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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身 性 感 染 和 急 性 肾 损 伤 (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ꎬ

在同一标准之下ꎬ 不论在重症监护室还是普通病房ꎬ

而全身性感染相关的 ＡＫＩ 即感染性 ＡＫＩ ( ｓｅｐｔｉｃ ＡＫＩꎬ

未下降ꎬ 甚至还有所上升 [３￣ ４] ꎮ 降低 ＳＡＫＩ 发病率和病

ＡＫＩ) 均是重症医学中重要的临床问题与研究热 点ꎻ
ＳＡＫＩ) ꎬ 更是重中之重ꎮ ＳＡＫＩ 既是全身性感染中常见
的器官功能障碍之一ꎬ 也是 ＡＫＩ 的特殊类型ꎮ 国内外

ＳＡＫＩ 均有很高的发病率和病死率ꎬ 且 １０ 余年来不仅
死率的高度挑战性ꎬ 使之成为热点且热度持续不减ꎮ

在此热点话题之内ꎬ 大数据、 精准医疗、 « 第 ３

最近几项关于 ＡＫＩ 的高质量流行病学研究显示ꎬ 全身

版全身性感染与感染性休克定义国际共识» ( 以下简

断标准ꎬ 可影响 ＳＡＫＩ 发病率和病死率的绝对值ꎬ 但

研究者们的极大兴趣ꎬ 面对 ＳＡＫＩ 发病率和病死率仍

性感染仍是 ＡＫＩ 的首位病因

３３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１７

[１￣ ２]

ꎻ 使用不同的 ＡＫＩ 诊

称 “ Ｓｅｐｓｉｓ￣ ３” ) 等最新热点与之交叉碰撞ꎬ 引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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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高不下的事实ꎬ 难免会思考这些热点问题的现实和

究和验证研究ꎮ 探索研究纳入 ３ 个中心 ５２２ 例具有 ＡＫＩ

新型生物标志物、 血流动力学治疗、 重症血液净化等

据ꎬ 其中包括肾损伤分子 １、 胱抑素￣Ｃ、 中性粒细胞明

潜在收 益ꎮ 笔 者 结 合 Ｓｅｐｓｉｓ￣ ３、 大 数 据、 精 准 医 疗、
热点并深入探讨ꎬ 期望能在方法学甚至方向上对 ＳＡＫＩ
研究有所帮助ꎮ

Ｓｅｐｓｉｓ￣ ３ 与感染性急性肾损伤的未来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 Ｓｅｐｓｉｓ￣ ３ 对全身性感染给出了新的

定义ꎬ 其核心由以下 ４ 部分组成: 致命、 器官功能障

碍、 机体反应失调和感染ꎮ 新的定义更能体现 ＳＡＫＩ
是全身性感染的特殊类型ꎬ 同时ꎬ Ｓｅｐｓｉｓ￣ ３ 将定义与
诊断相贯通ꎬ 突出临床操作性ꎮ 研究者可根据定义的
不同方面ꎬ 建立研究的科学假设ꎬ 制定研究切入点ꎻ
临床医生可从诊断标准条目入手ꎬ 发现和治疗患者ꎬ
因为这些条 目 是 最 与 预 后 相 关 且 临 床 可 以 干 预 的 位
点 [５] ꎮ “ 快速序贯器官衰竭评价系统” 的引入ꎬ 有望

成为重症医学的利器ꎬ 使重症医学走出 “ 围墙” [５] ꎬ
把全身性感染的筛查和初始治疗前移ꎬ 就意味着 ＳＡＫＩ

的诊断和治疗前移ꎬ 降低患者严重程度和治疗疗程ꎬ
甚至部分 ＳＡＫＩ 高风险患者ꎬ 还未等到其符合诊断标
准ꎬ 就被防控在萌芽中ꎮ 可以推测ꎬ 如果 ＳＡＫＩ 的诊
断与治疗从时间上再提前一步ꎬ 有可能使全身性感染
退出 ＡＫＩ 病因的 “ 霸主” 地位ꎬ 就像失血性休克不再
是休克肾曾经的 “ 主谋” ꎻ 至于已经发生的 ＡＫＩꎬ 因
为在病情较轻阶段就已得到及时干预ꎬ 其致残率乃至
病死率也有望下降ꎮ

胶酶 相 关 载 脂 蛋 白 (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 ｇｅｌａｔｉｎａｓ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ｌｉ￣

ｐｏｃａｌｉｎꎬ ＮＧＡＬ)、 白细胞介素￣ １８、 人肝脏型脂肪酸结合
蛋白、 ＴＩＭＰ￣ ２ 和 ＩＧＦＢＰ７ 等ꎬ 并从中筛选出 ２ 个最好的

标志物ꎬ 即 ＴＩＭＰ￣ ２ 和 ＩＧＦＢＰ７ꎻ 验证研究进一步证实ꎬ
ＴＩＭＰ￣ ２ 与 ＩＧＦＢＰ７ 联合诊断 ＡＫＩ 优于其他标志物ꎮ ２０１４
年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管理局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ＦＤＡ) 批准 [ＴＩＭＰ￣ ２][ＩＧＦＢＰ７] 定量分析试
剂盒 ＮｅｐｈｒｏＣｈｅｃｋ 和分析仪 ＡＳＴＵＴＥ１４０ Ｍｅｔｅｒ ( Ａｓｔｕｔ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ꎬ 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ꎬ ＣＡꎬ ＵＳＡ) 在临床使用ꎮ 此后的几年
间ꎬ 欧美 澳 及 中 国 多 个 医 学 中 心 加 入 [ ＴＩＭＰ￣ ２] 
[ＩＧＦＢＰ７] 相关研究ꎮ 大部分研究均证实ꎬ [ＴＩＭＰ￣ ２]
[ＩＧＦＢＰ７] 对心脏术后、 心力衰竭、 全身性感染等病因
导致的 ＡＫＩ 有很好的预警作用ꎬ 在预测对血液净化需

求、 近期与远期并发症方面也具有一定价值[７￣ ９] ꎮ 但一
项在综合重症监护病房完成的研究认为ꎬ [ ＴＩＭＰ￣ ２] 
[ＩＧＦＢＰ７] 和 ＮＧＡＬ、 胱抑素￣Ｃ 等均受到多因素影响ꎬ
在综合重症监护病房中应用价值有限 [１０] ꎻ 另一项针
对院外心肺复苏术后患者的研究则发现 [ ＴＩＭＰ￣ ２] 

[ ＩＧＦＢＰ７] 仅在入院时与 ＡＫＩ 相关ꎬ 而 ＮＧＡＬ 和胱抑
素￣Ｃ 与 ＡＫＩ 相关性更大 [１１] ꎮ 一项入组人群为全身性
感染患者的研究发现ꎬ ９５％ 的敏感性和 ９０％ 的特异性
分别对应 ０ ３ 和 ２ ０ 两个截断值ꎬ 并且在不同参考值

区间存在部分重叠 [１２] ꎮ 针对非全身性感染人群的 Ｏｐａｌꎬ
Ｔｏｐａｚ 等研究也发现了明显的 “重叠现象” [１３￣ １４] ꎮ 这在临
床应用中对确定特定个体是否是 ＡＫＩ 或是否具有 ＡＫＩ

神奇的生物标志物

风险并不理想ꎮ 最近ꎬ 美国肾脏病协会发表了有趣又谨

如果说 Ｓｅｐｓｉｓ￣ ３ 的理念有望从病因层面宏观影响

ＳＡＫＩ 的发病率和病死率ꎬ 针对 ＳＡＫＩ 的预警和监测方
法则是及时对其进行干预的基础ꎮ 肌酐和肌酐清除率
因滞后于 ＡＫＩ 的发生ꎬ 显然不能满足临床需要ꎮ 生物
标志物旨在使用简单的检测技术实现对某种疾病的早
期准确诊断或对疾病进展和治疗效果进行监测ꎬ 其在
ＡＫＩ 领域一直是热点ꎮ ２０１３ 年 Ｋａｎｓｈａｎｉ

高危因素成年患者血清与尿液的 ３４０ 个标志物的检测数

[６]

慎的推荐意见: [ ＴＩＭＰ￣ ２] [ ＩＧＦＢＰ７] 只应用于重症

监护病房心血管或呼吸受累 ２４ ｈ 内的 ２１ 岁以上患者ꎬ
并提醒大家ꎬ ＦＡＤ 的决议是把 [ ＴＩＭＰ￣ ２] [ ＩＧＦＢＰ７]

用于辅助评估 ＡＫＩ 风险而并非单独应用ꎬ 也不宜用于即
刻检测[１５] ꎮ [ＴＩＭＰ￣ ２]  [ ＩＧＦＢＰ７] 成为 ＡＫＩ 的标志
物的确很神奇ꎬ 但其中的机制等很多未知问题ꎬ 仍需
进行更深入的基础研究和更广泛的临床研究ꎮ

报道了细胞

周期停滞相关蛋白———尿液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因子
(ｔｉｓｓｕ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 ２ꎬ ＴＩＭＰ￣ ２) 和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７ (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ｂｉｎｄ￣

感染性急性肾损伤的精准医疗
“ 精准医疗” 这一概念近年来已成为全球讨论的

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７ꎬ ＩＧＦＢＰ７)ꎬ 二者由肾小管细胞在肾脏上皮

热点ꎮ 在 ＳＡＫＩ 领 域ꎬ 精 准 医 疗 也 得 到 了 广 泛 关 注ꎬ

了系统研究ꎬ 包括先后进行的多中心、 观察性的探索研

剂量” 、 “ 精准复苏容量和血管活性药物使用” 以及

细胞处于应激状态下表达ꎮ 其对 ＡＫＩ 早期诊断价值进行

但大多数仅停留在以倡导 “ 准确诊断” 、 “ 精准抗生素

Ｖｏｌ ８ Ｎｏ ６ 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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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准血液净化处方” 等层面 [１６￣ ２０] ꎬ 正确认识 “ 精准
医疗” 已成为刻不容缓的现实问题ꎮ 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将 “ 精准医疗” 定义为: 一个建立在了解个体基
因、 环境以及生活方式基础上的新兴疾病治疗和预防
方法ꎮ 从广义上讲ꎬ 精准医学是以基因组学、 蛋白质
组学、 表型组学和其他前沿技术为基础ꎬ 对大样本人
群及特定疾病进行生物标志物的分析、 验证与应用ꎬ
确定疾病原因和治疗靶点ꎬ 对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
行精确亚分类ꎬ 最终实现对特定患者的个体化精准治
疗ꎻ 从狭义上讲ꎬ 精准医疗是根据个体基因特征ꎬ 结
合对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因素的评估ꎬ 从药物基因组学
角度对个体实施精准的药物治疗或干预ꎬ 以提高治疗
的安全性、 有效性和经济性ꎮ 精准医疗关键技术是药
物基 因 组 学 和 个 体 化 医 学ꎬ 不 同 于 以 往 的 个 体 化
治疗ꎮ

尽管目前尚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ꎬ 符合 “ 精

准医 疗” 内 涵 的 高 价 值 研 究 相 继 被 报 道ꎮ 继 Ｆｒａｎｋ

等 [２１] 在 单 核 苷 酸 多 态 性 研 究 发 现 ＳＥＲＰＩＮＡ４ꎬ
ＳＥＲＰＩＮＡ５ 和 ＢＣＬ２ 等凋亡相关基 因 单 核 苷 酸 表 达 与
ＳＡＫＩ 风险降低相关ꎬ Ｖｉｌａｎｄｅｒ 等

[２２]

报道了 ＳＥＲＰＩＮＡ４

中的 ｒｓ２０９３２６６ 及 ＳＥＲＰＩＮＡ５ 基因中的 ｒｓ１９５５６５６ 与感
染性休克所致严重 ＡＫＩ ( “ 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

分期 ２ ~ ３ 期) 相关ꎮ 另有几项研究发现 ５￣氨基咪唑￣４￣
甲酰胺核糖核苷酸和与激活蛋白质转录相关的雷帕霉
素靶蛋白复合物 １ 与 ＳＡＫＩ 的肾小管自噬作用有关

[２３]

ꎮ

两项基因多态性与 ＡＫＩ 的研究ꎬ 发现血红素加氧酶￣ １
含有 ４１３Ｔ>Ａ 的 ＴＴ 基因型和血管内皮因子 ＋ ９３６ ＣＣ
基因型与 ＡＫＩ 发病相关

[２４￣ ２５]

ꎮ 遗憾的是ꎬ 迄今为止ꎬ

不论以任何可能的靶点为目标ꎬ 尚无一种药物对 ＳＡＫＩ
具有肯定疗 效ꎮ 目 前 研 究 是 否 有 助 于 日 后 寻 找 “ 精
准” 打击 ＳＡＫＩ 的靶点尚不得而知ꎮ 但是ꎬ 面对硫胺
素等药物的初期临床研究阳性结果 [１６] ꎬ 可预测如果
能像心脏病患者根据基因检测结果使用华法林或阿司
匹林那样ꎬ 或许能为一些看似疗效不确切的药物找到
靶作用人群ꎮ
还有些研究认为精准医疗并不可靠ꎮ 最近ꎬ 国际

知名学术期刊 « 自然» 和 «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相继
发表对精准医疗表示质疑的文章

[２６￣ ２７]

ꎬ 认为 “ 精准医

疗只能让极少数人从中获益ꎬ 大多数肿瘤患者可能无
法获益” ꎬ “ 仅通过分子手段来治疗患者ꎬ 其带来的益
处仍是未知的” ꎮ 虽然这些观点并非仅针对 ＳＡＫＩꎬ 但
对此仍 需 进 行 冷 静 的 思 考ꎮ 热 时 不 跟 风ꎬ 冷 时 不 放
弃ꎬ 或许才是一种真正的科研态度ꎮ
３３８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１７

血流动力学研究热度不减
从动物模型和临床病理缺乏组织学改变的证据来

看ꎬ ＳＡＫＩ 并非传统认识上的缺血ꎬ 而可能与微血管分

流及肾小管上皮细胞应激有关 [２８] ꎮ ＳＡＫＩ 发病机制除
了肾脏血流动力学改变ꎬ 还与细胞周期停滞、 氧化应
激损伤、 线 粒 体 能 量 代 谢 紊 乱、 损 伤 相 关 分 子 模 式
( ｄａｍａｇ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ꎬ ＤＡＭＰｓ) 及病原

相关 分 子 模 式 (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ꎬ
ＰＡＭＰｓ) 等有关 [２９] ꎮ 这 似 乎 给 人 一 种 血 流 动 力 学 不
再重要的假象ꎮ 事实上ꎬ 血流动力学ꎬ 尤其是肾脏血

流动力学在 ＳＡＫＩ 的科研和临床中一直处于非常重要
的地位ꎮ 首先ꎬ 肾脏血流动力学紊乱可能会导致细胞
周期停滞、 内皮细胞功能不全、 有害细胞因子产生增
多、 能量代谢不足等ꎻ 其次ꎬ 最佳的肾脏血流动力学
目标和如何达到既定目标仍有许多尚未达成共识的课
题ꎻ 第三ꎬ 从可操作性角度看ꎬ 以肾小管、 肾小球细
胞内某个靶点进行特异性治疗的药物尚未成功开发ꎬ
调整肾脏血流动力学仍是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手段ꎻ 而
肾脏血流动力学依赖于全身血流动力学而又与全身血
流动力学状态存在差异ꎬ 但肾脏特异的血管活性药物
疗效又不尽如人意ꎬ 这对理解和应用血流动力学提出
了更高要求ꎮ 血流动力学不稳定可能会成为分子水平
病理改变的原因ꎬ 而改变了的某些分子则可能成为血
流动力学监测的对象ꎬ 从而使 ＳＡＫＩ 的治疗从分子机
制入手ꎮ 限制性的容量复苏、 维持尽可能低的肾脏后

负荷、 允许性的肾脏低滤过 [３０￣ ３２] 、 选择对肾脏影响小
的液体 [３３] 等治疗理念和采用重症肾脏超声技术进行
指导等则是当前可以采取、 也确实卓有成效的措施ꎮ

重症血液净化技术的恰当实施
重症血液净化是 ＳＡＫＩ 一直探讨的课题ꎮ 是血流

动力学治疗等无创手段不能满足需要时ꎬ 改善 ＳＡＫＩ
预后的重要手段ꎮ 理想的血液净化治疗不仅有助于进

行调控水和电解质平衡等 “ 对症治疗” ꎬ 还能针对脓
毒症和 ＳＡＫＩ 起到 “ 病因治疗” 的作用ꎮ 与之相关的
几个问题如模式、 剂量、 时机一直是热点ꎮ 全身性感

染的产物 ＤＡＭＰｓ 和 ＰＡＭＰｓ 等一直被作为清除目标、
高容量血液滤过、 多黏菌素吸附、 血浆 / 血液吸附集

成连 续 血 液 净 化 等 多 种 模 式 一 直 处 于 尝 试 过 程
中 [３４￣ ３５] ꎮ ＩＶＯＩＲＥ 研究之后高容量血液滤过热度大大

感染性急性肾损伤: 几个热点问题的冷思考

下降ꎬ 多黏菌素吸附等模式在部分研究中被证实具有
显著效果

[３６]

ꎮ 由于 ＳＡＫＩ 机制复杂ꎬ 单一模式可能难

以达到理想要求ꎬ 集成血液净化可能是性价比相对理
想的模式ꎬ 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３７]

ꎮ 其应用时

机是 “ 早上早下” ꎬ 即尽可能早给予ꎬ 尽可能早撤离ꎬ
这一观念其实并不偏激ꎮ 现有研究难以定论 “ 早” 比
“ 晚” 好ꎬ 只 因 未 找 到 恰 当 的 “ 早 ” 的 标 准ꎬ 这 个
“ 早” 既要考虑到针对 ＳＡＫＩ 疗效ꎬ 当然也不能不顾及
感染、 导管并发症等再损伤ꎮ 肌苷、 尿素、 尿素 / 肌
苷、 ＡＫＩ 的严重程度、 收入重症监护室的时间、 诊断
ＡＫＩ 的时间等均曾作为 “ 早” 的标准

[３８]

ꎮ 因为这些

指标受容量、 治疗方案、 收入重症监护室前的情况以
及诊断是否及时等因素的影响ꎬ 所以难以成为理想的
指标ꎮ 最近ꎬ Ｐéｅｒｅｚ￣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等

[３９]

的一项研究认为ꎬ

立 ＡＫＩ 的自动电子预警系统ꎻ 将现有的行政、 临床、
科研等各种类型的数据库ꎬ 用于 ＡＫＩ 风险评估、 质量
控制、 预后判断及特定项目医疗体系ꎻ 跟踪以往患者
等 [４３] ꎮ ＡＤＱＩ 还公布了在 ＥＭＲ / ＣＩＳ 中开发自动、 实时
的 ＡＫＩ 预警系统原则ꎬ 并坦承目前的预警系统虽已经
过改 善ꎬ 有 效 性 仍 明 显 不 足ꎬ 尚 处 于 “ 新 生 儿 ”

期 [４４] ꎻ 技术和人将是未来研究和使用电子预警系统
的关键因素ꎮ ＡＤＱＩ 同时指出ꎬ 必须建立一个有力的
方案以评估电子预警系统的有效性 [４５] ꎮ 其另一个小
组发现ꎬ 行政管理编码对 ＡＫＩ 的敏感性很差ꎬ 缺乏严

重度 分 级 标 准ꎬ 与 临 床 表 型 关 联 也 存 在 欠 缺 [４６] ꎮ
ＡＤＱＩ 成员同时 也 指 出ꎬ 目 前 实 施 数 据 整 合 在 患 者、
组织和国家层面均有障碍需要突破ꎬ 应改善零碎的医
疗档案 系 统 与 患 者 相 关 医 疗 信 息 所 有 权 之 间 的 链

尿量减少后开始连续肾脏替代疗法的存活率低ꎮ 临床

接 [４７] ꎮ 故当前 “ 大数据” 对于绝大多数研究者来说ꎬ

此时开始血液净化难免有过度治疗之嫌ꎬ 故时机问题

床实践ꎬ 仍有很长的路要走ꎮ

实践中ꎬ 尿量未减少的 ＡＫＩ 患者病情似乎要轻一些ꎬ

尚处于起步阶段ꎬ 而真正改变 ＡＫＩ 尤其是 ＳＡＫＩ 的临

仍需更多研究佐证ꎮ 虽然重症血液净化的许多课题仍
在探讨之中ꎬ 但其已由 “ 肾衰竭” 的替代治疗和补救

小

手段前移至器官损伤ꎬ 甚至是危险阶段的不限于肾脏

结

ＳＡＫＩ 的研究与医学其他领域具有共性但也有其特

的多器官支持治疗和病因治疗ꎮ

殊性ꎮ 因为共性ꎬ 研究者应充满激情地跟踪热点ꎬ 相

“大数据” 能量有多大?
在大数据狂热时代ꎬ 医学同其他学科一样ꎬ 积极

互借鉴ꎬ 让热点带来新的研究思路ꎻ 因为其特殊性ꎬ
研究者需 “ 闹中取静” ꎬ 找到合适的研究切入点ꎬ 避
免炒名词ꎬ 切忌学术浮躁ꎮ

投身其 中ꎮ 大 数 据 有 望 提 高 医 疗 效 率ꎬ 改 善 患 者 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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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１８]

ｄｉａｔｒ Ｎｅｐｈｒｏｌ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２: １６１１￣ １６１９.

Ｍｅｅｒｓｃｈ Ｍꎬ Ｓｃｈｍｉｄｔ Ｃꎬ Ｈｏｆｆｍｅｉｅｒ Ａ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ＫＩ ｂ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ＫＤＩＧＯ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ｔｈｅ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１３４￣ ０１６￣ ４６７０￣ ３.

Ｓｃｈａｎｚ Ｍꎬ Ｓｈｉ Ｊꎬ Ｗａｓｓｅｒ Ｃꎬ ｅｔ ａｌ. Ｕｒｉｎａｒｙ [ ＴＩＭＰ￣ ２] ×
[ ＩＧＦＢＰ７] ｆｏｒ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ｄｅ￣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ｅｄ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Ｊ]. Ｃｌ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０:

[１０]

[１１]

[１２]

４８５￣ ４９１.

Ｂｅｌｌ Ｍꎬ Ｌａｒｓｓｏｎ Ａꎬ Ｖｅｎｇｅ Ｐ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ｅｌｌ￣ｃｙｃｌｅ

[１９]

[２０]

[１５]

[１７]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ｒｅｎａｌ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Ｊ].
Ｂｌｏｏｄ Ｐｕｒｉｆꎬ ２０１６ꎬ ４２: ２３８￣ ２４７.

Ｃｅｒｄá Ｊꎬ Ｂａｌｄｗｉｎ Ｉꎬ Ｈｏｎｏｒｅ ＰＭꎬ ｅｔ ａｌ.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ＫＩ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ｌ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ｄｏｐｔｉｖｅ
[Ｊ]. Ｂｌｏｏｄ Ｐｕｒｉｆꎬ ２０１６ꎬ ４２: ２４８￣ ２６５.

Ｆｒａｎｋ ＡＪꎬ Ｓｈｅｕ ＣＣꎬ Ｚｈａｏ Ｙꎬ ｅｔ ａｌ. ＢＣＬ２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２２]

Ｖｉｌａｎｄｅｒ ＬＭꎬ Ｋａｕｎｉｓｔｏ ＭＡꎬ Ｖａａｒａ ＳＴ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ｓｅｐｔｉｃ ｓｈｏｃｋ [Ｊ].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０: ２１１６￣ ２１２３.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ＥＲＰＩＮＡ４ ａｎｄ ＳＥＲＰＩＮＡ５ꎬ ｂｕｔ ｎｏｔ ＢＣＬ２ ａｎｄ

ＳＩＫ３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ｌ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ｐｔｉｃ ｓｈｏｃｋ [Ｊ].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１: ４７.

[２３]

Ｋａｕｓｈａｌ ＧＰꎬ Ｓｈａｈ ＳＶ. 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Ｊ].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ｏｕｔ￣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ａｒｒｅｓｔ [Ｊ].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ꎬ

[２４]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 Ｐꎬ Ｆｅｒｒｕｅｌｏ Ａꎬ Ｅｌ￣Ａｓｓａｒ Ｍ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ｇｉｖ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ｎｄ

２０１６ꎬ ２０: ３１４.

Ｈｏｎｏｒｅ ＰＭꎬ Ｎｇｕｙｅｎ ＨＢꎬ Ｇｏｎｇ Ｍꎬ ｅｔ ａｌ. Ｕｒｉｎａｒｙ ｔ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ｈｉｂｉｔｏｒ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 ２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１８５１￣ １８６０.

[２５]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ｔꎬ ２０１６ꎬ ８９: ７７９￣ ７９１.

ｐｒｅ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ｓｅｖｅｒｅ ｓｅｐｓｉｓ
[Ｊ]. Ｊ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８: ３６５￣ ３７０.

Ａｓｋｅｎａｚｉ ＤＪꎬ Ｈａｌｌｏｒａｎ Ｂꎬ Ｐａｔｉｌ Ｎꎬ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ｏｌｙｍｏｒ￣

ｐｈｉｓｍｓ ｏｆ ｈｅｍ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 １ ( ＨＯ￣ １) ｍａ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ｂｒｏｎｃｈ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ꎬ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７７: ７９３￣ ７９８.

Ｂｉｈｏｒａｃ Ａꎬ Ｃｈａｗｌａ ＬＳꎬ Ｓｈａｗ ＡＤꎬ ｅｔ ａｌ.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ｌｌ￣

[２６]

Ａｂｒａｈａｍｓ Ｅꎬ Ｅｃｋ ＳＬ.

ａｄｊｕ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 Ａｍ Ｊ Ｒｅｓｐｉ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８９:

[２７]

Ｔａｎｎｏｃｋ ＩＦꎬ Ｈｉｃｋｍａｎ ＪＡ.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ｄｉ￣

Ｈｏｓｔｅ ＥＡꎬ 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 ＰＡꎬ Ｋａｓｈａｎｉ Ｋꎬ ｅｔ ａｌ.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２８]

Ｂｅｌｌｏｍｏ Ｒꎬ Ｋｅｌｌｕｍ ＪＡꎬ Ｒｏｎｃｏ Ｃꎬ ｅｔ ａｌ.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ｋｅｒｓ [Ｊ]. Ｎｅｐｈｒｏｌ Ｄ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９: ２０５４￣ ２０６１.

[２９]

Ｇｏｍｅｚ Ｈꎬ Ｉｎｃｅ Ｃꎬ Ｄｅ Ｂａｃｋｅｒ Ｄꎬ ｅｔ ａｌ.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ｙｃｌｅ ａｒｒｅｓｔ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９３２￣ ９３９.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ｔｏｆｆｓ 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ｃｅｌｌ ｃｙｃｌｅ ａｒｒｅｓｔ ｂｉｏｍａｒ￣

Ｖｉｊａｙａｎ Ａꎬ Ｆａｕｂｅｌ Ｓꎬ Ａｓｋｅｎａｚｉ ＤＪꎬ ｅｔ 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ｉｎｅ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ＴＩＭＰ￣２] × [ＩＧＦＢＰ７]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

ｊｕｒｙ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 Ａｍ Ｊ Ｋｉｄｎｅｙ Ｄｉ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６８:

[１６]

Ｂａｇｓｈａｗ ＳＭꎬ Ｃｈａｋｒａｖａｒｔｈｉ ＭＲꎬ Ｒｉｃｃｉ Ｚ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２１]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ｐｓｉｓ [Ｊ].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６ꎬ ４４:

[１４]

２０１５ꎬ １１４: １１８７￣ １１９６.

Ｂｅｉｔｌａｎｄ Ｓꎬ Ｗａｌｄｕｍ￣Ｇｒｅｖｂｏ ＢＥꎬ Ｎａｋｓｔａｄ ＥＲꎬ ｅｔ ａｌ. Ｕｒｉｎｅ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７ ｆｏｒ ｒｉｓｋ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１３]

ｕｒｅｔ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ｒｅｎ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ｆｌｕｉｄ ｍａｎ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ｒｅｎａｌ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ｒｒｅｓｔ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ｅａｒ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
ｊｕｒｙ [Ｊ]. Ｄｉｓ Ｍａｒｋｅｒｓ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０１５: １５８６５８.

Ｃｈｏｕ ＹＨꎬ Ｃｈｅｎ ＹＦꎬ Ｐａｎ ＳＹ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ｒａｉｎ ｎａｔｒｉ￣
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ｌ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Ｊ Ｆｏｒｍｏｓ Ｍｅｄ Ａｓｓｏｃꎬ

ＰｒｅｖＡＫＩ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９]

５: ２２２.

１９￣ ２８.

Ｂａｓｕ ＲＫꎬ Ｗｏｎｇ ＨＲꎬ Ｋｒａｗｃｚｅｓｋｉ ＣＤ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ｕｂｕｌａｒ ｄａｍａｇｅ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ｐｒｅ￣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ｎｏｔ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Ｊ].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１６ꎬ ５３９: ３５７.
ｃｉｎｅ [Ｊ].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６ꎬ ３７５: １２８９￣ １２９４.

ｉｎ ｓｅｐｓｉｓ [Ｊ].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３: ８１６￣ ８２８.

ｓｅｐｓｉ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ꎬ ｍｉｃｒｏ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ｏｒｙ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ｂｉｏｅ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ｕｂｕｌａｒ ｃｅｌｌ ａｄ￣

[３０]

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ｊｕｒｙ [Ｊ]. Ｓｈｏｃｋ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１: ３￣ １１.

陈秀凯ꎬ 李素玮ꎬ 刘大为ꎬ 等. 中心静脉压在感染性休克
所致急 性 肾 损 伤 中 的 作 用 [Ｊ]. 中 华 医 学 杂 志ꎬ ２０１１ꎬ

９１: １３２３￣ １３２７.

ｃ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Ｊ]. Ｊ Ａｍ

[３１]

Ｂａｓｕ ＲＫꎬ Ｋａｄｄｏｕｒａｈ Ａꎬ Ｔｅｒｒｅｌｌ Ｔ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３２]

Ｈｏｎｏｒｅ ＰＭꎬ Ｊａｃｏｂｓ Ｒꎬ 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ｘ Ｉ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３３]

ＭｃＩｎｔｙｒｅ Ｌꎬ Ｒｏｗｅ ＢＨꎬ Ｗａｌｓｈ ＴＳꎬ ｅｔ ａｌ. Ｍｕｌｔｉ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ｌｌ Ｃａｒｄｉ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 ６４: ２７５３￣ ２７６２.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ａｃｕｔ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ｊｕｒｙꎬ ｒｅｎａｌ ａｎｇ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ｌ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ＡＷＡＲＥ):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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