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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评分模型预测肾移植术后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的
效能研究
乔予希 丁晨光 田普训 丁小明 潘晓鸣 燕航 项和立 冯新顺 侯军 田晓辉 李杨 郑瑾 薛武军

【摘要】

目的

分析国内外评分模型对我国肾移植术后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的预测效能。方法

前瞻性分析 112 例肾移植供者、220 例受者的临床资料。将 KDRI 模型、Jeldres 模型以及本中心模型预测的
DGF 与肾移植受者实际 DGF 发生率进行对比，分析各模型的预测效能，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的
曲线下面积（AUC）比较预测的准确性。结果

220 例肾移植受者中，DGF 发生率为 14.1%（31/220）。KDRI

模型预测 DGF 高危供者 41 例，AUC 为 0.57，灵敏度为 0.37，特异度为 0.66，阳性预测值为 22%。Jedres 模型
预测 DGF 高危受者 22 例，AUC 为 0.56，灵敏度为 0.13，特异度为 0.92，阳性预测值为 20%。本中心模型预
测 DGF 高危供者 25 例，AUC 为 0.80，灵敏度为 0.53，特异度为 0.84，阳性预测值为 40%。结论

与 KDRI 和

Jedres 模型比较，本中心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 AUC 及灵敏度，对 DGF 有较好的预测效能，是目前适合我国公
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者的评估体系。
【关键词】 肾移植；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原发性移植物无功能；评分模型；风险预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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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F prediction using the model of our center showed that 25 cases were high risk donors, the AUC was 0.80, the sensitivity
was 0.53, the specificity was 0.84,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was 40%.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the KDRI and
Jedres models, the prediction model of our center has higher AUC and sensitivity with a better prediction efﬁciency on DGF.
Therefore, it is a suitable evaluation system of donors from donation after citizen s death in Chinese.
【Key words】 Renal transplantation; Delayed graft function; Primary graft failure; Scoring model; Risk prediction;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rea under curve

肾移植作为一种改善慢性肾衰竭患者生活质量的

献的 112 例供者临床资料。其中男 77 例，女 35 例；

治疗方法，其外科技术已十分成熟，但术后原发性移

年龄 16~69 岁。死亡原因包括 48 例脑出血、45 例脑

植物无功能（primary nonfunction, PNF）、移植物功

外伤、10 例缺血缺氧性脑病、4 例脑梗塞、4 例脑部

能延迟恢复（delayed graft function, DGF）仍然是一

肿瘤、1 例外伤致失血性休克。

[1]

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我国器官移植供者来源主要为

供者的冷缺血时间为（9±3）h，体质量指数（body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面对大量的受者等待队列，扩

mass index，BMI） 为（23±3）kg/m2； 捐 献 时 血 清

大标准供者（extended criteria donor, ECD）所占比例

肌酐水平为（115±78）μmol/L。

越来越高，与之伴随的肾移植术后 DGF 发生率也有

1.2 受者资料

[2]

所上升 。因此准确有效的风险预测系统在供者的筛

前瞻性分析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9 月在西安交

选、高危受者的监测、以及采取临床干预措施等多个

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肾移植术的 220 例受者的临床

环节都有重要意义 [3]。

资料。其中男 158 例，女 62 例；年龄 12~65 岁。均

2001 年 Nyberg 等 [4] 发 表 肾 移 植 预 测 评 分 系 统

为首次接受肾移植。

后，国内外接连发表了较多针对不同地区及人群的预

受 者 的 BMI 为（22±4）kg/m2； 人 类 白 细 胞

测评分系统。如 Rao 等 [5] 在 2009 年建立的供肾风险

抗 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0 个 错 配

指数（kidney donor risk index, KDRI）模型，该模型的

7 例，1 个 错 配 45 例，2 个 错 配 120 例，3 个 错 配

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 0.67，目前

43 例，4 个 错 配 5 例； 群 体 反 应 性 抗 体（panel

在美国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Organ Procurement and

reactive antibody，PRA）阴性 214 例，阳性 6 例。

Transplantation Network,OPTN）用于器官的分配 [6]。

1.3 免疫抑制方案

之后 Watson 等 [7] 参考建立了针对英国人群的 KDRI

所有受者术中及术后 4~5 d 均应用巴利昔单抗或

（UK -KDRI）预测模型。Jeldres 等 [8] 建立的 Jeldres

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ntithymocyte globulin，ATG）行

预测模型计算更简便且具有较高的预测效能，该模型

免疫诱导，术后采用他克莫司（tacrolimus，FK506）

的 AUC 为 0.74。2010 年 Irish 等 [9] 建立了基于网络计

+ 吗 替 麦 考 酚 酯（mycophenolate mofetil，MMF）+

算基础的评分模型 , 该模型主要针对移植术后长期肾

泼尼松三联免疫抑制方案。

功能的预测。目前国内已发表的肾移植术后评估体系

1.4 研究内容

相对较少，2016 年由薛武军等

[10]

建立的供者评分模型，

将 KDRI 模型、Jeldres 模型以及本中心模型预测

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用于供肾的术前评估及

的 DGF 与肾移植受者实际 DGF 发生率进行对比，分

术后 DGF 风险预测。

析各模型的预测效能。

本研究通过对 KDRI 模型、Jeldres 模型以及本中

DGF 目前仍无统一的诊断标准，本研究采用肾

心模型这 3 种评分模型预测效能进行比较，旨在找出

移植术后 7 d 内需进行透析作为诊断标准 [9]。针对供

更适合我国肾移植的预测工具，指导供者捐献、器官

者因素的评分中（KDRI 和本中心的预测模型），若

分配及受者术后的处理。

被评估为高危供者，其对应 2 例受者中任 1 例或 2 例

1 资料与方法
1.1 供者资料
前瞻性分析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9 月行器官捐

发 生 DGF 则 认 为 对 高 危 供 者 预 测 准 确。KDRI 模
型 的 DGF 预 测 值 根 据 KDRI Caculator（https://optn.
transplant.hrsa.gov/resources/allocation-calculators/ kdpicalculator/）进行计算。Jeldres 模型的 DGF 预测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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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 [8] 给出的算法进行计算。

受者 DGF 发生率的 AUC 为 0.56（95%CI 0.44~0.68，

1.5 统计学方法

图 1），该结果说明此评分对本研究受者没有预测效能。

采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受试

DGF 阳性组和阴性组中的评分分别为 0.16（0.14）、

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0.19（0.09）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曲线的 AUC 对 3 种模型的预测效能进行描述。对于

图 2B）。
Jeldres 模型的灵敏度为 0.13，特异度为 0.92，阳

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性预测值为 20%。

意义。

2.3 本中心模型预测结果
本中心模型纳入了供者年龄、低血压过程、捐献

2 结 果

前血清肌酐水平、原发病、高血压病史、心肺复苏时

2.1 KDRI 模型预测结果

间共 6 个因素，并对每个危险因素进行分层，对应不

220 例 肾 移 植 受 者 中，DGF 发 生 率 为 14.1%
（31/220）。
KDRI 模型纳入了供者年龄、种族、高血压及糖
尿病史、捐献前血清肌酐水平、BMI、HLA 错配数、
冷缺血时间等因素进行分析，KDRI 评分≥0.85 分被
认为具有较低的移植术后 5 年生存率 [10]。 KDRI 模
型预测 DGF 高危供者 41 例，此模型预测受者 DGF
发 生 率 的 AUC 为 0.57[95% 可 信 区 间（conﬁdence
interval，CI）0.42~0.71, 图 1]，该结果表明 KDRI 模

同的风险等级。
该模型评分≥15 分认定为 DGF 高风险。
本中心模型预测 DGF 高危供者 25 例，此模型预测受
者 DGF 发生率的 AUC 为 0.80
（95%CI 0.64~0.90，
图 1）
，
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
DGF 阳性组和阴性组中的评分分别为 16.0（8.2）、
9.0（8.4）分，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图 2C）。
我们根据数据分布，比较诊断临界值分别为 15 分
和 18 分（即评分≥15 分或 18 分时被认定为高危供者）

型 在 本 研 究 人 群 中 没 有 有 效 的 预 测 效 能。DGF 阳

1.0

性组和阴性组中的 KDRI 评分分别为 0.87（0.25）、

0.8

0.77（0.36）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灵敏度

图 2A）。
KDRI 模型的灵敏度为 0.37，特异度为 0.66，阳
性预测值为 22%。

0.6
KDRI 模型

0.4

Jeldres 模型

0.2

2.2 Jeldres 模型预测结果

本中心模型

0

Jeldres 模型纳入了冷缺血时间、受者年龄、受者

0

0.5
1- 特异度

体质量、HLA 错配数、PRA 最大滴度、供者年龄共
6 个因素，该模型评分≥0.30 分认定为 DGF 高风险 [11]。

图1

Jeldres 模型预测 DGF 高危受者 22 例，此模型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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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对 DGF 预测的准确性。经过比较我们选定临界

本研究在国内尚没有统一的供、受者评分系统的

值 15 分为诊断界值。此时模型灵敏度为 0.53，特异度

背景下建立了较为有效的预测模型（AUC=0.71）[24]。

为 0.84，阳性预测值为 40%。预测受者 DGF 发生率的

本中心模型纳入的危险因素精简，评分过程简便，对

AUC 为 0.80，表明该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

临床应用有相应的指导意义。在这次的人群验证中，
得到 AUC 为 0.80，模型的灵敏度高于 50%，一定程

3 讨 论

度上再次证明了该模型预测的准确性。
我们的研究验证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此次

肾移植是目前改善终末期肾病的有效治疗方法，
但其术后 DGF 的发生对移植肾及受者长期预后都有

纳入研究的例数较少；（2）DGF 目前仍无统一的诊

不利影响，因此早期对肾移植术后 DGF 的有效预测

断标准，我们将肾移植术后 7 d 内需进行透析作为诊

。肾移植预测模型即是在术前根据

断标准，但国际上并没有统一对需要透析的临床情况

供、受者及其他相关数据，利用统计分析得出的预测

进行说明，例如受者心功能较差或术后高钾血症等需

术后移植肾功能恢复情况的工具，其在供肾评估、肾

要透析，都有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误差。在与其他模

具有重要意义

[12-16]

源分配、术后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指导作用

[17]

。

本研究纳入的受者 DGF 发生率为 14.1%，处于

型比较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本中心模型值得借鉴
的部分，本中心模型对受者资料的利用大多体现在

发生率较低的范围。根据上述数据分析可以看出，

HLA 错配数在器官分配中的影响，可以考虑将受者

KDRI 模型和 Jeldres 模型在本研究中的 AUC 分别为

是否有严重或长期高血压、心脏病、脑血管疾病、糖

0.57 和 0.56，均与其来源模型的 AUC（0.67 和 0.74）

尿病史纳入评估因素 [25-26]，以更好对术后受者进行个

相 差 较 大。 我 们 考 虑 差 异 性 可 能 来 自 以 下 几 个 方

体化处理，改善长期生存率。

面：（1）KDRI 模 型 的 建 立 纳 入 1995 年 至 2005 年

综上所述，与 KDRI 和 Jedres 模型比较，本中心

间 不 同 移 植 中 心 及 器 官 获 取 机 构 的 OPTN 数 据。

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 AUC 及灵敏度，对 DGF 有较好

70 000 例首次移植、ABO 相容的成年移植受者被纳入，

的预测效能，是目前适合我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供

并设立了一个标准化参照（KDRI=1）, 该参照的各

者的评估体系。

指标值可能是产生预测差异性的原因。例如，KD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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