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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胱抑素C、肌酐、尿素氮水平
在窒息新生儿肾功能评估中的应用价值
▲

李 奕
莫文辉
廖弼文
常伟杰
陈小强
广东省佛山复星禅诚医院新生儿科，广东佛山 528000
[ 摘要 ] 目的 研究窒息新生儿血清胱抑素 C（Cys C）、血肌酐（SCr）以及血尿素氮（BUN）水平在肾功能评估
中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纳入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佛山复星禅诚医院收治的 82 例窒息新生儿作为研究
对象，根据 Apgar 评分和脐动脉血气分析将患儿分为轻度窒息组（n=55，Apgar 评分 4~7 分，脐动脉血气分析
pH<7.15）和重度窒息组（n=27，Apgar 评分 <4 分，脐动脉血气分析 pH<7.00）。另取同年在本院分娩的 40 例
健康足月儿作为对照组。观察三组新生儿血清 Cys C、SCr 以及 BUN 水平，分析血清 Cys C、SCr 以及 BUN 水
平与新生儿窒息程度的关系。 结果 重度窒息组的血清 Cys C、SCr 以及 BUN 水平高于轻度窒息组，轻度窒息
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重度窒息组的 Cys C 和 BUN 水平异常率高于轻度窒息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窒息新生儿血清 Cys C 水平与 SCr 和 BUN 水平均呈正相关（r=0.528、0.585，
P < 0.05）；SCr 水平与 BUN 水平呈正相关（r=0.374，P < 0.05）。 结论 窒息新生儿的血清 Cys C、SCr 以及
BUN 水平均呈明显升高状态，检测血清 Cys C、SCr 以及 BUN 水平对评估新生儿的肾功能损伤有重要价值，
其中以血清 Cys C 水平对窒息新生儿肾功能损伤的评估价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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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serum cystatin C (Cys C), serum creatinine (SCr)
and blood urea nitrogen (BUN) levels in the evaluation of renal function in asphyxiated newborns. Methods A total
of 82 asphyxiated newborns treated in Foshan Fosun Chancheng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21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ccording to Apgar score and umbilical artery blood gas analysis, the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mild asphyxia group (n=55, Apgar score 4-7 points, umbilical artery blood gas analysis pH < 7.15)
and severe asphyxia group (n=27, Apgar score < 4 points, umbilical artery blood gas analysis pH < 7.00). Another
40 healthy full-term infants delivered in our hospital in the same year were taken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serum Cys C, SCr and BUN in the three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s of serum Cys C,
SCr and BUN and the degree of neonatal asphyxia was analyzed. Results The levels of serum Cys C, SCr and BUN
in severe asphyxia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mild asphyxia group, and those in mild asphyxia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abnormal rates of
Cys C and BUN levels in severe asphyxia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mild asphyxia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levels of serum Cys C in asphyxiated newbor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s of SCr and BUN (r=0.528, 0.585, P < 0.05).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Cr level and
BUN level (r=0.374, P < 0.05). Conclusion Serum Cys C, SCr and BUN levels show a ring tendency in asphy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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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borns. The monitoring of serum Cys C, SCr and BUN
is applicable to predict the renal injury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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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窒息是引起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因素，若

1.2 方法

新生儿窒息时间较长，即使能挽救患儿生命，大部分

所有新生儿均在出生后 24 h 内抽取静脉血 3ml 作

患儿也会出现脑瘫、智力障碍等后遗症，给患儿家庭

标本，
将标本送至检验室进行旋转离心，3000 r/min，离

[1]

带来沉重负担 。临床研究发现

[2-3]

，新生儿窒息后

心半径 10 cm，
离心 10 min，
收集上层血清，
置于 -20℃

发生缺氧，血液重新分布，表现为肾、肺等重要脏器

冰箱保存备用。使用 BM717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日

血流量减少，脑、冠状动脉以及肾上腺等器官血流量

本日立）检测新生儿血清 SCr 和 BUN 水平，使用颗

增加，以确保脑血流量和心脏血流量供应。由于新

粒增强透射免疫比浊法检测新生儿血清 Cys C 水

生儿窒息早期患儿即会出现肾脏血流量减少，因此

平。 检 测 试 剂 均 由 上 海 德 赛 诊 断 系 统 有 限 公 司

对于窒息早期患儿来说，肾功能损伤是较为常见的

提供。

并发症，如何有效判断肾功能损伤程度，针对性进行

1.3 观察指标

早期防治是改善患儿预后的关键

[4-5]

。肾小球滤过

观察三组新生儿的血清 Cys C、SCr 以及 BUN

率是直接反映肾功能最敏感的指标，但临床对肾小

水平，分析血清 Cys C、SCr 及 BUN 水平与新生儿窒

球滤过率的检查方法繁琐，属于侵入性操作，限制了

息程度的关系。血清 Cys C 正常值：1.2 mg/L；SCr

[6]

临 床 的 推广应用 。胱抑素 C（cystatin C，Cys C）

正常值：121.22 μmol/L；BUN 正常值：79 mmol/L。

是反映肾功能的常用指标，血肌酐（serum creatinine，

1.4 统计学方法

SCr）和血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BUN）则是肾

采用 SPSS 18.0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

功能的常见检测指标，有检测便捷、迅速的特点 。

用均数 ± 标准差（x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

本研究对佛山复星禅诚医院收治的窒息新生儿进

素方差分析，多组间两两对比采用 SNK-q 检验，两

行血清 Cys C、SCr 以及 BUN 水平检测，分析对窒
息新生儿肾功能损伤的评估价值。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
用 χ2 检验。采用 Pearson 相关性检 验 分 析 Cys C、

1 资料与方法

SCr 以 及 BUN 水平与新生儿窒息程度的关系，以

1.1 一般资料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

选取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佛山复星禅诚医院收
治的 82 例窒息新生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Apgar 评

2 结果
2.1 三组新生儿血清Cys C、SCr以及BUN水平比较

分将患儿分为轻度窒息组（n=55，Apgar 评分 4~7 分，

重度窒息组的血清 Cys C、SCr 以及 BUN 水平

脐 动 脉 血 气 分 析 pH<7.15）和 重 度 窒 息 组（n=27，

高于轻度窒息组，轻度窒息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Apgar 评 分 <4 分，脐 动 脉 血 气 分 析 pH<7.00）。 另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取 同 年 在 本 院 分 娩 的 40 例 健 康 足 月 儿 作 为 对 照

2.2 不同程度窒息新生儿血清Cys C、SCr以及BUN

组。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纳

水平异常率比较

入标准：①经检查和诊断符合新生儿窒息诊断标
准

[8]

重度窒息组患儿的 Cys C 和 BUN 水平异常率

的患儿；②均为足月产新生儿；③患儿家长签

高于轻度窒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有严重感染的新生

组患儿的 SCr 水平异常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儿；②合并先天性泌尿系统畸形患儿；③合并其他

（P > 0.05）。见表 2。

严重疾病影响肾功能患儿；④同时参与其他研究

2.3 窒息新生儿血清Cys C、SCr以及BUN水平的关系

的 患 儿。 轻 度 窒 息 组 中，男 32 例，女 23 例；胎 龄

窒息新生儿血清 Cys C 水平与 SCr 和 BUN 水

37~42 周，平 均（40.3±0.8）周；体 重 2918~4225 g，

平均呈正相关（r=0.528、0.585，P < 0.05）；SCr 水平

平 均（3455.8±432.7）g。 重 度 窒 息 组 中，男 15 例，

与 BUN 水平呈正相关（r=0.374，P < 0.05）。

女 12 例；胎龄 37~42 周，平均（40.6±0.9）周；体重

3 讨论

2952~4259 g，平均（3468.4±451.8）g。对照组中，男

新生儿窒息指新生儿出生后不能建立正常的

24 例，女 16 例；胎龄 37~42 周，平均（40.3±0.8）周；

自主呼吸而导致低氧血症、高碳酸血症及全身多脏

体重 2961~4318 g，平均（3482.7±461.5）g。三组的

器损伤。新生儿发生窒息后，易出现肾脏损伤，给患

性别、胎龄以及体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儿带来极大危害。但由于新生儿窒息后肾功能损伤

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缺乏典型临床症状，仅表现为少尿或无尿，容易被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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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组别

三组新生儿血清Cys C、SCr以及BUN水平比较（ xx±s）
Cys C（mg/L）

SCr（μmol/L）

BUN（mmol/L）

对照组（n=40）

0.96±0.12

72.38±8.54

4.09±1.14

轻度窒息组（n=55）

3.22±1.03

108.94±16.43

6.42±1.52

重度窒息组（n=27）

4.25±1.34

128.72±21.33

9.69±1.84

F值

114.31

115.88

114.20

P值

< 0.05

< 0.05

< 0.05

t对照组与轻度窒息组比较值

16.410

15.870

10.657

P对照组与轻度窒息组比较值

< 0.05

< 0.05

< 0.05

t对照组与重度窒息组比较值

19.931

20.404

21.369

P对照组与重度窒息组比较值

< 0.05

< 0.05

< 0.05

t轻度窒息组与重度窒息组比较值

6.614

7.593

13.226

P轻度窒息组与重度窒息组比较值

< 0.05

< 0.05

< 0.05

表2

不同程度窒息新生儿血清Cys C、SCr以及BUN水平异常率比较 [ n（%）]

组别

Cys C

SCr

BUN

轻度窒息组（n=55）

31（56.36）

18（32.73）

20（36.36）

重度窒息组（n=27）

24（88.89）

14（51.85）

18（66.67）

χ2值

8.675

2.784

6.688

P值

< 0.05

> 0.05

< 0.05

生忽略，因此单纯从临床症状上难以判断窒息新生
[9]

功能损伤最严重。在对比轻度和重度窒息新生儿

儿肾功能损伤情况 。窒息新生儿若不能及时得到

的 Cys C、SCr 以及 BUN 水平异常率时发现，重度

治疗，随着病情发展，易引发肾功能不全，甚至出现

窒息组新生儿 Cys C 以及 BUN 水平异常率高于轻

全身器官功能损伤，危及患儿生命。如何早期评估

度窒息组（P < 0.05），而 SCr 水平异常率两组比较，

窒息新生儿的肾功能损伤情况成为临床关注的重点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这是由于 Cys C 为

内容

[10]

。

非糖基碱性分泌型蛋白，主要在肾小球中滤过，不

目 前 研 究 发 现 [11-12]，虽 然 肾 小 球 滤 过 率 能 直

会被吸收进入血液，表达水平不受体重、性别等因

接反映肾功能水平，但肾小球滤过率的检测为侵入

素的影响，可很好地反 映 肾 小 球 滤 过 膜 的 通 透 情

性检测，不能作为常规检查手段。Cys C、SCr 以及

况。 即 使 在 肾 损 伤 早 期，Cys C 水 平 不 会 受 到 影

BUN 水平能反映肾功能情况，也是临床检测肾功

响。SCr 和 BUN 虽然均是衡量肾功能损伤的常用

能的常用指标，且血清学检测便捷

[13]

。有学者提出

指 标，但在早期肾损伤时，肾小球滤过率下降不明

通过检测 Cys C、SCr 以及 BUN 水平来反映窒息新

显，SCr、BUN 水平并不会出现明显波动，只有在肾

[14]

。本研究对本院窒息新

小球滤过率下降至正常值一半时，SCr、BUN 水平才

生儿进行研究，将患儿根据 Apgar 评分和脐动脉血

会出现明显波动，且 SCr 水平还会受性别、体重、药

气分析分为轻度和重度窒息组，并纳入正常足月儿

物等外在因素的影响 [15]。在观察窒息新生儿 Cys C、

进行对照，检测三组新生儿的 Cys C、SCr 以及 BUN

SCr 以 及 BUN 水 平 的 关 系 时 发 现，窒 息 新 生 儿 血

水平，分析 Cys C、SCr 以及 BUN 水平是否能有效

清 Cys C 水平与 SCr 和 BUN 水平均呈正相关；SCr

判断窒息新生儿的肾功能损伤情况。结果显示，重

水平与 BUN 水平呈正相关。进一步证明了 Cys C、

度窒息组新生儿 Cys C、SCr 以及 BUN 水平高于轻

SCr 及 BUN 水平与新生儿窒息肾损伤的程度有密

度窒息组，轻度窒息组高于对照组（P < 0.05）。提

切关系。

生儿的肾功能损伤情况

示 Cys C、SCr 以及 BUN 水平能一定程度上反映窒

综上所述，窒息新生儿的血清 Cys C、SCr 以及

息新生儿的肾功能损伤情况，重度窒息新生儿的肾

BUN 水平均呈明显升高状态，检测窒息新生儿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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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Cys C、SCr 以及 BUN 水平对评估新生儿的肾功
能损伤情况有重要价值，其中以血清 Cys C 水平对
窒息新生儿肾功能损伤的评估价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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