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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毒症是肾病患者发展到终末期的

表现。尿毒症患者多采用血液透析进行

维持治疗。尿毒症患者发生顽固性高血

压的概率非常高，会进一步加重患者病

情。尿毒症顽固性高血压患者通常采用

血液透析进行治疗，但此种方式对患者

血压的控制效果并不理想。随着研究不

断深入，研究发现，血液透析联合灌流

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血压水平[1]。本研究

收治尿毒症顽固性高血压患者64例，给

予血液透析-灌流串联治疗，治疗效果显

著，现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2014年2月-2015年2月收治尿毒症

顽固性高血压患者64例，随机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每组32例。观察组年龄

45～67岁，平均年龄(53.6±12.8)岁；高

血压平均病程(6.3±2.7)个月；尿毒症平

均病程(1.5±0.6)年；平均舒张压(101.2±

3.4)mmHg， 平 均 收 缩 压 (152.3 ± 4.1)

mmHg；男19例，女13例。对照组年龄

45～67岁，平均年龄(53.3±12.2)岁；高

血压平均病程(6.4±2.3)个月；尿毒症平

均病程(1.4±0.7)年；平均舒张压(101.5±

3.3)mmHg； 平 均 收 缩 压 (152.7 ± 4.3)

mmHg；男18例，女14例。两组患者一般

情况、病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本研究通过医学伦理学会审批。

方法：对照组给予血液透析治疗，

建立透析通道，采用血液透析机进行治

疗，透析量500 mL/min，每周透析2～3

次，每次透析时间4.5 h。观察组采用血

液透析-灌流串联方式进行治疗，建立透

析通道，患者血液透析量 500 mL/min，

串联灌流机，首先注入5%葡萄糖注射

液，而后注入肝素30 mg，逐渐增加肝素

注射量至45 mg，增加速度10.0 mg/h，每

周治疗2～3次，每次透析时间4.5 h。

效果观察：对患者治疗后血压改善

水平进行调查，包括患者舒张压和收缩

压。

评估指标：舒张压＜90 mmHg为正

常，收缩压＜140 mmHg为正常。

统计学方法：本研究数据采用SPSS

17.0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

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P＜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两组治疗后血压水平比较：观察组

与对照组治疗前舒张压、收缩压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

疗后舒张压(80.4±4.2)mmHg，收缩压

(141.8±5.6)mmHg。观察组治疗后收缩

压、舒张压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治疗后收

缩压、舒张压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讨 论

尿毒症患者随着疾病的发展，病情

会逐渐加重，且容易出现其他合并症，

最常见的是顽固性高血压。顽固性高血

压以肾素依赖性高血压为主，疾病发生

机制主要为肾素分泌量增加导致患者内

皮细胞损伤，而细胞内皮细胞受损后会

释放大量的内皮素，导致肾脏供血量持

续下降，引发肾脏缺血缺氧，进一步促

进病情恶化，最终引发高血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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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血液透析-灌流串联治疗尿毒症血透患者顽固性高血压的疗效。方法：收治尿毒症血透顽固性高

血压患者64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给予血液透析治疗，观察组给予血液透析-灌流串联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后血

压水平。结果：观察组治疗后收缩压、舒张压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血液透析-灌

流串联能够有效降低尿毒症血透顽固性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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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肱骨髁间骨折损伤严重，治疗难度

大，若不尽早给予科学的干预则可能影响肘

关节功能的恢复，严重降低患者的生活质

量。因此，肱骨髁间骨折的治疗一直是骨科

临床研究的重点课题[5]。目前手术治疗被

认为是治疗肱骨髁间骨折的首选方式，手

术的目的在于恢复解剖位置、固定稳定，

促使患者肘关节功能最大限度地恢复。研

究显示，手术入路的选择与术后功能锻

炼、术中骨折复位操作密切相关，即良好

的手术入路方式可为手术的成功奠定基

础，能够为复位与内固定创造好的条件[6]。

肱三头肌舌状瓣入路与尺骨鹰嘴截

骨入路是当前应用较多的入路方式，本

研究结果显示，经尺骨鹰嘴截骨入路治

疗的临床疗效显著更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这表明在治疗肱骨髁间骨折中经

尺骨鹰嘴截骨入路更具优势。笔者经总

结相关研究结果，认为这两种入路方式

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显

露部位不同：肱三头肌舌形瓣入路对肘

关节前方与远端的显露较差，难以保证

关节面的解剖复位，因而极易导致复位效

果差。而经尺骨鹰嘴截骨入路能充分暴露

肱骨远端关节面，使术者能够更加直接地

观察到骨折端的损伤情况，操作更方便，

利于达到理想的解剖复位效果[7]。②愈合

方式不同：经肱三头肌舌形瓣入路术中

要切断肱三头肌肌腹，肌纤维愈合速度

慢，而且愈合后也可能存在广泛黏连，

一定程度上会对肘关节功能的恢复造成

影响。而经尺骨鹰嘴截骨入路则不会出

现关节周围的黏连，肘关节功能恢复效

果更优[8]。总之，笔者认为在治疗肱骨髁

间骨折时，应根据患者骨折的形式，为

其选择合适的入路方式，以确保能够达

到最佳的骨折复位效果。

综上所述，肱骨髁间C型骨折实施

经尺骨鹰嘴截骨入路治疗术后肘关节功

能恢复更佳，疗效更优，值得临床重视

并予以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 林滢宇.不同手术入路治疗肱骨髁间骨折

临床效果比较[J].宁夏医科大学学报,2013,

35(3):329-330.

[2] 欧阳斌,郑强.经尺骨鹰嘴截骨入路与肱

三头肌舌状瓣入路治疗肱骨髁间骨折

的对比研究[J].浙江创伤外科,2012,17(1):

13-16.

[3] 吴永伟,殷渠东,陆尧,等.三种手术入路内

固定治疗肱骨髁间骨折效果分析[J].中国

骨与关节损伤杂志,2010,25(9):825-826.

[4] 王日光,周世泰,李众,等.三种手术入路治

疗肱骨髁间骨折的疗效研究[J].黑龙江医

药科学,2011,34(3):103-104.

[5] 戴国达,蔡建平.经尺骨鹰嘴截骨入路双钢

板固定治疗肱骨髁间骨折临床疗效观察

[J].中国美容医学,2010,19(2):89-90.

[6] 吴琦明,李建斌,张利,等.两种手术入路治

疗肱骨髁间骨折临床疗效分析[J].海南医

学,2016,27(4):634-636.

[7] 田大为,刘娜,谢祥仁,等.肱骨髁间骨折三

种手术入路的临床疗效比较[J].中国实用

医刊,2013,40(9):1-3.

[8] 沈成,邵镇文.经尺骨鹰嘴截骨入路双钢板

治疗肱骨髁间骨折的临床疗效分析[J].国

际医药卫生导报,2013,19(2):189-191.

表1 两组手术疗效对比

组别 例数 优 良 可 差 优良率(%)

研究组 41 22 13 4 2 85.4*

对照组 41 14 12 9 6 63.4

注：相比于对照组，*P＜0.05。

尿毒症患者一旦并发高血压则需要

进行联合治疗，如果单纯治疗尿毒症而

不控制血压则很难取得理想的治疗效

果。但透析治疗会导致患者血压稳定性

下降，诱发疾病进展为顽固性高血压，

增加了疾病治疗的难度[5，6]。且传统的血

液透析治疗不能够清除患者体内的毒性

物质，如大分子物质、蛋白结合毒素

等。而灌流治疗则不同，灌流治疗能够

与血液透析互补，清除患者体内的毒性

物质，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高血压

水平，控制病情进一步恶化。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采用了联合治

疗，治疗后舒张压(80.4±4.2)mmHg，收

缩压(141.8±5.6)mmHg；观察组治疗后收

缩压、舒张压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患者

治疗后血压并无明显改善。这表明血液

透析-灌流串联在尿毒症血液透析顽固性

高血压患者中的治疗效果更理想，患者

高血压水平改善程度也非常理想。姜明

霞的调查研究显示，观察组的总有效率

(90.6% ) 显 著 高 于 对 照 组 (71.9% ) (P＜

0.05)，观察组患者舒张压、收缩压明显

下降[7]。本研究结果与其研究结果基本相

符。进一步证明血液透析-灌流串联在尿

毒症血液透析顽固性高血压患者中的治

疗效果更理想。

综上所述，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并

发顽固性高血压的概率非常高，血液透

析-灌流串联能够更好地清除患者体内毒

性物质，降低血压水平，是一种有效的

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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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治疗前后血压水平对比(x±s，mmHg)

组别
舒张压 收缩压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101.5±3.3 98.3±2.6 152.7±4.3 149.3±3.7

观察组 101.2±3.4 80.4±4.2 152.3±4.1 141.8±5.6

P ＞0.05 ＜0.05 ＞0.05 ＜0.05

t 0.35 20.49 0.38 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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