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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A在肾脏移植配型中的应用研究

博士研究生： 罗敏

指导老师： 于立新

摘要

人类白细胞抗原(HLA)是人体主要组织相容性基因(MHC)，介导实体器官移

植中的超急性、加速性、急性和慢性排斥反应，是器官移植免疫反应中的首要

角色。HLA配型的应用使得肾移植后超急性和加速性严重排斥反应罕见发生，

急性排斥已经成为影响肾移植后人／肾近期和远期生存率的最重要因素。2001年

美国联邦立法将HLA配型列入器官移植技术标准，2006年中国卫生部将HLA

配型列入器官移植管理法规。

肾移植进行供受者HLA配型的必要性无容置疑，其目的就是测定供体与受

体HLA相容性程度，力求使排斥反应减小到最低程度。同时，移植受者由于接

触过同种HLA抗原而产生的抗．HLA抗体，必须通过PRA检测来反映受者体内

抗．HLA抗体体液免疫状态，从而准确预测肾移植后超急性和加速等严重排斥反

应的发生和排斥反应的强度，有效改善肾移植近期效果和远期效果。而目前国内

外公认肾脏移植配型许可的标准为：供受者淋巴毒交叉配型阴性、通过PRA检

测确认受者不存在不可接受的供者HLA基因、进行供肾与受者HLA相合㈣
程度的评估。其中，供受者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型为阳性或受者存在针对供者HLA

的特异性抗体时，被视为肾脏移植的禁忌指标，但是供受者HLA相合程度的未

见具体的标准。

尽管近年来对MICA、Km、调节性T细胞(Treg)等与肾移植的相关研究十

分热烈，但都远远不足于动摇HLA在获得最佳肾移植效果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HLA作为人体免疫系统的核心，是人类的免疫应答基因，同时也是遗传

标记物，研究证实某些HLA基因与终末期肾脏病(ESIm)的存在易感关联，这种



摘要

易感关联具有种族和地域差异。同时，ESIm患者的家族聚集性，也提示了存在

相关的易感基因的可能。研究两者间的易感关联，有助于阐明ESRD的发病机

制，而且HLA作为一种疾病发生的遗传标志可用于ESIm的易感预测、鉴别诊

断、病因分类、治疗及预后分析。

2．HLA生物学功能体现在抗原识别、处理和递呈、约束免疫细胞之间的

相互作用、参与T细胞活化通路的多个环节、特异性免疫调节、免疫应答(激活、

抑制)，将外来抗原(供者)提呈给相应T细胞受体，从而激发免疫细胞克隆、增

殖和分化，导致移植排斥反应的发生最终导致移植物失功。研究发现，供受者

HLA相合程度越高，则肾移植受者术后出现PRA阳性机会越低、移植物排斥反

应几率越少、移植物有功能存活时间越长、移植后所需排斥药物的血药浓度水

平越低。因而HLA相合率已经成为临床医师决定移植供受者的重要因素。

3．移植受体内存在HLA抗体(PRA)对临床肾移植有重要的影响。PRA作为

一种IgG类型的体液免疫性抗体，能特异性地针对供者的HLA抗原，这种HLA

抗体能够直接杀伤移植肾细胞，是引起超急性排斥、加速性排斥反应、急性排

斥反应和慢性排斥反应和最终导致移植物失功的元凶。

但是，HLA与ESRD的发生、发展的相关性以及在肾移植中应用中仍存在

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例如：(1)HLA与ESIm的易感关联，确切机制至今未明；

HLA本身在肾移植中的作用，包括HLA与移植物失功的易感关联有待进一步研

究。(2)己知HLA相合率对移植物长期生存有决定性的作用，而HLA相合率对

移植近期效果的影响的研究较少。另外，供肾的匮乏与追求供肾的Ⅷ．一A高度相

合之间存在矛盾，如何在两者间取得平衡，使得在尽量缩短受者移植轮候时间

的同时，获得理想的甩A相合分数的移植有待研究。(3)PRA阳性受者存在不可

接受的HLA基因必然导致其获得移植机会减少，等待时间相应增加，为使临床

医师预先了解致敏受者与任何供者交叉配型阳性的可能性、为选择移植肾来源

提供数据支持，建立一种能反映PRA阳性患者与供者不相容的的真实几率的校

正PRA(CPRA)方法的需求，显得非常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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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第一章 中国南方ESIm患者HLA易感关联研究

(1)对中国南方ESRD患者中HLA的表达进行分析，探讨HLA与ESI①

的易感风险。

(2)对肾移植术后5年内移植肾失功与HLA多态性进行相关性研究，探

讨HLA在移植肾失功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材料与方法

(1)收集2000年1月～2013年6月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458医院等16家移植中心登记等候肾脏移植的ESRD患者，年龄、

性别不限。通过病历复习选择HLA基因分型资料完整的ESI①患者4670例。

健康对照组为2686例南方汉族对照来自广州市中心血站和深圳市中心血站的健

康献血者。

(2)采集2000年1月～2009年2月肾移植手术病例且持续随访5年以上

的受者896例(年龄、性别不限、HLA基因分型资料完整)，其中术后移植肾5

年内失功即血肌酐升至707岫。儿以上行透析治疗的的受者50例，列为移植肾

失功组；术后5年肾功能仍然正常，血肌酐<150岬。儿的受者701例，列为对

照组。

留取EDl’A抗凝血3IIll，采用PCR．SSP分型方法进行HLA．A、B、DR基

因分型。HLA基因的表现型频率PF鼍烈，基因频率GF=1．(1．r渊)抛，采用卡方

检验对病例组与对照组的HLA．A、B、DI出1基因频率逐一进行关联分析(当某

一位点表现为两个相同的基因，即纯合子时，计作一个)。必要时采用Yates检

验方法与Fisher确切概率法计算确切P值。多重比较采用BoI血nDm方法校正检

验水准伐值，Pc值<o．05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按Wb01f公式计算相对危险度(心
的比值比(0R)及95％的可信区间(CI)，均数比较用两样本t检验，率的比较用卡

T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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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检验，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准0【=O．05。

结果

4670例ESI①患者中，男性3068人，女性1602人，男：女=2。04：1，平

均年龄(43．74士13．50)岁。原发病按比例由多到少依次为：慢性肾小球肾炎尿毒症

76．08％>糖尿肾病5．96％>其他原因5．91％>病因不详5．01％>多囊肾并尿毒症

3．13％>高血压肾病2．16％>双肾多发性结石1．24％>红斑狼疮性肾病0．54％。

比较HLA基因在ESRD组和健康对照组间的分布，经Pc校正之后两组间

HLA．A1、A3、A11、A24、A30、A31、A32、B7、B8、B38、B44、B46、B52、

B56、B57、B60、B61、B62．、B67、B71、B75、DRl、DR4、DR7、DR8、DRl2、

DRl3、DRl4和DRl6频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c<O．05)。0<OIKl的有HLA．A1、

A3、A30、A31、A32、B7、B8、B44、B52、B57、B61、B62、B67、B71、DRl、

DR7和DRl3，OR>1的有A11、A24、B38、B46、B56、B60、B75、DR4、DRl2

和DRl4。

比较移植肾失功组与对照组HLA多态性分布的差异，失功组HLA．DRl 7的

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F=0．372 VS O．120， Pc=O．00，OR子4．50)。

结论

研究显示，HLA．A1 1、A24、B38、B46、B56、B60、B75、DIH、DRl2和

DRl4基因可能为中国南方汉族ESIm的易感基因；HLA．A1、A3、A30、A31、

A32、HLA．B7、B8、B44、B52、B57、B61、B62、B67、B71、DRl、DR7和

DRl3基因可能为中国南方汉族ESIm的抵抗基因；HLA．DRl7本身可能就是导

致移植肾5年内失功的高危因素。HLA多态性可能是导致移植效果差异的原因

之一，但是HLA的表达及其多态性在因各类肾脏疾病导致最终并发ESI①进程

中的免疫遗传易感性及相关危险性作用机制，仍未明确，有待进一步研究。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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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肾移植供受者HLA相合分析及其对肾移植效果的

影响

目的

对肾移植供受者HLA相合分数进行分析，探讨供受者HLA．A、B、DI战DQ

相合率对肾移植后3年效果的影响。

材料与方法

收集2006年1月～2011年12月期间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和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四五八医院完成初次尸体肾移植的受者资料428例，受者需符合供受

者HLA基因分型资料完整、受者术前PRA阴性、术后持续随访>37个月。采

集术后发生急性排斥(触U以及3年内受者有功能生存的情况。参照美国器官共

享联合网络∞NOS)的策略，计算供受者间HLA．A、B、DI己&DQ四个座位的相

合率，同一座位的基因有1个相同记为1分，2个基因相同记为2分，无相同基

因记为0分，四个座位分数相加即为HLA相合率。按照供受者HLA相合率分

数，即O、1、2、3、4、5、6、7、8分，共分为9组，并以供受者HLA相合率

O～8分为节点，分为0～8分组合组。对供受者之间HLA．A、B、DI己&DQ的相

合分数进行，并分析mA相合分数与移植后3年内移植肾AR、受者有功能生

存的相关性。采用SPSSl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组间均数比较用两样本t

检验，率的比较用卡方检验，必要时采用Y．ates检验方法与Fisher确切概率法计

算确切P值，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准铲0．05。

结果

428例接受初次肾移植受者的平均年龄为(41．81士11．32)岁，HLA．A、B、DR、

DQ的4个位点8个基因相合分数的平均值为(3．01士1．48)分，其中HLA．A、B、

DR、DQ位点相合分数的平均值分别(0．87士O．63)分、(0．59士0．58)分、(O．69士O．62)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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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和(O．85士O．06)分，相合分数由高到低依次为A位点>DQ位点>DR位点>B

位点。HLA．A、B、DR、DQ单个位点的相合分数为O分的比例，由高到低的顺

序依次为B位点>DR位点>A位点>DQ位点，1分相合的百分比为DQ位点

>A位点>DR位点>B位点，2分相合的百分比为A位点>DQ位>DR位点>

B位点。HLA相合率0～8分组中比例最多的是3分组，占总对数的28．7％，其

次是2分组和4分组，占23．1％和18．2％，相合数为8分仅为2对，占0．5％，

HLA相合率的分布呈2～4分组较多，0分及7～8分少的趋势。428例肾移植受

者术后AR率为17．76％，HLA相合分数0～8分组中AR率最高为0分组(33．33％)，

AR率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O分>2分>1分>7分>3分>6分>5分>4分>8

分，分别0～9分组间的AR率的差异进行比较，其中HLA相合2分组与4分组

之间AR率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3)，其余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O．05)。以供受者HLA相合分数O～8分为节点划分为8对O～8分的组合组，

其中相合分数<3分的组合组的AR率均>30％，其中O～1分组合组AR率最高，

为34．04％；相合分数≥3分的组合组，AR率均<10％。分别对8对组合组之间

的AR率进行比较，0～1分组合组与2～8分组合组、0～2分组合组与3～8分

组合组、O～3分组合组与4～8分组合组、0～4分组合组与5～8分组合组、O～

5分组合组与6～8分组合组、O～6分组合组与7～8分组合组以及O～7分组合

组与8分组之间AR率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O．05)，并以HLA相合率O～

2分与3～8分组合组之间差异性最大(贮=26．40)；O分组与1～8分组合组之间

AR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428例肾移植受者移植1年人／肾存活率为

95．33％，2年人／肾存活率为92．76％，3年人／肾存活率为91．12％。O～8分组按1

年人／肾存活率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HLA相合率8分=7分=6分>4分>1分>

3分>5分>2分>0分组，3年～肾存活率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8分=7分>4

分>6分>5分>3分>1分>2分>0分组。

结论

由于HLA存在的高度多态性，导致供受者之间肾移植受者获得HLA．A、B、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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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DQ全相合供者的几率极低。本研究真实地反应了由移植医师选择肾移植供

受者的HLA相合分数为(3．01士1．48)分。研究证实，HLA相合率对初次移植肾的

近期效果具有显著影响，供受者间HLA相合率越高，术后发生排异反应等几率

越低，尤其当HLA相合分数≥3分时，移植后AR率降低明显。研究提示，为

了获得良好的肾移植近期效果，同时提高移植肾的长期存活率，初次肾移植受

者应尽量选择供受者mA相合率≥3分的供者，尽量避免选择供受者相合分数

O～1分的供者。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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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采用校正PRA方法分析HLA抗体阳性受者获得肾

脏移植的几率

目的

建立一种分析PRA阳性患者与供者不相容几率的校正PRA(CPRA)方法，采

用校正PRA(CPRA)方法分析临床肾移植中受者获得移植物的几率。

方法

收集2000年1月～2012年12月间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及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四五八医院进行移植、且HLA基因分型资料完整供者共2004例；收集

2008年1月～2012年12月间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

五八医院等候肾移植的PRA阳性(PRA强度为峰值)的受者202例。采用PCR．SSP

方法对2004例供者进行HLA．A、B、DR分型并建立供者HLA数据库，应用

Arlequin软件3．11计算单个HLA．A、B、DR基因以及A．B、A．DR、B．DR和

A．B．DR单倍型出现的频率，以此为基础建立了CPRA．JaVa计算软件，将PRA

特异性结果作为不同接受的HLA基因，并在CPRA计算软件中输入各种基因组

合时，即可获得一个CPRA的百分数，以代表不可接受HLA基因在该供者群体

中所占的期望值百分比。采用ELISA方法对202例PRA阳性受者的血清进行

HLA抗体确定实验，分析PRA强度(％)和mA抗体特异性，将202例PRA特

异性抗体作为不可接受的HLA基因，计算相应的CPRA值。按照PRA致敏程

度，分别比较低度致敏(PI认>0～10％)、中度致敏(PRA>10~30呦和高度致敏

(P凡◇30％)与该致敏程度CPRA的平均强度的差异；比较PRA低、中、高致敏

组中CPRA值(>O～10％、>10～30％和>30％)的分布情况，对PRA强度和CPRA

值的均值进行一致性比较。CPRA值与pRA强度均值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

验。CPRA值与PRA强度一致率的计算使用k印pa参数。数据处理采用SPSSl3．O

软件，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准伐=0．05。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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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分析2004例供者的HLA．A、B、DR表达情况，将202例PRA阳性受者的

HLA抗体特异性结果，输入CPRA．JaVa软件，获得含全部不可接受基因的供者

期望值频数，即获得相应的CPRA值。202例PRA阳性受者平均强度为

(23．12士17．96)％，CPRA均值为(46．07士23．30)％。低度致敏者(PRA>0～10％)占受

者的30．69％(62／202)，PRA平均强度为(6．87％士2．41)％，组中CPRA均值为

(21．63士11．75)％，PRA平均强度与CPRA均值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P<0．05)；中度致敏者(10～30％)占受者的45．049％(91／202)，平均强度为

(20．15士5．17)％，组中CPRA均值为(50．56士16．86)％，PRA平均强度与CPRA均

值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高度致敏者(>30％)占受者的24．26％，平

均强度为(49．20士15．17)％，组中CPRA均值为(68．64％士15．35)％，PRA平均强度

与CPRA均值之间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分别比较三种致敏程度中

CPRA均值的差异，其中低度致敏组与中、高度致敏组的差异均存在统计学差异

(P<O．05)，中度致敏组和高度致敏组之间CPRA均值的差异则不存在统计学差异

(P>O．05)。分析PRA低、中、高致敏组中CPRA值(>0～10％、>10～30％和>30％)

分布的差异：低、中、高度致敏组PRA强度与CPRA值的一致率分别为19．36％、

10．99％和100％，PRA强度与CPRA值的一致程度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噼appa-0．09，P<o．05)。

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CPRA方法，是通过分析供者HLA频率建立数据库计算PRA阳

性受者不可接受的HLA基因组合在该供者群体中所占的百分比，即CPRA值。研

究证明，应用PRA检测HLA抗体呈低度致敏时受者实际获得移植的几率可能比

PRA强度反映的低；而PRA>30％时CPRA均>30％，证实P黜◇30％为肾移植的高

危因素。因此，高PRA受者选择供肾更需慎重，必须进行准确可靠的PRA特异性

检测，避开既往曾出现过的全部不可接受HLA基因。传统的PRA强度分析反映

了肾移植受者自身的致敏程度，代表了交叉配型时与供者不相容的Ⅷ二A基因，

Ⅸ



摘要

准确可靠的PRA特异性检测其不可接受的HLA基因极为重要；在此基础上，应

用CPRA方法则可以如实反映受者获得移植的几率，为临床医师预测受者等待

时间、选择移植方式提供依据。

关键词：肾移植}玎}一A配型易感关联相合分数校正PRA

X



Application study ofHLA tissue白厂ping in

lddney tranSplantation

Name：Luo Min

Supen唷sor：Yru LixinSUpenrlS0r：YU Lixin

H啪an leukocyte枷gen阻LA)is舭喇or bistocompa：tibil时compleX genes

(ⅣmC)of humaIl，w11ich memated h)，peracute rejection，accelerated喇ection，aCute
reJecnon and cllroIlic r白ection and证played me prirna巧role i11 irnmune resDonse of

solld orgall仃觚splall测0n．111 2001，me删ted S触s传d酬legiSlation put HLA

matctⅡ119 Into o玛aIl仃觚splant tecllIlical staIld矾s．111 2006，National Healnlv

Minjs缸y of C11ina put HLA matc№g‰o唱aIl廿aIlsplant re鲥ations．The
application of HLA咖吨reduce也e oCcmence of hyperacute reiection觚d
accelera缸on rejection mer玉(idney衄spl眦旺i011'tllen acute rejec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unportallt妣tor盘ctiI培shon and long t锄survi砌of咖spl觚t．
’Ihe necess蚵ofHLA match吨be铆een kidney咖Splant donor狃d recipient is

u11doubtedly，t11e pⅥpose is me detect me HLA compa_tibil时b咖een donor aIld

reclplent，砌咖Ve to make me画eCtion reduCed t0 a miI如啪．Mean砌1e．
仃ansplant reclplents Ini啦produce觚ti-HLA antibodies by touched allo．HLA

a工1。虹gen·。I’herefore，recipients had to have PRA test t0 detect趿ti．HLA antibodv iIl

VlVo to preVent hyperacute rejection龇1d otller seriouS acceleration re{ection

accurately post‘renm的nspl砒a11d men t0 improve 10ng．tenIl aIld short．tem e疏ct
ot虹dney雠pl肌tation·h now days，kidney衄即lant matc岫license面t嘶a
werer：donor a11d recipient Complement dependent cytotoxici锣(CDC)test waS

negatlve，reclplents dld not ll￡LVe any unacceptable donor speci6ci够HLA锄【tibody bv

PRA test，and嬲sess HLA。matChed(Ⅳ昀rate be眦en donor趾d recipient．Among

此m，if CDC test be慨en donor觚d recipient硼positive nor recipient had



——一 垒星璺!坠里!

presence of specific antibodies agai芏lSt the donor’s HLA antigen，eaCh of t11at waS

considered as taboo of kidIley traIlsplant，but HLA matCh de乒ee be“呛en donor aIld

recipiem do not haVe a11y collcrete咖dard yet．

舢though me rearch of MICA，K珉re刚ato巧T cells(Treg)，aIld omer related

research and仃anspl跗tation is Very popular iIl recent years，but me irreplaceable

position of HLA neVer iIl me shake to get nle best l【idney乜aIlsplant．Maillly reflected

in tlle followiIlg aSpects：

1．HLA is me core aIld tlle response genes ofhumaIl im雠system，but also tlle

genetic marker．Some studies conf．mned nle presence of susceptibil蛔associated
be骶en ce删n HLA genes枷【m觚a谢t11 racial趴d geo伊印11ical di航rences．

Mea删1e，me fIaIllilial aggregation ofESRD patients，2Llso suggests tlle existence of

susceptibili够genes．Tb咖dy也e嬲sociation between mem mai窖灿be good for

eluCidate廿1e pamogenesis of ESRD，but also弱a genetic marker occurrence of some

diseaSe也at can be uSed t0 predict susc印tibili劬出丘．erential diagnosis，etiolog)，

仃ea臼nent a11d pro印osis of ESRD．

2·The biolo酉cal‰ctions of HLA is reflected iIl recog血tion，processing and

presentlng 趾tigen， cons仃血ed缸eraction be晰een immuI】e cells。 inv01ved i11

muhiple aSpects of T ceU aCtiVation pathway，specific ilmnune regulation，jmmllne

response(acti倒on屉衄bition)．HLA presents内rei印(donor)aIltigen to印pr0研ate T
ceU receptors，so aS to sthulate也e clones，proliferation or di毹rentiation of hmulle

cells．nlat may lead to仃觚splallt rej ection and eve触laJly mm into酗m dys劬ction．
Studies found t11at when donor／bcipient’s HLA match rate was 11i吐er，me lower

clmce of姑dney仃ansplant recipients haLs PRA positive aner拄ansplant，廿1e less

oppom皿ties of舒硪rejeCtion，tlle longer劬ctional graR sunrival，me lower

concen仃ation leVels of iInmunosuppression dI．ugs were needed．The rate of HLA

matCh haS become a11 impona呲f．actor for climciaIls t0 detenniIle a廿a11splaIlt dono r．

3．Tlle HLA antibodies(PRA)in recipiems before tha|1splant haS a si鲥ficant
iInpact on clinjca】renal n．觚Splantation．PRA as a type of humoral immuIle IgG

觚tibodies that Specifically for恤donor’s HLA觚tigens．111e anti．HLA antibodies

call be direCtly ag如st donor’s kidney cells．111at maight cauSe hyperaCute rejeCtion，



博士学位论文

accelerated啊ection，acute rejection and ch)Ilic rejection and龇ately lead to铲俎

dys劬ction culprit．

Ho、ⅣeVer，me correlation bet、veen HLA aIld the occurrence arld deVelopment of

ESRD，aIld me role of HLA iIl renal仃妣spl趾诅tion there are still exiSts 10ts of

mys矧es．For exaIllple： (1)The exact mecl僦sms of susceptibility association

between ESRD a11d HLA is stiU lmknown．How dose HLA use to prognosis，

pamogenesis，diagnosis，etiology；仃ea衄ent or prognosis in ESRD that needs to be

6川【ller study．(2)It’s known tllat HLA match rate is playing a decisiVe role in

long-tem surviVal，and studies of tlle impact of HLA match rate i11仃ansplallt recent

e丘．ect is not much．In addition，the con缸adiction bet、Ⅳeen lack of donor and height

requiremems of HLA matCh is exist．How to s仃jk a balallCe be铆een tllem，how to

choose me best HLA—matched bdney仃趾spl锄t scores haS not be i11us仃ated．(3)PRA

positiVe recipients exist uImcc印table HLA genes ineVi讪ly lead to the less

oppoml工lities to access缸a11Spl删on and waiting time i11ereaSe．PI溘reneCts renm

乜a11splallt recipients 11imself of sellsitized leVel，so mat the reliable detection of HLA

Specific时a11tibody is ex仃ernely irnponant．A髓r mat，CPRA proVide evidence to

respond t11e协md．ully probabili锣of access to仃{msplant，also assist clinicians to

predict waiting time and to select仃aIlsplant memod for PRA positiVe recipients．



ABSTRACT

Chapter One InVestigation of HLA polymorphism

susceptible in Southern Chinese patients with ESRD

objective

(1)T0 aIl由ze me eXpression ofHLA洫So诎C№ese ESRD patients，趾d

discussed risk of HLAsusc印tible埘tll ESRD．

(2)To snldy me association be铆een HLApolymo印llism and grm缅1ure世er

1(idney打aIlspla11_tation in 5 years，and to iIⅣestigate me clillical Value of HLA i11 renal

grm僦lure．

Materials and Methods

(1)W色coUected ESRD patients、Ⅳim any age or gender，、Vho registered for

wait迦kidney觚1Spl趾t in 16衄1spl觚t centers舶m J眦lar)，2000 to June 2013．，

incluing NaI妇lg Hospit2Ll，458 Hospital of PLA，a11d so on．By medical record reView，

we sekct 4670 caSes of ESI①patients that haS HLA genot)，pmg da：ta C抛lg吐ou
Blood Center aIld Shenzhen Blood Center aS healⅡly con缸．01铲oup．

(2)Seven hmdreds趾1d fi埘orle cases of recipiems tllat follo、Ⅳ-up>5 years

舶m Jall．2000 to Feb．2009 mer仃a11splant were collected，including 50 cases tllat

had grm铽lure斌r kidney呻1锄ation in 5 years aS grm鼬he group舭d omer

70l with 900d劬ction gr心aS con昀l group．

EDl’A mbe、ⅣaS used to c011ect 3砌allticoa_gulam b100d行om each s锄ples，a11d
PCR-SSP tecmque waus used t0 analysis HLA-A，B，DRB 1 genotyping．By dhct

counting memod t0 calculate t11e舶quency of each gene in HLA—A，B，DRB 1 locus

momoz)，gous considered aS one)．HLA aIltigen phenob，pe仔equencies(PF)。n／N，

gene丘equency(GF)=1．(1．n／N)1陀．C11i．square teSt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肌quency of each gene iIl HLA-A，B，DI出1locuS 010moz)rgous considered aS one)．

Yates teSt memods a11d Fisher exact test、Mas used to calculate血e exaCt P value when

necessa工y．Multiple comparisons uSed Bonferroni metllod t0 correct tlle o【Value，Pc

value S 0．05 was statistic2Llly si鲥ficant．Mea肭缸1e，ratio(OR)of Wbolf relatiV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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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aIld 95％co血denCe jntervals(CI)waS calcula钯d．Meall Value used取。一s锄ple
t test，comp撕son of rate used c11i-sq眦e test，botll of them were俩o-sided test，teSt

1evel 0【=0．05．

Result

m 46’70 caSes of。ESRD pa：tients，male were 3068，female were 1602，male：

female 2 2．04：1，tlle average age was(43．74士13．50)．Pr曲ary diseaSe丘om more to

1ess proponio蹦ly as follows：chrollic glomemlonepllritis uremia(76．08％)>diabetic

nepllropatlly(5．96％)>for otller reaSollS(5．91％)>ulll(Ilown etiolog)r(5．01％)>

polycystic kidney disease and uremia(3．13％)>11y1)enensiVe n印hropathy(2．16)％>

mllltiple renal calculi(1．24％)>lupuS nephropa也y(O．54％)．CompaIison of HLA

舭quency be觚een ESI①铲oup aIld healmy con廿01伊oup mer Pc correction，t11e

行eqVency ofHLA-A1，A3，A11，A24，A30，A31，A32，B7，B8，B38，B44，B46，B52，

B56，B57，B60，B61，B62，B67，B71，B75，DRl，DR4，DR7，DR8，DRl2，DRl3，

DRl4 and DRl6 waS statistically sigllificant di妇陪rent between tv∞Foups pc<O．05)．

HLA-A1，A3，A30，A31，A32，B7，B8，B44，B52，B57，B61，B62，B67，B71，DRl，

DR7 and DRl3 waS O<OR<1，and All，A24，B38，B46，B56，B60，B75，DR4，

DRl2 and DRl4 was OR>1．

CoInpared也e HLA氐quencies be觚een graR failure gr01lp aIld co腑ol掣oup，

me缸quency of HLA—DRl 7、糯si嘶fic觚tly 11igher iIl伊m蹦lure group(PF=

0．2 1 3 VS 0．062，Pc=0．00，OR-4．50)．

ConcIusioⅡ

Research shows也at HLA-A11，A24，B38，B46，B56，B60，B75，DR4，DRl2 and

DRl4 mi出be舭susceptibili够genes to ESRD i11 So讪em Chinese Han；HLA-A1，

A3，A30，A31，A32，HLA-B7，B8，B44，B52，B57，B61，B62，B67，B71，DRl，DR7

aIld DRl3 may be resistance gene协the soumem Chinese Han ESRD．HLA-DRl 7

itself may be t11e susceptibili够genes t11at 1ead to graR f萄lure iIl 5 years．HLA

polymo印11ism may be orle of tlle causes of di能ren e行-ect in transplant．

d whemer to c邺7 HLA susceptibilit)r genes can be used as one of tlle f．actors to

conSider early entry试t0也e仃aI】【spl锄t waitiI培liSt in 0rder to reduce也e wai_ting t证le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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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its妇nspla王1tation．Howe、坝；如rther studies due t0 Various帅es of renal diseaSe

process 1eadillg to t11e fillal conc岍ency ESRD immune萨netic mechamsms t11at

susceptibili够a11d risk associ砷ed to lligllly p01ymoIpllism expression of HLA were

still uIll(110w，wonlly offurmer咖dy．

But the expression of HLA p01ymo印Msm in Various t)，pes of kidIley disease that

eVe触lal due t0 ESRD，how does HLA process tlle genetic susceptibil时a11d

immune．related risk mechaIlism of action were still uIiknow，wormy of mrmer study．



博士学位论文

Chapter Two Analysis of HLA match rate between l【idney

transpIant donor／recipient and its ef氢ects on renaI transplant

Objective

To study HLA—A，B，DR&DQ match rate be铆een kidIley慨splant recipie州

donorand its甜fect on也ree years aRer bdlley缸a11Spl觚tation e丘．ect．

Method

Four hundred and tvV’en妒eight caSes of仃aIlSpl狃t reeipients who accepted也e

injtial re砌t眦Splant i11 Na11：劬g Hosp砌and 458 Hospital of Peoplets Liberation

舢my舶m Janua巧2006 to DeceInber 20 11，PRA teSted to be negatiVe and had

inte乒ated donor and recipient HLA geno咖iIlg d￡妇、Ⅳere choosed，龇ld postoperatiVe

continuous f0110w-up of>37 mon_ms．Time of firSt oc伽Tence of acute rejection(AR)

mer traIlsplantation，metllod of processillg，restoration and rellal劬ction of AR were

collected．RIef．e仃ing t0 me U11ited States for O玛an ShaIing UIlited Ne觚ork(UNOS)

s仃ategy，t11e calclllation HLA—A，B，DR&DQ four seats match rate of

dorIor／recipient，one gene i11 tlle s锄e ofa 10cus aus 1 po血，铆o genes in t11e s锄e ofa

locus aS 2 point，no same genes as O point，g啦four loCus score is HLAmatch rate．

AccordiIlg to HLA match rate，428 recipients diVided irlto血e groups that丘om 0 to

8 points’孕oup iIl total of9 groups．And based on 0 t0 8 po血s aS nodes to diVided i11

0—8 point conlbiIlation铲oup．111en a112L1yzed donor／recipient’s HLA-A，B，DR＆DQ

match rate and its aSsociation谢tll aCute rejection mer msplalltation and tlle

surViVal rate of recent renal缸a11SplaIl_tation．SPSS 1 3．0 statistical so腑are waS uesd

for statistical a11alysis．Compared meall Value b咖een咖groups uSiIlg似。一s锄1ple

t-test，aIld compared rate i11 two group、杭t11也e c11i-square test，Y-ates calculated usiIlg

Fisherls exact test memods a11d exact P Value me也od，、)v：hen necessary．botll of t11em

were hⅪ-sided teSt，test 1evel伍=O．05．

Iksult

T11e average age of 428 recipients who accepted renal蚴：1Spl趾t for nle firS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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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mean age of(41．81士11．32)ye瓯HLA-A，B，DR DQ eight genes average score

matched was(3．01士1．48)points，siIlgle 10ci of HLA-A，B，DR，DQ matched mean

score waS(0．87士O．63)points，(O．59士O．58)points，(O．69士0．619)points，aIld(0．85士

0．06)points，a11d the match rate舶m mgh t0 low w懿A locus>DQ locus>DR locuS

> B 10cus． In 0-8 point group， maxiIIlum proportion of them waS 3 po缸

group(28．74％)，followed by 2 groupand 4 point group(1 8．22％)，t}1ere were omy 2

pairs in 8 point group(0．27％)，dis仃ibution嬲ofHLA match i11 2 to 4 point me moSt

aIld me less in 0 pon aIld 7 to 8 group．IIl 428 caSes of re诚仃allspl觚t recipients，

rate ofAR、VaS 17．76％．In 0-8 groups，11i曲eSt rate ofAR waS O point group(33．33％)，

AR rate矗om 11i曲est to 10west order of0 point>2 poill_t>1 point>7 pom>3 point

>6 point>5 point>4 point>8 poirlt．AR races、Ⅳere compared be俩een 0 t0 9 point

黟oups，廿lere was s．眦istically si鲥fic枷di毹reIlce be俩een 2 point alld 4 point

group俨2 O．03)，‰re were no di舵rence s枷Stically si嘶ficant be铆een t11e rest of

tlle group(P>O．05)．，I’o the donor and recipient HLA match O-8 points as nodes to

diVided into 0 to 8 po硫s combmd group．AR rate、瑚>30％in<3 point combined

group，a11d AR was me 11ighcst(34．04％)iIl O一1 coInbined group，aIld AR rate、)lras

<10％in>3 point conlbined group．Comparing the AR rate in 8 pairs ofcombilled

group，也ere waLs statiStically sigllificant di丘-erence be“Ⅳeen O-1 pointⅢld 2-8

combined group，O-2 point aIld 3-8 comb沁d group，O-3 po硫aIld 4-8 combilled

目oup，0-4 pom aIld 5—8 coHlbhd group，O-5 po硫and 6-8 conlb沁d group，0—6

pon and 7—8 coInbined孕oup aIld 0-7 point a11d 8 cornbiIled group(P<0．05)．And me

Value of di虢rence bet、7l，een 0-2 point a11d 3-8 combined group waS ma)【imum(贮=

26．40)．111 428 caSes of renal衄1splant recipients，1-year patient／铲aft surviVal rate

waS 95．33％，2-year patient，铲埴suⅣi谢rate脯92．76％，3一year patient／graR

surViVal rate waLS 91．12％．1 year留m sun，ival rate丘om lli曲est to 10west in 0-8

point groups waS 8 point=7 po缸=6 po缸>4 po硫>1 point>3 point>5 point>

2 point>O point，a11d 3 year耐t s删Val rate：n-om llighest to 10west was 8 po血=7

po缸>4 point>6 pon>5 po硫>3 point>1 po缸>2 point>0 point．

Conclusion

Due to t11e presence of higllly polymo印llic HLA，t11e chaIlce of renal tratlsplaI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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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ipients accem a HLA-A，B，DR&DQ蛆l match kidIley is very low．IIl吐lis吣
mJly renects choice by仃{mSplant p11ysicians也at kidlley仃；msplant donor／】-ecipients

ofHLA match rate is(3．Ol士1．48)points．

It connmed t11at HLA match rate l砌a si班ficantly e恐ct on shorrt-tenn of

priIllary rer脚．仃anspl锄tation，也e Kgher rate of HLA match be觚een donor aIld

recipient，the lo、ver the probabilit)，of postoperatiVe rejection，wmle rate of HLA

matCh w弱oVer 3 point，AR rate、Ⅳomd sigllificantly decreaSed．111 order to get a good

short-teml e丘．ect of r鲫Ial衄1splant砒ion，a11d impr0Ve t11e long-tem graR surviVal，

we belieVe t11at pri础町rallal仃aIlsplant recipients should choose a kidney t11at

HLA-matches>3 point and aVoid to ch00se a 1【idIley mat HLA．matches O to 1 po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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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Application of calculated PRA(CPRA)methods

to analyze the probabili姆of access to transplant in kidney

transplantation recipients

objective

To es切blish a11 cal砌ated PRA(CPRA)n劬od to a11alysis me iIlcompa!tible rate

to donors诵t11 PRA-positiVe patients，aIld to锄alyze the probabilit)，of access to

仃ansplant in kidney traIlspl趾tation recipients．

Methods

7I’、Ⅳo t110usalld and four c2Lses of donor廿1at仃aIlspl锄t in Nar】曲Ilg Hospital a11d

NO．458 Hospital of People’s Liberation心my were c01lected舶m January 2000 t0

Decenlber 20 1 2，w11ich ahady had complete HLA genot)，pillg data ofbo廿l donor锄d

recipient．202 cases of PRApositiVe patients(PRA peak strengm)who were waiting

kidIley trallSplant in Nallf．趾g HoSpital a11d NO．45 8 Hospital of People’s Liberation

Amy矗om JanAlar)r 2008 to December 2012 were c011ected．PCR-SSP metllod w嬲

used to perfonn for HLA-A，B，DR typiIlg in 2004 causes of donorS men establish an

donor HLA databaSe by excel．ArlequiIl software(3．11)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行eqVency of single HLA-A，B，DR gerle and HLA-A-B，A-DR，B-DR甜ld A—B-DR

haplo咖e．Based on 2，004 cases of咖Spl觚t donors’HLA data to es切blish donor

HLA-A，B，DR d撕baSe，aIld set up，to calculator CPRA expectation Value

percentage t0 represent an unacc印table risk of donor HLA once me HLA-specific

aI]【tibodies of PRA-positiVe recipients w嬲typed in廿11is so抒眠Ⅱ．e．By using ELISA to

test 202 caSes of PRA positiVe recipiems for HLA锄ftibodies ill serum，a11d analyzed

PRA s骶ngtll(％)and HLAantibody speC浓ci何，Ik PRA—specific a11tibodies of 202

cases as u11aCcept；able HLA genes uSed CPRA-Java calcul a：tor so讯眦。e to calculate its

corresponding CPRA Value．Accord逾g to t11e de铲ee ofPRA sensitization，cornpared

the di位rence between low sensitized(PRA>0～1 O％)，moderate sensitization(P凡◇

1 0～30％)or 11i曲ly sensitized(PRA>30％)砌1位ir corresponding CPRA value．

t11e the distribution ofCPRAvalue(>O～10％，>10～30％and>30％)in low，medium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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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d bi吐senSitized groups．Coinpared也e妇髓s埘Value between CPRA and PRA．

Ind印endent s卸1ples t test waS used to compare meall Value of CPRA趾d PRA．

1咖pa paraIneter waS uSed to compare也e concordaIlce of CPRA and PRA s仃ength．

SPSS 1 3．0 statiStical soRware was ues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Both ofmem were

two-sided test，test leVel 0【=0．05．

Result

Analyze HLA—A，B，DR expression证2∞4 donors．Entered HLA—speCific

眦ibodies 202 caSes of PRA positive recipients iIIto CPRA-Java calculator，men me

resun aS a percen：cage of CPRA也at represents the e_xpec扭tion Value of unaccepta：ble

HLA i11 donor伊oup．MeaIl Value of PRA s仃engm in 202 positiVe recipients waS

(23．12士17．83)％，and mean Value of CPRA waS(46．07士23．30)％．Low sensitized

(PRA>0～lO％)30．69％ofthe recipiems(62／202)，wmch me锄PRA Valuc waS(6．87％

士2．41)％and meaIl CPRA value was(21．63士11．75)％，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鲥ficant di毹rences be撕een mem(P<0．05)．Modemte sensitized(1 0～30％)

representiI玛45．05％of recipients(9 1／202)，wmch mean PRA Value、Vas(20．27士

5．71)％锄d mean CPRA value w弱(50．56士16．86)％，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鲥ficallt di妇Ferences bet、Ⅳeen tllem(P<O．05)．Higllly sellSitized(>30％)representillg

24．26％of me recipients，w11ich meaIl PRA value w嬲(48．90士15．18)％胁d meaIl

CPRA value w硒(68．64‰1 5．35)％，舭re were no statⅫcally si嘶ficant di＆rences

b咖een也锄p0．05)．Compared也e础梳nCe me趾CPRA Value i11缸ee

sensitization degree，mere、Vere si嘶fic舭t di丘．erence between 10w sensitized group

and moderate or lligllly Sensitized group@<o．05)，but no si班ficant di钕ence

b嘶veen moilerate sensitized group and lligbJy sensitized grOup(P>0．05)．加1alyzed

the di妇睹rence of CPRA(>0～1 0％，>10～3 0％孤ld>30％)dis仃ibution i11 PRA low，

moderate aIld mgllly伊oup，conCordaIlce rate of PRA Value and CPRA Value in Low

sensitized group was 19．35％(P<0．05)，m moderately sensitized伊oup was 10．99％(P

<O．05)，11igldy sensitized group wsaS 1 00％ ∽ O．05)． 111ere were si班ficant

di位rence of concordaIlce rate be铆een PRA value and CPRA Value(K印pa-0．09，

P<O．05)．



ABSTRACT

Conclusions

CPRA memod waS established洫tl：1is咖Jd孔by analyz证g me台equency of HLA

donor，to calculate t11e perCen：tage of PRApositive recipient’s unacceptable HLA gene

combinations in t量le donor蛐aSe，na匝ely CPRA Value．Studies haVe shown吐lat t11e

challce t11at sensitized仃a11splant recipients actually get may be 10、Ⅳer t11a11 PRA

s廿engtll might shown．Studies haVe shown也at廿1e probabili够of access to仃ansplam

in sensitized recipients might 10、Ⅳer mall PRA％shows．CPRA、VaS>30％wMle

PRA>30％，ei也er，mat proVed PRA>30％w嬲a risk f-actor for kidney乜aIlsplantation．

StIldies ktve sllown mat，PRA rc丑ects renal乜眦spl aIl_t recipients 11imself of sensitized

leVel，so mat t11e reliable detection of HLA specifici够antibody is ex仃emely

irnportant．ARer tllat，CPRA proVide eVidence to respond tlle协ml丘llly tlle probabil时

of access to衄1Splallt in kidlley廿a11splantation recipients to aussist clillicialls to

predict waitillg time aIld t0 select仃aIlsplant memod for recipient．

Key words：瞄d11ey TraIlsplant；HLA typillg；Susceptible aussociation；Mismatch

Calculated 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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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各种慢性肾脏病(Chroinc瞄dney Dise弱e，CKD)几乎难以避免走向终末期肾

脏病(End-stage reIlal diseaSe，ESIm)的结局，在现今的医学水平尚不能逆转。对

于ESRD患者来说，肾脏移植是他们重新获得近似健康人的生活质量的最佳方

法，成功的肾移植不仅可以还原良好的肾脏功能，还能使他们拥有良好的生活

质量与健康的社会服务能力。但是，大部分ESI①患者却在等待肾移植的过程

中死亡，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供肾的数量远远少于新增ESRD患者的数量。

从肾脏移植的数量来说，我国每年约5000余例患者有机会接受肾移植手术，

年肾脏移植数量连续20年居亚洲之首、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位，移植肾的

1年存活率≥95％，个别地区可达97％以上。但是，实际获得移植机会仅为1／150，

远低于美国的1／50和英国的1／30【11。据美国器官分享网络ⅣIlited Ne锕ork of

O瑁a11 Sha血g，UNOS)不完全统计，2010年全球范围等候肾移植的患者约300

万人【2】，在中国，ESIm发病率约为十万分之一，按我国的人口13亿作统计数

来估算，我国目前的ERSD病人总数约为≥200万，数量较大。除了每年新增数

以万计因各类Cl①并发终尿毒症进入透析并等候肾移植的患者外，已经获得肾

脏移植但移植肾功能失功再次轮候的患者也逐年增加，我国供‘肾资源稀缺和移

植物的长生存率的矛盾被显著凸显出来。因此，如何改善有限供肾的最佳长生

存效果显得极其迫切。

虽然普乐可复(眦rolilmls，FK506)、骁悉(Mycoph吼olate Mofetil，MM口)等强效免

疫抑制剂以及抗CD3单克隆抗体(OKT3)、抗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锄tmllman

t11yⅡlocyte globmiIl，ATG)等生物免疫抑制剂面世并不断用于临床后，极大地促进

器官移植的进步【31，却仍然不能避免移植排斥反应的发生，而最终影响移植物的

长生存。研究显示，影响移植物15年生存率、导致移植肾失功的常见原因，位

列前三的分别是：人类白细胞抗原(Hum蛆leukocyte antigen，HLA)相合率(风险

比：1．25，95％CI 1．01．1．56)、PRA(风险比： 2．61，95％CI 1．28．5。26)和移植肾功

能延迟(风险比：11．25，95％CI 1．33．95．28)【4】。而且，肾移植供受者的HLA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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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越高，受者的术后1年及5年的儿肾生存曲线、移植肾近远期功能及移植

肾半衰期均低【5|。

HLA作为机体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旬or llistocompa!tibilit)r cornpleX，

MHC)，是器官移植后免疫反应中最强的抗原，也是引发同种异基因排斥反应的

主要抗原。因此，在肾脏移植术前进行供受者配型必要性无容置疑，其目的就

是测定供体与受体抗原相容性程度，力求使排斥反应减小到最低程度。同时，

移植受者由于接触过同种HLA抗原而产生的抗．HLA抗体，必须通过PRA检测

来反映受者体内抗．HLA抗体体液免疫状态，从而准确预测肾移植后超急性和加

速等严重排斥反应的发生和排斥反应的强度，有效改善肾移植近期效果和远期

效果【5，6，7】。而目前国内外公认肾脏移植配型许可的标准为：供受者淋巴毒交叉配

型阴性、经分析受者PRA确定不存在不可接受的供者HLA基因、进行供肾与

受者HLA相合(Mismatch，MM)程度的评估。其中，供受者淋巴细胞毒交叉配

型为阳性或受者存在针对供者HLA抗原的特异性抗体时，被视为肾脏移植的禁

忌指标，但是供受者ⅢA相合程度的仍未见具体的标准。

尽管近年来对MICA、l<瓜、调节性T细胞(Treg)等【8，9】与移植的相关研究十

分热烈，但都远远不足于动摇HLA在获得调节性T细胞最佳肾移植效果中无可

替代的地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1．HLA作为人体免疫系统的核心，是人类的免疫应答基因，同时也是遗传

标记物，研究证实某些HLA基因与尿毒症的存在易感关联，这种易感关联具有

种族和地域差异。同时，ESRD患者的家族聚集性，也提示了存在相关的易感基

因的可能。研究两者间的关联，有助于阐明ESRD的发病机制，而且HLA作为

一种疾病发生的遗传标志可用于ESI①的易感预测、鉴别诊断、病因分类、治

疗及预后分析。

2．HLA生物学功能体现在抗原识别、处理和递呈、约束免疫细胞之间的

相互作用、参与T细胞活化通路的多个环节、特异性免疫调节、免疫应答(激活、

抑制)，将外来抗原(供者)提呈给相应T细胞受体，从而激发免疫细胞克隆、增

殖和分化，导致移植排斥反应的发生最终导致移植物失功。研究发现，供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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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A相合程度越高，则肾移植受者术后PRA阳性机会越低、移植物排斥反应几

率越少、移植物有功能存活时间越长、移植后所需排斥药物的血药浓度水平越

低【10，111。mA相合率已经成为临床医师决定移植供受者的重要因素。

3．移植受体内存在HLA抗体(PI认)对临床肾移植有重要的影响。PRA作为

一种IgG类型的体液免疫性抗体，能特异性地针对供者的HLA抗原，这种HLA

抗体能够直接杀伤移植肾细胞，是引起超急性排斥、加速性排斥反应、急性排

斥反应和慢性排斥反应和最终导致移植物失功的元凶【5～。

但是，HLA与ESIm的发生、以及在肾移植中的作用仍存在许多未解之谜。

例如：(1)ESRD与HLA的易感关联，确切机制至今未明，HLA对ESIm的易感

预测、发病机制、鉴别诊断、病因分类、治疗及预后分析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2)已知HLA相合率对移植物长期生存有决定性的作用，而HLA相合率对移植

近期效果的影响的研究较少。另外，供肾的匮乏与追求供肾的HLA高度相合之

间存在矛盾，如何选择肾移植受者HLA相合分数有待明确。(3)PRA阳性受者存

在不可接受的HLA基因必然导致其获得移植机会减少，等待时间相应增加，为

使临床医师预先了解致敏受者与任何供者交叉配型阳性的可能性、为选择移植

肾来源提供数据支持，建立一种能反映PRA阳性患者与供者不相容的的真实几

率的校正PRA(Calculated PRA，CPRA)方法的需求，显得非常迫切。

一、 HLA多态性与ESRD

(一)I几A遗传及其生物学功能

美国学者在二十世纪40年代研究小鼠移植排斥反应时，发现了一种能识别

“自我／非我”的遗传抗原，决定和编码这种抗原的是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MHC)。小鼠的MHC是H．2(II型红细胞血型抗原)，而人类的MHC主要包括

ABO血型系统和HLA系统(1lumall leukocyte ant追en，HLA)。在人体中，HLA既

是遗传基因，也是免疫基因【121。由于人类还存在多种次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

(MillirHistocornpibil埘Complemem，mHC)系统，在发生免疫应答时，MHC的存

在可保护mHC避免发生免疫应答。因此，在器官移植和输血免疫中MHC是“首

要的免疫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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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LA基因

HLA基因位于第6号染色体6p21．31，长约4000Kb，包含约100个紧密相

连的基因座位，主要分为：HLA．I类、HLA．II类和HLA．III类【1 31。

HLA．I类基因主要编码3组具有高免疫原性的、高度多态性的糖蛋白分子

HLA．A、HLA．B、HLA．C，还编码5组相对免疫原性和多态性均较低的分子

HLA．E、HLA．F、HLA．G、HLA．H和HLA．J。

HLA．II类基因主要编码高多态性的HLA．DR、HLA．DP、HLA．DQ和低多

态性的HLA．DZ。

HLA．III类基因主要编码补体组分，如经典补体途径中C2和C4、补体替代

途径的B因子(Bf)。补体座位为复等位基因，如Bf位点为4个等位基因、C2为

3个、C4为8个。mA-III类基因还编码肿瘤坏死因子0【和p(TNF-a和TNF．p)、

热休克蛋白70(HSP-70)和羟化酶0【和p。编码NF．1Cp因子和淋巴毒素(L1’_B)的基

因位于TNF和HLA．B位点之间。

2．HLA的表达和结构

HLA．1分子表达于所有有核细胞表面，包括T、B淋巴细胞表面，HLA—11

分子仅表达于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B细胞表面，在活化T细胞表面其表达

上调。HLA-I类分子为伍链(重链)和轻链(p2m)以非共价键结合而形成二聚体，

其中重链包括0【1、u2、0【3跨膜区和胞浆外区域，于a3结构域区以非共价键与

轻链(p2m)结合(图1)。HLA．I类基因区编码肌A．A、．B、一C位点多肽的重链(a

链)，非经典的HLA．E、．F、．G、及其他一些功能不确定的假基因。HLA．I类抗

原的Q1、0【2螺旋之间形成抗原结合位点或凹槽，a．710．1、砣区域的多态性决定

了抗原结合槽表面的氨基酸多态性，能与经过细胞内加工的自身或入侵胞内的

蛋白抗原肽特异性结合并提呈【1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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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图1 HLA-1分子结构模拟图

Fig．1 S叽cture shnulation dia擎锄of mA-I molecule

II类基因区编码HLA．DR、．DP、．DQ、．DM和．DO分子的0【、D链，非共

价结合组成糖蛋白异二聚体，每个单位含有近膜区0【l和p1结构域，并形成肽槽，

近膜区为0L2和p2结构域，是跨膜和胞浆外的部分(图2)。其中远膜端的结构域包

含多态性氨基酸，第2个区域为近膜端的环状结构，该区域的基因与免疫球蛋

白保守区基因具有同源性，第3个是跨膜区。还包含至少4个编码蛋白质的基

因，这些基因产物可将多肽转到内质网并载入I类分子(如TAP．1，TAP．2)。此

外，编码蛋白酶LMP．1及LⅧ．2的基因也位于II类基因区，它们在抗原提呈

中起作用。

CooH

2

图2}玎LA．11分子结构模拟图

Fig．2 Stmcture si】砌ation diagr锄of}j]LA-II molec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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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经典HLA和I几A．I类链相关分子

HLA．F和一G位于端粒与HLA．A之间，HLA．E位于．A和．C之间；这三个相

对保守的、选择性地表达的HLA．E，．F和．G属于非经典的HLA．I类基因，也被

称为HLA．Ib，这些分子的特征在转录，蛋白结构和免疫功能的也有相应的独特

模式。在胎盘细胞中发现了HLA．E和．F的111】刚A，然而它们基因产物并不表

达于细胞表面。HLA．G分子表达与胎儿滋养层细胞表面，同时这些细胞表面缺

乏HLA．I类及II类基因产物，因此提示HLA．G分子可能保护胎儿免受来自母

亲的自然杀伤细胞烈K)的攻击。

位于HLA区域内类HLA．I相关链基因(1订ICA和MICB)，也存在高度多态性

(迄今已发现超过50等位基因)。尽管这些基因编码的分子并不与肽结合部位或

者p2微球蛋白相关，其多态性多数表现为同义突变，但也有一定的免疫性功能

[9'101。MICA是细胞和体液免疫应答的多态性分子，可以通过发热、病毒感染、炎

症、DNA损伤等诱导表达，能够产生特异性抗体。

4．HLA的遗传

(1)HLA单倍型

HLA是目前所知人体最复杂的遗传多态性系统，有几十个基因座位，每个

基因座位又有几十个等位基因，且呈共显性表达。由于MHC基因位于同一条染

色体上，其多基因座位上的基因型组合相对稳定，很少发生同源染色体间交换，

这就构成了以单倍型(Hapl吣pe，即在同一条染色体上紧密连锁的一系列等位基

因的特殊组合)为特征的遗传‘1 51。

HLA基因遗传表现为经典的孟德尔显性遗传规律。HLA．A、B、DR基因为

共显性表达，故每个位点的表现型包括复等位基因mLA．A、．B和DR基因各2

个)。每个个体获得父源和母源双方各遗传1条染色体(单倍体)组成新的HLA单

倍体。单倍体通常是完整地进行遗传，约有2％的个体在减数分裂时发生在

HLA．A、B和HLA．DR等座位发生重组，产生1个新的单倍体。

(2)HLA表型与遗传型

采用血清学或分子生物学技术识别的单个个体所表达的阳．一A基因称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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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需要通过亲代和子代的HLA表型进行分析而获得的HLA基因型为遗传。

依靠遗传型分析还可以识别HLA．A、B、C、DR基因是如何组合成单倍型。在

非基因重组情况下的亲子间，HLA的遗传有4种组合基因型，使得同胞间HLA

全相合和完全不同的几率各为25％，HLA单倍体半相同几率50％。美国非血缘

人群中HLA．A、B、C、DRBl基因全相同的最高几率仅为1／8000；在中国有2000

多年封闭婚配的生物学遗传基础，中国非血缘人群中HLA．A、B、DIml基因全

相同的最高几率约为1／300。按中国人常见的A座位基因为18个，B座位基因

为40个，DI出1座位基因为14个计算，由此可得，理论上仅可组成的HLA．A．B

单倍型为18×40=720种，HLA．A．B．DR单倍型为18×40×14=10080种。

(3)HLA遗传的连锁不平衡

事实上，HLA基因并非完全随机地遗传，而具有连锁不平衡(Lilll【age

disequilibrium，LD)的特点。理论推测的HLA分型数量巨大，但对一个具体的

民族来说并非如此。世界上各个民族人群的mA多态性和单元型都有各自的特

点。总体来讲，中国北方汉族、北美白人和北美黑人人群的多态性较中国南方

汉族和日本人群丰富。即使在中国，地区间也存在差异。在中国汉族群体中基

因A1、A3、B13、B44和B51频率呈北高南低分布，而基因A24、B46、B60

呈北低南高分布。在中国汉族群体中常见的A30．B13．DR7，A1．B37．DRlO单体

型频率呈北高南低分布，在江浙沪汉族人群中频率较北方汉族人群下降，而

A2．B46．DR9，A33．B58．DRl7，A33．B58．DRl3单体型频率呈北低南高分布【16】。

由于亲代和子代间染色体的遗传是随机的，甩A．A、B、DR表型相同可能有相

似的单倍型，HLA相同也不能代表患者与家庭供者之间的其他MHC基因全相

合。在无关人群捐献者的移植中，虽然理论上说2个无关个体之间出现HLA表

型全相合的机率非常小，然而，由于HLA遗传系统非常显著的“连锁不平衡”

现象，使得无关个体间相合的实际几率大于推测概率。一般来说，连锁不平衡

增加了找到常见基因相合的供者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封闭人群之间)，但是具有遗

传优势的某些HLA等位基因和基因组合型常见出现在人群中，并且有较强的免

疫原性，例如被高加索人中的A1、B7、B8、DRl、DR3，以及中国人中的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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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B40、B15、DR9、DRl4。例如，虽然}Ⅱ二A-DR和HLA．DQ位点的抗原性

不同，但二者之间显示了强烈的连锁不平衡，使得携带某些DR位点的人出现特

定DQ的频率更高。如DQl与DRl、DR2、DR6、DRl0连锁遗传；DQ2与DR3

和DR7之间，DQ3与DR4、DR7、DR9或者部分DR6之间也呈现出连锁遗传

关系。相反，HLA．DP与DR及DQ间未显示连锁不平衡，在基因图距中DP与

DR、DQ间的图距实际远于DR与DQ间距离，可能可以作为解释这一现象的因

素之一。

(二)HLA多态性与ESRD

人类基因组工作证实，HLA系统的一个显着特点是它的极端高度多态性。

至今发现HLA的基因包含128个功能基因和96个假基因座位，它们组成的各

种单倍型数目高达30亿种之多。就概率而言，大多数人是杂合子，因此，每一

个HLA基因携带两个不同的等位基因，呈共显性遗传，同样在细胞表面表达。

因为每个人都承载着三个HLA-I类(．A，-B，．C)和3个HLA．工I类基因(．DR，．DQ，

．DP)，大多数人(除纯合子)的细胞表面上表示六种不同的HLA类I和6个不同

的HLA．II类分子。IMG硼LA datab弱e 2014年01月17日公布ReleaSe 3．15．0，

HLA．A、B、DI洒1等位基因数为7305个，其中HLA．A位点2579个，B位点3285

个，DRBl位点1441个【15】。

HLA作为免疫系统的核心，发挥抗原识别、抗原递呈、免疫效应等机制上

复杂的应答方式和主导个体化的免疫能力，HLA的高度多态性被认为可以解释

为什么在人类繁衍长河屡遇重大“疾病洪水”时，总有一些人获得“幸运生存”的谜

底。HLA与疾病相关性的研究是希望能找出特异性基因引起疾病的机制、或者

是引起易感性原因，也能作为粗略的基因定位，包括致病基因或者连锁不平衡

(1inkage disequilibrium，LD)，以确定疾病特异性易感基因(risk)和抵抗性基因

标志。但并非所以易感基因携带者就必定发病，患病者也不一定表达相应的高

风险等位基因。通过进一步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发现，这些疾病大多是数个到

数十个微效基因的累计作用，同时也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疾病的发生实际是

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17’18】。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全基因组扫描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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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应用，使寻找并定位这些疾病关联性基因的工作【191。

国外对于儿童等待移植患者终末期肾病的主要病因的研究认为，儿童ESIm

主要是先天性和遗传性疾病【20】，提示HLA基因的表达及多态性对终末期肾病的

进展可能存在易感性和风险性。Doxiadis IIN报道1620例欧洲白人IgA肾病

ESRD患者HLA．B35、HLA．DR5的基因频率显著增高，而HLA．B7、B8、DR2

和DR3的频率则显著降低，提示HLA．B35、DR5可能是欧洲白人IgA患者进展

为ESRD的易感基因【2¨。Crisph JC报道105例巴西籍等待肾移植的ESRD患

者中HLA．A78和DRll的频率显著增高，HLA．B14的频率则显著降低瞄】。E1va

Pe 7rez．Luque’s报道了墨西哥89例、2型糖尿病ESRD患者中HLA．B75频率显著

增加(RR值=7．4)，提示HLA．B75可能为墨西哥2型糖尿病患者进展为ESRD

的易感基因【23】。KarallaIl GE报道了在587例不同原发病的土耳其ESIm患者中，

HLA．B58、DR3的频率显著增加【24】。可见，mA在各类CKD发展为ESRD的

发生和进程中，都可能起着一定的作用。

二、肾移植供受者HLA相合率对肾移植效果的影响

人组织相容性抗原(ⅫC)是实体器官移植最主要的障碍，在移植供受者
ABO血型相容的情况下，HLA作为器官移植后免疫反应中最强的抗原，也是引

发同种异基因移植后排斥反应的主要抗原。因此，移植前进行移植供受者的HLA

配型(HLA typiIlg)对于器官移植有着重要意义。mA配型目的是测定供体与受者

HLA基因的相容程度，以避免由于HLA差异导致的排斥反应，而使排斥反应发

生的几率减到最低，尤其减少初次移植受者与供者的HLA错配程度，从根本上

提高移植物存活率【251，延长移植物生存时间，避免再次移植。

研究证实，供受者间mA相合率越高，不仅可以降低术后排斥反应发生率，

可以减少术后免疫抑制剂药物用量，术后感染和恶性肿瘤发生率也将随之降低，

同时提高受者的生活质量和人／肾长期生存率，以及减轻患者本人、家庭及社会

的经济负担。良好的HLA配型可以显著改善肾移植术后的早期效果，能预防和

减少发生术后早期移植肾失功，尤其对于移植前己致敏的受者更应选择选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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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A相合程度高的供者，以及避开特异性HLA基因，才能避免超急性、加速性

严重排斥反应和急性排斥的发生。

(一)肾移植供受者HLA相合的几率

鉴于HLA系统具有极其丰富的多态性，即使仅仅考虑对肾移植影响最大的

HLA．A、B、DRBl位点，在肾移植当中要想在无关人群中获得HLA全相合的供

者十分困难。胡萍等【26】对3916例等候肾移植受者和1914例尸体供者进行最大可

能的供受者对的HLA随机相合率分析，结果显示供受者间的对6025例肾移植供

受者HLA错配率进行分析，发现供受者之间HLA．A位点O～2错配(Mismatch，

MM)的概率为9．45％、58．27％和32．28％；B位点O～2MM的概率分别为6．30％、

30．71％和62．99％；DR位点0～2MM的概率分别为7．87％、45．67％和46．46％。仅

计算与移植关系最为密切的HLA-A、B、DR三个座位共六个位点，常见的抗原

数分别为18、40和14个，三个位点同时计算的话HLA．A、B、DR的全相合的几

率极低。尽管进行理论上的随机错配时供受者HLA错配程度高，但是在临床实

际工作中，临床移植医师已经把HLA相合率作为选择供者的条件之一，以使受

者获得更好的移植效果。在前期研究中发现，作为国内就诊患者较多单一的移

植中心，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的供受者HLA．A、B、DR、DQ位点的的平均相

合分数在3分以上，这一相合率已经非常难得。因此，建立国家主导、地区共享

的器官分配制度，能进一步改善目前移植患者配型状况，另外改变国人观念，

增加DCD供者，应是未来增加供者来源的重要方向。

由于HLA系统的高度多态性使临床上难以获得HLA．A、B、DR基因完全

相合的供肾，目前绝大部分的移植中心在进行肾移植供受者HLA配型时采取

UNOS提倡交叉反应组配型(cross reactive groups，CI也G)或氨基酸残基配型

(撇ino acid residue matcmng，Res M)策略(见图3、4、5)，在大幅度提高供受者

HLA相配几率的同时，显著降低肾移植术后的致敏性和改善移植物的存活率[271。

供受者HLA基因相合程度越高，则肾移植受者术后PRA阳性机会越低、移植

物排斥反应几率越少、移植物有功能存活时间越长、移植后所需排斥药物的浓

度水平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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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肾移植供受者皿LA相合率对移植效果的影响

贾保祥等【28J报道了121例尸体。肾移植受者术后2～5年的AR率为

12．4％(15／121)，供受者HLA．A、B、DR、DQ相合率≥4分组AR率显著低于<4分

组(3．92％V．S 18．57％，P<0．05)，相合率>4分组肾功能良好者的比例也显著高

于<4分组(86．27％V．s 68．57％，P<o．05)；薛武军【29怕研究显示2508例肾移植

供受者术后AR率为8．9％，HLA．A、B、DR为6个HLA相合组的AR率显著低于0～

5相合组(5％V．S 16．5％，P<O．01)，HLA相合为6、5、4&3、2、1和O个组时移植

。肾1年存活率分别为97％、94％、93％、91％、90％和88％，6个HLA相合组的1

年存活率显著高于其他0～5相合组(P<0．01)，0个HLA相合组的1年存活率显著

低于其他1～5相合组(P<0．01)。Fleming JN等【删报道，HLA每增加1个不相合位

点，肾移植受者术后发生AR的危险增加1．254倍。然而，FK506、MMF等强效免

疫抑制药物面世以前的文献报道，在供受者HLA基因不完全相合的前提下，

HLA相合程度对移植肾的预后无显著影响【311。于立新等吲自1991年以后开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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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HLA组织配型以来，1700例肾移植未发生超急性排斥反应，AR发生率为

14．8％。

Gential G等【33l的研究，2002年至2007年间2060例尸体肾移植受者的1年生存

率为96％。ManiIls L等【34】对1300例肾移植受者研究示，供受者HLA相合率0到6

分(O～6分作为连续变量)1年移植肾存活率差异无显著意义，P=O．791；(0～6分

作为分类变量)6分相合组的1年移植肾存活率有显著差异显著高于0分相合组(P

=0．016)。1996．2005年间UNOS登记的76768对供受者中，从HLA．A、B、DR相

合率6分到0分，肾移植受者10年～肾存活率从51％逐步下降至39％。由此可见，

随着随访时间延长，供受者HLA相合率对人／肾存活率的影响越明显。

(三)移植供受者I几A错配(MM)导致抗卸LA抗体的产生

在临床实践中，目前临床移植普遍应用的CI也G选择相容供肾并不能有效避

免术后PRA阳性，有相当一部分的移植受者产生了针对CI也G抗原的抗体。例如，

根据CI也G配型时HLA．A2与HLA．A24(9)为相容抗原，在带有HLA．A2基因的

PRA阳性受者中20％存在抗HLA．A24抗体，而且存在针对相容组抗原的抗体时，

还是会发生严重排斥反应的【71。这可能由于}玎二A等位基因多态性控制着对抗原肽

的免疫应答，表现为氨基酸残基的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即同一个体对不同抗

原，不同个体对同一抗原均可产生不同强度的免疫应答。由于HLA等位基因序

列与HLA抗原在抗原提呈与相关抗原表位之间有决定性作用，从而对T细胞免疫

反应表现存在差异性【34】。在选择移植供受者时，即使HLA低分辨基因相同，也

可能由于高分辨碱基序列的微小差异，导致蛋白结构改变和引起免疫复合物的

结合活性位点P3．P8区域【35】的表面氨基酸残基识别与结合功能的差异。另外，

CI也G和I沁s M策略是由美国器官登记处(UIlited N鲍硼rk for Organ Sha渤g，

UNOS)制定的，其依据主要是欧美族群的HLA基因分布状况，但实际上，国内

外研究已经证实中国人的HLA基因分布，尤其是在HLA等位基因的层次上，与

其他种族(高加索人、黑人等)存在差异性[26，翊。

2007年删数据显示，首次移植和再次移植的移植物、PRA阳性受者与
PRA阴性受者的移植物，1年生存率越来越接近，但5年生存率上显著差异；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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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者之间HLA配型的错配程度越高则出现高PRA的机会也增加，是源于肾移

植供受者的HLA错配程度越高，受者的术后1年及5年的人／肾生存曲线、移植

肾近远期功能及移植肾半衰期均低。同时，等候再次肾移植受者中PRA阳性率

比初次移植受者PRA阳性率高3倍(40．62％：13．35％)【37’381。因此，关注移植受

者的HLA相合程度，减少移植致敏导致的抗HLA抗体产生，尤其在初次移植

当中，十分重要。肖露露等【5】的研究也发现，在8926例等候移植受者中，既往

有肾脏移植经历的受者的PRA阳性率(40．62％)远高于初次移植受者(13．36％)，

而且再次移植受者高PRA的比例逐年增加，说明HLA错配产生高PRA的因素

是持续的，肾移植受者术后PRA阳性与供肾HLA．A、B、DR基因之间的错配m似

0～6)有因果关联，由HLA错配产生抗HLA抗体，引起的肾移植后的急、慢性

排斥反应严重影响着移植物的功能和远期存活率。

三、HLA抗体与肾移植

群体反应性抗体(panel reaction锄tibody，PRA)能反映受者HLA抗原的致敏

状态，在移植前预测排斥反应和移植后预警移植物丧失，使器官移植后各种排

斥反应的发生率显著降低【71。PRA的发现是移植免疫研究中的一大突破，对移植

排斥的研究证明“PRA是移植中最重要的免疫因素”。PRA的研究始于1954年

Miescher首次发现在多次输血的妇女血清中存在白细胞凝集抗体，1957年Pavne

发现妊娠妇女也有抗白细胞抗体，后被确认为抗．HLA的抗体，至60年代，移

植受者体内存在PRA的作用引起临床医师的关注，将PI认的研究方向转向肾移

植。在开展PRA与肾移植排斥相关性研究四十多年中，前三十年细胞免疫一直

被认为在移植排斥中起主要作用，直至近十几年来，PRA在体液免疫的作用才

真正得到重视，期间召开的14届HLA和遗传免疫国际专题讨论会(Intemational

HLAa11d ImmuIlogenetics Wbrkshop)不断创新和改进PRA试验技术的发展，同时

也推动了体液免疫理论的不断完善。2003年TerasaI【i教授提出移植排斥是由体

液免疫介导的，抗．HLA抗体能迅速或缓慢地杀伤移植物引起临床上的超急性、

加速性、急性和慢性排斥反应的发生，PRA分析成为移植排斥反应是否存在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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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因素的重要标准。对PRA的重视促进肾移植存活率显著提高，鼓励临床医生

将PRA分析应用到心、肺、肝、小肠等其他实体器官移植当中。研究显示，PRA

在各器官组织均存在强大的影响力，移植前后都进行PRA检测才是有防治体液

性排斥反应发生的最佳方法。

供受者HLA错配产生的抗．HLA抗体即群体反应性抗体(paIlle reation

antigen，PRA)，是介导肾脏移植术后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elayed graR矗mction，

DGF)和排斥反应(rejection)，最终导致移植物失功、影响人／肾生存率和移植后恶

性肿瘤的主要原因。当接触同种移植物上的异体抗原时，受者的免疫系统会产

生抗供者的免疫应答，供者的HLA抗原肽被递呈给T和B细胞后，同种抗原特

异性应答的CD4+和CD8+T淋巴细胞克隆开始增殖，并刺激介导急、慢性排斥

反应的抗．供者HLA抗体产生；若受者移植前己被供者型的HLA抗原致敏，产

生细胞毒性抗体和／或记忆性T细胞，则可能出现移植后超急性O卵eraCute

rejection，}L埘和加速性排斥反应(accelerated acute reiection，AAR)。抗．HLA抗

体表现出的惊人破坏力，可使移植肾在血循环恢复的几分钟内，由原来鲜红、

质地富有弹性、有搏动、肾小管开始泌尿迅速转变为色泽变暗紫、质地变松软、

搏动消失、泌尿停止。

机体接触同种HLA抗原，如输血、妊娠和器官／组织移植被致敏，诱导产生

抗HLA抗体【391，这三者被认为是PI认产生的主要原因。研究已经证实了，输血

致敏可通过临床中常规使用EPO、选择洗涤红细胞和采用输血滤器而有效避免

PRA阳性；妊娠对PRA的影响则是一个恒定因素，是不可干预的致敏途径；而肾

移植本身是PRA阳性的强致敏因素，等候再次肾移植受者中PRA阳性率是初次移

植受者PRA阳性率的3倍【5】。然而，随着如_一A抗体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近2年来

Luminex的LABScreen单抗原检测(me LuI】恤ex．b嬲ed LABScreen single antigen

aSsay)或者单抗原流式微球检测方法(s通gle纽tigen flow beads)应用【40，41】后，在非

致敏的男性患者也检测出某些HLA等位基因特异性的抗体，这可能是由于接触

外源性微生物或者抗原后，机体免疫表位交互作用所致【421。“天然”的HLA抗体

同时仅仅具有单个或者数个等位基因的特异性，目前尚无办法避免，在骨髓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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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和干细胞输注的研究中发现这些抗体通常与移植排斥无显著关联【431，在肾移

植中未见报道。

已知高PRA是肾移植中最重要的免疫学高危因素，受者移植前P凡Q30％(高

度致敏)更是发生超急、加速等严重排斥反应的临界值，移植术后PRA强度与移

植物失功呈正相关【5，71，PRA阳性的受者中低度致敏为主，PRA<30％占71．83％，

提示，大多数PRA阳性的肾移植受者选择良好HLA错配0Ⅵis．match)供肾的难

度也相应较低【，低度致敏受者获得良好的移植物长期存活的机会是比较乐观的；

导致供肾选择真正困难和超级、加速排斥风险较高的是Pm辽30％的受者，这些

高度致敏受者占28．17％，其中广泛致敏(P凡眨80％)仅占1．89％。PRA阳性受者，

尤其高度致敏者，存在不可接受的HLA基因必然导致其获得移植机会减少。

综上所述，HLA在肾脏移植中极其重要，本研究将以HLA为核心，进行

HLA在肾移植配型中的应用研究，全面探讨HLA配型对肾移植的意义。本研究

共分为三个部分： (1)大样本回顾性分析中国南方ESIm患者与HLA的易感关

联，以明确易感HLA基因及其风险性；(2)肾移植供受者HLA相合率分析，及

其对肾移植效果的影响；(3)建立一种分析PRA阳性患者与供者不相容几率的

校正PRA(CPRA)方法，采用校正PRA(CPRA)方法分析临床肾移植中受者获得移

植物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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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国南方ESIm患者HLA易感关联研究

迄今为止，HLA是己知多态性最丰富的人类基因。HLA与人种、家族遗传

连锁研究和HLA生物学功能研究证明“HLA是人体首要的免疫系统”，说明HLA

既是遗传基因，也是免疫基因。而ESRD患者存在家族聚集性、人种和地区的发

病差异也提示了遗传基因的存在。国内外有研究提出，HLA的表达及其多态性

对ESRD患者最终并发终末期肾衰竭存在易感性和相对风险性【1]，而这种易感关

联具有种族和地域差异，对于HLA的生物学功能与尿毒症的发病关联的确切机

制至今未明。同时，HLA本身作为免疫系统的核心，在移植免疫中发挥抗原识

别、抗原递呈、免疫效应等作用和主导个体化免疫的能力，但是移植肾失功(斟m

failure)与HLA多态性的关联研究较少。为此，本文拟进行两方面的研究：(1)

对1991年～2013年源自中国16个肾脏移植中心的4670例肾移植受者的HLA数据

分析，探讨中国南方ESIm患者中HLA与ESIm的易感风险；(2)进行肾移植术

后5年内移植肾失功与HLA多态性的相关性研究，探讨HLA在移植肾失功中的临

床应用价值。报道如下。

1．1材料与方法

1．1．1入选对象

1．1．1．1 HLA与ESIm的易感关联研究

收集2000年1月～2013年6月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458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3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人民

医院、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广西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郴州市人民医院、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赣州市人民医院等16家移

植中心登记等候肾脏移植的ESIm患者，年龄、性别不限。通过病历复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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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项目条件(HLA基因分型资料完整)的ESRD患者4670例。

健康对照组：2686例南方汉族健康献血者，收集自华南地区汉族人口密集

区广州市中心血站和深圳市中心血站。

1．1．1．2移植肾失功与阳．一A多态性的易感关联研究

采集2000年1月～2009年2月肾移植手术病例且持续随访5年以上的受者

896例(年龄、性别不限、HLA基因分型资料完整)，其中术后移植肾5年内失

功即血肌酐升至707岬。儿以上行透析治疗的的受者50例，列为移植肾失功组；

术后5年肾功能仍然正常，血肌酐<150“mo儿的受者701例，列为对照组。

1．1．2主要仪器及试剂

1．1．2．1主要仪器

Genemnp⑩9700扩增仪 美国Applied Biosystems

ELX 800NB酶标仪 美国Bio．Tek

荧光倒置相差生物显微镜 日本OlynlpuS

电热恒温培养箱 上海跃进

台式高速离心机 德国Eppendorf

台式离心机 日本KUBOTA

可调移液器 芬兰Labsystem

八道可调移液器 芬兰Labsystem

普通冰箱 中国海尔

超低温冰箱 日本三洋

分析电脑 中国联想

TG400不间断电源 山特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Gel Doc_2000凝胶成像系统 BIO m姐I，美国

Po、阳r PaC 200恒压恒流电泳仪 BIO＆≮D，美国

Sm缸spec3000紫外分光光度计 BIO&心，美国

SW．CJ．1B超净工作台 苏州安泰空气技术有限公司

MS2旋涡混合仪 IKA，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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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主要试剂：

HLA．ABDR分型试剂

QIAGEN DNA提取试剂盒

无水乙醇

Taq酶

溴乙锭

琼脂糖

TⅪS三羟甲基氨基甲烷

硼酸(Boric acId)

Protease K

乙二胺四乙酸(EDTA)

德国INNO．Tr血

德国QnGEN

上海露泉

上海Promega

Si舯a公司

Bio、Ⅳest gene tech上海有限公司

广州艾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化学试剂厂

北京天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化学试剂厂

1．1．3研究方法

1．1．3．1临床资料的收集：

(1)HLA与ESRD的易感关联研究：

登记ESI①患者组的年龄、性别、原发病等临床资料，分析ESRD与HLA

多态性的关系。

(2)移植肾失功与HLA多态性的易感关联研究：

采集随访受者及移植肾失功受者的临床资料，分析肾移植术后5年内移植

肾失功与HLA多态性的关系。

1．1．3．2样本留取：EDTA抗凝血3“，．20℃保存。

1．1．3．3实验室方法

(1)DNA提取：使用QIAGEN DNA提取试剂盒。

1)在Ep管是注明样本名字及编号。

2)在Ep管内加入Prote弱eK 20m、全血200ul，Bufrer AL 200ul，混匀后56。C水

浴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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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无水乙醇200u1加入管中，混匀，转移入Spin Col啪n，13∞0印耐2分钟。

4)弃滤液，Spin Col硼[1Il转移入清洁收集管中，加AWl液600lll，13000rpII比分

钟。

5)弃滤液，Spin ColuI】[1Il转移入另一清洁收集管中加AW2液600ul，

13000rpn咙分钟。

6)弃离心管中滤液，重新装入，13000聊州1分钟。

7)Spin ColuI】[1Il转移入已标名字的新1．5“Ep管中，加Bu朊r AE，13200印m，2

分钟。

8)核对姓名及编码，留取DNA管48h内4℃备保存用。

(2)HLA．A、B、DR基因分型：

1)实验原理：

采用序列特异性引物一聚合酶链反应(pol舯eraSe chaill reaction-sequenCe

specific primers，PCR—SSP)分型方法(德国，INN0-Tr血HLA试剂盒)，特异性引

物通过PCR扩增得到相应的PCR产物，经电泳分析可获得HLA低到中分辨的

HLA结果，包括HLA．A位点25个基因，即A1、A2、A3、A9、A10、A11、

A19、A23(9)、A24(9)、A25(10)、A26(10)、A28、A29(19)、A30(19)、A31(19)、

A32(19)、A33(19)、A34(10)、A36、A43、A66(10)、A68(28)、A69(28)、A74(19)、

A80；HLA．B位点54个基因，B5、B7、B8、B12、B13、B14、B15、B16、B17、

B18、B21、B22、B27、B35、B37、B38(16)、B39(16)、B40、B41、B42、B44(12)、

B45(12)、B46、B47、B48、B49(21)、B50(21)、B51(5)、B52(5)、B53、B54(22)、

B55(22)、B56(22)、B57(17)、B58(17)、B59、B60(40)、B60(40)、B61(40)、B63(15)、

B62(15)、B64(14)、B64(15)、B67、B70、B71(70)、B72(70)、B73、B75(15)、

B76(15)、B77(15)、B78、B81、B82；HLA-DR位点18个基因，为DRl、DI也、

DR3、DR4、DR5、DR6、DR7、DR8、DR9、DRlO、DRll(5)、DRl2(5)、DRl3(6)、

DRl5(2)、DRl6(2)、DRl7(3)、DRl8(3)，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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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可被识别的HLA—A、B、DR及其血清学分型

Table 1 Identification。f H☆A，B，DR antigen and ser0109ical typlng

垒 里旦———L
A】 B5 B51(5) DRl

A2 B7 B52(5) DR2

A3 B8 B53 DIB

A9 B12 B54(22)DR4

A10 B13 B55(22)DR5

A1l B14 B56(22) DR6

A19 B15 B57(17)DR7

A23(9) B 16 B58(1 7) DR8

A24(9) B17 B59 DR9

A25(10) B18 B60(40) DRl0

A26(10) B21 B61(40)DRll(5)

A28 B22 B62(15)DRl2(5)

A29(19) B27 B63(15)DRl3(6)

A30(19) B35 B64(14) DRl4(6)

A31(19) B37 B65(14) DRl5(2)

A32(19) B38(16) B67 DRl6(2)

A33(19) B39(16) B70 DRl7(3)

A34(10) B40 B71(70) DRl8(3)

A36 B41 B72(70)

A43 B42 B73

A66(10) B44(12) B75(1 5)

A68(28) B45(12) B76(1 5)

A69(28) B46 B77(1 5)

A74(19) B47 B78

A80 B48 B8l

B49(21) B82

．星§!丝12—一—-_●-●。●‘。。。’。——————一一
注：括号内为血清学分型

2)PcR体系：52个特异性引物组成95个PcR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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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份样本同时96管PCR反应(1管阴性对照)。每个反应体系总量10“l。包

括O．75×PCR Bu疏r(37．5Imo儿KCl，7．5Imo儿晡s)、1．5I姗。儿MgCl2、0．5U

№酶、200阻。扎dNTP、3％DMSO、卜3陋。儿特异引物、O．1岬。忱对照
引物、50～100ng的模板DNA。

3)PCR扩增：95℃预温2分钟，然后三温循环共计30个循环。包括95℃30

秒、65℃45秒、72℃45秒，5个循环；95℃30秒、60℃50秒、72℃50秒，20个循

环；95℃30秒、55℃60秒、72℃2分钟，5个循环；最后72℃保温5分钟。

4)电泳：1×TAE液配(T砒S、硼酸、乙二胺四乙酸按549：27．59：4．159比

例，加ddH20至500ml即为10×TBE液，使用时10倍稀释)，加入制含0．5删
溴乙锭的2％琼脂糖凝胶，扩增产物1 O肛l点样，按15V／cm稳压电泳25分钟，紫外灯

下观察结果。使用score@软件分析HLA结果。

1．1．4统计学分析

1．1．4．1 HLA基因表现型频率(Phenotype眈quenCy，PF)以及基因频率(Gene

舭quency，GF)的计算：

HLA基因遗传呈经典的孟德尔显性遗传，HLA．A、B、DR每个座位的基因

均为共显性表达，因此每个位点的表现型包括复等位基因(HLA．A、B和DR基

因各2个)。通过直接计数法计算每个HLA．A、B、DRBl位点中目标基因的频

数《当一份样本中同时出现两个相同的等位基因是只算一个)。HLA基因的表现

型频率PF=n／N，基因频率G-F=1．(1．11／N)u2。其中n表示检测到特异基因的阳

性个体数，N表示检测的总个体数。

1．1．4．2 HLA基因的关联性检验

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对病例组与对照组的m。A．A、B、DRBl基因频率逐

一进行关联分析(当某一位点表现为两个相同的基因，即纯合子时，计作一个)，

必要时采用№tes检验方法与Fisher确切概率法计算确切P值。为避免多重比较

时由于偶然性造成的P值误差，多重比较采用Bor血n．oni方法校正检验水准Q

值，即同一数据集上同时检验n个独立的假设，用于每一假设的统计显著水平，

应为仅检验一个假设时的显著水平的1／n。因此，对P<0．05者计算其校正Pc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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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值乘以所检测的该一位点患者组和对照组出现的基因数总和)，以Pc值

<0．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按Wb01产1公式计算相对危险度(Relative耻sk)

的比值比(odd ratios，OR)及95％的可信区间(eorlfidenceinteWal，CI)。

1．1．4．3计量资料用()(士SD)表示，计数资料用率表示，均数比较用两样本t检验，

率的比较用卡方检验，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准0【=0．05。

1．1．4．4采用Excel表格和SPSSl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1．2 结果

1．2．1临床资料分析

1．2．1．1 ESIm患者的临床资料

4670例ESRD患者中，男性3068人，女性1602人，男：女=2．04：1。

年龄在5．91岁之间，平均年龄(43．74士13．50)岁(见表2)，其中男性患者平均年龄

(43．56土13．39)岁，女性患者平均年龄(44．08士13．72)岁。原发病为慢性肾小球肾炎

尿毒症3553例，糖尿病肾病278例，多囊肾并尿毒症146例，高血压肾病101

例，双肾多发性结石58例，红斑狼疮性肾病24例，其他原因276例，病因不

详234例，原发病按比例由多到少依次为：慢性肾小球肾炎尿毒症76．08％>糖尿

肾病5．96％>其他原因5．91％>病因不详5．01％>多囊肾并尿毒症3．13％>高血

压肾病2。16％>双肾多发性结石1．24％>红斑狼疮性肾病0。54％，详见图2。

表2 ESIm患者的一般情况

Tlable 2 General conditioIlS ofpatientS w‰ES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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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4670例ESI①患者原发病的分布

Fig 6 The distribution of prima巧disease in 4670 patients witll ESItD

1．2．1．2移植肾失功受者的临床资料

登记751例随访受者的年龄、性别、原发病等临床资料。移植肾失功组，男

35例，女15例，年龄21～66岁，平均(46．22士10．44)岁。对照组，男35例，

女25例，年龄15～75岁，平均(50．10土12．62)岁，两组之间年龄及性别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3。

表3移植。肾失功受者组及对照组一般资料的比较

Table 3 Demogr印hic ch蹦lcteristics of graR failure aJld co砷旧l grou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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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ESIm组与健康对照组HLA-A基因频率分布及基因频率比较(表4)

ESRD组与健康对照组共表达20种HLA．A基因，其中ESRD组表达全部

20种，占可检出HLA．A基因的80％(20／25)，对照组表达18种，占可检出HLA．A

基因的72％(18／25)，其中HLA．A36和HLA．A80仅在ESRD组表达。ESRD组

HLA-一A基因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A11>A2>A24>A33>A26>A31>A30>

A3>A1>A29>A68>A32>A66>A23=A34>A74>A25=A36=A69>

A80，ESRD组基因频率>0．05的HLA基因共4种，分别为A2、A11、A24和

A33(相应频率为0．292，0．337，O．173，O．090)。健康对照组HLA．A基因频率>O．05

的HLA基因共5种，分别为A2、A11、A24、A33和A30(相应频率为0．289，

0．253，0．148，0．056，0．106)。分别比较HLA．A基因在两组间的分布，ESRD组

中HLA．A1、A3、A1l、A24、A26、A30、A31、A32、A33和A68与健康l对照

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Pc校正之后两组间HLA．A1、A3、A11、

A24、A30、A3l、A32频率的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Pc<0．05)。O<0Ikl的有

HLA-A1(0．339-0．580)、A3(0．360·0．604)、A30(0．224-0．335)、A31(0．533·0．845)和

A32(0．199·0．479)，OR>1的有A11(1．460-1．767)、A24(1．100-1．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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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国南方ESRD患者HLA易感关联研究

1．2．3 ESRD组与健康对照组HLA．B基因频率分布及基因频率比较(表5)：

ESRD组与健康对照组共表达46种HLA．B基因，其中ESRD组表达42种，

占可检出HLA．B基因的91．30％(42／46)，对照组表达41种，占可检出HLA．B基

因的89．13％(41／46)，其中B41、B64、B65、B73和B78仅在ESIm组表达，而

HLA．B14、B15、B40以及B47仅在健康对照组表达。ESRD组HLA．B基因频

率由高到低依次为：B60>B46>B13>B75>B58>B38>B51>B62>B54>

B55>B61>B35>B27>B39>B48>B7>B56>B44>B52>B37>B76>B18

>B8=B57=B71>B45>B67=B77=B81>B50>B72>B41=B63>B78>

B49=B53=B65>B42=B59=B73>B64，ESI①组基因频率>O．05的HLA．B

基因共7种，分别为B13、B38、B46、B51、B58、B60和B75(相应频率为0．096，

O．055，0．133，O．054，0．077，0．164，0．091)。健康对照组HLA．B基因频率>0．05

的HLA基因共8种，分别为B13、B46、B51、B58、B60、B61、B62和B75(相

应频率为0．111，0．092，0．060，0．089，O．056，0．089，0．056，0．061)。分别比较

HLA．B基因在两组间的分布，ESRD组中甩A．B7、B8、B13、B14、B35、B38、

B40、B41、B44、B46、B48、B49、B52、B55、B56、B57、B58、B60、B61、

B62、B67、B71、B75和B76与健康对照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经Pc校正

之后两组间HLA．B7、B8、B38、B44、B46、B52、B56、B57、B60、B61、B62、

B67、B71和B75的频率的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0<OR<1的有

HLA-B7(0．437-O．712)、B8(0．275-0．729)、B44(O．264-0．440)、B52(O．256-O．469)、

B57(O．239-O．617)、B61(O．481一O．674)、B62(O．619一O。843)、B67(O．073一O．292)和

B71 (O．167-O．405)， OR>1 的有 B38(1．420一2．03 1)、 B46(1．375—1．746)、

B56(1．413-3．075)、B60(1．258—1．564)和B75(1．638-2．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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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

1．2．4 ESRD组与健康对照组HLA．DR基因频率分布及基因频率比较(表6)

ESRD组与健康对照组共表达13种HLA．DR基因，两组均表达全部13种。

ESRD组HLA基因频率由高到低依次为：DRl2>DR4>DR9>DRl5>DRl4>

DRll>DRl7>DR8>DRl6>DRl3>DR7>DRl0>DRl，ESRD组基因频率>

0．05的HLA．B基因共9种，分另0为DR4、DR8、DR9、DRll、DRl2、DRl4、

DRl5、DRl6和DRl7f相应频率为O．146，O．058，O．132，0．072，0．151，0．087，

O．131，O．052，O．062)。健康对照组HLA．DR基因频率>O．05的HLA基因共9

种，分别为DR4、DR7、DR8、DR9、DRll、DRl2、DRl4、DRl5和DRl7(相

应频率为0．111，0．081，O．069，0．134， O．075，0．132，0．066，0．141，0．073)。

分别比较HLA．DR基因在两组间的分布，ESRD组中HLA．DRl、DIH、DR7、

DR8、DRl2、DRl3、DRl4和DRl6与健康对照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经

Pc校正之后两组间HLA．DRl、DR4、DR7、DRl2、DRl3和DRl4频率的差异

仍有统计学意义。0<OIkl的有HLA．DRl(O．281．0．565)、DR7(0．275．0．729)和

DRl3(0．641．0．897)， 0R_>l 的有DR4(1．258—1．578)、DRl2(1．070-1．330)和

DRl4(1．193-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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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肾移植术后5年内移植肾失功组与对照组HLA．A基因频率分布及基因频

率比较(表7)：

移植肾失功组与对照组共表达19个HLA．A基因，移植肾失功组表达9个，

对照组表达全部19个，其中HLA．A23、A25、A29、A31、A32、A34、A36、

A68、A69以及A74仅在对照组表达。分别对两组间的HLA．A基因的频率进行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表7 HLA．A在移植肾失功组和对照组分布的比较

Table7 nle compare of HLA-A iIl伊啦僦lure patients觚d con缸Dls

注：PF=表现型频率口heno呻e舭quency)；GF=基因频率(Gene缸quency)；Pc>1时均记为
1．000。

1．2．6肾移植术后5年内移植肾失功组与对照组HLA．B基因频率分布及基因频

率比较(表8)：

移植肾失功组与对照组共表达36个HLA．B基因，其中移植肾失功组表达



第一章中国南方EsRD患者HLA易感关联研究

全部19个，对照组表达全部36个，其中HLA．B18、B41、B44、B45、B50、

B52、B53、B57、B63、B67、B71、B72、B73、B76、B77、B78和B81仅在对

照组表达。分别对两组间的HLA．B基因的表现型频率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

表8 HLA—B在移植肾失功组和对照组分布的比较

Table 8 Tlle coInpare of HLA-B in gran fIaihe patients and con仃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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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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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F=表现型频率(Phenot)rpe舶quenc”；GF=基因频率(Gene舶quency)；Pc>1时均记为

1．ooo。1．2．7肾移植术后5年内移植肾失功组与对照组HLA．DR基因频率分布及

基因频率比较(表9)：

移植肾失功组与对照组共表达13种HLA．DR基因，其中移植肾失功组表达

全部12种，对照组表达全部13种，其中HLA．DRl基因仅在对照组表达。分别

对两组间的HLA．DR基因的表现型频率进行比较，移植肾失功组与对照组

HLA．DR4和DRl7表现型频率(PF)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饵LA．DR．4：0．140 VS

0．271，P=0．042；DRl7：O．372 VS O．120，P=O．00)，其余抗原在两组间的分布无

统计学意义(P>O．05)。经Pc校正之后两组间HLA．DRl7的频率的差异仍有统

计学意义[Pc=0．00，OR：=4．50，95％CI(2．52，8．03)]。

表9 HLA．DR在移植肾失功组和对照组分布的比较

Table 9 nle compare of HLA-DR iIl graR僦lure p撕ents aIld con们1s

注：PF=表现型频率(Phen吨，pe台equency)；GF=基因频率(Gene能quency)； O幸处Pc>1时

均记为1．000；撑处DRl7，OR．=4．498，95％CI(2．520，8．030)；$处DR4，p：0．042，Pc=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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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讨论

1．3．1 ESIm与HLA多态性易感关联分析的理论基础

首先，4670例ESRD患者平均年龄为(43．74士13．50)岁，年龄最小的仅5岁，

国外撕owska A等研究认为儿童等待肾移植终末期肾衰竭患者的主要病因是先

天性和遗传性疾病【4】；其次，ESRD患者的男女性别之比达到=2．04：1，与文

献报道ESDR的发生率男性高于女性相符【¨，显示提示南方汉族人群中男性发生

肾脏疾病最终发展为ESRD相对风险性更高；第三，原发病为慢性肾小球肾炎

尿毒症的患者占总例数的76．08％，其他依次按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糖尿病肾病、

多囊肾并尿毒症、高血压肾病、双肾多发性结石、红斑狼疮性肾病以及其他原

因和病因不详者，由于慢性肾小球肾炎、糖尿病、多囊肾、高血压、红斑狼疮

都是存在免疫遗传因素的疾病。这些ESRD的特点都佐证了ESI①与免疫遗传

存在关联。

遗传流行病学主要通过应用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各类疾病的遗传因

素和／或环境因素与宿主的遗传易感之间的交互关系，已经被用于阐明许多疾病

的发病机理以及有助于控制疾病的发生和发展【2】。遗传流行病学的分析方法主要

包括：连锁分析和关联分析、家系调查和系谱分析、病例对照研究、双胞胎分

析、家系调查与群体调查结合分析、半同胞与养子分析、患病率与死亡率分析

和分离分析等，其中研究疾病与遗传基因的关联性最常用的方法是关联分析。

HLA人类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基因的编码产物，具有高度的多肽性，是

人体重要的遗传学标志，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与疾病有明确关联的遗传系统，

而且己发现与许多免疫性疾病存在关联【31。}玎二A作为免疫系统的核心，发挥抗

原识别、抗原递呈、免疫效应等机制上复杂的应答方式和主导个体化的免疫能

力，HLA的高度多态性被认为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人类繁衍长河屡遇重大“疾病洪

水”时，总有一些人获得“幸运生存”的谜底。HLA与疾病相关性的研究是希望能

找出特异性基因引起疾病的机制、或者是引起易感性原因，也能作为粗略的基

因定位，包括致病基因或者连锁不平衡(Linkage disequilj硎um，LD)，确定疾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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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易感基因(risk)和抵抗性基因标志。但并非所以易感基因携带者就必定发病，

患病者也不一定表达响应的高风险等位基因。通过进一步的遗传流行病学研究，

发现这些疾病大多是数个到数十个微效基因的累计作用，同时也受环境因素的影

响，发病实际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全基因组

扫描等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寻找并定位这些疾病关联性基因的工作。

本研究思路源于上述理论基础，研究通过比较ESDR患者与健康对照人群

中HLA分布的差异，来寻找有关联意义的HLA基因，并分析其关联的意义。

国外学者对ESDR与}玎二A的相关性做了一定的研究，也发现一些可能具有易感

或保护作用的HLA基因【4】，由于HLA存在人种和地域分布的差异，因此，本研

究对中国南方ESRD患者大样本HLA数据进行，将有助发现目标人群的致病易

感基因。

1．3．2 ESIm与皿LA多态性的易感关联

本文为目前国内对ESIm患者的HLA基因多态性分析中研究例数最多的研

究，共对4670例ESRD的HLA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并与对照组2686例健康人

的HLA表达进行比较。为避免多重比较时由于偶然性造成的P值误差，以Pc

值sO．05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发现经Pc校正之后两组间HLA．A1、A3、

A1 1、A24、A30、A31、A32、B7、B8、B38、B44、B46、B52、B56、B57、

B60、B61、B62、B67、B71、B75、HLA．DRl、DIH、DR7、DRl2、DRl3和

DRl4频率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发现，与ESIm呈正相关(0R>1)

的HLA基因有A11、A24、B38、B46、B56、B60、B75、DR4、DRl2和DRl4，

其中以B56的OR值最大(OR-．2．084)；与ESRD呈负相关(O<OIKl)的HLA基因

有HLA，Al、A3、A30、A31、A32、HLA．B7、B8、B44、B52、B57、B6l、B62、

B67、B71、DRl、DR7和DRl3。研究显示，南方汉族人群中携带HLA．A11、

A24、B38、B46、B56、B60、B75、DR4、DRl2和DRl4基因，发生肾脏疾病

最终发展为ESIm相对风险性更高，可能为ESIm的易感基因；而携带HLA．A1、

A3、A30、A31、A32、HLA．B7、B8、B44、B52、B57、B61、B62、B67、B71、

DRl、DR7和DRl3基因者，发生肾脏疾病最终发展为ESI①相对风险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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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为ESRD的抵抗基因。

国外的研究发现HLA与ESRD之间具有免疫遗传易感关联，而且这种关联

具有种族特异性。Doxi础s IIN等【5】报道了，在1620例欧洲高加索人原发病为IgA

肾病的ERSD患者中HLA．B35、DR5的频率显著增高，HLA．B7、B8、DR2、

DR3的频率则显著降低，提示HLA．B35、DR5可能是欧洲高加索人IgA肾病并

发ESRD的易感关联基因。德国学者Sprie、砌d BMl6J等进行韦格纳肉芽肿并发

ESI①患者与HLA．DRBl、DQBl基因的关联研究，研究显示，未发现该具有明

显易感性或保护性的HLA．DI国1和DQBl基因。Crisp硫J C【7]等进行了105例

巴西籍ESRD患者与}玎_一A的易感关联研究，结果显示HLA、A78和DRl 1的频

率显著增高，而HLA．B14的频率显著降低，研究提示HLA．A78和DRll可能

是巴西籍ESI①患者的易感基因。Elva Pe 7rez．Luque等【8】对89例墨西哥籍2型

糖尿病肾病并发ESRD患者与HLA的易感关联研究，发现HLA．DRl5频率显著

升高，提示HLA．DRl5基因可能是墨西哥2型糖尿病肾病并发ESIm患者的易

感基因。量瓴瞄laIl GE等19】对土耳其587例不同原发病的ESDR患者进行与HLA

的易感关联研究，发现HLA．B58和DR3频率显著最高。HLA易感基因的确定

可能对延缓肾脏疾病患者向ESIm进展和预防移植后原发病再发的研究有重要

意义。

而针对原发病来说，阳A的遗传免疫关联性也同样显著。本研究中76．08％

的ESIm患者的原发病为慢性肾小球肾炎尿毒症，慢性肾小球肾炎已被认为与

HLA呈免疫遗传强关联，肖露露等【10】进行219例广东慢性肾小球肾炎与HLA的

关联研究发现免疫遗传强关联，HLA．B13限I净1．3)、B35(对P1．95)、

B55(mP2．613)、 DR7(I渌j2．05)、 DRl0(ⅪP9．77)、 DRl2(IUR_1．81)、

DQ7(I冰1．68)。赵敬杰【ll】对1073例山东人群慢性肾小球肾炎ESIm患者的HLA
易感基因研究发现，阻A．A23、A25、B15、B40、B53、DRl8可能是山东人群

慢性肾小球肾炎尿毒症的易感基因，HLA．A32、A33、B50、B58、B60、B71、

DRl6可能是山东人群慢性肾小球肾炎尿毒症的保护基因。

然而即使ESRD患者获得肾移植的机会，HLA的免疫作用仍将影响移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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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和移植物的存活。以IgA肾病(IgAglomemlonepⅫtis，IgA№为例，IgAN作

为全世界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和ESIm的最主要原因，其发病率存在种族、地区

和性别差别，其中亚洲人发病率居全球首位，日本人约为50％，中国≥30％，欧

洲人≈10％，美国人翌％，黑人罕见；而且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为2～3：1；

农村高于城市。IgAN患者发病10年内约35％发展成ESI①。经活检证实I∥凼

的瑞典人群队列研究显示，DI妈和DRl0对I酣N有很强的保护作用(OR

=0．54)【12】。国内学者2012年报道，在中国汉族I掣气N中HLA．DR基因特别是

HLA．DR4的亚型在早期IgAN肾病的发生中发挥主要作用，这也是IgAN家族

聚集性发病表现出遗传倾向的原因。家族病史研究证实，IgAN存在易感基因，

HLA．B27、B35、DRl和DIH频率显著增高，DR2显著下降。研究发现接受肾

脏移植的ESIm患者移植后发生IgA肾病(IgA glomemlon印11ritis，Ig触D复发

芝70％，是影响移植肾长期生存的原因，也是再次轮候肾脏移植的人数逐年增加

的重要原因之一【13】。PremaS a_Ⅱliall N等【14】报道移植后IgAN复发受者的平均移植

物存活率为7．6年，显著低于肾移植中位生存期的12．1年。在移植免疫学的研

究中，移植后IgAN复发被认为是在“人为创造”的炎性环境中触发或激活了先天

免疫，使得原先隐藏的(同种)HLA基因被暴露出来，与由移植所致的特发性炎症

产生的循环抗体IgA在原位形成免疫复合物(IC)，从而导致移植物损伤害【14，15】，

并且在使用环孢素A、FK506、骁悉等免疫抑制药物的情况下也不能阻止导致肾

脏组织形态学的损伤以及最终移植肾失功的结局，但是HLA与IgAN的易感关

联基因尚未明确。由此可见，HLA可以作为临床医师预测CGN发生、发展的时

限和程度以及移植肾预后的依据【16，l‘71，推测慢性肾脏病患者从发病到发展为晚期

肾衰(CRF)的时间。对于各类慢性肾脏病患者，携带HLA易感基因是否能作为

考虑提早进入移植轮候的因素之一，以减少其移植轮候时间。

虽然目前尚未能明晰}玎A的表达及其多态性在因各类肾脏疾病导致最终并

发ESRD进程中的免疫遗传易感性及相关危险性作用，但是ESRD患者在进行

肾脏移植供者选择方面值得深入探讨：在选择供体(尤其是血缘亲属活体捐赠)

时，通过避免选择携带易感基因的供者来提高患者移植后生存时间及远期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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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同时，鉴于美国报道有1％的活体肾移植供者在捐赠10～20年后自身也

出现肾功能衰竭的情况，是否可以将供者是否携带ESRD易感基因作为条件之

一，以减少亲属活体供肾移植供者的风险。

1．3．3 肾移植术后5年内移植肾失功与肌A多态性关联分析

国内外既往关于HLA与移植肾功能丧失的研究均大多数为移植供受者HLA

错配与移植受者抗．HLA抗体即群体反应性抗体(panel reactive antibody，PRA)

对移植肾近期效果和远期效果影响的研究‘18之01，但是，在供、受者HLA高度相

合时，仍然会出现移植肾功能丧失，而且有些移植受者并未检测出HLA抗体也

发生了排斥反应，由此提示，并非所有的移植肾功能丧失都与HLA错配和(或)

移植受者抗．HLA抗体有关，HLA本身可能在移植肾功能丧失的过程中起了一定

的作用，但相关的文献罕见。Andresdottir等【21】对欧洲移植登记处1207例IgA肾

病与7935例非肾小球疾病受者的移植效果与携带HLA．B8．DR3单倍型的相关

性，发现携带HLA．B8．DR3单倍型的IgA肾病受者移植后10年移植物功能丧失

的风险显著增加了66％[风险比职1．6，95％CI为(1．14，2．29)]，提示了HLA

在移植肾功能丧失中可能存在独立的风险，但是该研究未能明确DR3。本研究

首次进行对我国移植肾5年内功能丧失受者的HLA基因多态性分析，共对50

例移植肾生存时间<5年受者的HLA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并与701例移植后5

年内移植肾功能未丧失受者之间}玎二A多态性分布的差异进行比较，以寻找有关

联意义的HLA致病易感基因。

本研究报道了中国肾移植术后5年内移植肾功能丧失受者的HLA表达情

况。研究发现，经Pc校正之后HLA．DRl7基因在移植失功组中的频率显著高于

对照组(0．372 VS O．120，Pc=0．000)。国外的研究认为，HLA．II类基因中HLA．DR

位点的相合与PRA产生及移植效果相关阻’231，但相关机制一直未明，本研究证

实了肾移植术后5年内移植肾失功受者HLA．DRl7基因高表达，说明HLA．DRl7

本身可能就是导致移植肾5年内失功的易感基因[OR．=4．50，95％CI(2．52，8．03)]。

研究提示了，携带HLA．DRl7的受者应选择不携带该基因的供体，而获得

HLA．DR位点的“有益错配”，以降低其移植后出现移植肾失功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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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移植免疫学的角度分析，已知供受者HLA相合率、受者抗．HLA抗体是

影响移植肾长生存的重要原斟18'191，本研究证实了HLA多态性本身也是导致移

植效果差异的原因，以及导致移植肾5年内失功的高危因素。

1．4结论

研究显示，HLA．A1l、A24、B38、B46、B56、B60、B75、DIH、DRl2和

DRl4基因可能为中国南方汉族ESI①的易感基因；HLA-Al、A3、A30、A31、

A32、HLA．B7、B8、B44、B52、B57、B61、B62、B67、B71、DRl、DR7和

DRl3基因可能为中国南方汉族ESRD的抵抗基因；HLA．DRl7本身可能就是导

致移植肾5年内失功的高危因素。HLA多态性本身也是导致移植效果差异的原

因，但是HLA的表达及其多态性在因各类肾脏疾病导致最终并发ESI①进程中

的免疫遗传易感性及相关危险性作用机制，仍未明确，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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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肾移植供受者HLA相合分析及其对肾移植效果

的影响

国内外大量文献已证实， 群体反应性抗体(Pallel-reactive Amibody，PRA)

与近期移植肾效果呈强关联【1】；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ll 1eucocyte a11tigen，HLA)

与长期移植肾效果呈强关联【2】。如A配型的应用使得肾移植后超急性和加速性

严重排斥反应罕见发生，急性排斥反应(Acute rejection，创R)已经成为影响肾移

植后人／肾近期和远期生存率的最重要因素。供受者HLA相合率对移植AR、5

年人／肾存活率等移植肾近期效果的影响，国内报道较少【3’41。本研究拟对2006

年1月～2011年12月间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58医院

完成的初次尸体肾移植、术前PI认阴性的受者资料进行HLA相合分数分析，

探讨供受者HLA．A、B、DR&DQ相合率对肾移植后3年效果的影响。

2．1材料与方法

2．1．1临床资料

收集2006年1月～2011年12月期间，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和中国人民

解放军第四五八医院完成初次尸体肾移植的受者资料428例，年龄、性别不限，

并符合以下项目条件：供受者HLA基因分型资料完整，受者术前PRA阴性，

术后持续随访>37个月。采集术后免疫抑制剂用药方案，发生急性排斥(Acute

rejection，AR)的具体时间、处理措施及AR恢复及肾功能情况，发生移植肾功

能延迟恢复(delayed grm 6mction，DGF)的具体时间、处理措施及肾功能恢复情

况等信息，受者出现感染、肿瘤的情况，3年内受者有功能生存的情况；移植肾

彩色多普勒超声，病理诊断；实验室数据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

功能，免疫抑制药物浓度等资料。

2．1．2分组

HLA是由多个座位组成的复等位基因，每个座位包含2个分别源自父母的

基因。本研究参照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Cdle UIlited Ne呐ork for O略a11 Sh撕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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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OS)的策略，计算供受者间HLA．A、B、DR&DQ四个座位的相合率，同一座

位的基因有1个相同记为1分，2个基因相同记为2分，无相同基因记为0分，

四个座位分数相加即为HLA相合率。按照供受者HLA相合率分数，即0、1、2、

3、4、5、6、7、8分，共分为9组，并以供受者HLA相合率0～8分为节点，

分为O～8分组合组。分析供受者之间HLA．A、B、DR＆DQ的相合率及其与移

植后3年内移植肾AR以及受者有功能生存的相关性。

2．1．3尸体供肾摘取术

供肾均采取快速整块取肾方法，取肾手术时间为3～6min。供肾灌洗与保存

采用HC．A液、ElIro．Collins液或UW保存液，供肾冷缺血时间均不超过12h。

2．1．4手术方案

初次移植供肾均放置在受者右髂窝，供肾动静脉与受者髂外动静脉行端侧

吻合，部分供肾动脉与受者髂内动脉行端侧吻合，多支动脉与腹壁下动脉吻合。

供肾输尿管与受者膀胱采用D．J管支架吻合。

2．1．5抗排斥药物方案

肾移植受者术前30分钟静滴甲泼尼龙19、抗CD25单克隆抗体(舒莱)20mg

诱导，术后第1天均采用他克莫司(FK506)、霉酚酸酯邮)、糖皮质激素三联
抗排斥药物方案，用法为FK506 0．05～0．10mg依g-1·d．1维持药物谷浓度为10～

15酬；舢19／d；激素用法为术后第1、2、3天分别给予甲泼尼龙0．5、0．25、
0．259静脉滴注，后改为口服泼尼松30mg／d，术后10天逐渐减量为10mg／d维持，

术后第4天给予第2支舒莱20mg静脉滴注。

2．1．6AR的诊断

AR的诊断依据临床表现(发热、尿量减少、血压升高、水肿、移植肾区肿胀、

疼痛等)、实验室检查、彩色多普勒超声、移植肾病理活检结果并结合移植肾受

者病例资料(具有副主任医师及以上医师对AR的诊断)综合分析是否存在AR。

2．1．7儿肾1、2、3年存活率的诊断

1年人／肾存活率的诊断依据肾移植受者术后13／25／37个月内血肌酐检测指

标，血肌酐达到707umo儿，或血肌酐未达到此值，已开始血液或腹膜透析辅助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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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而肾功能未恢复者，患者死亡诊断以有抢救未成功记录或病情严重肾移植

受者及家属放弃治疗为诊断标准。

2．1．8肾移植术后患者常规检测指标

FK506及霉酚酸酯(MMF)血药浓度，其它检测指标，肝功能、肾功能、离

子六项、血脂，血常规，尿常规，尿脱落细胞学，尿细菌培养，移植肾彩色多

普勒超声等。

2．1．8．1统计学分析

2．1．8．2计量资料用()(士SD)表示，计数资料用率表示，均数比较用两样本t检验，

率的比较用卡方检验，必要时采用Yates检验方法与Fisher确切概率法计算确切

P值，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准萨0．05。

2．1．8．2采用SPSSl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2结果

2．2．1 428对肾移植供受者一般情况(表10)

428例接受初次肾移植受者的平均年龄为(41．81士11．32)岁，男303例，年龄

范围10～69岁，平均年龄(41．60士11．91)岁，女125例，年龄范围17～68岁，平

均年龄(42．31±9．79)岁。

表10肾移植供受者一般情况

Table 1 O General condi_tion of donor／recipients for ki血ey仃anspl锄t

2．2．2 428对肾移植供受者I儿A相合率分布情况(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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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LA—A、B、DR、DQ的4个位点8个基因相合分数的平均值为(3．01士1．48)

分，其中甩A．A、B、DR、DQ位点相合分数的平均值分别(0．87士0．633)分、

(O．59士O．58)分、(0．69士O．62)分和(O．85士O．06)分，相合分数由高到低依次为A位点

>DQ位点>DR位点>B位点，四个座位的均数相互比较，差异均无显著的统

计学意义(P>O．05)。

表11 肾移植供受者}玎▲相合率分布情况(按位点)

1抽1e 11钍le diS仃ib砸on of HLA match rate in donoE加cipien：tS f．or kidney仃ansplant(by 10cuS)

HLA 10cus

ABDRDQ locus

A lOcuS

B 10cus

DRlocuS

DQlocllS

3．01士1．47

0．87士0．63

O．59士0．58

0．69士0．62

O．85士0．06

相合分数为0分的供受者对在HLA．A、B、DR、DQ单个位点的百分比，

由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B位点45．09％>DR位点39．49％>A位点27．10％>DQ

位点26．87％，相合分数为1分的供受者对的在各座位的百分比由高到低的为DQ

位点61．2％>A位点58．41％>DR位点52．10％>B位点50．47％，相合分数为2

分的供受者对百分比按照由高到低的为A位点14．48％>DQ位11．92％>DR位

点8．41％>B位点4．44％(见表12)。

表12单个mA位点相合分数O～2分的分布

T幻le 12 ne di嘶bution ofH雌match scores iIl donor／recipie鹏for ki血ey桃plant

HLA相合率0～8分组分别为12、51、99、123、78、42、16、5和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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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比例最多的是3分组，共123对，占总对数的28．74％，其次是2分组99对

和4分组78对，占23．13％和18．22％，相合数为8分仅为2对，占总对数的0．47％，

由表9及图7可见，HLA相合率的分布呈2～4分组较多，0分及7～8分少的

趋势。9组之间供受者对的性别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_2。90，P=o．94，见表13

及图71。

表13 肾移植供受者的mA相合分数分布

1’able 1 3 The distribution of肌Am a：tch scores in donor／recipients for l【idney仃ansplaIlt

HLA match Percemage Cumulative
CaSes㈨

9

MaJe Female
scrores

、7

(％) percentage(％)

O Doint 12 2．80 2．80 10 2

1 point 51 11．92 14．72 38 13

2Doillt 99 23．13 37．85 68 3l

3 Doint 123 28．74 66．59 90 33

4point 78 18．22 84．81 53 25

5poillt 42 9．8l 94．63 29 13

6 D0int 16 3．74 98．36 11 5

7 Doint 5 1．17 99．53 3 2

8 Doim 2 O．47 100．OO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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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肾移植供受者HLA相合分数与移植后AR的关联性

Table 1 5 Donor／recipient’sⅢA match scores觚d its部sociation wi也AR mer kidIley仃a11splant

表16肾移植供受者mA相合O～8分组间AR率的比较

1'able 16 Comp撕sonofAR rate in 0 to 8 point groups ofDonor／recipient’s HLA match scores

★：2分组与4分组比较，贮=4．462，P=o．03。

以供受者HLA相合分数O～7分为节点划分为8对O～8分的组合组(见表

171，其中相合分数<3分的组合组，包括O分组、O～1分组合组、0～2分组合

组的AR率均>30％，其中O～1分组合组AR率最高，为34．043％；而相合分数

≥3分的组合组，包括3～8组合组、4～8分组合组、5～8分组合组、6～8分

组合组、7～8分组合组以及8分组，AR率均<10％。分别对8对组合组之间的

AR率进行比较，其中0～1分组合组与2～8分组合组之间、0～2分组合组与3～

8分组合组之间、0～3分组合组与4～8分组合组之间、O～4分组合组与5～8

分组合组之间、0～5分组合组与6～8分组合组之间、O～6分组合组与7～8分



博士学位论文

组合组之间以及O～7分组合组与8分组之间AR率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O．05)，并以HLA相合率O～2分与3～8分组合组相比差异性最大(贮=2640)；

O分组与1～8分组合组之间AR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

表17肾移植供受者mA相合率0～8分组合组的AR率的比较

Table 1 7 Comparison ofAR rate m 0 to 8 point铲oups 0fDonor／1．ecipient’s HLA match scores

a：0～1 V．S 2～8，珏=9．59，芦0．OO；b：O～2 V．S 3～8，疟=26．40，P=0．00；

c：0～2 V．S 3～8，绉=22．86，p=o．00；d：O～3 V．S 4～8，绉=18．22，p=o．00；

e：0～4 V．S 5～8，招=17．82，p=o．OO；f．0～5 V．S 6～8，绉=18．68，p=0．OO；

g：0～6 V．S 7～8，贮=20．27，p=O．00。

2．2．4供受者HLA相合率对1～3年人，肾存活率的影响(表18)

428例肾移植受者中，移植后一年15例移植肾失功，5例移植肾带功死亡，

1年入／肾存活率为95．33％，移植后两年23例移植肾失功，8例移植肾带功死亡，

2年人／肾存活率为92．76％，移植后三年25例移植肾失功，11例移植肾带功死

亡，3年人／肾存活率为91．12％。其中7、8分组共7例受者，3年人／肾存活率为

100％。O～8分组按1年人／肾存活率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HLA相合率8分=7

分=6分>4分>1分>3分>5分>2分>O分组，到3年人／肾存活率从高到低

排列， 8分=7分>4分>6分>5分>3分>1分>2分>0分组。



第二章肾移植供受者HLA相合分析及其对肾移植效果的影响

表l 8 肾移植供受者ⅢA相合率对1～3年人／肾存活率的影响

1’able 1 8 Donor／recipient’s甩A match scores and its aLssociation wi也Ⅱ1e surviVal rate of 1 to 3

years of垴dIley仃a11spl觚tation

2．3讨论

临床同种器官移植50多年的历史已证实，HLA在肾移植中极其重要的免疫

学意义，其中供受者间HLA相合率的高低对儿肾短期存活和长期存活均具有显

著影响。目前，我国内肾移植术后人／肾1年存活率在90％以上，达国际先进水

平，但肾移植受者对HLA相合率与AR、人／肾存活率等移植肾近远期效果的相

关性，报道较少。贾保祥等【3】报道了121例尸体肾移植受者术后2～5年的AR

率为12．4％(15／121)，供受者HLA．A、B、DR、DQ相合率≥4分组AR率显著低

于<4分组(3．92％VS 18．57％，P<0．05)，相合率≥4分组肾功能良好者的比例也

显著高于<4分组(86．27％VS 68．57％，P<0．05)；薛武军等【4J的研究显示2508例

肾移植供受者术后AR率为8．9％，HLA．A、B、DR为6个HLA分组的AR率

显著低于0～5分组(5％VS 16．5％，P<O．01)，HLA分为6、5、4&3、2、1和O

个组时移植肾1年存活率分别为97％、94％、93％、91％、90％和88％，6个HLA

分组的1年存活率显著高于其他0～5分组(P<0．01)，0个HLA分组的1年存活

率显著低于其他1～5分组(P<o．01)。但是，上述文献的研究对象并未排除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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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和术前PRA阳性的移植受者，而再次移植和术前PRA阳性己被证实是肾移

植后AR发生以及影响人／肾存活率的风险因素【1，21，因此，本研究选择428例进

行初次尸体肾移植、术前PRA为阴性的受者，以期更好地探讨供受者HLA．A、

B、DR&DQ相合率对近期移植肾效果的影响。

2．3．1供受者HLA相合率分布情况

研究显示，428对移植供受者HLA．A、B、DR、DQ 8个基因相合分数的平

均值为(3．01士1．48)分，HLA相合率0～8分组中3分组的比例最多(占总对数的

28．74％)，其次是2分组(23．13％)和4分组(18．22％)，2～4分已占全部移植供受

者对的70％，但是全相合8分的仅2对(0．47％)；由表9及图7可见，HLA相合

率的分布呈2～4分组较多，0分及7～8分少的趋势。仅讨论单个位点相合分数

(O～2分)时，相合分数由高到低依次为A位点>DQ位点>DR位点>B位点。

以B位点最难获得满意的相合分数，其中仅有4．44％为相合分数2分、45．19％

为0分，DR位点次之，有8．41％为相合分数2分、52．1％为0分；相比之下，A

位点和DQ位点相对较易获得满意的相合分数，其中A位点14．48％的相合分数

为2分，27．10％为0分，DQ位点11．92％相合分数为2分，26．87％为O分。提

示B位点最难获得满意的配型，而HLA-A和DQ位点相对较易获得满意配型，

其次为DR位点。据IMG咖LAmabaSe 2014年01月17日公布Rele嬲e 3．15．O，

HLA．A、B、DRBl等位基因数达到7305个，其中HLA．A等位基因2579个，B

等位基因3285个，DRBl等位基因1441个，DQBl等位基因7814个，HLA作为

人类已知多态性最丰富的基因名符其实，这也意味着在无关人群找到HLA全相

合的供者的几率极低【5】。在基因数量上，HLA．A、B、DR、DQ位点的基因数分

别为25、54、18和7个，B位点的多态性最为丰富、基因数最多，DQ位点的

基因数最少， A和DR位点的基因数在两者之间。同时，由于A位点中A2、

A11、A24和A33的基因频率之和已经达到O．891(见本研究第一部分)，高频基

因的存在使得A位点最易获得满意的相合分数。而HLA．B位点频率最高的4个

基因B13、B46、B58、B60和B75的基因频率相加分别为O．484，与A位点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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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甚远，这可能是B位点相合分数最低的原因。

此外，对于PRA阳性受者来说，由于HLA抗体针对的基因必然不是同自

身一样的基因，当他们获得选择避开自身HLA抗体针对的HLA基因的供肾时，

相对地获得相合分数更多的HLA配型的机会更大。因此，本研究选择428例进

行初次尸体肾移植、术前PRA为阴性的受者，真实地反应了由移植医师选择肾

移植供受者的HLA相合分数为(3．01士1．48)分。

2．3．2供受者HLA相合分数对术后AR率的影响

F1eming J N等【1J报道，HLA每增加1个不分位点，肾移植受者术后发生AR

的危险增加1．25倍。然而，FK506、MMF等强效免疫抑制药物面世以前的文献

报道，在供受者HLA基因不完全相合的前提下，HLA相合程度对移植肾的预后

无显著影响【51。基于对428例初次肾移植受者的研究显示，AR率为

17。76％(76／428)，高于CLINICAL T＆气NSPLANTS 1998报道的大样本尸体移植

肾16％的AR率【21。于立新等旧报道，自1991年以后开展PRA、}玎-一A组织配型

以来，1700例肾移植未发生超急性排斥反应，AR发生率为14．8％。

在进行AR率与HLA相合分数的比较中可见，2分组的AR率显著高于4

组(P=0．031)，但是其他组间比较未见显著的统计学差异。但是，以供受者HLA

相合分数0～8分为节点划分为9个组合组，0～1分组合组AR率最高，达34．04％，

相合分数<3分的组合组的AR率均>30％，相合分数≥3分的组合组AR率均

<10％；比较8对O～8分的组合组中发生AR的几率，除外O分组与1～8分组

合组以外，其余组合组间AR率的差异均呈统计学差异，而且组合组间的差异(卡

方值贮)呈现随着相合分数增加而升高的趋势。研究显示，HLA相合分数每减少

一分，肾移植受者出现AR的几率都会显著增加，相反地，随着供受者HLA相

合分数的增加，AR的几率也随之下降。因此，获得良好的}玎二A配型是减少肾

移植AR发生不可忽视的因素，然而HLA相合率O～2分与3～8分组合组相比

差异性最大(贮-26。40)；提示了，初次肾移植受者应尽量选择供受者HLA相合率

≥3分的供肾，尽量避免选择供受者相合分数O～1分的供者。供受者间HLA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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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分数越高，术后发生AR几率越低，相对需要的免疫抑制剂药物浓度也可以降

低，继而减少术后发生感染和肿瘤的几率【111，最终实现移植受者生活质量的提

高以及人／肾长期生存【l 2I。

2．3．3供受者HLA相合分数对术后3年人，肾生存率的影响

影响肾移植受者术后肾功能的原因有多种方面，移植肾带功死亡已成为后

期死亡的重要原因17J。近10万例尸体肾移植的临床回顾性分析显示，在新型免

疫抑制剂应用后，尸体移植肾排斥反应的临床表现越来越不典型，但即使如此，

HLA的相容性仍然是影响移植肾长期存活的主要因素之一【引。Gential G等【9】的

研究，2002年至2007年间2060例尸体肾移植受者的1年生存率为96％。本研

究中，初次肾移植受者中15例人／肾生存率小于1年，1年人／肾存活率95．8l％，

与文献报道的1年～肾存活率基本一致。而研究中11例带功死亡均为术后肺部

感染导致，可见移植肾带功死亡(肺部感染)是术后1年人／肾存活率的重要原因之

一。428例肾移植受者中，移植后一年15例移植肾失功，5例移植肾带功死亡，

1年人／肾存活率为95．33％，移植后两年23例移植肾失功，8例移植肾带功死亡，

2年人／肾存活率为92．76％，移植后三年25例移植肾失功，11例移植肾带功死

亡，1年凡肾存活率为91．12％。其中7、8分组共7例受者，3年入／肾存活率为

100％。O～8分组按1年人／肾存活率从高到低排列，依次为HLA相合分数8分

=7分=6分>4分>1分>3分>5分>2分>O分组，到3年人／肾存活率从高到

低排列， 8分=7分>4分>6分>5分>3分>1分>2分>O分组。提示，在

HLA相合分数对肾移植术后1～3年人／肾存活率的影响是持续存在的。Manins L

等【10】对1300例肾移植受者研究示，供受者HLA相合率0到6分(0～6分作为

连续变量)1年移植肾存活率差异无显著意义，P=0．791(0～6分作为分类变量)6

分组的1年移植肾存活率有显著差异显著高于0分组(P=0．02)。本研究显示，随

着HLA相合率分数的增加，肾移植受者1年人／肾有功能存活率也随之增加，

HLA相合率≥6分的受者1年人／肾存活率为100％，HLA相合分数O～8分组间

的1年人／肾存活率存在差异，但是随着移植时间的增加，到移植术后3年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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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越高，获得人／肾生存的比率越高，提示了mA相合分数在移植物长生存中

作用更为明显。Ceal【aJM[2】的研究显示，1996年至2005年间UNOS登记的76768

对供受者中，随着HLA．A、B、DR相合率6分减少到0分，肾移植受者10年

人／肾存活率从51％逐步下降至39％。由此可见，随着移植时间的延长，供受者

HLA相合率对人／肾存活率的影响越明显。

2．4结论

由于HLA存在的高度多态性，导致供受者之间肾移植受者获得HLA．A、B、

DR&DQ全相合供者的几率极低，．其中HLA．B最难获得满意的相合分数，本研

究真实地反应了由移植医师选择肾移植供受者的圈．一A相合分数为(3．01士1．47)

分。研究证实，HLA相合率对初次移植肾的近期效果具有显著影响，随着供受

者HLA相合分数增加，AR率逐步降低，当mA相合分数≥3分时，移植后AR

率降低明显。但是，若过分追求供肾的HLA相合率，势必增加移植受者的等待

时间以及影响其生活质量。因此，为了获得良好的肾移植近期效果，同时提高

移植肾的长期存活率，初次肾移植受者应尽量选择供受者HLA相合率≥3分的

供肾，且尽量避免选择供受者相合分数0～1分的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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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采用校正PRA(CPI认)方法分析HLA抗体阳性受者

获得肾脏移植的几率

己知PRA检测可识别等候肾脏移植受者不能接受的HLA基因以及反映移

植受者体液免疫状态【1，2】，受者术前进行PRA检测以确定受者不可接受的HLA

基因己成为行业标准。尽管自1998年HLA配型以及PRA分析技术在全国范围

推广应用后，2000年起全国一年肾移植入／肾存活率>95％，但是，PRA阳性受

者存在不可接受的HLA基因必然导致其获得移植机会减少【3】，他们获得移植的

机会往往只有PRA阴性受者的1／5．1／10，等待时间也是其3．5倍。对于PRA阳

性受者来说，获得安全移植的同时缩短移植等候时间已成为迫切的需要[1’41。然

而，受者的PRA检测结果并不能预测交叉配型时与供者不相容的实际几率，因

此，本研究在首次建立了能反映我国PRA阳性受者与供者不相容的真实几率的

校正PRA(Calculated PRA，CPRA)方法，以2004例供者HLA数据建立数据库，

对202例PRA阳性患者的CPRA进行评价分析，报道如下。

3．1材料与方法

3．1．1临床资料

收集2000年1月～2012年12月间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及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四五八医院进行移植、且HLA基因分型资料完整的尸体及心脏死亡器官

捐献(Donation mer Cardiac Dea．虬DCD)供者共2004例；收集2008年1月～2012

年12月间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八医院等候肾移植

的PRA阳性、且存有足量血清标本(PRA强度为峰值)的受者202例。

3．1．2 CPRA分析方法的建立

采用PCR-SSP方法对2004例供者进行HLA．A、B、DR分型(INNO．TRAN

公司HLA．Ready Gene试剂，德国)。按照文献【5，6】的算法建立供者HLA数据库，

应用Arlequin软件3．11计算单个HLA—A、B、DR基因以及各种A．B、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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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R和A．B—DR单倍型出现的频率，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CPRA-Java计算软件，

将PRA特异性结果作为不同接受的HLA基因，并在CPRA计算软件中输入各

种不可接受基因的组合时，即可获得一个CPRA的百分数，代表估算得该受者

不可接受HLA基因在数据库供者群体中所占的期望值频率。

3．1．3 PRA阳性受者的CPI认分析

采用ELISA方法对202例PRA阳性受者的血清进行HLA抗体确定实验(One

La玎曲da公司LAT试剂，美国)，分析PRA强度(％)、HLA抗体特异性，抗体类

型(只有一种特异性抗体为单一抗体；有多种特异性抗体为复合抗体)。将202例

PRA特异性抗体作为不可接受的HLA基因，并计算含有全部不可接受基因的供

者期望值频数，即获得相应的CPI认值。

3．1．4 CPRA与PRA的一致性分析

按照PI认致敏程度，分别比较低度致敏(P＆◇0～10％)、中度致敏

(PRA>10～30％)和高度致敏(Pm◇30％)与该致敏程度CPRA的平均强度的差异以

及不同致敏程度间CPRA的平均强度的差异；比较PRA低、中、高致敏组中CPRA

值(>0～10％、>10～30％和>30％)的分布情况，对PRA强度和CPRA值的均值进

行一致性比较。

3．1．5统计学方法

A数据库中供者HLA．A、B、DR数据分析结果应用a11equm@软件验证，

是否符合H砌y．Wreinbe玛平衡。CPRA值与PRA强度均值以X士SD表示，两者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CPRA值与PRA强度一致率的计算使用kappa参数即

内部一致性系数(inter-rater，coefficient of intemal coIlSistency)，Kappa>0．75两者一

致性较好，0．75>Kappa>O．4两者一致性一般，Kappa<o．4两者一致性较差。数

据处理采用SPSSl3．0软件，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准萨0．05。

3．2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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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CPRA分析方法的建立

分析2004例供者的HLA．A、B、DR表达情况。HLA表型频率经arlequiIl

软件计算，2004例供者共表达HLA．A、B、DR基因74种，HLA．A。B单倍型

340条，HLA．A．DR单倍型176条，HLA．B．DR单倍型380条，HLA．A．B．DR单

倍型2104条，其中常见的基因及单倍型及其频率详见表19、表20。将202例

PRA阳性受者的HLA抗体特异性结果，输入CPRA．Java软件，获得含全部不可

接受基因的供者期望值频数，即获得相应的CPRA值。所得的CPRA值代表受

者不可接受的HLA基因在供者群体中存在的几率，附例见表21。

表19移植供者HLA数据库中常见HLA．A、．B及．DR基因频率(GF>0．01)

Table 1 9 Co舢[Ilon}玎二A-A，-B，-DR gene丘equencies ofdonor闭LA d雏山鹤e

GF：gene舵quencies

表20移植供者HLA数据库中常见单倍型频率

Table 20 Common HLA-A·B，A-DRB-DR h印lot)，pe丘equencies of donor HLA d酏abaSe

HLA—A—B丑：F(>O．01)HLA-A-DR HF(>0．01)HLA—B—DR丑】i(>O．01)HLA-A-B-DR lIF(>O．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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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CPRA与PRA的一致性分析

3．2．2．1 202例PRA阳性受者的CPRA分析

202例受者的PRA阳性平均强度为(23．12士17．96)％，强度在1．25％～91．25％

之间。对202例PRA阳性受者进行CPI淤分析，所得CPRA均值为

(46．07士23．30)％，其中CPRA值最低为1．92％(P凡心．5％，不可接受HLA基因：

HLA．B44)，最高92．32％(PRA47．5％，不可接受HLA基因：HLA．A02，A24，

B51，B52，B54，B55，B56，B57，B58，B60，B61，DR07，DI如8，DRll，

DRl2，DRl3，DRl4，DRl5，DRl6)。对PRA平均强度与CPRA均值(46．07士23．30)％

进行比较，差异存在显著统计学意义舻11．08，P=0．00，表22)。

表22 CPRA与PRA的均值比较

Table 22 Comp撕son of meall Value m CPRA a11d P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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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PRA结果中，只有一种抗体特异性者为单一抗体，存在两种或以上者为

符合抗体。30例单一抗体受者的PRA均值为(5．57士2．16)％，172例复合抗体的

PRA均值为(26．19士17．74)％，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30例单一抗

体受者的CPRA均值为(16．22士10．65)％，172例复合抗体的CPRA均值为

(51．27士20．87)％，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表23、表24)。

表23不同抗体类型间PRA均值的比较

Table 23 CoInp耐son of PRA meaIl Value in Di恐rem q，pes of antibodies

表24不同抗体类型间CPRA均值的比较

Table 24 C0mparison of CPRA me觚Value ill Di位rent邯es ofantibodies

依据CPRA值>0～10％、>10～30％和>30％分为3组，分别为13、42和147

例，组中CPRA均值分别为(4．84士2．2)89％、(20．51土5．39)％和(57．02士16．71)％，

各组分别占PRA阳性受者的6．44％(13／202)、20．79％(42／202)和72．77％(147／202，

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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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CPRA值>O～10％、>10~30％和>30％的分布

Table20111edi矧butionofCPRA砌ueiIl>0to 10％，>10—30％and>30％

3．2．2．2 CPRA与PRA的一致性分析

依据PRA致敏程度分为三组：低度致敏者口RA>O～10％)占受者的

30．69％(62／202)，PRA平均强度为(6．87％土2．41)％，组中CPRA均值为

(21．63士11．75)％，PRA平均强度与CPRA均值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P<O．05)；中度致敏者(10~30％)占受者的45．05％(91／202)，平均强度为

(20．15士5．70)％，组中CPRA均值为(50．56士16．86)％，PRA平均强度与CPRA均

值之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P<0．05)；高度致敏者(>30％)占受者的

24．26％(49／202)， 平均强度为(49．20士15．17)％， 组中CPRA均值为

(68．64％士15．35)％，PRA平均强度与CPRA均值之间无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P>0．05)。分别比较三种致敏程度中CPRA均值的差异，其中低度致敏组与中、

高度致敏组的CPRA均值的差异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中度致敏组和高度

致敏组之间CPRA均值的差异则不存在统计学差异(P>O．05，表26)。

表26 PRA值>0～10％、>10～30％和>30％时与相应CPRA值的比较

Table 26 Comp撕son ofPRA wimitS correspondir玛CPRA iIl 0 to 10％，10～30％and oVer 30％

Note：SD=S协dard d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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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PRA低、中、高致敏组中CPRA值(>0～10％、>10～30％和>30％)分布

的差异：在低度致敏组(P鼬◇0～10％)中，CPRA值>0～10％、>10～30％和>30％分

别占19．36％(12／62)、51．61％(32／62)和29．03％(18／62)；在中度致敏组中，三组

CPRA值分别占1．10％(1／91)、10．96％(10／91)和87．91％(80／91)；在高度致敏组中，

49例受者的CPRA值均>30％。即低、中、高度致敏组PRA强度与CPRA值的

一致率分别为19．36％(12／62)、10．99％(10／91)和100％(49／49)，PRA强度与CPRA

值的一致程度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差异(Kappa-0．09，P<0．05，图8，表27)。

1∞

舯

60

譬
矗

U 40

0

>o～10％ >20～3∞0 >∞～91．25％珏渔

图8 PRA和CPRA的一致性

Fig．8 Agreement between PRA and CPRA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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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CPRA和PRA分布的一致性

Table 27 The distribution of agreement be觚een CPRA aIld PRA Values

3．3讨论

Kappa系数=0。087，近似t值=2。392，近似P值=0。O 1 7

HLA抗体介导的体液免疫导致严重排斥反应已经被广泛验证【s】，受者体内

预存针对供者的特异性HLA抗体，即使应用各种有效的手段祛除抗．HLA抗体，

使移植前交叉配型阴性、PRA降低甚或阴性，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仍明显增

加【9，1们。因此，PRA阳性受者选择避开PRA峰值中全部不可接受HLA基因的供

体，是避免移植后严重排斥反应发生的关键H，¨】，并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可。

Y撕agida R等【12】建立的虚拟交叉配型(．VⅪⅥ)法则，是通过确定受者不可接受的

HLA基因，剔除存在针对供者HLA基因的抗体的受者，使心脏移植高度致敏受

者的5年移植物存活率与美国全国平均水平无显著差异。但是受者存在不可接

受的HLA基因必然导致其获得移植机会减少、等待时间增加【l’4J，而如何确切估

算他们获得移植的几率的方法国内未见报道。本研究建立的CPRA方法，是通

过2004例供者HLA频率建立数据库，分析计算不同的不可接受的HLA基因组

合占全部供者的期望值频率。

202例PRA阳性受者不可接受的HLA基因组合在该供者群体中所占的期望

值频率，即CPRA值。以期为我国PRA阳性的肾移植受者估算获得移植确切几

率提供依据。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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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202例PRA阳性受者的平均强度为(23．12士17．96)％，其中以

P凡◇0—10％和>10～30％的低、中度致敏者为主，占受者的75．74％(153／202)，与

既往研究基本一致【13】。研究显示，对202例PRA阳性受者CPRA值>0～10％、

>10～30％和>30％分别占6．44％(13／202)、20．79％(42／202)和72．77％(147／202)，即

PI乙～阳性受者以CPm◇30％为主。由表1～3可知，就单个基因而言，频率最高

的是HLA．A2(GF=0．1745)，如受者存在单一抗体HLA．A2时的CPRA值已经高

达31．89％，即在2004例供者中不可接受的供者为639例；研究的202例PRA

阳性受者中，CPRA值最高者为92．32％，由于受者存在多个不可接受的HLA基

因：HLA．A02、A24、B51、B52、B54、B55、‘B56、B57、B58、B60、B61、

DI如7、DI如8、DRll、DRl2、DRl3、DRl4、DRl5、DRl6，因此在2004例供

者中不可接受的供者为1850例，而其PRA强度仅为47．5％。CPRA值越高则表

示能够避开全部不可接受甩A基因、预计获得交叉配型阴性供体的几率越小，

相对等待移植时间越长；反之，CPI认值越低，预计交叉配型阴性的几率越大，

等待移植时间越短。由此可见，CPRA值能确切地反映PRA阳性受者获得移植

的几率，使移植医师能预先了解致敏受者与任何供者交叉配型阳性的可能性。

然而，由于肾源的匮乏，仅10％的受者最终能获得移植。对于CPRA值高者应

考虑进行亲属间配型，由于受者与父母、子女的HLA相合率必然在半分以上，

即不分HLA基因的个数更少；而受者与配偶之间也可能存在免疫耐受现象【141，

因此对于PRA及CPRA高的受者选择亲属供者可能获得交叉配型阴性的几率必

然比等候无关供者更大。

由于PRA致敏强度是排斥反应发生的“度”，受者PRA水平和术后早期急性

排斥反呈正相关，随着致敏程度的升高，急性排斥发生率愈蒯8一，受者移植前

PRA>30％(高度致敏)是肾移植的高危因素‘3，151。研究显示，致敏受者的PRA强

度与CPRA值的分布并不完全相符(图7)，低度和中度致敏组的平均PRA强度均

显著低于该致敏水平的CPRA均值(21．63士11．75)％和(50．56士16．86)％(P<0．05)，而

高度致敏组中两者无显著差异(P>O．05)，同时，低度致敏组的CPRA均值显著低

于中、高度致敏组；低、中、高度致敏组中PI认强度与CPRA值的一致率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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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9．35％、10．99％和100％，低、中度致敏组中PRA强度与CPRA的一致程度

存统计学意义(P<O．05)，高度致敏组中两者的一致程度无统计学差异(P>O．05)。

研究表明，低、中度致敏受者的PRA强度与CPRA值存在差异，CPRA总体比

PRA强度呈现的数值高，即低、中度致敏受者实际获得移植的几率比PRA强度

反映的更低；而在高度致敏受者中100％的CPRA值都>30％，因此，高PRA受

者选择供肾更需慎重，必须进行准确可靠的PRA特异性检测，避开既往曾出现

过的全部不可接受HLA基因。

综上所述，传统的PRA强度分析反映了肾移植受者自身的致敏程度，代表

了交叉配型时与供者不相容的HLA基因，因而，准确可靠的PRA特异性检测

其不可接受的HLA基因极为重要；在此基础上，应用CPRA方法则可以如实反

映受者获得移植的几率，为I临床医师预测受者等待时间、选择移植方式提供依

据。

3．4结论

本研究建立的CPRA方法，是通过分析供者HLA频率建立数据库计算PRA阳

性受者不可接受的HLA基因组合在该供者群体中所占的期望值频率，即CPRA

值。研究证明，应用PRA检测HLA抗体呈低度致敏时受者实际获得移植的几率

可能比PRA强度反映的低；而Pm◇30％时CPRA均>30％，证实PRA>30％为肾移

植的高危因素。因此，高PIU受者选择供肾更需慎重，必须进行准确可靠的PI认

特异性检测，避开既往曾出现过的全部不可接受HLA基因。传统的PRA强度分

析反映了肾移植受者自身的致敏程度，代表了交叉配型时与供者不相容的HLA

基因，准确可靠的PRA特异性检测其不可接受的HLA基因极为重要；在此基础

上，应用CPRA方法则可以如实反映受者获得移植的几率，为临床医师预测受

者等待时间、选择移植方式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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