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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功能进展的危险因素研究
刘丁阳 1，卓琳 2，贡佳慧 1，王国威 1，马艺菲 1，汪秀英 3，徐玲 4，卓朗 1*
【摘要】

法

目的

分析健康体检者肾功能进展的危险因素，为延缓肾功能下降，提高人群生命质量提供依据。方

选取 2005—2012 年徐州市中心医院体检超过 4 次者，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有下降趋势且符合肾功能进展

者 37 人 154 人次为病例组，与其性别相同、年龄相近未见肾功能下降趋势者 111 人 447 人次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性别、
年龄、收缩压（SBP）、舒张压（DBP）、脉压（PP）、血肌酐（Scr）、尿素氮、空腹血糖（FPG）、三酰甘油（TG）、

总胆固醇（T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血浆黏度（PV）、体质指数（BMI）
等指标。肾功能进展危险因素采用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不同血压分级肾功能进展者所占比例比较采用趋势 χ2 检
验。结果

两组年龄、性别、入组时 eGFR、Scr、尿素氮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 8 年平均

eGFR 低于对照组，8 年平均 Scr、尿素氮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PP、FPG、TG、TC、
LDL-C、PV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 SBP、DBP、BMI 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逐 步 Logistic 回 归 3 种 模 型 中 DBP 始 终 为 危 险 因 素〔 模 型 1：OR=1.027，95%CI（1.011，1.044），

P<0.05； 模 型 2：OR=1.028，95%CI（1.004，1.053），P<0.05； 模 型 3：OR=1.027，95%CI（1.003，1.052），
P<0.05〕。随高血压分级升高，肾功能进展者所占比例升高（χ2 趋势 =10.312，P=0.001）。结论

DBP 是肾功能进展

的独立危险因素，健康人群应保持良好的生活行为习惯，控制 DBP，以延缓肾功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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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for progression of renal function in people receiving physical

examination，so a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delaying the decline in renal function and improve quality of life.Methods

People who

had more than four consecutive physical examinations in Xuzhou Central Hospital from 2005 to 2012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irty-seven patients （154 times） with progression of renal function who had decreased eGFR were selected as the case group，

and 111 people （447 times） in the same gender，similar age and without eGFR decline as the control group.Gender，ag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BP），pulse pressure （PP），serum creatinine （Scr），urea

nitrogen，
fasting blood glucose（FPG）
，
triacylglycerol（TG）
，
total cholesterol（TC）
，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
，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LDL-C），plasma viscosity （PV），body mass index （BMI） and other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Risk factors for progression of renal function were analyz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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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The proportion of renal function decline in different blood pressure grades was compared by chi-square test.Result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in age，gender，baseline eGFR，Scr，and urea nitroge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8-year average eGFR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control group，the 8-year average Scr and urea nitrogen in the cas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garding PP，FPG，TG，TC，LDL-C and PV （P>0.05）．The SBP，DBP and BMI in the cas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The HDL-C in the cas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DBP was an independent factor of decreased eGFR in three models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model 1：

OR=1.027，95%CI（1.011，1.044），P<0.05；model 2：OR=1.028，95%CI（1.004，1.053），P<0.05；model 3：
OR=1.027，95%CI（1.003，1.052），P<0.05〕，and other factor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n the multiple factors

analysis.As the level of hypertension elevated，
the proportion of decline in renal function increased
（χ2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10.312，
P=0.001）．Conclusion

In this study，we find the DBP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progression of renal function.Healthy

people should maintain good living habits and DBP to delay renal progression.
【Key words】

Progression of renal function；Case-control study；Root cause analysis

随 着 人 口 老 龄 化， 慢 性 肾 脏 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的患病率在全球呈现上升趋势，已成为
严重公共卫生问题［1-3］。因 CKD 早亡所致生命损失年
上升率排名第三（82%），仅次于艾滋病（96%）和糖
尿病（93%），是降低人群生命质量的重要原因［4］。
目前全球 CKD 患病率为 8%~16%，我国成年 CKD 患者
已达 1.2 亿［5］。多项研究表明，高血压、血脂异常、
糖尿病是 CKD 的危险因素［6-9］。这些研究多以 CKD Ⅲ
期、Ⅳ期为病例组，可能存在临床治疗以及生活行为改
变带来的新旧病例偏倚，结果也难以直接应用到健康人
群开展一级预防。本研究拟选符合肾功能进展且估算肾
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
>60 ml·min-1·（1.73 m2）-1 健康体检者为病例组，探
索 eGFR 下降的危险因素，为探索 CKD 病因，延缓肾
功能下降，并应用至健康人群开展一级预防，提高人群
生命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05—2012 年在徐州市中心医院
健康体检中心行体检者。纳入标准为 8 年中至少进行 4
次体检者；排除标准为体检资料不全者。病例组定义为
体检多次 eGFR 有下降趋势符合肾功能进展者（斜率 β
<-5）［10］。 对 照 组 为 性 别 相 同、 年 龄 相 差 <3 岁 的
eGFR 无 下 降 趋 势 者（ 斜 率 β >0）。 对 照 组 和 病 例
组 入 选 时 eGFR 均 >60 ml·min-1·（1.73 m2）-1，
排 除 已 进 入 CKD Ⅲ 期 及 以 上 者， 相 差 绝 对 值 <5 ml
·min-1·（1.73 m2）-1 者。最终病例组 37 人 154 人次，
1∶3 配得对照组 111 人 447 人次。
1.2 研 究 方 法 （1） 体 格 检 查： 体 检 者 隔 夜 禁 食
10 h，于次日清晨现场抽取空腹静脉血，留取中段尿液
标本，由体检中心专业人员按照标准规程，测量身高、
体质量、收缩压（systolic blood pressure，SBP）、舒张
压（diastolic blood pressure，DBP），并计算脉压（pulse
pressure，PP）、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PP=SBP-DBP，BMI= 体质量 / 身高 2。（2）实验室检查：
血液标本使用分离胶促凝管采血后离心，离心半径为
30 cm，转速为 3 500 r/min，温度为 20℃，离心 10 min
取血清，采用日本日立公司 7600 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进行检测。测量血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尿素
氮、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三酰甘
油（triglycerides，TG）、 总 胆 固 醇（total cholesterol，
TC）、 高 密 度 脂 蛋 白 胆 固 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ow-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LDL-C）、 血 浆 黏 度（plasma
viscosity，PV）等指标。Scr 采用肌氨酸氧化酶法，尿素
氮采用脲酶法，FPG 采用己糖激酶法，TG 采用去游离
甘油酶法，TC 采用胆固醇氧化酶法，HDL-C、LDL-C
采用免疫比浊法。
1.3 eGFR 计 算 及 肾 功 能 进 展 定 义 eGFR 是 评 价 肾
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采用适用中国人的改良肾脏病
饮 食（modification of diet in renal disease，MDRD） 公
式 计 算 eGFR，eGFR=175×Scr-1.234× 年 龄 -0.179×〔 女
性 ×0.790〕［11］。肾功能进展定义为年化 eGFR 下降
≥ 5 ml·min-1·（1.73 m2）-1 或开始肾脏替代疗法［1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和 Stata 12.0 统计软
件进行统计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
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趋势 χ2 检验；危险
因素采用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年龄、性别、肾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两组年龄、
性别、入组时 eGFR、Scr、尿素氮水平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病例组 8 年平均 eGFR 低于对照组，
8 年平均 Scr、尿素氮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
2.2 两 组 其 他 临 床 资 料 比 较 两 组 PP、FPG、T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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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DL-C、PV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
病例组 SBP、DBP、BMI 水平高于对照组，HDL-C 水平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2.3 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 模型 1 以是否肾功能进展
为因变量，以年龄、性别、DBP 作为自变量进行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α 入 =0.05，α 出 =0.10），结果显示，
DBP 为肾功能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P<0.01）。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校正 SBP，结果显示，DBP 为肾功
能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模型 3 进一步校正
HDL-C、BMI，结果显示，DBP 为肾功能进展的独立危
险因素（P<0.05，见表 3）。
2.4 不同高血压分级肾功能进展者所占比例比较 将
血压分为 5 级做线性趋势 χ2 分析，结果表明，随高血
压水平分级升高，肾功能进展者所占比例升高（χ2 趋势
=10.312，P=0.001，见表 4）。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单因素和多因素分
析结果均显示，DBP 是肾功能下降的危险因素。单因素
分析发现病例组与对照组 SBP、DBP、HDL-C、BMI 水
平存在差异，PP、FPG、TG、TC、LDL-C 水平无明显差异。
多因素分析中，仅控制年龄、性别，DBP 是肾功能下降
的独立危险因素。进一步控制 SBP 后，DBP 对肾功能
下降的影响仍有统计学意义，随后控制 HDL-C、BMI2
个因素，DBP 对肾功能下降的影响也仍有统计学意义。
YOUNG 等［12］ 和 MENTARI 等［13］ 研究表明，在 eGFR
下降的早期，高 SBP 与肾功能下降无关。杨枝等［14］研
究表明 BMI 与肾功能下降没有关联。多项研究对健康
体检人群进行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DBP 是
发生肾功能损害的危险因素［2，7，15-16］。赵慧等［10］ 研

Table 1
组别

人次

对照组
病例组
t（χ2）值
P值

447
154

年龄
性别
（x±s，
（男 / 女）
岁）
55.7±0.7 324/123
56.2±1.1
114/40
-0.379
0.138a
0.705
0.710

Table 2
人次

对照组
病例组
t值
P值

447
154

模型 1

自变量

年龄

b

SE

0.002

0.007

0.027

0.008

0.002

0.008

0.028

0.012

Wald χ2 值

-0.118 0.238

性别
DBP

模型 2

年龄
性别

DBP
SBP

模型 3

BMI

0.001 1.027（1.011，1.044）
0.808 1.002（0.986，1.019）

0.624 0.890（0.557，1.420）

-0.001 0.009

0.005

0.942 0.999（0.982，1.017）

5.308

0.011

-0.244 0.249

0.964

0.027

0.012

4.828

0.030

0.035

-0.594 0.337

HDL-C

0.059

0.811 1.002（0.987，1.016）

0.619 0.888（0.557，1.417）

0.240

-0.002 0.009

SBP
DBP

11.425

OR（95%CI）

-0.117 0.239

-0.001 0.009

年龄

性别

0.057

0.247

P值

0.041

3.096

0.703

0.021 1.028（1.004，1.053）

0.917 0.999（0.982，1.016）

0.326 0.783（0.481，1.275）
0.840 0.998（0.981，1.016）
0.028 1.027（1.003，1.052）

0.078 0.552（0.285，1.070）
0.402 1.030（0.961，1.104）

注：自变量赋值：性别以男为参照，其余自变量均以实际值纳入；
因变量赋值：肾功能进展 =1，无肾功能进展 =0
表 4 不同高血压分级肾功能进展者所占比例比较〔n（%）〕
Table 4 Rate of deterioration of renal function by stage of hypertension
血压分级
1 级（SBP<120 mm Hg
且 DBP<80 mm Hg）
2 级（120 mm Hg ≤ SBP
≤ 129 mm Hg 且 DBP<80 mm Hg）

3 级（130 mm Hg ≤ SBP ≤ 139 mm Hg
或 80 mm Hg ≤ DBP ≤ 89 mm Hg）

4 级（140 mm Hg ≤ SBP ≤ 159 mm Hg
或 90 mm Hg ≤ DBP ≤ 99 mm Hg）
5 级（SBP ≥ 160 mm Hg
或 DBP ≥ 100 mm Hg）

例数

对照组

病例组

138 109（79.0）29（21.0）
47

36（76.6） 11（23.4）

181 139（76.8）42（23.2）
161 128（79.5）33（20.5）
74

35（47.3） 39（52.7）

表 1 两组年龄、性别、肾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Comparison of age、gender and inditators related to renal function between the cas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入组时 eGFR
〔x±s，ml·min-1
·（1.73 m2）-1〕
103.61±1.33
104.97±2.55
-0.498
0.619

注：eGFR= 估算肾小球滤过率，Scr= 血肌酐；a 为 χ2 值

组别

表 3 肾功能进展影响因素的逐步 Logistic 回归分析
Table 3 Result of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n factors
influencing progression of renal function

入组时 Scr
（x±s，
μmol/L）
74±1
73±2
0.352
0.725

入组时尿素氮
（x±s，
mmol/L）
5.23±0.14
5.27±0.20
-0.167
0.868

8 年平均 eGFR
8 年平均 Scr
〔x±s，ml·min-1
（x±s，μmol/ L）
·（1.73 m2）-1〕
119.75±1.05
66±1
102.87±2.79
78±2
5.66
-6.417
<0.001
<0.001

8 年平均尿素氮
（x±s，mmol/L）
5.33±0.01
6.08±0.16
-4.442
<0.001

表 2 两组其他临床资料比较（x±s）
Comparison of other clinical data between the cas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SBP
DBP
PP
FPG
TG
TC
HDL-C
LDL-C
PV
（mm Hg） （mm Hg） （mm Hg） （mmol/L） （mmol/L） （mmol/L） （mmol/L） （mmol/L） （mPa.s）
129±1
81±1
48±1
5.6±0.1
1.65±0.04 4.99±0.04 1.25±0.02 2.84±0.03
1.5±0
133±2
85±1
48±1
5.7±0.1
1.59±0.07 4.84±0.07 1.18±0.02 2.94±0.05
1.6±0
-2.229
-3.081
-0.238
-0.518
0.654
1.836
2.189
-1.597
-0.592
0.027
0.002
0.812
0.605
0.514
0.068
0.029
0.111
0.554

BMI
（kg/m2）
24.6±0.2
25.2±0.2
-2.373
0.018

注：SBP= 收缩压，DBP= 舒张压，PP= 脉压，FPG= 空腹血糖，TG= 三酰甘油，TC= 总胆固醇，HDL-C=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PV= 血浆黏度，BMI= 体质指数；1 mm Hg=0.133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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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控制 DBP 能延缓肾功能进展。JI 等［17］对 10 030
例研究对象进行 10 年的管理后发现，高 DBP 会增加
eGFR 快速下降的风险。本研究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
国内外均有研究得出了与上述研究不同的结论。
吴文芳等［18］在探讨 2 型糖尿病合并代谢综合征组分与
CKD 相关性时发现 DBP 在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后对
CKD 并不表现为危险因素。MOYER 等［19］ 在高血压筛
查和治疗方案中提出，DBP 升高对肾功能下降进展也没
有显示独立效果。多项研究表明 SBP、BMI 是肾功能下
降的相关危险因素［20-22］。笔者认为不同研究结果不同
的原因，可能和研究对象有关。上述几项研究均选择了
特殊人群，糖尿病患者、CKD 住院患者、高血压患者等，
在肾功能研究上和本研究的健康体检者可比性较差，可
能存在临床治疗带来的新旧病例偏倚。而 YOUNG 等［12］
选用早期 eGFR 下降的但未进入 CKD 期的人群作为病
例研究，与本研究对象性质相近，且得出的结论也与本
研究结果相似。因此推测在健康体检者中，DBP 是肾功
能进展的独立危险因素，SBP、HDL-C 和 BMI 可能与
肾功能进展无关联。
对于 DBP 作用于肾功能进展，推测可能与 PV 有关。
有研究表明 DBP 的升高通常由于血管阻力的升高，而
PV 的增高会使大血管 PV 过高、小血管发生法 - 林效
应逆转而并发高血压［23］。本研究中未发现 PV 与肾功
能进展有关，猜测可能是因为健康体检要求 10 h 禁食，
此时机体内环境趋于稳定，血液高黏滞状态已被机体自
我修复。但暴饮暴食、高糖高脂、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
会使血液高黏滞等异常生化指标持续时间延长，加重机
体的调节负担，透支机体的调节能力，经过日积月累对
器官造成损伤［23］。
本 研 究 发 现 DBP 对 于 肾 功 能 进 展 有 重 要 作 用，
肾功能进展者所占比例随着血压等级升高有增大趋
势， 但 这 一 趋 势 主 要 体 现 在 4 级（140 mm Hg ≤ SBP
≤ 159 mm Hg 或 90 mm Hg ≤ DBP ≤ 99 mm Hg） 到
5 级（SBP ≥ 160 mm Hg 或 DBP ≥ 100 mm Hg）的变化，
4 级之前的变化不明显。
本研究的优势在于将肾功能进展的健康体检者定义
为病例组，尽可能地寻找新发病例，分析其潜在相关因
素，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CKD 中期、肾脏病终末期等
病例由于临床治疗和生活行为改变所带来的新旧病例偏
倚，研究结果可以应用于开展一级预防。本研究的劣势
在于新发病例稀少，寻找难度大所致的病例组样本量偏
少，尽管通过严格的 1 ∶ 3 配对增加纳入分析的样本量
也难以克服病例组小样本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DBP 与肾功能进展的相关性在调整多种
协变量后仍有统计学意义，因此很可能具有独立的诊断
价值和一级预防意义。健康人群应保持良好的生活行为
习惯，控制 DBP，以延缓肾功能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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