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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DNA免疫吸附疗法治疗狼疮间质性肺炎的近期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取2016年1—12月广东省惠州市

中心人民医院收治的80例狼疮间质性肺炎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0例。对照组采用甲强龙＋泼

尼松＋环磷酰胺冲击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DNA免疫吸附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近期疗效、高分辨CT评

分、6 min步行距离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于治疗前、后测定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抗核抗体（ANA）滴度、抗双链DNA抗

体（抗ds-DNA抗体）及补体水平。观察治疗前、后患者的肺活量（VC）、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百分比（FVC%）、单位肺泡容积

一氧化碳弥散量占预计值百分比（DLCO/VA）、1 s用力呼吸容积（FEV1）占用力肺活量百分比（FEV1/FVC）等肺功能指标的

变化。结果：治疗后，观察组 IgG、IgM、IgA、ANA、抗 ds-DNA水平、高分辨CT评分低于对照组，而C3水平高于、6 min步行

距离长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 05）。观察组治疗后VC、FVC%、FEV1/FVC、DLCO/VA均高于对照组（P＜

0. 05）。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结论：

DNA免疫吸附疗法可提高狼疮间质性肺炎的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及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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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rt-term curative effect and safety of DNA immunoadsorption therapy in the treat⁃
ment of lupus interstitial 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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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The Central People’s Hospital of Huizhou，Huizhou 516001，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hort-term curative effect and safety of DNA immunoadsorption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lupus interstitial pneumonia.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lupus interstitial pneumonia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6 were selected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 and an observation group，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methylprednisolone，prednisone and cyclophosphamide pulse therapy，while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ddition of DNA immunoadsorption therapy. The short-term curative effect and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serum immunoglobulin，antinu-

clear antibody（ANA）titers，anti-double stranded DNA antibody（anti ds-DNA antibody）and complement lev-

els were determin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Lung high-resolution CT examination was performed to observe

relief of 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 The changes of lung function indexes such as vital capacity（VC），percentage

of forced vital capacity in predicted value（FVC%），percentage of diffusion capacity for carbon monoxide of the

lung in predicted value（DLCO/VA）and percentage of 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one second（FEV1）in

forced vital capacity（FEV1/FVC）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detected. 6 min walking test was performed

to record the changes of walking distanc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levels of IgG，

IgM，IgA，ANA and anti ds-DNA were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while the

C3 level and walking distance within 6 min were higher（P＜0. 05）. VC，FVC%，FEV1/FVC and DLCO/V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 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ob-

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 05）.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noted in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 05）. Conclusion: DNA immunoadsorption thera-

py could elevate the efficacy of lupus interstitial

pneumonia，improve immune function and pul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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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y function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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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是临床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多见于育龄女性，

可累及皮肤黏膜、骨骼肌肉、肾脏、中枢神经系统、血液

系统、消化系统等多个器官和系统[1]。且人体肺部血

管、结缔组织较为丰富，因此SLE患者常伴肺部功能受

损，表现为肺泡、肺间质浸润。统计显示，约有1%～4%

的SLE患者可能进展为急性狼疮性肺炎，以间质性肺

炎常见，其影像学表现与感染性肺炎相似，临床上鉴别

困难[2]。SLE通常起病急，病情进展速度快，病死率较

高。目前认为DNA免疫吸附疗法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

临床疗效肯定，但研究报道多集中于狼疮性肾炎、狼疮

性血液系统损害等疾病的治疗方面[3-4]，而对狼疮间质性

肺炎的疗效报道鲜少。基于此，为探讨DNA免疫吸附

疗法治疗狼疮间质性肺炎的疗效及安全性，本研究对

80例患者展开了随机对照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选择 2016 年 1—12 月广东省惠州市中心人民医

院收治的 80例狼疮间质性肺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病例纳入标准：（1）均符合 SLE 国际临床协作组

（SLICC）修订的SLE分类及诊断标准[5]；（2）经胸部高

分辨CT确诊为间质性肺炎；（3）知情且自愿签署研究

同意书。排除标准：（1）SLE 疾病活动度指数（SLE-

DAI）评分＜9分；（2）合并严重肝、肾功能衰竭者；（3）

合并严重感染患者；（4）过敏体质者；（5）合并严重精

神疾病，无法配合治疗者；（6）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

40例。对照组中男 10例，女 30例；年龄 23~57岁，平

均（28. 6±3. 1）岁；病程 6 个月至 13 年，平均（5. 1±

1. 3）年；SLEDAI评分为（15. 6±2. 1）分。观察组中男

8例，女 32例；年龄 22~58岁，平均（28. 9±3. 3）岁；病

程 5 个月至 15 年，平均（5. 2±1. 5）年；SLEDAI 评分

为（15. 4±2. 3）分。两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 05），具有可比

性。本研究已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1. 2 方法

1. 2. 1 对照组 本组患者采用甲强龙+泼尼松+环

磷酰胺冲击治疗。甲强龙（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

钠，比利时 PFIZER SA 生产，批号：H20080286）冲击

治疗，1 000 mg/d，连续治疗 3 d，之后口服泼尼松（神

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准文号：H13021497）1 mg/

kg·d-1+注射环磷酰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H20093393）0. 75 g/m2，1 次/月，稳定后每

隔3个月治疗1次。

1. 2. 2 观察组 本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

DNA 免疫吸附治疗。采用 DNA280 型免疫吸附柱，

桡动脉穿刺，建立血管通路，连接血液灌流机，吸附治

疗前使用葡萄糖注射液灌注吸附管道及吸附柱，静置

0. 5 h，肝素（4 000 mL）＋0. 9%氯化钠溶液预冲吸附

管道，流量50～100 mL/min，配合轻拍吸附柱，排尽空

气，高浓度肝素（500 mL，100 mg/500 mL）+0. 9%氯化

钠溶液闭式循环＞15 min，充分肝素化吸附柱，免疫

吸附治疗前，注射肝素 1. 0～1. 5 mg/kg，治疗过程中

每间隔 0. 5 h追加肝素 8～10 mg，DNA吸附治疗结束

0. 5 h 停用肝素。DNA 吸附治疗初始血流量为 50～

100 mL/min，生命体征平稳后，逐渐增加至150～200 mL/

min，每次吸附时间为 2～3 h，6～7个循环，吸附治疗

结束前采用空气回血法进行血液回输，治疗过程中均

严密监测患者生命体征的变化。1次/周，3次为 1个

疗程，免疫吸附治疗完毕后，补充人血白蛋白 10 g/弃

浆液100 mL，配合免疫抑制治疗。

1. 3 观察指标

（1）免疫学指标检测：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3个月

采集患者外周静脉血，进行免疫学指标检测，测定血

清免疫球蛋白（IgA、IgG、IgM）、抗核抗体（ANA）滴

度、抗双链DNA抗体（抗 ds-DNA抗体）及补体C3水

平。（2）肺功能测定：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3个月进行

高分辨CT检查，观察肺实质病变改善情况，将肺脏分

为上、中、下肺野，观察每一肺野网状改变（1分）、斑

片状模糊影（3 分）、磨玻璃状改变（3 分）、网状影

（5 分）、小片状模糊影（4 分）的变化情况，统计治疗

前、后双肺病变总分的变化。（3）进行6 min步行试验，

记录患者治疗前、后的 6 min步行距离。（4）采用肺功

能仪测定患者治疗前、治疗 3个月后肺活量（VC）、用

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百分比（FVC%）、单位肺泡容积一

氧化碳弥散量占预计值百分比（DLCO/VA）、1 s用力呼

吸容积（FEV1）占用力肺活量百分比（FEV1/FVC）的变

化。（5）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1. 4 疗效观察

通过观察患者治疗前、后呼吸困难、咳嗽、紫绀、

啰音等肺部症状、体征及肺功能的变化评估治疗效

果。（1）显效：肺部症状、体征改善，无呼吸困难、紫绀

表现，肺部无啰音，肺功能指标显著改善；（2）有效：肺

部症状、体征有所好转，偶有阵发性咳嗽，安静状态下

无呼吸困难表现，肺功能指标有所缓解；（3）无效：症

状及体征无任何改善，或有加重，肺功能指标无变

化。总有效率＝（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1. 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 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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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两组间比较

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

用χ2检验，以P＜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免疫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治疗后血清 IgG、

IgM、IgA、ANA、抗 ds-DNA 均降低，C3 水平升高，且

观察组治疗后的 IgG、IgM、IgA、ANA、抗 ds-DNA 水

平低于对照组，C3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P＜0. 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功能指标比较（x ± 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IgG/（g/L）

14. 63±5. 21
11. 26±1. 751）

14. 62±5. 11
8. 57±1. 261）2）

IgM/（g/L）

1. 42±0. 34
1. 16±0. 541）

1. 43±0. 35
0. 62±0. 511）2）

IgA/（g/L）

1. 62±0. 48
1. 49±0. 161）

1. 63±0. 49
1. 38±0. 121）2）

ANA

1∶1800
1∶9001）

1∶1900
1∶3001）2）

抗ds-DNA/（IU/mL）

36. 41±10. 83
27. 12±6. 581）

36. 42±10. 84
19. 23±10. 241）2）

C3/（g/L）

0. 43±0. 25
0. 53±0. 121）

0. 44±0. 26
0. 69±0. 111）2）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1）P＜0. 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2）P＜0. 05。
2. 2 两组治疗前、后肺部高分辨CT评分及 6 min步

行距离比较

治疗前，两组高分辨CT评分、6 min步行距离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治疗后，两组高分辨

CT评分降低，6 min步行距离增加，且观察组高分辨

CT评分低于对照组，6 min步行距离长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 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肺部高分辨CT评分及6 min步行距离比较（x ± 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高分辨CT评分/分

20. 12±3. 14
17. 26±2. 531）

20. 13±3. 15
15. 26±3. 541）2）

6 min步行距离/m

251. 58±18. 56
344. 26±20. 341）

251. 59±18. 58
397. 16±15. 271）2）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1）P＜0. 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2）P＜0. 05。
2.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后，两组肺功能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治疗后，两组VC、FVC%、FEV1/FVC、DL-

CO/VA 均升高，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观察组治疗后 VC、FVC%、FEV1/FVC、

DLCO/VA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 05），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比较（x ± 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VC/L

2. 62±1. 17
2. 94±0. 421）

2. 63±1. 16
3. 31±0. 541）2）

FVC%/%

63. 78±10. 26
67. 23±6. 341）

63. 79±10. 27
76. 88±6. 331）2）

FEV1/FVC/%

46. 31±5. 62
57. 32±4. 511）

46. 32±5. 63
70. 22±5. 961）2）

DLCO/VA/%

67. 34±10. 85
75. 21±11. 261）

67. 35±10. 86
82. 41±12. 341）2）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1）P＜0. 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2）P＜0. 05。
2. 4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的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0. 00%，明显高于对照

组的7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4。

表4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的比较[n（%）]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显效

08（20. 00）
14（35. 00）

有效

20（50. 00）
22（55. 00）

无效

12（30. 00）
04（10. 00）

总有效率

28（70. 00）
36（90. 00）1）

与对照组比较，1）P＜0. 05。
2. 5 两组患者总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恶心、呕吐 3例，血压降低 2例，总不良反

应发生率为 12. 50%；对照组发生恶心、呕吐 6 例，血

压降低 3例，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2. 50%，两组不良

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 385，P＞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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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狼疮间质性肺炎起病与其他感染性肺部疾病类

似，其为发生于肺实质的非感染性炎症反应，是 SLE

肺部损害的重要表现，虽临床发病率较低，但大部分

患者起病急，病情进展速度快，预后差，病死率高[6-7]。

目前狼疮间质性肺炎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多认

为与肺泡间隔免疫复合物沉积，补体激活后所引起的

肺组织损伤有关[8]，患者临床表现为咳嗽、呼吸困难、

低氧血症等，影像学常可见肺野弥漫性浸润，伴肺泡、

肺实质炎症浸润及间质纤维化病理变化，高分辨CT

可见支气管血管壁不规则或结节状信号影，患者常伴

肺通气功能障碍，气体交换功能受限，一般采用常规

抗生素治疗无效，但应用激素类药物病情可得到控

制。目前对狼疮间质性肺炎患者的治疗多围绕巩固

治疗、诱导缓解展开，常用药物包括丙种球蛋白、糖皮

质激素类药物、环磷酰胺等，以免疫抑制剂为主，虽疗

效肯定，但不良反应发生率高，患者耐受性差[9]。

DNA 免疫吸附治疗新型血浆置换疗法，其与传

统血浆置换相比，主要借助体外循环、血浆吸附、血浆

分离等技术来联结抗原/抗体基质，吸附去除溶液内

抗体或抗原，分离致病因子，特异性清除血浆内致病

物质，不仅可减少血浆消耗，同时可降低血管性传染

病发生风险。且其利用看抗原吸附柱，可有效清除患

者血液内抗核抗体，抗 ds-DNA 抗体，吸附免疫球蛋

白，下调其表达水平。王端等 [10]研究发现，高亲和力

抗DNA抗体与自身免疫性疾病病情进展密切关联，

可采用免疫吸附干预可下调抗DNA抗体水平，改善

患者病情。王树忠等 [11]研究表明，采用 DNA 免疫吸

附法治疗狼性肾炎可改善患者蛋白尿、关节疼痛、发

热症状，清除抗核抗体滴度，明显降低其疾病活动

度。同时Cunha 等[12]将DNA吸附疗法应用于弥漫性

肺泡出血患儿同样获得了满意的疗效。

本研究观察组在免疫抑制剂冲击治疗基础上加

用 DNA 免疫吸附治疗，治疗 3 个月后发现，观察组

IgG、IgM、IgA、ANA、抗 ds-DNA均明显降低，补体C3

水平显著升高，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 05），证实DNA免疫吸附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

床症状及体征，主要与体外免疫调节作用有关，可有

效吸附患者血液内ANA、抗 ds-DNA抗体及相关免疫

复合物，清除致病物质，且吸附后血清补体水平上调，

减轻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同时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

患者治疗后肺部炎症明显改善，肺功能指标均显著改

善（P＜0. 05），6 min步行距离明显增加（P＜0. 05），提

示DNA吸附治疗可改善狼疮间质性肺炎患者肺部活

动性病变，改善其肺通气功能。本研究中，观察组治

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 05），与郑颖等 [13]

研究结论相一致。此外，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

对照组，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

综上所述，采用 DNA 免疫吸附治疗狼疮间质性

肺炎的临床效果肯定，可下调患者免疫球蛋白水平，

改善患者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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