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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神经重症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AKI）的危险因素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
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南区）重症医学科收治的 207 例神经重症患者的
病例资料，按是否发生 AKI 将患者分为 AKI 组（40 例）和非 AKI 组（167 例）；根据预后再将 AKI 患者分为存
活组（14 例）和死亡组（26 例）。收集患者发生 AKI 前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
况评分Ⅱ（APACHE Ⅱ）、血糖、白细胞计数（WBC）、中心静脉压（CVP）、血钠、胱抑素 C、尿素氮（BUN）以及使
用甘油果糖和呋塞米的患者比例等。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筛选出影响神经重症患者发生 AKI 的危险因素和影响 AKI 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OC），评估危险因素对神经重症患者发生 AKI 的预测效能。结果  ICU 神经重症患者 AKI 发生率为 19.3%
（40/207）。AKI 组院内病死率显著高于非 AKI 组〔65.0%（26/40）比 22.2%（37/167），P＜0.01〕。与非 AKI 组比
较，AKI 组 GCS（分：4.44±1.65 比 5.39±1.62）、CVP 〔cmH2O（1 cmH2O＝0.098 kPa）：7.69±2.66 比 8.98±2.56〕 
均明显降低，APACHE Ⅱ（分：24.50±3.67 比 20.05±4.42）、血糖（mmol/L：12.33±6.53 比 9.33±3.26）、血钠

（mmol/L：144.75±10.85比140.58±5.23）、WBC（×109/L：16.15±6.25比12.79±4.22）、胱抑素C（mg/L：1.27±0.74
比 0.74±0.26）、BUN（mmol/L：7.81±3.33 比 5.53±3.20）、男性比例〔77.5%（31/40）比 59.9%（100/167）〕、合并
低血压比例〔37.5%（15/40）比 19.8%（33/167）〕、使用甘油果糖比例〔17.5%（7/40）比 3.6%（6/167）〕以及使用
呋塞米比例〔70.0%（28/40）比 13.8%（23/167）〕均升高，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高血糖〔优势比（OR）＝1.201，95% 可信区间（95%CI）＝1.01～1.42，P＜0.05〕和
使用呋塞米治疗（OR＝24.493，95%CI＝4.92～120.36，P＜0.01）是神经重症患者发生 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
ROC 曲线分析显示，血糖对神经重症患者 AKI 有一定预测价值，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733，截断值为 
9.05 mmol/L 时，敏感度为 77.5%，特异度为 62.6%。在 AKI 患者中，死亡组入院时 GCS 评分较存活组明显降
低（分：3.77±0.87 比 5.50±2.03），血糖（mmol/L：16.51±9.10 比 10.09±2.89）和 BUN（mmol/L：10.26±3.07 比
6.48±2.70〕 较存活组明显升高（均 P＜0.05）。结论  AKI 是神经重症患者的常见并发症，高血糖和使用呋塞米
是神经重症患者发生 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血糖对神经重症患者发生 AKI 有中等预测价值；GCS 低、血糖及
BUN 升高的 AKI 患者死亡风险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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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of  acute  kidney  injury  (AKI)  occurring  in  patients 
with  critical  neurological  disease,  and  the  related  factors  affecting  their  prognosi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207 patients with critical neurological diseas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ritical Care Medicine of Anhui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South  District)  from  January  2016  to  March  2017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y  were  assigned  into  an  AKI  group  (40  cases)  and  a  non-AKI  group  (167  cases),  and  according 
to  the  prognosis,  the  patients  with  AKI  were  subdivided  into  a  survival  subgroup  (14  cases)  and  a  death  subgroup  
(26 cases). Clinical data of Glasgow coma score (GCS),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 (APACHEⅡ), 
blood glucose,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central venous pressure (CVP), blood sodium, cystatin C, urea nitrogen (BUN) 
etc.  index levels and the proportions of patients using glycerin fructose and furosemide before occurrence of AKI were 
collected. The indexes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und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analyz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o  screen  out  the  risk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occurrence  of AKI  and  the  factors  related  to 
the prognosis of the AKI patients;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ROC) was drawn to assess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risk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neurological disease to develop AKI.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KI was 
19.3% (40/207) in the patients with critical neurological disease. The hospital mortality in AKI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n-AKI group [65.0% (26/40) vs. 22.2% (37/167), P < 0.01]. Compared with non-AKI group, 
GCS  (4.44±1.65  vs.  5.39±1.62), CVP  [cmH2O  (1  cmH2O = 0.098 kPa):  7.69±2.66  vs.  8.98±2.56] were  obviously 
lower in AKI group at admission, APACHE Ⅱ (24.50±3.67 vs. 20.05±4.42), blood glucose (mmol/L: 12.33±6.53 vs. 
9.33±3.26), serum sodium (mmol/L: 144.75±10.85 vs. 140.58±5.23), WBC (×109/L: 16.15±6.25 vs. 12.7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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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statin C  (mg/L: 1.27±0.74 vs.  0.74±0.26)  and BUN  (mmol/L: 7.81±3.33 vs.  5.53±3.20)  and proportion  of male 
[77.5% (31/40) vs. 59.9% (100/167)], patients with the comorbidity of hypotension [37.5% (15/40) vs. 19.8% (33/167)], 
use of glycerin fructose [17.5% (17/40) vs. 3.6% (6/167)], or use of furosemide [70.0% (28/40) vs. 13.8%(6/167)]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AKI  group,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bove  two  groups  
(all P < 0.05).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hyperglycemia  [odds  ratio  (OR) = 1.201, 95% 
confidence  interval  (95%CI)  =  1.01-1.42,  P  <  0.05]  and  use  of  furosemide  for  treatment  (OR  =  24.493,  95%CI  =  
4.92-120.36,  P  <  0.01)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occurrence  of  AKI  in  critical  neurological  patients. 
ROC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blood  sugar  had  certain  predictive  value  of  developing AKI  in  patients with  critical 
neurological disease,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of blood glucose was 0.733, when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of blood glucose was 9.05 mmol/L, the sensitivity was 77.5% and the specificity was 62.6%. Compared with the survival 
subgroup  in  the  patients  with  AKI,  the  GCS  at  admission  in  death  sub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3.77±0.87  vs. 
5.50±2.03), but their levels of blood glucose (mmol/L: 16.51±9.10 vs. 10.09±2.89) and BUN (mmol/L: 10.26±3.07 
vs. 6.48±2.70) were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urvival subgroup (all P < 0.05).  Conclusion  AKI is one of 
the common complications  in patients with critical neurological disease, hyperglycemia and  the use of  furosemide a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occurrence of AKI in such patients; the blood glucose has moderate predictive value; and 
lower GCS, higher glucose and BUN levels in AKI patients may enhance their risk of death.

【Key words】  Acute kidney injury;  Critical neurological disease;  Risk factor;  Prognosis;  Epidem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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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重症患者极易发生急性肾损伤（AKI），AKI

又可导致体内代谢产物蓄积以及水、电解质和酸碱

平衡紊乱［1］，给原发病治疗带来诸多困难，对患者预

后产生不利影响。本研究中通过对重症医学科（ICU）

神经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探

讨神经重症患者发生 AKI 的易患因素及影响患者

预后的相关因素，为神经重症患者的治疗提供参考

性意见。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取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3 月安

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南区）ICU 收治的神经

重症患者 207 例。

1.1.1  纳入标准： ① 神经重症患者［2］，即格拉斯哥

昏迷评分（GCS）＜12 分的急性脑血管病患者、颅脑

损伤患者及脊髓损伤患者，围手术期神经外科重症

患者，重症神经系统感染，癫痫持续状态等；需要给

予血流动力学或重要器官功能支持的患者； ② 年

龄≥14 岁； ③ 入住 ICU 时间≥48 h； ④ 在医院完

成急性期治疗过程。

1.1.2  排除标准： ① 既往有肾脏疾病或孤立肾患

者；临床资料不完整者； ② 住院期间血肌酐（SCr）

最高值＞119 mmol/L，但未能达到 AKI 诊断标准的

23 例患者。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通过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医学研究伦理委员会批

准（审批号：2019-P-002）。

1.2  研究方法：根据患者是否 AKI 分为 AKI 组和

非 AKI 组；再根据 AKI 患者出院状况分为死亡组

和存活组。

  符合下述情形之一者可诊断为 AKI［3］： ① SCr

在 48 h 内升高≥26.5 μmol/L；② 已知或推测 7 d 内

肾功能损害的前提下，SCr 增高至基线值 1.5 倍以

上； ③ 至少持续 6 h 尿量＜0.5 mL·kg-1·h-1。

1.3  观察指标：收集患者发生 AKI 前 GCS、急性生

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 Ⅱ）、血糖、

中心静脉压（CVP）、血白细胞计数（WBC）、低血压

患者数、尿素氮（BUN）、血钠、胱抑素 C，以及使用

甘油果糖、呋塞米的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定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时以均数 ± 标准

差（x±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

布时以中位数（四分位数）〔M（QL，QU）〕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定性资料以率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筛选出影响神经重症患者发生 AKI 的独立危险因

素，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价其检验

效能。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患者一般情况：207 例神经重症患者中男性

131例，女性76例；年龄18～82岁，平均（54.4±13.1）

岁。原发病：出血性脑血管病 131 例、缺血性脑血

管病22例、颅脑外伤52例、中枢神经系统感染1例、

癫痫持续状态 1 例。其中有 40 例发生 AKI，AKI 发

生率为 19.3%，AKI 多发生在入院后 3～4 d；AKI 组

院内死亡 26 例（病死率为 65.0%），非 AKI 组院内死

亡 37 例（病死率为 22.2%），AKI 组病死率显著高于

非 AKI 组（χ2＝27.98，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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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单因素分析影响神经重症患者发生 AKI 的危

险因素

2.2.1  病情的影响（表 1）：与非 AKI 组比较，AKI

组 GCS 评分明显降低，APACHE Ⅱ评分和 WBC 均

明显升高（均 P＜0.05）。

表 1 神经重症患者 AKI 易患因素分析

指标
AKI 组

（n＝40）
非 AKI 组
（n＝167）

χ2/ t 值 P 值

男性〔例（%）〕 31（77.5） 100（59.9） 4.31 ＜0.05
GCS（分，x±s）     4.44±  1.65     5.39±1.62 -3.07 ＜0.01
APACHE Ⅱ（分，x±s）  24.50±  3.67   20.05±4.42 5.40 ＜0.01
血糖（mmol/L，x±s）   12.33±  6.53     9.33±3.26 4.18 ＜0.01
WBC（×109/L，x±s）   16.15±  6.25   12.79±4.22 3.23 ＜0.01
CVP（cmH2O，x±s）     7.69±  2.66     8.98±2.56 -2.41 ＜0.05
血钠（mmol/L，x±s） 144.75±10.85 140.58±5.23 2.37 ＜0.05
胱抑素 C（mg/L，x±s）    1.27±  0.74     0.74±0.26 4.44 ＜0.01
BUN（mmol/L，x±s）     7.81±  3.33     5.53±3.20 3.91 ＜0.01
低血压〔例（%）〕 15（37.5） 33（19.8） 4.99 ＜0.05
甘油果糖〔例（%）〕   7（17.5）   6（  3.6） 10.39 ＜0.01
呋塞米〔例（%）〕 28（70.0） 23（13.8） 48.94 ＜0.01

注：1 cmH2O＝0.098 kPa

2.2.2  肾前性因素的影响（表 1）：与非 AKI 组比较，

AKI 组 CVP 降低，合并低血压患者的比例也高于非

AKI 组（均 P＜0.05）。

2.2.3  药物的影响（表 1）：AKI 组使用甘油果糖、

呋塞米的比例显著高于非 AKI 组（均 P＜0.01）。

2.2.4  内环境的影响（表 1）：AKI 组血糖和血钠高

于非 AKI 组（均 P＜0.05）。

2.3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影响神经重症患者发

生 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表 2）：将单因素分析中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高血糖和使用呋塞米是神经重症患者

发生 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

表 2 影响神经重症患者发生 AKI 的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β 值 sx χ2 值 P 值 OR 值 95%CI
高血糖   0.183 0.087   4.463 0.035   1.201 1.01～    1.42
使用呋塞米   3.191 0.811 15.552 0.000 24.493 4.92～120.36
CVP -0.074 0.163   0.214 0.644   0.929 0.68～    1.27
GCS -0.117 0.242   0.235 0.628   0.891 0.56～    1.43

表 3 不同预后神经重症 AKI 患者入院时
GCS、血糖、BUN 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GCS
（分）

血糖
（mmol/L）

BUN
（mmol/L）

存活组 14 5.50±2.03 10.09±2.89   6.48±2.70
死亡组 26 3.77±0.87 16.51±9.10 10.26±3.07

t 值   -3.02     2.57     4.02
P 值 ＜0.01 ＜0.05 ＜0.01

2.4  ROC 曲线分析（图 1）：血糖预测神经重症患

者发生 AKI 的 ROC 曲线下面积（AUC）为 0.733，

95% 可信区间（95%CI）为 0.644～0.823，截断值为 

9.05 mmol/L 时，敏感度为 77.5%，特异度为 62.6%。

说明血糖对神经重症患者发生 AKI 有中等预测 

价值。

图 1 血糖预测神经重症患者发生 AKI 的 ROC 曲线

－

2.5  不同预后 AKI 患者入院时 GCS、血糖、BUN 比

较（表3）：与存活组比较，死亡组GCS评分明显降低，

血糖和 BUN 明显升高（均 P＜0.05）。

3 讨 论

  AKI 是神经重症患者常见并发症之一，由于诊

断标准、种族、遗传等诸多因素影响，AKI 发病率

波动在 2.2%～28.4%［4］。本组资料为 ICU 收治的

神经重症患者，AKI 发病率为 19.3%，患者出现 AKI

时间主要为入院后 3～4 d；高于袁婕等［5］报道的

16.9%，而与 Wang 等［6］报道卒中患者 AKI 发病率

20.9% 相近。脑、肾作为人体两大重要器官，生理上

彼此依存，通过神经 - 内分泌 - 体液调节及反馈机

制，维持机体功能；病理状态下，两者也互相影响，

导致机体的病理生理变化更加复杂［7］；发生 AKI 也

将对患者预后产生不良影响［8-9］。本研究显示，神

经重症患者院内病死率为 30.4%（63/207），但发生

AKI 患者的院内病死率为 65.0%，显著高于非 AKI

患者的病死率。

3.1  AKI 的危险因素分析

3.1.1  病情的影响：本研究显示，AKI组APACHEⅡ 

和 WBC 高于非 AKI 组，GCS 评分显著低于非 AKI

组。提示昏迷程度重、全身内环境紊乱明显的患

者较易发生 AKI。肾脏是机体的重要代谢器官，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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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因机体创伤、应激反应、感染和药物等影响而造

成伤害。APACHE Ⅱ可定量反映疾病的严重程度，

即 APACHE Ⅱ越高，患者病情越重，AKI 发生率越

高，短期预后越差［10］。WBC 是反映机体应激状态

的指标［11］，机体应激反应越重，患者越易发生 AKI。

本组资料还显示，AKI 组男性比例较非 AKI 组高。

Kang 等［12］通过钳夹小鼠双侧肾蒂建立 AKI 动物模

型，结果显示睾酮可以使炎性因子表达上调，肾脏遭

受缺血 / 再灌注（I/R）损伤明显。本研究中男性患

者偏多，是否与该机制有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1.2  肾前性因素的影响：AKI 组 CVP 明显低于非

AKI 组，合并低血压比例高于非 AKI 组。提示因有

效循环血量不足导致的肾脏低灌注损伤是神经重症

患者发生 AKI 的另一重要原因。神经重症患者常

有颅内压增高，临床上给予脱水、降颅压治疗，治疗

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有效循环血量不足，甚至血压下

降。本组患者在发生 AKI 前多有 CVP 偏低和低血

压等出现，提示对于神经重症患者在脱水、降颅压

治疗的同时需密切关注血压及血容量等变化；否则，

如患者出现有效循环血量不足、血压降低，除肾脏

灌注不足外，大脑的灌注压也将会下降，有可能会加

重脑损伤，而不能从脱水、降颅压的治疗中获益［13］。

3.1.3  药物的影响：AKI 组使用甘油果糖和呋塞米

的比例显著高于非 AKI 组。考虑原因为 AKI 组患

者治疗过程中，临床医师已考虑到患者存在 AKI 的

高危因素，为了保护肾脏，主动减少甘露醇使用，而

选择使用甘油果糖和（或）呋塞米进行脱水、降颅压

治疗，但该措施并不能减少 AKI 的发生。研究显示，

呋塞米可使尿液酸化、Tamm-Horsfall 蛋白在肾小管

内聚集，从而进一步加重肾损害［14］，对 AKI 的发生

和改善预后无有效作用。Bagshaw 等［15］研究发现，

襻利尿剂对 AKI 患者的病死率和脱离透析率均无

正性效应。本研究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也提示，

使用呋塞米为神经重症患者发生 AKI 的独立危险

因素，甘油果糖过量使用也会造成有效循环血量不

足而加重 AKI，应引起临床医师高度重视。

3.1.4  内环境的影响：AKI 组在入科时的血钠、血

糖均高于非 AKI 组。神经重症患者血钠升高可以

是神经源性高渗透压症［16］。有研究显示，高钠血症

患者血钠升高程度与 AKI 的发生有一定相关性［17］。

Kumar 等［18］研究显示，血钠每升高 1 mmol/L，AKI

发生风险将增加 5.4 倍。进一步 ROC 曲线研究显

示：血糖升高对神经重症患者 AKI 具有中等预测

价值，血糖升高促进炎性细胞因子的分泌导致内皮

损伤、诱导线粒体功能障碍，加重肾功能损害，其中

炎症反应是引起 AKI 的关键因素［19］。血糖升高由

应激引起［20］，但血糖波动更加重患者的脑损害［21］，

多因素协同作用导致 AKI 的发生。本研究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也提示，血糖升高为神经重症患者

发生 AKI 的独立危险因素。

3.2  影响 AKI 患者预后因素分析：本组资料还提

示，在发生 AKI 的神经重症患者中，死亡组 GCS 评

分明显低于存活组，提示患者颅脑损伤越重，昏迷程

度越深，尤其是发生 AKI 后，病死率就越高。死亡

组血糖及 BUN 均明显高于存活组，而血糖和 BUN

升高与机体的应激和高分解代谢状态有关，AKI 患

者如果机体持续处于应激和高分解代谢状态，将提

示患者预后较差，减轻患者应激反应和降低脑能量

代谢是临床医师必须使用的控制颅内压的治疗

手段［22］。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在神经重症患者中，

AKI 的发生率高达 19.3%；GCS 评分低、APACHE Ⅱ

评分高、WBC 高、男性、CVP 低于正常值、合并低血

压以及出现高血糖和高血钠的患者都是 AKI 的高

危人群；使用呋塞米并不能降低神经重症患者 AKI

的发生率，甚至有促发 AKI 的可能；减轻应激反应

和降低高代谢状态有利于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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