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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讨论．
２０１６中国痛风诊疗指南
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
痛风是一种单钠尿酸盐（ＭＳＵ）沉积所致的晶体相关性

要为苯溴马隆；（４）近年来我国专业学会制订的指南，尚未

关节病，与嘌呤代谢紊乱及（或）尿酸排泄减少所致的高尿

及时将新的痛风分类标准、新型影像诊断技术（高频超声和

酸血症直接相关，属代谢性风湿病范畴。痛风可并发肾脏病

双源ＣＴ）的临床应用，以及治疗领域新证据，尤其是系统评

变，严重者可出现关节破坏、肾功能损害，常伴发高脂血症、

价和Ｍｅｔａ分析的证据纳入。综上，为更好地指导我国风湿

高血压病、糖尿病、动脉硬化及冠心病等。１。１。

免疫科临床医师制定恰当的痛风诊疗方案，中华医学会风湿

不同国家的痛风患病率不同Ｈ“，美国国民健康与营养
调查（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病学分会依据国内外指南制订的方法与步骤，基于当前最佳
证据，制订了２０１６版中国痛风诊疗指南。

ＮＨＡＮＥＳ）的数据显示，美国痛风患病率从１９８８－－１９９４年的

推荐意见１：２０１５年美国风湿病学会（ＡＣＲ）和欧洲抗

２．６４％升至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的３．７６％Ｌ６］。一项基于１２０万英

风湿病联盟（ＥＵＬＡＲ）制定的痛风分类标准较１９７７年ＡＣＲ

国人的健康档案大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英国痛风患病率约为

制定的痛风分类标准在敏感度和特异度方面更高，建议使用

２．４９％…。我国缺乏全国范围痛风流行病学调查资料，但根

２０１５年的痛风分类标准（２Ｂ）

据不同时间、不同地区报告的痛风患病情况，目前我国痛风

当前国内外有多个痛风分类标准、３ ２。”Ｊ。２０１５年ＡＣＲ

的患病率在１％～３％，并呈逐年上升趋势‘４文“”１。国家风

和ＥＵＬＡＲ更新的痛风分类标准较其他标准更加科学、系统

湿病数据中心（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ｈｅｕｍａｔｉｓｍ Ｄａｔａ

Ｃｅｎｔｅｒ，ＣＲＤＣ）网络

与全面口３。。该标准适用于至少发作过１次外周关节肿胀、

注册及随访研究的阶段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６年２月，基于全

疼痛或压痛的痛风疑似患者。对已在发作关节液、滑囊或痛

国２７个省、市、自治区１００家医院的６ ８１４例痛风患者有效

风石中找到尿酸盐结晶者，可直接诊断痛风。该标准包含３

病例发现，我国痛风患者平均年龄为４８．２８岁（男性４７．９５

个方面，８个条目，共计２３分，当得分≥８分，可诊断痛风。

岁，女性５３．１４岁），逐步趋年轻化，男：女为１５：１。超过

但该标准纳入的受试对象与我国人群存在种族差异，是否对

５０％的痛风患者为超重或肥胖。首次痛风发作时的血尿酸

我国痛风患者有完全一致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应进一步开展

水平，男性为５２７ ｐ。ｍｏＬ／Ｌ，女性为５１６ Ｉ＊ｍｏｌ／Ｌ。痛风患者最

相关研究。

主要的就诊原因是关节痛（男性为４１．２％，女性为２９．８％），

２０１５年ＡＣＲ和ＥＵＬＡＲ制定的痛风分类标准ｐ纠显示，

其次为乏力和发热。男女发病诱因有很大差异，男性患者最

当满足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三个方面时，诊断

主要为饮酒诱发（２５．５％），其次为高嘌呤饮食（２２．９％）和

痛风的敏感度为０．９２，特异度为０．８９，ＡＵＣ。为０．９５；若仅

剧烈运动（６．２％）；女性患者最主要为高嘌呤饮食诱发

考虑临床表现，其敏感度为０．８５，特异度为０．７８，ＡＵＣ。。。为

（１７．０％），其次为突然受冷（１１．２％）和剧烈运动（９．６％）。

０．８９。

高质量临床实践指南能规范医生诊疗行为，降低医疗成

推荐意见２：对临床表现不典型的痛风疑似患者，可考

本，提高医疗质量¨４。“。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全球共有１４部

虑使用超声检查受累关节及周围肌腱与软组织以辅助诊断

痛风诊疗指南发布‘２’”“ｏ，为痛风的诊疗和管理提供有效指

（２Ｂ）

导，然而对于当前我国痛风临床实践而言，尚存在以下问题：

超声在痛风患者中能较敏感发现尿酸盐沉积征象，可作

（１）国外指南中临床医生所关注的痛风诊疗问题与我国临

为影像学筛查手段之一，尤其是超声检查关节肿胀患者有双

床医生所关注的不完全一致，如别嘌醇的超敏反应，本指南

轨征时，可有效辅助诊断痛风。

工作组所进行的前期调查显示，该问题为我国风湿免疫科医

Ｏｇｄｉｅ等∞４１的研究显示，超声检查关节肿胀患者的尿酸

生关心的首要问题；（２）国外指南几乎未引用来自我国的痛

盐沉积为“双轨征”的敏感度为０．８３（９５％（７／０．７２—０．９１），

风研究，而近年来我国不断有痛风诊疗相关的高质量研究发

特异度为０．７６（９５％Ｃ１ ０．６８—０．８３），ＡＵＣＲ０ｃ为０．８４；超声

表；（３）国外指南中的痛风治疗药物与我国临床实践不完全

检查关节肿胀患者的痛风石的敏感度为０．６５（９５％Ｃ／

相符，如苯溴马隆未在美国上市，美国痛风指南推荐促尿酸

０．３４～０．８７），特异度为０．８０（９５％Ｃ／０．３８～０．９６），ＡＵＣＲｏｃ

排泄应使用丙磺舒，但我国临床实践中促尿酸排泄的药物主

为０．７５。张立峰等口副的研究显示，４２例痛风关节炎患者，
超声影像中尿酸盐结晶沉积在第一跖趾关节软骨表面，呈双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５７８·１４２６．２０１６．１１．０１９

轨征、暴风雪征象，痛风石及肌腱周围强回声的检出率高

通信作者：曾小峰，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

（Ｐ＜０．０５），其中双轨征诊断痛风关节炎的敏感度为０．７８，

医院风湿免疫科，１００７３０，Ｅｍａｉｌ：ｘｉａｏｆｅｎｇ．ｚｅｎｇ＠ｃｓｔａｒ．ｏｒｇ．ｃｎ

万方数据

特异度为０．９７。姚庆荣和冯蕾‘３６。的研究显示，３３４例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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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炎患者使用高频超声检查第一跖趾关节更容易出现双

药物相关不良反应（ＲＲ＝０．６４，９５％ｃ，０．５０～０．８１）、胃肠

轨征、非均匀回声结节（Ｐ＜０．０５）。

道不良反应（ＲＲ：０．４２，９５％Ｃ１ ０．２７～０．６６）、头晕（ＲＲ＝

推荐意见３：对血尿酸正常的痛风疑似患者。在医院有

０．３７，９５％Ｃ／０．１６～０．８５）等方面优于吲哚美辛和双氯芬

相关设备和条件的情况下。可考虑使用双源ＣＴ进行辅助诊

酸。Ｐａｔｒｉｃｉａ和Ｄａｖｉｄ－４纠的研究显示，痛风急性发作患者使用

断（２Ｂ）

药物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比例依次为：依托考昔（ＯＲ＝

双源ＣＴ能特异性识别尿酸盐结晶，可作为影像学筛查

２．０５，９５％ＣＩ

１．４５～２．８８）、依托度酸（ＯＲ：１．５５，９５％ｃ，

手段之一，尤其是双源ｃＴ表现有尿酸盐结晶时，可有效辅

１．２８～１．８７）、罗非昔布（ＯＲ＝１．４５，９５％ｃ，１．３３—１．５９）、

助诊断痛风，但也应注意其出现假阳性。考虑到双源ＣＴ的

双氯芬酸（ＯＲ＝１．４０，９５％Ｃ／１．２７～１．５５）、吲哚美辛（ＯＲ＝

价格因素，建议仅在必要时进行检查。根据痛风患者临床特

１．３０，９５％吖１．１９～１．４１）、布洛芬（ＯＲ＝１．１８，９５％ｃ，

征和影像学检查仍无法确诊时，可进行关节穿刺抽液，检查

１．１１—１．２５）、萘普生（ＯＲ：１．０９，９５％Ｃ１ １．０２一１．１６）。潘

尿酸盐结晶。

奇和陈黔惮。的研究显示，与双氯芬酸组比，依托考昔组患者

Ｏｇｄｉｅ等Ⅲｏ的研究显示，双源ＣＴ检查关节肿胀患者的

的临床症状有明显改善（Ｐ＜０．０５）；双氯芬酸组治疗总有效

尿酸盐沉积的敏感度为０．８７（９５％Ｃ１ ０．７９—０．９３），特异度

率（７９％）显著低于依托考昔组（９６％）。依托考昔组发生不

为０．８４（９５％Ｃ１０．７５～０．９０），ＡＵＣＲｏｃ为０．９０。盛雪霞等¨刊

良反应３例，双氯芬酸组９例（Ｐ＜０．０５）。夏红梅‘４纠的研究

的研究显示，双源ＣＴ诊断痛风关节炎的敏感度为０．９２

显示，依托考昔治疗８０例急性痛风患者，其疼痛缓解度优于

（９５％Ｃ１ ０．８４～０．９６），特异度为０．８８（９５％Ｃ／０．８３～

塞来昔布（Ｐ＜０．０５）。

０．９２），ＡＵＣＲｏｃ为０．９１（９５％Ｃ１ ０．８８～０．９３）。赵迅冉¨副的
研究显示，双源ＣＴ诊断痛风关节炎的假阳性率为１６．７％。
推荐意见４：痛风急性发作期，推荐及早（一般应在２４

推荐意见６：痛风急性发作期。对ＮＳＡＩＤｓ有禁忌的患
者，建议单独使用低剂量秋水仙碱（２Ｂ）
高剂量秋水仙碱（４．８—６．０ ｍｇ／ａ）能有效缓解痛风急性

ｈ

期患者的临床症状，但其胃肠道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且容

内）进行抗炎止痛治疗（２Ｂ）
痛风急性发作期，及早（２４ｈ以内）有针对性地使用非甾

易导致患者因不良反应停药。低剂量秋水仙碱（１．５～

体消炎药（ＮＳＡＩＤｓ）、秋水仙碱和糖皮质激素可有效抗炎镇

１．８

痛，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计学意义；在安全性方面，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低剂量秋

Ｖａｎ

Ｄｕｒｍｅ等‘３９‘的研究显示，痛风急性发作患者使用

ＮＳＡＩＤｓ比安慰剂在２４ ｈ内疼痛症状减轻５０％方面效果更

ｍｇ／ａ）与高剂量秋水仙碱相比，在有效性方面差异无统

水仙碱４８ ｈ内用药效果更好。
濮永杰等’拍１的研究显示，高剂量秋水仙碱和低剂量秋

优，有统计学差异（ＲＲ＝２．７５，９５％Ｃ１ １．１３～６．７２）。Ｖａｎ

水仙碱在服药后２４

Ｅｅｈｔｅｌｄ等㈣１的研究显示，痛风急性发作患者使用低剂量秋

２分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高剂量秋水仙碱比，低剂

水仙碱（１．８ ｍｇ／ａ）比安慰剂在２４ ｈ内疼痛症状减轻５０％

量秋水仙碱能明显减少胃肠道反应（艘＝２．９５，９５％凹

（ＲＲ＝２．７４，９５％ＣＩ １．０５—７．１３），以及３２ｈ内疼痛症状减

２．２４—３．８９）。蒙龙等‘４¨的研究显示，低剂量秋水仙碱与常

轻５０％以上（ＲＲ＝２．４３，９５％Ｃ／１．０５—５．６４）方面，效果更

规剂量秋水仙碱在关节疼痛评分减少／＞２分比例、疼痛缓解

优，有统计学差异。

率和临床有效率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常规剂量秋

推荐意见５：痛风急性发作期，推荐首先使用ＮＳＡＩＤｓ缓
解症状（１Ｂ）
痛风急性发作时，首先考虑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目前

疗效与安全性。选择性环氧化酶２（ＣＯＸ－２）抑制剂能更有
针对性地抑制ＣＯＸ．２，减少胃肠道损伤等副作用，可用于有

ｈ关节疼痛缓解和疼痛评分减少≥

水仙碱比，低剂量秋水仙碱的胃肠道不良反应发生率（ＲＲ：
０．２５，９５％Ｃ１

仅有间接证据比较不同非选择性ＮＳＡＩＤｓ治疗痛风的相对

ｈ、３２

０．３６，９５％Ｃ１

０．１９—０．３４）和总不良反应发生率（ＲＲ：
０．２６—０．５０）显著降低。

推荐意见７：痛风急性发作期，短期单用糖皮质激素。其
疗效和安全性与ＮＳ．４ＬＩＩＮ类似（２Ｂ）
对急性痛风患者短期单用糖皮质激素（３０

ｍｇ／ｄ，３

ｄ）可

起到与ＮＳＡＩＤｓ同样有效的镇痛作用，且安全性良好，特别

消化道高危因素的患者。
Ｗａｌｓｅｍ等。４ｕ的Ｍｅｔａ分析显示，针对骨关节炎和类风湿
关节炎（ＲＡ）患者，双氯芬酸和萘普生、布洛芬在６周和１２

是对ＮＳＡＩＤｓ和秋水仙碱不耐受的急性发作期痛风患者。
Ｊａｎｓｓｅｎｓ等‘４副的研究显示，曲安奈德对比吲哚美辛的镇

周的疼痛缓解程度、６周和１２周的身体功能改善程度、心血

痛效果，在１～２

管不良事件发生率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双氯芬酸胃肠

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Ｒａｉｎｅｒ等。４９’的研究显示，我国香

道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萘普生（ＲＲ＝０．３０，９５％Ｃ１

港地区急性痛风患者口服泼尼松龙（３０ ｍｇ／ｄ）与吲哚美辛

０．２０—

ｄ、３—４ ｄ、１０～１４

ｄ后的关节疼痛得分方

０．６０）和布洛芬（／ｂＹ＝０．５０，９５％Ｃ／０．３０～０．９０）。Ｚｈａｎｇ

的镇痛效果相似，但吲哚美辛的不良反应比泼尼松龙更多

等¨２１的研究显示，依托考昔治疗痛风急性发作的疗效优于

（１９％比６％，Ｐ＜０．００１）。Ｊａｎｓｓｅｎｓ等ｂ叫的研究显示，荷兰

吲哚美辛（ＷＭＤ＝一０．１８，９５％Ｃ１—０．３０～一０．０７），在疼

急性痛风患者口服泼尼松龙（３５ ｍｇ／ｄ）和萘普生，第４天时

痛缓解方面优于双氯芬酸（ｗＭＤ＝一０．４６，９５％ｃ，一０．５１一

对痛风关节炎初始治疗的效果相似。９０ ｈ后，泼尼松龙组患

一０．４１），在总不良反应（ＲＲ＝０．７７，９５％Ｃ１ ０．６４—０．９３）、

者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减少４４．７ ｍｍ，萘普生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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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相似且

等Ｈ引的研究显示：与安慰剂比，别嘌醇（３００ ｍｓ／ｄ）可增加血

较小，均在随访３周内消失。马亚萍”¨的研究显示，小剂量

尿酸达目标值在３０ ｄ以上的痛风患者比例（ＲＲ＝４９．１１，

泼尼松（１０ ｍｇ，１次／ｄ）对比秋水仙碱（０．５ ｍｇ，３次／ｄ）治疗

９５％Ｃ／３．１５—７６５．５８）。Ｅｒｉｋａ等㈣’的研究显示，非布司他

１１６例急性痛风关节炎患者的有效率分别为１００％和８６％

（８０ ｍｇ／ｄ）比别嘌醇（３００ ｍｇ／ｄ）更能降低血尿酸水平

（Ｐ＜０．０５）；小剂量泼尼松的关节疼痛缓解时间为（６．２±

（ＯＲ＝０．３１，９５％Ｃ／０．２４～０．３９），别嘌醇比非布司他发生

０．５）ｈ，秋水仙碱为（１１．２±０．６）ｈ（Ｐ＜０．０５）；小剂量泼尼松

不良反应的风险更高（ＲＲ＝０．９０，９５％Ｃ／０．８４～０．９６）。杨

组无明显不良反应，秋水仙碱组消化道不良反应发生率高。

婷等‘６¨的研究显示，与别嘌醇组比，非布司他组痛风患者血

４６．０

推荐意见８：对急性痛风关节炎频繁发作（＞２次／年），

尿酸更易于达到目标值（＜６ ｍｓ／ｄ１）（ＲＲ＝１．５６，９５％Ｃ／

有慢性痛风关节炎或痛风石的患者，推荐进行降尿酸治疗

１．２２～２，００）。在安全性方面，非布司他组不良事件发生率

（ＩＢ）

低于别嘌醇组（ＲＲ＝０．９５，９５％Ｃ１ ０．９０—０．９９）。
降尿酸治疗的目标是预防痛风关节炎的急性复发和痛

（２）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Ｋｙｄｄ等‘６２。的研究显示，相

风石的形成，帮助痛风石溶解。将患者血尿酸水平稳定控制

对于丙磺舒，使用苯溴马隆的痛风患者在２个月后更易达到

在３６０ ｔ＿ＬｍｏＬ／Ｌ（６ ｍｓ／ｄ１）以下，有助于缓解症状，控制病情。

血尿酸目标值（８２％比５７％，ＲＲ＝１．４３，９５％ＣＩ

１．０２～

Ｓｒｉｒａｎｇａｎａｔｈａｎ等。５ ２７的研究显示，别嘌醇、苯溴马隆、别

２．００）。苯溴马隆在总不良事件发生（２％比１７％，ＲＲ＝

嘌醇联合苯溴马隆、非布司他、聚乙二醇重组尿酸酶（尚未在

０．１５，９５％Ｃ１０．０３～０．７９）、因不良事件停药（２１％比４７％，

我国被批准上市）通过降低尿酸，可以减少痛风石。

ＲＲ＝０．４３，９５％Ｃ／０．２５—０．７４）方面优于丙磺舒。

Ａｂｈｉｓｈｅｋ等Ｈ列的研究显示，对既往１２个月内痛风发作＞

推荐意见１０：对合并慢性肾脏疾病的痛风患者，建议先

２次的患者，血尿酸水平（ＯＲ＝１．３６，９５％Ｃ／１．０８—１．７２）、

评估肾功能，再根据患者具体情况使用对肾功能影响小的降

痛风病程（ＯＲ＝１．２７，９５％Ｃ／１．１０～１．４６）是痛风急性发作

尿酸药物，并在治疗过程中密切监测不良反应（２Ｃ）

的独立危险因素。Ａｋｉｒａ等‘５４ ｏ的研究显示，急性痛风发作与

慢性肾功能受损会影响降尿酸药物的半衰期和排泄时

平均血尿酸水平有关（ＯＲ＝０．４２，９５％Ｃ／０．３１—０．５７），用

间，对药物代谢动力学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降尿酸药物的有

降尿酸药物能降低痛风复发风险（ＯＲ＝０．２２，９５％Ｃ１

效性和安全性。较高的血尿酸水平及尿酸盐沉积会影响肾

０．１０～０．４７）。Ｌｉ．Ｙｕ等一副的研究显示，当血尿酸持续数年

功能。抑制尿酸生成的药物（别嘌醇和非布司他）和促进尿

控制在＜６ ｍｓ／ｄｌ时，能减少大部分患者膝关节滑囊的尿酸

酸排泄的药物（苯溴马隆）均可降低肾小球尿酸负荷。别嘌

盐结晶形成。Ｂｅｃｋｅｒ等”６‘的研究显示，高剂量的非布司他

醇用于肾功能不全患者时起始剂量应降低，逐渐增加剂量，

（１２０ ｍｇ／ａ）能更好地缓解痛风患者症状。Ｐｅｒｅｚ—Ｒｕｉｚ等”¨

密切监测有无超敏反应发生。非布司他应用于轻中度肾功

的研究显示，与单用别嘌醇［（０．５７±０．１８）ｍｍ／月］比，单用

能不全的患者时，无需调整剂量。促尿酸排泄的药物慎用于

苯溴马隆［（１．２１±０．６７）ｍｍ／ｆ１］或苯溴马隆联合别嘌醇

存在尿酸性肾结石的患者和重度肾功能不全的患者。

［（１．５３±０．４５）ｍｍ／户１］对痛风石溶解效果好，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ｖａｎ

Ｅｃｈｔｅｌｄ等∞列的研究显示，对轻中度肾功能不全的

痛风患者，使用菲布司他和苯溴马隆安全、有效。Ｍａ等惮３

推荐意见９：痛风患者在进行降尿酸治疗时，抑制尿酸

的研究显示，黄嘌呤氧化酶抑制剂和苯溴马隆均能降低痛风

生成的药物，建议使用别嘌醇（２Ｂ）或非布司他（２Ｂ）；促进

患者肾小球尿酸负荷，黄嘌呤氧化酶抑制剂组的肌酐清除率

尿酸排泄的药物，建议使用苯溴马隆（２Ｂ）

显著改善。此外，血尿酸达标（＜６ ｍｇ／ｄ１）的痛风患者的尿

对抑制尿酸生成的药物，非布司他在有效性和安全性方

酸排泄功能显著改善。Ｂｅｃｋｅｒ等∞纠的研究显示，对痛风患

面较别嘌醇更具优势。对促进尿酸排泄的药物，苯溴马隆和

者（２２６９例，其中６５％为肾功能受损患者），８０ ｍｓ／ｄ非布司

丙磺舒均可用于慢性期痛风患者。苯溴马隆在有效性和安

他的降尿酸效果优于４０ ｍｇ／ｄ非布司他和别嘌醇（２００—

全性方面优于丙磺舒。使用别嘌醇时，应从低剂量开始，肾

３００

功能正常者起始剂量为０．１ ｇ／ｄ，肾功能不全时剂量应更低，

８０

ｍｇ）（Ｐ＜０．００１）；其中对。肾功能受损的痛风患者，
ｍｓ／ｄ非布司他的降尿酸效果优于４０ ｍｇ／ｄ非布司他和别

逐渐增加剂量，密切监视有无超敏反应出现。使用苯溴马隆

嘌醇（Ｐ＜０．００１），４０ ｍｓ／ｄ非布司他优于别嘌醇（Ｐ＜

时，应从低剂量开始，过程中增加饮水量，碱化尿液，避免与

０．００１）。在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两种降尿酸药物均无

其他肝损害药物同时使用。医生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有针

差别。

对性的使用以上降尿酸药物，并在用药过程中警惕可能出现
的肝、肾毒性和其他副反应。

推荐意见１１：痛风患者在降尿酸治疗初期，建议使用秋
水仙碱预防急性痛风关节炎复发（２Ｂ）

（１）抑制尿酸生成药物。Ｂｏｒｇｈｉ和Ｐｅｒｅｚ．Ｒｕｉｚ。５副的研究

痛风患者在降尿酸治疗初期，预防性使用秋水仙碱至少

显示，非布司他组中７１％的痛风患者血尿酸达目标值，别嘌

３—６个月可减少痛风的急性发作，小剂量秋水仙碱安全性

醇组中４４％的痛风患者血尿酸达目标值；在安全性方面，非

高，耐受性好。

布司他优于别嘌醇（ＯＲ＝０．８５，９５％Ｃ１ ０．７５～０．９７）。此

Ｓｅｔｈ等懈１的研究显示，痛风患者开始降尿酸时，预防性

外，对。肾功能受损的痛风患者，非布司他优于别嘌醇。Ｓｅｔｈ

使用秋水仙碱６个月能减少痛风的急性发作。Ｋａｆｉｍｚａｄｅ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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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６ ７。的研究显示，在别嘌醇降尿酸的基础上，３～６个月使用

（＞０．５６份／ｄ）者比食用少量海鲜（＜０．１５份／ｄ）者痛风发

秋水仙碱预防、７—９个月使用秋水仙碱预防、１０—１２个月使

病风险高（ＲＲ＝１．５１，９５％ＣＩ １．１７～１．９５）；而食用大量乳

用秋水仙碱预防，在随访６个月后发现，痛风急性发作率分

制品（＞２．８８份／ｄ）者比食用少量乳制品（＜０．８８ １，分／ｄ）者

别为４６％、１１％、６％，随访１年后痛风急性发作率分别为

痛风发病风险低（ＲＲ＝０．５６，９５％“０．４２—０．７４）；食用大

５４％、２８％、２３％，平均复发时间分别为８个月、１１个月、１１

量植物蛋白（＞５．９％总能量）者比食用少量植物蛋白（＜

个月。３—６个月使用秋水仙碱预防与７～９个月、１０～１２个

４．２％总能量）者痛风发病风险低（ＲＲ＝０．７３，９５％Ｃ１

月使用秋水仙碱预防，在痛风急性发作频率和平均复发时间

０．５６—０．９６）。程晓宇等。７４１的研究显示，大量食用肉类、动

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ｏｒｓｔａｄ等∞８。的研究

物内脏、贝类为痛风发病的危险因素（ＯＲ＝２．９９４，ＯＲ＝

显示，秋水仙碱在减少痛风发作总次数、０—３个月内痛风发

５．３３８，ＯＲ＝６．１１１）。

作次数、３～６个月内发生痛风发作次数、严重痛风发作次
数、痛风复发次数方面均优于安慰剂（Ｐ＜０．０５）。

（３）防止剧烈运动或突然受凉。国家风湿病数据中心
的“痛风高尿酸血症患者多中心网络注册及随访研究”大数

推荐意见１２：调整生活方式有助于痛风的预防和治疗。

据显示，剧烈运动是男性和女性痛风患者发作的第三位诱

痛风患者应遵循下述原则：（１）限酒；（２）减少高嘌呤食物的

因。突然受凉是女性痛风发作的第二位诱因，是男性的第五

摄入；（３）防止剧烈运动或突然受凉；（４）减少富含果糖饮料

位诱因。

的摄入；（５）大量饮水（每日２ ０加ＩＩＩｌ以上）；（６）控制体重；

（４）减少富含果糖饮料的摄入。Ｃｈｏｉ等’７ ７。的研究显示，

（７）增加新鲜蔬菜的摄入；（８）规律饮食和作息；（９）规律运

富含果糖的饮料可增加女性患痛风的风险。Ｃｈｏｉ和

动；（１０）禁烟（１Ｂ）

Ｃｕｒｈａｎｌ７８］的研究显示，含糖软饮料和果糖可增加男性患痛

饮酒（啤酒与白酒），大量食用肉类、海鲜（如贝类）、动
物内脏，饮用富含果糖的饮料，剧烈运动，突然受凉，肥胖，疲

风的风险。
（５）大量饮水（每日２

０００

ｍｌ以上）。卢味等ｏ ７９１的研究
５００

劳，饮食、作息不规律，吸烟等均为痛风的危险因素；规律作

显示，接受饮食治疗组（包括饮水量＞２

ｍｌ／ｄ）的痛风患

息和锻炼，食用新鲜蔬菜是痛风的保护因素。红酒是否为痛

者７ ｄ后痛风关节炎关节疼痛、局部红肿消失，平均住院天

风发作的危险因素目前循证医学证据不一致。

数为１１ ｄ；不接受饮食治疗组（包括饮水量＜１

５００

ｍｌ／ｄ）的

（１）限酒。Ｗａｎｇ等‘”ｏ的研究显示，饮酒可能增加痛风

痛风患者１１～１３ ｄ后痛风关节炎关节疼痛、局部红肿消失，

发作的风险，轻度饮酒（≤１２．５ ｇ／ｄ）（ＲＲ＝１．１６，９５％ＣＩ

平均住院天数为１７．５ ｄ。接受饮食治疗组在血尿酸下降方

１．０７～１．２５）、中度饮酒（１２．６—３７．４ ｇ／ｄ）（ＲＲ＝１．５８，９５％Ｃ／

面优于不接受饮食治疗组，Ｐ＜ｏ．０５。许全成㈣ｏ的研究显

１．５０～１．６６）和重度饮酒（≥３７．５ ｇ／ｄ）（ＲＲ＝２．６４，９５％ＣＩ

示，饮水过少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危险因素（ＯＲ＝２．９６９，

２．２６～３．０９）均比不饮酒或偶尔饮酒容易发生痛风。Ｃｈｏｉ

９５％ＣＩ １．６３７—５．３８３）。

等。７ ０。的研究显示，酒精摄入量与痛风发病风险呈剂量效应

（６）控制体重。Ａｕｎｅ等伸１。的研究显示，更高的ＢＭＩ可

关系，当酒精摄人量≥５０ ｇ／ｄ时，其痛风发病风险比不饮酒

增加痛风风险。与ＢＭＩ为２０ ｋｇ／ｍ２者比，ＢＭＩ为２５

者高１５３％。每日饮啤酒３７３ ｇ者比不饮啤酒者的痛风发病

３０ ｋｇ／ｍ２、３５ ｋｇ／ｍ２、４０

ｋｇ／ｍ２、

ｋｇ／ｍ２者患痛风的相对风险度为

风险高４９％（ＲＲ＝１．４９，９５％ＣＩ １．３２—１．７０）；饮用烈酒将

１．７８、２．６７、３．６２和４．６４。Ｃｈｏｉ等¨圳的研究显示，ＢＭＩ为

增加１５％的痛风发病风险。Ｎｅｏｇｉ等。７１。的研究显示，任何类

２５～２９．９

型的酒精（包括红酒）均与痛风急性发作风险增高相关。但

风患者数的１．９５倍，ＢＭＩ为３０—３４．９ ｋｇ／ｍ２的痛风患者数

Ｃｈｏｉ和Ｃａｒｈａｎ ０７ｚｊ的研究显示，中等量的红酒不会增加血尿酸

是ＢＭＩ为２ｌ～２２．９ ｋｇ／ｍ２痛风患者数２．３３倍，ＢＭＩ为＞３５

水平。关宝生等。７ ３。的研究显示，经常饮酒者比偶尔饮酒者发

ｋｇ／ｉｎ２的痛风患者数是ＢＭＩ为２１～２２．９ ｋｇ／ｍ２痛风患者数

生痛Ｎ／高尿酸血症的风险高３２％，偶尔饮酒者比几乎不饮

的２．９７倍。与体重变化维持在±１．８１ ｋｇ的痛风患者比，体

酒者发生痛风／高尿酸血症的风险高３２％。程晓宇等＿４ ｏ的研

重增加１３．６１ ｋｇ的痛风患者数是其１．９９倍，而体重减轻超

究显示：经常饮酒为痛风发病的危险因素（ＯＲ＝７．０８１）。

过４．５４ ｋｇ的痛风患者数是其０．６１倍（９５％ｃ，０．４０一

（２）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人。Ｃｈｏｉ等１７副的研究显示，食
用大量肉类（＞１．５３份／ｄ）者比食用少量肉类（＜０．５９份／
ｄ）者血尿酸水平平均高０．４８ ｍｇ／ｄｌ（９５％Ｃ１ ０．３４～０．６１）；
食用大量海鲜（＞０．３份／ｄ）者比食用少量海鲜（＜０．０３份／

ｋｇ／ｍ２的痛风患者数是ＢＭＩ为２１—２２．９ ｋｇ／ｍ２痛

Ｏ．９２）。邵继红等坤引的研究显示，肥胖（ＯＲ＝２．９１）是痛风
的独立危险因素。
（７）增加新鲜蔬菜的摄人。程晓宇等‘“１的研究显示，经
常性食用新鲜蔬菜是痛风发病的保护因素（ＯＲ＝０．０７２）。

ｄ）者血尿酸水平平均高０．１６ ｍｇ／ｄｌ（９５％Ｃ１ ０．０６～０．２７）；

（８）规律饮食和作息。关宝生等ｏ”１的研究显示，饮食不

而食用大量乳制品（＞２．０份／ｄ）者比食用少量乳制品

规律的人比饮食规律的人发生痛风／高尿酸血症的风险高

（＜０．５份／ｄ）者血尿酸水平平均低０．２１ ｍｇ／ｄｌ（９５％Ｃ１

１．６倍，作息不规律的人比作息规律的人发生痛Ⅳ高尿酸

—０．３７一一０．０４）。Ｃｈｏｉ等‘７６‘的研究显示，食用大量肉类

血症的风险高１．６倍。经常疲劳者比偶尔疲劳者发生痛风／

（＞１．９２份／ｄ）者比食用少量肉类（＜０．８Ｉ份／ｄ）者痛风发

高尿酸血症的风险高４０％，偶尔疲劳者比很少疲劳者发生

病风险高（ＲＲ＝１．４１，９５％Ｃ／１．０７～１．８６）；食用大量海鲜

痛风／高尿酸血症的风险高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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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规律运动。张琳等惮１的研究显示，痛风患者规律运

指标，对其进行去重合并后，邀请临床医生对其进一步修改和补充，

动干预前后ＢＭＩ、腰围、甘油三酯、血糖、血尿酸、痛风发作次

第二轮形成４４个临床问题和４５个结局指标。临床问题按其重要性

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分为ｌ～７分，结局指标按其重要性分为ｌ一９分。在中国痛风诊疗

（１０）禁烟。关宝生等＂副的研究显示，周围人经常吸烟
者比周围人偶尔吸烟者发生痛风／高尿酸血症的风险高
３５％，周围人偶尔吸烟者比周围人几乎不吸烟者发生痛Ｊ阪｛／
高尿酸血症的风险高３５％。

指南启动会（２０位专家）和全国风湿免疫科（１０１家医院的２８５名风
湿免疫科医生）进行问卷调查。基于调查结果，纳入本指南需解决
的临床问题与结局指标，并在推荐意见中予以体现。
６．证据的检索：针对最终纳人的ｌ临床问题与结局指标，按照人
群、干预、对照和结局（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ｕｔｃｏｍｅ；
ＨＣＯ）对其进行解构，并根据解构的问题：（１）检索Ｍｅｄｌｉｎｅ、Ｅｍｂａｓｅ、

附录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ｎｉｋｏｓ、ＣＢＭ、万方和ＣＮＫＩ数据库，纳入系统

评价、Ｍｅｔａ分析、网状Ｍｅｔａ分析，检索时间为建库至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５

指南形成

日；（２）检索ＵｐＴｏＤａｔｅ、ＤｙｎａＭｅｄ、ＣＢＭ、万方和ＣＮＫＩ数据库，纳入原
始研究（包括随机对照试验、队列研究、病例对照研究、病例系列、流

本指南由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发起和负责制订，由ＧＲＡＤＥ
中国中心／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提供方法学与证据支持。指南设

行病学调查等），检索时间为建库至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５日。
７．证据的评价：证据评价与分级小组使用系统评价的方法学质
ｔｈｅ

量评价工具（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２０１６年中华医学会发布的“制订／修订《临床诊疗指南》的基本方法

Ｒｅｖｉｅｗｓ，ＡＭＳＴＡＲ）。９３ Ｊ对纳入的系统评价、Ｍｅｔａ分析、网状Ｍｅｔａ分

及程序”【８６１；国内外已发表痛风指南的评价需使用指南研究与评估

析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使用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偏倚风险评价工具（针对随

的评价工具（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机对照试验）［９４ Ｊ、诊断准确性研究的质量评价工具（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ＧＲＥＥ

ｏｆ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ｌＩ）【８７驯１；本指南的报告和撰写参考卫生保健实践指南的报

告条目（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ＲＩＧＨＴ，

ｈｔｔｐ：／／ｗ，ｓ舟ｒ．ｒｉｇｈｔ—ｓｔａｆｅｒｎｅｎ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ＱＵＡＤＡＳ－２，针对诊断试

验）【９ ５｜、纽卡斯尔一渥太华量表（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Ｏｔｔａｗａ Ｓｃａｌｅ，ＮＯＳ，针对观
察性研究）惭Ｊ对相应类型的原始研究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使用推

ｏｒｇ）１９２］。

１．指南注册与计划书的撰写：本指南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平
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计与制订步骤依据２０１４年《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制订手册》【８“，及

Ｒｅｇｉｓｔｒｙ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ｈｔｔｐ：／／

ｗｗ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ｒｅｇｉｓｔｒｙ．ｃｎ）进行注册（注册号为ＩＰＧＲＰ一

荐意见分级的评估、制定及评价（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Ｅ）方法对证据体和推

荐意见进行分级［９７９ ８Ｉ，见表１、２。
８．推荐意见的形成：指南专家小组基于证据评价与分级小组提

２０１５ＣＮ００６），读者可联系该注册平台索要指南的计划书。
２．指南使用者与应用的目标人群：本指南供中国风湿免疫科医

供的痛风诊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国内外证据，初步形成１８条推荐意

师、临床药师、影像诊断医师及与痛风诊疗和管理相关的专业人员使

见，经过一轮德尔菲法和一轮面对面专家共识会，以及一轮反馈问卷

用。指南推荐意见的应用目标人群为中国痛风患者。

调查，最终形成１２条推荐意见。

３．指南工作组：本指南成立了多学科专家工作组，包括风湿免
疫科、肾内科、心内科、内分泌科、影像诊断、循证医学等。工作组具

２０１６中国痛风诊疗指南工作组名单（按汉语拼音排序）：毕黎琦

体分为指南专家小组和证据评价与分级小组。

（吉林大学中Ｅｌ联谊医院风湿免疫科）；陈耀龙（ＧＲＡＤＥ中国中一Ｃ，／

４．利益冲突声明：本指南工作组成员均填写了利益声明表，不
存在与本指南直接相关的利益冲突。

兰州大学循证医学中心）；戴冽（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风湿免
疫科）；古洁若（中山大学附属三院风湿免疫科）；何岚（西安交通

５，临床问题的遴选和确定：指南主要的作用之一是解决一线Ｉ临

大学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何青（北京医院心内科）；黄慈波

床医生遇到的诊疗问题。本指南工作组通过系统检索痛风领域已发

（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黄烽（解放军总医院风湿免疫科）；雷军

表的指南和系统评价，第一轮收集了１２５个临床问题和１８０个结局

强（兰州大学第一医院放射科）；李航（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表１

ＧＲＡＤＥ证据质量分级与定义

质量等级

定义

高（Ａ）

非常确信真实效应值接近效应估计值

中（Ｂ）

对效应估计值有中等程度的信心：真实效应值有可能接近效应估计值，但仍存在两者大不相同的可能性

低（Ｃ）

对效应估计值的确信程度有限：真实效应值可能与效应估计值大不相同

极低（Ｄ ）

对效应估计值几乎无信心：真实效应值很可能与效应估计值大不相同

注：ＧＲＡＤＥ：推荐意见分级的评估、制定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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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肾内科）；李梦涛（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李小峰（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风
湿免疫科）；刘毅（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风湿免疫科）；穆荣（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苏茵（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

·８９７·

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Ｄ．１００ｌ－６３２５．２００６．０７．０２２．

［１２］邵继红，莫宝庆，喻荣彬，等．南京市社区人群高尿酸血症与
痛风的流行病学调查［Ｊ］．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０３，７（４）：３０５—
３０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３６７９．２００３．０４．０１４．
［１３］樊培新．深圳地区痛风的流行病学调查［Ｊ］．中国误诊学杂

陶怡（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田新平（中国医

志，２００８，３１（８）：７８０７－７８０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９—

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王吉波（青岛

６６４７．２００８．３１．２６３．

大学附属医院风湿免疫科）；武丽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风

［１４］Ｇｒａｈａｍ

湿免疫科）；肖卫国（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徐
沪济（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风湿免疫科）；杨程德（上海交通大学

ｗｅ

［１５］Ｇｒｉｌｌｉ

ａ１．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Ｊ］．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０，３５５（９１９８）：１０３—１０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
［１６］杨克虎，陈耀龙，李幼平，等．中国能否应对指南挑战？［Ｊ］．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３（６）：６２１－６２３．ＤＯＩ：１０．７５０７／
１６７２．２５３１．２０１３０１０８．

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张晓（广东省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

［１７］陈耀龙，杨克虎，田金徽，等．循证实践指南的制定：国际经
验与中国实践［Ｊ］．兰州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６，４２（１）：

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风湿免疫科）；赵维刚（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

２９－３５．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８５／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０－２８１２．２０１６．０１．００６．

１８】Ｊｏｒｄａｎ

ＪＳ，Ｓｎａｉｔｈ Ｍ，ｅｔ ａ１．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ＫＭ，Ｃａｍｅｒｏｎ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郑文洁（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ｉｎ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ｏｕｔ［ｊ］．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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