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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苯那普利联合金水宝治疗肾病综合征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浆瘦素（leptin）、血清白细胞介素-6（IL-6）
及白细胞介素-18（IL-18）和 24 h 尿蛋白定量（24-UP）、血浆白蛋白（Pa）及血肌酐（Cr）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本院肾病综合征患者 80 例，并随机分为对照组（n=40）和治疗组（n=40），对照组口服强的松，治疗组在
此基础上加用苯那普利联合金水宝治疗，2 组均治疗 6 个月。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分别检测 2 组治疗前后血浆 leptin 和血清 IL-6、IL-18、血浆 Pa 及 Cr 水平变化；采集患者 24 h 尿液标本，计算
24-UP；统计 2 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 2 组患者的血浆 leptin 和血清 IL-6、IL-18 水
平下降显著（P<0.01），且组间差异显著（P<0.01 或 P<0.05）；血浆 leptin 与血清 IL-6、IL-18 水平变化均呈正
相关（r=0.5801、r=0.4876，P<0.01）；治疗后 2 组的 24-UP 和 Cr 水平较治疗前显著下降（P<0.01），Pa 水平
较治疗前显著上升（P<0.01），且组间差异显著（P<0.01 或 P<0.05）；治疗组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苯那普利联合金水宝能够有效恢复机体的各项血清指标水平，改善患者的肾脏功能，对临床推广有积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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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benazepril combined with Jinshuibao for nephrotic syndrome and effect on
plasma leptin (leptin), serum interleukin-6 (IL-6), interleukin-18 (IL-18), 24 h urinary protein (24-UP), plasma albumin (Pa) and serum creatinine (Cr) levels. Methods: 80 cases nephrotic syndrome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n=40) and treatment group (n=40), the control group treated with prednisone, the
treatment group added benazepril combined with Jinshuibao on basis of control group for 6 months. Using radioimmunoassay and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changes of plasma leptin, serum
IL-6, IL-18, Pa and Cr levels in the 2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Collected 24 h urine samples of 2 groups, calculated 24-UP. Statistics the adverse reactions of 2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plasma leptin, serum IL-6, IL-18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in 2 groups (P<0.01), it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2 groups (P<0.01 or P<0.05). The plasma leptin had positively related to levels of serum IL-6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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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肾病综合征患者血浆leptin和血清IL-6、
IL-18水平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血浆 leptin 和血清 IL-6、IL-18 均呈正相关
（r=0.5801、r=0.4876，P<0.01）。

3.3 2组治疗前后24-UP、Pa和Cr的水平变化
治疗前 2 组的 24-UP、Pa 和 Cr 的水平无显著变化
（P>0.05）。治疗后 2 组的 24-UP 和 Cr 水平较治疗
前显著下降（P<0.01），Pa 水平较治疗前显著上升
（P<0.01），且组间差异显著（P<0.01 或 P<0.05）。
表2

2 组治疗前后 24-UP、Pa 和 Cr 水平比较( x ± s )

指标
24-UP
(g)
Pa
(g/L)
Cr
(μmol/L)

对照组(n=40)
治疗前
治疗后
▲
2.72±1.89
5.29±2.61
▲
18.59±6.04
115.98±22.
34

30.62±6.98

治疗组(n=40)
治疗前
治疗后
▲
1.59±1.54
5.28±2.58
▲◆

▲▲

19.02±6.14

94.78±16.4
▲▲
2

114.67±22.
69

39.04±5.61
▲▲◆◆

82.54±17.5
▲▲◆
2

注：与治疗前比较， ▲ ▲ P<0.01；与对照组比较， ◆◆
P<0.01，◆P<0.05。

3.4 2组治疗前后临床疗效对比
治疗组完全缓解 30 例（75.00%），显著缓解 6 例
（15.00%），部分缓解例 2（5.00%），无效 2 例（5.00%），
总有效率为 95.00%（38/40）；对照组完全缓解 15 例
（37.50%），显著缓解 9 例（22.50%），部分缓解 6
例（15.00%），无效 12 例（3.00%），总有效率为 75.00%
（30/40）。治疗后 2 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

4 讨论
多种不同类型的肾小球发生病变均可引发肾病综合
征，临床上常伴有严重水肿、24 h 尿蛋白含量大于 3.5
g 和血清清蛋白含量小于 30 g/L 等变化[3]，其病理类
型多元化、发病机制不明确，使其诊治在临床上颇为
棘手[4]。以往常采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等手段
治疗，疗效明显，但不良反应较大，损害患者的身心
健康。肾病综合征的治疗目的是恢复肾小球功能、减
少蛋白尿排出、降低血液粘稠度和缓解血液高凝状态
[5]
。本文采用的苯那普利可显著改善肾小球的血流动
力学功能，抑制肾脏组织细胞发生炎症反应，防止肾
小球出现硬化，从而保护肾脏，且金水宝属于冬虫夏
草制剂，长期服用可调节机体的免疫系统，同时提高
患者体内血清蛋白的免疫功能，进而减少蛋白尿的排
量，改善肾脏功能。
有研究显示[6]，血浆 leptin 和血清 IL-6、IL-18 在
肾病综合征的形成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且 leptin 分
别与 IL-6、IL-18 有一定的相关性。血浆 leptin 是由脂
肪细胞分泌的一种多肽激素，可准确反应肾功能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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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多数肾病患者的血浆 leptin 呈现高水平。本研
究结果显示，治疗后 2 组患者的血浆 leptin 和血清
IL-6、IL-18 水平下降显著，且组间差异显著。推测原
因可能是，苯那普利联合金水宝能够有效阻止患者发
生蛋白尿，减少体内大量的蛋白质从尿液中流出，同
时保护与 leptin 相关的代谢产物不会流失，适度分解
leptin，使 leptin 水平下降[7]。血清 IL-6 和 IL-18 为体
内重要的炎性细胞因子，其中血清 IL-6 是炎症因子中
的核心成员，它具有刺激 T 细胞、B 细胞和肾小球系
膜细胞的分裂增殖和 IgG 的分泌等生物学功能，当
IL-6 处于正常的表达状态时，可有效调节细胞的免疫
应答，但当其处于病理状态时，异常升高会对机体产
生病理损伤[8]，IL-18 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种能够调节多
种免疫功能的因子，它能够调节机体免疫应答，促进
其他炎性因子的分泌。张桦等[9]报道血清 IL-6 和 IL-18
与肾病进展有密切联系，可能参与肾病综合征的发病
机制。血浆 leptin 水平愈高，血清 IL-6 和 IL-18 水平
愈高，leptin 和 IL-6、IL-18 均呈正相关，而各水平指
标的异常升高，则表明肾病综合征病情加重，本研究
结果与王小燕等[10]研究一致。
由于肾脏具有强大的代偿能力，临床上常采用
24-UP、Pa 和 Cr 的含量体现肾脏功能。本研究结果显
示，治疗后 2 组的 24-UP 和 Cr 水平较治疗前显著下
降，Pa 水平较治疗前显著上升，且组间差异显著。说
明在常规治疗的同时，加用苯那普利和金水宝可显著
提高临床疗效，增强患者免疫力，改善肾小球基底膜
结构，促进肾脏细胞修复，减少尿蛋白的流失，与邓
新等[11]报道相吻合。
综上所述，苯那普利联合金水宝治疗肾病综合征
可有效延缓病情的进展程度，改善各项血清指标水平，
调节机体免疫系统功能状态，值得临床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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