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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提高对多发性骨髓瘤肾脏病变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多发性骨髓瘤肾脏活检 17例。结果:光镜下表现为慢

性间质性肾炎 13例,肾小球系膜增生性病变 11例,管型肾病 9例,肾淀粉样变性 5例, 肾小球硬化 4例,间质动脉血管透明变

性 4例。管型肾病较非管型肾病患者肾功能不全更为常见 (P=0.002 3)。血清轻链蛋白阳性率为 88.2%,尿中轻链蛋白阳

性率为 58.8%, 以 λ链蛋白为主。结论:多发性骨髓瘤伴肾损害患者临床症候群以肾功能不全多见 ,特征性病理改变主要表

现为管型肾病。血清与尿液中轻链以 λ链蛋白为主。多发性骨髓瘤伴肾损害 、管型肾病患者其临床表现与病理改变均有一

定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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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aldisordrsandclinicalmanifestationsinmultiplemyel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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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oimprovetherecognitionofrenaldisordersinmultiplemyeloma(MM).Methods:Thekidneybiopsyof17

casesofMMwereanalyzedretrospectively.Results:Thepathologictypesincludedchronicinterstitialnephritis(n=13), mesangial

proliferativelesion(n=11), castnephropathy(n=9), renalamyloidosis(n=5), glomerulussclerosis(n=4) andrenalmesenchyme

arteryvesselsandangiohyalinosis(n=4).Renalfailurewassignificantlyhigher(P=0.002 3) inpatientswithcastnephropathy(n=

9) thaninthosewithnon-castnephropathy(n=8).Freelightchainwasdetectedintheserumof88.2% patientsandintheurineof

58.8% patients, withλchainasthedominanttype.Conclusions:ThemostfrequentclinicalsyndromeofMMwithrenallesionisrenal

insufficiency.Castnephropathyisthemostfrequentpathologicaltype.TheclinicalmanifestationsandpathologicalchangesofMM

patientswithrenallesionandcastnephropathyhavesomecommonfeatures.

[ Keywords] multiplemyeloma;kidneydiseases;biopsy;pathology, clinic

　　多发性骨髓瘤 (multiplemyeloma, MM)是一种

恶性单克隆浆细胞异常增生恶性疾病,可以产生大

量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或 κ/λ轻链蛋白即 M蛋白

(monoclonalprotein) , 本病约占肿瘤发病的 1% ～

2%, 占血液系统肿瘤 10%。肾脏损害是 MM最常

见和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现将 17例多发性骨髓瘤

以确定 。高庆红等
[ 4]
分别在兔耳后静脉注入平阳

霉素, 均显示在注药后作用较为缓慢, 反应较为温

和,直到第 3周末实验区组织学改变方终止 。因而

笔者建议:平阳霉素局部注药后观察周期以 3周为

妥,此时,可再进行第 2次注射。 ( 4)疗效判断及停

止治疗时机:终止治疗的临床指标是注药后瘤体不

再增大,颜色由鲜红转为暗红 。病变完全性消退要

在治疗后的几个月内出现 。我们不主张在一两次注

射后即将正在迅速增生血管瘤注射至消失或瘢痕

化,只要能控制住瘤体生长,并使之能够逐渐退化萎

缩即可,从而杜绝日后出现严重纤维化 、色素沉着或

萎缩性瘢痕 。

　　(本文图 1、2见封三 )

[ 参 考 文 献 ]
[ 1] 　ChangJ, MostD, BresnickS, etal.Proliferativehemangiomas:

analysisofcytokinegeneexpressionandangiogenesis[ J] .Plast

ReconstrSurg, 1999, 103 ( 1):1-9.

[ 2] 　MarlerJJ, MullikenJB.Currentmanagementofhemangiomasand

vascularmalformations[J] .ClinPlastSurg, 2005, 32 ( 1 ):99-

116.

[ 3] 　高庆红,王昌美,温玉明, 等.平阳霉素局部注射对周围血管作

用的实验研究 [ J]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 2001, 19 ( 3 ):184-

187.

[ 4] 　高庆红,郑根建,王晓毅, 等.平阳霉素白蛋白微球诱导兔耳中

央动脉闭锁的实验研究 [ J].上海口腔医学, 2005, 14( 1):42-

47.

283蚌埠医学院学报 2007年 5月第 32卷第 3期
DOI :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07.03.012



患者肾脏病理表现作回顾性分析,旨在提高对 MM

肾脏病理变化的认识水平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7例为上海瑞金医院 1999年 6

月 ～ 2005年 6月收治的多发性骨髓瘤病例中行肾

脏活检的患者。男 15例, 女 2例;年龄 41 ～ 76岁 。

17例均符合《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
[ 1]
。

1.2　首发临床症状和体征　初诊时的临床表现主

要有泌尿系症状 (水肿 、少尿 、泡沫尿 ) 14例, 贫血

13例,消瘦 7例, 腰背酸痛 4例, 消化系统症状 (恶

心 、呕吐 、纳差 ) 4例 。

1.3　肾脏穿刺病理学检查 　肾活检标本行苏木

精 -伊红染色,光镜下观察肾小球 、间质及血管病变

情况;冷冻切片免疫荧光检查肾组织中免疫球蛋白

(IgG、IgA、IgM) 、单克隆轻链 (κ、λ)沉积的部位;

8例进行了电镜检查 。

1.4　治疗　VAD方案 (长春新碱 、阿霉素 /米托蒽

醌 、地塞米松 ) 12例, MP±Thalidomide方案 (马法

兰 、泼尼松 ±沙利度胺 ) 5例。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t检验 、秩和检验和四格表

确切概率法 。

2　结果

2.1　肾功能变化 　血肌酐 >133 μmol/L12例

( 70.6%) ,其中 11例为 192 ～ 676 μmol/L。

2.2　实验室检查及结果　

2.2.1　血免疫球蛋白固定电泳　17例血清免疫球

蛋白固定电泳检测, M蛋白阳性率 88.2%( 15/17) 。

17例均经血清 κ、λ轻链检测, 总检出率为 88.2%

( 15 /17) ,单独 κ链 、单独 λ链蛋白阳性分别为 5例

( 29.4%) 、10例 ( 58.8%)。

2.2.2　尿本周蛋白　17例均接受尿液 κ, λ轻链检

测,总检出率为 58.8% ( 10/17), 单独 κ、单独 λ阳

性分别为 2例 ( 11.8%) 、8例 ( 47.1%) 。血清与尿

液 κ和 λ轻链检测阳性率及其分布完全一致。

2.3　肾穿刺病理变化　17例共检测肾小球 221

个。

2.3.1　光镜　肾小球系膜增宽 11例;肾小球硬化

4例;肾小管可见蛋白管型 9例 ( 6例管型周围可见

多核巨细胞 );轻中度萎缩 8例;肾小管上皮细胞空

泡变性 2例;肾间质纤维增生 13例;肾间质血管见

小叶间动脉壁透明变性 4例;无定形物质沉积 5例,

其沉积部位为肾小球基膜;系膜 5例 ( 4例为弥漫性

分布, 几乎所见肾小球均受累 );小血管管壁 3例;

肾小管 、肾间质部位受累及 1例。

2.3.2　电镜　共检查 6例,其中,足细胞肿胀 、足突

部分或全部融合 4例,肾小球节段性硬化 5例,肾间

质胶原纤维增生伴淋巴细胞浸润 1例,伴吞噬细胞

浸润 1例,肾小管上皮细胞坏死脱落 2例。

2.3.3　免疫病理检查　共 16例肾活检标本进行了

免疫荧光检查, 16例 IgG、IgM、IgA均为阴性, 其中

有 14例同时行单克隆 κ链蛋白 、单克隆 λ链蛋白检

查, 1例 κ轻链免疫荧光检查阳性, 1例 λ轻链免疫

荧光检查阳性,阳性率为 14.3%。

2.4　管型肾病的临床病理特征　对 9例管型肾病

与 8例非管型肾病患者临床病理特征进行了比较,

结果见表 1。
2.5　预后　随访期 0.5 ～ 53个月, 明确病死 5例,

存活 9例 。另有 3例失访 。
表 1　管型肾病和非管型肾病患者临床和病理特征比较

疾病类型 n 肾衰竭 肾病综合征 尿蛋白 (g/24h) 尿蛋白≥3.5g/24h 本周蛋白尿 尿素氮 (mmol/L)

管型肾病 9 9 6 7.05±5.39 6 7 14.20±4.78

非管型肾病 8 2 6 6.87±4.53 6 3 8.49±4.89

t — — — 0.07 — — 2.43

P — 0.002 3＊ 1.000 0＊ >0.05 1.000 0＊ 0.153 4＊ <0.05

疾病类型 n 肌酐 (μmol/L)
肌酐 <177.0

μmol/L

肌酐 177.0

～ 452.0μmol/L

肌酐

≥452.0μmol/L

球蛋白

(g/L)

球蛋白

>30.0 g/L

血红蛋白

(g/L)

管型肾病 9 445.11±169.82 0 5 4 34.0±17.66 3 73.78±26.69

非管型肾病 8 159.38±139.54 6 1 1 34.5±12.52 5 106.00±22.14

t — 3.76 2.65■ 0.07 — 2.69

P — <0.01 <0.01 >0.05 0.346 9＊ <0.05

　■示 uc值;＊示四格表确切概率法

3　讨论

　　肾脏损害是多发性骨髓瘤比较常见而又具有特

征性的临床表现, 以慢性肾衰竭多见 。其发生率在

40% ～ 50%,它是本病仅次于感染的另一主要死亡

原因,患者往往因水肿 、多尿 、腰背痛就诊,查尿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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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血生化发现蛋白尿 、血尿 、管型尿 、血尿素氮及肌

酐增高,因而有些病例开始往往被误诊为慢性肾炎 、

肾病综合征 、间质性肾炎及肾衰竭等 。

本组 17例 MM患者临床表现分析显示, MM肾

损害具有下列特征:52.94% ( 9/17)患者肾衰竭时

仍存在大量蛋白尿,但常常不伴有低蛋白血症;尿沉

渣检查常无明显异常;由于 MM为骨髓浆细胞异常

增殖导致的恶性单克隆 B细胞疾病, 常常累及骨

骼 、造血系统 、肾脏,从而临床上出现消瘦 、贫血 、骨

质破坏和高球蛋白血症。由于尿中蛋白主要为小分
子异常蛋白,因而这类患者虽有大量蛋白尿,但并不

出现明显的低蛋白血症。因此,对于中老年患者,尤

其是年龄 50岁以上的男性,出现肾功能不全时应考

虑除外 MM,特别是患者具有无明显原因的消瘦 、溶

骨性损害 /骨折 、血压正常 、大量蛋白尿 、尿沉渣检查

基本正常 、高球蛋白血症 、高钙血症等临床表现 。上

述特征显然不同于常见的急性肾功能不全与慢性肾

功能不全,对这类患者应进一步行血 、尿特殊蛋白检

测,骨髓穿刺,必要时行肾活检以明确诊断 。

分析显示,本组 9例管型肾病患者均有肾功能

不全, 尿本周蛋白阳性有 7例 。虽然多种因素可以

介导肾脏损害, 但其主要因素为轻链的肾毒性 。管

型肾病的最大特征是肾小管内存在大量本周蛋白管

型,若同时存在肾小管萎缩和间质纤维化则为慢性

病变。陈惠萍等
[ 2]
的研究表明,骨髓瘤管型肾病患

者,其蛋白管型多见于远端肾小管和集合管,管型巨

大,常呈层状改变, 有的有骨折线样的裂隙, 有的则

为菱形,有的甚至可见针形结晶样改变,管型周围有

许多单个核细胞,此为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典型的管

型,若见到多核巨细胞,则对诊断的意义更大。倘若

近端肾小管也可见蛋白管型,甚至延至包束腔内,同

时伴有小管上皮细胞扁平,不同程度的变性坏死,则

提示管型的物质中可能含有引起肾小管上皮细胞毒

性的成分,不仅形成管型, 而且能使小管上皮细胞受

到损害
[ 3]

,在本组研究中同样也可以观察到上述病

理变化 。管型形成的机制包括本周蛋白对近端小管

上皮的直接毒性以及其与塔姆 -霍斯福尔糖蛋白的

相互作用
[ 4]
。但不同的本周蛋白毒性不同, 尿中 λ

轻链蛋白肾损害发生率高于 κ轻链蛋白。本组研

究中同样发现 10例本周蛋白阳性患者中 8例为 λ

轻链蛋白, κ轻链蛋白仅为 2例 。同时我们也发现

有 3例尿中 λ轻链蛋白阳性, 24 h尿蛋白定量分别

为 14.44 g、6.22 g、4.5 g, 而肾功能正常,在肾脏活

检病理表现上多表现为肾小球系膜局灶性增宽,肾

间质仅有 1例表现为轻度纤维化, 肾小管均未见到

蛋白管型,无肾小管上皮细胞变性坏死脱落 。有研

究已经发现本周蛋白 λ型患者的肾损害发生率高,

可能与其本周蛋白基因可变区 R突变比例高, 从而

导致本周蛋白结构及理化活性的改变有关, 可能某

些亚型本周蛋白较易发生肾小管损害
[ 5]
。这说明

并非所有尿中排泄本周蛋白的患者均发展至肾损

害, 本周蛋白排泌量与肾损害的演变过程和损伤程

度并不绝对相关, 部分患者于病程中排泌大量本周

蛋白而无肾脏损害,这提示我们在临床上不能仅凭

本周蛋白排泌量来预测肾脏受损的程度,有条件的

话, 应进行本周蛋白亚型及基因突变类型的鉴定 。

多发性骨髓瘤肾穿刺并非常规检查, 史浩等
[ 6]

提出肾穿刺指征为:( 1)MM病情缓解而出现急性肾

衰竭;( 2)尿白蛋白 >1 g/d,外周组织未发现淀粉样

物质沉积,为明确肾小球病变;( 3)骨髓瘤管型肾病

合并多种加重肾脏损害因素,为评估肾小管 、肾间质

损害情况及预测肾衰的可逆性。但在临床实际情况

中, 有一些符合上述穿刺指征的患者,出于多种原因

不愿或不能进行肾脏活检, 从而使多发性骨髓瘤肾

脏病变的研究不能全面地反映其病理变化及演变过

程。我们相信随着患者对肾脏穿刺重要性的了解,

各种检查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以及新的检查方

法不断出现,对多发性骨髓瘤肾脏病变的研究将进

一步深化,从而为正确分期 、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 、

评估预后提供确切可靠的依据。

本组资料证实, MM伴肾损害患者临床表现以

肾功能不全多见,病理上特征性表现为管型肾病,血

清与尿液中以 λ轻链蛋白为主, 其临床表现与病理

改变均有一定的特点 。对 MM伴肾损害患者临床 、

病理特征的全面阐述 、不同单克隆免疫球蛋白 、轻链

蛋白与肾外表现 、肾脏损害之间的关联有待于在更

大范围与更广阔领域之间的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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