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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酸盐转运蛋白在痛风中的多态性和治疗相关性

姬志祥 1，2，蓝常贡 3

文题释义：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是指在全基因组层面上，开展多中心、大样本、反复验证的基因与疾病的

关联研究，是通过对大规模的群体DNA样本进行全基因组高密度遗传标记(如SNP或CNV等)分型，从而寻找与复杂疾病相关的遗传因素的研

究方法，全面揭示疾病发生、发展与治疗相关的遗传基因。

尿酸盐转运蛋白：主要位于肾脏和肠道，负责调节人的血清尿酸水平。如近端小管细胞的基底外侧膜中的GLUT9和顶端膜中的URAT1介导

肾尿酸重吸收。部分尿酸盐转运蛋白的变体会增加血清尿酸盐水平和痛风风险，这些蛋白的基因多态性研究和药物相关性研究对于痛风

的个体化高效治疗有重要意义。

摘要

背景：研究表明，GLUT9、URAT1、NPT1和ABCG2等尿酸盐转运蛋白直接参与人的血清尿酸水平调节，其编码基因的多态性与痛风的发生

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尿酸盐转运蛋白的针对性治疗成为一种临床治疗痛风的新思路。

目的：总结近几年尿酸盐转运蛋白在痛风中的多态性表达及与临床药物的相关性研究进展，为进一步探究痛风及高尿酸血症的个性化治

疗提供文献和理论基础。

方法：由第一作者以“痛风、尿酸盐转运蛋白、高尿酸血症、基因多态性、治疗”为中文检索词，以“Gout，Urate transporter，
Hyperuricemia，Polymorphism，GWAS，Therapy”为英文检索词，通过计算机检索CNKI、万方数据库和PubMed数据，检索出相关文献131
篇，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并进行文献增减，筛选出78篇文献进行汇总、归纳，主要包括尿酸盐转运蛋白在痛风中的基因多态性及痛风

药物作用机制与尿酸盐转运蛋白的相关性等内容。

结果与结论：大量研究表明，尿酸盐转运蛋白的多态性与尿酸稳态密切相关，以GLUT9、URAT1、NPT1和ABCG2最为重要。这些蛋白在不

同人群中的差异性表达，并且与痛风药物的反应机制密切相关。在未来诊疗中，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帮助评估高尿酸血症患者有无治疗必

要，并帮助痛风患者制定个体化高效的治疗方案。通过激活BCRP增强肠道对尿酸的清除来治疗高尿酸血症可能是一种可行方案。

关键词：痛风；高尿酸血症；尿酸盐转运蛋白；基因多态性；治疗；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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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文章快速阅读：

研究特点—

总结了 4 种常见尿酸盐转运蛋白在痛风中的多态性表达相关研究，读者可更好地理解尿酸盐转运蛋白的

基因多态性的个体化差异及其在痛风进展中的作用；

归纳了近几年痛风药物研究中糖皮质激素、尿酸合成抑制剂、促尿酸盐排泄药、中药及其提取物的作用

机制与尿酸盐转运蛋白之间的联系，探讨这些药物在痛风个性化诊疗中的应用前景。

尿酸盐转运蛋白

转运蛋白 GLUT9、URAT1、NPT1 和

ABCG2 在痛风中的多态性表达

→ →

糖皮质激素、尿酸合成抑制剂、促尿酸盐排泄药、

中药及提取物与尿酸盐转运蛋白之间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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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痛风的主要病理学特征是在尿酸浓度逐渐升高的条件下

单钠尿酸盐 (monosodium urate，MSU) 结晶的慢性沉积
[1]
。

研究表明，血清尿酸盐浓度增加不仅会造成单钠尿酸盐结晶

的沉积，导致关节内和关节周围的疼痛性炎症发作，还与糖

尿病
[2]
、心血管疾病

[3]
、高血压

[4]
、慢性肾脏病等疾病的发

病率密切相关
[5]
。近几年的流行病学资料表明，痛风及高尿

酸血症的患病率处于逐渐升高的趋势，其中欧美地区成人的

痛风患病率为 0.68%-3.9%[6-10]
，美国的高尿酸血症患病率达

20.2%[6]
；中国部分地区的痛风患病率已达到 1.57%-2.6%[11-13]

，

高尿酸血症患病率达 6.4%-21.04%[11-13]
；痛风的患病率还具

有男性高于女性、女性绝经后升高等特点
[14]
。因此，痛风及

高尿酸血症发病机制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病理高尿酸血症指血清尿酸浓度高于 408 μmol/L，高

于此浓度时在生理 pH 值和温度下体外可形成单钠尿酸盐结

晶。血清尿酸盐浓度的升高与环境因素及遗传因素相关
[1]
。

环境因素包括摄入啤酒，肉类和海鲜等富含嘌呤的食物，摄

入会增加嘌呤核苷酸降解的果糖，自身的体质量指数 (BMI)

过高以及有利尿药物服用史，最终导致尿酸产生过剩
[14]

。

遗传因素对血清尿酸盐浓度变化的影响大于环境因素，

主要是相关易感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 影响肾脏和肠道中尿酸盐转运蛋白的

功能，造成尿酸排泄不足。

尿酸盐转运蛋白主要位于肾脏和肠道，负责调节人的血

清尿酸水平，如近端小管细胞的基底外侧膜中的 GLUT9 蛋白

和顶端膜中的 URAT1 介导肾尿酸重吸收。部分尿酸盐转运蛋

白的多态性变体会增加血清尿酸盐水平和痛风风险，这些蛋

白的基因多态性研究和药物相关性研究对于痛风的个体化高

效治疗有重要意义。文章旨在探讨尿酸盐转运蛋白编码基因

多态性和综述相关药物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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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Urate transporters such as GLUT9, URAT1, NPT1 and ABCG2 are 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regulation of human serum uric acid levels. The gene 
polymorphism of urate transporte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gout. Therefore, the targeted therapy of urate transporter is a new 
way to treat gou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polymorphism expression of urate transporter in gout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drugs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providing literatur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exploration of personalized treatment of gout and hyperuricemia.
METHODS: The first author searched CNKI, WanFang database and PubMed database. The key words were “Gout, Urate transporter, Hyperuricemia, 
Polymorphism, GWAS, Therapy” in Chinese and English, respectively. Totally 131 literatures were retrieved.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78 articles regarding the genetic polymorphism of urate transporter in gout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gout drugs and urate 
transporter were screened out and summariz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urate transporter polymorphism is closely related to uric acid homeostasis, with 
GLUT9, URAT1, NPT1 and ABCG2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These proteins a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in different populations and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action mechanism of gout drugs. In the futur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 results of these studies can help assess the need for treatment in patients 
with hyperuricemia, and help patients with gout formulate personalized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plans. It may be a feasible solution to treat hyperuricemia by 
activating BCRP to enhance the clearance of uric acid in the intestine.
Key words: gout; hyperuricemia; urate transporter; gene polymorphism; treatment;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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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和方法   Data and methods
1.1   文献检索和筛选要求  

1.1.1   数据库  第一作者通过计算机检索 CNKI、万方数据库

和 PubMed 数据。

1.1.2   检索词  中文检索词：痛风、尿酸盐转运蛋白、高尿酸

血症、基因多态性、治疗；英文检索词：Gout，Urate trans-

porter，Hyperuricemia，Polymorphism，GWAS，Therapy。
1.1.3    检索词的逻辑组配  “痛风”与“尿酸盐转运蛋白”

与“基因多态性”；“高尿酸血症”与“尿酸盐转运蛋白”与“基

因多态性”；“痛风”与“尿酸盐转运蛋白”与“治疗”；“Gout” 

and“urate transporter”and“gene polymorphism”；“hyperuricemia” 

and “urate transporter”and “gene polymorphism”； “gout”and 

“urate transporter ” and “Treatment”；

1.1.4   检索的时间范围  2010 至 2020 年发表的文献。

1.2    文献筛选标准  

1.2.1   纳入标准   ①与转运蛋白 GLUT9，URAT1，NPT1 和

ABCG2 在痛风的多态性表达相关的研究；②糖皮质激素、尿

酸合成抑制剂、促尿酸盐排泄药、中药及其提取物等痛风药

物与转运蛋白相关的研究。

1.2.2   排除标准   ①与文章内容关联性弱、参考价值不高的

文章；②重复的文献；③研究方法有明显漏洞、缺乏可靠论

据的文章。

1.3   质量评估及数据的提取   计算机检索获得 131 篇文献，

经过作者评价纳入文献的有效性和适用性，通过阅读文章题

目和摘要初次筛选；排除重复性研究和无关文献，最后纳入

78 篇文献进行综述。文献检索流程图见图 1。

2  结果  Results 
2.1   尿酸盐转运蛋白在痛风中的多态性表达   近几年的全

基因组关联研究 (Genome 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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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尿酸盐转运蛋白编码基因 SLC2A9( 编码 GLUT9)，     

SLC22A12( 编码 URAT1)，SLC17A1( 编码 NPT1) 和 ABCG2( 编

码同名蛋白 ) 与血清尿酸盐水平变化的相关性高于其他基   

因
[15]( 见表 1)。

2.1.1   SLC2A9 基因多态性与痛风的关系  SLC2A9 基因编码的

GLUT9 蛋白是 GLUT 家族独特的成员，在转运尿酸的过程中

具有电压依赖性。GLUT9 有 2 个同工型 GLUT9L( 长同工型 )

和 GLUT9S( 短同工型 )，分别位于肾近曲小管细胞的基底外

侧膜和顶端膜，区别仅在于 N 端结构域的前 29 个残基
[16]
。

GLUT9S 的尿酸转运能力更高，具有重吸收尿酸的作用，而

GLUT9L 主要负责尿酸的排出。研究已证明，SLC2A9 是最突

出的尿酸盐转运蛋白编码基因之一，与 ABCG2 共同解释了

6.9% 以上的血清尿酸盐变异
[17]
，且在女性中更为常见

[1]
，

突变可降低血清尿酸盐水平，并造成 2 型肾性低尿酸血症
[18]
。

GLUT9 功能的丧失是 SLC2A9 基因 36kb 缺失导致 231 个氨基

酸的蛋白被截断所致
[19]
。

在近几年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中，SLC2A9 的 SNP 风险

等位基因 ( 如 rs1014290 的 C/T 等位基因 ) 对临床参数的影

响在不同类型痛风的病例对照 OR 比值中呈显著的线性关

系
[17, 20]

。这提示 GLUT9 的多态性不仅会影响尿酸水平，还

与痛风特定亚型 ( 肾脏排泄不足型和肾脏超负荷型 ) 存在差

异性关联。MATSUO 等
[17]

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研究表明，

SLC2A9(rs3775948)与肾脏排泄不足型痛风的关联性 (OR=1.94)

明显强于肾脏超负荷型痛风 (OR=1.38)；病例亚型异质性检

验显示 OR 值有显著性差异 (P=2.7×10−4) 。

尿酸浓度异常的个体与 SLC2A9 的 SNP 密切相关
[16]
，主

要体现在基因型不同的人种存在不同的临床表型。TU 等
[21]

对中国台湾的原住民和汉族的基因型研究表明，参与研究的

汉族人高风险基因型 SLC2A9(rs1014290 [AA]) 和痛风的发生密

切相关，此基因型在原住民参与者中并不显著，而另一项在

日本男性门诊患者中的研究也证明了此基因型与痛风的关联

性
[20]
。WRIGLEY 等

[22]
使用对数变量进行多元调整的逻辑回

归和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了 1 699 例欧洲痛风病例和 14 350 例

正常尿酸和高尿酸对照组的基因型，证明欧洲高尿酸血症患

者 SLC2A9 rs11942223 的 T 等位基因与痛风相关；类似的研

究还证明新西兰人的相关性并排除了波西尼亚人的相关性风

图 1 ｜文献检索流程图

险
[23]
；而在高加索人中，该基因在果糖负载增加的情况下会

表达上调，减少尿酸排泄
[24]
；还有研究证明了此基因型与痛

风石的发病无关
[25]
。CHEN 等

[26]
在非洲大陆进行了第一个全

基因组关联研究测定血清尿酸，共有 4 126 位非洲人和 5 007

位非裔美国人参与研究。确定了非洲人与血清尿酸相关的 2 个

重要基因座：4p16.1(SLC2A9) 和 11q13.1(SLC22A12)。SLC2A9 中

关联最紧密的 SNP 为新发现的 rs7683856(P=1.60×10-44)，其次

为 rs6838021(P=5.75×10-17)。SUN 等
[27]

测试了中国新疆维吾尔

族人 SLC2A9 中的 5 个 SNP(rs938557，rs7679916，rs7349721，
rs13101785 和 rs13137343)，结果正常血尿酸组中，rs938557

与尿酸显著相关，其中具有 T 等位基因的个体尿酸水平明显

高于 C 等位基因的个体；rs7679916 和 rs13137343 有一定相关

性；在高尿酸血症组中，未发现可能影响尿酸浓度的 SNP。
YANG 等

[28]
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1 056 例高尿酸血症患者中随

机选择 300 例受试者鉴定基因多态性，SLC2A9 rs11722228 多

态性 (CC，CT 和 TT) 据报道分别为 49.3%，40.3% 和 10.3%；而

DAS GUPTA 等
[29]

在针对马来西亚人的研究表明也提示，相对

于 CT 基因型和 TT 基因型，SLC2A9 rs11722228 的 CC 基因型的

痛风受试者的血尿酸水平明显较高 (P=0.002)，同时还具有更

高的有痛风家族史概率 (P < 0.050) 和肾结石发生率 (P=0.026)；

早前类似的研究还表明此基因型与墨西哥人、日本人的高尿

酸血症发生密切相关
[30- 31]

。ZHOU 等
[32]

在中国大陆进行了低

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例和正常对照的 3 组队列研究，共鉴

定出 84 个高质量变体。在低尿酸血症患者中发现 2 种 SLC2A9

的罕见变体 p.T21I 和 p.G13D，而高尿酸血症例和正常对照组

则未发现。 

总体而言，阐明 GLUT9 多态性对血清尿酸的作用是一

项复杂的工作，因为种族、性别以及物种等多种因素可能会

影响基因多态性。因此，阐明 GLUT9 与尿酸代谢之间的相互

作用机制将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工作量多而繁杂，目前针对

不同基因型的具体治疗仍未开展广泛研究，并且针对特定等

位基因型的跨种族研究相对较少，仍需要继续开展相关研究。

2.1.2   SLC22A12 基因多态性与痛风的关系   SLC22A12 基因编

码的尿酸盐 / 阴离子交换剂 (URAT1) 在 2002 年首先被证明主

要位于肾脏近端小管细胞的顶端膜中，它是与肾脏中尿酸重

吸收有关的最重要的转运蛋白
[33]
。URAT1 由 555 个氨基酸残

基组成，形成 12 个跨膜结构域，其中亲水基由 4 个跨膜结

构域组成。URAT1 在 12 个跨膜结构域中具有一个亲水环。

检索 CNKI、万方数据库和 PubMed 数据

检索词的逻辑组配：

“痛风”与“尿酸盐转运蛋白”与“基因多态性”；

“高尿酸血症”与“尿酸盐转运蛋白”与“基因多态性”；

“痛风”与“尿酸盐转运蛋白”与“治疗”；

“Gout” and “urate transporter” and “gene polymorphism”; 
“hyperuricemia” and “urate transporter” and “gene polymorphism”; 
“gout”and “urate transporter ” and “Treatment”

检索获得 131 篇文献
阅读文章题目和摘要初筛；排除重复性

和无关文献

纳入 78 篇文献进行综述

表 1 ｜尿酸盐转运蛋白编码基因的多态性与痛风的关系

编码基因 存在部位及功能

SLC2A9( 编码 GLUT9)；
SLC22A12( 编码 URAT1)

位于肾小球近端小管细胞基底外侧膜中的 GLUT9 和顶端

膜中的 URAT1 并介导尿酸重吸收

SLC17A1( 编码 NPT1) NPT1 存在于肾近端小管细胞的顶端膜上并介导尿酸盐

排泄，编码 NPT1 的基因功能获得性突变可导致肾尿酸

盐排泄增加并可以降低痛风的风险

ABCG2( 编码同名蛋白 ) ABCG2 基因编码的同名蛋白存在于近端肾小管细胞和肠

上皮细胞的顶表面，同时参与小肠和肾脏的尿酸盐排泄，
ABCG2 功能异常的变体会增加血清尿酸盐水平和痛风的

风险
[14]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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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肾脏中，URAT1 负责通过跨膜电位梯度将尿酸盐经由

近端小管细胞的顶端膜转运到近端肾小管管腔。URAT1 具有

高容量，但对尿酸的亲和力低，Km 为 (371±28)µmol/L[34]
。

所以 URAT1 在调节人类血液尿酸水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

也已被证明是高尿酸血症的重要靶标，其氨基酸的变化对尿

酸吸收有很强的影响
[35]
，而 SLC22A12 突变可降低血清尿酸

盐水平，并造成 1 型肾性低尿酸血症
[18]
。URAT1 功能失调的

患者常常因运动累积过多自由基导致肾动脉痉挛，进而引起

急性肾功能衰竭。早前的研究已表明，SLC22A12 基因包含

多个与高尿酸血症相关的多态性位点，第 1 外显子 C258T 位

点 SNP 可提高尿酸排泄率并降低尿酸的重吸收，第 2 外显子

C426T 的 SNP 可能与减少尿酸排泄相关。此外，URAT1 中的

SNP 与肥胖、胆固醇、原发性高血压等代谢综合征的发病机

制有关。

研究还发现较高的 CADD Phred 得分与 SLC22A12 变体中

对血清尿酸盐的实质性不良影响相关
[36]
。而 MISAWA 等

[35]
的

研究中未发现 CADD Phred 评分与 URAT1 的功能变化之间有任

何显著相关性，这可能与后者的基因座数量少有关。MISAWA

等
[35]

还通过微基因实验证明，SLC22A12 的 rs58174038 等

位基因 G 突变为 A 时，将出现终止密码子 TGA 进而导致

URAT1 功能丧失。对 URAT1 吸收尿酸有显著改变的 SNP 还包

括 rs552232030、rs145738825 和 rs201136391，表明罕见变

异体是解释血清尿酸盐水平“缺失遗传力”的重要部分。

TU等
[21]

对中国台湾的原住民和汉族的基因型研究表明，

参与研究的汉族人高风险基因型 SLC22A12(rs475688[CC]) 和

痛风的发生密切相关，此基因型在原住民参与者中并不显

著；ZOU 等
[37]

进行的 Meta 分析也证明了该基因型的易感

性。TIN 等
[36]

报道了在 19 517 名欧洲裔和非洲裔美国人的

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发现尿酸盐转运蛋白 SLC22A12

和 SLC2A9 中低频破坏变异的聚集关联，同时还找到了

SLC22A12 中 2 个罕见的独立错义变异体 rs150255373 和

rs147647315 携带者的痛风风险减半，rs150255373 变异仅在

欧洲裔美国人参与者中观察到，而 rs147647315 主要在非裔

美国人参与者中观察到；CHEN 等
[26]

在非洲大陆进行的第一

个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也证明 rs147647315 是与非洲人群的血

清尿酸关联最紧密的 SNP(P=6.65×10-25)。 ZHOU 等
[32]

在中国

大陆进行了低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例和正常对照的 3 组队

列研究，共鉴定出 84 个高质量变体。在低尿酸血症患者中

发现 4 种 SLC22A12 的罕见变体 p.W50fs，p.Q382L，p.V547L

和 p.E458K，而高尿酸血症例和正常对照组则未发现。IM等
[38]

为了确定韩国受试者中血清尿酸浓度的致病性遗传变异，进

行了全基因组关联研究 (1 902 名男性 ) 和验证研究 (2 912名

男性和女性 )，发现 11 号染色体上的 SLC22A12-NRXN2 具有

全基因组意义，处于弱或中度连锁不平衡 (LD) 状态 (r2=0.02-
0.68)。SLC22A12 基因 rs121907892(c.774G>A，p.W258*) 表达

与附近全基因组关联研究信号相关存在显著变异。目前为止

仅在韩国和日本受试者中发现了这种变体，已知该变体可降

低普通人群中的血清尿酸浓度
[39- 40]

。在 SLC22A12 的 SNP 对

儿童的影响方面，LEE 等
[41]

通过出生与成长队列研究评估

了 3-9 岁儿童的 2 个 SNP(rs3825017 和 rs16890979) 对尿酸

浓度的影响，并用混合模型分析来估计 rs3825017(SLC22A12 

c.246C> T) 和 rs16890979(SLC2A9 c.844G> A) 基因型引起的血

清尿酸浓度的纵向关联。结果表明 rs3825017 对尿酸浓度的

影响仅在男孩中很明显，其中 rs3825017 T 等位基因的男孩

比同龄人的浓度更高；此基因型在早前的韩国成人群体研究

中也被证明会提高个体的高尿酸血症风险
[39]
。DUONG 等

[42]

评估了 SLC22A12 基因多态性与越南人痛风易感性之间的关

系，结果 rs11231825，rs7932775 均符合 Hardy-Weinberg 平

衡，其中 rs11231825 的 C 等位基因相对于 T 等位基因可以

降低痛风风险 (OR=0.712；95%CI：0.526-0.964，P=0.030 2)。

这表明 SLC22A12 rs11231825 的其中 T 等位基因可能是越南

人群痛风易感性的危险因素，而此基因型在中国台湾汉族的

基因型研究中则未表现出与痛风发生密切相关
[21]
。

值得一提的是，URAT1 在其羧基末端具有一个 PDZ 基

序，与 PDZ 结构域结合在一起，该结构域由 80-90 个氨基

酸组成，这些氨基酸在 PDZ 蛋白中以多个拷贝特异性表达。

PDZK1 于 1997 年从大鼠肾脏中首次发现，它具有 4 个串联

的 PDZ 域。在 PDZK1 中的第一、第二和第四 PDZ 域与 URAT1

相互作用是必要的，揭示了 PDZK1 也定位于肾近端小管细胞

如 URAT1 的顶端膜。进一步的研究表明，PDZK1 和 URAT1 在

人类胚胎肾 293 细胞 (HEK293 细胞 ) 中的共表达比无 PDZ 基

序的 URAT1 具有更高的尿酸转运能力，这表明 PDZK1 通过

PDZ 相互作用调节 URAT1 转运活性。随后，一项复制研究也

证明了 rs12129861与痛风易感性之间存在显着关联
[34]
。此外，

其他报道汉族痛风与 PDZK1 多态性之间相关性的研究也显示

出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的正相关性
[43-44]

。URAT1 的多态性或

基因变异可能与综合征密切相关的发现可能为个体化临床治

疗和新药开发提供新的线索。

2.1.3   SLC17A1 基因多态性与痛风的关系   SLC17A1 编码肾脏

尿酸分泌转运蛋白钠离子依赖磷酸盐转运体 1(Na+ dependent 

phosphate transporter 1，NPT1)，该蛋白主要位于人类肾脏

中近端肾小管细胞的顶端膜上。NPT1 有多种底物，例如对

氨基马尿酸 (PAH) 和尿酸
[45]
。NPT1 是一种分泌性转运蛋白，

可以将尿酸盐从肾小管转运到尿液中
[46]
。与早期的研究一样，

尽管没有足够的研究来证明 NPT1 与痛风之间的联系，但

是 NPT1 的突变被认为是肾分泌不足 (renal under excretion，
RUE) 型痛风的另一种致病因素

[47-49]
。随后，全基因组关联

研究表明 NPT1/SLC17A1 的 SNP 与血清尿酸水平密切相关。

与上述两个基因相比，SLC17A1 的 SNP 与痛风或高尿酸血症

的相关性研究相对较少，部分研究还证明此基因的多态性与

Dent 病和红细胞水平调控相关
[50-51]

。

URANO 等
[47]

证明 NTP1 变体 rs1165196 显著提升了血

清尿酸，这有加重痛风发生与进展的风险。此后，研究证

明了 NPT1 I269T 的另一个突变增加了尿酸盐的最大转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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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不是通过脂质体体外诱导 Km 的变化来促进尿酸排

泄。这可能是因为就转运蛋白的交替进入模型而言，变体

269T 的化学结构变化可能比变体 269I 快，或者原因可能是

由于苏氨酸具有比异亮氨酸更小的疏水性侧链
[46]
。在日本

患者中进行的另一项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该研究

表明在尿酸排泄分数 (FEUA) 低的肾分泌不足痛风患者中，

rs1165196(I269T) 导致肾近曲小管中尿酸排泄增加 (5.5%)，该

结果表明常见的错义变体 NTP1-rs1165196(I269T) 是功能获得

性突变。因此，变异 rs1165196 对肾分泌不足痛风患者可能

是有益的突变
[52]
。已经有人提出，NPT1 中这种常见的功能

获得突变对于评估其他人群中肾分泌不足痛风的风险也可能

很重要
[47-48]

。值得一提的是，Hap Map 数据库中 rs1165196

的次要等位基因频率在不同地区之间有所不同，即东京的日

本人为 16.7%，伊巴丹的约鲁巴人为 4.2%，北京的汉族人为

14.4%，表明 NPT1 的 rs1165196 突变不仅在日本人中很普遍，

在其他人群中也很普遍。这一有价值的发现可能为肾分泌不

足痛风的基因治疗提供潜在的靶标。

ZHOU 等
[53]

在中国汉族男性中选择 622 例痛风患者

和 917 名健康对照者进行基因分型，证实了 SLC17A1 的

rs1183201 与痛风性关节炎和尿酸浓度相关；ROMAN 等
[54]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非苗族人群中的研究也表明，rs1183201

等位基因 (A)的发生频率比高加索人 (16.4% vs. 50%，P < 0.001)

低 3 倍。但是，苗族之间等位基因的发生频率同汉族相比没

有差异 (16.4% vs. 13.3%，P=0.54)。该 SNP(rs1183201) 在不同

种族中的广泛验证及其对肾尿酸排泄的直接作用为苗族可能

有较高的痛风风险做出合理解释，这些一致的发现在一定程

度上为苗族与非苗族在明尼苏达州的患病率差异提供了一个

可能的遗传基础。考虑到人群之间的遗传差异和痛风性关节

炎的复杂发病机制，未来研究方向应继续选择在独立人群中

进行更多的验证试验和相关的功能实验。

2.1.4   ABCG2 基因多态性与痛风的关系   ATP 结合盒 (ABC) 转

运蛋白 2(ABCG2/BCRP) 属于亚家族 G，其编码基因位于 4q11

染色体上痛风易感基因座 (MIM 138,900)。ABCG2 蛋白是一

种 ATP 依赖的多功能转运体，负责调节各种物质的排泄。

ABCG2 表达于肾近端小管的刷状膜，并参与顶端尿酸盐的分

泌。该转运体也表达于小肠和肝脏的上皮细胞顶端膜，提示

其在肾外调节尿酸分泌的作用。BHATNAGAR 等
[55]

还发现，

主要在肠中表达的肾外 ABCG2 可以补偿由于肾脏功能下降而

导致的人体主要尿酸水平升高。据报道，伴有代偿性尿酸肠

排泄的患者肾小球滤过率 (GFR) 较低。

研究已证明，在欧洲、非洲和亚洲人群中，ABCG2 与高

尿酸血症和痛风的最强关联位点均在 SNP rs2231142，该位

点引起 ABCG2 蛋白 141 位谷氨酰胺转变为赖氨酸 (Q141K)。

其中 WRIGLEY 等
[22]

使用对数变量进行多元调整的逻辑回归

和线性回归方法分析了 1 699 例欧洲痛风病例和 14 350 例正

常尿酸和高尿酸对照组的基因型，证明欧洲高尿酸血症患者

ABCG2 141K(T) 等位基因与痛风相关联，141K 对欧洲人的高

尿酸血症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对波利尼西亚人则无影响；而

在高尿酸血症的条件下，141K 等位基因与 rs10011796 CC 基

因型结合可增加痛风风险，西波里尼西亚人 (P=0.009) 为 21.5

倍，欧洲人 (P=9.9×10-6) 为 2.6 倍。WANG 等
[16]

发现中国汉

族男性人群中 rs2231142 位点 AA 基因型携带者痛风发病率

远高于 CC 基因型携带者，表明 rs2231142 位点多态性与中

国汉族男性原发性痛风的发病密切相关；而 YANG 等
[28]

在中

国东南沿海地区人群中的研究则给出不同结果，1 056 例高

尿酸血症患者中随机选择的 300 例受试者鉴定基因多态性的

结果表明 ABCG2 rs2231142 多态性 (CC，CA 和 AA) 的患病率

分别为 44.4，44.8 和 11.8。在最近研究中，rs2231142 被证

明与中国汉族男性人群中的肾结石、CKD 等痛风合并症相关

(P=0.014，P=0.026)[56]
，且在菲律宾怀孕女性中，也发现该基

因型的痛风风险等位基因 (T)患病率 (46%)明显高于高加索人、

汉族和非裔美国人
[57]
。DUONG 等

[42]
评估了 Q126X(rs72552713)

基因多态性与越南人痛风易感性之间的关系，结果 ABCG2 基

因的 rs72552713 均符合 Hardy-Weinberg 平衡，且 T 等位基因

与痛风的风险增加相关 (OR=21.19；95%CI：3.00-918.96；P < 

0.001)。此外，NAKASHIMA 等
[58]

针对 1 214 例血液透析患者

的前瞻性队列研究还表明，CC 基因型的 ABCG2 功能最好，

而 Q126X(rs72552713) 的 TT/TC 分型和 Q141K(rs2231142)CC/

CA 分型为≤ 1/4 功能类型；最终有 220 例患者死亡，遗传变

异估计的 ABCG2 功能障碍与血清尿酸水平显著正相关。在早

前 TAKADA 等
[59]

进行的研究中，也通过尿毒症小鼠模型证明

了 ABCG2 是尿毒症毒素硫酸吲哚的主要转运体。这些研究表

明 ABCG2 在尿酸排泄中起着重要的生理作用，而 ABCG2 功

能障碍是血液透析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

由于 ABCG2 在不少器官和组织中均有表达，因此其

遗传突变可能会在内源性尿酸的排泄中产生很大的差异。

ABCG2 的多态性研究表明，该基因在调节血清尿酸水平中起

重要作用，这表明通过激活 ABCG2 增强肠道对尿酸的排泄来

降低血清尿酸水平进而达到治疗高尿酸血症可能是未来研究

的一个思路。

2.2   尿酸盐转运蛋白在痛风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有大

量的关于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遗传研究、基因与环境相互作用

研究以及降低尿酸盐疗法的药物遗传学研究出现，这些新的研

究和发现增加了在临床实践中为痛风患者提供个性化医学方

法的可行性。临床实际中基因检测费用昂贵，且仅仅应用于对

诊断或药物基因组学有强烈临床需求的情况下，但个人的基因

组序列测序成本不足 1 000 美元，且仍在不断降低
[60]
，在未来

的个性化医疗保健中有巨大的应用空间。RISTIC 等
[61]

认为未

来可以通过 PPARγ，PPARα，NRF2 和 AhR 等 4 个转录因子靶向

诱导ABCG2表达，研究的要点在于找到这些转录因子的激活剂，

并评估此类药物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功效。作者将围绕尿酸盐

转运蛋白，综述近几年与痛风治疗相关的细胞、动物和临床药

物研究，讨论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个性化治疗方法的潜力。

2.2.1  糖皮质激素与尿酸盐转运蛋白的关系   糖皮质激素广

综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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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用于治疗痛风，该药物与尿酸稳态及尿酸盐转运蛋白的

相关研究较少。LI 等 [62]
在痛风小鼠模型的研究表明，3 种

NSAID( 布洛芬、双氯芬酸和吲哚美辛 ) 治疗 1 周对小鼠尿酸

稳态的影响很小，而低剂量地塞米松的 1 周低剂量 (1 mg/kg

和 5 mg/kg) 显著降低血清尿酸 ( 降低约 15%)。研究表明，低

剂量的地塞米松会诱导肝脏产生黄嘌呤氧化还原酶 (XOR)，

并下调肾脏中的 URAT1，进而帮助降低血清尿酸盐。体外

细胞研究还表明，糖皮质激素受体参与了地塞米松介导的

URAT1 下调，糖皮质激素受体通过其与核因子 κB 和 AP-1 信

号通路的相互作用来调节 URAT1[62]
。这些研究证明痛风治疗

常用药物的反应机制尚未完成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帮助

指导未来的个性化医疗服务。

2.2.2   尿酸合成抑制剂与尿酸盐转运蛋白的关系   除去最早

在临床上应用于痛风治疗的秋水仙碱、糖皮质激素以及非类

固醇甾体类抗炎药物 ( 如布洛芬、双氯芬酸钠和塞来昔布 )，

近年来别嘌醇、非布司他等尿酸合成抑制类药物也广泛地应

用于临床。

别嘌醇是次黄嘌呤的结构异构体，最早开发于 19 世纪

60 年代，最初认为别嘌醇可与次黄嘌呤和黄嘌呤竞争性抑

制剂，但其作用机制却更为复杂
[63]
。别嘌呤醇通过黄嘌呤

氧化还原酶羟基化为羟嘌呤醇，与还原的钼原子形成共价

键，该共价键对于限制尿酸盐的产生至关重要，共价键消

失后作用较弱。GRAHAM 等
[64]

通过临床试验发现，每日剂

量 100-300 mg 的别嘌呤醇仅能在约 40% 的痛风患者中充分

降低血清尿酸，而非布司他 80 mg 的每日剂量在约 70% 的

痛风患者中充分降低血清尿酸；研究表明别嘌醇的作用效果

与患者的 ABCG2 基因型相关，ABCG2 转运蛋白功能丧失的

次要等位基因 (r2231142) 携带者比主要等位基因 ( 野生型 )

的携带者反应更差。另一项研究比较了此 SNP(r2231142) 在

反应不佳患者 ( 别嘌呤醇使用剂量 >300 mg/d，但尿酸水平

仍 >0.36 mmol/L) 中的基因频率与反应良好患者 ( 尿酸含量 < 

0.36 mmol/L 且别嘌呤醇的剂量 <300 mg/d) 中的基因频率，

排除依从性差或反应未分类的患者；结果表明反应不佳患者

的等位基因 (rs2231142) 的平均频率为 62%，而反应良好患

者中则仅为 32%[65]
。WALLACE 等

[66]
对痛风患者 (n=299) 进

行了别嘌醇的长期安全性研究，相关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ABCG2 rs2231142(Q141K) 与别嘌醇产生的不良反应密切相关

(OR=2.35，P=7.3×10-4)。上述研究表明，别嘌醇对于 ABCG2

基因型为 r2231142 的痛风患者效果较差，且该基因型患者

使用别嘌醇将有更高的概率出现不良反应。

非布司他可以与黄嘌呤氧化还原酶的黄嘌呤结合位点结

合，并通过各种复杂的相互作用表现出极强的抑制作用，包

括与酶分子形成的离子键、氢键、疏水键和范德华力，机制

不涉及钼的氧化态。因此，与别嘌醇不同，非布司他主要在

肝脏中代谢，适合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使用，减少了不良反应

风险
[63]
。在中国健康受试者中的研究表明，非布司他的药代

动力学 (PKs) 因人而异，UGT1A1*6(c.211G> A，rs4148323) 的

杂合子和纯合子的血浆浓度 - 时间曲线 (AUC) 下的面积显著

高于野生型，且清除率 (CL/F)下降了 22.2%[67]
。这些结果表明，

UGT1A1*6 是影响患者体内药物处置的重要因素，为中国受

试者非布司他药代动力学的个体差异提供了可能的解释。

2.2.3   促尿酸盐排泄药与尿酸盐转运蛋白的关系   丙磺舒和

苯溴马隆是临床常见的促尿酸排泄药。丙磺舒开发之初是为

了竞争性地抑制药物的肾脏排泄，从而增加其血药浓度并延

长其作用持续时间。后来的研究中偶然发现了丙磺舒是一

种 URAT1 抑制剂，可抑制近端小管的尿酸盐重吸收作用，此

外丙磺舒还可以非选择性地抑制有机阴离子转运体 (Organic 

anion transporter，OAT)。苯溴马隆是 19 世纪 70 年代第一个

作为促尿酸排泄药物开发的化合物，尽管分子机制未阐明，

但已明确其通过抑制 URAT1 而作用于肾近端小管的管腔膜，

后者可重新吸收排泄到尿液中的尿酸盐。

近年来，关于促尿酸盐排泄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Lesinurad 和 Dotinurad 等新型药物。Lesinurad 是一种新型降

尿酸剂，于 2015 年 12 月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的

批准，并于 2016 年 2 月获得欧盟的批准上市，目前尚未在

国内上市。它可以选择性地抑制肾脏 URAT1 和 OAT4，不抑制

GLUT9，并且对 ABCG2 没有影响；与苯溴马隆相比，Lesinurad

的线粒体毒性和 PPARγ 诱导风险也较低；与丙磺舒相比，

Lesinurad 不抑制 OAT1 或 OAT3[68]
。YANG 等

[69]
通过体外细胞实

验表明，Lesinurad 的单个阻转异构体在调节尿酸摄入表达这

些转运蛋白的稳定细胞系中时，对 URAT1 具有立体特异性药

理活性，但对 OAT4 不具有立体特异性，因此将 Lesinurad 发

展为单独的阻转异构药物将是昂贵且不切实际的。ALGHAMDI

等
[70]

通过小鼠实验证明，Lesinurad 和别嘌醇联合使用，可以

降低高尿酸血症小鼠的血尿酸、血尿素氮、黄嘌呤氧化酶活

性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等指标，同时抑制炎性反应，并在一

定程度上逆转了含氧酸盐诱导的肾脏 mURAT-1、mGLUT-9、
mOAT-1 和 mOAT-3 的表达，抑制转化生长因子 β1 免疫反应，

帮助肾脏尿酸的排泄增加。Dotinurad 与 Lesinurad 类似，是一

种新型的URAT1抑制剂，于 2019年 11月在日本获得批准上市，

Dotinurad 是苯溴马隆的结构衍生物。HOSOYA 等
[71-72]

的 2 次

临床对照研究证明，Dotinurad 的降尿酸作用明显大于非布司

他，且无明显的不良发育发生。

2.2.4  中药及其提取物与尿酸盐转运蛋白的关系   近年来，

中日韩 3 国在痛风治疗的研究中广泛涉及各种中药及其提取

物。其中 LEE 等
[73]

通过将野菊花提取物和肉桂皮提取物相

混合获得 DKB114，在正常大鼠和高尿酸血症大鼠的对照实

验中证明 DKB114 能够降低 hURAT1 的卵母细胞和 HEK293 细

胞中尿酸的摄取，从而降低 URAT1 和 GLUT9 的蛋白表达水

平，减少肾脏中尿酸的重吸收；此外 DKB114 还可以通过抑

制肝脏黄嘌呤氧化酶活性来减少尿酸的产生。LIN 等
[74]

在鼠

麴草中提取了木犀草素和木犀草素 -4’-O- 葡萄糖苷，并通

过高尿酸血症小鼠模型证明，这 2 种黄酮可降低 mURAT1 的

水平和抑制黄嘌呤氧化酶活性，从而帮助尿酸排泄并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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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尿酸血症引起的肾功能不全；此外，木犀草素和木犀草

素 4’-O- 葡萄糖苷还可减轻单钠尿酸盐晶体引起的足爪肿胀

和炎症症状。TASHIRO 等
[75]

制备了 107 种不同原料药的提

取物，发现蛇床花的提取物蛇床子素 (osthol) 可以非竞争性

抑制 URAT1，从而减少尿酸的吸收。LEE 等
[76]

通过高尿酸血

症的小鼠模型研究了日本汉方药物 Yokuininto，证明该药物

可在不影响 URAT1 的情况下显著提高 OAT3 表达水平，降低

GLUT9 水平，达到促进尿酸排泄和抑制尿酸再吸收的效果，

在研究中可使高尿酸血症小鼠的血尿酸降低 44%。LEE 等
[77]

通过大鼠模型及细胞对照实验，证明益智种子提取物在体外

不抑制黄嘌呤氧化酶，但低剂量的益智种子提取物会显著降

低 hURAT1 的表达，从而降低尿酸重吸收率。WANG 等
[78]

建

立了 Sprague Dawley 大鼠模型，分别用富含黄酮的土茯苓根

茎和别嘌醇进行喂养，结果表明富含黄酮的土茯苓根茎可通

过增加 ABCG2、OAT1 和 OCT2 表达，从而促进尿酸排泄。传

统中医药及其提取物在尿酸盐转运蛋白相关的痛风治疗研究

前景广阔，但仍需要大量的动物、细胞学实验和临床研究，

在未来的痛风个体化诊疗中有机会发挥重要作用。

3  总结与展望  Summary and prospects 
越来越多的高尿酸血症或痛风的基因多态性研究公布，

痛风的分子机制变得更加清晰，新型治疗剂和策略的开发

也正在进行中。为了探讨内部联系，研究越来越侧重对相

关基因或蛋白质多态性的研究，并确定了更有意义的突变

或 SNP。几项全基因组关联研究表明，许多转运蛋白都参与

尿酸稳态。文章从尿酸盐转运蛋白与痛风相关性的角度出

发，综述痛风基因多态性和药物治疗方法。除去文章主要

讨 论 的 GLUT9(SLC2A9)、URAT1(SLC22A12)、NPT1(SLC17A1)

和 BCRP(ABCG2)，参与尿酸转运和重吸收的尿酸转运蛋白

还包括 OAT4(SLC22A11)、以及参与排泄的 MRP4(ABCC4) 和
NPT4(SLC17A3)。除去上述的与尿酸盐转运蛋白密切相关的基

因外，近年来研究还发现了GCKR(葡萄糖和脂质代谢的基因 )，
MYL2-CUX2( 与胆固醇和糖尿病相关的基因 ) 以及 CNIH-2( 用

于调节谷氨酸信号的基因 ) 等基因。

在肾脏中，肾小球滤过的尿酸盐通过位于肾近曲小管基

底外侧膜上的 URAT1 和 GLUT9S 有效地重新吸收回血流中，

携带这些基因的功能丧失突变的个体具有部分尿酸重吸收缺

陷，从而导致低尿酸血症。但值得注意的是，功能获得性突

变可能诱发高尿酸血症。这些新发现可能有帮助评估高尿酸

血症患者的痛风风险，并为基因治疗提供理想的线索。最近

的研究表明，GLUT9 可能也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有希望的

治疗靶标。另一方面，BCRP 和 NPT1 参与了尿酸的分泌，

这些转运蛋白的 SNP 功能异常可能导致尿酸排泄减少，从

而引起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与此同时，某些功能获得性突变

[ 例如 NPT1 中的 rs1165196(I269T)] 会导致尿酸排泄增加，

这在肾分泌不足痛风的发生中起促进作用。这提示通过激活

BCRP 增强肠道对尿酸的清除来治疗高尿酸血症可能是一种

可行方案。从以上分析和综述中可以容易地推断出，尿酸转

运蛋白的多态性对尿酸的稳态具有重要作用。

此次综述还进一步证明，快速进步的技术和针对疾病的

遗传发现使得个性化的药物治疗在痛风管理中成为现实。如

ABCG2 基因型为 r2231142 的痛风患者采取别嘌醇治疗的有

效率低且不良反应的发生率高，野生型的应用效果则较好。

另外还可以根据痛风患者的尿酸盐转运蛋白功能异常类型，

个性化地选择针对 ABCG2、URAT1、GLUT9、OAT1 等蛋白特

异反应的药物。尽管通过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

进展，但仍然需要大型、特征明确的数据集来丰富数据，完

善不同的疾病状态、药理学 ( 包括剂量信息，治疗反应，药

物不良反应 ) 和生活方式等信息。为了避免增加痛风治疗中

已经明显的差异，对不同人群的研究至关重要，尤其是对于

那些患有严重疾病的人群而言。

总之，尿酸盐转运蛋白编码多态性的研究是复杂且技术

密集的，所以仍有大量工作要做。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不

断发展，未来将进一步发展以阐明高尿酸血症和其他代谢紊

乱的遗传基础。肾脏和肾外组织中尿酸转运行为和基因多态

性的研究不仅对了解尿酸转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基

因水平上更准确地指出与尿酸有关的疾病的发病机制，这可

能提供他们个性化临床管理和治疗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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