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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羟苯磺酸钙联合RAAS阻断剂治疗早期    
糖尿病肾病的 Meta分析*    

黄雅兰,黄国东2△,蔡林坤1,甘佳丽1,黄琼荷1,薛涵予1

(1.广西中医药大学,南宁 530001;2.广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国际壮医医院,南宁 530201)

摘要 目的:系统评价羟苯磺酸钙联合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AAS)阻断剂治疗糖尿病肾病(DN)的有效性及安全

性。方法:计算机全面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VIP)、万方资源数据库、PubMed、EM-
base、TheCochraneLibrary,收集从建库至2018年1月正式发表的羟苯磺酸钙联合RAAS阻断剂治疗早期DN的随机对照试

验(RCT)。由2位研究员独立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并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后,采用 RevMan5.3软件进行 Meta分析。结

果:最终纳入6个研究,共509例患者。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单用RAAS阻断剂的对照组相比,羟苯磺酸钙与RAAS阻断剂

联用,能降低24h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UAER)(MD=-28.57,95%CI:-32.89~-24.25,P<0.00001)和血肌酐(Scr)
(MD=-3.41,95%CI:-5.80~-1.01,P=0.005),但糖化血红蛋白(HbA1c)(MD=-0.17,95%CI:-0.87~-0.52)和
空腹血糖(FPG)(MD=-0.44,95%CI:-1.31~-0.43)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与单用

RAAS阻断剂相比,苯磺酸钙羟联合RAAS阻断剂能更有效地降低DN患者的 UAER、Scr,但两种治疗方式降低 HbA1c和

FBG的效果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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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ofcalciumdobesilatecombinedwithRAASinhibitorintreatmentofearlydiabeticne-
phropathy:Ameta-analysis
HuangYalan1,HuangGuodong2,CaiLinkun1,GanJiali1,HuangQionghe1,XueHanyu1.(1.GuangxiUni-
versityofChineseMedicine,Nanning530001,China;2.InternationalZhuangMedicalHospitalAffiliatedto
GuangxiUniversityofChineseMedicine,Nanning53020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evaluatetheeffectivenessandsafetyofcalciumdobesilatecombinedwithrenin-an-
giotensin-aldosteronesystem(RAAS)blockerinthetreatmentofearlydiabeticnephropathy(DN).Methods:
CNKI,VIP,Wanfang,PubMed,EMbaseandTheCochraneLibraryweresearchedtocollecttherandomized
controlledtrials(RCTs)oncalciumdobesilatecombinedwithRAASinhibitorintreatingearlyDNfromin-
ceptiontoJanuary2018.Bythetworesearchersaccordingtotheinclusionandexclusioncriteriascreening
test,datawereextractedaccordingtothequalityevaluationoftheevaluationsystemofCochraneHand-
book.MetaanalysiswascarriedoutusingRevMan5.3software.Results:Atotalof6RCTs,whichinvolved
509patients,wereenrolled.Metaanalysisshowedthatcomparedwithcontrolgroup,acombinationofcal-
ciumdobesilateandRAASinhibitorscoulddecreasethe24hurinealbuminexcretionrate(UAER)(MD=
-28.57,95%CI:-32.89to-24.25,P<0.00001)andserumcreatinine(MD=-3.41,95%CI:-5.80
to-1.01,P=0.005).Nosignificantdifferenceswerefoundinglycosylatedhemoglobin(HbA1c)(MD=
-0.17,95%CI:-0.87to-0.52)andfastingbloodglucose(FPG)(MD=-0.44,95%CI:-1.31to-
0.43)betweenthetwogroups.Conclusion:ComparedwithsingleuseoftheRAASinhibitor,calciumdobe-
silatecombinedwithRAASinhibitorcouldreduceUAERandScrsignificantly.Buttheeffectsofsingleuse

andcombineduseonthe HbA1candFPGlevels
weresimilar.
Keywords calciumdobesilate;RAASinhibitor;ear-
lydiabeticnephropathy;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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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肾病(diabeticnephropathy,DN)是糖尿

病(diabetesmellitus,DM)最主要的微血管并发症

之一,是目前引起终末期肾脏疾病(end-stagerenal
disease,ESRD)的主要原因[1]。DN的发病机制目

前尚未完全明确,肾近端小管上皮细胞凋亡在DN
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2]。DN主要表现

为持续性白蛋白尿、高血压及进行性肾功能受损[3]。
尿微量白蛋白含量是早期诊断 DN的可靠指标之

一。早期DN较为隐匿,一旦出现大量蛋白尿,患者

肾功能损害往往不可逆转。及时发现并采取合理的

临床治疗措施,可有效保护DN患者的肾功能,从而

降低终末期肾病发生率。目前,已有较多应用羟苯

磺酸钙联合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
angiotensin-aldosteronesystem,RAAS)阻断 剂 治

疗DN 的临床研 究。本 研 究 对 羟 苯 磺 酸 钙 联 合

RAAS阻断剂治疗DN的疗效和安全性进行 Meta
分析,以期为其临床应用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纳入及排除标准

1.1.1 纳入标准 ①研究类型:文献为从建库至

2018年1月国内外公开发表的羟苯磺酸钙联合

RAAS阻断剂治疗早期DN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RCT);②研究对象:符合DN诊断标准[4],根据国

际通用 Mogensen分期标准[5],诊断为Ⅰ~Ⅲ期,患
者 伴 微 量 白 蛋 白 尿,即 尿 微 量 白 蛋 白 排 泄 率

(UAER)20~200μg/min,糖尿病病程5年以上,且
不受糖尿病类型、年龄、性别和种族的限制。③干预

措施:观察组采用羟苯磺酸钙与RAAS阻断剂联合

治疗,对照组使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
或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单类药治疗,两组

均使用一般治疗及常规治疗包括饮食、锻炼、降糖、
调脂等;④结局指标:24hUAER、血肌酐(Scr)、糖
化血红蛋白(HbA1c)、空腹血糖(FPG)。

1.1.2 排除标准 ①非RCT或半随机对照研究;

②不符合早期DN诊断标准或无诊断标准;③研究

对象由糖尿病以外的其他疾病所致的肾脏损害;④
未能提供有效的结局指标和数据用于统计分析;⑤
试验设计不严谨,对照组使用成分不明的中药制剂,
统计学方法运用不恰当;⑥动物实验、综述、评论、个
案报道、专家经验总结及药理学等非临床试验研究

文献。

1.2 文献检索

  计算机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

科技 期 刊 全 文 数 据 库(VIP)、万 方 资 源 数 据 库、

PubMed、EMbase、TheCochraneLibrary,收集从建

库至2018年1月 正 式 发 表 的 羟 苯 磺 酸 钙 联 合

RAAS阻断剂治疗早期糖尿病肾病的文献,并手工

检索相关杂志。中文检索词为:羟苯磺酸钙、多贝

斯、普利、沙坦、糖尿病肾病;英文检索词为:Diabetic
nephropathies、Diabeticnephropathy、diabetickid-
neydisease、Calcium dobesilate、2,5 Dihydroxy-
benzenesulfonate、2,5Dihydroxybenzenesulfonic
acid、Doxium、Dexium、Dobicacalciumdihydroxy-
2,5-benzenesulfonate。

1.3 文献筛选和资料提取

  所有文献均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进行阅读筛

选,并根据设定的纳入和排除标准排除不符合要求

的文献,意见有分歧时由第三方研究人员裁定。

1.4 文献质量评价

  按照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的文献质量评价

原则和方法,使用Jadad量表[6]对文献进行方法学

质量评价。

1.5 统计学方法

  使用Cochrane协作网提供的Rev.Man5.3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连续变量用均数差值(MD)或标

准化均数差(SMD)及其95%CI为合并效应量。研

究结果的异质性检验采用χ2检验,若同质性好(P>
0.1,I2<50%),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若异质

性较大(P≤0.1,I2≥50%),则先进行异质性来源

分析,然后根据可能出现的异质性因素进行亚组分

析或敏感性分析,即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

模型2个不同模型计算效应合并值的结论是否有显

著性差异,若Z 值相差不大,P 值均有意义则说明

结论是稳健的,以消除异质性。若异质性仍存在,但
各试验具有临床同质性,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

效应量。但如果研究间存在明显的临床异质性,则
不进行合并,只对其进行描述性的定性分析。

2 结 果

2.1 文献检索结果

  按照检索式,检索上述主要中英文数据库,共检

索出204篇相关文献,其中CNKI75篇,万方资源

数据 库82篇,VIP22篇,PubMed7篇,EMbase
14篇,TheCochraneLibrary4篇。将检索到的文

献导入“EndNoteX8”文献管理软件,查重后剩余

101篇文献,通过阅读标题、摘要及部分原文后,删
除动物实验、与主题明显不相符的文献70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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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31文献,对照纳入和排除标准,进一步阅读

全文,最终纳入文献6篇[7-12],均为中文文献,文献

检索过程见图1。

2.2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共纳入6篇RCTs,纳入研究对象共509例,其
中观察组254例,对照组255例,各纳入研究的基本

特征见表1。

2.3 文献质量评价结果

  纳入的6个研究均为RCT,有1项研究[12]提及

使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随机分组,1个研究[9]提及

使用单盲方法,其余研究均提及随机,未描述随机方

案的详细产生方法,亦未对盲法、退出、随访等予以

详细报道,文献质量整体偏低,但已为目前的最佳证

据,见表1。

图1 文献检索过程

表1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
病例数,n

观察组 对照组
患者
类型

基线
情况

干预措施

观察组 对照组
疗程/
周 结局指标 Jadad

评分

季黎明2008[7] 21 22 DN 相似 羟苯磺酸钙1000mg
tid+对照组治疗

缬沙坦
80mgqd 12 UAER、Scr、

HbA1c、FPG 1

曹雪霞2010][8] 76 78 DN 相似 羟苯磺酸钙500mg
tid+对照组治疗

福辛普利
10mgqd 24 UAER 1

朱圣群2014[9] 35 33 DN 相似 羟苯磺酸钙1000mg
tid+对照组治疗

贝那普利
10mgqd 12 UAER、Scr、

HbA1c 3

林东源2012[10] 31 31 DN 相似 羟苯磺酸钙1000mg
qd+对照组治疗 坎地沙坦酯 3 UAER、Scr 1

王磊2016[11] 55 55 DN 相似 羟苯磺酸钙500mg
tid+对照组治疗

厄贝沙坦
75mgqd 12 UAER、Scr、

HbA1c、FPG 1

罗素红2014[12] 36 36 DN 相似 羟苯磺酸钙500mg
tid+对照组治疗

替米沙坦
80mgqd 12 UAER、Scr、

HbA1c、FPG 2

2.4 Meta分析结果

2.4.1 24hUAER 纳入的6篇RCTs[7-12]结局指

标均含有观察指标24hUAER,观察组254例,对
照组255例。异质性检验结果:P=0.57,I2=0%,
表明各研究间的效应量无异质性,故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 分 析。合 并 MD (95% CI)为 -28.57
(-32.89~-24.25),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 <
0.00001),说明观察组 UAER下降优于对照组,见
图2。
2.4.2 Scr 纳入的5篇RCTs[7,9-12]结局指标均含

有观察指标Scr,观察组178例,对照组177例。异

质性检验结果:P=0.71,I2=0%,表明各研究间的

效应量无异质性,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合并

MD(95%CI)为-3.41(-5.80~-1.01),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05),说明观察组Scr下降优于

对照组,见图3。
2.4.3 HbA1c 纳入的4篇RCTs[7,9,11-12]结局指

标均含有观察指标 HbA1c,观察组147例,对照组

146例。异质性检验结果:P<0.00001,I2=91%,

表明各研究间存在异质性,由于各试验具有临床同

质性,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合并 MD(95%
CI)为-0.17(-0.87~-0.52),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62),说明两组降低 HbA1c的效果相当,
见图5。

2.4.4 FBG 纳入的3篇RCTs[7,11-12]结局指标均

含有观察指标FBG,观察组112例,对照组113例。
异质性检验结果:P<0.00001,I2=91%,表明各研

究间存在异质性,由于各试验具有临床同质性,故采

用随 机 效 应 模 型 分 析。合 并 MD (95% CI)为
-0.44(-1.31~-0.4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32),说明两组在降低FBG方面无明显差异,见
图6。
2.5 发表偏倚评估

  本研究对尿微量白蛋白排泄率制作漏斗图,通
过观察发现,漏斗图各点分布基本对称,见图7。
2.6 不良反应分析

  在纳入的6项研究中,仅有1项研究[9]提及观

察组有1例患者出现皮肤过敏,有2项研究[7,12]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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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未发现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出现不良反应, 其余3项研究[8,10-11]未提及不良反应。

图2 羟苯磺酸钙联合RAAS阻断剂与单用RAAS阻断剂降低DN患者24hUAER效果比较的 Meta分析

图4 羟苯磺酸钙联合RAAS阻断剂与单用RAAS阻断剂降低DN患者Scr效果比较的 Meta分析

图5 羟苯磺酸钙联合RAAS阻断剂与单用RAAS阻断剂降低DN患者 HbA1c效果比较的 Meta分析

图6 羟苯磺酸钙联合RAAS阻断剂与单用RAAS阻断剂降低DN患者FBG效果比较的 Meta分析

图7 羟苯磺酸钙联合RAAS阻断剂与单用RAAS阻断剂

降低DN患者UAER效果比较的漏斗图

3 讨 论

  目前对于DN的治疗,除了饮食控制、降糖、调
血脂等常规治疗外,还采用RAAS阻断剂及微血管

保护剂进行控制血压、降低蛋白尿等对症治疗。研

究表明,RAAS的异常激活与DN的发生和发展相

关,阻断该系统对DN具有重要的保护作用[13]。研

究表明,应用RAAS阻断剂可有效控制血压、减少蛋

白尿、延缓DN进展[14-15]。RAAS阻断剂主要包括

ACEI和ARB,分别通过阻断RAAS的不同水平进

而发挥降低尿蛋白、控制血压、保护肾脏等作用。

ACEI通过抑制ACE阻止AngⅠ向AngⅡ转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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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AngⅡ生成;ARB则通过阻断AngⅡ与受体1
(AT1)结合减少AngⅡ生物活性。

  羟苯磺酸钙的主要活性成分为葛根黄酮,是一

种可以高效改善微循环的新型微血管保护剂,主要

机制为抑制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液黏稠度,调节微血

管壁的生理功能,降低肾小球周围毛细血管的脆性

及通透性,清除肾脏组织内存在的过量氧自由基,改
善肾脏组织糖代谢紊乱现象,改善肾脏微循环及淋

巴液的回流功能,降低肾小球滤过膜的通透性,从而

减少尿蛋白的排泄,改善肾功能,延缓或逆转肾小球

硬化的进程[16-17]。此外,羟苯磺酸钙还具有一定的

抗炎、抗免疫作用和抑制肾脏氧化应激作用[18]。国

外研究表明,羟苯磺酸钙对于早期DN的治疗具有

潜在适应性,尤其在DN早期[19]。羟苯磺酸钙可能

通过改善血液流变学,降低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物1
(PAI-1)、内皮素(ET)、血栓素B2(TXB2),增加一

氧化氮(NO)和6酮前列腺素F1α(6-keto-PGF1α)
发挥对DN的治疗作用,从而延缓DN的发生[20]。

  通过全面检索羟苯磺酸钙联合RAAS阻断剂治

疗早期DN方面的相关文献,结合上述 Meta分析结

果,本研究结果显示:羟苯磺酸钙与RAAS阻断剂联

用在 治 疗 早 期 DN 方 面 存 在 明 显 优 势,与 单 用

RAAS阻断剂比较,可显著降低24hUAER及Scr
水平,但对于降低 HbA1c、FBG方面无证据显示较

对照组更有效。在安全性方面,仅1项研究发现观

察组1例患者出现皮肤过敏[8],2项研究表明未发现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出现不良反应[6,11],其余

3项研究[7,9-10]均未提及不良反应。对于没有提及不

良反应的研究,可能是研究过程中没有发生不良反

应,也有可能是研究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而没有进

行报道,故本研究无法对羟苯磺酸钙联合RAAS阻

断剂所致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进行比较分析。

  本研究对 UAER制作漏斗图,通过观察发现,
漏斗图各点分布基本对称,提示本研究所纳入的文

献潜在发表偏倚度较小,文献纳入得当,结果稳健可

靠。但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所纳入的文

献中高质量文献所占比例少,在纳入的6项研究中,
仅有1项研究提及使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随机分

组[11],1个研究提及使用单盲方法[8],其余研究均提

及随机,但没有描述随机方案的详细产生方法及分

配隐藏方案以及盲法的实施;其次是未能详细描述

退出与失访病例;因此,以上这些原因均可能导致试

验的选择性偏倚、实施偏倚及测量偏倚,从而使得研

究质量受到影响。国内学者应更加注重对方法学的

研究报道,提高研究的质量,以提供更多高质量的

RCT纳入 Meta分析从而提高其有效性和安全性的

证据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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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癌患者新型肿瘤标志物LyGDI水平及其与
肿瘤恶性分子基因表达量的关系*

刘志文,冯慧芳,夏丽伟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妇产科,中山 528415)

摘要 目的:检测卵巢癌患者新型肿瘤标志物LyGDI水平,分析其与肿瘤恶性分子基因表达量的关系。方法:选取2015年

1月至2017年5月在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卵巢病变患者175例,根据病理结果将其分为卵巢癌组91
例,卵巢良性病变组84例。对比两组术前LyGDI水平以及相应病灶组织中增殖[Yes相关蛋白1(YAP1)、T-box转录因子2
(TBX2)、含KHRNA结合结构域信号转导相关分子3(KHDRBS3)、氧化还原酶的 WW结构域(WWOX)]、侵袭[胶原三股螺

旋重复蛋 白1(CTHRC1)、盘 状 结 构 域 受 体1(DDR1)、E74-likefactor5(ELF5)、转 移 相 关 基 因3(MTA3)、整 合 素 A2
(ITGA2)]、自噬[Beclin1、微管相关蛋白1轻链3-Ⅱ(LC3-Ⅱ)]基因表达量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卵巢癌患者

血清LyGDI水平与肿瘤恶性分子基因表达量的关系。结果:卵巢癌组患者血清LyGDI水平及 YAP1、TBX2、KHDRBS3、

CTHRC1、DDR1、ITGA2mRNA表达量高于卵巢良性病变组,而 WWOX、ELF5、MTA3、Beclin1和LC3-Ⅱ mRNA表达量低

于卵巢良性病变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卵巢癌患者血清LyGDI水平与以上增殖、侵袭、自噬基因表达量均

存在明显相关关系(均P<0.05)。结论:卵巢癌患者血清中LyGDI水平异常增高,且与癌细胞增殖、侵袭及自噬活性相关,或
可作为早期评估卵巢癌病情的简便指标。
关键词 卵巢癌;LyGDI;增殖基因;侵袭基因;自噬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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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rumlevelofLyGDIinovariancancerpatientsanditscorrelationwiththeexpressionof
malignanttumormolecules
LiuZhiwen,FengHuifang,XiaLiwei.(DepartmentofObstetricsandGynecology,SiuLamHospitalAffilia-
tedtoSouthernMedicalUniversity,Zhongshan528415,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detecttheserumlevelof
LyGDIinovariancancerpatientsandtoanalyz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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