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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糖尿病患者肾动脉血流变化及彩色多普勒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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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分析彩色多普勒超声对糖尿病肾病（DN）的早期诊断价值。方法 ：自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两院门诊及住院成人患者中选取 196 例 2 型糖尿病患者，按照其 24 h 尿蛋白排泄率（UAER），将患者分别
纳入糖尿病肾功能正常组（UAER ＜ 30 mg）、早期 DN 组（UAER 30~300 mg）及 DN 组（UAER ＞ 300 mg）；
同时选取 60 名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观察并比较各组受试者肾脏体积、肾动脉血流
差异，并运用 Pearson 法计算肾内各级动脉阻力指数（RI）与 UAER 的相关性。结果 ：健康对照组肾体积低于
3 组糖尿病患者，肾功能正常组、早期 DN 组、DN 组肾体积依次增大，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DN 组、早期 DN 组肾内各级动脉 EDV、RI 均高于健康对照组、糖尿病肾功能正常组，DN 组肾内各级动脉
EDV、RI 均高于早期 DN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肾内各级动脉 RI 与 UAER 呈正相关。结论 ：
DN 患者在肾功能出现明显改变之前已存在肾脏体积增大以及肾动脉血流变化，彩色多普勒超声图像能够准确
显示上述变化，为 DN 的早期诊断提供可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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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肾病（DN）是 2 型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
之一 [1]，其严重程度仅次于心脑血管并发症 [2]。若能在 DN
早期仅出现肾小球滤过率增高、微量蛋白尿等病理生理改
变时给予及时治疗，患者病情仍存在逆转可能 [3-4]。本研究
就彩色多普勒超声对早期 DN 的诊断价值进行了分析。

分别纳入正常组（UAER ＜ 30 mg）、早期 DN 组（UAER
30~300 mg）及 DN 组（UAER ＞ 300 mg），以 SPSS18.0 分
析比较各组患者肾脏体积、血流参数差异，并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计算肾内各级动脉 RI 与 UAER 的相关性，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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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仪器与方法

自 2014 年 2 月至 2016 年 2 月两院门诊及住院成人患
者中选择既往无肾脏病史、未合并泌尿系病变的 2 型糖尿
病患者 196 例作为观察组，同期 60 名成年健康体检者作为
健康对照组。
使 用 EUB 8500 彩 色 多 普 勒 超 声 诊 断 仪（ 日 本
HITACHI 公司，探头频率 2.5~3.5 MHz），于受试者空腹
状态下进行检查。受试者取仰卧位或侧卧位，首先于肾脏
长轴切面观察肾脏形态和肾内结构，测量肾脏长径（L）、
厚 径（T） 及 宽 径（W）， 并 计 算 肾 脏 体 积（V），V=π/
（6×L×W×T）[5] ；待肾动脉彩色血流信号清晰显示后，嘱
患者屏住呼吸，对其肾门处主肾动脉（MRA）、肾内段间动
脉（SRA）及叶间动脉（IRA）血流参数进行检测，检测指
标包括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PSV）以及舒张末期血流速度
（EDV），并据此计算肾内动脉血流阻力指数（RI）[6]，RI=
（PSV-EDV）/PSV。
按照观察组患者 24 h 尿蛋白排泄率（UAER），将患者

2.1

结果
各组图像特征

健康对照组彩色多普勒超声图像可见肾脏呈蚕豆形，
包膜完整、光滑，肾实质厚度＞ 1 cm，回声均匀，肾盂、
肾血管显示完整、连续 ；肾动脉血流丰富，肾内各级动脉
形态、走行、血流充盈情况良好，血流呈连续性树枝状（图
1a）。糖尿病肾功能正常组部分患者可见包膜下血管网局部
缺损，彩色血流信号无法到达包膜下（图 1b）。早期 DN 组
可见 IRA 血流信号粗细不等、ARA 内血流信号减少，以及
小叶间动脉血流信号探测不清，呈非典型树枝状分布（图
1c）。DN 组可见肾内血流信号减少，血流信号不连续、粗
细不等，部分患者仅可探测到肾内弥散分布的稀疏血流信
号（图 1d）。

2.2

肾脏体积及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

健康对照组肾体积（125.26±2.13）mm3 低于糖尿病
3 组， 肾 功 能 正 常 组（159.70±28.34）mm3、 早 期 DN 组
（167.48±32.34）mm3、DN 组（199.04±45.28）mm3 肾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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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脏彩色多普勒超声图像

a ：健康对照组，b ：肾功能正常的糖尿病患者，c ：早期 DN 患者，d ：DN 患者。

表1

图 1 肾脏彩色多普勒超声图像 a：健康对照组，b：肾功能正常的糖尿

4 组肾内各级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比较（x±s）

取样部位

指标

健康对照组（n=60）

糖尿病肾功能正常组（n=69）

早期 DN 组（n=75）

MRA

PSV（cm/s）

78.42±11.56

75.17±13.55

69.71±15.20

EDV（cm/s）
RI
SRA

IRA

26.30±4.17
0.65±0.04

患者，d：DN
DN 组（n=52）患者。
67.11±18.34

2.2 肾脏体积及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
21.08±4.55
16.31±3.26
14.25±3.04
*#

0.62±0.03

*#&

*#

*#&

0.70±0.05
0.81±0.06
mm3 低于糖尿病 3 组，肾
健康对照组肾体积
（125.26±2.13）

PSV（cm/s）

53.64±5.25

52.11±9.08

EDV（cm/s）

22.13±2.85

±28.34）mm
19.81±4.26

RI

0.63±0.05

0.60±0.04

0.68±0.05*#

0.78±0.05*#&

PSV（cm/s）

37.31±3.86

36.15±5.20

32.17±5.40

29.21±9.15*

EDV（cm/s）

16.75±2.36

14.85±2.17

10.34±2.55*#

7.07±2.18*#&

RI

0.58±0.03

47.16±10.25

3

0.58±0.04

45.71±14.26

3
DN 组（167.48±32.34）mm
、早期
、DN 组（199.
10.65±1.23
15.28±4.11
*#

*#

0.67±0.06

*#&

0.76±0.08*#&

*
#
&
图 1 肾脏彩色多普勒超声图像
a：健康对照组，b：肾功能正常的糖尿病患者，c：早期
DN ：主肾动脉 ；
（2）MRA
注：
（1）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P ＜ 0.05 ；与糖尿病肾功能正常组比较，
P ＜ 0.05 ；与早期 DN 组比较， P ＜ 0.05 ；

SRA ：段间动脉 ；IRA ：叶间动脉 ；PSV ：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 ；EDV ：舒张末期血流速度 ；RI ：阻力指数

图 1 肾脏彩色多普勒超声图像 a：健康对照组，b：肾功能正常的糖尿病患者，c：早期
DN
患者，d：DN 患者。

图 1 肾脏彩色多普勒超声图像 a：健康对照组，b：肾功能正常的糖尿病患者，c：早期 DN

[7-8]
亿，超过艾滋病、禽流感，成为全世界头号健康问题
积依次增大，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
患者，d：DN
患者。
2.2 肾脏体积及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
DN 组、早期 DN 组肾内各级动脉 EDV、RI 均高于
持续高血糖状态所致渗透效应可导致肾小球肥大、滤过率
患者，d：DN
患者。
2.2
肾脏体积及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
3 组，肾功能正常组（159.70
mm3 低于糖尿病
健康对照组肾体积
（125.26±2.13）
健康对照组、糖尿病肾功能正常组，DN
组肾内各级动脉
增加，肾小球高滤过和高压力可对肾小球毛细血管内皮细
EDV、
RI 均高于早期
DN 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2 肾脏体积及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
3
3
3 159.70
3 组，
mm3胞造成损伤，进而引发系膜基质增加、系膜区扩大以及肾
健康对照组肾体积
（125.26±2.13）
低于糖尿病
肾功能正常组（
167.48±32.34）mm
199.04±45.28）mm
±28.34）mm
、早期 DN 组（
、DN 组（
肾体
见 表 1。 肾 内 各 级 动 脉 RI 与 UAER 呈 正 相 关，MRA-Ri
小球硬化 [9] ；同时，糖尿病患者代谢途径和细胞因子水平
3
3
3
3 组，
健康对照组肾体积
（125.26±2.13）
肾功能正常组（3 159.70
＜ 0.05。mm 低于糖尿病
的变化，也可造成细胞外基质形成增多、降解减少，诱发
r=0.623，SRA-RI
r=0.599，IRA-RI
r=0.587，均
DN
199.04±45.28）mm
±28.34）mm
、早期
组（P167.48±32.34）mm
、DN 组（
肾体
[10]
肾脏组织纤维化 。
3
3
、DN
组（199.04±45.28）mm3 肾体
3 讨论±28.34）mm 、早期 DN 组（167.48±32.34）mmDN
的发生不仅可造成患者肾功能严重受损，也是导
致糖尿病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因此，近年来临床愈发注
据预测，至 2025 年，全球糖尿病患者数量将升至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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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DN 的早期诊断与治疗 [11]。肾脏是一个血供极其丰富的
器官，正常情况下，肾脏各级动脉流速曲线特征以低阻力
血流所致舒张期连续前向血流，以及高阻力所致收缩期血
流速度上升为主 [12]，故随着高血糖状态所致肾损伤的加剧，
毛细血管网、肾小球内阻塞不断加重，肾小球毛细血管网
基底膜持续增厚，往往伴随着肾脏各级动脉血流动力学变
化 [13]。
本组患者多普勒显示，糖尿病患者均存在程度不等的
肾动脉血流异常改变，随着肾损伤的加重，患者异常改变
愈发明显，其中，DN 患者彩色多普勒超声图像显示血流信
号减少、稀疏，考虑与肾小球血管基底膜层厚、毛细血管
变窄、血流阻塞所致血流阻力增加、血流灌注减少有关 [14-15]。
在肾脏形态学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无论糖尿病患者
肾功能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其体积已出现明显增大，与此
同时，糖尿病肾功能正常组肾内各级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
未见明显变化，说明 DN 的肾脏体积变化先于血流动力学
改变，与过往研究一致 [16]。有学者指出，早期肾脏体积的
增大具有可逆性，如果能在患者进展至蛋白尿阶段前予以
干预，高血糖所致肾脏损害有望得到逆转 [17]。既往有学者
建议将肾脏体积超过 170 mm3 作为 DN 的诊断标准，也为
临床 DN 诊断提供了另一种简单、易行、可靠的思路 [18]。
综上所述，2 型糖尿病患者肾动脉血流阻力上升、血
流速度下降，彩色多普勒超声能够在测量肾脏形态学指标
的基础上清晰显示肾动脉血流变化，为 DN 的早期诊断与
干预提供可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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