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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短期死亡原因
及相关因素匹配研究
华锦程    梁萌    沈淑琼    李彩凤    许树根

【摘要】 目的 探讨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短期死亡（透析后 3～12 个月内死亡）的原因及相关

影响因素，为防治短期死亡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分析方法，以解放军第一七四医院血液

透析中心 2004 年 1 月至 2014 年 4 月开始 MHD 并于 3～12 个月内死亡的 51 例患者作为病例组，按 1∶2 匹配

对照的方法选择与其同期开始 MHD（±2 个月）且生存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 102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所有患者

均规律透析（每周 2～3 次），常规限制水钠摄入，给予控制血压、纠正贫血、纠正钙磷代谢紊乱等基础治疗。分

析病例组患者短期死亡的主要原因；收集两组开始接受透析时的各项临床和生化指标，采用单因素、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透析后短期死亡的相关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判断各指标对 MHD 患者

短期死亡的评估价值。结果    51 例 MHD 短期死亡患者的主要死因为心脑血管疾病（27 例，占 52.9%）、 感染

（15 例，占 29.4%）。单因素分析显示，与 MHD 短期死亡有关的可能因素有年龄〔优势比（OR）＝6.625， 95% 可

信区间（95%CI）＝3.232～13.580，P＝0.000〕、糖尿病（OR＝3.875， 95%CI＝0.654～10.622，P＝0.031）、透析前

专科干预时间（OR＝0.349， 95%CI＝0.287～0.572，P＝0.004）、透析前伴心脑血管疾病（OR＝9.667， 95%CI＝
4.632～20.174，P＝0.000）、首次透析为急诊透析（OR＝3.875， 95%CI＝1.713～8.765，P＝0.005）、白蛋白（OR＝
0.294， 95%CI＝0.068～0.550，P＝0.008）、白细胞计数（OR＝6.286， 95%CI＝1.648～23.982，P＝0.026）、中性粒

细胞计数（OR＝2.833， 95%CI＝1.630～4.923，P＝0.001）。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这 8 个因素作为

自变量，在 α＝0.05 水平上进行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龄（OR＝1.054， 95%CI＝1.019～1.090， 
P＝0.002）、透析前伴心脑血管疾病（OR＝7.469， 95%CI＝2.474～22.545，P＝0.000）是 MHD 患者短期死亡的

危险因素，透析前早期进行专科干预则是保护因素（OR＝0.286， 95%CI＝0.113～0.722，P＝0.008）。ROC 曲线

分析显示，年龄对 MHD 患者短期死亡具有中等诊断价值〔ROC 曲线下面积（AUC）＝0.756〕，截断值为 59.0 岁

时，敏感度为 66.7%，特异度为 77.5%；透析前专科干预时间的诊断价值相对较低（AUC＝0.367），截断值为 0.875
年时，敏感度为 39.2%，特异度为 33.3%。结论    老年、透析前伴有心脑血管疾病与 MHD 患者短期死亡相关，

透析前早期进行专科干预可降低短期死亡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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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ause of early death ( death within 3-12 months after hemodialysis ) and 
the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patients undergoing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 MHD ) as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prevention of early death.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matched controlled study was conducted. Fifty-one patients 
who underwent MHD from January 2004 to April 2014 and died within 3-12 months after hemodialysis in hemodialysis 
center of the 174th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ospital were included in the case group by retrospective analysis 
method. According to 1∶2 matched controls, 102 patients underwent hemodialysis in the same period (±2 months ) and 
survived over 12 months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All patients received regular hemodialysis ( dialysis 2-3 times  
per week ), with conventional limitation of water and sodium intake, routine treatments such as control of blood pressure, 
treatment of anemia and disorders of calcium and phosphorus contents. Causes of short-term death were analyzed. 
Clinical an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of two groups were collected when dialysis was started, and the single facto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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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维持性血液透析（MHD）使得患者长期

存活率有所提升，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但仍有部

分患者在 MHD 后 1 年内死亡（短期死亡）。多项研 
究显示，MHD 患者 1 年病死率在 10%～20%［1-2］。如 
何降低 MHD 患者病死率，尤其是短期病死率，已成

为临床面临的严峻问题。影响 MHD 患者短期死亡

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 MHD 期间血液透析（血透）

充分性及相关并发症处理等因素外，与患者开始接

受透析时的状态密切相关。因此，了解患者开始接

受透析时的状态与 MHD 短期死亡的关系，有利于

指导医务人员对新入透析患者预后的判断，从而在

后期的治疗中采取针对性防预措施，降低 MHD 患

者的短期病死率。回顾性分析在本院血透中心进行

规律性透析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其死亡原因，了解

MHD 短期死亡原因及开始接受透析时的相关危险

因素，以期更有利于临床医师对患者预后进行判断。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将 2004 年

1 月至 2014 年 4 月本院血透中心行规律透析并于

3～12 个月内死亡的 51 例患者作为病例组；按 1∶2
匹配，选择与其同期开始 MHD（±2 个月）且生存

时间超过 12 个月的 102 例患者作为对照组。所有

患者均规律透析，常规限制水钠摄入，给予控制血

压、纠正贫血、纠正钙磷代谢紊乱等基础治疗。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得到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所有治疗取得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调查内容与方法：采用统一调查表，收集患者

年龄、性别、原发病、心脑血管疾病，死亡原因，进入

透析前有效专科干预时间，进入透析时的血压、内

生肌酐清除率（CCr）、血常规、血脂、血钙、血磷、钙

磷乘积、血钾、白蛋白（ALB）、血脂、二氧化碳结合力

（CO2CP）及炎性因子等。

1.3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建立数

据库，录入数据，采用手工和计算机两种方式进行数

据核对，以进一步核查数据是否有逻辑错误。调查

资料整理录入后，先对病例组进行死亡原因分析，再

对调查表中能够量化的项目进行数量化处理，对拟

研究的暴露指标进行定义并赋值（表 1），以 1∶2 匹

配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暴露变量进行单因素分

析。选择单因素分析中 P＜0.05 的变量，进行 1∶2
匹配的多因素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绘制受试者

工作特征曲线（ROC），判断各指标对 MHD 患者短

期死亡的评估价值。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病例组死因分析：在 51 例患者主要死因中，

心脏疾病 14 例（占 27.4%），脑血管疾病 13 例（占

25.5%），感染 15 例（占 29.4%），高钾 1 例（占 2.0%），

肿瘤 6 例（占 11.8%），消化道出血 2 例（占 3.9%）。

multiple factors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ed risk factors when dialysis was started.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 ROC ) was plotted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above parameters in predicting the early death 
in patents with MHD. Results The main causes of early death of 51 patients with MHD were mainly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 27 cases, 52.9% ), and infections ( 15 cases, 29.4% ). It was shown by single factor 
analysis that the age [ odds ratio ( OR ) = 6.62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 95%CI ) = 3.232-13.580, P = 0.000 ], diabetes 
( OR = 3.875, 95%CI = 0.654 - 10.622, P = 0.031 ), specialist intervention time before dialysis ( OR = 0.349, 95%CI = 
0.287 - 0.572, P = 0.004 ), the emergence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events before dialysis ( OR = 9.667, 
95%CI = 4.632 - 20.174, P = 0.000 ), the first dialysis for emergency dialysis ( OR = 3.875, 95%CI = 1.713 - 8.765, 
P = 0.005 ), blood albumin level ( OR = 0.294, 95%CI = 0.068 - 0.550, P = 0.008 ), leukocyte count ( OR = 6.286, 
95%CI = 1.648 - 23.982, P = 0.026 ), neutrophil count ( OR = 2.833, 95%CI = 1.630 - 4.923, P = 0.001 ) might be the 
factors correlating with early death. Eight independent factor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their effect on the MHD 
patients was analyzed b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in α = 0.05 lev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tients with old age 
( OR = 1.054, 95%CI = 1.019-1.090, P = 0.002 ), and the emergence of cardio-cerebrovascular events ( OR = 7.469, 
95%CI = 2.474 - 22.545, P = 0.000 ）were early death risk factors of MHD patients, and early specialist intervention 
before dialysis was a protective factor ( OR = 0.286, 95%CI = 0.113-0.722, P = 0.008 ). ROC curve showed that age had 
moderate diagnostic value for early death of MHD [ area under ROC curve ( AUC ) = 0.756 ], the cut-off value was 59.0 
years old, the sensitivity was 66.7%,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77.5%.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early specialist intervention 
before dialysis was relatively low ( AUC = 0.367 ), the cut-off value was 0.875 years, the sensitivity was 39.2%,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33.3%. Conclusion Old age, the emergency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events before 
dialysis is associated with early death, and specialist intervention ahead of dialysis can reduce the risk of early death.

【Key words】 Hemodialysis; Early dea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Infection;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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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影响 MHD 患者短期死亡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指标 β 值 sx χ2 值 P 值 OR 值（95%CI）

年龄 0.052 0.017   9.178 0.002 1.054（1.019 ～  1.090）
透析前专科干预时间 -1.251 0.472   7.022 0.008 0.286（0.113 ～  0.722）
透析前伴心脑血管疾病 2.011 0.564 12.726 0.000 7.469（2.474 ～ 22.545）

  注：MHD 为维持性血液透析，OR 为优势比，95%CI 为 95% 可

信区间；心脑血管疾病指曾患有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力

衰竭、脑出血、脑梗死等

表 1    MHD 患者临床指标的定义与赋值

指标 赋值

年龄 ≥ 60 岁为 0， ＜ 60 岁为 1
性别 男性为 0，女性为 1
糖尿病 伴有为 0，不伴有为 1
透析前专科干预时间 ＜ 1 年为 0， ≥ 1 年为 1
透析前伴心脑血管疾病 是为 0，否为 1
首次透析是否急诊透析 是为 0，否为 1
透析前血压 ≥ 140/90 mmHg 为 0， ＜ 140/90 mmHg 为 1；

≥ 160/100 mmHg 为 0， ＜ 160/100 mmHg 为 1
Hb ＜ 90 g/L 为 0， ≥ 90 g/L 为 1；

＜ 60 g/L 为 0， ≥ 60 g/L 为 1
CCr ＜ 15 mL/min 为 0， ≥ 15 mL/min 为 1
ALB ＜ 35 g/L 为 0， ≥ 35 g/L 为 1
TC ≥ 5.2 mmol/L 为 0， ＜ 5.2 mmol/L 为 1
TG ≥ 1.7 mmol/L 为 0， ＜ 1.7 mmol/L 为 1
血钙 ＜ 2.17 mmol/L 为 0， ≥ 2.17 mmol/L 为 1
血磷 ≥ 1.62 mmol/L 为 0， ＜ 1.62 mmol/L 为 1
钙磷乘积 ≥ 55 为 0， ＜ 55 为 1
血钾 ≥ 5.5 mmol/L 为 0， ＜ 5.5 mmol/L 为 1
CO2CP ＜ 20 mmol/L 为 0， ≥ 20 mmol/L 为 1
白细胞计数 ≥ 10×109/L 为 0， ＜ 10×109/L 为 1
中性粒细胞计数 ≥ 6.3×109/L 为 0， ＜ 6.3×109/L 为 1

        注：MHD 为维持性血液透析，Hb 为血红蛋白，CCr 为内生肌酐

清除率，ALB 为白蛋白，TC 为总胆固醇，TG 为三酰甘油，CO2CP 为

二氧化碳结合力；心脑血管疾病指曾患有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失

常、心力衰竭、脑出血、脑梗死等；1 mmHg ＝ 0.133 kPa 表 4 年龄、透析前专科干预时间对 MHD 患者
短期死亡的评估价值

指标 最佳截断值 AUC sx P 值

年龄 59.0 0.756 0.043 0.000
透析前专科干预时间 0.875 0.367 0.049 0.007

指标 95%CI
约登

指数

敏感度

（%）

特异度

（%）

年龄 0.671 ～ 0.841 0.442 66.7 77.5
透析前专科干预时间 0.271 ～ 0.463 -0.275 39.2 33.3

  注：MHD 为维持性血液透析，AUC 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

积，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2.2    单因素分析（表 2）：与 MHD 短期死亡有关的

可能因素有年龄、糖尿病、透析前专科干预时间、透

析前伴心脑血管疾病、首次透析为急诊透析、血浆

ALB、白细胞计数（WBC）和中性粒细胞计数（P＜
0.05 或 P＜0.01）。
2.3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表 3）：以 MHD 短期

死亡为因变量赋值 1，以 MHD 非短期死亡为因变量

赋值 0，以单因素分析选出的 8 个因素为自变量，在

表 2    影响 MHD 患者短期死亡的单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指标 χ2 值 OR 值（95%CI） P 值 指标 χ2 值 OR 值（95%CI） P 值

年龄 26.659 6.625（3.232 ～ 13.580） 0.000 CCr   0.600        1.353（0.537 ～   2.908） 0.741
性别   0.461 1.261（0.562 ～   2.463） 0.794 ALB   9.595 0.294（0.068 ～   0.550） 0.008
糖尿病   6.932 3.875（0.654 ～ 10.622） 0.031 TC   0.318 0.765（0.199 ～   1.941） 0.853
透析前专科干预时间 10.904 0.349（0.287 ～   0.572） 0.004 TG   0.783 0.647（0.400 ～   1.697） 0.676
透析前伴心脑血管疾病 36.536 9.667（4.632 ～ 20.174） 0.000 血钙   0.284 1.235（0.435 ～   2.684） 0.868
首次透析为急诊透析 10.581 3.875（1.713 ～   8.765） 0.005 血磷   4.803 0.433（0.314 ～   0.912） 0.091
透析前血压 钙磷乘积   0.643 0.700（0.228 ～   1.674） 0.725

140/90 mmHg   0.358 1.227（0.534 ～   2.398） 0.836 血钾   0.082 1.125（0.312 ～   2.519） 0.960
160/100 mmHg   0.600 1.400（0.485 ～   3.280） 0.741 CO2 CP   0.867 1.364（0.657 ～   2.622） 0.648

Hb  90 g/L   0.873 1.438（0.601 ～   3.081） 0.646 白细胞计数   7.241 6.286（1.648 ～ 23.982） 0.026
 60 g/L   0.376 1.263（0.487 ～   2.664） 0.829 中性粒细胞计数 13.643 2.833（1.630 ～   4.923） 0.001

     注：MHD 为维持性血液透析，Hb 为血红蛋白，CCr 为内生肌酐清除率，ALB 为白蛋白，TC 为总胆固醇，TG 为三酰甘油，CO2CP 为二

氧化碳结合力，OR 为优势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心脑血管疾病指曾患有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律失常、心力衰竭、脑出血、脑梗死等；

1 mmHg ＝ 0.133 kPa

α＝0.05 水平上进行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透析前专科干预时间对 MHD 患者的长期

存活具有很强的保护作用（P＝0.008），而年龄和透

析前伴心脑血管疾病是 MHD 短期死亡的危险因素

（均 P＜0.01）。

2.4 ROC 曲线分析（表 4 ；图 1）：年龄、透析前专科

干预时间均对 MHD 患者短期死亡有一定的诊断价

值，其中年龄对 MHD 患者短期死亡具有中等的诊

断价值，而透析前专科干预时间的诊断价值较低。

ROC 曲线提示，透析前专科干预时间越短，MHD 患

者短期死亡的风险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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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心脑血管并发症、感染、肿瘤、高钾及消化道大

出血等均是影响 MHD 患者短期死亡的原因。丁

小强等［3］报道，心脑血管疾病是血透患者住院的主

要原因，也是尿毒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占 50%
以上），感染（尤其是肺感染）是第 2 位致死原因。

MHD 患者免疫功能低下，白细胞移动和吞噬功能减

弱，容易并发感染性疾病，且细菌感染后病情进展速

度快，恢复时间长［4］。因此，血透患者是感染的高危

人群，约 20%～30% 的血透患者并发感染［5］。本研

究中的患者以心脑血管疾病占多数（约为 52.9%），

而感染所占比例也较大（约为 29.4%），可见降低

MHD 短期病死率需从减少心脑血管并发症及控制

感染入手。

 目前国内外有不少关于 MHD 长期存活及相关

因素的调查结果。陈江华［6］指出，影响血透患者长

期存活的相关因素非常复杂，总体归纳起来包括透

析技术和患者因素两方面。透析技术因素包括透析

剂量、透析时间、透析膜、透析液以及透析中心的管

理和技术水平；患者因素包括透析时机、贫血、血压、

酸中毒、钙磷代谢紊乱、炎症状态、营养不良及社会

回归状态等。因此，要提高MHD患者的长期存活率，

需要重视这两方面因素。但目前尚未见针对短期死

亡的单独研究，且影响 MHD 患者短期死亡的因素

同样是多方面、复杂的，各因素间也相互作用，从而

影响了 MHD 患者的长期预后。随着透析技术的发

展，MHD 患者短期病死率已明显下降。本研究采用

匹配对照的方法，将 MHD 患者开始透析的时间作

为匹配因素，消除了这一因素对研究的影响，从而更

容易发现 MHD 患者短期死亡的影响因素。本研究

显示，高龄和透析前伴心脑血管疾病是 MHD 患者

短期死亡的危险因素，而早期有效进行透析前专科

干预对 MHD 患者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

  对 MHD 患者短期死亡组与长期存活组进行单

因素分析发现，血浆 ALB 具有保护作用，而 WBC 和

中性粒细胞计数为患者短期死亡的危险因素。营养

不良常可导致血透患者免疫功能低下、继发感染、贫

血加重、心血管疾病等并发症［7］，从而增加血透患者

短期病死率。机体微炎症在临床上可能没有明显

症状，但其与营养不良、血管硬化、贫血、感染等密切

相关，终末期肾病（ESRD）患者的死亡往往是由心

脑血管疾病导致的，而导致心脑血管疾病最直接的

因素是体内存在明显的微炎症［8］。而且蛋白质营养

不良和炎症通常同时发生于血透患者，被称为营养

不良 - 炎症反应综合征（MICS）。MICS 被认为是透

析患者促红细胞生成素低反应性、心血管动脉粥样

硬化高发生率、生活质量下降、病死率和住院时间增

加的主要原因，因为 MICS 引起的低蛋白血症、低体

质指数、低胆固醇血症、低肌酐血症、低半胱氨酸血

症等均可导致 MHD 患者的高病死率［9］。同时有研

究表明，ESRD 患者同时伴有糖尿病的死亡风险高

于非糖尿病 ESRD 患者［10-11］；尽管近年血液净化疗

法被广泛应用，且透析技术不断完善，但糖尿病肾衰

竭患者的病死率仍占到肾衰竭者的 27%～31%［12］。

因其易发生严重的心脑血管并发症，故预后较非糖

尿病 ESRD 患者差。有文献报道糖尿病患者 10 年

内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明显高于非糖尿病患者［13］。

但本研究中经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糖尿

病、ALB、WBC 及中性粒细胞计数均无统计学意义，

这可能与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样本量较少有关，仍

需要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观察以进一步验证。

 年龄是 MHD 患者短期死亡的重要因素，随着

年龄的增长，MHD 患者的死亡风险增加［4］，这可能

与高龄 MHD 患者存在多器官功能不同程度下降、

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较高、营养状况较差、耐受性

较差，同时因高龄 MHD 患者进入透析前通常尿毒

症病程较长，且未经透析前的专科干预治疗及 MHD
高龄患者合并症较多等因素有关。李缺缺等［14］报

道，在老年患者中往往存在多种基础疾病、长期卧

床，更容易发生感染，尤其是肺部感染，再加上老年

患者器官功能减退，更容易发生心功能不全、血栓

和栓塞、应激性溃疡等并发症，在疾病和应激状态

下易发展至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进而

注：MHD 为维持性血液透析，ROC 曲线为受试者
工作特征曲线

图 1 年龄、透析前专科干预时间评估 MHD 患者 
短期死亡的 ROC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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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死亡。一项关于透析预后与实践模式的研究

（DOPP）报告，65 岁以上老龄 MHD 患者的死亡风险

较非老年组高 1 倍以上［15］。而本组资料中 MHD 短

期死亡者的平均年龄较长期存活者明显增高，进一

步说明了高龄对 MHD 患者长期预后的重要性。

 已经有多项研究表明，MHD 患者死亡的主要

原因是心脑血管疾病［4，15-16］。在 MHD 住院患者中，

左心室肥厚是 MHD 患者最常见的心脏结构异常改

变，是导致充血性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缺血性心脏

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17］。本研究短期死亡患者

中，出现左心室肥厚者达 32 例，占 62.75%，而对照

组仅有 10 例，仅占 9.80%。因此，透析前即伴心脑

血管疾病是 MHD 患者早期死亡的重要影响因素。

有研究指出，未合并心脑血管疾病者的血透时间长

于合并心脑血管疾病者［18］。由于 MHD 患者大部分

存在水钠潴留、高血压、贫血、代谢性酸中毒等，且血

透过程中血流动力学改变，加之尿毒素对心脑血管

的损害，会进一步加重原有心脑血管疾病，从而影响

MHD 的预后。同时，MHD 患者往往存在不同程度

的微炎症状态，而透析患者的微炎症状态亦是导致

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和病死率增高的重要原因［19］。 
 目前仍有较多患者在出现心力衰竭、高血钾、心

包炎和高度水肿等严重并发症时才以急诊透析开始

MHD，如前所述，MHD 患者透前即出现心脑血管损

害就意味着有较高的短期病死率。有研究显示，1/5
的患者在透析前 1 个月内才到肾内科就诊［20］。引

起此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经济原因外，诊断偏

晚和患者不愿接受现实占了较大的比例［21］。因此，

有效的透析前干预治疗可在 MHD 患者开始透析前

避免出现严重的并发症而改善患者的预后。有效的

透析前干预治疗包括发现肾脏损害时即就诊于肾

科，给予合理的保肾治疗方案，如防治感染、饮食教

育、控制血压、使用促红素、纠正钙磷代谢紊乱、健康

知识宣教、心理教育、透析前血管通路的准备和透析

方案的选择等。对老年伴有心脑血管疾病这一特殊

人群，更应密切监测病情变化， 根据患者临床症状

和 CCr 来决定透析的时机。

 综上，本研究提示，目前 MHD 患者短期病死率

仍较高，主要死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和感染。高龄和

透析前伴心脑血管疾病是 MHD 患者短期死亡的危

险因素，而有效长期的透析前专科干预对 MHD 患

者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慢性肾脏病早期诊断、专

科随诊保肾治疗、适时透析和计划透析、积极防治

心脑血管疾病和感染等措施是改善 MHD 患者预后

的主要途径，尤其对于老年 MHD 患者更应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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