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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和意义

慢性肾脏疾病 世界范围内的公共健康问题

终末期肾衰竭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K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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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家庭经济负担

AJKD 2001



全球终末期肾脏疾病（肾脏透析）患者人数增加

-1990 – 2000（十年）5000亿美元（US$500,000,000,000)

-2001 – 2010（十年）1万1千亿美元（US$1,100,000,000,000)

肾脏透析费用不断增长

-2000年 1.5 百万

-2010年 2.5 百万（预计)

-每年增长7％

“全球共同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

世界肾脏病日（2006-- 关注慢性肾脏病 CKD）

终末期肾病（ESRD）



慢性肾脏病 CKD （2005--）

 肾脏损伤( 肾脏结构或功能异常) ≥3 个月
可以有或无肾小球滤过率(GFR) 下降

肾脏损伤
病理学检查异常
肾损伤的指标异常（包括血、尿成
分异常或影像学检查）

 GFR<60 ml/(min·1.73 m2)≥3 个月
有或无肾脏损伤证据



根据GFR水平CKD分期

Stage GFR 

(ml/min/1.73m2)

Description

1 ≥90 Kidney damage with normal 

or increased GFR

2 60-89 Kidney damage with mild 

reduction of GFR

3 30-59 Moderate reduction of GFR

4 15-29 Severe reduction of GFR

5 <15 (or dialysis) Kidney failure ESRD



慢性肾脏病（CKD）

 全球严重公共卫生问题

 患病率高、终末期肾病（ESRD）死亡率高

 知晓率低、防治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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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D/ESRD
大多从轻微损伤而逐步发展所致

重视CKD/ESRD
从儿童开始



终末期肾病ESRD的发病率

3～15.5/百万（≤19岁）

Data presented only for 

those countries from 

which relevant 

information was 

available. All rates are 

unadjusted. Incident data 

from Israel, Jalisco, 

Japan, Pakistan, the 

Philippines, & Taiwan 

are dialysis only. *For 

Italy, age group is 0–24. 

USRDS 2006



(NAPRTCS)

Incidence of Treated ESRD in Children



The etiology of ESRD in children

肾尿路发育异常 malformation 46.8 %

肾小球疾病 glomerular disorders 22.5 %

缺血性肾病 6.9 %

血管炎 2.6 %

肾盂肾炎/间质性肾炎 1.5 %

肾肿瘤 0.7 %

代谢性疾病 1.5 %

其他 11.5 %



如何探讨中国
儿童慢性肾脏病CKD防治策略

问题提出和发展过程

 “儿童慢性肾功能衰竭早期检测与有效干预
的研究”

-- 2003，上海市卫生重大科研项目子课题

 “儿童慢性肾功能衰竭的防治综合策略研
究”

-- 2008，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引导项目



通过多项课题（基础和临床）
多层面相关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项，在研4项，青
年基金4项）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

 211项目分课题

 卫生部行业科研专项（2010-- ）

 国家重大科研项目（973）子课题

 。。。。。。



儿童慢性肾脏病（CKD）
一体化防治策略

病因

早期发现
评估
干预

改善/延缓

肾脏替代治疗

提出



儿童慢性肾脏病一体化策略
防治特色

病因

早期发现

评估
干预

改善/延缓

肾脏替代治疗

双筛查模式
透析移植

慈善救助模式

蛋白尿机制
临床干预

不断完善



儿童慢性肾脏病早期发现

 病因分析

 建立早期发现模式—双重筛查模式

学生尿液筛查

肾尿路畸形筛查
为什么？？？

汇报交流内容



儿童CKD病因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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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慢性肾脏病防治策略

儿科医院ＣＲＦ病因分析
1990年1月至2003年3月

孙利等 临床儿科杂志 2003

刘海梅等实用儿科杂志 2004

31%

9%

5% 5% 4% 1% 3%

4%

14%

24%

Glomerulonephritis
Renal dysplasia/hypoplasia
Neurogenic bladder
Chronic pyelonephritis/Reflux nephropathy
Unknown
Cystic disaease
SLE
Renal vascular disease
Chronic tubulointerstitial nephritis
HUS

ESRD病因
肾小球肾炎占31%

先天肾尿路畸形
(CAKUT) 占42%

(Singapore 2005)



congenital anomalies of the kidney and urinary 

tract

包含泌尿系统解剖学异常的一系列疾病

肾脏异常（如：肾不发育，多囊肾，肾发育不良）

输尿管肾盂异常（如：巨输尿管，输尿管肾盂连接
处梗阻）

输尿管膀胱连接处梗阻或关闭不全

异位输尿管开口

双集合系统

膀胱以及尿道异常 Kidney International, Vol. 61 (2002), pp. 889–898
Pediatrics International. 2003, 45: 598–604

先天性肾尿路畸形CAKUT



国外
• 全球相关研究荟萃分析显示，

CAKUT是引起儿童终末期肾病
（ESRD）的主要原因，约占
51%

• 在日本，CAKUT占ESRD病因的
38%

中国
• 我国CRF的报告中，CAKUT只占

18.9%

• 2003年，我院研究发现，与10年
前相比（1989-2001），慢性肾功
能不全病因为CAKUT的构成比由
20.9%增至35.13%

• 我院 2001 年至 2012 年的 ESRD患
儿资料显示，CAKUT 已经成为了
儿童 ESRD 的首要病因，约占
26.7%。

Pediatr Nephrol (2009) 24:1913–1919 
Pediatr Nephrol (2002) 17:456–461



重点

--肾小球疾病（难治性NS, IgAN, LN等）

--先天性肾尿路发育异常CAKUT

儿童慢性肾脏病防治策略

儿童CKD病因学研究
早期发现策略的建立

策略

早期发现策略--双重筛查模式

--学生尿液筛查

--尿路畸形筛查

--宫内发育迟缓与慢性肾脏病的研究。。。



上海市中小学生尿液筛查的启动
2003-2005

上海市4万余名中小学生尿液筛查
（多中心）
二次尿检均阳性率约1%：

小学生0.65%；初中生1.39%

二次尿试纸检测（目测法）为较
好的群体筛查方案
初步探索上海市及全国大规模开
展学校尿液筛查的模式和策略

Zhai Y, Xu H, et al. Pediatric Nephrology, 

2007(22):2073-2079.

筛查后随访率不高（67名，<10%, IgAN） 筛查异常者的随访管理？

1987年曾行全国尿液筛查一次

CKD早期发现策略的建立（1）



上海市学生尿液筛查进一步实施
2003-2005 2005-2006

尿液筛查五年计划
（10万名初中，2007—2011）

上海市儿科学会肾脏学组（多中心）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各区县疾控中心

上海市儿童健康基金会

为建立学校和医院的联系提供了经验

半数尿检阳性者的正规随访

CKD早期发现策略的建立（1）



中日韩学生尿液筛查研讨会 上海 2006





上海市学生尿液筛查的网络化建设的探索
（ 2012- ）

—上海市学生健康促进工程重大委托项目

 筛查很重要-早期发现

 筛查后异常者诊疗、随访更重要
 慢性病，临床表现多隐匿，病理表型复杂多样

 筛查发现者多处于早期

 随访 > 进行各种检查、甚至肾活检

 长期随访能关注疾病动态变化，指导采取合理诊疗方

案（ IgAN，难治性NS，LN 等）

网络化建设—长效机制

CKD早期发现策略的建立（1）



政府相关文件保证

 2003年上海市两会提案

 2004年9月30日 印发《上海市妇女儿童

保健主要工作项目和内容（试行）》

幼儿园体检项目：体格检查及血、尿常规，主

要由各辖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

沪卫医政[2012]69号（关于印发《上海

市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实施办法（实行）》

的通知）

尿常规：一年级体检项目中可选项目

CKD早期发现策略的建立



重点

--肾小球疾病（难治性NS，IgAN, LN 等）

--先天性肾尿路发育异常CAKUT

儿童慢性肾脏病防治策略

儿童CKD病因学研究
早期发现策略的建立

策略

早期发现策略--双重筛查模式

--学生尿液筛查

--尿路畸形筛查

--宫内发育迟缓与慢性肾脏病的研究。。。。。。



先天性肾尿路畸形（KAKUT）
早期诊治策略

 早期筛查、诊断

 评估、选择手术时机

 保护肾脏功能

产前超声发现肾积水的发病率 0.1％－2％，

一定程度的梗阻可造成不可逆的肾损害

膀胱输尿管反流VUR的发病率 1％－2％，

其中5％～10％可因返流性肾病发生持续性的肾脏
损害和疤痕化

CKD早期发现策略的建立（2）



•膀胱输尿管反流/返流性肾病–儿童继发性高血压的常见原因

•返流性肾病 – 终末期肾衰的重要原因

8% 美国 和 25% 英国



CAKUT，congenital anomalies of the kidney and 

urinary tract

--包含有泌尿系统解剖学异常的一系列疾病

肾脏异常（如：肾不发育，多囊肾，肾发育不良）

输尿管肾盂异常（如：巨输尿管，输尿管肾盂连
接处梗阻）

输尿管膀胱连接处梗阻或关闭不全

异位输尿管开口

双集合系统

膀胱以及尿道异常
Kidney International, Vol. 61 (2002), pp. 889–898
Pediatrics International. 2003, 45: 598–604

先天性肾尿路畸形

中国数据？



 6年间2147例符合纳入标准，排除734例重
复入院和54例因病史资料无法获得需要采
集信息的病例。1358例进入本文分析

 男913例，女445例，男女比例为2.1：1

 首次入院时中位数年龄为1.4岁（0-15岁）

CAKUT 住院患儿的临床分析
单中心 2005.1 至2010.12

中国循证儿科杂志 2012

中国常见CAKUT的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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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至2010年住院构成比变化



肾盂输尿管连接处梗阻（PUJO；567例，41.8%）

膀胱输尿管返流（VUR；217例，16.0%）

双集合系统（154例，11.3%，其中7例合并PUJO，13例合并VUR，61例
合并输尿管膨出，41例合并输尿管异位开口）

膀胱输尿管连接处梗阻（UVJO；143例，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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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KUT患儿首诊情况（症状 vs 无症
状 ）



无症状CAKUT来院原因分析



症状就诊的CAKUT患儿首诊情况



重要提示一：

 全球范围报道的PUJO、VUR和双集合系统的发病率
分别为1/600~800、1/10~100和1/20~125

 本研究显示，在各类CAKUT构成比中PUJO所占比
例最高，VUR位于第2，第3位为双集合系统。

 1项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单中心数据显示，在肾脏和
上尿路畸形中，VUR、PUJO和双集合系统是最常见
的畸形类型。

PUJO、VUR和双集合系统在CAKUT病种发生
率均为排序前位的病种

Pediatr Int, 2003. 45(5): p. 617-23.



重要提示二：

• 产前B超筛查异常者对于CAKUT的早期发现具

有重要意义（肾积水-PUJO）
• 尿路感染，特别是伴有发热的尿路感染是发

现CAKUT的首要症状（UTI-VUR）

工作重点：
高危儿（产前B超筛查异常）生后超声筛查

VUR 早期发现和肾脏保护



反流性肾病

VUR膀胱输尿管反流 肾内反流

肾脏疤痕形成

可发展为终末期肾脏病ESRD

正常儿童中膀胱输尿管返流发生率约1%
UTI和VUR密切相关 (-25%)
通过重视尿路感染早期发现VUR



小
猪
模

型



111例小儿膀胱输尿管返流的肾损害研究。

实用儿科杂志，2004

小儿原収性膀胱输尿管返流临床分析。

中华儿科杂志，2008

DMSA在収热性尿路感染患儿中预测膀胱输尿管

反流的效能评价。

中华儿科杂志，2010

原収性膀胱输尿管反流患者反流预后分析。

中华儿科杂志，2012

国际热点问题
检查策略？长期肾功能保护预后？

中重度反流是否为手术治疗绝对指征？



牵头上海“儿童VUR和尿路感染诊治专家共识” 2007

执笔全国“儿童VUR和尿路感染循证指南” 2010

CKD早期发现策略的建立（2）



 不同年限尿路感染患儿中VUR发现病例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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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2岁诊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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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二：

• 产前B超筛查异常者对于CAKUT的早期发现具

有重要意义（肾积水-PUJO）
• 尿路感染，特别是伴有发热的尿路感染是发

现CAKUT的首要症状（UTI-VUR）

工作重点：
高危儿（产前B超筛查异常）生后超声筛查

VUR/UTI 早期发现和肾脏保护



上海闵行地区高危新生儿

尿路畸形的超声筛查

3813 high-risk infants registered in 

the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s (EHR)

2010.1 -2011.12



CKD早期发现策略的建立（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登记

（一级）

区妇保院随访（生后3月

内）

（二级）

转诊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三级）

No. 

cases

Ratio (%)

Hydronephrosis 236 92.55

Mild (APD 5-9.9mm) 171 67.06

Moderate (APD 10-

14.9mm)

58 22.75

Severe (APD ≥15mm ) 7 2.75

Other CAKUT 8 3.14

Bilateral renal hypoplasia 1 0.39

Multicystic dysplastic 

kidney (MCDK)

1 0.39

Renal agenesis 1 0.39

Renal cyst 1 0.39

Duplex kidney 1 0.39

Others 3 1.18

Positive finding outside the 

urinary system

11 4.31

Total 255 100.00

 255 positive CAKUT (9.06%)



Contry/ 

district

Author Time Journal Screening 

time

Sujects No. Positive 

ratio

Italy

/Salento

Caiulo, 

V A. et al

2012 Pediatr 

Nephrol

1992.1-

2000.12

2-month healthy 

infants 

17783 0.95%

Italy

/Messina

Mami, 

C. et al

2009 Pediatr 

Nephrol

2001.1-

2005.12

2-month healthy 

infants

11801 2.78%*

Europe Wiesel,  

A .et al

2005 Eur J Med 

Genet

1996.7-

1998.12

All livebith, 

stillbirth 

and abotion

709030 0.16%

Japan Tsuchiya, 

M. et al

2003 Pediatr Int 1994.4-

2000.9

1-month healthy 

infants

5700 3.5%

German

y

/Mainz

Stolz G. 

et al

2002 Radiologe 1991.1-

2001.12

neonate 34450 1.2%

*  the positive ratio of hydrohephrosis

筛查阳性率(9.06%)明显高于国际普通新生儿筛查

适合中国国情（减少成本）



农村儿童保健与常见病防治适宜

技术的推广及应用

项目编号 201002006

卫生部行业科研专项 2010年度

CKD双重筛查模式推广和应用



项目任务单元

任务单元 项目名称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承担人

一
儿童慢性肾脏病双重筛查模式和关

键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徐虹

二 0-3岁儿童发育迟缓的早期识别与干预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
江帆

三 婴幼儿营养不良的评估与干预 首都儿科研究所 张霆

四 小儿脑性瘫痪流行特征及规范化防治 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李晓捷

五 先天性心脏病早期综合治疗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

儿童医学中心
刘锦纷

六
农村地区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和诊断技术建

立与应用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黄国英

七 脑损伤高危新生儿的早期筛查、诊断与干预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周文浩

八 儿童疾病综合管理 首都儿科研究所 张延峰

九 儿童智力障碍/脑发育迟缓筛查体系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姜玉武

十 遗传代谢病筛查诊断适宜性技术的推广与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同济医院
罗小平

十一 儿童铅暴露筛查适宜技术农村地区推广应用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

医院
颜崇淮

十二 卫生经济学研究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应晓华



CKD双筛查模式的推广与应用

全国二十余家医疗机构

建立儿童CKD筛查基地14个

涵盖64个区县，包括少数民族区县



儿童慢性肾脏病一体化策略
防治特色

病因

早期发现

评估
干预

改善/延缓

肾脏替代治疗

双筛查模式
透析移植

慈善救助模式

蛋白尿机制
临床干预

不断完善



——儿童自动腹膜透析技术APD （2001--）

• APD机40台，PD患儿累计50余人

• 卫生部儿童腹膜透析培训中心

• 建国际小儿透析登记网络IPPN中

文版

• 举办国内腹膜透析研讨会（2007
第1届，2012第2届）

• 执笔“儿科腹膜透析标准操作规程”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

12 13 16 18 26   30 

√国内最早 □国际最早 √国内领先 √国际领先



——血液透析技术（2010--）

• 血透机3台

• 移动式床旁水处理机3台

• 慢性HD病人10人

• 上海市执业登记许可

2010 2011 2012

1 4 7

□国内最早 □国际最早 √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

儿童慢性肾脏病防治策略建立





——儿童肾移植技术 （2004-- ）

• 儿童肾移植技术

尸肾移植16例，活体肾移植1例；

患儿存活率100%；移植肾存活率14/17；

2010年起转成人医院行移植手术，术后

共同管理 （新模式）

最小年龄4.5岁/14kg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 1 3 1 3

√国内最早 □国际最早 √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

儿童慢性肾脏病防治策略建立



第16届国际儿科肾脏病大会

2013.8.30—9.3 上海

 中国首次，发展中国家首次

 推动中国儿科肾脏病发展



团结、进取、合作、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