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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儿童肾脏
承德市中心医院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 慢性肾脏病已成
为威胁全世界公共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
近年来， 慢性肾脏病发病出现年轻化趋
势， 每年青少年肾病患者以 13%的速率递
增。 据统计， 全国已有超 300 万青少年肾
病 患 者 。 2016 年 3 月 10 日 是 第 11 个
“世界肾脏病日”， 今年的主题为： SAVE
THE DATE (儿童肾脏病： 尽快行动， 尽
早预防)， 旨在呼吁全社会重视肾脏病危
害， 预防肾脏病要从儿童开始。

儿童是祖国的花朵， 家庭的未来， 他们的身
心健康不仅牵动着每个家庭的幸福， 还关系着祖
国的发展。 然而儿童和成年人一样也可以患上肾
脏病， 而且还有一些肾病因没有任何症状而易被
忽视。 据调查统计， 儿童的慢性肾脏病患病率和
成人相差不多， 已接近 10%， 且有逐年升高的趋
势， 而知晓率不足 10%。

了解儿童常见肾脏病
急性肾小球肾炎： 多发生于儿童， 在发病前
1～3 周常有上呼吸道感染史， 典型表现有血尿、
蛋白尿、 浮肿、 高血压， 严重的患儿甚至会出现
肾功能不全， 也有轻症的或不典型的患儿仅有单
纯性血尿或单纯性蛋白尿， 多数患儿治疗效果较
好， 也有少数会转变为慢性肾炎。
肾病综合征： 以浮肿、 大量蛋白尿、 低白蛋
白血症和高脂血症为主要临床表现， 多数患儿对
糖皮质激素治疗效果好， 少数难治性肾病综合征
患儿会出现对激素耐药、 依赖或停药后复发的情
况。
泌尿系感染： 包括上尿路的肾盂肾炎及下尿
路的膀胱炎及尿道炎。 小女孩因其尿道短， 外阴
易污染， 更易患尿路感染。 由于小儿不会表达相
应的症状， 如尿频、 尿急、 尿痛， 家长要注意孩
子排尿异常的情况， 如果孩子伴有寒战、 发热，
要警惕急性肾盂肾炎的发生。

●●●●●

责任编辑：钟广

呵护健康 珍爱生命
—您与我们共同的责任
——

承德市中心医院
健康宣教专栏

背景资料：

本版邮箱：cdribaogg@sina.com
广告热线电话：2153600 2154087

其他系统疾病累及到肾脏引起的继发性肾
病： 如过敏性紫癜性肾炎、 狼疮性肾炎、 乙肝
相关性肾炎、 感染和肾毒性药物引起的肾损害
等。
近年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儿童的肥胖
相关性肾病、 高血压肾病也变得很常见。 此外，
还有一些少见的先天遗传性肾脏病。
各种肾病如未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 会转变
为慢性肾脏病， 病情渐进发展会导致慢性肾功能
不全， 甚至尿毒症。

呵护健康成长
陈建华

如何治疗小儿肾病

儿童肾病的治疗需要做到： 早期发现， 专科
就诊， 全程管理， 规范治疗。 在此前提下， 多数
患儿可以完全治愈， 和正常儿童一样健康成长。
首先要提醒肾病患儿的家长， 一定要带孩子
到正规医院， 在专科医师指导下进行规范治疗。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患上肾病后非常恐慌， 病急乱
投医， 耽误治疗时机， 导致孩子病情加重， 产生
更多的并发症， 甚至短期内进展为尿毒症。
儿童肾病一般需要半年或一年左右的疗程，
早期发现儿童肾脏病
接受规范治疗的多数患儿都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
孩子眼皮浮肿持续不消。 一般而言， 大家有 果， 停药后三年以上不复发才算治愈。 有些家长
时会因吃盐过多、 休息不好、 睡前喝水多等因 怕长期治疗会出现不良反应， 尤其是使用激素比
素， 晨起时出现眼皮浮肿,过 2～3 小时自然消退。 较随意， 甚至自行减量或停药， 这样做后果十分
但肾病患儿上眼皮会 24 小时持续浮肿。 若孩子 严重， 可能会使病情复发， 严重者会危及患儿生
眼皮持续浮肿或近日快速肿胀， 要注意排查孩子 命。 因此， 家长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督促孩
是否患上了肾病。
子按时按量服药， 随病情好转逐渐减量直至停
小儿尿色变红。 尿液是反映肾脏状况的“窗 药， 切不可随意停药。
口”， 正常新鲜尿清亮， 呈淡黄色， 如果孩子的
患儿肾病很容易在感染、 劳累、 用 药 不 规
尿液呈“洗肉水” 色， 一定要通过验尿弄清楚是 范、 情绪不稳定、 饮食不节制等情况下复发， 还
不是食物染色尿？ 是不是血尿？ 是不是肾小球源 需避免这些诱发因素。
性的血尿？ 肾小球源性血尿是肾炎的重要表现。
此外， 儿童血尿还常见于泌尿系感染、 泌尿系异
健康生活方式 呵护儿童肾脏
物、 外伤、 高钙尿症、 泌尿系结石、 左肾静脉压
迫综合征以及肿瘤等， 需认真排查。
教会孩子多喝白开水。 肾脏最重要的功能是
小儿尿中泡沫增多。 肾病时肾小球的毛细血 维持人体内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 排泄代谢废
管通透性增高， 血液中的蛋白质从肾脏漏到了尿 物， 充足的水分可更好地溶解身体代谢废物， 使
液中， 排尿时会产生很多泡沫且经久不去。 化验 体内垃圾经肾脏随尿液排出， 维持身体内环境平
尿蛋白阳性， 如果尿蛋白呈 3+～4+， 24 小时尿 衡。 多饮水冲淡尿液， 还能预防结石的产生。
蛋白定量大于每天每公斤体重 50 毫克， 小儿就
注意健康饮食。 摄入营养素要均衡适量， 能
可能患上了肾病综合征。
保证儿童正常生长发育及生理需要即可。 每天摄
感染性疾病。 急性肾炎、 急进性肾炎和慢性 入食物过多， 易患肥胖症、 高血压、 糖尿病、 高
肾小球肾炎急性发作常常与咽炎、 扁桃体炎、 上 尿酸血症等代谢综合征而导致肾损害， 并因代谢
呼吸道感染及皮肤感染等相关。 当患有上述感染 产物过多加重肾脏排泄负担， 日久也会导致肾损
性疾病时应检查尿常规。
害。
其他。 出现食欲减退、 恶心、 头晕、 乏力、
保持健康卫生方式。 要注意儿童的个 人 卫
皮肤瘙痒， 并有高血压、 贫血时一定要检查肾脏 生， 勤洗澡， 勤洗手， 生活规律， 避免哭闹及精
功能， 因为消化功能不好、 高血压及贫血是慢性 神刺激。 女孩子要每天用流动水清洗外阴、 换内
裤。 男孩子也要冲洗尿道口。 孩子大便后擦拭肛
肾功能不全的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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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一定要“从前往后”， 避免阴部污染。 还要避免
家长与孩子清洗外阴共用盆子、 内外衣混洗等不
良卫生习惯引起的交叉感染。
养成正确的排尿习惯。 尿在膀胱里存的太久
易使细菌繁殖， 细菌很可能经输尿管再上行感染
到肾脏。 家长要教育孩子不要憋尿。 对于婴儿，
即使使用大容量的纸尿裤也要勤换， 以免细菌在
湿热环境内繁殖而引起泌尿系感染。
预防和控制各种感染。 儿童急性肾炎大部分
是由链球菌感染所致， 感染也可使慢性肾炎急性
发作。 孩子一旦发生咽喉、 扁桃体及皮肤等 感
染， 应立即进行抗感染治疗。 尽量不去人群聚集
的地方， 避免接触具有传染性的人群， 必要时戴
上口罩。
预防和治疗过敏性疾病。 如孩子有过敏性鼻
炎、 喉炎、 荨麻疹等疾病， 说明孩子为过敏体
质， 易患肾病。 家长要注意治疗孩子的过敏性疾
病， 同时避免环境污染、 家装污染、 生活用品污
染、 速食食品添加剂、 致敏药物及特殊食物等诱
发过敏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诱发因素。
避免滥用药物。 肾脏是药物代谢和排泄的重
要器官， 药物使用不当或机体对药物敏感， 都会
损害肾脏。 尤其是抗生素及解热镇痛药， 应在医

生指导下使用， 并避免长期使用。
定期进行体格检查。 家长最好每半年或一年
左右带孩子做一次体检， 评估肾脏的项目主要包
括测量血压， 化验尿液、 肾功能， 必要时行肾脏
超声等检查， 以早期筛查肾脏疾病。 在给孩子留
尿标本时， 以清晨第一次尿最为理想。 留尿前用
温水清洗外阴， 留取中间一段至干净清洁的容
器， 避免污染， 留取后尽早送检， 最好不超过 1
小时。 90%以上的肾脏疾病通过普通尿检便可得
知。 有些人以为体检时抽血查了肾功能， 就足以
反映肾脏的健康状况， 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肾功
能项目中的“血肌酐”， 其仅轻度升高， 实际患者
的肾脏功能多已损失过半。

小常识：

易伤小儿肾脏的药物
儿童肾脏功能尚未发育完全， 因此， 药源
性肾损害特别容易发生在儿童身上。 此外， 原
已患有肾病、 过敏体质、 处于脱水状态的患儿，
更易发生药物性肾损害， 尤其是同时应用两种
或两种以上肾毒性药物时， 发生肾损害的几率
更高。 一旦发生药源性肾损害， 轻者损害肾脏，
重者可导致急、 慢性肾衰竭， 甚至可能致患儿
死亡， 家长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及时救治。
抗菌药物 抗菌药物是人们最常使用的药
物之一， 很少有人关注这些药物的毒性。 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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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常用的抗生素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肾毒性。
由于抗生素应用广泛， 由抗生素引起的急、 慢
性肾脏损害也最为常见。
解热镇痛药 此类药物有抗炎、 解热和镇
痛作用， 临床应用广泛， 但使用不当易引起急
性间质性肾炎、 慢性间质性肾炎和肾乳头坏死。
具有肾毒性的药物， 其导致肾损害的机制
各不相同， 患者发生药物性肾损害除了与药理
作用有关， 还与个体病情及对药物的敏感性等
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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