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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患者入住重症监护病房方式
对并发急性肾损伤及预后的影响
陈东  蒋龙  王志高  巴音查汗  杨丹平  蒋程凤  肖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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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脓毒症患者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方式对并发急性肾损伤（AKI）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9年 1月至 2020年 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ICU收治的脓毒症患者的临床资料，

根据入住 ICU 的方式将患者分为急诊组（首诊入 ICU 及从相关外科科室急诊转入）和迁延组（因病情演变由

普通病房转入）；根据是否并发 AKI 将患者分为 AKI 组和非 AKI 组。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基础疾病、手术

史、心率、实验室检查指标、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 Ⅱ）、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器

官衰竭及急性并发症发生情况；记录患者的 AKI 发生率、28 d 病死率和 ICU 住院时间。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脓毒症患者并发 AKI 的危险因素。结果  共纳入 185 例脓毒症患者，其中急诊组 96 例，迁延

组 89 例；发生 AKI 119 例，未发生 AKI 66 例。迁延组患者入住 ICU 7 d 内 AKI 发生率以及 28 d 病死率均明显

高于急诊组〔AKI 发生率：77.53%（69/89）比 52.08%（50/96），28 d 病死率：24.72%（22/89）比 10.42%（10/96），

均 P＜0.05〕，ICU 住院时间也较急诊组明显延长（d：18.70±7.29 比 14.56±4.75，P＜0.05）。单因素 Logistic 分

析显示，AKI 组与非 AKI 组的年龄以及糖尿病、高血压、器官衰竭、心力衰竭、APACHE Ⅱ评分、SOFA 评分、白

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绝对值、血小板计数（PLT）、血乳酸、总胆红素、由普通病房转入 ICU 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因病情演变由普通病房转入 ICU 是 ICU 内脓毒症患者发生 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OR）＝5.165，95% 可信区间（95%CI）为 3.911～6.823，P＜0.001〕。结论  因病情演

变由普通病房转入 ICU 的脓毒症患者更容易发生 AKI，病死率更高，ICU 住院时间更长，是 ICU 内脓毒症患者

并发 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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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intensive care unit (ICU) admission model on acute kidney 
injury  (AKI) development  and  the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sepsis.  Methods  Patients with  sepsis  admitted  to  the 
ICU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9  to  July  2020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ICU  admission model,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emergency  group  (first  admission  or 
emergency  transfer  from  relevant  surgical  departments)  and  delayed  group  (transferred  from  the  general  ward  due  to 
disease evolution).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AKI group and non-AKI group according to whether AKI was accompanied. 
The gender, age, underlying diseases, surgical history, heart rate, laboratory test indicators,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Ⅱ(APACHEⅡ),  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  (SOFA),  organ  failure  and  acute  complications 
were collected. The incidence of AKI, 28-day mortality and length of ICU stay were recorded.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of AKI in patients with sepsis.  Results  A total of 185 patients 
with sepsis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96 cases in the emergency group and 89 cases in the delayed group. 119 cases of 
AKI occurred while 66 cases without AKI development. The incidence of AKI within 7 days and the 28-day mortality of 
patients in the delaye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emergency group [AKI incidence rate: 77.53% 
(69/89) vs. 52.08% (50/96), 28-day mortality: 24.72% (22/89) vs. 10.42% (10/96), both P < 0.05], and the length of ICU 
stay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emergency group (days: 18.70±7.29 vs. 14.56±4.75, P < 0.05). Univariate 
Logistic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ge, diabetes, hypertension, organ failure, heart failure, 
APACHEⅡscore,  SOFA  score,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absolute  neutrophil  value,  platelet  count  (PLT),  blood 
lactate,  total  bilirubin,  and  ICU  transferred  from  general wards  between AKI  group  and  non-AKI  group.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ransfer from general ward to ICU due to disease evolution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AKI in ICU sepsis patients [odds ratio (OR) = 5.16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was 3.911-6.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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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是机体对感染反应失调导致的危及生

命的器官功能障碍，是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严重威胁患

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2］。脓毒症患者急性肾

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的发生率高达 70%，

与未并发 AKI 的脓毒症患者相比，并发 AKI 的患者

住院周期延长，病死率升高约 1 倍［3］。目前对于脓

毒症并发 AKI 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临床上缺乏有

效的针对性治疗手段，再加上医疗资源有限，医护人

员对高危人群的识别能力有限，并非所有的脓毒症

并发 AKI 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本研究

通过对不同 ICU 入住模式脓毒症患者的 AKI 发生

率、病死率及其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旨在帮助医

务人员提高对脓毒症患者并发 AKI 的认识，真正做

到个体化治疗，降低误诊率，提高总体生存率。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择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7 月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ICU 收治的脓毒症患者。

1.1.1  纳入标准：① 年龄≥18岁；② 符合脓毒症3.0

的诊断标准；③ ICU 住院时间≥48 h。

1.1.2  排除标准：既往有肾脏疾病或肾功能异常。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

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注册号：ChiCTR 

2100054930），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

KY2019011609），所有治疗和检测均获得过患者或

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研究分组：根据入住 ICU 的方式将患者分为

急诊组（首诊入 ICU 及从相关外科科室急诊转入）

和迁延组（因病情演变由普通病房转入）；根据是否

并发 AKI 将患者分为 AKI 组和非 AKI 组。

1.3  诊断标准：① 脓毒症：根据 2016 年更新的

脓毒症 3.0 定义以及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4］诊断脓毒症，其

中 SOFA 评分包括胆红素水平、血小板计数（platelet 

count，PLT）、吸入氧浓度、动脉血氧分压、血压、尿

量、血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水平和高乳酸血

症等方面。② AKI：根据 2012 年改善全球肾脏病预

后组织（Kidney Disease: 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

KDIGO）［5］制定的 AKI 诊断标准，48 h 内 SCr 水平

升高 26.52 μmol/L 以上，7 d 内 SCr 水平升高≥基础

值的 1.5 倍，尿量减少（＜0.5 mL·kg-1·h-1）持续 6 h

以上，满足上述条件之一即可诊断为 AKI。

1.4  检测指标：收集患者的性别、年龄、基础疾病、

手术史、心率、实验室检查指标〔包括白细胞计数

（white blood cell count，WBC）、中性粒细胞绝对值、

淋巴细胞绝对值、血红蛋白（hemoglobin，Hb）、PLT、

氧合指数、血乳酸、总胆红素、丙氨酸转氨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等〕、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

康状况评分Ⅱ（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APACHE Ⅱ）、SOFA 评分以及有无低

蛋白血症、肝衰竭、乳酸酸中毒、低血压、因脓毒症

导致的器官衰竭和急性并发症发生情况（包括发生

AKI 前出现的急性胰腺炎、急性呼吸窘迫和心力衰

竭等）。记录患者的 AKI 发生率、28 d 病死率和 ICU

住院时间。

1.5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24.0 统计软件分析数

据。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脓毒症患者并发 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 

检验水准α＝0.05，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患者一般资料（表 1）：纳入 185 例脓毒症患者，

其中急诊组 96 例，迁延组 89 例；发生 AKI 119 例，

未发生 AKI 66 例。急诊组和迁延组的性别、年龄、

基础疾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表 1 不同 ICU 入住方式两组脓毒症患者的
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
存在基础疾病

〔例（%）〕男性 女性

急诊组 96 62 34 65.26±11.54 66（68.7）
迁延组 89 54 35 63.50±10.31 57（64.0）

χ2/ t 值 0.576 1.094 0.459
P 值 0.447 0.275 0.498

注：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

P  <  0.001].  Conclusion  Septic  patients  transferred  from  general  ward  to  ICU  due  to  disease  evolution  a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AKI, and also had a higher mortality and longer ICU stay. It may be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AKI 
complicated by patients with sepsis in ICU.

【Key words】  Sepsis;  Acute kidney injury;  Prognosis;  Risk factor
Fund program: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People's Hospi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roduction and 

Innovation Project (20180309)
Trial Registration: Chinese Clinical Trial Registry, ChiCTR 2100054930
DOI: 10.3760/cma.j.cn121430-20211110-0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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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影响 ICU 内脓毒症患者并发 AKI 的单因素 Logistic 分析

组别
例数

（例）

男性

〔例（%）〕

年龄

（岁，x±s）
糖尿病

〔例（%）〕

高血压

〔例（%）〕

器官衰竭

〔例（%）〕

心力衰竭

〔例（%）〕

感染部位〔例（%）〕

肺部 腹腔 尿路

AKI 组 119 69（58.0） 68.93±10.82 43（36.1） 55（46.2） 114（95.8） 46（38.7） 22（18.5） 41（34.5） 14（11.8）
非 AKI 组   66 47（71.2） 60.30±  9.85 10（15.2） 20（30.3）   52（78.8） 14（21.2） 11（16.7） 16（24.2） 11（16.7）

χ2 值 3.177     5.358 7.699 4.058   13.330 5.895 0.096 2.077 0.873
P 值 0.075 ＜0.001 0.006 0.044 ＜0.001 0.015 0.757 0.150 0.350

组别
例数

（例）

机械通气

〔例（%）〕

APACHE Ⅱ评分

（分，x±s）
SOFA 评分

（分，x±s）
WBC

（×109/L，x±s）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

（×109/L，x±s）
淋巴细胞绝对值

（×109/L，x±s）
Hb

（g/L，x±s）
AKI 组 119 78（65.5） 16.37±2.69 11.25±4.15 19.72±13.78 16.94±12.92 0.78±0.52 89.55±40.13
非 AKI 组   66 51（77.3） 11.35±3.06   9.47±4.76   8.09±  1.90   7.25±  1.67 0.93±0.69 98.98±42.50

χ2/ t 值 2.766   11.556 2.927     6.812     6.057 -1.618 -1.499
P 值 0.096 ＜0.001 0.004 ＜0.001 ＜0.001   0.107   0.136

组别
例数

（例）

PLT

（×109/L，x±s）
氧合指数

（mmHg，x±s）
血乳酸

（mmol/L，x±s）
总胆红素

（mmol/L，x±s）
ALT

（mmol/L，x±s）
入住 ICU 来源〔例（%）〕

急诊 迁延

AKI 组 119 106.57±34.40 260.09±151.38 4.46±2.03 56.73±35.54 25.69±  9.95 50（42.0） 69（58.0）
非 AKI 组   66 120.52±34.58 287.72±161.41 1.29±0.26 34.28±25.09 23.06±11.93 46（69.7） 20（30.3）

t /χ2 值 -2.636 -1.135   12.604     4.538 1.604 2.477   13.029
P 值   0.009   0.258 ＜0.001 ＜0.001 0.111 0.116 ＜0.001

注：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AKI 为急性肾损伤，APACHE 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WBC 为白

细胞计数，Hb 为血红蛋白，PLT 为血小板计数，ALT 为丙氨酸转氨酶；急诊代表首诊入 ICU 及从相关外科科室急诊转入，迁延代表因病情演

变由普通病房转入；1 mmHg≈0.133 kPa

表 2 不同 ICU 入住方式两组脓毒症患者的
AKI 发生率、28 d 病死率和 ICU 住院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AKI 发生率

〔%（例）〕

28 d 病死率

〔%（例）〕

ICU 住院时间

（d，x±s）
急诊组 96 52.08（50） 10.42（10） 14.56±4.75
迁延组 89 77.53（69） 24.72（22） 18.70±7.29

χ2/ t 值 -4.958 -4.405 -2.224
P 值    0.026    0.036    0.029

注：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AKI 为急性肾损伤

表 4 影响 ICU 内脓毒症患者并发 AKI 的 
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

项目 β 值 sx χ2 值 OR 值 95%CI P 值

年龄 1.065 0.363     8.608 2.901 1.424～  5.909 0.003
高血压 0.537 0.212     6.416 1.711 1.129～  2.592 0.011
糖尿病 1.043 0.216   23.316 2.838 1.858～  4.333 ＜0.001
心力衰竭 0.866 0.215   16.224 2.377 1.560～  3.623 ＜0.001
器官衰竭 0.715 0.184   15.100 2.044 1.425～  2.932 ＜0.001
APACHE Ⅱ评分 1.733 0.406   18.220 5.658 2.553～12.538 ＜0.001
SOFA 评分 0.844 0.215   15.410 2.326 1.526～  3.545 ＜0.001
血乳酸 1.522 0.291   27.355 4.581 2.590～  8.104 ＜0.001
WBC 0.501 0.045 123.951 1.650 1.511～  1.803 ＜0.001
入住 ICU 来源 1.642 0.142 133.712 5.165 3.911～  6.823 ＜0.001

注：ICU 为重症监护病房，AKI 为急性肾损伤，APACHE Ⅱ为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SOFA 为序贯器官衰竭评分，

WBC 为白细胞计数，OR 为优势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2.2  急诊组和迁延组患者 AKI 发生率、28 d 病死率

及 ICU 住院时间比较（表 2）：迁延组入住 ICU 7 d

内 AKI 发生率以及 28 d 病死率均明显高于急诊组，

ICU 住院时间较急诊组明显延长（均 P＜0.05）。

2.3  脓毒症患者并发 AKI 的单因素 Logistic 分析 

（表 3）：AKI 组与非 AKI 组的年龄以及糖尿病、高

血压、器官衰竭、心力衰竭比例、APACHE Ⅱ评分、

SOFA 评分、WBC、中性粒细胞绝对值、PLT、血乳

酸、总胆红素水平、由普通病房转入 ICU 比例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性别、感染

部位、机械通气、淋巴细胞绝对值、Hb、氧合指数、

ALT、由急诊转入 ICU 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 P＞0.05）。

2.4  脓毒症患者并发 AKI 的多因素 Logistic 分析 

（表 4）：以脓毒症患者是否并发 AKI 为因变量，将单

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高血压、糖

尿病、心力衰竭、器官衰竭、APACHE Ⅱ评分、SOFA

评分、血乳酸、WBC 和入住 ICU 来源是脓毒症患者

发生 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

3 讨 论 

  脓毒症是 ICU 常见的一种感染性全身炎症反

应，脓毒症患者多并发 AKI［6］。有研究表明，ICU 内

脓毒症患者的来源与病死率之间也存在显著关联，

而且从普通病房转入 ICU 的脓毒症患者的病死率

明显高于从急诊入住 ICU 的患者，迅速识别脓毒症

并提供有效的抗微生物药物、早期复苏以及有效的

源头控制是控制病情发展的关键决定性因素［7-8］。 

2014 年一项大规模、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显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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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4% 的脓毒性休克患者会并发 AKI［9］。本研究也

证实，迁延组患者 AKI 发生率明显高于急诊组。国

外研究也证明，脓毒症患者极易并发 AKI，且 AKI 的

发生是预示患者预后较差的危险因素［3］。本研究的

主要目的是探讨不同的 ICU 入住模式对脓毒症患

者并发 AKI 的影响，结果显示，急诊组 AKI 的发生

率为 52.08%，迁延组 AKI 的发生率为 77.53%，存在

显著差异，推测原因可能是急诊组患者在发病第一

时间得到了 ICU 严密的监控和加强治疗，而迁延组

在普通病房未被识别为脓毒症，延误了治疗时机，证

实及时得当的 ICU 护理和治疗有利于降低 AKI 的

发生率，提高患者生存率，改善患者预后。2015 年 

的横断面研究显示，我国对 AKI 的误诊率极高，不

能及时识别 AKI 是病死率居高不下的独立危险因

素［10-11］。因此，合理地选择脓毒症患者治疗和护理

地点、识别和管理脓毒症患者至关重要，可能降低脓

毒症患者的病死率。

  本研究同时探讨了脓毒症并发 AKI 的影响因

素，通过总结患者的临床特征，能够提高脓毒症的

早期识别率，并及时开展治疗和护理，从而减少 AKI

的发生，提高患者生存率。本研究分析 AKI 组与

非 AKI 组患者的相关指标，结果显示，性别、感染部

位、机械通气、ALT、淋巴细胞绝对值、Hb、氧合指

数、中性粒细胞绝对值、PLT、总胆红素水平对脓毒

症患者 AKI 的发生无显著影响，但患者年龄、高血

压、糖尿病、心力衰竭、器官衰竭、APACHE Ⅱ评分、

SOFA 评分、血乳酸、WBC 水平对 AKI 的发生影响

显著。有荟萃分析证明，AKI 的发生与年龄的增长

存在密切关系［11］，老年脓毒症患者 AKI 发生率显著

提高［12］。本研究中 AKI 组患者的平均年龄显著高

于非 AKI 组；有糖尿病史或高血压史的患者更容易

发生 AKI，糖尿病可能造成肾脏损伤，导致肾脏功能

减弱或者完全丧失，并得到相关研究证实［13］。心力

衰竭和器官衰竭作为脓毒症患者的严重并发症，可

加重患者病情，增加肾脏负担，提高 AKI 的发生率。

肾脏是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非常敏感，容易因机

体创伤、应激反应、感染和药物等因素受损。在临床

上，APACHE Ⅱ评分可用于评估患者的病情严重程

度；SOFA 评分适用于对脓毒症患者并发 AKI 的预 

测［14］。血乳酸来自组织细胞的无氧呼吸，可反映

组织的缺氧程度［15］，也可用于判断脓毒症的严重程

度，因此与患者的预后密切相关。WBC 是最常用

的实验室检查指标［16］，WBC 升高可用于诊断多种

感染性疾病，对脓毒症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17］，且

WBC 可以反映机体感染及应激状态，机体发生感染

或应激反应越严重，发生 AKI 的可能性就越大。本

研究中 AKI 组患者的 28 d 病死率显著高于非 AKI

组，说明相对于单纯脓毒症患者，脓毒症并发 AKI

患者的预后更差，存活率更低。

  脓毒症所致 AKI 是 AKI 的一种独特类型，其

病理生理机制复杂，是由多种病理生理机制共同作

用的结果［18-19］，但由于尚无精准有效的监测患者

肾脏血流动力学的手段，从而限制了人们探索的脚 

步［17］。早期诊断对 AKI 患者的治疗和预后至关重

要［20-21］。准确估计继发于脓毒症的 AKI 发生率和

发生趋势已被证明具有挑战性。尽管筛查计划和

数据科学有助于判断 AKI 是否为脓毒症所致，但鉴

于危重患者存在许多常见的混杂因素，将 AKI 严格

定性为脓毒症所致 AKI 仍很困难。目前，大部分对

AKI 风险和预后因素的了解来自对普通病房、混合

ICU 人群或接受心血管手术患者的相关研究，根据

这些患者的基础肾功能以及损伤的性质和时间可以

明确定义［18，22］。在一般人群中确定的 AKI 危险因

素和预后因素可能会给脓毒症患者带来相同甚至更

高的风险。此外，患者群体的异质性和各项研究关

注重点的不同都可能导致AKI危险因素相关研究结

果的不确定性［21］。由于脓毒症和 AKI 均与发病率、

病死率、住院时间和护理成本的增加独立相关，因

此早期检测对于提高成功干预的机会至关重要［23］。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不同 ICU 入住模式脓毒症患者

的AKI发生率、病死率及其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完善对脓毒症相关 AKI 的理解，为其预防和治疗制

定新的路线。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为单中心

的小样本研究，尽管对年龄、疾病严重程度和慢性合

并症等情况做出了调整，但这些调整可能并未完全

控制混杂因素，后续仍需多中心的大样本研究进一

步验证。

  综上所述，急诊组脓毒症患者 AKI 发生率较迁

延组有所降低，除此之外，年龄、高血压、糖尿病、心

力衰竭、器官衰竭、APACHE Ⅱ评分、SOFA 评分、血

乳酸、WBC 水平都是脓毒症患者发生 AKI 的独立

危险因素。故就目前看来，将脓毒症并发 AKI 患者

早期、合理、及时地收入正确的治疗科室是最为经济

和有效的干预手段。而目前我国危重症患者入院模

式固定为“门诊—专科普通病房—ICU”，但对于具

有发生脓毒症甚至脓毒症并发 AKI 潜在风险的患

者，能否变革为“急诊—ICU—专科普通病房”模式

有待进一步商榷，但不论何种诊疗及入住模式，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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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医务人员对脓毒症的认知，进一步深入研究发

病、预后及死亡的相关危险因素，方可在目前的医疗

环境下，真正做到对脓毒症并发 AKI 患者的个体化

治疗，降低误诊率，提高总体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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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新闻速递·

氢化可的松并不能提高无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患者的生存率 
—— 一项随机临床试验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是极早产婴儿常见的并发症，机械通气引起的呼吸道炎症可能会加重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目前尚不

清楚出生后第 2 周使用氢化可的松治疗是否可以提高患儿生存率且不会出现不良的支气管肺和神经发育效应。为此，有学者

针对胎龄＜30 周且在 14～28 d 时已插管≥7 d 的婴儿进行了一项临床试验。研究人员将受试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分别给予氢

化可的松（4 mg·kg-1·d-1，在 10 d 内逐渐减少用量）或安慰剂治疗。主要疗效评价指标是 36 周胎龄时无中度或重度支气管肺

发育不良患儿生存率，主要安全性评价指标是在矫正年龄（由预产期当日开始计算）为 22～26 个月时无中度或重度神经发育

障碍患儿生存率。结果显示，研究人员共招募 800 例患儿〔平均出生体质量为（715±167）g，平均胎龄为（24.9±1.5）周〕。氢

化可的松组和安慰剂组 36 周胎龄时无中度或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患儿生存率分别为 16.6%（66/398）、13.2%（53/402），校

正比率为 1.27，95% 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为 0.93～1.74。91.0% 婴儿的两年结局是已知的。氢化可的松

组和安慰剂组矫正年龄后无中度或重度神经发育障碍患儿生存率分别为 36.9%（132/358）、37.3%（134/359），校正比率为 0.98，

95%CI 为 0.81～1.18。使用氢化可的松治疗的患儿高血压发生率高于安慰剂组（4.3% 比 1.0%），两组间其他不良事件的发生

率相似。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在此项涉及早产儿的临床试验中，与安慰剂相比，从出生后 14～28 d 开始使用氢化可的松

治疗并未显著提高无中度或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婴儿的生存率，且两组间无中度或重度神经发育障碍婴儿的生存率无显著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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