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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 TNF-琢 水平与糖尿病肾脏
疾病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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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袁浙江永康 321300
[摘要] 目的 探讨 2 型糖尿病患者外周血中 TNF-琢 水平与糖尿病肾脏疾病的相关性以及外周血 TNF-琢 水平用
于糖尿病肾脏疾病患者早期诊断的临床价值遥 方法 选择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9 月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
的 DKD 患者 50 例袁设为糖尿病肾脏疾病组渊DKD 组冤袁并根据患者尿白蛋白/尿肌酐将 DKD 患者分为微量蛋白
尿组渊n=32冤尧大量蛋白尿组渊n=18冤袁选同期 T2DM 不合并 DKD 患者 200 例袁设为单纯糖尿病组渊T2DM 组冤遥 检测
并比较分析两组患者 UACR尧肾小球滤过率袁检测并分析 T2DM 组患者和 DKD 组患者以及 DKD 患者两个亚组间
TNF-琢 水平差异袁采用 Pearson 或 Spearman 分析外周血 TNF-琢 与 eGFR 或 UACR 的相关性袁采用 Logistic 多元
回归分析法分析 TNF-琢 水平与 DKD 的关系袁最后绘制 ROC 曲线分析 TNF-琢尧eGFR 或 UACR 用于 DKD 诊断的
特异性和敏感性遥 结果 DKD 组血清 TNF-琢 水平高于 T2DM 组患者袁 且大量蛋白尿组血清 TNF-琢 水平高于微
量蛋白尿和单纯糖尿病组曰TNF-琢 高水平是 DKD 的高危因素曰血清 TNF-琢 分别与 UACR 呈正相关渊P<0.05冤袁与
eGFR 呈负相关遥 ROC 曲线分析显示袁 外周血 TNF-琢 水平检测 DKD 的曲线下面积为 0.893袁95%可信区间为
0.675~1.000袁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1.3%和 89.3%袁高于 eGFR 或 UACR 检测 DKD 的敏感性渊73.4%袁75.1%冤和
特异性渊80.1%袁83.5%冤遥 结论 TNF-琢 可能参与 DKD 进程袁在 DKD 病情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袁并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肾小球滤过率袁可作为 DKD 早期诊断的指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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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correlation between serum TNF-琢 level and diabetic kidney dis鄄
ease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HUA NG Ruofei CHEN Tianxi CHEN Juan XIA Jingyao CHEN Fuyu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the First People忆 s Hospital of Yongkang C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Yongkang 3213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NF-琢 level in peripheral blood and diabetic kidney disease
(DKD)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 and the clinical value of TNF-琢 level in peripheral blood in
early diagnosis of DKD. Methods A total of 50 patients with DKD admitted to the First People忆s Hospital of Yongkang
from September 2018 to September 2019 were selected as DKD group. According to urinary albumin and creatinine,
patients with DKD were divided into microalbuminuria group(32 cases) and massive proteinuria group(18 cases). A total
of 200 T2DM patients without DKD were selected as simple diabetes group. Urine Albumin -to -Creatinine Ratio
(UACR) an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were detec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difference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琢 (TNF-琢) level between T2DM patients, DKD patients and DKD patients in two subgroups were de鄄
tected and analyzed. Pearson or Spearma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NF-琢 in peripheral blood and
eGFR or UACR.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NF-琢 level and
DKD. Finally, ROC curve was drawn to analyze the specificity and sensitivity of TNF-琢, eGFR or UACR in the diag鄄
nosis of DKD. Results The serum TNF-琢 level in DKD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2DM group, and the serum
TNF-琢 level in massive proteinuria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microalbuminuria and simple diabetes group. The
high level of TNF-琢 was a high-risk factor of DKD. Serum TNF-琢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UACR(P<0.05)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GFR. ROC analyses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of peripheral blood TNF-琢 in the
detection of DKD was 0.893, and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was 0.675-1.000.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81.3% and 89.3%,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eGFR(sensitivity: 73.4%; specificity: 80.1%) or UACR
(sensitivity: 75.1%; specificity: 83.5%). Conclusion TNF-琢 may participate in the process of DKD, playing an impor鄄
tant role in the change of DKD, and reflecting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can be used as a
method for early diagnosis of D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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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脏疾病渊Diabetic kidney disease袁DKD冤是

意书袁可以配合完成后续检测曰愚对主观感受可进行

病和糖 尿 病 相 关 死 亡 的 关 键 原 因 之 一 袁 研 究 指 出

排除标准[9]院淤其他肾病史曰于合并自身免疫疾病

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袁也是糖尿病发

描述并可阅读遥

40豫~50豫的 1 型糖尿病渊Type 1 diabetes袁T1DM冤或

或免疫抑制状态曰盂eGFR<60 mL/渊min窑1.73 m2冤曰榆合

展为 DKD[1-3]遥 此外袁DKD 也是诱发终末期肾病渊End-

TNF-琢 水平升高的疾病曰愚孕妇以及哺乳期妇女曰

2 型糖尿病渊Type 2 diabetes袁T2DM冤患者最终都会发

stage renal disease袁ESRD冤的主要原因之一袁通过诱发
ESRD而导致患者严重的肾脏损伤和肾功能障碍袁

进而导致患者的不良预后和死亡率的升高[4]遥 流行病学
统计指出袁中国糖尿病患者中 DKD 的发病率高达52.2豫袁

DKD已成为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袁严重影响人民健
康遥 然而袁目前 DKD 的治疗选择有限袁并且 DKD 的进

展不可逆[5]遥 因此袁迫切需要鉴定特定的生物标志物以
检测 T2DM 患者的早期肾功能下降袁从而及早地采取
干预和治疗措施以提高患者生存率袁改善患者预后遥

DKD 的发生和发展与多种因素有关袁包括种族

易感性和遗传尧代谢异常尧生长因子和各种细胞因子
分泌异常袁近年来袁研究人员已经广泛研究各种细胞
因子对 DKD 进程的影响[6]遥 文献指出袁肿瘤坏死因子

琢渊Tumor necrosis factor 琢袁TNF-琢冤的增加在 DKD 的

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袁其过度表达分泌可引起异
常的炎症反应袁进而导致内皮功能障碍和肾脏纤维化

增加 [7]袁然而 TNF-琢 水平用于 DKD 患者的早期诊断

并恶性肿瘤曰虞严重肝功能损伤尧感染等其他可引起
舆肌酐渊Creatinine袁Cr冤>130 滋mol/L遥

选择同期 T2DM 不合并 DKD 患者 200 例袁设为单

纯糖尿病组渊T2DM 组冤袁男 132 例袁女 68 例袁年龄 29~

79 岁袁平均渊56.21依4.96冤岁袁平均病程渊6.38依1.72冤年袁平
均 BMI渊21.34依2.13冤kg/m2袁平均心率渊65.18依3.21冤次/min曰

平均血红蛋白渊12.19依1.82冤g/dL遥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1.2 方法
淤指导患者收集晨尿 5 mL袁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

仪渊罗氏 c701冤测定患者 UACR袁UACR=mAlb/肌酐渊Cr冤袁

并根据肾脏疾病渊MDRD冤公式估算 eGFR院eGFR[mL/
渊min窑1.73 m2冤]=175伊Cr-1.234伊年龄-0.179伊0.79 [9]遥
于抽取患者肘静脉血 5 mL 置于 EP 管中袁加入枸橼

酸钠抗凝剂 5 滋L渊百奥莱博有限公司袁中国冤袁4益袁
1000 r 离心 5min袁抽取上层血清于 EP 管袁按照试剂

说明书袁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两组患者血清样本

价值及其与 UACR 和肾小球滤过率渊Glomerular filtra鄄

中 TNF-琢 水平袁所用试剂盒购自浙江格鲁斯特生物

选择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9 月永康市第一人民医

国冤检测吸光度值袁并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外周血

TNF-琢 水平测定和统计分析袁旨在探讨 2 型糖尿病

1.3 统计学方法

tion rate袁eGFR冤的相关性分析却少见报道袁因此袁本文
院就诊的 DKD 患者和单纯糖尿病患者进行外周血

患者血清 TNF-琢 水平与 DKD 的相关性以及 TNF-琢

水平用于 DKD 患者早期诊断的临床价值袁从而为临床
DKD 的早期预防提供新思路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9 月 至 2019 年 9 月 我 院 就 诊 的

DKD 患者 50 例袁设为糖尿病肾脏疾病组渊DKD 组冤袁男
32 例袁女 18 例袁年龄 27~73 岁袁平均渊53.14依4.68冤岁袁

平均病程渊6.13依1.12冤年袁平均体质量指数渊Body mass
index袁BMI冤 渊21.98 依1.72冤kg/m2 曰 平 均 心 率 渊63.69 依

2.85冤次/min袁平均血红蛋白渊13.83依1.96冤g/dL遥 本研究
已通过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袁且

科技有限公司渊中国冤袁使用酶标仪渊百奥莱博公司袁中
TNF-琢 浓度遥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袁

计量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遥

采用 Pearson 或 Spearman 分析外周血 TNF-琢 与 eGFR

或 UACR 的相关性袁采用 Logistic 多元回归分析法分
析 TNF-琢 水平与 DKD 的关系袁绘制 ROC 曲线分析

TNF-琢尧eGFR 或 UACR 用于 DKD 诊断的特异性和敏
感性遥 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血清 TNF-琢 比较
DKD 组血清 TNF-琢 明显高于 T2DM 组渊P约0.05冤

渊表 1冤遥

所有患者均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遥

纳入标准院淤符合 2017 版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

指南诊断标准[8]曰于依靠饮食控制或使用糖尿病药物曰

盂病程>5 年曰榆年龄跃18 岁曰虞患者愿意签署知情同

表 1 两组血清 TNF-琢 比较渊x依s袁pg/滋L冤
组别
DKD 组

T2DM 组

n

50

200

TNF-琢

3.52依0.63
0.72依0.29

t值

P值

7.648

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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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血清 TNF-琢 水平与 UACR 及 eGFR 相关性

表 5 外周血 TNF-琢 水平对 DKD 的诊断价值

血清 TNF-琢 水平与 UACR 呈显著正相关渊P<0.05冤袁

与 eGFR 呈显著负相关渊P<0.05冤渊表 2冤遥

表 2 血清 TNF-琢 水平与 UACR 及 eGFR 相关性
UACR渊mg/g冤
eGFR[mL/渊min窑1.73 m2冤]

变量

r值

TNF-琢

P值

0.431

r值

0.002

P值

-0.502

0.000

曲线下面积

指标

渊95%可信区间冤

标准误

P值

敏感度

特异度

0.687渊0.479~0.896冤

0.101

81.3

89.3

TNF-琢

0.893渊0.675~1.000冤

0.035

0.001

UACR

0.809渊0.638~0.979冤

0.073

0.007

eGFR

0.130

渊%冤
73.4
75.1

渊%冤
80.1
83.5

3 讨论
随着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袁近年来全球糖

2.3 Logistic 回归分析

尿病的发病率快速上升袁目前袁全球约有 4.15 亿糖尿

量 袁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院TNF-琢约100 ng/mL=0袁

在内的多种糖尿病相关并发症迅速增加遥 近年来研究

以 TNF-琢 水平为自变量袁DKD 发生情况为因变

病患者袁 而糖尿病发病率的快速上升导致包括 DKD

TNF -琢 逸100 ng/mL =1遥 结 果 显 示 袁TNF -琢 高 水 平

指出袁DKD 与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相关死亡风险的增

渊P<0.05冤渊表 3冤遥

死亡风险比非糖尿病人群约高出 2 倍袁 而 DKD 则会

渊OR=1.403袁95%CI=1.263~1.612冤是 DKD 的高危因素

进一步增加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死亡风险袁此外袁与单

表 3 DKD 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参数
因素

TNF-琢

B

SE

0.539 0.021

加以及 ESRD 的发生密切相关袁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

Wald 值
9.137

Sig Exp渊B冤 95%CI for Exp渊B冤 OR

0.007 1.269

1.263~1.612

1.403

2.4 微量蛋白尿和大量蛋白尿患者基线资料和外周血
TNF-琢 水平比较

纯糖尿病患者相比袁DKD 诱导的 ESRD 患者 3 年生存
率降低约 13豫袁死亡风险增加 1.4~1.8 倍袁随着 ESRD
持续时间的增加袁DKD 患者死亡风险愈大[10-11]遥 研究

指出袁在 DKD 发病过程中多存在肾小管间质损伤袁进
而导致蛋白尿的形成袁而全世界约 35豫的 DKD 患者
临床表现出微量白蛋白尿袁因此目前临床多采用微量

大量蛋白尿组患者外周血 TNF-琢 水平明显高于

微量蛋白尿组患者渊P约0.05冤袁而其年龄尧病程尧BMI尧

白蛋白尿和 UACR 检测早期 DKD[12-14]遥 但是袁近年来
研究表明袁无蛋白尿的患者也可能会发生糖尿病肾脏

HOMA-IR 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见表 4遥

疾病的典型组织病理学改变袁表明以尿白蛋白作为早期

表 4 微量蛋白尿和大量蛋白尿患者基线资料和外周血 TNF-琢 水平

容易受到包括尿路感染尧高血糖尧发热尧血尿尧剧烈运

比较
微量蛋白尿组

大量蛋白尿组

t/字2 值 P 值

52.38依5.36

54.12依6.27

1.535 0.371

BMI渊kg/m2冤

23.68依1.26

23.15依1.37

0.572 0.458

高血脂渊n冤

7

4

变量

渊n=32冤

年龄渊岁冤
性别渊男冤

高血压渊n冤

21
12

渊n=18冤
11
7

1.756 0.242
1.832 0.285
1.629 0.324

7.82渊6.00~10.00冤 7.96渊7.00~12.00冤 0.361 0.677

病程渊年冤

HbA1c渊%冤
HOMA-IR

CRP渊mg/L冤

血肌酐渊mg/dL冤
空腹血糖渊mM/L冤
TNF-琢渊pg/滋L冤

动以及月经在内的多种因素的影响[15-16]遥因此袁迫切需
要用于提高 DKD 早期诊断特异度和敏感度的生物标

志物以提高 DKD 早期诊断准确度袁从而采取干预措施
预防DKD 发作袁进而阻止由糖尿病流行引起的全球
经济和健康问题遥
以往研究多认为袁糖尿病肾脏疾病为非免疫性
疾病袁但是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袁巨噬细胞浸润增加以

及炎症细胞因子分泌异常在 DKD 发病中发挥重要作

7.62依0.26

7.82依0.47

0.499 0.563

3.78依0.43

3.82依0.48

0.421 0.621

用遥 参与DKD 发病机制的主要介质有 TNF-琢尧C 反

1.423 0.323

leukin-1袁IL-1冤 和白介素-6 渊Interleukin-6袁IL-6冤 等遥

6.62依1.13
0.85依0.12
4.67依1.31
2.81依0.35

6.85依1.25
0.82依0.16
4.92依1.38
3.86依0.49

0.472 0.589
0.325 0.715
7.382 0.013

2.5 外周血 TNF-琢 水平对 DKD 的诊断价值

ROC 曲线分析显示袁外周血 TNF-琢 水 平检测

DKD 的曲线下面积为 0.893袁95%可信区间为 0.675~

1.000袁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81.3%和 89.3%袁高于

eGFR 或 UACR 检测 DKD 的敏感性渊73.4%袁75.1%冤和
特异性渊80.1%袁83.5%冤渊封三图 4 和表 5冤遥
32

DKD 患病的鉴定标准存在一定局限性袁而UACR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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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蛋白 渊C-reactive protein袁CRP冤尧 白介素-1渊Inter鄄

TNF-琢 主要由巨噬细胞和单核细胞产生袁 多种生物作
用导致不良反应[17-19]遥 研究指出 TNF-琢 可以通过包括

胞内磷脂酰肌醇激酶/蛋白激酶 B袁两面神激酶/信号

传导及转录激活蛋白3以及 Hippo 信号转导在内的多
条信号转导通路影响胰岛素分泌并诱导胰岛素抵抗袁
损伤肾小球膜和肾小球细胞进而导致 T2DM 中肾损

害的发生袁促进DKD 的发展[20-21]遥 此外袁TNF-琢 还在炎
症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袁而炎症过程是导致肾小管间

窑论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2 月第 59 卷第 4 期

质和肾小球损害的重要病理机制之一[22]遥 研究指出肾
小球滤过率和肾小球血流量的变化取决于 TNF-琢 引
起的血管舒张介质和血管收缩介质之间的平衡状态 遥
[23]

尿液中 TNF-琢的快速排泄可导致嗜中性粒细胞趋化

因子和淋巴细胞的分泌和合成增加袁 从而导致血清
TNF-琢 浓度的升高袁 进而提高内皮的通透性并诱导

with type 2 diabetes[J]. Cellular Physiology and Biochem鄄
[6]
[7]

内皮促凝活性袁最终参与糖尿病肾损伤的进展袁此外袁

[8]

0.05冤袁提示 TNF-琢 的浓度可反映肾脏功能袁且与 DKD

[9]

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遥 此外袁亚组分析表明袁在蛋白
尿水平不同的 DKD 患者两个亚组中袁大量蛋白尿组

赵延香. 早期糖尿病肾病患者血清 TNF-琢尧IL-6 的变
化及其与尿白蛋白/肌酐的相关性分析[J].中国医学创
新袁2020袁17渊4冤院121-124.

Saideh Fakharzadeh袁Hassan Argani袁Peyman Mohammadi
Torbati袁et al. DIBc nano metal -organic framework im鄄

perimental chronic kidney disease [J]. Journal of Trace

本研究发现 DKD 组血清 TNF-琢 明显高于 T2DM 组
渊P<0.05冤袁TNF-琢高 水 平 是 DKD 的 高 危 因 素 渊P<

istry袁2017袁42渊2冤院68-73.

proves biochemical and pathological parameters of ex鄄

尿液中 TNF-琢 的浓度增加还可刺激钠的吸收袁 导致
肾脏肥大和钠潴留袁导致早期 DKD 的典型改变 [24-26]遥

著窑

Elements in Medicine and Biology袁2020袁61渊2冤院42-57.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中国 2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

渊2017 年版冤[J].中国实用内科杂志袁2018袁38渊4冤院292-344.
陈燕袁钟静袁董加宝.尿微量白蛋白联合血清碱性磷酸
酶尧胱抑素 C 水平与早期 2 型糖尿病肾病的相关性研
究[J].中国医刊袁2020袁55渊7冤院740-743.

患者外周血 TNF-琢 水平高于微量蛋白尿组患者袁差

[10] Xiao Ling袁Luo Dan袁Pi Pei袁et al. Up-regulation of miR-

综上所述袁 本研究表明在 DKD 患者外周血中

apoptosis of renal tubular epithelial cells under high glu鄄

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TNF-琢 的表达浓度显著升高袁且大量蛋白尿组患者

外周血 TNF-琢 水平高于微量蛋白尿组患者袁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 TNF-琢 水平升高是 DKD 的高危因素遥

此外袁外周血 TNF-琢 水平检测 DKD 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高于 eGFR 或 UACR 检测 DKD 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遥 本研究提示 TNF-琢 可能参与 DKD 进程袁在 DKD

病情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袁而其作为血清标志物用于

DKD 早期诊断具有重要临床价值遥 但是袁本研究也存
在一定局限性袁由于样本量不足和 DKD 机制的复杂性

和不确定性袁细胞因子 TNF-琢 与发病机制的相关性
及其具体作用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和临床证实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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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TNF-琢 检测 DKD 的 ROC 曲线

图 5 尿 CysC 和尿 AAG 对早期糖尿病肾病诊断效能的 ROC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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