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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过敏性紫癜 （HSP）是以全身小血管炎为主要病变的
血管综合征 ，近年发病呈上升趋势 。我院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５年 ５月对 ２０８例 HSP患儿应用血液灌流（HP）进行辅助
治疗 ，取得较好效果 ，现分析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收治的重症 HSP患儿 ２０８例 ，其

中男 １３３例 ，女 ７５例 ，年龄 ３ ～ １５岁 ，平均 ８ ± ２ ．５岁 ，所有患儿

临床表现均有重型皮疹 、腹痛 、肉眼血便 。

２ 　治疗方法 　 ２０８例患者均给予禁饮食 、抗炎 、抗过敏 、抗

凝及对症支持治疗 ，在此基础上采用珠海丽珠医用生物材料有

限公司生产的 HA２８０血液灌流器选用单针双腔留置导管于股
静脉建立临时血管通路（体重 ≤ ２０kg 的患儿选用 ８F深静脉置
管 ，体重 ＞ ２０kg 的患儿选用 １１ ．５F 深静脉置管）进行辅助治

疗 。治疗前 ，先用 ５ ．０％ 葡萄糖注射液 ５００ml冲洗灌流器 ，流量

为 １００ml／min ；同时用手轻拍灌流器以排除气泡 ，继以 ０ ．９％ 的

氯化钠注射液 ３０００ ml（内含肝素 ９０mg）冲洗灌流器和管路 ，流

量为 ２００ ～ ３００ml／min ；再将肝素 １００ mg 加入 ０ ．９％ 氯化钠注

射液 ５００ ml ，以 ２００ ml／min闭式循环 ２０ min ，尽量将细小微粒
冲洗 ，充分湿润活性炭的炭粒 ，以保证灌流器充分肝素化 ；最后

用 ０ ．９％ 氯化钠注射液 ４００ml冲净管路高浓度肝素 。血液灌流

时间为 １２０min ，血流量为 １００ml／min ，治疗开始时引血流量为
６０ ～ ９０ml／min ，将预冲液不放掉直接接在静脉回流端 ，体重小

于 ３０kg的患儿治疗开始时给予生理盐水 ５００ml快速静点 ，以

保持血容量的平衡 。采用 １００ml０ ．９％ 氯化钠注射液回血 。灌

流期间以肝素作为抗凝剂 ，普通肝素剂量首剂 ０ ．５ ～ １ ．０mg／
kg ，维持剂量 ０ ．３ ～ ０ ．５mg／kg ．h ，灌流时间相距 ２４ ～ ４８h 。

结 　果

２０８例患儿共行血液灌流治疗 ６６３例次 。其中 １８例行血

液灌流 ５次 ，１８７例行血液灌流 ３次 ，皮疹逐渐消退 ，腹痛及血

便消失 ，配合消炎 、抗过敏治疗 ，于 １０ ～ １４d病情痊愈 。 ２例血

液灌流 ５次 ，效果不佳 ，加用免疫球蛋白 ４００mg／kg · d静点 ，连

用 ５d ，康复新保留灌肠 ，３０d后康复出院 。 １例在第 ２次血液灌

流时过敏反应严重 ，被迫中止治疗 。

讨 　论

过敏性紫癜是小儿常见疾病 。其发病机制主要是 T 、B淋
巴系统功能紊乱而致［１］

。目前尚无特效治疗方法 。本研究结

果显示 ：经血液灌流治疗后患儿临床症状改善明显 ，说明血液

灌流有很好的临床使用价值 ，与国内相关研究一致［２ ，３］
。血液

灌流是借助体外循环将患儿血液引入到装有固态吸附剂的容

器中 ，并在此容器中完成毒物清除的过程 ，使患儿的血液得到

了净化 ，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 。

患儿在 HP治疗前采用治疗方法多 ，但临床效果欠佳 ，对

于 HP治疗 HSP了解的甚少 ，表现出既愿意又恐惧的心理 ；同

时还因血液灌流前需进行静脉置管 ，属于有创性操作 ，患儿的

恐惧心理持续在这一操作过程中 ，放大了对疼痛的感觉 ；再是

家长及周围人对医疗操作的担忧 ，会加重患儿的恐惧心理［４］
。

因此 ，我们在血液灌流前对患儿及家长应详细介绍治疗方案 ，

安排患儿及家长在血透室外观摩 ，使患儿及家长充分了解血液

灌流过程 ，减轻恐惧和焦虑感 ，以积极的心态配合治疗 。

为了保证血液灌流机器的正常运转 ，设专人观察机器运转

是否正常 ，管道连接是否紧密可靠 ，并保持最佳通畅位置 ；灌流

期间给予患儿心电 、血压监测 ，每 ３０min检测一次患儿的体温 、

心率 、呼吸 、血压变化 。由于血液灌流会使体外循环血容量增

多 ，易出现心率加快 、血压下降现象 ；另外 ，由于吸附剂血液相

容性差 ，易出现过敏现象 。本组体重 ＜ ３０kg 的患儿在治疗开
始时给予生理盐水 ５００ml静点预防低血压 ，大多数效果良好 。

夏季不开空调 ，春秋冬季将室内温度调至 ２４ ～ ２６ ℃ ，加盖毛毯 ，

所有患儿未发生低体温 。因血液净化过程中需要使用大剂量

肝素 ，特别是使用 ８F深静脉置管的患儿 ，由于导管细 ，往往血

流不佳 ，需要加大肝素用量 ，可使患儿出现不同程度的留置导

管周围出血 、渗血或血肿形成 ，应严密观察 。本研究在 ６１ ～

１２０min时段出现股静脉置管处渗血 ２０例 ，血液灌流结束后给

予压迫止血 、鱼精蛋白 １ ∶ １中和肝素 ，同时静脉滴注血凝酶后

渗血停止 。血液灌流过程中 ，密切观察管路血液颜色及静脉压

变化 ，如血液颜色变黑 ，静脉压过高 ，有凝血的可能 。本研究 ２

例因血流不畅而发生静脉壶凝血 ，给予更换管路 ，加大肝素剂

量后完成治疗 。

进行血液灌流 ，尤其是小龄儿初次血液灌流时 ，患儿与亲

人隔离 ，恐惧心理最强 。因此 ，血液灌流过程中护士应多抚触

患儿 ，采用讲故事 、看电视等方法分散患儿注意力 ；同时让家长

站在血透室门口与患儿对话 ，减轻患儿恐惧心理 。

治疗后应做好穿刺部位的护理 。穿刺部位使用 ３M 透明
敷料 ，每天更换 ，如有出血或渗液及时更换 。也可将回抽血液

注射在纱布上 ，检查是否有血栓 ，无血栓后先用生理盐水 １０ml
封管 ，最后再用 ０ ．０３ml肝素 ＋ １ ．５ml 生理盐水正压脉冲式封
管 。在治疗过程中应观察紫癜消退情况及腹痛 、血便改善情

况 。在血液灌流期间 ，应指导患儿卧床休息 ，指导家长抬高并

按摩患儿置管肢体 ，促进血液循环 ，防止血栓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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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心病是内科常见的心血管疾病 ，临床研究已经证实 ，冠

状动脉造影术被认为是诊断冠心病的常用方法 ，冠状动脉球囊

扩张（PTCA）和支架植入术（PCI）能明显改善冠心病患者的预
后 ，提高其生活质量及生存率［１］

。过去此项技术往往主要在中

心城市的三级医院开展 ，县乡和地市级较少开展 ，故可能延缓

救治及增加患者经济负担 。韩城市人民医院于 ２０１３年 ３月至

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成功开展了该项技术 ，诊治 ６０３例临床观察报道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３年 ３月至 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在韩城市人

民医院心内科住院 、PCI术治疗患者 ６０３例 ，其中男 ４２０例 ，女

１８３例 ，年龄 ３０ ～ ７９岁 。病因 ：陈旧性心肌梗死 １３６例 ，心绞痛

１８１例 ，无症状患者 １０８例 ，急性心肌梗死 ８６例 ，缺血性心肌病

型的 ７２例 ，心律失常 １０例 。

２ 　治疗方法

２ ．１ 　术前准备 ：包括临床资料收集和检测 ，术前不禁饮 。

２ ．２ 　穿刺方法 ：简而言之 ，选右桡动脉 ，局部麻醉后穿刺

入针操作 ，并使用肝素等抗凝 ，术中采用造影剂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机观察影像 。

２ ．３ 　术后处理 ：术毕加压包扎及心脏监护室 （CCU ）监护
１２ ～ ２４h ，支架植入后服波利维 、阿司匹林 、立普妥和抗心绞痛

药物 。

３ 　判断标准 　冠脉造影时 ，采用直径法表示狭窄程度 ，分

为 ０ ～ V级［２］
。

结 　果

１ 　 一般情况 　本组 ６０３例 ，冠状动脉狭窄临床情况 ：０ ～

V级分别为 ：１０１例 、２３例 、３０例 、２０７例 、２０１例和 ４７例 。冠脉

达 Ⅲ级狭窄以上 ４４７例 ，阳性率为 ７４ ．１％ （４４７／６０３） ，其中单支

病变 ３０７例 ，双支病变 ９８例 ，三支病变 ４９例 。 ４２５例心梗缺血

性心肌病变 ，有 ３８６例（９０ ．８％ ）出现阻塞性血管病灶 。

２ 　 PCI的结果 　 PCI 处理病变 １３６ 处 （其中前降支 ６９

处 、旋支 ３２处 、右冠 ３６处） ，植入支架 １２５枚（前降支 ６９枚 ，旋

支 ２５枚 、右冠 ３１枚） ，治疗好转达 ９８ ．８％ ，术后随访 １年内 ，其

中 ２例患者有再发胸前区不适 ，心肌缺血部位与原干预血管供

血部位一致 ，考虑再狭窄 ；２例出现前臂水肿 ，未作处理痊愈 ；２

例出现血下淤血 ，经弹力绷带常规加压包扎后好转 ；１例因穿刺

部位血肿机化刺激引起上肢疼痛 ，经理疗及硫酸镁湿敷好转 ，

所有病例均无手部缺血症状 。

讨 　论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临床分型可分为五型 ，目前

冠状动脉造影（CAG）仍是目前临床诊断冠心病和用于指导介
入治疗的重要方法［ ３ ］

。经桡动脉行冠状动脉造影术和支架植

入术（PCI）逐步成为临床中诊断治疗冠心病的简便实用的方
法 。本组 CAG的阳性率达 ７４ ．１％ ，其中急性心梗 ，陈旧性心肌

梗死患者 、缺血性心肌病患者阳性率为 ９０ ．８％ ，说明心肌梗死

病人绝大多数存在冠状动脉狭窄 ，说明详尽的的病史采集是冠

心病诊断的可靠基础 。我院开展的 PCI的成功率达 ９８ ．８％ ，说

明部分基层医院具备开展冠脉介入的能力 。同时 ，文献报道 ，

PCI术后应该对应开展相应的药物治疗 ，如尼可地尔等 ，有助

于疾病的恢复［ ４ ］
。随着诊疗经验 、技术的积累和介入设备和

方式的改进 ，基层医院具备开展经桡动脉手术顺利开展的条

件 。因选取桡动脉作为进针部位 ，优点有软组织少有神经和复

杂血管 ，并发症多的患者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

总之 ，经桡动脉径路行冠心病介入诊疗是一种在基层医院

可以应用的适宜技术 ，手术损伤小 ，安全性和成功率较高 ，严格

掌握手术适应症 ，可以安全 、有效进行经桡动脉冠心病介入术

诊断与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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