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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病早期大多无症状， 而
一旦出现食欲下降、 贫血、 头
痛、 气短心慌等问题时， 却已
是肾功能下降， 甚至是尿毒症
的前兆。

在此提醒大家， 尿常规、
B 超、 肾穿刺等检查都可及时
发现肾有无事、 肾功能如何。
因此， 每人每年务必坚持做一
次尿常规检查。 其次， B 超是
发现肾结石、 先天多囊肾的手
段， 最好结合尿常规一起， 每
年做一次。

如今查尿， 由自动生化仪
提供几十项数据 ， 有无尿蛋
白 、 红细胞计数 、 白细胞计
数、 尿比重值、 尿酸碱度、 有
无潜血等是肾内科关注的指
标。 早期并没有临床症状， 身
体感受如常， 但即使是肾小球
未肿胀， 肾脏再小的受损， 也
会呈现在尿液里， 即出现红细
胞 、 白细胞增多 ； 尿比重增
减 ， 则反映肾的浓缩功能变
化， 过小时还可能要做尿渗透
检查。

要特别提醒的是， 高血压
容易导致肾动脉硬化， 发生肾
缺血， 如果血压控制不好， 可
能 10年内就会出现高血压良性
小动脉肾硬化症； 糖尿病患者
则容易出现糖尿病肾病， 尤其
是 2 型糖尿病患者， 最好每年
做一次微量蛋白尿检查， 更敏
感而有效地查出肾脏病隐患。

董芳

警惕中毒性肾病
这是对妊娠妇女危害最严重、

发病率最高的一种疾病。 凡羊水
过多、 多胎、 葡萄胎、 有高血压
或肾脏疾病的孕妇 ， 容易患病 。
主要表现为蛋白尿、 水肿、 高血
压 ， 重者可伴头痛与视物不清 、
呕吐、 抽搐、 昏迷， 病死率很高。
若能早诊断、 及时治疗， 方可防
病情发展。

一般妇女怀孕 6 个月左右 ，
开始出现两下肢、 足背水肿， 应
立即去医院检查尿。 如果尿中出
现蛋白， 血压开始升高， 说明已
经发生妊娠中毒性肾脏病。 如判
定为病理现象 ， 必须卧床休息 ，

严密观察水肿 、 血
压 、 蛋白尿发展情
况以及肾功能 ， 适
当限制饮水量和食
盐 。 口服利尿药如
双氢克尿塞 、 速尿
等， 同时口服琉甲丙脯酸片， 可
有效地降低血压， 减轻水肿， 防
止心脏、 脑组织受损害。 也可口
服心得安以减慢心率。 要加强营
养， 给予多种维生素。 病情严重
时， 需住院治疗。

当心急性肾衰竭
导致妊娠期急性肾功能衰竭

的因素包括各种原因引起的血容
量不足、 肾血管痉挛及微血管性
溶血等。 部分产妇死亡原因是妊
娠期急性肾功能衰竭。 在妊娠初
3 个月和末 3 个月容易发病， 多因
堕胎 、 妊娠高血压 、 先兆子痫 、
子痫等引起 ， 有的因胎盘早剥 、
羊水栓塞、 大出血引起。

妊娠期急性肾功能衰竭最常
见的 3 个危险信号是妊娠期内水
肿 、 高血压和蛋白尿 。 一旦水
肿 、 高血压及尿蛋白日益加重 ，
继而出现少尿、 肾功能减退、 酸
中毒等， 说明已经形成急性肾功
能衰竭。

妊娠期急性肾功能衰竭如果
不及时治疗和控制， 会引起感染、
心血管系统并发症、 神经系统并
发症、 消化系统并发症、 血液系
统并发症、 电解质紊乱和代谢性
酸中毒等一系列并发症， 从而危
及孕妇和胎儿的生命。

牢记九要点， 避免妊娠期肾病
1、 多喝水， 每天饮水不少于

3000 毫升， 以防止尿路感染。
2、 多休息， 夜间睡眠不能少

于 8 小时， 避免熬夜。
3、 预防感冒和上呼吸道感

染。 夏季不要长时间吹空调， 室
内空调温度不能低于 26℃。

4、 注意阴部清洁， 避免性生
活， 减少尿路感染机会。 注意皮
肤、 牙齿清洁， 防止皮肤感染和
牙齿龋坏。

5、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要严格
控制糖的摄入， 多食玉米、 红薯、
紫薯等高纤维食物。

6、 饮食切忌过油过腻， 以少
量多餐为宜。 营养要均衡， 补充
足量维生素。

7、 控制食盐分量。 每天食盐
控制在 3-5 克， 少食火腿、 速食
面、 快餐等盐分多的食品， 宜多
食减盐效果好黄绿色蔬菜、 海藻
类食物。

8、 经常测体重， 看水肿是否
加重。 一般理想体重为： [身高 (厘
米) -100] ×0.9， 妊娠中的体重以比
怀孕前体重增加 9-11千克最理想。

9、 定期监测肾功能。 孕早期
一月一次， 临产前一周一次。

莫鹏

������老年人如果患肾盂肾炎等泌尿系
感染， 常可导致肾功能衰竭， 进而危
及生命。 对此应引起高度重视。

造成老年人肾盂肾炎有以下原
因： 1、 老年妇女性激素降低， 阴道
口、 尿道口粘膜干燥萎缩。 尿道口邻
近阴道口和肛门等处， 极易细菌聚
集 ， 且女性尿道较短， 稍不注意卫
生， 细菌极易侵入尿道上行肾盂； 2、
一些老年人患前列腺增生、 泌尿系结
石、 泌尿系肿瘤、 输尿管畸形、 肾下
垂、 游走肾等疾病， 因排尿不畅或尿
液滞留， 细菌在尿道生长繁殖， 上行
肾盂； 3、 急性肾盂肾炎治疗不彻底，
造成反复发病； 4、 卧床不起者泌尿
系统抵抗力降低， 隐藏在尿路或侵入
尿路的细菌感染而致病； 5、 老年人
易患尿潴留， 因导尿可导致尿路感
染； 6、 患扁桃体炎、 中耳炎可引起
肾盂肾炎。

老年人预防患肾盂肾炎， 要讲究
个人卫生， 勤洗澡、 用淋浴， 勤换内
裤， 注意适当休息， 忌憋尿、 纵欲过
劳； 多饮水， 饮食宜清淡， 忌肥腻香
燥、 辛辣之品； 坚持参加力所能及的
体育锻炼， 如散步、 长跑、 跳舞、 登
山、 气功、 太极拳等； 及时治疗可诱
发肾盂肾炎的疾病。 一旦罹患肾盂肾
炎， 要及时彻底治疗。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在特定条件下， 当个体出现
免疫调节功能紊乱， 引起自身免
疫反应失控或过度增强， 会错误
地把自身成份当成外来物攻击的
现象， 产生大量针对自身成份的
抗体和活性淋巴细胞， 造成器官
和组织损伤， 被称为 “自身免疫
性疾病”。 常见的有： 系统性红斑
狼疮、 系统性坏死性血管炎、 类
风湿性关节炎 、 硬皮病 、 甲亢 、
过敏性紫癜、 干燥综合征、 自身
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溃疡性结肠
炎等。

自身免疫性疾病除了发热 、
乏力 、 皮疹 、 消瘦等全身症状 ，
病人出现多个器官或系统损害 ，
往往合并不同程度的肾脏损伤 ，
如血尿、 蛋白尿、 短期内肾功能

快速进行性下降致急性肾功能衰
竭等。 与原发性肾脏病所不同的
是， 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肾外表
现多样而复杂， 涉及多个脏器或
系统， 非常容易被误诊和漏诊。

由于病程迁延 ， 复发率高 ，
患者往往需要长期使用激素或免
疫抑制药物来达到抑制自身免疫
反应的目的， 因此在治疗中， 出
现并发症的几率很高。 定期门诊
随访、 复查， 不随意调整或停用
激素和免疫抑制药物剂量， 出现
发热、 肺部感染等情况及时就诊，
积极保持与主治医生的密切联系
对于控制疾病， 减少并发症， 提
高治疗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肾内科 俞海瑾 任红

������ “夜尿增多” 说得是夜尿量超过
白天尿量， 或者夜尿持续超过 750 毫
升。 很多人认为夜尿多是肾虚的表
现， 其实， 并不是这样， 夜尿多的原
因大致如下：

饮水过多 有些人习惯于吃夜宵、
喝啤酒， 9 点以后喝水或饮料， 当摄
入的水分过多时， 尿液自然会增多。
此种情况建议在临睡前 2 小时左右限
制液体的摄入。

年龄增长 随着年龄增长， 肾小
管的重吸收功能老化显著， 尿多会很
常见， 并非疾病。 但是， 中老年男性
要警惕前列腺增生。 过度增生肥大的
前列腺会压迫、 刺激尿道 ， 产生尿
频， 情况严重甚至可能将尿道完全压
闭， 引起尿流不畅、 尿失禁等情况。

糖尿病 糖尿病患者的尿液中过
多的糖分， 已经超出了肾小管重吸收
功能的极限， 这么多的糖使得尿液变
浓， 增高的渗透压能够将肾小管周围
的水分 “吸入” 肾小管中， 引起尿量
增多。

女性尿路感染 因为生理结构的
特点， 女性常常受到尿道炎、 膀胱炎
的困扰。 当受到炎症刺激时， 患者会
感到 “尿频、 尿急、 尿痛”， 无论白
天还是晚上， 一会儿就想去小便， 过
程中还存在刺痛感。

广西医科大学教授 吕斌

老年人
谨防肾盂肾炎

夜尿多≠肾虚

妊娠期：当心肾病来“敲门”

自身免疫性疾病会引发肾脏损害

�������女性怀孕后， 代谢产物增多， 肾脏负担增加，
可能使肾脏受到病理性损伤， 发生肾功能障碍， 且
症状比较隐匿。 对于原有肾脏疾病的妇女， 如不积
极预防， 可能造成原发病的复发和加重， 并危及胎
儿， 因此需要高度警惕。 如何正确认识、 积极防控、
科学治疗妊娠期肾病？ 火箭军总医院肾脏内科主任、
主任医师涂晓文为“准妈妈” 指点迷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