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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FLE、AKIN和KDIGO标准预测肝移植术后
早期死亡的准确性比较
刘洵 薛梅 吴安石

【摘要】

目的

比较 RIFLE、急性肾损伤网络（AKIN）和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DIGO）3 个急性

肾损伤（AKI）标准对肝移植受者术后早期（术后 30 d）死亡的预测准确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173 例肝移植受

者临床资料。根据 RIFLE、AKIN 和 KDIGO 3 个标准计算术后 AKI 发生率，分析术后 30 d 全因病死率及死因，
应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术后 30 d 内死亡的危险因素，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 3 个标准对
术后 30 d 内死亡的预测准确性。结果

根据 RIFLE、AKIN 和 KDIGO 标准，术后 AKI 发生率分别为 48.0%、

51.4% 和 53.8%，术后 30 d 内死亡 13 例，病死率为 7.5%。RIFLE、AKIN 和 KDIGO 分期是术后 30 d 内死亡的
独立危险因素（均为 P<0.05）。RIFLE、AKIN 和 KDIGO 分期预测肝移植术后 30 d 内死亡的曲线下面积（AUC）
分别为 0.828、0.766 和 0.844，AKIN 与 KDIGO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KDIGO 标准对于

肝移植受者术后早期死亡的预测能力更好。但作为工具，三者之间的比较选择尚需多中心大样本的证据支持。
【关键词】

肝移植；急性肾损伤；RIFLE 标准；急性肾损伤网络（AKIN）标准；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

织（KDIGO）标准；病死率；终末期肝病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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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accuracy of RIFLE, AKIN and KDIGO criteria in predicting early death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Liu Xun, Xue
Mei, Wu Anshi.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 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u Anshi, Email: wuanshi88@163.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accuracy of three acute kidney injury (AKI) criteria of RIFLE, Acute
Kidney Injury Network （AKIN） and Kidney Disease: 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 （KDIGO） in predicting the
early (30 d) postoperative death of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173 liver transplant recip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incidence of postoperative AKI wa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three criteria of
RIFLE, AKIN and KDIGO. The all-cause fatality rate and cause of death at postoperative 30 d were analyzed. The risk
factors of death within 30 d after operation were analyzed by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three
criteria for death within 30 d after operation was compared by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 curve.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RIFLE, AKIN and KDIGO criteria, the incidences of postoperative AKI were 48.0%, 51.4% and 53.8%,
respectively. Thirteen patients died within 30 d after operation and the fatality rate was 7.5%. RIFLE, AKIN and KDIGO
stages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death within 30 d after operation (all P<0.05).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RIFLE, AKIN and KDIGO stages to predict death within 30 d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were 0.828, 0.766 and 0.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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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ﬁcant difference between AKIN and KDIGO (P<0.05). Conclusions KDIGO
criterion is better for predicting early death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However, as a tool, the comparative selection among
these three criteria still needs the evidence support from a large multicenter sample.
【Key words】 Liver transplantation; Acute kidney injury; RIFLE criterion; Acute Kidney Injury Network （AKIN）
criterion; Kidney Disease: 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 （KDIGO） criterion; Fatality rate; 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

随着手术技术和围手术期管理的不断完善，肝

根 据 排 除 标 准 共 入 组 受 者 173 例， 男 138 例，

移植已成为治疗终末期肝病最有效的手段。但肝移植

女 35 例，年龄 51（44，57）岁，体质量指数（body

围手术期种类繁多的并发症对受者预后影响深远，急

mass index，BMI）24（22，26） kg/m2，终末期肝病

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就是其中比较

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评分

常见的一种。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肝移植术后 AKI

12（8，20）分。原发病包括乙型病毒性肝炎（乙肝）

与受者及器官的短期和长期预后不良相关 [1-3]。因此，

肝硬化 40 例，乙肝肝硬化合并肝细胞癌（肝癌）65 例，

肝移植术后尽早发现并干预治疗 AKI 对改善受者预

丙型病毒性肝炎（丙肝）肝硬化 3 例，丙肝肝硬化合

后意义重大。目前，文献报道的 AKI 发生率差异极大，

并肝癌 6 例，肝癌 12 例，酒精性肝硬化 10 例，酒精

为 12%~94%[4-6]，这可能与诊断标准不同有关。2004 年，

性肝硬化合并肝癌 4 例，原发性胆汁性肝硬化 7 例，

急性透析质量倡议（Acute Dialysis Quality Initiative，
ADQI）工作组提出了 RIFLE（risk，injury，failure，
loss，end-stage）标准 [7]。2007 年，急性肾损伤网络
（Acute Kidney Injury Network，AKIN）提出更为敏
感和严格的 AKI 定义，即 AKIN 标准。2012 年，改
善 全 球 肾 脏 病 预 后 组 织（Kidney Disease: 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KDIGO） 结 合 RIFLE 和 AKIN 标
准提出 KDIGO 标准。近年来，国内外已有部分关于
这 3 个标准用于住院及重症患者 AKI 诊断及预测预
后的研究 [7-8]，但比较这 3 个标准对肝移植受者预后
的预测能力的研究笔者尚未见国内报道。国外文献中，
我们也只检索到 1 篇比较 RIFLE、AKIN 和 KDIGO
标准预测肝移植受者术后 AKI 准确性的研究 [9]。本
研究旨在比较上述 3 个标准对肝移植术后早期（术后
30 d）死亡的预测准确性，为今后肝移植术后 AKI 的
诊断及预后预测工具的选择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于首都

胆管癌 8 例，其它 18 例。
本 研 究 通 过 医 院 伦 理 委 员 会 审 批， 伦 理 编
号：2019- 科 -309，符合医学伦理学规定。
1.2 AKI 诊断标准
分别根据 RIFLE、AKIN 和 KDIGO 标准对入选
患者进行评级。由于是回顾性研究，本研究未纳入尿
量信息，详见表 1。
1.3 研究方法
根据病例资料，临床观察指标包括：（1）3 种
标准下的 AKI 发生率；（2）术后 30 d 全因病死率
及死因；（3）术后 30 d 死亡的危险因素，通过分析
术前指标 [ 原发病、糖尿病、腹腔积液、MELD 评
分、血红蛋白水平、白蛋白水平、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水平 ]、术中指标（手术时间、无肝
期时间、冷缺血时间、红细胞输注量、血浆输注量、
晶体输注量、人工胶体输注量、出血量）和术后指标
（术毕血红蛋白水平、术后 7 d 内 Scr 水平等）得出；
（4）3 种标准对术后 30 d 死亡的预测能力。
1.4 统计学方法
采 用 SPSS 25.0 软 件 和 MedCalc 15.6.1 软 件 进
行统计学分析。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接受同种异体肝移植手术

数 ± 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

的 212 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排除标准：年龄 <18 岁，

对于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下四分位数，

术前肝肾综合征或肾功能不全病史，经典原位肝移植

上四分位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

手术，再次肝移植，肝脏及其他器官联合移植，原发

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 2 检验。等级资料采

病为急性肝衰竭，资料不全，随访资料缺失。

用秩和检验。风险因素分析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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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RIFLE, AKIN 和 KDIGO 关于 AKI 的诊断和分期标准
Table 1 Diagnostic and staging criteria of AKI by RIFLE, AKIN, and KDIGO
项目

诊断标准

RIFLE
标准

分期标准
Risk 或Ⅰ期

Injury 或Ⅱ期

Failure 或Ⅲ期

7 d 内 Scr 上升至
≥1.5 倍基线值

7 d 内 Scr 上升至 1.5 倍基线值
或 GFR ②下降 >25%

7 d 内 Scr 上升
至 2 倍基线值或
GFR 下降 >50%

7 d 内 Scr 上升至 3 倍基线值
或 Scr>354 μmol/L 伴急增
44 μmol/L 或 GFR 下降 >75%

AKIN
标准

48 h 内 Scr 升高
≥27 μmol/L 或 48 h 内
Scr 上升至 1.5 倍基线值

48 h 内 Scr 升高≥27 μmol/L
或 48 h 内 Scr 上升至 1.5~1.9
倍基线值

48 h 内 Scr 上升
至 2~3 倍基线值

48 h 内 Scr 上升至 >3 倍基线
值或 Scr≥354 μmol/L 伴急
增 44 μmol/L 或需肾脏替代
治疗

KDIGO
标准

48 h 内 Scr 升高
≥27 μmol/L 或 7 d 内 Scr
上升至≥1.5 倍基线值

48 h 内 Scr 升高≥27 μmol/L
或 7 d 内 Scr 上升至 1.5~1.9 倍
基线值

7 d 内 Scr 上升至
2~3 倍基线值

7 d 内 Scr 上升至 >3 倍基线值
或 Scr≥354 μmol/L 或需肾
脏替代治疗

①

注 ： ① Scr 为血清肌酐。
② GFR 为肾小球滤过率。

析，单因素以 P<0.2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3 种标准下的 AKI 发生率
根 据 RIFLE 标 准，AKI 患 者 83 例， 发 生 率
48.0%，其中 Risk 期 42 例（24.3%），Injury 期 25 例
（14.5%），Failure 期 16 例（9.2%）。根据 AKIN 标
准，AKI 患者 89 例，发生率 51.4%，其中Ⅰ期 57 例
（32.9%），Ⅱ期 20 例（11.6%），Ⅲ期 12 例（6.9%）。
根据 KDIGO 标准，AKI 患者 93 例，发生率 53.8%，
其中Ⅰ期 55 例（31.8%），Ⅱ期 22 例（12.7%），Ⅲ期
16 例（9.2%）。
2.2 术后 30 d 内全因病死率及死因
术后 30 d 内死亡 13 例，病死率为 7.5%。死因分
别为多器官功能衰竭 7 例，出血 2 例，初期移植肝无

表 2 肝移植术后 30 d 内死亡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Table 2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risk factors for death in 30 d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变量

OR ①

95%CI ②

P值

RIFLE 分期

4.514

1.945~10.473

0.000

AKIN 分期

3.770

1.558~9.122

0.003

KDIGO 分期

5.343

2.071~13.788

0.001

注 ： ① OR 为比值比。
② CI 为可信区间。

2.4 RIFLE、AKIN 和 KDIGO 分 期 对 术 后 30 d 内
死亡的预测能力
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
分 析 结 果 显 示，RIFLE、AKIN 和 KDIGO 分 期 预 测
肝移植术后 30 d 内死亡的 AUC 分别为 0.828、0.766
和 0.844（图 1）。AKIN 与 KDIGO 分期比较，差异

功能 1 例，移植肝衰竭 1 例，其它呼吸及心血管并发

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3）。

症 2 例。

3 讨 论

2.3 术后 30 d 内死亡的危险因素
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病毒性肝病、腹腔积液、

肝移植术后 AKI 的发生和严重程度影响肝移植

术前血红蛋白水平、术中红细胞输注量、术中出血量、

预后这一观点已达成共识 [10-12]。但 AKI 的诊断和分

术毕血红蛋白水平、RIFLE 、AKIN 和 KDIGO 分期

期标准一直在不断的改进调整中，目前，普遍接受的

是术后 30 d 内死亡的危险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是 RIFLE、AKIN 和 KDIGO 标准。但是，究竟哪个

义（均为 P<0.2）。

标准更适用于肝移植术后 AKI 的诊断分期和预测预后，

二元 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RIFLE、
AKIN 和 KDIGO 分期为术后 30 d 内死亡的独立危险
因素，详见表 2。

目前鲜有报道。
根据不同的标准，肝移植术后 AKI 发生率存在
差异。在本研究中，根据 RIFLE 标准，AKI 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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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利用 AUC 对术后 30 d 内死亡的预测准

术后 30 d 内死亡的效能

确性分析表明，KDIGO 预测能力最强，之后依次为

Table 3 Efficacy of RIFLE, AKIN and KDIGO staging for

RIFLE 和 AKIN，KDIGO 与 AKIN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predicting death in 30 d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义。Erdost 等 [9] 的 分 析 结 果 显 示，AKIN 和 KDIGO

变量

AUC (95%CI ① )

灵敏度

特异度

的预测能力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均明显优于

RIFLE 分期

0.828 (0.763~0.881)

0.846

0.813

RIFLE。本研究结果虽然与之明显不同，但与多篇针

AKIN 分期

0.766 (0.696~0.827)

0.923

0.519

对住院患者及重症患者的研究结果相似 [20-22]。究其原

KDIGO 分期

0.844 (0.781~0.894)a

0.769

0.825

注 ： ① CI 为可信区间。

因，Erdost 等 [9] 的研究仅收集了术后 48 h 的 Scr 资
料，这严重影响了 RIFLE 标准的预测准确性。而由
于 AKIN 和 KDIGO 标准中存在 48 h 的诊断时间窗，

②与 AKIN 分期比较， aP<0.05。

所受影响相对较小。因此，出现了 RIFLE 标准预测
准确性明显劣于另外两种标准的结果。KDIGO 标准

1

是 RIFLE 和 AKIN 标准的结合，它兼顾了 RIFLE 标
准充分的时间窗（7 d）和 AKIN 标准的 Scr 小幅度波

0.8

动（Scr 升高 >27 μmol/L）。本研究发现，3 个标准
对预测术后 30 d 内死亡中，KDIGO 标准的 AUC 是

灵敏度

0.6
RIFLE 分期
AKIN 分期
KDIGO 分期

0.4

最大的，但仅有 KDIGO 和 AKIN 标准之间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这可能是由本研究的病例数所限导致的，
进一步的研究有待进行。
本研究的创新点在于，这是国内首次比较 3 种

0.2

AKI 诊断标准预测肝移植受者术后早期死亡的准确性
研究。本研究的不足在于，资料收集来自单中心，死

0

0

0.2

0.4

0.6

0.8

1

1- 特异度

图1

RIFLE、AKIN 和 KDIGO 分期预测肝移植术后
30 d 内死亡的 ROC 曲线

Figure 1 ROC curves of RIFLE, AKIN and KDIGO
staging for predicting death in 30 d after liver
transplantation

亡病例相对偏少。另外，由于是回顾性研究，缺乏
尿量相关资料，这也是大多数已有研究存在的共同
问题 [23-25]。
综 上 所 述，RIFLE、AKIN 和 KDIGO 标 准 是 肝
移植受者术后 30 d 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KDIGO
标准对于肝移植受者术后早期死亡的预测能力更好。
但作为工具，三者之间的比较选择尚需多中心大样本
的证据支持。

为 48.0%， 这 一 结 果 与 前 人 研 究 的 27.3%~57.0%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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