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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活体供肾肾体积与受体体表面积比值
对早期移植肾功能的影响
谷东风 赵云峰 苗书斋 曲青山

【摘要】

目的

探讨亲属活体供肾肾体积（RV）与受体体表面积（BSA）比值（RV/BSA）与术后早期移

植肾功能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行亲属活体肾移植术的 120 对供、受体的临床资料。根据 RV/BSA 将受体分为
A 组（RV/BSA<65.33 mL/m2），B 组（RV/BSA 为 65.33～76.49 mL/m2），C 组（RV/BSA 为 76.50～96.96 mL/m2），
D 组（RV/BSA>96.96 mL/m2）。比较 4 组受体术后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分析 RV/BSA 与受体术后 6、
12 个月 eGFR 的相关性。结果

A 组术后 6 个月 eGFR 明显低于 B 组、C 组和 D 组（t=2.313，2.947，5.903；均

为 P<0.05）。A 组术后 12 个月 eGFR 亦明显低于 B 组、C 组和 D 组（t=2.189，2.433，2.909；均为 P<0.05）。
RV/BSA 与受体术后 6、12 个月的 eGFR 均存在相关性（均为 P<0.05）。结论

RV/BSA 与亲属活体肾移植术后

早期移植肾功能密切相关。
【关键词】

亲属活体肾移植；移植肾；肾体积（RV）；体表面积（BSA）；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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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性 肾 脏 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 在

供体纳入标准包括：（1）年龄 <60 岁，身体健康

中国南方的发病率高达 12.5%，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患

状况良好，血常规、肝及肾功能、心肌酶谱、电解质

者健康和增加社会负担的一个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1]

。

均无明显异常，心电图、X 线胸片、心脏彩色多普勒

CKD 最终会发展为终末期肾病，其有效的治疗方式

超声（彩超）均未见明显异常。（2）既往无高血压病、

是肾移植。亲属活体肾移植因基因配型的优势，在很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脑梗塞及糖尿病病史。

大程度上延长了移植肾的生存期，为终末期肾病患者

（3）移植前内生肌酐清除率（Ccr）≥ 80 mL/min。

提供较好的生活质量。

（4）肾血管成像肾动、静脉均未见狭窄及明显变异。

早期研究并未发现供肾肾体积（renal volume，
RV）对肾移植术后移植肾功能有显著影响。随着肾

受体纳入标准包括：（1）年龄≤ 60 岁。（2）研究
期间能配合规律服药并定期随诊。

移植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

供体排除标准包括：（1）年龄≥ 60 岁。（2）合

RV 对移植肾功能的影响。然而，RV 在亲属活体肾移

并高血压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脑梗塞、

植中的研究报道尚不多见，亲属活体供肾 RV 对移植

糖尿病等疾病。受体排除标准包括：（1）年龄 >60 岁。

肾功能的影响目前尚无肯定的结论

[2]

。本研究回顾性

（2）多器官联合移植者。（3）研究期间未能规律服

分析 2012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0 月在郑州人民医院行

药或定期随诊。（4）移植术后出现超急性排斥反应，

亲属活体肾移植术的供、受体临床资料，初步探讨供

行移植肾切除术者。（5）移植术后 6、12 个月抗排斥

肾 RV 与受体体表面积（body surface area, BSA）的

药物血药浓度不平稳者。（6）移植术后 6、12 个月

比值（RV/BSA）对受体术后早期移植肾功能的影响，

发生肺部感染者。

为提高移植肾疗效提供参考。

1.3 分组方法
超声下测量供体术前供肾 RV，用长度（上下径，

1 资料与方法

cm）、宽度（左右径，cm）、厚度（前后径，cm）

1.1 一般资料

计算，RV 计算公式为 [5]：RV（mL）=4/3π×（厚度 /4+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10 月至 2014 年 10 月在我院
行亲属活体肾移植术的 120 对供、受体临床资料。供
体中，男 41 例，女 79 例，年龄（49±6）岁。受体中，

宽度/4）× 长度/2。BSA 计算公式为：BSA（m2）=
0.0061× 身高（cm）+0.0128× 体质量（kg）-0.1529。
根 据 RV/BSA， 将 受 体 分 为 4 组：A 组（RV/

男 106 例，女 14 例，年龄（35±10）岁。受体原发

BSA<65.33 mL/m 2 ），B组（RV/BSA为65.33～

病为慢性肾小球肾炎 62 例，高血压导致肾衰竭 39 例，

76.49 mL/m2），C 组（RV/BSA 为 76.50～96.96 mL/m2），

不明原因的终末期肾病 19 例。供、受体关系中母子

D 组（RV/BSA>96.96 mL/m2）。4 组 受 体 的 年 龄、

供肾 103 例，夫妻供肾 6 例，兄弟姐妹供肾 11 例。

体 质 量 指 数 等 基 线 资 料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均 为

所有供、受体均签署由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的患者知

P>0.05）。

情同意书，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手术方式均为原位

1.4 免疫抑制方案
所有受体术后免疫抑制诱导方案均采用甲泼尼龙，

肾移植术。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免疫抑制方案采用钙神经蛋白抑制剂（他克莫司或环

供体评估标准参考最新的改善全球肾病预

孢素）
+ 吗替麦考酚酯 + 肾上腺皮质激素三联免疫治疗，

后（kidney disease：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

根据他克莫司或环孢素血药谷浓度调整其剂量。

KDIGO）亲属活体肾移植中供体的临床实践指南

1.5 研究方法

[3]

。

受体的评估标准参考美国移植学会提出的肾移植受体
的临床实践指南

[4]

。

肾移植受体术后每个月随访 1 次，3 个月后每
3 个月随访 1 次，随访 1 年，随访时详细记录受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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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相关指标，包括血、尿常规，肝、肾功能，血
糖，血脂，免疫抑制剂血药浓度。收集并比较 4 组
受 体 术 后 6、12 个 月 估 算 肾 小 球 滤 过 率（estimated
glomerular ﬁltration rate，eGFR），eGFR 计算公式参
考文献 [6-7]。分析 RV/BSA 与术后 eGFR 的相关性。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
均数 ± 标准差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One-way ANOVA），两组间比较采用 LSD-t 检验；
对 RV/BSA 与术后 6、12 个月 eGFR 进行 Pearson 相
关性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１３·

3 讨 论
肾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肾病的有效手段。随着终末
期肾病发病率的增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越来越
多的终末期肾病患者加入了等待肾移植的队伍。由于
免疫抑制剂的应用，肾移植的术后早期存活率已得到
较大提高，但其长期存活率仍然较低。
早期研究者尚不认为供肾 RV 对尸体肾移植术
后短期、中长期移植肾功能有显著影响 [8]。2002 年
Kasiske 等 [9] 研究表明，肾移植选择供体时要考虑
到供肾 RV。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供肾的质
量或者体积越大，越有利于肾移植术后受体早期肾
功能的恢复 [10-14]。近期研究发现，供体 BSA/ 受体

2 结 果

BSA>0.8、单肾 eGFR>40 mL/（min · 1.73m2）的肾移

2.1 各组受体术后 eGFR 的比较
各组受体肾移植术后 6、12 个月 eGFR 的比较详见
2

图1。A组术后6个月eGFR为（58±13）mL/（min· 1.73m ），
明显低于 B 组、C 组和 D 组的（78±19）、（80±34）、
2

（84±16）mL/（min · 1.73m ）（t=2.313，2.947，5.903；
均 为 P<0.05）。A 组 术 后 12 个 月 eGFR 为（62±
2

17）mL/（min · 1.73m ），明显低于 B 组、C 组和 D 组
的（76±15）、
（80±21）、
（82±24）mL/（min · 1.73m2）
（t=2.189，2.433，2.909；均为 P<0.05）。

植术后疗效明显优于供体 BSA/ 受体 BSA<0.8、单肾
eGFR<40 mL/（min · 1.73m2）的肾移植术后疗效 [15]。
导致移植肾失功的因素一般分为供体因素和受体因素，
如年龄、移植前和移植后过程、缺血 - 再灌注损伤、
排斥反应、免疫抑制等。笔者查阅文献，目前国内尚
未见关于 RV/BSA 对亲属活体肾移植术后移植肾功能
的相关报道。本研究选取 120 对肾移植术供、受体临
床资料进行分析，探讨亲属活体供肾 RV/BSA 与受体
术后早期移植肾功能的关系。

2.2 RV/BSA 与术后 eGFR 的相关性

Juluru 等 [16] 研 究 发 现 供 肾 RV 与 受 体 移 植 术
前体质量的比值对肾移植术后移植肾功能具有显著

12 个月的 eGFR 均存在相关性（均为 P<0.05），其

的影响。eGFR 是评估肾功能的一个重要指标。我

中 术 后 6 个 月 相 关 系 数 为 0.462（P=0.005）； 术 后

们的研究表明，RV/BSA 与受体移植术后 6 个月和

12 个月相关系数为 0.418（P=0.016）。

12 个 月 的 eGFR 均 存 在 相 关 性， 与 文 献 报 道 结 果

eGFR[mL/(min · 1.73m2)]

经 Pearson 相关性分析，RV/BSA 与受体术后 6、

一致 [16]。Lee 等 [10] 研究认为，RV/BSA 是肾移植术后

150

术后 6个月
术后 12个月

a

100

a

a

a

a

a

者与 RV/BSA<90.9 mL/m2 者的术后 6 个月移植肾功
能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arasimhamurthy 等 [17]
对 85 例 活 体 供 肾 移 植 的 研 究 发 现，RV/BSA 越 大，

50

其移植肾功能恢复越好。Srithongkul 等 [18] 研究建立
肾移植术后 1 周移植肾功能的评估模型，发现 RV 必

0

A组 B组 C组 D组

A组 B组 C组 D组

与 A 组比较，aP<0.05

图1

6 个月 eGFR 的独立影响因素，RV/BSA ≥ 90.9 mL/m2

各组受体肾移植术后 6、12 个月 eGFR 的比较
Figure 1

Comparison of eGFR of recipients

须纳入移植肾功能的评估模型中。本研究中，我们根
据 RV/BSA 将肾移植受体分为 A、B、C、D 组，进
一步分析发现 4 组受体术后 6、12 个月的 eGFR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随着 RV/BSA 的增加，肾移植术后
eGFR 也相应增加，与国外文献报道相一致 [9-10，17-18]，

among each group at 6 and 12 month after renal

其原因可能是供肾 RV 越大，有效肾单位数量越多，

transplantation

有利于肾移植术后移植肾功能的恢复，
受体 BSA 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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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易增加肾脏负担。因此，RV/BSA 可能是术前预测
肾移植术后移植肾功能的有效指标。
综上所述，RV/BSA 与亲属活体肾移植术后早期
移植肾功能密切相关，这将为临床活体捐献供体的选
择提供参考依据。但本研究仅为单中心研究资料，尚
需多中心大型临床研究的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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