ型（包括Ｖ＋ＩＶ、Ｖ＋ＩＩＩ）ＮＳ维持期治疗方案
（１）低剂量糖皮质激素＋硫唑嘌呤（ＡＺＡ）Ⅲ】：泼尼松：
１０ｍｇ／ｄ；ＡＺＡ：２

六、总结
综上所述，肾病综合征免疫抑制治疗目标是诱导期尽

ｍｇ·ｋｇ～·ｄ～，缓解率显著优于ＣＴＸ每３个

月用药的维持治疗方案。

（２）低剂量糖皮质激素＋ＭＭＦ４…１：泼尼松：１０

早获得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并密切监测免疫抑制剂的
ｍｇ／ａ；

不良反应。维持期治疗目标是以最小的有效剂量维持疾

ＭＭＦ：０．５—１．５州。长期预后（包括复发、血肌酐翻倍、

病的稳定，减少复发和尽量避免不良反应，保护肾功能。

ＥＳＲＤ、死亡等）与糖皮质激素＋ＡＺＡ方案相当或更优，白细

新型免疫抑制剂的不断出现，使提高肾病综合征的缓解

胞减少、闭经的发生风险低于ＡｚＡ方案。

率、减少不良反应成为可能。临床治疗中，应参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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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实施个体化治疗，提高疗效，减少
不良反应，维持肾功能的稳定。

维持剂量，维持６个月以上。长期预后（如复发率、肾功能
等）与糖皮质激素＋ＡＺＡ方案相似或更优。白细胞减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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