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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衰竭患者尿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

活性检测的临床意义

张　燕,李　

[摘要 ]目的:探讨慢性肾衰竭患者尿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 (N-acetyl-β-D-glucosaminidase, NAG)活性变化及其在慢性肾衰竭进

展过程中的意义。方法:用光电比色法测定 87例慢性肾衰竭患者尿 NAG的活性, 并根据其肾脏病变是否稳定以及是否合并

高血压将患者分为肾脏病变稳定组 、肾脏病变活动组 、高血压组和非高血压组,分别比较尿 NAG的活性。同期选择 30名健康

人作为对照组。结果:慢性肾衰竭尿 NAG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1), 肾脏病变活动组尿 NAG活性显著高于肾脏病变

稳定组 (P<0.01), 高血压组尿 NAG活性显著高于非高血压组 (P<0.01)。结论:慢性肾衰竭病程中, 肾脏病变活动和高血压

可能是加重肾小管 -间质损伤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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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urinaryacetylglucosaminidaseinglomerulonephritispatientswithchronicrenal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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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ofNephropathy, AffiliatedHospitalofBengbuMedicalCollege, Bengbu233004,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studythechangesofthelevelofurinaryacetylglucosaminidase(N-acetyl-β-D-glucosaminidase, NAG) in

patientswithchronicrenalfailure(CRF) anditsclinicalsignificanceinthedevelopmentofCRF.Methods:Eight-sevenpatientswere

dividedinto2 groupsaccordingtothestabilityofthediseaseandthelevelofbloodpressure;andthirtyhealthypersonsactedas

controls.TheirNAGactivitywasmeasuredbycolorimetrytestandcompared.Results:TheurinaryNAGlevelinCRFpatientswas

significantlyhigherthanthatofthecontrols(P<0.01).TheurinaryNAGlevelinpatientswithunstableCRFwassignificantlyhigher

thanthatinpatientswithstableCRF(P<0.01), andtheurinaryNAGlevelofCRFpatientswithhypertensionwashigherthanthatof

patientswithouthypertension(P<0.01).Conclusions:TheinstabilityofCRFandhypertensionmaybepivotalfactorsthataggravate

tubulointerstital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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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肾衰竭 (chronicrenalfailure, CRF)患者肾

功能进行性恶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因素参与其中,不

仅与肾小球本身的损害相关, 更与肾小管 -间质病变

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本文通过观察慢性肾衰竭患

者 尿 乙 酰 氨 基 葡 萄 糖 苷 酶 ( N-acetyl-β-D-

glucosaminidase, NAG)的活性变化, 探讨其损伤机

制,并指导临床治疗。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3年 2月 ～ 2005年 10月在我

科就诊的原发性肾小球肾炎所致的慢性肾衰竭患者

87例,其中男 54例,女 33例;年龄 18 ～ 59岁。均排

除继发性肾脏病, 如系统性红斑狼疮 、原发性高血

压 、糖尿病等所致的慢性肾衰竭。根据其原肾脏病

变是否稳定,将其分为肾脏病变活动组和肾脏病变

稳定组
[ 1]
;再按是否合并高血压分成高血压组和非

高血压组 。分别比较尿 NAG的活性。同时监测血

压 、血肌酐 (SCr) 、尿蛋白 、尿 RBC、24 h尿蛋白定

量。另外, 同期选择健康人群 30名作为对照组, 男

18名,女 17名;年龄 18 ～ 55岁 。

1.2　方法　 ( 1) 标本采集:晨 6时排尿, 留取早 8

时中段尿 。同时采血标本,并留取 24 h尿。 ( 2) 检

测方法:血肌酐采取常规生化检测,尿蛋白采取光电

比浊法测定, 尿 NAG活性采取光电比色法测定, 同

时测定尿肌酐 (Cr), 将尿 NAG测定值和尿 Cr比值

作为临床 NAG的活性表示法, 从而纠正了因尿液浓

缩或稀释所致的 NAG活性差异。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或 t′检验 。

2　结果

　　慢性肾衰竭组尿 NAG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 (P

<0.01) (见表 1)。肾脏病变不稳定组尿 NAG活性

显著高于稳定组 (P<0.01) (见表 2)。高血压组尿

NAG活性显著高于无高血压组 (P<0.01) (见表 3)。

466 JBengbuMedColl, September2006, Vol.31, No.5
DOI :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06.05.010



　表 1　CRF患者与对照组尿 NAG活性变化 (x±s)

分组 n SCr( μmol/L)
尿 NAG

(U· mmol-1· Cr-1 )

对照组 30 84.20±48.71 2.10±1.46

CRF组 87 386.4±151.72 7.34±5.07

t — 16.30 8.66

P — <0.01 <0.01

　表 2　CRF肾脏病稳定与活动时尿 NAG变化 (x±s)

分组 n SCr(μmol/L)
尿 NAG

(U· mmol-1· Cr-1 )

肾脏病变活动组 38 331.52±157.65 10.80±5.82

肾脏病变稳定组 49 853.28±359.62 5.88±4.97

t — 9.09 4.25

P — <0.01 <0.01

　　 示 t值

　表 3　高血压与非高血压组尿 NAG变化 (x±s)

分组 n SCr(μmol/L)
尿 NAG

(U· mmol-1· Cr-1 )

非高血压组 35 301.92±148.28 6.98±4.84

高血压组 52 413.24±159.16 11.27±3.88

t — 3.28 4.57

P — <0.01 <0.01

3　讨论

　　NAG是一种分子量为 140 kDa糖蛋白, 广泛存

在于各组织器官,尤其在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溶酶

体中含量最丰富 。在肾小球滤过膜正常的情况下,

尿中 NAG主要是来源于近端肾小管, 当肾小管上皮

细胞发生肿胀 、变性 、坏死时, 直接导致尿 NAG升

高 。是反映肾小管实质细胞特别是近端肾小管损害
的一个灵敏指标

[ 2]
。肾小球滤过膜严重受损时,分

子屏障受损, 血中 NAG也可漏入尿中致尿中 NAG

升高。另外,蛋白尿对近端肾小管有促溶酶体释放

作用, 使尿的 NAG活性升高 。

近年许多报道在慢性肾小球肾炎 、肾病综合征

早期即有肾小管 -间质的损伤,随着肾脏病的进展,

肾单位进行性减少,残余肾单位中肾小球内高压 、高

滤过 、高灌注,血管内皮肿胀损伤,与基底膜剥离,微

血栓形成,毛细血管闭塞及肾小球纤维硬化,导致肾

小管周围毛细血管数量减少,小管 -间质缺血进行

性加重
[ 3]

,导致尿 NAG升高。 Szechinski等
[ 4]
报道

63例 CRF患者中, 60例尿 NAG活性升高为健康对

照组的 14倍 。本文研究证实了此观点, 87例 CRF

患者尿的 NAG活性同对照组比较显著升高 。说明

慢性肾衰进展过程中肾小管损伤同肾功能进行性恶

化密切相关。

在慢性肾衰竭的病程中, 肾脏病变是否稳定是

其进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环节。 Szechinski等
[ 4]
报道

肾脏病变活动的 CRF患者尿 NAG显著升高, 本文

研究证实此观点。 87例患者 NAG活性为 ( 7.34 ±

5.07) nmol· mg
-1
· Cr

-1
高于正常对照组, 其中肾

脏病变活动组尿 NAG活性显著升高,不仅高于正常

对照组,而且显著高于肾脏病变稳定组 。其可能的

机制:( 1)肾脏病变活动时, 肾小球滤过膜严重受

损, 血中 NAG从肾小球滤出 。 ( 2)近端肾小管上皮

细胞吞饮尿中蛋白进入溶酶体具有促溶酶体酶释放

作用 。 ( 3)蛋白尿脂质使肾小管上皮细胞变性, 释

放 NAG。随着肾脏病变进展, 肾小球滤过功能下

降, 尿蛋白滤过减少, 最终肾小球硬化, NAG不再滤

出。同时, 肾小管上皮细胞萎缩, 肾间质纤维化, 肾

组织细胞数及尿 NAG减少。

在慢性肾衰竭进程中, 高血压是促进肾功能恶

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 5]

, Fine等
[ 6]
在合并高血压的慢

性肾衰竭肾活检中发现, 球后肾小管周围毛细血管

闭塞 。但血压控制后,这种毛细管网的缺血改善,甚

至消失。另外, Konishi等
[ 7]
报道 IgA肾病患者中发

现肾小球内毛细血管压与肾小球硬化和肾小管间质

损伤评分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且患者平均动脉压也

与肾小管间质损害有明显相关。本文观察伴高血压

CRF患者尿 NAG明显高于非高血压者 。其原因可

能是:高血压导致肾小球内高压及肾小管周围毛细

血管闭塞,使肾小管上皮及间质缺血坏死,释放内皮

素 、AT-Ⅱ等炎症因子, 加重肾间质小管损伤, 加速

其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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