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陨悦哉 内急性肾损伤患者的预后指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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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研究分析重症监护病房渊蚤灶贼藻灶泽蚤增藻 糟葬则藻 怎灶蚤贼袁陨悦哉冤内急性肾损伤患者的预后指标袁为临床治疗和理论研究提

供参考依据遥 方法院对本院 圆园员员 年 圆 月要圆园员源 年 圆 月 圆园园 例 陨悦哉 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袁根据 宰匀韵 关于急性肾损伤

的诊断标准进行分期袁分析患者肾功能尧脏器衰竭尧排尿量尧血常规等资料袁采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患者肾损伤预后指标遥 结

果院陨悦哉 中 源缘豫渊怨园 辕 圆园园冤的患者出现急性肾损伤袁病因多为感染导致袁占 远猿援猿猿豫渊缘苑 辕 怨园冤遥 愿愿 例死亡袁急性肾损伤死亡的占

猿猿援园源豫渊猿苑 辕 愿愿冤袁合并症病死率高于单纯肾损伤的患者遥 肾脏替代治疗后患者的肌酐尧血钾尧排尿量等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所

改善遥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经过治疗患者高血钾尧高 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和器官衰竭数量逸圆 个是肾损伤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袁肾

脏替代治疗是保护因素遥 结论院陨悦哉 患者患有急性肾损伤几率较高袁病死率较高遥 经过治疗袁高血钾尧高 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和器
官衰竭数量逸圆 个是肾损伤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袁肾脏替代治疗是保护因素袁但与病死率无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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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急性肾损伤是一种临床综合征袁 指突发持续
圆源 澡 以上的肾功能连续下降袁临床表现为少尿或者
无尿遥 急性肾损伤在重症监护病房 渊蚤灶贼藻灶泽蚤增藻 糟葬则藻
怎灶蚤贼袁陨悦哉冤中比较常见袁发病率在 缘园豫左右遥 同时袁
陨悦哉 患者急性肾衰竭的病死率也逐年增高遥 肾脏替
代治疗是目前缓解病情的有效方法袁具有缓慢持续
的特点咱员暂袁是治疗肾损伤的首选治疗手段遥 本研究分
析 陨悦哉 急性肾损伤患者的预后指标袁回顾分析本院
收治的 陨悦哉 患者资料袁探讨患病率尧病理机制尧预后
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袁具体内容报告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对本院 圆园员员 年 圆 月要圆园员源 年 圆 月期间收治的
圆园园 例 陨悦哉 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袁 入选标准
为在 陨悦哉 住院 圆源 澡 以上并符合急性肾损伤的相关
诊断标准遥 将临床资料不完整尧有肾脏病史等患者
排除在外遥 经过筛选符合标准的患者 怨园 例遥
员援圆 方法
观察急性肾损伤患者的肾功能尧 脏器衰竭尧排
尿量等指标咱圆原猿暂袁以及治疗后患者心率尧动脉压尧血红
蛋白尧白细胞等袁使用 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评判患者危
重程度咱源暂袁分析相关指标以及肾脏替代治疗的预后
影响因素遥 存活时间定为患者进入 陨悦哉 直到死亡的
时间遥 急性肾损伤患者肾损伤后 员 个月内袁最后 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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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缘冤园怨鄄员圆缘远鄄园猿

肌酐值恢复至正常范围渊猿圆耀怨源 滋皂燥造 辕 蕴冤为肾功能
恢复袁肌酐值在正常范围的 员耀员援缘 倍袁且与肾功能损
伤严重时相比袁 症状有所减轻者为肾功能不全袁后
期无需维持性肾脏替代治疗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圆员援园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袁计
量资料采用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组间比较采

用 贼 检验遥 预后因素使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进行分析袁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急性肾损伤患者肾损伤分期尧损伤因素及预后
分析
本组 圆园园 例 陨悦哉 患者中 源缘豫渊怨园 辕 圆园园冤出现急性
肾损伤袁玉期 源圆 例袁域期 员愿 例袁芋期 猿园 例遥 怨园 例急
性肾损伤患者平均年龄为 远远 岁袁 其中男 源怨 例袁女
源员 例袁住院时间平均为 员 周左右遥 导致肾损伤的首
要因素为感染袁占 远猿援猿猿豫渊缘苑 辕 怨园冤遥 愿愿 例患者死亡袁
因急性肾损伤死亡的占 猿猿援园源豫渊猿苑 辕 愿愿冤袁 其中单纯
急性肾损伤患者 缘 例袁合并其他脏器功能障碍者 猿圆
例遥 患者治疗后肾功能恢复的有 员愿 例渊圆园豫冤袁未完
全恢复的有 圆圆 例渊圆源援源源豫袁表 员冤遥
圆援圆 急性肾损伤患者治疗前后情况对比
治疗后患者血肌酐尧血钾尧排尿量尧心率尧血红
蛋白尧 白细胞尧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等指标均明显改善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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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等院陨悦哉 内急性肾损伤患者的预后指标研究

陨悦哉 患者 怨园 例急性肾损伤患者资料分析 咱灶渊豫冤暂
患者资料
例数
肾损伤分期
玉期
源圆渊源远援远苑冤
员愿渊圆园援园园冤
域期
猿园渊猿猿援猿猿冤
芋期
肾损伤病因
感染
心力衰竭
呼吸衰竭
其他
预后
肾功能恢复
肾功能不全
存活
死亡

缘苑渊远猿援猿猿冤
员猿渊员源援源源冤
员源渊员缘援缘远冤
园远渊远援远苑冤

表 远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多因素分析急性肾损伤患者致死危险因素

员愿渊圆园援园园冤
圆圆渊圆源援源源冤
员猿渊员源援源源冤
猿苑渊源员援员圆冤

治疗前后急性肾损伤患者各项指标变化情况

指标
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渊分冤
血肌酐渊滋皂燥造 辕 蕴冤
血清钾渊皂皂燥造 辕 蕴冤
排尿量渊皂蕴冤
心率渊次 辕 皂蚤灶冤
血红蛋白渊早 辕 蕴冤
白细胞渊员园怨 辕 蕴冤

治疗前
园员源援源 依 缘援源
员猿怨援园 依 圆猿援园
园园苑援远 依 员援圆
员圆怨援园 依 员怨援园
园远愿援园 依 怨援员
园怨怨援员 依 员援圆
园园圆援圆 依 园援缘

治疗后
园园愿援园 依 圆援圆
园远圆援圆 依 员猿援员
园园源援猿 依 员援猿
圆远愿援园 依 圆缘援员
园愿怨援圆 依 愿援怨
员猿源援猿 依 怨援怨
园园愿援圆 依 员援员

孕值
园援园园员
园援园园苑
园援园员源
园援园园缘
园援园圆猿
园援园员怨
园援园园愿

圆援猿 分析急性肾损伤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
肾 损 伤 患 者 病 死 率 随 着 粤孕粤悦匀耘 域 评 分 的
增 加和 脏器 衰 竭数 量的 增 加而 增加 渊 表 猿尧源冤袁
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尧 脏器衰竭数量与病死 率相关袁
这与其他研究一致 咱缘耀远暂 遥 患者治疗前后的肌酐尧排
尿量尧血钾尧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尧脏器衰竭数量等指标
均引入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模型中袁 结果显示高血钾尧高
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和器官衰竭数量逸圆 个是肾损伤患
者死亡的危险因素渊表 缘尧远冤遥 通过肾脏替代治疗可
以纠正患者的高钾血症尧 降低 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袁从
而改善患者预后袁是急性肾损伤的保护因素遥
表猿

不同 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组的病死率

分组
粤孕粤悦匀耘 域臆员缘 分
粤孕粤悦匀耘 域跃员缘 分
表源

死亡例数
员猿
圆源

总例数
源源
源远

表 缘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单因素分析急性肾损伤患者致死危险因素
韵砸 值渊怨缘豫悦陨冤
变量
孕值
园员援猿猿缘 渊园援怨愿远耀员援园源缘冤
年龄
园援圆圆圆
园员援园圆缘 渊园援缘苑缘耀猿援员员怨冤
园援缘源园
性别
园圆援缘源猿 渊园援怨圆苑耀苑援员圆怨冤
园援园缘猿
肌酐
圆员援猿缘园 渊员援苑远愿耀源猿援苑苑缘冤
少尿
园援园员苑
员援园员愿 渊员援员猿苑耀猿援园猿员冤
血钾
园援园圆圆
园员援员源怨
渊员援园园缘耀源援圆源愿冤
粤孕粤悦匀耘 域跃员缘 分
园援园源圆
远愿援源圆缘 渊猿援怨源圆耀员 员愿愿援员愿圆冤 园援园员缘
器官衰竭逸圆 个
变量
血钾
粤孕粤悦匀耘 域评分
器官衰竭逸圆 个

与治疗前比较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表圆

窑员圆缘苑窑

病死率渊豫冤
圆怨援缘缘
缘圆援员苑

不同脏器衰竭数量患者的病死率

分组
死亡例数 总例数 病死率渊豫冤
单纯肾损伤
园缘
猿愿
员猿援员远
肾损伤合并 员 个脏器损伤
员圆
圆缘
源愿援园园
肾损伤合并 圆 个或 圆 个以上
脏器损伤
圆园
圆苑
苑源援园苑

猿

韵砸 值渊怨缘豫悦陨冤
园源援圆远苑 渊圆援圆圆员耀员源援愿苑员冤
园员援园猿愿 渊员援员愿圆耀猿援怨怨猿冤
缘远援圆源猿 渊猿援员圆猿耀怨愿苑援远愿猿冤

孕值
园援园园缘
园援园圆猿
园援园园缘

讨 论

急性肾损伤的发病原因有很多袁包括肾前性因
素尧肾实质或肾血管疾病以及尿道梗阻袁临床表现
均为尿量减少袁液体平衡紊乱袁电解质紊乱袁消化系
统尧血液系统出现异常以及感染等咱苑原怨暂遥 陨悦哉 患者病
情复杂袁常伴有脏器衰竭遥 本研究对 圆园园 例 陨悦哉 患
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袁 根据 宰匀韵 关于急性肾
损伤的诊断标准进行分期袁分析患者肾功能尧脏器
衰竭尧排尿量尧血常规等检查资料袁采用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
归分析患者肾损伤预后指标遥结果显示袁陨悦哉 中 源缘豫
患者出现急性肾损伤袁病因多为感染袁占 远猿援猿猿豫遥 本
组中因急性肾损伤死亡的占 猿猿援园源豫袁合并其他脏器
功能损伤的患者病死率高于单纯肾损伤患者遥 肾脏
替代治疗后患者肌酐尧血钾尧排尿量等与治疗前比
较均有所改善遥 随着血钾浓度增高尧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
增加及脏器衰竭数量的增加袁 病死率明显上升袁说
明血钾浓度尧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和脏器衰竭数量与病
死率相关袁高血钾尧高 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和器官衰竭
数量逸圆 个是肾损伤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袁肾脏替
代治疗能够降低血钾浓度和 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袁清
除血肌酐等代谢产物袁从而改善患者预后遥 与段绍
斌等咱怨暂研究结论一致遥 本研究中袁选取的急性肾损伤
患者在治疗前后各项指标变化明显袁血钾浓度尧血肌
酐水平尧排尿量尧血红蛋白尧白细胞在治疗后均有所好
转袁各项指标的变化也将对预后有所影响遥
综上所述袁陨悦哉 合并急性肾损伤患者病死率较
高袁高血钾尧高 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和器官衰竭数量逸圆 个
是增加患者病死率的危险因素袁肾脏替代治疗可以
纠正患者的高钾血症袁降低 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袁清除
血肌酐等代谢产物袁从而改善患者预后袁是急性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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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患者的保护因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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