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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肾移植被公认为是治疗终末期肾脏疾病的

最理想方法。在全球肾移植器官短缺的情况下，活体

肾移植在医学界迅速开展。据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

(Organ Procurement and Transplantation Network,

UNOS)的最新资料显示，从1988年1月到2013年8月，

美国共实施了120487例活体肾移植手术,2012年活

体肾移植所占的比例为34.1％[1]。活体肾移植的开展

为大量终末期肾病患者带来生的希望，活体肾移植

的效果要远优于尸体肾移植。同时随着腹腔镜技术

的应用，提高了供肾的质量，使供体愿意，受体更容

易接受捐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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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Groot等D3]在采用回顾性研究探讨肾移植供者生

活质量下降与术前暴露因素的关系中发现，供者疲

乏感出现的水平高，社会参与性水平低。在心理健

康问题上，国内部分供者可能会表现轻度焦虑倾

向[7,14-15]，这可能与国内社会对供者经济和精神支持

不足有关。

1．2活体肾移植供者生活质量与术前的比较

因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移植术前及术后不同时

期供者生活质量具有不同的统计学特征。Garcia等m1

采用MOS SF．36调查了50名活体肾移植供者术前与

术后3个月、术后1年的生活质量，结果显示供者术后

的生活质量得分高于术前水平．但在术后3个月的生

理领域得分低于术前水平。且52％的供者表示与术

前相比．自尊得到极大提升，生活质量得到了改善，

所有的供者都表示愿意再次捐献并且鼓励肾捐献。

这一情感在Clemens等[10 3的研究对象中也有表述。然

而也有研究[17-19]与此结果之间有一定差异。狄桂萍

等[173采用MOS SF一36对其术后长期生活质量进行评

价，与术前比较，术后1个月生活质量明显下降。随着

供肾时间的延长，术后1年除躯体疼痛外的其他维度

及术后5年各维度得分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Kroencke等H81采用MOS SF一36进行的研究也

显示．供者术后3个月的生理领域得分低于术前水

平，但术后1年生活质量与术前水平无差异。然而国

内宋振兰等¨9]采用MOS SF．36对52名亲属活体肾移

植供者生活质量的随访研究显示．供者术后3个月及1

年的生活质量与术前相比没有差异。各研究之间关于

术后1年内生活质量与术前水平比较的结果存在一定

的差异．可能与各研究间选取的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

差异有关：在一些样本量较小的研究[16-17,19]中．结果可

能具有偶然性。同时，从研究结果的趋势来看，供者术

后长期生活质量与术前水平相比不存在差异。

1．3不同手术方式活体肾移植供者的生活质量比较

到目前，已有不少学者评估和比较腹腔镜和开

放性肾切除术后供者的生活质量。Dols等[203采用

MOS SF．36量表对100名接受腹腔镜(1aproscopic

donor nephrectomy．LDN)和小切口开放性(mini-incision

open donor nephrectomy，MIDN)肾切除术后供者的

长期生活质量进行了随机对照研究．发现在随访后

1年中，接受LDN肾切除术后的供者在生理功能、精

力、社会功能及情感职能等维度的得分高于MIDN．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在其长期随访中发现，两组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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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生活质量各维度得分最后都回到了基线水平。

在Clenmens等⋯的系统综述中，有10篇研究对接受

腹腔镜和开放性。肾切除术后供者的生活质量进行了

比较，发现接受两种术式后的供者生活质量水平无

差别。与健康人群相比，两组供者在SF．36各个维度上

的得分均高于健康人群。随后在Clenmens等[10]长期随

访报告中显示．采用LDN肾切除手术后的供者在精

神健康领域的得分与开腹手术无差别。

2活体肾移植供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

2．1供者的年龄

由于不同年龄段的供者在家庭及社会上承担的

责任不同，肾移植术后回归社会的时间也不同，这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供者的生活质量。Giessing等[5]

发现年龄在31~40岁的供者生活质量在MOS SF．36各

维度上的得分都低于德国健康人群水平，但是仅仅

躯体疼痛和活力维度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

Fehrman—Ekholm等[211的研究相似，瑞典年轻供者的

生活质量得分偏低，23％认为手术给其生活带来了

困扰。Klop等陋1在对老年。肾移植供者生活质量的随

访研究中发现，老年供者(／>60岁)相比于其他供者

在术后恢复得更快。手术后1个月、3个月，老年供者

躯体疼痛、生理职能及活力维度的得分高于其他供

者。年轻供者生活质量偏差可能与其是家庭经济的

主要来源者，因而不得不提早进人工作岗位有关。然

而雒启东等∞1对肾移植供者术后生活质量及其影响

因素的横断面研究中却发现．MOS SF．36量表的8个

维度得分与年龄呈负相关。这些研究均采用MOS

SF．36调查供者生活质量．研究结果之间存在差异可

能与社会福利情况不同及文化差异有关。

2．2供者的性别

国内雒启东等∞3报告生活质量的8个维度中，男

性供者在生理功能、精力和一般健康状况上的得分

要显著高于女性供者．并且男性供者焦虑自评得分

均低于女性供者，说明女性供者更易焦虑，可能与女

性本身身体健康相对较差，以及更易受情绪及环境

影响有关。然而Giessing等陋1表明供者生活质量优于

健康人群，与性别无关。男性供者在6个维度上得分

高于健康人群而仅只在一般健康状况维度上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女性供者在7个维度上高于健康人群．

其中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及一般健康状况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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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术后时I司

de Groot等E131的回顾性研究发现生活质量是不

受术后时间段影响的，术后时间<5年，5～10年，>10年

的生活质量平均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一些

研究中，术后时问会对供者生活质量各维度产生一

定的影响[3,17-18]。Kroencke等H81在对肾移植供者生活

质量的研究中发现，供者术后3个月内的生理健康总

得分低于1年后得分．而在精神健康及焦虑和抑郁上

无差别。狄桂萍等[17]应用MOS SF一36对活体肾移植

供者进行的长期随访调查发现，供者术后1个月生活

质量低于1年及5年后的生活质量。在英国Lumsdaine

等[31对活体肾移植供者生活质量的纵向调查中发

现，术后6个星期心理领域与生理领域得分低于术后

1年的得分，但社会和环境领域得分没有变化。虽然

供者在术前经过严格评估，但手术本身是一种创伤．

术后应激会影响其躯体健康、生命活力及社会功能，

从而导致生活质量下降。随着供肾术后时间的延长，

生活质量逐渐提高[17]。

2．4供受体的关系

Garcia等m1与Kroenke等[173的研究中．采用MOS

SF．36量表测量得出与受体具有亲属关系的供者躯

体健康和精神健康的得分都优于非亲属供者。国内

周晓军等Ⅲ3在分析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时也发现，

亲属活体肾移植的供者生活质量优于非亲属供者．

其中以配偶之间供肾者生活质量得分最高，可能与

夫妻供肾受其他社会关系的影响较少有关。而在其

他文献[5，131中，供者生活质量不受供受体关系的影

响。在雒启东等㈤的报告中，供受体关系越亲密，生

活质量反而越差。这可能是由于国内供受体关系越

亲密，供者越关心受者的身体状况，使供者承受更大

的压力，从而影响生活质量。

2．5手术并发症

已报道的并发症主要有以下类型：新发高血压、

高脂血症、糖耐量异常、股骨头坏死、切口感染、肾上

腺损伤、。肾窝血肿等Etl,25]。

在Giessing等口3的研究中，供者并发症发生率较

高，且对供者的生活质量具有重大影响。在研究中，

具有手术并发症的供者MOS SF一36各维度得分明显

与其他供者不同，以生理功能、社会功能、情感职能

和精神健康维度表现更明显。此研究中较高的并发

症发生率可能与其纳入的研究对象多为早期采用开

放性肾切除术且切口位置为肋骨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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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受体的手术效果

在Clemens等[101的纵向研究中．受者的移植结果

对供者不产生影响，即受者移植出现负性效果(死亡

或移植失败)的供者与受者移植结果良好的供者之

间的生活质量总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然而在

Giessing等瞪1的研究中，德国供者术后生活质量与受

体的移植效果有着强烈的联系．受体移植后出现移

植失败或死亡会对供者的生活质量增加10倍负性

影响，除外生理功能维度。Garcia等m1采用横断面设

计，发现只有与受体有亲密关系的供者会因受者的

术后死亡而出现生活质量的下降。国内也有研究者[81

报道供者的心理状况与其配对受者的手术成功与

否、移植肾的功能及受者的健康状况有关。各研究者

的研究方法学不同．Clemens等“伽采用的是纵向研究．

而其他研究[5,8,163采用的是横断面研究．且在各研究

中，供受体之间关系及受体术后负性效果出现频率

的不同，使得研究结果仍然存在着争议。

2．7 其他

综合近年有关供者方面的生活质量评价文献，

影响因素还包括：供者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

社会及家庭支持等。在de Groot等”31的研究中发现，

躯体健康的下降与术前高体质指数和吸烟史有关，

精神健康的下降可能与术前的高期望有关，但因是

回顾性研究，故不能确定其因果关系。在狄桂萍[173长

期生活质量的研究中还发现．后悔供肾组生活质量

低于愿再供肾组。段秀英等∞1通过现象学研究法对

10名供者进行深入访谈．发现肾移植供者在整个移

植过程中感受到的压力来自于多方面，同时也体验到

了家庭和社会的支持是其最大的安慰。Tong等∞3对肾

移植供者情感体验的质性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综述，

发现在恢复的过程中，供者需经历身份、角色、人际关

系的重塑。因而．在供者恢复过程中应给予有效的支

持，使得供者能顺利地恢复健康及平衡其双重身份，

即患者与照顾者。在Tong等㈤的另一篇关于商业化肾

移植供者情感体验的质性研究文献的系统综述中，发

现肾移植供者在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幸福感方

面的体验都下降了，他们失去了自尊、友谊、希望。因

此希望在大力提倡活体肾移植的前提下，还应杜绝商

业化的。肾移植。

3 小结

目前国内外关于肾移植供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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