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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微炎症状态的影响

蔡良章 (信阳市中医院血液透析室，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微炎状态的影响。将2  014年5月~2016年5月于我院行维持

性血液透析的72例患者随机分为A组和B组，每组36例，A组患者予血液透析及常规治疗，B组患者于A组基础

上联合血液灌流治疗，治疗结束后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及两组患者间其微炎症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治疗前

两组患者其各指标水平均无明显差异，且治疗后A组患者其各因子水平变化无明显差异，比较间均无统计学意

义 (P>0.05)，观察组CRP、IL-6、TNF-α水平较治疗前降低，SCr、Bun较治疗前升高，且与对照组治疗后存在明显

差异，比较间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可明显降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CRP、IL-6及

TNF-α等炎性因子水平，可较好的改善其  微炎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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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的不断增加，其需长期

维持血液透析患者也逐渐增多［1］。血液透析是终末肾功能衰

竭患者目前临床上 有效的替代治疗法。随着血液净化技

术的不断成熟，终末肾功能衰竭患者其生存率逐渐延长，

但仍有不少临床资料表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其预后效果

尚不理想［2］。由于终末期肾病患者自身肾功能的丧失，长期

进行血液透析会产生微炎症状态、钙磷代谢紊乱等严重并发

症。目前，临床上对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其预后不良的确

切原因尚不十分了解，但有资料报道其与患者体内长期存在

微炎症状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故如何改善长期血液透

析患者其体内微炎症状态是目前临床上一个值得重视的问

题［3］。本文通过观察采用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的需维

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相关炎 症指标的变化情况，探讨血液透

析联合血液灌流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微炎状态的影响。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4年5月~2016年5月于我院行维持

性血液透析的72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42例，女30
例，年龄25~52(38.64±8.36)岁，随机将其分为A组和B组，

每组36例。其中原发病糖尿病肾病18例，高血压肾病26例，

慢性肾小球肾炎16例，良性小动脉肾硬化8例，梗阻性肾病4
例。纳入标准：（1）均符合需维持性血液透析额透析特征［4］；（2）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3）患者及患者家属均知情同

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伴有原发性心、脑、肝及

肺等器官系统疾病；（2）存在肺部或全身感染等疾病；（3）入院

前2月使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者；（4）自愿退出研究者。

出率高达 90.32%，此项研究结果明显高于普通人群筛查结

果。原因可能是本研究对宫颈异常患者首先进行 TCT检查，

当发现有异常情况后，再进行HPV检查，使得HPV阳性检出

率较高。本研究发现，TCT联合HPV检测HSIL、SCC阳性率

高达100%。与郭美兰［5］报道结果相似。说明随着宫颈病变程

度的增加，TCT联合HPV的检出率明显提高。因此，加强对

年龄≥30岁女性的宫颈癌筛查力度，可降低宫颈癌发生率。

此外，临床应对 ASC疾病引起高度重视，其是妇女常见的宫

颈异常现象，随着病情进展，易发生宫颈癌。LSIL也是临床

常见的宫颈异常现象，HPV阳性率较高，易发展为宫颈癌。

针对此类患者，可进行阴道镜活体检测，而阴道镜检查阴性

者，应密切随访。本研究也显示，TCT联合HPV检测特异度、

灵敏度、准确率明显高于任何单一检测方法，与孙爱密［6］报

道结果相似。本研究认为，TCT、HPV两种检查方法不能相

互替代，采取联合检查的方式，有效弥补相互之间存在的不

足，可提高其检出率。

综上所述，在子宫颈病变筛查中，采取TCT联合HPV检

测的特异度、灵敏度均较高，同时可提高其诊断准确率，可

作为宫颈癌筛查的 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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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方法 选取2014年5月~2016年5月于我院行维持性

血液透析的 72例患者，随机将其分为 A组和B组，每组36
例，A组患者予血液透析及常规治疗，B组患者于 A组基础

上联合血液灌流治疗，治疗前后所有患者均行C-反应蛋白

(CRP)、白介素 -6(IL-6)、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血清肌

酐 (Scr)及血清尿素氮 (Bun)水平。

1.3 观察指标 治疗3周后比较两组患者间及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其 CRP、IL-6、TNF-α、Scr及Bun水平变化情况。检

测方法：所有患者在检测当天于空腹状态下抽取静脉血液

3m后予抗凝保存，以300r/min速度分离血清，采用免疫比

浊法测定CRP，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 SCr、Bun，采用

ELISA 法检测 IL- 6、TNF-α水平，试剂盒均由宁波美康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进行操作。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包处

理，计量资料通过平均数±标准差 ( ±s)表示，采用 t检验，

计数资料通过率 /构成比表示，采用χ2 检验，以P<0.05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及

透析时间等一般资料比较上午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n 性别

(男 /女，例 )
年龄

(岁 )
病程

(年 )
透析时间

(年 )
A组 36 20/16 37.86±8.26 3.64±1.20 2.56±1.02
B组 36 18/18 38.20±8.28 3.86±1.24 2.68±1.08
t/χ2 0.223 0.174 0.765 0.485

P 0.637 0.862 0.447 0.629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指标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

者其各指标水平均无明显差异，且治疗后A组患者其各因子

水平变化无明显差异，比较间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观

察组CRP、IL-6、TNF-α水平较治疗前降低，SCr、Bun较治

疗前升高，且与对照组治疗后存在明显差异，比较间具有统

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指标水平比较( ±s)

 n CRP(mg/L) IL-6(ng/L) TNF-α(pg/ml) Scr(mmol/L) Bun(u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A组 36 16.28±3.20 15.98±3.18 16.28±4.32 15.96±3.30 162.32±32.26 161.94±32.24 764.24±86.32 764.86±86.32 28.36±6.58 28.94±6.58
B组 36 16.32±3.24 9.08±2.12a 16.32±4.34 8.86±2.36a 162.64±32.26 102.36±20.32a 764.36±86.34 823.24±88.64a 28.64±6.60 32.56±7.08a

t 0.053 10.832 0.039 10.500 0.050 9.380 0.006 2.861 0.180 2.472
P 0.958 <0.001 0.967 <0.001 0.960 <0.001 0.995 0.006 0.858 0.028

注：a与治疗前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微炎症状态在临床上属于一种非病原微生物感染所引

起的、循环中以炎症标志蛋白CRP及炎症细胞因子 IL-6及

TNF-α等持续轻度增高为主，导致各种并发症的低强度、

慢性进展的非显性炎症状态。该症状具有一定的隐匿性和持

续性，主要原因可能为患者自身肾脏功能的衰竭，对炎性因

子的清除能力下降，当机体受到各种微生物、内毒素、免疫

复合物以及补体刺激时，增加了促炎因子的释放，进而引发

的全身慢性炎症反应，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既往大量临

床资料表明，长期性血液透析患者，其透析液的内毒素及产

物易通过透析膜而进入体内的血液循环中，加大了患者机

体受刺激的风险，进一步促进了炎症状态的发生和发展［5］。

而近年来，随着血液透析技术的不断成熟，不少研究报道提

出，需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治疗的患者采用血液透析联合血液

灌流对其微炎状态的改善具有明显的临床效果［6］。血液透析

一种较为成熟有效的治疗终末期肾病的临床方法，普通的

低通量透析对清除患者体内 Scr及Bun等小分子毒素具有良

好效果，但在清除如CRP、IL-6及TNF-α等炎性因子上其

效果不佳，本研究结果表明，使用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

疗后的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其CRP、IL-6及TNF-α较治疗

前明显降低，且与单独采用血液透析患者比较，其治疗后的

CRP、IL-6及TNF-α等因子水平明显较低，符合既往研究

报道［7］。

综上所述，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可明显降低维持性血

液透析患者的CRP、IL-6及TNF-α等炎性因子水平，可较

好的改善其微炎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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