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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疮性肾炎高发于育龄期女性
文／本刊特约撰稿  潘

锋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作为一种
多系统损伤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目前
仍不可治愈，60% ～ 80%的SLE患
者都可发生狼疮性肾炎（LN），
LN以育龄期女性患者为主，LN患
者妊娠时母体及胎儿不良事件的发
生风险显著增加，传统治疗方案往
往导致女性卵巢早衰，生物制剂等
创新药物的应用有助于减少对患者
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提高她们的
长期生活质量。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我国最常见的系统
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全身多系统多脏器受累、反
复的复发以及导致器官功能损伤为主要临床特征，

患者生存期，但 15 年生存率是一个“拐点”，15 年后
SLE 患者出现危险的情况明显增加。
张奉春教授介绍，传统药物治疗过程中很大一

目前中国 SLE 人群发病率为 30.13 ～ 70.41/10 万

部分患者并不能完全缓解，少部分患者即使能完全

人，居世界第二位。2020 年 3 月 25 日中华医学会

缓解，也会在 1 ～ 5 年内再次复发，一旦复发，患者

风湿病学分会、国家皮肤与免疫疾病临床医学研究

对药物的治疗反应性会大幅降低，这也给 SLE 治

中心、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协作组（CSTAR）正

疗带来巨大挑战。长期大剂量使用传统 SLE 治疗

式发布《2020 中国系统性红斑狼疮诊疗指南》（简

药物会诱发和加重感染，发生肝功能损害、骨髓抑

称“2020 版指南”），2020 版指南是继 2010 年中华

制、眼底病变等不良反应。在传统治疗方案下，近

医学会颁布《系统性红斑狼疮诊断及治疗指南》后

60% 的 SLE 患者会出现疾病持续活动或疾病反复

十年来首次更新。来自 2020 版指南的数据显示，

复发，我国 CSTAR 队列研究随访数据显示，半数以

目 前 我 国 有 近 100 万 SLE 患 者，SLE 患 者 10 年

上的 SLE 患者存在器官受损。2018 年我国报道的

生存率近 90%，但 25 ～ 30 年生存率骤降至 30%，

一项为期 10 年的有关 SLE 死因的全国性多中心

SLE 患者“下一个十年”的生存成为最大挑战。

全国队列研究发现，导致 SLE 患者死亡的原因依
次为感染、肾脏受累、狼疮性脑病、心血管疾病、多

SLE 仍不可治愈

器官衰竭、脑血管疾病、肺部受累和肠道出血、癌症
和肝脏受累等。张奉春教授强调，SLE 治疗的短期

2020 版指南最新数据显示，中国 SLE 患者占全

目标是控制疾病活动和改善临床症状，目的是达到

球的 1/4，女性明显高于男性，男女患病比为 1:11 ～

临床缓解或可能达到的疾病最低活动度，以尽可能

12，以育龄期女性多见，尤其是 15 ～ 45 岁的育龄

在早期减少器官损害。治疗长期目标的核心是预

期女性。一项荟萃分析显示，虽然 SLE 患者长期生

防和减少复发，通过调整药物方案，减少药物不良

存率在 1950 年代至 2000 年代间有所改善，5 年生

反应，预防和控制器官损害，降低病死率，提高患者

存率从 74.8% 增至 94.8%，10 年生存率由 63.2% 增

生活质量。

至 91.4%，但是 SLE 患者的死亡风险仍然是普通人

2020 版指南明确了 SLE 患者的治疗原则和目

群的 2 倍。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学系主任、北京医师

标。SLE 的治疗应遵循早期、个体化治疗的原则，最

协会风湿免疫分会及内科分会会长张奉春教授认

大程度地延缓疾病进展，降低器官损害，改善预后。

为，从现阶段临床诊疗情况来看，SLE 仍然是不可

根据系统评价显示，早期较高的疾病活动度会增加

治愈的疾病，虽然近年来不断出现新的疗法延长了

患者发生器官损害和死亡的风险，早诊早治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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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疾病活动，改善患者预后。2020 版指南推荐，

远期肾脏预后良好。诱导治疗应个体化，获得完全

SLE 治疗的短期目标为控制疾病活动、改善临床症

缓解后的维持治疗时间应至少 3 年。治疗过程中

状，达到临床缓解或可能达到的疾病最低活动度；

需定期随访以调整药物剂量或治疗方案、评估疗效

长期目标为预防和减少复发，减少药物不良反应，

和防治合并症，提高患者及肾脏长期存活率，改善

预防和控制疾病所致的器官损害，实现病情长期持

生活质量是治疗 LN 的最终目标。诱导治疗 3 个月

续缓解，降低病死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内，如果肾脏损伤加重，出现蛋白尿增多、血清肌酐
（Scr）升高则需及时更换治疗方案；治疗 6 个月获

肾脏是最常受累器官
张奉春教授介绍，60% ～ 80% 的 SLE 患者都

得部分缓解时可继续维持原方案直至完全缓解，治
疗 12 个月仍未获得完全缓解的患者，应通过重复
肾活检病理检查调整治疗方案。

可出现肾脏受累的临床征象，表现为蛋白尿、血尿或

刘 志 红 院 士 强 调，LN 的 复 发 率 高 达 33% ～

伴肾功能不全即狼疮性肾炎（LN），感染、肾脏受累

40%，复发是导致患者器官损害加重和预后不良的

是中国 SLE 患者主要的死亡原因。LN 是一种较为

重要因素，因此 LN 需要有效的维持治疗，虽然维持

常见的继发性免疫性肾小球疾病，主要由循环或原

治疗的持续时间目前尚无确切定论，但绝大多数维

位免疫复合物沉积引起肾脏损伤所致，少部分 SLE

持期治疗的临床研究时间为 3 年。中国 LN 队列研

通过非免疫复合物途径（如狼疮间质性肾炎）或肾

究发现，维持治疗时间少于 3 年是 Scr 倍增、ESRD

血管病变损伤肾脏。遗传因素在 SLE 和 LN 的发生

或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 LN 治疗获得完全缓

和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并影响治疗反应和远期预后，

解后，建议继续维持治疗至少 3 年，如果仅获得部

有研究显示 10% ～ 20% 的 LN 患者在 5 ～ 10 年内

分缓解或复发的 LN 则需要进行更长时间的维持治

会进展至终末期肾脏病（ESRD）并导致死亡。

疗。LN 治疗相关合并症有感染、股骨头坏死、糖尿

刘志红院士介绍，LN 患者以育龄期女性为主，

病、骨髓抑制、卵巢功能衰竭等，合并症的发生率超

虽然传统的治疗方案提供了有效的 SLE 治疗，但也

过 50%，是造成 SLE 患者致残、致死和生活质量下

往往会导致患者卵巢损害，致女性卵巢早衰。卵巢

降的主要原因，因此 LN 的治疗方案应个体化并需

一旦发生早衰，除了影响生育外，还会导致女性特

要定期随访，及早发现，处理合并症。

征过早衰退以及骨密度降低、心血管疾病、心理问
题、认知障碍、增加老年痴呆风险等。我国 LN 的发
生存在地域差异，LN 在 SLE 肾脏损伤中的比例随
纬度的降低而增加，表明环境因素在 LN 发生中发
挥着重要作用。

加强 LN 患者妊娠管理
刘志红院士强调，LN 尤其是活动期 LN 患者妊
娠时，母体及胎儿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

由刘志红院士领衔编写的《中国狼疮肾炎诊

因 此 要 加 强 LN 患 者 的 妊 娠 管 理。 建 议 LN 患 者

断和治疗指南》（简称“指南”）介绍，LN 临床表现

妊娠后由多学科团队定期随访，评估 LN 活动性和

轻重不一，轻者仅有少量蛋白尿和（或）血尿，重者

妊娠合并症，调整治疗和决定是否继续妊娠，所有

可出现肾病综合征或快速进展性肾小球肾炎。肾

LN 患者孕前需评估妊娠时机、妊娠并发症风险和

脏病理呈现多样化，病变轻者可为轻微的肾小球病

停用妊娠期禁忌药物。无狼疮活动、尿蛋白正常并

变，重者可表现为弥漫增生性肾炎甚至新月体性肾

停用妊娠禁忌药物如 MMF、CYC、来氟米特、MTX、

炎。LN 的临床表现与肾组织病理类型间缺乏紧密

生物制剂等 6 个月以上、血压正常及肾小球滤过率

的联系，因此 SLE 患者应早期识别肾脏是否受累，

（GFR）＞ 60 mL/min 女性可考虑妊娠。妊娠期间

有 LN 的临床表现且既往未行肾活检者均推荐进行

可使用泼尼松或甲泼尼龙联合 HCQ 维持，复发高

肾活检病理检查。肾活检病理改变是 LN 免疫抑制

危患者加用 AZA 或 CsA/Tac 维持，血清 aPL 阳性或

治疗方案选择的基础，及早识别 SLE 患者肾脏损伤

有产科 APS 病史的患者，妊娠期应使用阿司匹林和

和进行肾活检病理检查是保证预后良好的关键。

（或）低分子肝素预防不良妊娠。妊娠期 LN 复发时

指南建议 LN 治疗需要从诱导治疗到维持治

可增加激素剂量或联合 CsA/Tac、AZA 控制狼疮活

疗，是一个连续的长期治疗，诱导治疗的目的是尽

动，病情严重者可考虑甲泼尼龙冲击治疗、静脉注

快控制肾脏急性炎性损伤，力求达到完全缓解，治

射人免疫球蛋白或血浆置换。如果狼疮活动导致

疗获得完全缓解及早期获得治疗反应的 LN 患者，

肾脏损伤持续加重，出现蛋白尿增加，Scr 升高及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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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个临床问题并给出了较为详细的循证推荐。

刘志红院士介绍，中国汉族及亚洲国家 SLE 和

曾小峰教授举例介绍说，2020 版指南中将“如

LN 的基因背景、流行病学、临床特征及对免疫抑制

何使用羟氯喹治疗 SLE?”作为第 5 个临床问题做

治疗的反应性与西方国家间存在差异。近 20 年来，

出了详细解答。国际上有关 SLE 诊疗的相关医学

我国学者在肾脏病学领域完成了大量 LN 临床研

指南都将羟氯喹作为 1A 推荐级别的基础治疗用

究、前瞻性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和大样本队列

药，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循证医学证据证明羟氯喹

研究，为制定我国 LN 治疗指南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对 SLE 患者有很好的疗效。羟氯喹可减少疾病活

LN 作为女性高发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多样化的

动和复发，改善预后，减少血栓形成，降低感染风

临床表现给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带来诸多挑战，应特

险，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因此在无相关禁忌证

别强调规范治疗的重要性，从诊断、治疗到长期管

的情况下，所有 SLE 患者都应将羟氯喹作为基础治

理需要多学科共同参与。

疗用药并长期服用。羟氯喹在风湿免疫科的使用

中国医师协会风湿免疫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国

已逐渐成熟，但近十年才慢慢开始在肾内科应用，

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协作组（CSTAR）和国家风湿

羟氯喹能够减少肾脏损害，推荐肾内科医师在 LN

病数据中心（CRDC）负责人、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

治疗中使用羟氯喹并作为基础用药。

疫科主任曾小峰教授同样认为，LN 是一个系统性疾

2020 版指南引入了疾病活动评估工具。采用

病，从诊断、治疗到长期管理需要多个科室参与。一

SLE 疾病活动指数（SLEDAI-2000）和英岛狼疮评

方面风湿科、肾内科、生殖科、病理科等多学科医生

定组指数（BILAG-2004）评估疾病活动度，并结合

的参与有助于更加规范的诊疗，帮助患者提升疗效；

医师整体判断（PGA）以提高评估准确性。此外，作

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陆续更新发布了系统性红斑狼

为唯一一个国际公认的且已得到验证的 SLE 器官

疮和狼疮性肾炎临床指南，这些指南结合中国疾病

损害评估标准，SLE 国际合作组损伤指数（SDI）可

特色和临床数据可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曾小峰

用于评估 SLE 器官损害。2020 版指南强调要预防

教授说，
“我们需要尽快搭建起多学科诊疗平台，促

和控制 SLE 患者感染，感染是 SLE 患者死亡的首

进多学科交流协作，推动 LN 规范化诊疗的发展。
”

位病因，在 SLE 整个治疗期间应及时评估患者可能
的感染风险，通过多种途径识别、预防和控制感染。

新版指南回答 12 个问题

对于激素治疗 2020 版指南强调剂量个体化、在病
情稳定时尽早减量乃至停药。根据相关研究显示，

系统性红斑狼疮作为一种多系统损伤的自身

接受每天 7.5 mg 以上泼尼松的 SLE 患者更易发生

免疫性疾病，目前其诊断和治疗均存在一定的复杂

激素相关心血管，如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和脑血管

性，2020 版指南就我国一线风湿免疫科医师关注的

疾病以及肾脏、肌肉骨骼等损害，而接受每天 7.5 mg

12 个临床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循证推荐意见，推荐意

以下激素治疗与 SLE 患者的累积损伤无关。2020

见分级采用 GRADE 分级体系和国际实践指南报告

版指南特别针对糖皮质激素强调了剂量个体化及

标准（RIGHT）。曾小峰教授介绍，新的 2020 版指

病情稳定时尽早减量乃至停药的原则，即没有激素

南以临床问题为导向，以循证科学为依据，接轨国

最终成功减量至相对安全的剂量范围（≤ 7.5 mg/d

际理念，结合我国国情，在疾病诊断、病情评估及治

或≤ 5 mg/d），就谈不上实现真正的 SLE 缓解和低

疗等方面提供规范建议。

疾病活动，也谈不上 SLE 的达标治疗。

曾 小 峰 教 授 表 示，从 疾 病 的 源 头 来 讲，目 前

曾小峰教授介绍，2020 版指南内容包括：从早

SLE 的发病机制依然不清楚，其发病与遗传、雌激素

期诊断到早期干预，帮助患者争取时间快速达标治

受体、免疫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因此当前条

疗；制定短期目标以控制疾病活动，改善临床症状；

件下实现根治是不现实的。达标治疗是近年来医

界定临床缓解或可能达到的疾病最低活动度，尽可

学界的热点话题，国际上新制定的多个疾病治疗指

能在早期减少器官损害；制定治疗长期目标，减少

南、推荐及专家共识均引入了“达标”的理念，2020

患者复发风险；通过药物方案的调整，减少激素等

版指南也强调推进 SLE 的达标治疗，提出 SLE 治疗

药物不良反应；预防和控制器官损害，降低病死率，

应遵循早期治疗、个体化治疗原则，最大程度地延

最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2020 版指南为广大风湿

缓疾病进展。2020 版指南经过两轮 83 人次的调研

免疫科医师、皮肤科医师、肾内科医师、产科医师、

反馈，最终遴选出我国一线风湿免疫科医师关注的

临床药师、影像诊断医师等与 SLE 诊疗和管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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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人员提供了实用的临床指南，将对推动我国

平显著改善，抗 dsDNA 水平从第 8 周起显著降低并

风湿免疫学科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持续至研究结束。东北亚研究的主要终点显示，贝
利尤单抗治疗组从第 12 周起实现 SRI4 应答的患

生物制剂是未来治疗方向
张奉春教授说，近年来新药物、新疗法的出现

者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并持续至研究结束，第 52
周的 SRI4 应答率达 53.8%，持续高于对照组。次要
终点显示，贝利尤单抗可显著减少严重复发风险，

使 SLE 患者的远期生存明显改善，但伴随生存期延

与对照组相比，贝利尤单抗组出现严重复发的风险

长而出现的问题是疾病反复复发、缓解及组织器官

降低 50%。

的损伤积累，而组织器官的不可逆损伤可严重影响

真实世界研究结果显示，贝利尤单抗治疗 6 个

SLE 患者的生活质量，最终将导致患者死亡。SLE

月，76.9% 的患者实现激素减量，9.1% 的患者停用

治疗不佳的主要原因与临床可使用的药物有限有

激素，治疗 24 个月，使用激素＞ 7.5 mg/d 的患者比

关，从过去的非甾体抗炎镇痛药到糖皮质激素，再

例从基线的 67.5% 下降到 18.4%。贝利尤单抗可有

到以环磷酰胺为代表的免疫抑制剂的广泛应用，使

效降低激素用量，有助降低激素用量至每天 7.5 mg

SLE 患者的预后有了很大改观，但传统的免疫抑制

以下。5 年倾向性评分匹配对比研究结果显示，与

剂虽然可以缓解病情，但继发感染和药物毒性却限

常规治疗相比，贝利尤单抗治疗组任意年度器官损

制了其临床应用，针对 SLE 发病机制中某一环节的

害指数（SDI）评分升高的可能性降低 61%，贝利尤

生物制剂将成为未来治疗的主要方向。

单抗可有效减少器官损害。东北亚研究结果显示，

张奉春教授介绍，近年来生物制剂、靶向药物

患者在接受贝利尤单抗治疗的 52 周中，不良事件

的问世给临床许多难治性疾病带来了希望，但针对

发生率与安慰剂相似，绝大多数不良事件为轻到中

SLE 开发的新药非常有限，目前临床治疗 SLE 的生

度，无新发 HBV 感染；患者在接受贝利尤单抗治疗

物制剂缺乏针对性。免疫抑制药物更多地用来治

的 7 年中，严重感染发生率低且呈下降趋势。

疗肿瘤或治疗器官移植，免疫抑制药物的作用是抑

由张奉春教授牵头的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在

制癌症细胞和不产生免疫排异反应，而 SLE 也属于

内的大规模临床研究显示，对于活动性 SLE 患者治

免疫紊乱，因此免疫抑制药物往往会有效。

疗 52 周后，与常规治疗相比，加用贝利尤单抗治疗

2020 版指南认为：经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剂

组复合应答率显著升高，严重复发风险显著降低，

常规疗法治疗效果不佳、不耐受或复发的 SLE 患者

同时显著降低累积激素剂量，但其在中国人群中的

可考虑使用生物制剂进行治疗，以显著控制疾病活

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还有待更多研究验证。

动、降低激素用量、减少器官损害、减少严重复发风

张奉春教授说，
“生物制剂同传统的皮质类固醇

险。目前仅有贝利尤单抗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相比，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们能够

理局（FDA）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

选择性地抑制自身反应的淋巴细胞，对机体正常免

的批准用于治疗 SLE，是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批用于

疫功能没有明显损害。”张奉春教授呼吁，SLE 患者

SLE 治疗的生物制剂。2020 版指南首次推荐了包

需要长期服药和定期随诊，但目前医保目录用药尚

括贝利尤单抗等在内的生物制剂用于 SLE 治疗，贝

不能满足 SLE 临床治疗需求，为减少患者断药的风

利尤单抗作为一种重组人 IgG1 单克隆抗体，可阻断

险及减轻患者经济负担，需要从医保政策层面为患

可溶性 B- 淋巴细胞刺激因子（BLyS）与 B 细胞上

者提供长期有利的治疗保障，助力患者生存希望。

的受体结合，抑制 B 细胞（包括自体反应性 B 细胞）

刘志红院士强调：
“我们治病不只是治疗疾病，

的存活和 B 细胞分化为产免疫球蛋白浆细胞，从而

还要照顾患者的社会角色和心理健康。很多 LN 患

减少血清中的自身抗体。研究显示，贝利尤单抗持

者正处于恋爱、结婚、生子的人生阶段，在治疗过程

久控制疾病活动，可减少严重复发风险，有关贝利

中特别需要考虑到对患者卵巢的保护，LN 的治疗

尤单抗的Ⅲ期临床试验包括 BLISS-52、BLISS-76

不仅要有效，而且还更要有医学人文关怀。随着规

和东北亚研究。BLISS-52/76 研究的汇总分析结果

范化诊疗水平的提高，LN 患者的生存时间显著延

显示，贝利尤单抗组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反应指数 -4

长，创新药物的应用可以更少地影响患者的卵巢储

（SRI4）应答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早期即出现生物标

备功能，提高患者长期生活质量，守护她们的家庭

记物表达水平的显著改善，最早第 4 周可见补体水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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