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营养学会主办的“第十一次全国营养科学大会暨国际DRIs研讨会”，即将于
2013年5月15~17日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这是我国营养学界最重要的学术会议之一。
本次科学大会主题为“DRIs新进展：循证营养科学与实践”。宗旨是广泛交流国内外
DRIs的研究成果，推动这一重要营养科学领域的研究进步。
水作为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参与人体的构成，而且发挥重要的生理功能，饮
水过少或过多都会对健康产生影响。中国营养学会已将饮水推荐摄入量作为一项新的内
容加入中国居民膳食参考摄入量中。目前，中国营养学会已完成中国居民水的适宜摄入
量的制定工作。为了让大家深入了解饮水推荐摄入量，本次营养科学大会专门设立一场
中国居民水的适宜摄入量研讨会，会议将邀请国内外知名营养专家与您分享和交流水的
推荐摄入量的最新研究成果。
在此，诚挚地邀请您的参与！
主 办单 位 ： 中 国营 养 学会 D R I s专家 委 员会
协 办单 位 ： 中 国达 能 饮料
会 议日 期： 2 0 1 3 年 5 月 1 5 日 下 午
举办地 点 ： 杭 州 第 一 世界 大 酒店 （ 杭州 萧山区 湘 湖路92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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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及问答

中国成年人慢性肾病患病率及危险因素的调查研究
在过去10年中，慢性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

湖南和山东）。然后在每个省/市/自治区选择1个城

CKD）作为全球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已经受到了越来

市和1个农村地区，从每个城市/农村地区中随机选

越多的关注。根据2002年中国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的

取3个街道/乡镇，再从每个街道/乡镇中随机选择

[1]

5个社区。最后，从每个社区中随机选取调查对象。

报告 显示，血液透析的年发生率分别为146.4/100万和
148.1/100万，是1999年报告发生率的近2倍。Nugent等认

在接受过统一培训的医学学生、社区医生和护士的

为随着CKD的危险因素如糖尿病、高血压和肥胖的迅速

协助下，所有参与者完成一份问卷调查，内容包括社会

[2]

人口学信息（如年龄、性别、收入和教育程度）、个人

蔓延，未来将出现更大的CKD负担 。

史和家族史（如高血压、糖尿病和肾脏疾病），以及生

迄今为止，在中国这样存在经济差异的发展中国家，罕
有包括估计的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ﬁltration

活方式（如吸烟和饮酒）。

rate，eGFR）和蛋白尿在内的全国性慢性肾病的调查。余学
清等[3,4]的研究表明，中国不同地区的CKD患病率存在较大

张路霞等的研究发现，中国成年人中慢
性肾病的患病率为10.8%，据此估计，中
国18岁以上人群中有1.195亿CKD患者，
但知晓率仅为12.5%。多变量分析显示，
与肾脏损伤相关的因素包括高血压、糖
尿病和心血管疾病。

差异，这可能与中国不同地区生活方式或经济水平的差异
有关，也可能由研究方法的不同所致。为此，张路霞和余学
清等就全国以及2个具有代表性的南北方城市北京和广州的
CKD患病率及其相关危险因素进行了调查。

全国性调查
张路霞等[5]于2007年1月至2010年10月开展了一项中

检测肾脏损伤指标和可能的危险因素，包括尿白蛋

国CKD的全国性调查，旨在为中国成人CKD患病率及相

白和肌酐、血清肌酐、血压、空腹血糖、总胆固醇、低

关因素提供可靠的数据。

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胆固醇、高
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HDL）胆固醇、
甘油三酯和尿酸。计算尿白蛋白/肌酐比值（albumin to

研究方法

creatinine ratio，ACR；mg/g肌酐）。ACR>30 mg/g定义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从普通人群中获得

为蛋白尿。采用肾脏疾病膳食改良（Modification of Diet

50,550名年龄≥18岁的代表性样本。首先，从不同

in Renal Disease，MDRD）公式计算eGFR。eGFR<60

地区选取13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北京、四川、内

mL/min/1.73 m²定义为肾功能下降。

蒙古自治区、江苏、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宁夏回

分别报告总体人群以及不同性别和年龄人群

族自治区、浙江、广西壮族自治区、广东、上海、湖北、

（18~39岁、40~59岁、60~69岁、≥70岁）中低eG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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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全国性调查中，慢性肾病不同分期的肾脏损伤指标
肾功能

蛋白尿

肾脏病
分期

估计的肾小球滤过率
（eGFR）
（mL/min/1.73 m²）

例数

患病率
（95% CI）

例数

患病率
（95% CI）

慢性肾病患病率
（95%CI）

1

>90

29,244

65.2（64.4~66.1）

1,877

8.7（8.0~9.3）

5.7（5.2~6.1）

2

60~89

16,775

33.0（32.2~33.9）

1,385

10.3（9.3~11.2）

3.4（3.1~3.7）

3

30~59

1,106

1.6（1.4~1.8）

221

21.1（16.1~26.1）

1.6（1.4~1.8）

3a

45~59

9,40

1.4（1.2~1.5）

165

19.5（14.2~24.98）

1.4（1.2~1.5）

3b

30~44

166

0.2（0.1~0.3）

56

31.3（16.2~46.4）

0.2（0.1~0.3）

4

15~29

59

0.1（0.06~0.2）

25

34.3（9.6~58.9）

0.1（0.06~0.2）

5

<15

20

0.03（0.01~0.05）

9

56.6（22.6~90.5）

0.03（0.01~0.05）

总计

..

47, 204

100

3,517

9.4（8.9~10.0）

10.8（10.2~11.3）

CI：可信区间

研究结果

表2. 中国不同地区的慢性肾病患病率
估计的肾小球滤 蛋白尿
过率（eGFR）
（95% CI）
<60 mL/min/1.73 m²
（95% CI）

慢性肾病
（95% CI）

东部

1.1%（0.9~1.3）

7.5%（7.0~8.1）

8.4%（7.8~9.0）

南部

1.3%（1.0~1.6）

6.0%（5.2~6.7）

6.7%（6.0~7.5）

中部

1.4%（1.0~1.8）

13.1%（11.6~14.5） 14.2%（12.8~15.7）

北部

2.5%（1.9~3.2）

15.4%（13.6~17.1） 16.9%（15.1~18.7）

（15.4%）和西南地区（15.1%）的蛋白尿患病

5.6%（4.5~6.7）

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表2），两者的校正OR分

西北部 1.5%（1.0~2.1）

选取的50,550名代表性样本中，有47,204人完成调查
和评估，应答率为93%。
蛋白尿的校正患病率为9.4%（表1）。不同
地区的蛋白尿患病率存在显著差异，北部地区

6.7%（5.6~8.9）

西南部 3.8%（2.9~4.6） 15.1%（13.4~16.9） 18.3%（16.4~20.1）

别为2.83和3.41。对城乡进行比较后发现，农村
的蛋白尿患病率高于城市。亚组（GDP高、中、

数据为校正的患病率（%，95%CI）

低组）分析显示，校正了潜在混杂因素后，农村地区
蛋白尿和CKD（定义为低eGFR、蛋白尿或两者均有）

经济发展水平与蛋白尿的发生呈正相关，即农村地区

的粗略患病率和校正患病率。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高人均GDP人群的蛋白尿患病率高于低人均GDP人

（将人均GDP等分为高、中、低三组），对农村和城市

群。而城市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蛋白尿患病率

地区肾脏损伤指标的校正患病率进行分层分析。此外，

较低。

对中国不同地区（东部、南部、中部、北部、西北和西

肾小球滤过率（eGFR）<60 mL/min/1.73 m²的

南地区）的CKD校正患病率进行报道。采用logistic回

校正患病率为1.7%（表1）。与其他地区相比，北

归模型分析肾脏损伤指标与相关变量的关系，并报道粗

部地区（2.5%）和西南地区（3.8% ）肾功能下降的

略比值比（odds ratio，OR）、校正OR及95%可信区间

患病率较高（表2），两者的校正OR分别为4.97和

（conﬁdence interval，CI）。

3.44。农村的肾功能下降患病率低于城市。进一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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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北京40岁以上成人中，肾脏损伤指标的患病率
eGFR

估计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

蛋白尿

血尿

慢性肾病

例数

患病率（%）

例数

患病率（%）

例数

患病率（%）

分期

例数

患病率（%）

≥90

564

24.4（22.4~26.5）

40

7.1（5.1~9.7）

5

0.9（0.2~2.0）

1

44

1.9（1.4~2.6）

60~89

1,627

70.4（67.1~73.9）

88

5.4（4.3~6.7）

10

0.6（0.2~1.1）

2

99

4.3（3.5~5.2）

<60

119

5.2（4.2~6.2）

16

13.4（7.7~21.8）

3

2.5（0.5~7.4）

3~4

119

5.2（4.3~6.2）

总计

2,310

100

144

6.2（5.3~7.3）

18

0.8（0.5~1.2）

总计

262

11.3（10.0~12.8）

析发现，农村的肾功能下降患病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无

可能是由中国城乡医疗保健方面的差异所致；最后，

关，而城市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肾功能下降患

研究发现在校正了糖尿病和高血压状态后，经济水平

病率较低。

较高的农村地区仍然存在蛋白尿的比值比增加。张路

中国成年人中慢性肾病（CKD）总的校正患病率为

霞等认为这可能与研究中未涉及的其他因素有关，如

10.8%（表1）。不同地区的CKD患病率差异很大，北部

因经济发展迅速和健康常识缺乏（部分体现在教育程

地区（16.9%）和西南地区（18.3%）的CKD患病率较高

度）而导致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因此，该研究作者指

（表2）。研究还发现，CKD的知晓率仅为12.5%，农村

出，经济水平较高的农村居民是中国CKD高发的一个

和城市地区之间无显著差异（12.9% vs. 10.5%）。

特殊人群，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此外，年龄、女性、心血管疾病史、糖尿病和高
尿酸血症均与eGFR<60 mL/min/1.73 m²独立相关。与

北京市的调查

蛋白尿独立相关的因素包括年龄增加、女性、高血压
和糖尿病。使用肾毒性药物与蛋白尿风险增加无显著

北京市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在过去几十年里发生
了巨大变化，张路霞等 [6]在北京市中老年（≥40岁）人

相关性。

群中开展了一项流行病学调查，旨在明确该人群中CKD

研究结论

的患病率及其相关危险因素。

研究方法

张路霞等通过对中国成年人代表性样本的分析发
现，中国成年人中CKD的患病率为10.8%，据此估计，
中国18岁以上人群中有1.195亿CKD患者，但知晓率仅为

北京市区古城医院（社区医院）服务范围内所有年

12.5%。多变量分析显示，与肾脏损伤相关的因素包括高

龄≥40岁的居民均受邀参与研究，在符合研究入选标准

血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

的5,593人中有2,353人（42.1%）自愿参加。

此外，张路霞等的研究发现，中国的CKD患病率

在全科医生的协助下，所有参与者完成一份问卷调

不仅存在地区差异，还存在城乡差异。其解释为：首

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状况（如年龄、性别、收入和

先，这种差异亦见于其他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糖尿病

教育程度）、个人史和家族史（如高血压、糖尿病和肾

（CKD的危险因素之一）的研究中；其次，这种差异

脏疾病），以及生活行为方式（如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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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北京40岁以上成人中，不同糖尿病和高血压状态下的蛋白尿患病率（A）和肾功能下降患病率（B）

检 测 肾 脏 损 伤 指 标 和 可 能 的 危 险 因 素 ，包 括 ：

仅为1.9%（图1A）。

蛋 白 尿 、估 计 的 肾小 球 滤 过 率（e G F R ）、血 尿（ 红

eGFR<60 mL/min/1.73 m²（n=119；表3）的患病率

细 胞 ≥ 3 个 / 高 倍 视 野 ）和 脓 尿（白 细 胞 ≥ 5 个 / 高 倍

为5%，其中89.1%的参与者报告无肾脏病史。伴和不

视野）、高血压状况、糖尿病状况、血清总胆

伴糖尿病的高血压参与者中肾功能下降的患病率相似

固醇、甘油三酯和尿酸。计算尿白蛋白/肌酐比

（8.4%和6.4%，P=0.216；图1B）。在既无高血压也无

值（ACR；mg/g），微量蛋白尿定义为30 mg/g

糖尿病的参与者中，肾功能下降的患病率为3.7%，这与

≤ACR≤299 mg/g，大量蛋白尿定义为ACR>300 mg/g。

无高血压但有糖尿病的参与者中肾功能下降的患病率相

肾功能下降定义为eGFR<60 mL/min/1.73 m²。

似（2.6%，P=0.568）。

连续变量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分类变量以百分比
表示。采用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在校正混杂变量后评

张 路霞等的研究表明，在北京生活的4 0
岁以上成人中，11.3%存在1个或多个慢性
肾病损伤指标，但知晓率仅为7. 2 %，与
CK D相关的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脂
质代谢紊乱、老龄化和高尿酸血症。

估各种指标（如年龄、性别、吸烟、家族史、用药、收
缩压、舒张压、糖尿病等）的同步效应。

研究结果
在接受调查的参与者中有98.2%（n=2,310）提供了
有关身体状况和肾病指标的完整信息。

血尿和非感染性脓尿的总患病率为0.87%。经初始试

蛋白尿的总患病率为6.2%（n=144，表3），其中

纸检测检出血尿67例，脓尿437例。经重复试纸检测和尿

93.1%的参与者报告无肾脏病史。5.3%（n=123）的参与

沉渣显微镜确认，在有血尿但无脓尿的参与者（n=47）

者检出微量蛋白尿，0.9%（n=21）的参与者检出大量蛋

中仍有血尿者18例（0.8%），且以女性为主（n=14）；

白尿。在糖尿病和高血压参与者中蛋白尿的患病率最高

437例有脓尿的参与者中仍为脓尿阳性者124例。简短的

（18.2%），而在无高血压和糖尿病的参与者中其患病率

访视表明，122例脓尿由泌尿道感染引起，仅有2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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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与长期使用非甾体类抗炎药相关。
CKD的总患病率为11.3%（表3）。筛查前，仅有
7.2%的CKD参与者报告有肾病史。

从12个主要的抽样单位中选取6,311名年龄≥20岁

收缩压和糖尿病与蛋白尿独立相关。收缩压每上

的参与者纳入研究。所有参与者被要求完成一份问卷调

升一个水平都与蛋白尿的发生几率增加相关。即使收

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状况（如年龄、性别、收入

缩压位于130~139 mmHg水平，比值比（OR）也会增加

和教育水平）、个人史和家族史（如高血压、糖尿病和

85%（OR=1.847，P=0.016）。年龄较大（增加10岁，

肾脏疾病），以及生活行为方式（如吸烟）。

OR=2.833）、舒张压>90 mmHg（OR=2.039）、高胆固

空腹一夜（至少10小时）后采集静脉血，检测各种

醇血症（>6.18 mmol/l，OR=1.660）、高甘油三酯血症

生物学指标。收集无菌的中段晨尿标本，进行尿液试纸

（>1.7 mmol/l，OR=1.661）和高尿酸血症（>7.0 mg/dl，

分析和显微镜分析。

OR=3.724）均与肾功能下降独立相关。

余学清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广州的普
通成年人群中，12.1%存在蛋白尿、血尿
和（或）肾小球滤过率下降，提示有肾
脏损伤，但知晓率仅为9.6%。

研究结论
张路霞等的研究表明，在北京生活的40岁以上成人中，
11.3%存在1个或多个CKD损伤指标，但知晓率仅为7.2%。
1999年中国透析和移植登记报告显示，肾小球肾
炎占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的

CKD定义为任何原因导致的肾脏损伤或肾小球滤过

[7]

49.9% 。而且，在过去10年中，由用药疏忽造成的间

率（eGFR）<60 mL/min/1.73 m²。确定存在肾脏损伤的

[8]

质性肾炎发生率快速增加 。然而，张路霞等的研究结

标准为：出现蛋白尿[定义为晨尿样本中白蛋白/肌酐比值

果显示，血尿和非感染性脓尿的发生率非常低，未发

（ACR）>30 mg/g]或血尿（由尿液显微镜检查确认红细

现任何一种与肾小球肾炎或间质性肾炎有关的因素与

胞≥3个/高倍视野）。

CKD相关，与CKD相关的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
脂质代谢紊乱、老龄化和高尿酸血症。因此，张路霞等

研究结果

推断，其研究结果与1999年中国透析和移植登记报告之
间的差异可能与人群中糖尿病和高血压的患病率迅速增

共有6,101名参与者完成了整个调查，应答率为

加有关。

96.7%。
蛋白尿的总患病率为6.6%，女性高于男性（7.5%

广州市的调查

vs. 6.0%，P=0.003），并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P<0.001）。糖尿病或高血压参与者的蛋白尿患病

余学清等[9]于2006年7月至2007年6月在中国南部城市

率（分别为15.8%和11.6%）较无糖尿病或无高血压的

广州的普通成年人群中开展了一项CKD患病率及其相关

参与者（分别为4.7%和5.9%）更高。既有糖尿病又有

危险因素的横断面研究。

高血压的参与者的蛋白尿患病率最高（22.5%），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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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无高血压也无糖尿病的参与者的蛋白尿患病率仅为
3.2%。

除了传统的慢性肾病相关危险因素（如
高龄、糖尿病、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
外，余学清等的研究还进一步明确了中
国人群特有的危险因素，即服用可能具
有肾毒性的药物（包括中草药）。

血尿的患病率为3.8%，且女性高于男性（6.6% vs.
2.4%，P<0.0001）。值得注意的是，71%的血尿参与者
不存在蛋白尿或eGFR下降。
在所有参与者中，肾小球滤过率（eGFR）
<60 mL/min/1.73m²的患病率为3.2%。女性eGFR
<60 mL/min/1.73 m²的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4.1% vs.
2.2%，P=0.000），并且两者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代谢综合征和高脂血症与蛋白尿独立相关。高龄、微量

（P<0.001）。糖尿病或高血压参与者eGFR下降的患病

蛋白尿、使用肾毒性药物、高尿酸血症、高血压、代谢

率（分别为10.2%和9.8%）明显高于无糖尿病或无高血

综合征和吸烟与肾功能下降独立相关。女性和微量蛋白

压的参与者（分别为4.9%和3.3%）。既有糖尿病又有

尿与血尿独立相关。

高血压的参与者eGFR下降的患病率为13.2%，而既无
高血压也无糖尿病的参与者eGFR下降的患病率明显降

研究结论

低，仅为2.2%。
校正年龄和性别后，慢性肾病（CKD 1~5期）的

余学清等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广州的普通成年人群

总患病率为12.1%。不同分期的CDK患病率分别为：1

中，12.1%存在蛋白尿、血尿和（或）eGFR下降，提示

期4.1%；2期4.8%；3期2.8%；4期0.3%；5期0.1%。

有肾脏损伤，但知晓率仅为9.6%。

糖尿病或高血压参与者的CKD患病率较无糖尿病或

除了传统的CKD相关危险因素（如高龄、糖

无高血压的参与者更高（分别为27.3% vs. 11.0%，

尿病、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外，余学清等的研究

P=0.000；23.8% vs. 9.6%，P=0.000）。心血管疾病

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人群特有的危险因素。调查显

或代谢综合征参与者的CDK患病率也较无心血管疾

示，4.9%的广州人群服用了可能具有肾毒性的药物

病 或无代 谢 综合征的参与者更高（分别为 26.4% vs.

（包括中草药），这些肾毒性药物包括非甾体类抗

10.3%，P=0.000；22.3% vs. 11.8%，P=0.000）。

炎药和含有马兜铃酸（已知有肾毒性）的中草药，

CKD的知晓率仅为9.6%。不同性别和年龄组的知

长期使用肾毒性药物可导致GFR降低和蛋白尿的比

晓率均较低。随着肾功能的下降，知晓率逐渐增加。

值比相对较高。余学清等发现，由于中国南方地区

与仅有糖尿病或仅有高血压的参与者相比，既有糖尿病

尿路结石的患病率较高，许多用于治疗尿路结石的

又有高血压的参与者的知晓率更高（10.6%和12.3% vs.

中草药都含有马兜铃酸，而在许多国家中草药是非

20.5%，P<0.01）。在所有肾脏损伤指标中，血尿的知晓

处方药，相当数量的消费者错误地认为这些药品是

率最低（5.9%）。

全 天 然 的 ，比 现 代 药 物 更 安 全 ， 故 滥 用 这 些 中 草 药
可能会引发CKD。因此，余学清等认为开展公众教

校正其他所有变量后，高龄、糖尿病、高血压（收
缩压或舒张压较高）、中心性肥胖、使用肾毒性药物、

育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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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康影响，因此，旨在干预高血压和其他代谢紊乱的策略
可能在控制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CKD的流行方面是

CKD已成为继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肿瘤和

有效的。

糖尿病后威胁全球的重要公共健康问题。对中国全国
以及北京和广州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群的CKD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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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体和营养素的摄入与慢性肾病的风险
慢性肾脏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

在Nutrition Today上的一篇文章 [7]中遗憾地表示，采用

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其在全球的患病率正

这些干预措施治疗CKD及其相关合并症以增加生存率

日益增加 [1] 。绝大多数CKD患者均系中度CKD[定义

和减缓疾病进展的希望已经破灭，采用治疗肾性贫血

为肾小球滤过率（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GFR）

的药物（如促红细胞生成素）、降脂药物、治疗肾性

< 6 0 m L / m i n / 1 . 7 3 m 2] ， 但 仍 有 约 1 0 % 为 重 度 C K D

骨病的药物和其他药物既不能有效阻止肾脏疾病的进

（GFR<10 mL/min/1.73 m 2），需行肾脏替代治疗 [2]。

展，也不能成功减轻心脏疾病负担。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约有110万患者正接受肾脏

Strippoli教授指出，对于那些有肾脏疾病风险的

替代治疗，在未来10年内，这一数字将超过200万 [3] ，

患者，目前普遍认为（但尚未得到证实）摄入某些营

而 用于肾脏替代治疗的医疗费用可达约280亿美元 [4] 。

养素（如叶酸、纤维素等）和液体/水可能是一种很

此外，CKD还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显著增加相

好的防止CKD进展的策略，然而直到最近，除了有

关 [5]。因此，预防CKD已成为全球的一项重要的公共

限的动物实验研究外，尚未开展有关评估营养素和
水摄入对肾脏和心血管疾病风险作用的研究。为此，

健康问题。

Strippoli教授对现有的研究证据进行了分析，并对未
来研究进行了规划。

现有的研究证据
随着近期两项流行病学研究结果 [8,9] 的公布，研究
人员开始对这一课题产生兴趣。首先，Clark及其同事[8]
在一个大型社区队列中对6年间尿量与肾功能下降之间
的关系进行了评估（详细信息请参见水科学时讯第4
期）。他们的结论是，与尿量较低者相比，尿量较多者
的肾功能下降明显较慢，这说明摄入液体可能有助于降
低肾脏疾病风险。
目前已经明确了一些危险因素，包括血脂异常、

此外，Strippoli等[9]在澳大利亚开展了两项以人群为

高血压、贫血、吸烟、糖尿病等，通过药物干预可以

基础的横断面研究，旨在评估液体和营养素摄入与CKD

[6]

改善这些危险因素 。然而，Strippoli教授在最近发表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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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度慢性肾病（定义为Cockcroft-Gault公式计算的肾小球滤过率<50 mL/min/1.73 m²）与能量校正的液体摄入量之间的相关性
摄入量五分位组

摄入量中位值（毫升）

肾小球滤过率
（GFR）<50的百分比
（例数）

经年龄和性别校正的OR
（95%CI）

Q1

1,792

30.3（160）

1.0（参照）

1.00（参照）

Q2

2,190

27.7（146）

0.71（0.49~1.02）

0.68（0.45~1.02）

Q3

2,453

24.4（129）

0.69（0.47~1.00）

0.64（0.43~0.97）

Q4

2,713

21.6（114）

0.65（0.44~0.94）

0.67（0.44~1.01）

Q5

3,181

16.6（88）

0.54（0.37~0.80）

0.50（0.32~0.77）

0.002

0.003

P趋势

经多变量*校正的OR
（95%CI）

*校正年龄、性别、吸烟状态、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痛风、肿瘤、血胆固醇、纤维蛋白原和血红蛋白。
OR，比值比；CI，可信区间。

选定的结果指标为CKD的患病率，定义为根据

研究方法

Cockcroft-Gault公式计算的GFR<50 mL/min/1.73 m²，或
研究主要针对澳大利亚悉尼西部蓝山地区下辖的

者根据肾脏病膳食改良（Modification of Diet in

2个邮政编码区内所有年龄>50岁的居民，进行挨家挨

Renal Disease，MDRD）公式计算的GFR<60 mL/

户的普查。第一项调查于1992~1994年间实施，总共对

min/1.73 m²。每项调查中，均采用独立的logistic

4,433名符合要求的参与者中的3,654名（82.4%）进行

回归模型以明确多种风险因素与目标结果指标之间

了调查。5年后，即1997~1999年，进行了随访调查。

的相关性。膳食中的营养素摄入量按能量校正后的

第二项调查纳入了3,508名参与者。

摄 入量计算。

所有参与者受邀至当地的一个门诊，接受全面体

将能量校正后的营养素摄入量划分成五分位组。在

检，以收集与CKD潜在预测因素相关的基线资料。在体

logistic回归模型中，将摄入量最低的五分位组作为参

检前，将一份包含145个条目的食物频率调查问卷（food

照组。将在单变量（未校正的）比较中具有统计学意义

frequency questionnaire，FFQ）分发给所有参与者，并要

的风险因素均纳入校正分析中。在分层分析中，应用

求其在就诊时上交。根据FFQ，对矿物质、微量元素、

CMH（Cochran-Mantel-Haenszel）检验方法对趋势进

抗氧化剂和液体等的摄入量进行评估。

行评估。

研究结果

Clark及其同事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与
尿量较低者相比，尿量较多者的肾功
能下降明显较慢，这说明摄入液体可
能有助于降低肾脏疾病风险。

完成FFQ并接受GFR测定的参与者比例在第一项
调查中为2,744/3,654（72.1%），在第二项调查中为
2,476/3,508（70.6%）。中度CKD的患病率在第一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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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项调查中，中度慢性肾病（采用两种不同的公式计算肾小球滤过率）与液体摄入量的比值比及其95%可信区间
研究期1992~1994
摄入量五
分位组

摄入量中位值
（毫升）

CG 50 （校正的
OR，95%CI）§

研究期1997~2000
†

MDRD 60 （校正的
OR，95%CI）§

摄入量中位值
（毫升）

CG 50†（校正的
OR，95%CI）§

MDRD 60†（校正的
OR，95%CI）§

Q1

1,792

1.0（参照）

1.0（参照）

1,801

1.0（参照）

1.0（参照）

Q2

2,190

0.68（0.45~1.02）

0.92（0.69~1.22）

2,175

0.60（0.38~0.95）

1.13（0.80~1.59）

Q3

2,453

0.64（0.43~0.97）

0.90（0.68~1.20）

2,434

0.89（0.56~1.40）

1.00（0.70~1.43）

Q4

2,713

0.67（0.44~1.01）

0.87（0.65~1.16）

2,709

0.58（0.36~0.93）

0.77（0.53~1.10）

Q5

3,181

0.50（0.32~0.77）

0.80（0.60~1.07）

3,192

0.61（0.38~0.99）

0.73（0.50~1.05）

0.003

0.13

0.05

0.02

P趋势
†

†

中度慢性肾病根据两种不同公式计算的肾小球滤过率来判定：（1）根据Cockcroft-Gault公式计算的GFR<50 mL/min/1.73 m²；（2）根据肾脏病膳食改良

（Modiﬁcation of Diet in Renal Disease，MDRD）公式计算的GFR<60 mL/min/1.73 m²。
§

校正年龄、性别、吸烟状态、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痛风、肿瘤、血胆固醇、纤维蛋白原和血红蛋白。

GFR，肾小球滤过率；OR，比值比；CI，可信区间。

查中为男性23.5%，女性28.7%；在第二项调查中为男

两项调查结果显示，摄入液体似乎有益
于肾功能，液体摄入量与慢性肾病患病
率之间呈反向的线性相关，即液体摄入
量越高，慢性肾病的发生风险越低，与
每天摄入1.7升液体相比，每天摄入3.3
升液体可使慢性肾病的发生几率降低
30%~50%。

性12.4%，女性14.9%。两项调查中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66.4岁和65.4岁。

液体和营养素摄入量与CKD之间的相关性
年 龄 和 性 别 校 正 后 的 分 析 显 示 ，与 C K D（ 定
义为C o c k c r of t- G a u l t公式计算的G F R< 5 0 m L / m i n /
1.73 m ²）发生风险显著降低相关的因素包括 维生素A
（P 趋势 <0.0001）、镁（P 趋势 =0.001）、钙（P 趋势 =0.009）、

关。随着液体摄入量的增加，CKD风险逐步降低，且

锌（ P 趋 势 < 0 . 0 01）、磷（ P 趋 势 = 0 . 01 2）、多不饱 和脂肪

趋势具有统计学意义（P 趋势 =0.003；表1）。同样，较

（ P 趋 势 = 0 . 0 01）和液体（ P 趋 势 = 0 . 0 0 2）摄 入量 五分 位

高的镁摄入量（摄入量第2、3、4、5五分位组与最低五

组的上升。未发现 蛋白（ P 趋 势 = 0 . 2 0）和总脂肪 摄 入量

分位组相比）与CKD（定义为Cockcroft-Gault公式计算

（P趋势=0.99）与CKD发生风险之间有显著相关性。

的 GFR<50 mL/min/1.73 m²）患病率降低30%~50%显

液体摄入量中位值在第一和第二项调查中分别为

著相关（P 趋势=0.014）。

2,448毫升和2,413毫升（P=0.68）。多变量校正后的
分析显示，液体摄入量（能量校正后的摄入量第3和

两次分析结果的比较

第5五分位组）与CKD（定义为Cockcroft-Gault公式计
算的GFR<50 mL/min/1.73 m²）患病率降低30%~50%相

根据不同的CKD定义（Cockcroft-Gault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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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前瞻性队列研究的关键信息
研究目的

主要问题包括：
（1）水、液体和营养素（如磷、钙、锌等）摄入量较高是否与死亡、住院或肾脏疾病进展的风险较高相关？
（2）不同国家的营养素和液体/水摄入量不同是否是这些不良预后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
（3）营养干预（增加水/液体/营养素的摄入量）能否降低住院、死亡和肾脏疾病进展的风险？

研究设计

研究背景

横断面分析和前瞻性队列研究

这里提出的研究是一项多中心、多国参与的横断面分析和前瞻性队列研究，采用世界级的流行病学方法来解决所
提出的问题，并且在公共或私人诊所的肾病门诊进行。

暴露指标

水、液体和营养素的摄入

评估工具

在基线（横截面）以及12/24/36/48个月（前瞻性队列）采用经验证的食物频率问卷调查（food frequency
questionnaire，FFQ）

研究终点

不同的营养素暴露组（四分位数/五分位数）间发生下列情况的风险差异：
（1）全因死亡和归因死亡
（2）住院（包括每种原因所致住院的次数和持续时间）
（3）肾脏疾病进展
还可以探讨多个次要终点，包括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心脏功能和形态、血压、生化和血液学指标

受试者的数量

3,000~5,000名参与者，根据纳入标准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医学中心的数量

多个欧洲国家的约80个医学中心

大致的研究时间

征募期6个月
随访期12/24/48/60个月

的 GFR<50 mL/min/1.73 m² vs. MDRD公式计算的

镁摄入量增加与CKD患病率显著降低的相关性在所

GFR<60 mL/min/1.73 m²）对第一和第二项调查分析

有4次分析中均得到证实。在第一项调查中，纤维的每日

结果进行比较。

摄入量与CKD（定义为MDRD公式计算的GFR<60 mL/

在总共4次分析中，有3次验证了增加液体摄入量可显

min/1.73 m²）患病率的显著降低相关（P=0.002），该结

著降低CKD风险，尤其是在应用Cockcroft-Gault公式计算

果在应用相同CKD定义的第二项调查中被证实。此外，

的 GFR<50 mL/min/1.73m²作为CKD定义的第一项调查中，

第一和第二项调查均发现磷和钙的摄入量与CKD患病率

以及同时应用2种CKD定义的第二项调查中（表2）。

降低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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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预措施的利弊。

研究结论

最后，Strippoli教授总结到，对水/液体/营养素摄入
两项调查结果显示，摄入液体似乎有益于肾功能，

与肾脏和心血管疾病风险之间相关性的评估是一个很有

液体摄入量与CKD患病率之间呈反向的线性相关，即

希望的研究领域，有助于确定可能影响人群中不良预后

液体摄入量越高，CKD的发生风险越低，与每天摄入

发生风险的重要干预措施，如果初步证据显示干预措施

1.7升液体相比，每天摄入3.3升液体可使CKD的发生几

有益，则应对其可能具有的重大意义迅速开展进一步的

率降低30%~50%。调查还发现，镁和磷的摄入量与中

研究。

度CKD之间呈反向相关，而某些营养素（纤维和钙）
的摄入量与中度CKD之间相关的一致性较弱。液体、

参考文献

镁、磷、钙和纤维与CKD患病率之间的相关性呈剂量

1.

Atkins RC.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the need
to develop strategies for prevention relevant to different regions and

依赖性模式。

countries. Kidney Int 2005;68:S83-S85.

Strippoli教授指出，液体（至少3升）和某些营养素

2.

Atkins RC.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The need

的每日摄入量较高可能可以降低CKD的发生几率，考

to develop strategies for prevention relevant to different regions and

虑到上述相关性证据的强度，该结论需要纵向研究和随

countries. Kidney Int 2005; 68: S83–5.
3.

机试验的支持，在获得更可靠的证据之前，强烈建议摄

Jones CA, McQuillan GM, Kusek JW, et al. Serum creatinine levels in the
US population: Third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

入大量液体。

Am J Kidney Dis 1998; 32: 992–9.
4.

基于这些数据，Strippoli教授认为，目前迫切需要完

Xue JL, Ma JZ, Louis TA, Collins AJ. Forecast of the number of patients
with end-stage renal disea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he year 2010. J Am

善具体的研究规划，以提高对液体/水的摄入与重要疾病

Soc Nephrol 2001; 12: 2753–8.

发生风险相关性的认识，并且明确液体摄入与这些疾病

5.

Sarnak MJ, Levey AS, Schoolwerth AC et al. Kidney disease as a risk
factor for develop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 statement from

发生风险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ouncils on Kidney i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High Blood Pressure Research, Clinical Cardiology and
Epidemiology and Prevention. Circulation 2003; 108: 2154–69.

未来的研究规划

6.

Best PJ, Reddan DN, Berger PB, Szczech LA, McCullough PA, Califf
RM.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insights and an

Strippoli教授提出了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的关键信息

update. Am Heart J. 2004;148:230-242.
7.

（如表3所示），该研究“专门”设计用于评估不同的液

Strippoli GF. Fluids, Water, and Nutrients and the Risk of Renal Diseases.
Nutr Today 2012;47(4S):S17-S21.

体摄入量与CKD进展风险之间的相关性。Strippoli教授认

8.

为，这样的研究应该是未来研究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

Clark WF, Sontrop JM, Macnab JJ, et al. Urine volume and change
in estimated GFR in a community-based cohort study. Clin J Am Soc
Nephrol 2011;6:2634-2641.

其目的是明确水、液体和营养素在预测肾脏疾病进展风
9.

险中的作用，在此研究之后，还应开展一些小规模的随

Strippoli GF, Craig JC, Rochtchina E, Flood VM, Wang JJ, Mitchell P.
Fluid and nutrient intake and risk of chronic kidney disease. Nephrology

机试验，以评估根据初步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开发出

2011;16:326-334.

13

饮水量对肾脏功能及排泄的影响
Tack教授在Nutrition Today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1] 中

来源主要为尿液中过多的低溶解性物质，其中包含了绝

阐述到，水在体内的稳态平衡取决于液体的摄入量和体

对或相对过剩的“废物”。在西方国家，超过75%的肾

内水分平衡的维持，后者主要通过抗利尿激素对肾脏排

结石的主要成分为钙和草酸盐。工业化国家中肾结石的

泄的调节来实现，人类肾脏对液体过多的处理能力远胜

高发似乎与西方膳食的特征有关，该饮食中含有大量的

于对液体缺乏的处理，因此在饮用大量液体的健康成

蛋白质和矿物质。蛋白质经代谢后产成尿素，并通过铵

人中不会出现水中毒，然而在液体摄入量较少（Small-

盐和磷酸盐离子，导致净酸排泄量的增加。此外，富含

Fluid-Volume，SFV）的个体中，轻度脱水并不罕见。

蛋白质的食物中含有大量的盐，可造成氯化钠排泄的增

为此，Tack教授就饮水量对肾脏功能及排泄的影响进行

加。这些营养素占每日排泄的所有尿液渗透调节物质的

了如下论述。

95%以上。
最近，Tack教授的研究小组对来自法国西南部的
312例肾结石患者的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尿渗透负荷

饮水量不足对肾功能的影响

或体重指数与尿量或液体摄入量之间缺乏有统计学
Tack教授指出，当饮水量不足以维持体内的水含量

意 义 的 相 关 性 。 Ta c k 教 授 认 为 这 一 发 现 至 为 重 要 ，

时，饮水间隔期的延长就需要人体通过浓缩尿液来保存
水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于人们感到口渴之前。此时，
血浆渗透压已升高约2%，体内总的水含量也已同比例
地下降。事实上，当口渴出现时，精氨酸抗利尿激素
（arginine vasopressin，AVP）血浆浓度的升高
促使肾脏的浓缩功能接近饱和。口渴也意
味着人体的水合状态并不理想（即脱
水量达到体重的1%~2%）。长期轻
度脱水的临床影响仍不确定，但
可导致肾结石和泌尿道感染的风险
增加。

肾结石的形成及解决办法
Ta c k 教 授 对 肾 结 石 的 形
成做了如下解释：肾结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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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表明，在需要排泄的废物量与安全排出这些废

在平均增加1.1升液体摄入量之后，CRI显著降低，最

物所需的液体量之间并不存在生理学上的反馈关系。

终导致其结晶风险降至极低水平。在西班牙研究中，

因而，肾结石患者进食量越大，则尿液越浓缩，肾结

初始CRI较高，所有初始CRI超过危险阈值的受试者

石的发生风险也越高。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主动地、预

在增加水摄入量之后，CRI均降至阈值以下。西班牙

防性地增加每日的液体摄入量。

研究还发现，无论尿样采集时间如何（即无论是24小
时尿样还是首次晨尿），干预后尿量增加1.4升可显著

增加液体摄入量有益于正常人群肾健康

降低CRI。

流行病学研究 [2]也已证实，低尿量是肾结石复发的

结论

一项重要危险因素。然而，Borghi等 [3]指出，在西方国
家中，成人肾结石的患病率估计可达10%，并且有半数

“我们每天应当饮用多少水？”，对这一问题的解

患者可出现复发，因此亟待开发一种既经济又安全的肾

答目前仍存在颇多争议。然而，Tack教授认为，“饮用

结石初级预防方法。考虑到水是对代谢影响最轻微的液

足量的水”即意味着液体摄入量需达到足以安全清除尿

体，因此Borghi等建议那些液体摄入量较少者（尤其是

液中代谢废物的水平，这一摄入量远高于通常为“解渴

摄入大量肉类者）增加水的摄入量。

和避免临床脱水”而推荐的液体摄入量。此外，Tack教

Tack教授提到，最近的两项研究[4]旨在评估增加水摄

授还指出，尿液浓度可能是一项用于评估理想水合状态

入量（即增加2 升/天）对液体摄入量较低的健康受试者

的早期且有效的指标，因为它反映了人体的水平衡状

结晶风险指数（crystallization risk index，CRI）的潜在益

态，当尿液处于等渗或轻度低渗状态时，人体的水合状

处。一项研究在西班牙开展，另一项在墨西哥开展。

态最为理想，而一旦尿液出现浓缩，则意味着水分的负

两项试验均为平行的开放性随机研究，根据研究中

平衡。

心和性别进行分层分析，每个国家均有48名健康志愿者
参与，男女各半，年龄为25~50岁（即肾结石的初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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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饮水量是预防肾结石的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
肾结石是一种全球性的疾病，发病率高，医疗成本

disease，CKD） ] 。为此，Lotan等 [7]利用法国医疗保健

负担沉重。年龄、性别、种族、地理位置不同，肾结

系统开展了一项研究，旨在评估增加液体摄入量作为肾

石的总患病率亦有所不同，据报道，亚洲为1%~5%，

结石一级预防策略的影响。

欧洲为5%~9%，北美为13%，阿根廷为4%，墨西哥为
5.5%，沙特阿拉伯为20%[1]。

研究方法

肾结石的转归既有急性发作（可导致疼痛、不能
工作、需要住院和手术）又有慢性并发症（如肾功能不

采用Excel建立和分析一种决策分析模型即

全）。虽然肾结石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尚未可知，但美国

Markov模型，在一个虚拟的受试者队列中计算和比较

[2]

仅2000年这一年的肾结石医疗总支出就超过21亿美元 。

饮水量多（2升/天）与少（<2升/天）的成本和结局。

[3]

欧洲国家肾结石的患病率和治疗成本也相当高 。

研究分析了一个液体摄入量<2升/天的健康人队列，代

肾结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复发率高，5年复发率高
[4]

表约80%的法国人。

[5]

达50% 。Borghi等 的研究显示，仅增加液体摄入量

基本事件（base-case）分析主要基于25年随访期间

就能使肾结石患者复发的风险降低50%以上。令人遗憾

的数据，以明确增加饮水量对肾结石并发症所致长期发

的是，尽管医疗成本和发病率很高，但是对于既往无肾

病率和死亡率的影响。预算影响分析主要基于5年随访

结石史的人群，尚未采取一致的行动来预防肾结石的发

期间的数据。在基本事件分析中，主要从法国医疗费用

[6]

生。近期一项关于一级预防成本效益的研究 显示，如

支付方的角度出发，包括直接医疗成本以及由劳动力丧

果肾结石的年发病率>4.3%或假设肾结石发病率为1%时

失造成的间接成本。

每人每年的预防成本<23美元，那么一级预防就具有成

模型中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公开发表的文献、临

本效益。Lotan等认为，这项分析的局限性在于只进行了

床试验、法国官方的价格/收费表和全国性统计数据

1年的分析，这就不能反映出肾结石的一些长期影响，

（表1），包括：肾结石的年发病率为0.032%；肾结

如复发风险和潜在的并发症[如慢性肾病（chronic kidney

石的年复发率为14.4%；增加饮水量可使肾结石发生
风险下降40%。

表1. 模型中使用的临床概率
概率

数值

肾结石的发病率
肾结石导致的慢性肾病
增加饮水量所致的肾结石风险下降
● 一级预防
● 二级预防

0.000323
0.008

成本计算主要基于资源的利用和法国官方价格表。
资源的利用由一个改良的Delphi小组（由5名全科医生、
4名泌尿科医生和1名肾脏科医生组成）来确定，反映了
法国的治疗模式。直接成本包括住院和门诊治疗费用。

0.626
0.333

间接成本以因疾病而误工的平均天数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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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Lotan等利用法国医疗保健系统开展的
研究结果显示，增加饮水量可节约相当
可观的成本，在依从性高的人群中可节
约2.73亿欧元，在依从性低（25%）的
人群中可节约6,800万欧元，该策略还可
减少肾结石的发病率及其相关的合并症
和并发症。

基本事件分析表明，肾结石的总成本为4,267欧元，直
接成本为2,767欧元，包括肾结石及其并发症的治疗成本。
以6,500万居民为基础，支付方每年用于肾结石的预
算为5.9亿欧元。如果所有人的饮水量均高（即依从率为
100%），则每年可节约成本2.73亿欧元，并预防9,265次
结石事件（表2）。即使仅有25%的人饮水量高，仍可节
约成本6,800万欧元，并预防2,316次结石事件（表2）。

结论

对模型进行评估以确定假设条件变化±10%所产生的
影响。例如，当肾结石的发病率增加或减少10%，那

Lotan等的研究使用Markov模型评估了饮水量高的

么支 付方的基础成本平均值（范围）会 改 变5, 9 00万

影响，该模型纳入了肾结石的成本和发病率以及增加饮

（5.31~6.49亿）欧元，节约的成本会增加或减少2,700万

水量所致的肾结石风险下降。研究从支付方的角度出

（2.46~3亿）欧元。当增加饮水量所致的结石风险下降

发，即代表了保险公司或政府，研究结果通过年度预算

变化10%时，对成本节约的影响最大，即节约的成本增

影响分析或成本效益分析而得出。Lotan等认为，以法

加或减少3,500万（2.38~3.08亿）欧元。结石治疗成本

国医疗保健系统为模型进行的这两种分析显示，增加饮

变化10%对成本节约的影响为±1,700万欧元。改变其

水量可节约相当可观的成本，在依从性高的人群中可

他因素，如肾结石复发率变化10%对成本节约的影响为

节约2.73亿欧元，在依从性低（25%）的人群中可节约

±900万欧元，而CKD发生风险变化10%对成本的影响

6,800万欧元，该策略还可减少肾结石的发病率及其相关

仅为±100万欧元，因为这些因素只影响部分人群。

的合并症和并发症。

成本效益分析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基本事件分析
主要依据随访25年的数据，结果发现增加饮水量可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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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肾损伤：全球的健康预警
2013年世界肾脏日（World kidney Day，WKD）的主题

AKI的预防

是“防治急性肾损伤”。为此，Li等代表WKD指导委员会在
Kidney International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急性肾损伤（acute

从2006年开始，WKD主题的制定主要围绕“肾脏病是

kidney injury，AKI）的文章。文章指出，AKI是一种肾功

常见的、有害的和可以治疗的”。就像CKD，AKI也是常见

能快速减退且常伴少尿的综合征，与患者近期和远期发

的、有害的和可以治疗的，并且是可以预防的。

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密切相关，后续可发生慢性肾脏疾病

WKD提出了8种可以降低肾脏病发生风险的简便易行

（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目前亟需一项全球健康策

的方法。

略来降低日益显著的AKI疾病负担，为此，WKD指导委员会
提出关注AKI的预防及其早期诊断和治疗，并且进行充分的
随访以降低死亡率和AKI诱发的CKD的远期负担。

八项黄金法则：
1. 保持体形，积极参加锻炼；

AKI的定义和分期

2. 控制血糖水平；
3. 监测血压；

2012年3月，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idney Disease:

4. 健康饮食，监测体重；

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KDIGO）指南确立了最新的

5. 维持健康饮水；

AKI诊断标准：48小时内血清肌酐水平升高值≥0.3 mg/dl

6. 不吸烟；

（≥26.5 μmol/L）或升高达基础值的1.5倍及以上，且明确或

7. 不经常服用非处方药；

经推断上述情况发生在7天之内；或尿量<0.5 ml/kg/h持续

8. 当存在1项或多项“高危”因素时，应定期

6小时。根据血清肌酐和尿量的变化，AKI可分为3期。

检测肾功能。

AKI的流行病学

其中第5条就意味着应摄入充足的液体，这将有助于
肾脏清除钠、尿素和毒素，从而显著降低慢性肾病的发

最近Lafrance等对发达国家医院的研究报道，入院患

生风险。

者AKI的发生率为3.2%~9.6%，总的院内死亡率约为20%，
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的死亡率高达

Li等在文章最后总结到，2013 WKD将在全球范围内

50%，而且那些存活的AKI患者的远期死亡率也增加，校正

提供一个分享理念的机会，即“急性肾损伤是常见的、

的死亡风险为1.4。Coca等的研究显示，那些存活的AKI患者

有害的、可以预防和治疗的，防止肾脏发生这一致命性

后续发生CKD的风险增加。遗憾的是，目前仍缺乏有关发展

综合征是患者和社区公众的一项重要的健康策略”。

中国家AKI发生率的全面研究。

更多有关WKD的信息请登陆www.worldkidneyday.org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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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世界肾脏日
防治急性肾损伤
Stop Acute Kidney Injury!
2013年3月14日是第8个世界肾脏日（World Kidney Day，WKD）。WKD是一个由国际肾脏病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Nephrology，ISN）和国际肾脏基金联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Kidney Foundations，IFKF）联合发起的年度活动。
近年来，全球的肾脏组织已经意识到提高医生和医院工作者对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的认知迫在眉睫，而
且急需开展一场公共认知运动，采取与心脏疾病和卒中领域同样的方式，来阐明这一危险疾病，使公众能够认识“肾损伤”。
目前，AKI在临床教育和培训中尚未被充分阐明，并且往往被公众和研究所忽视。其结果是丧失了降低风险的机
会、延迟了诊断、治疗效果差以及住院时间延长，最终导致医疗费用不断攀升。
为此，今年WKD关注的重点是“肾损伤”。目的旨在提高人们对AKI的认识，促进对其的讨论、教育和政策制定，从
而在全球范围内更好地预防和治疗该疾病。下面将简要介绍中国各地区针对今年WKD的主题所开展的一些重要活动。

中国 上海

中国 香港

2013年3月14日，上海肾脏病学会举办了一场题

2 013 年3月10日，由香 港

为“肾脏让生活更美好：关注急性肾损伤”的免费健

肾脏基金会、香港肾脏病

康咨询活动。上海肾脏病学会主任委员丁小强教授强

学会和医院管理局联合举

调，与慢性肾病相比，AKI往往被低估和忽视。为了

办了“肾脏病患者才艺

挽救更多的AKI患者，改善AKI的临床治疗，促进相关

S h o w ” 。 开 幕 式 上 ， 100名

的学术研究，丁教授发起了“上海急性肾损伤网络”
项目，并于第8届世界肾脏日正式启动该项目。
为了加大对肾脏疾病特别是AKI的关注，专家们

肾脏病患者/医疗工作者集体
跳“肾脏Style”舞，并且上
演了一出“街头剧”，传递
了有关AKI的知识。

自发地就AKI的早期预防、AKI的标准治疗和AKI的药
物治疗分别进行了演讲。2000多名市民参加了此次活
动。演讲结束后，来自50多家医院的150名专家进行了
免费的咨询，数千本有关慢性肾病和AKI的小册子被
分发。

中国 台湾
由台湾肾脏病学会发起于2013年3月在岛内各地区
同步举办“爱肾护肾、肾利人生”大型展览会及民众讲
座，宣传有关肾脏病的知识。

更多有关WKD的信息请登陆www.worldkidneyday.org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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