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816 •

论著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2020年7月第12卷第7期 Chin J Evid Based Cardiovasc Med,July,2020,Vol.12,No.7
•

不同肾功能评价指标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远期预后的预测价值
李雨濛1，胡元会2，商秀洋2，宋庆桥1，吴华芹2，张并璇1
【摘要】目的 比较不同肾功能评价指标在慢性心力衰竭（CHF）患者远期生存中的预测价值。方
法 选取2006年1月至2014年8月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内科住院的CHF患者546例为研究对象，
随访周期为730 d，终点事件为全因死亡。根据是否发生终点事件将546例患者分为两组：非终点事件组
337例（69.0%）和终点事件组169例（31.0%）。采用受试者工作曲线（ROC）评价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
（eGFR）、血肌酐（SCr）和血尿素氮（BUN）对CHF全因死亡的预测能力；选择各指标的最佳切点值
进行分组，以Kaplan-Meier生存曲线描述各组生存率；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不同肾功能指标与远
期预后的相关性。结果 共纳入CHF患者546例，其中资料完整者392例，未完成随访者154例。eGFR、
SCr和BUN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31、0.633和0.706，最佳切点值分别为58.61 ml/（min·1.73 m2）、
113.75 μmol/L和7.41 mmol/L。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eGFR降低组、SCr升高组和BUN升高组患者
全因死亡风险更高（P＜0.001）。校正年龄、性别、心功能等因素后，BUN是CHF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
因素（HR=1.043，95%CI：1.007~1.082，P＜0.001）。结论 eGFR、SCr和BUN对CHF远期预后具有预测
价值，其中BUN是CHF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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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different renal function indexes to long-term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CHF). Methods CHF patients (n=546) were chosen from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in Guang’anmen Hospital of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from Jan.
2006 to Aug. 2014. The follow-up period was 730 d and end-point event was all-cause death. All 546 patients
were divided, according to occurrence of end-point event, into non-end-point event group (n=337, 69.0%) and
end-point event group (n=169, 31.0%). The predictive power of 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 (eGFR), serum
creatinine (SCr) and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to all-cause death of CHF was reviewed by using receiver operating
curve (ROC).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again int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optimal cut-point values of different
indexes, and survival rate was described by using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ifferent
renal function indexes and long-term prognosis was analyzed by applying multi-factor Cox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There were totally 546 CHF patients included, and among them 392 had complete materials and 154 had
incomplete follow-up. The area under ROC of eGFR was 0.631, that of SCr was 0.633 and that of BUN was 0.706.
The optimal cut-point value of eGFR was 58.61 ml/(min·1.73 m2), that of SCr was 113.75 μmol/L and that of
BUN was 7.41 mmol/L. The results of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isk of all-cause death
was higher in decreased eGFR group, increased SCr group and increased BUN group (P<0.001). After correcting
age, sex and heart function, BUN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all-cause death of CHF (HR=1.043, 95%CI:
1.007~1.082, P<0.001). Conclusion The indexes including eGFR, SCr and BUN have predictive value to longterm prognosis in CHF patients, and BUN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f all-cause death of CHF.
[Key words] Chronic heart failure; Renal function; Long-term prognosis

慢性心力衰竭（CHF）是一种以心输出量减
少或静脉淤血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是各种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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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严重表现或晚期阶段 [1,2] 。随着人口老龄
化进程和心血管疾病带病生存率的提高，CHF患
病率不断增长，再住院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医
疗费用不断增加 [3]。肾功能损伤是CHF常见并发
症之一，也是导致CHF患者再入院和死亡的主要
危险因素 [4]。研究证实，肾功能不全和CHF之间
存在双向相关，二者在病理状态下相互影响，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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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果，形成恶性循环，进而导致患者病死率增
加[5]。一项荟萃分析显示[6]，63%的CHF患者伴有
不同程度的肾功能损害，与肾功能正常的患者相
比，这类患者的死亡风险增加了约50%。该分析
纳入的研究使用了不同的血清标志物以及估算的
肾小球滤过率（eGFR）评估CHF患者的肾功能
情况，然而不同肾功能指标对于CHF预后的判断
价值可能并不完全一致。本研究旨在比较不同肾
功能评价指标对CHF患者不良预后的临床预测价
值，以期为临床上评估CHF合并肾功能损伤患者
的病情和预后提供一定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06年1月至2014年8月于中
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的546
例CHF患者为研究对象。随访时间为730 d，中
位随访时间为637 d，终点事件为全因死亡。根
据是否发生终点事件将546例患者分为两组：
非终点事件组337例（69.0%）和终点事 件 组
169例（31.0%）。546例患者中，资料完整者
392例，未完成随访者154例。其中，男性278例
（50.9%），女性268例（49.1%）；年龄39~98
岁，平均年龄（74.40±10.14）岁；NYHA Ⅱ级
79例（14.5%），Ⅲ级242例（44.3%），Ⅳ级
225例（41.2%）。诊断标准：CHF的诊断标准
参照2005年据1971年Framingham心衰诊断标准和
2005年美国心脏协会（AHA）及美国心脏病学会
（ACC）《成人慢性心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
制定，具体如下：①原发病为冠状动脉粥样硬化
性心脏病或扩张型心肌病；②心脏结构或功能发
生改变：心脏超声提示左室射血分数（LVEF）
＜50%或血清N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
＞900 pg/ml。心功能分级标准参照美国纽约心脏
病学会（NYHA）1994年第9次修订的心脏病心功
能分级标准。纳入标准：①年龄、性别不限；②
符合CHF的诊断标准；③NYHA心功能分级Ⅱ~Ⅳ
级；④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急性冠状
动脉（冠脉）综合征或急性心包炎者；②伴有心
源性休克或恶性心律失常者；③伴有肝、肾及造
血系统等严重原发疾病、甲状腺疾病、恶性肿瘤
者；④伴有精神障碍等疾病，无法配合者；⑤随
访周期不足30 d者。
1.2 研究方法
1.2.1 基线资料收集 资料采集包括：①人口学资
料：病历号、住院日期、性别、年龄、联系方
式；②相关病史：病程、NYHA心功能分级、既
往病史（包括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
症）；入院后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实验室检
查（包括血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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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NP）。
1.2.2 肾小球滤过率的计算 采用简化MDRD公式[7]
计算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计算公式
为：eGFR[ml/（min·1.73 m2）]=186×[血清肌酐
（mg/dl）]-1.154×（年龄）-0.203×0.742（女
性）。
1.2.3 随访 出院后对患者进行门诊、住院或电话
随访，随访周期为730 d。在研究对象住院期间和
随访期间均不干预其治疗措施。
1.2.4 终点事件 终点事件定义为全因死亡，即研究
对象在随访期间由于任何一种原因引起的死亡。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
（ 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
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上四分位
数，下四分位数）[M（Q1，Q3）]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Mann-Whitney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构
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受试者
工作曲线（ROC）分别判断血肌酐（SCr）、血
尿素氮（BUN）、eGFR对CHF全因死亡的预测能
力，并选取各指标的最佳切点值进行分组。采用
Kaplan-Meier（K-M）生存曲线分析不同肾功能
评价指标分组后的生存率，以Log-rank检验判断
统计学差异。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Cox风险比例
回归模型分析不同肾功能评价指标与CHF远期预
后的相关性。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
别、病程、合并高脂血症、NYHA分级、心功能
指标（LVEF、LVEDD、NT-proBNP）和肾功能
指标（eGFR 、SCr 、BUN）等方面相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其它合
并症、肝功能和血脂水平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肾功能评价指标对CHF患者全因死亡的预测
能力 采用ROC曲线评估eGFR、SCr、BUN 3种肾
功能指标对CHF患者全因死亡的预测能力。结果
显示，eGFR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631，最佳切
点值为58.61 ml/（min·1.73 m2），敏感性和特异
性分别为57.4%和64.2%；SCr的ROC曲线下面积
为0.633，最佳切点值为113.75 μmol/L，敏感性
和特异性分别为41.4%和81.2%；BUN的ROC曲线
下面积为0.706，最佳切点值为7.41 mmol/L，敏感
性和特异性分别为67.5%和65.0%（表2，图1）。
2.3 肾功能评价指标对CHF患者生存时间的影响
根据上述3个切点值，分别将患者分为eGFR正常
组和降低组，SCr正常组和升高组以及BUN正常
组和升高组，之后进行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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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项目
年龄（岁）
男性（n，%）
病程（年）
合并症（n，%）
冠心病
高血压
高脂血症
2型糖尿病
NYHA（n，%）
Ⅱ级
Ⅲ及
Ⅳ级
LVEF
LVEDD（mm）
NT-proBNP（pg/ml）
Hb（g/dl）
eGFR [ml/（min·1.73 m2）]
SCr（μmol/ L）
BUN（mmol/ L）
ALT（U/ L）
AST（U/ L）
TBIL（μmol/ L）
TC（mmol/L）
LDL-C（mmol/L）

非终点事件组（n=377）
76（68，81）
180（47.7）
5.1（1.0，14.8）
314（83.3）
282（74.8）
217（57.6）
135（35.8）
66（17.5）
176（46.7）
135（35.8）
0.47（0.42，0.54）
50（45，57）
2311（1367，4899）
126（113，140）
65.77±21.44
87.0（70.9，108.2）
6.4（5.0，8.3）
15.0（10.0，25.0）
21.6（17.1，29.0）
15.2（11.4，21.1）
3.9（3.2，4.6）
2.3（1.9，2.8）

终点事件组（n=169）
77（73, 83）
98（58.0）
8.0（3.0, 16.0）
145（85.8）
120（71.0）
81（47.9）
72（42.6）
13（7.7）
66（39.0）
90（53.3）
0.45（0.39，0.52）
53（46，61）
4638（2199，8606）
120（101，138）
54.89±24.99
104.0（80.5，137.6）
8.7（6.7，12.3）
14.0（9.6，24.0）
22.0（17.0，33.1）
16.4（9.3，25.3）
3.6（3.1， 4.5）
2.2（1.7，2.8）

Z/t/χ2值
-2.481
4.899
-2.170
0.549
0.866
4.366
2.289
17.919
-2.458
-2.651
-5.221
-2.925
5.058
-4.989
-7.714
-0.549
-0.184
-0.369
-1.799
-0.957

P值
0.013
0.027
0.030
0.459
0.352
0.037
0.130
＜0.001
0.014
0.008
＜0.001
0.003
＜0.001
＜0.001
＜0.001
0.583
0.854
0.712
0.075
0.338

注：LVEF：左室射血分数；LVEDD：左室舒张期末径；NT-proBNP：血清N末端脑钠肽前体；Hb：血红蛋白；eGFR：肾小球滤过率；
SCr ：血肌酐；BUN：血尿素氮；ALT：谷丙转氨酶；AST：谷丙转氨酶；TBIL：总胆红素；TC：总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表2 肾功能评价指标预测CHF全因死亡的ROC曲线下面积
肾功能指标
eGFR
SCr
BUN

AUC
0.631
0.633
0.706

P
0.000
0.000
0.000

95%CI
0.579~0.682
0.581~0.686
0.659~0.753

注：eGFR：肾小球滤过率；SCr：血肌酐；BUN：血尿素氮

表3 不同肾功能评价指标分组的生存差异比较
肾功能指标
eGFR
SCr
BUN

χ2值
22.446
36.675
55.988

P值
＜0.001
＜0.001
＜0.001

注：eGFR：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SCr：血肌酐；BUN：血尿素氮

图2 不同肾功能评价指标分组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

图1 肾功能评价指标预测CHF全因死亡的ROC曲线

析。结果显示，eGFR降低组、SCr升高组和BUN
升高组的生存曲线明显降低。（表3，图2）。
2.4 肾功能评价指标与CHF患者全因死亡的相
关性 以全因死亡为因变量，以肾功能评价指标
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
示，eGFR（HR=0.981，95%CI：0.975~0.988，
P＜0.001），SCr（HR=1.004，95%CI：
1.003~1.006，P＜0.001）和BUN（HR=1.082，
95%CI：1.064~1.110，P＜0.001）均是CHF患
者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校正年龄、性别、
LVEF、NT-proBNP等因素后，多因素Cox回归
模型显示，BUN是CHF患者全因死亡的独立危
险因素（HR=1.043，95%CI：1.007~1.082，P

＜0.001）（表4）。
3 讨论
大量临床研究和荟萃分析显示，肾功能不
全是CHF患者发生再入院和全因死亡的预测因
素[8,9]。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以SCr或eGFR评估肾
功能，参考值仍沿用慢性肾脏病的诊断标准，
将eGFR＜60 ml/（min·1.73 m2）定义为肾功能
不全 [9,10]。然而，CHF合并肾功能不全的机制非
常复杂，血流动力学异常、神经内分泌系统激
活、炎症反应、内皮功能紊乱等因素都可能会
对肾功能水平造成影响 [4,11]。本研究结果显示，
eGFR预测CHF不良预后的最佳切点值为58.61 ml/
（min·1.73 m2），SCr为113.75 μmol/ L，BUN
为7.41 mmol/L，这与目前评估肾功能不全的参考
值大致相同，但不同肾功能评价指标对CHF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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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CHF全因死亡的单因素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
肾功能指标
eGFR
Scr
BUN

Model1
HR（95%CI）
0.981（0.975~0.988）
1.004（1.003~1.006）
1.082（1.064~1.110）

P值
＜0.001
＜0.001
＜0.001

Model2
HR（95%CI）
0.987（0.981~0.994）
1.004（1.003~1.006）
1.089（1.070~1.109）

P值
＜0.001
＜0.001
＜0.001

Model3
HR（95%CI）
0.993（0.986~1.008）
1.001（0.997~1.005）
1.043（1.007~1.082）

P值
0.593
0.589
0.018

注：Model1：分别以eGFR、SCr和BUN为自变量，以全因死亡为因变量；Model2：在Model1的基础上校正年龄和性别；Model3：在Model2
的基础上校正合并症、LVEF、NT-proBNP、Hb、TBIL和LDL-C

远期预后的影响却不尽相同，需要进一步比较。
本研究通过ROC曲线下面积和K-M生存曲线
的比较发现，对于CHF患者的远期预后，BUN
的预测能力优于eGFR和SCr；进一步进行多因素
Cox回归分析后，我们发现BUN是预测全因死亡
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与国外部分研究报道结果类
似 [12-14]。一项基于949例CHF患者的回顾性研究
显示 [15]，入院时患者eGFR较低和BUN较高与出
院后60 d死亡风险升高相关，但多因素Cox比例
风险分析显示，BUN预测60 d死亡风险的能力优
于eGFR。基于ADHERE数据库的两项子研究分
别纳入118 465和33 046例心衰住院患者，分析其
不良结局的危险因素，结果显示BUN对于心衰住
院患者死亡率的预测能力优于eGFR，且是不良
结局最有力的预测因子。
正常情况下，约40％~50％的过滤尿素由近
端肾小管重吸收并弥散回血液，这与水钠重吸收
有关；远端小管的重新弥散则取决于尿量，并受
抗利尿激素调节。CHF发生时，一方面随着中心
静脉压的升高，肾静脉压和肾间质压升高，导致
血管紧张素Ⅱ浓度增加，使近端肾小管上皮细胞
表面受体激活，从而增加水、钠和尿素重吸收，
因此BUN可能独立于eGFR的变化而上升 [11]。另
一方面，心输出量减少会引起非渗透性抗利尿
激素释放，进而激活尿素转运蛋白，增加尿素
的渗透性，使重新弥散回血中的尿素氮增多，而
肌酐几乎不被重吸收，故没有相应升高。因此，
尽管SCr和eGFR是稳定状态下评估肾功能的可靠
指标，但其可能无法完全反映CHF过程中潜在的
病理机制，而BUN升高更能反映CHF时血流动力
学、神经内分泌系统激活等变化，对于CHF预后
具有更高的预测价值[15]。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①纳入样本量较少，后
续应开展多中心临床研究，大样本来源途径；②
应加强对患者随访，动态观察肾功能评价指标
对CHF预后的影响；③BUN会受到利尿剂、蛋白
质、上消化道出血等因素的影响，在未来研究中
需必要补充相关信息并在研究结果中进行校正。
综上，肾功能不全会对CHF的远期预后产生
重要影响，肾功能评价指标eGFR、SCr和BUN对
CHF不良结局具有一定的临床预测价值，其中，

BUN是CHF患者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因
此，在临床实践中，应关注肾功能指标并定期跟
踪，更全面的评估患者的病情和预后。同时，
CHF合并肾功能不全的发生机制非常复杂，需要
进一步研究以寻找更适用于评估CHF患者不良结
局的肾功能预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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