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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魏酸钠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 30例临床观察

王忠生

[ 摘要] 目的:观察阿魏酸钠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的疗效。方法:将 56 例慢性肾小球肾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30 例 , 应用阿

魏酸钠治疗 ,对照组 26 例应用肌苷及维生素 B6 。 21 天后评价疗效。结果:两组疗效 、症状消失时间(除血尿外)、血浆比黏度 、

24 h 尿蛋白定量 、内生肌酐清除率(Ccr)和血肌酐(Scr)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 P<0.01)。结论:阿魏酸钠可改善血液高

凝状态 ,减少蛋白尿 , 降低血压 ,减少血管内皮损伤 , 改善慢性肾小球肾炎预后 , 对肾功能有一定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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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odium ferulate on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A report of 30 cases
WANG Zhong-sheng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 Dangshan County People' s Hospital , Anhui 235300 ,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sodium ferulate in treatment of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Methods:Fifty-six cases of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w 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30 cases)and control group(26 cases).The treatment g roup

w ere administered sodium ferulate and the controls received guttae intravenously and vitamin B6.The curative effect w as evaluated

after 21 days.Results: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 tw een the two g roups in the time of symptom disappearing , the plasma

contrast viscosity , 24 h urine protein quantization and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Ccr)and serum crea tinine(Scr)(P <0.05 to P <

0.01).Conclusions:Sodium ferulate can improve the blood hypercoagulation state;reduce the content of urine protein , lower the blood

pressure and minimize the injury of v ascular endo thelium.I t may pro tect the renal fun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chronic glomerulonep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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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魏酸钠为一新的非肽类内皮素受体拮抗剂 ,

具有保护血管内皮 、调节血管舒缩功能 、抗感染 、调

节免疫等多种药理作用 。近两年来 ,笔者在常规治

疗的基础上 , 采用阿魏酸钠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

(CGN),取得较好疗效 ,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2 年 12 月 ～ 2004年 4月我科

收住慢性肾小球肾炎 56例 ,随机分为两组 ,治疗组

30例 ,男 16例 ,女 14例;年龄 16 ～ 60岁。病程6个

月～ 8年 。对照组 26例 ,男 14例 ,女 12例;年龄 18

～ 58岁 。病程 1 ～ 6年 。两组患者性别 、年龄 、病程

相比差异无显著性(P >0 .05)。

1.2 　治疗方法　两组均限制食物中蛋白质及磷的

摄入量 ,降压治疗应用依那普利 、非洛地平等;抗感

染用青霉素或阿奇霉素等;利尿剂用呋噻米;避免加

重肾损害的因素 。在以上治疗措施的基础上 ,治疗

组给予阿魏酸钠(产地:吉林通化 ,批号:20020601 ,

20031101)0 .2 g 加入 5%葡萄糖 250 ml ,静脉滴注 ,

每天 1次。对照组给予肌苷 0 .4 g ,维生素 B6 0.2 g

加入 5%葡萄糖 250 ml ,静脉滴注 ,每天 1次 ,对症

支持治疗。两组均用药 21天。

1.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临床症状 、体征变化 、血

浆比黏度 、24 h尿蛋白定量 、血肌酐(Scr)、内生肌酐

清除率(Ccr)等指标。

1.4　疗效标准　参考 1986年第二次全国中医肾脏

会议制定的标准 。完全缓解;症状体征消失 , 24 h

尿蛋白定量<0.2 g ,肾功能恢复正常 , 尿 RBC <

3个/HP;基本缓解:症状体征消失 , 24 h尿蛋白定

处理 ,以确保母婴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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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1 .0 g ,尿 RBC 4 ～ 8个/HP;好转:症状体征好

转 ,尿检查有好转;无效:症状 、体征和实验室检查均

无好转或恶化。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或 t′)检验和 χ
2
检验。

2　结果

　　治疗组疗效高于对照组(P <0.05)(见表 1);治

疗组患者水肿消退和血压降至正常的时间均快于对

照组(P <0.01),而血尿消失时间两组差异无显著

性(P>0.05)(见表 2);两组治疗前血浆比黏度 、尿

蛋白 、Ccr和 Scr 差异均无显著性(P >0.05),两组

治疗后血浆比黏度 、尿蛋白 、Ccr 和 Scr差异均有显

著性(P <0 .01)(见表 3)。
表 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n)

分组 n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χ2 P

治疗组 30 26 4 86.67

对照组 26 16 10 61.65 4.69 <0.05

合计 56 42 14 75.00

表 2　两组症状消失时间比较(x±s;天)

分组 n 水肿消退 血压降至正常 血尿消失

治疗组 30 9.20±2.70 8.00±2.40 23.24±4.30

对照组 26 11.20±2.40 10.30±2.30 25.34±5.01

t — 2.91 3.65 1.69

P — <0.01 <0.01 >0.05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各项指标对比(x±s)

分组 n 血浆比黏度
尿蛋白

(g/d)

Ccr

(ml/min)

Scr

(μmol/ L)

治疗前

　治疗组 30 2.14±0.43 5.59±2.30 54.06±20.20 190.72±121.00

　对照组 26 2.11±0.29 4.30±2.80 52.10± 4.27 142.74± 71.38

　 t — 0.31
■

1.89 0.52
■

1.77

　P — >0.05 >0.05 >0.05 >0.05

治疗后(d ±sd)

　治疗组 30 -0.25±0.13 -3.24±0.78 -21.14±6.26 -85.28±21.23

　对照组 26 -0.11±0.09 -0.58±0.32 -3.90±2.13 -20.26± 8.14

　 t′ — 4.61 17.09 13.37 15.51

　P — <0.01 <0.01 <0.01 <0.01

　　■示 t′值

3　讨论

　　目前认为多数肾小球肾炎是免疫介导性炎症疾

病 ,免疫机制是原发性肾小球疾病的始发机制 ,在此

基础上补体 、凝血纤溶因子 、细胞因子等炎症介质被

激活 ,促进了肾小球肾炎的发展 。近年来研究认为 ,

内皮素-1(ET-1)参于多种疾病 ,如高血压 、冠心病 、

肾衰竭 、脑卒中 、心力衰竭等的病理生理过程
[ 1 , 2]

。

对啮齿类动物和哺乳类动物有多种生物效应 ,如调

节水及电解质平衡 ,影响激素分泌 ,组织细胞增生和

血管通透性[ 3] 。ET-1 是迄今发现的血管活性最强

的肽类物质 ,亦是细胞有丝分裂的激动剂 ,它绝大多

数是由肾小球的血管内皮细胞产生释放的 ,并作用

于平滑肌 ,可通过收缩入球和出球小动脉 ,减少肾小

球血流量 ,降低肾小球滤过率。ET-1还可以收缩系

膜细胞 ,减少肾小球滤过面积。ET-1除影响肾血液

动力学外 ,还刺激过度的细胞增生和细胞外基质形

成[ 4] 。本文应用阿魏酸钠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 ,缩

短了患者的水肿消退时间 ,有效的减少了蛋白尿的

排出 ,改善了高凝状态 ,且有效降低了血压 ,使肾功

能受到有效保护 ,明显改善了肾小球肾炎的预后。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1)阿魏酸可

竞争性抑制 ET-1与其受体结合 ,这已被放射性受

体配体结合试验证明 ,且在离体器官观察到阿魏酸

能拮抗 ET-1 的血管效应[ 5] 。(2)注射用阿魏酸钠

结构为 3-甲氧基-4羟基-苯丙烯酸钠 ,其结构苯烯基

和某些抗蛇毒药物相似 ,而蛇毒的某些结构和 ET

相似 ,结合阿魏酸钠在临床应用中的效果推测其具

有拮抗 ET 、保护肾功能延缓肾衰进展的作用[ 6] 。

(3)阿魏酸钠具有调解血管收缩功能 、平衡凝血纤溶

机制的作用 ,同时还具有抗血小板活性调节免疫的

作用
[ 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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