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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连续性血液滤过、血液灌流联合治疗对长期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疗效和炎性因子的影响。方法

收集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入院的 80 例长期血液透析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对照组给予

连续性血液滤过治疗，实验组则加施血液灌流，比较两组患者疾病相关参数、总体治疗效果与炎症因子。结果 实验组治疗

后体温、心率、呼吸频率、白细胞、血红蛋白、谷丙转氨酶( ALT)、谷草转氨酶( AST)、血总胆红素( TB)、血肌酐、尿素氮、血钠、
降钙素原( PCT)、C 反应蛋白( CＲP)、肿癌坏死因子－α( TNF-α)、白细胞介素－6( IL-6) 与 β2 微球蛋白( β2-MG) 水平均低于对

照组，平均动脉压、氧合指数及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 P ＜ 0. 05)。结论 连续性血液滤过、血液灌流联合治疗对长期血液透

析患者的临床疗效和炎性因子的影响显著，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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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ombined therapy of continuous hemofiltration and hemoperfusion on clinical effi-
cacy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long-term hemodialysis Tang Xue (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West China Hospital，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4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ombined continuous hemofiltration with hemoperfusion on the clinical effi-

cacy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long-term hemodialysis．Methods Eighty patients with long-term hemodialysis admitted
from May 2015 to May 2017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and control groups．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tinuous hemofil-
tration．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mbined therapy of hemofiltration and hemoperfusion．Disease-related parameters，over-
all therapeutic effect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Ｒesults After the treatments，the body tempera-
ture，heart rate，respiratory rate，white blood cells，hemoglobin，ALT，AST，blood TB，serum creatinine，urea nitrogen，serum sodium，
PCT，CＲP，TNF-α，IL-6 and β2-MG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was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 P ＜0. 01)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the mean arterial pressure and the oxygenation index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 P ＜0. 05)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therapy of Continuous hemofiltration and hemoperfusion has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of patients with long-term hemodialysis．
【Key words】 Blood filtration; Blood perfusion; Hemodialysis; Inflammatory factors

血液透析是指通过体内血液引流至体外，经由

透析器通过弥散与对流与透析液进行物质交换，清

除体内毒素与代谢废物的过程，是针对急慢性肾病、
急性胰腺炎或中毒等疾病的最有效的肾脏替代疗

法，在临床上应用广泛［1，2］。血液滤过与血液灌流

是目前针对长期血液透析患者的常见两种治疗方

案，但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3］。本研究探讨连续性

血液滤过、血液灌流联合治疗对长期血液透析患者

的临床疗效和炎性因子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5 年 5 月至 2017 年 5 月

入院的 80 例长期血液透析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40 例。所有患者均经临床诊

断，且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 APACHE) Ⅱ＜15
分，同时排除［4，5］: ①病危或预计生存期＜3 个月患

者;②合并感染患者;③合并其他恶性躯体疾病患者

等。其中，试验组男 22 例，女 18 例，年龄 37 ～ 76 岁

［( 57. 7±10. 2) 岁］，肾脏疾病 19 例，急性胰腺炎 16

例，脓毒性休克 5 例; 对照组男 24 例，女 16 例，年龄

42～78 岁［( 58. 9±11. 4) 岁］，肾脏疾病 20 例，急性

胰腺炎 17 例，脓毒性休克 3 例。两组患者性别、年
龄与疾病类型等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且得到患者知情同意。
1. 2 方法 对照组给予连续性血液滤过治疗，即采

用 Prismaflex 床旁血滤机配备 AN69 膜材滤器，以碳

酸氢钠 80～190 ml /h 进行输入，血流量为 130 ～ 180
ml /min，并以 2000～3000 ml /h 置换液进行置换。试

验组患者则加施血液灌流，即在相同通道串联 HA-
330 树脂灌流器，以 150～200 ml /min 的血流量进行

灌流，同时予以肝素。
1. 3 检测方法［6，7］ 规定临床症状、生命体征显著

性改善，且各炎症因子下降＞300%以上为显效，临床

症状、生命体征有所好转，且各炎症因子下降＞200%
为有效，临床症状、生命体征变化不明显，且各炎症

因子下降不足 200%为无效，其中总有效率 = ( 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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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有效例数) /总例数×100%。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 0 软件分析全部

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 ＜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两组治疗前后疾病相关参数比较 试验组治

疗后体温、心率、呼吸频率、白细胞、血红蛋白、谷丙

转氨 酶 ( ALT ) 、谷 草 转 氨 酶 ( AST ) 、血 总 胆 红 素

( TB) 、血肌酐、尿素氮与血钠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平

均动脉压与氧合指数均高于对照组( P ＜ 0. 05) 。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疾病相关参数比较

指标 维度
试验组( n= 40)

治疗前 治疗后 7d

对照组( n= 40)

治疗前 治疗后 7d

生命体征 体温( ℃ ) 38. 52±0. 63 36. 39±0. 38* # 38. 48±0. 57 37. 44±0. 43*

心率( 次 /分) 119. 34±4. 56 73. 22±3. 86* # 118. 96±4. 68 87. 05±4. 20*

呼吸频率( 次 /分) 34. 05±4. 11 19. 93±4. 36* # 34. 22±4. 29 26. 18±4. 55*

平均动脉压( mmHg) 54. 43±4. 53 82. 14±5. 27* # 54. 19±5. 10 75. 37±4. 89

氧合指数( %) 123. 96±40. 15 330. 77±40. 36* # 122. 81±41. 57 210. 26±41. 15

血常规 白细胞( ×109 /L) 14. 21±3. 77 6. 93±2. 70* # 14. 42±3. 81 10. 35±2. 97*

血红蛋白( g /L) 120. 63±6. 56 105. 34±5. 97* # 120. 89±6. 07 113. 48±5. 28*

血小板( ×1012 /L) 124. 80±16. 52 149. 72±20. 35* 125. 70±15. 27 142. 39±11. 07*

肝功 ALT( IU /L) 263. 46±76. 48 45. 20±19. 78* # 260. 45±80. 44 130. 26±38. 59*

AST( IU /L) 284. 13±79. 66 48. 52±20. 36* # 290. 35±81. 47 89. 55±29. 51*

GGT( IU /L) 270. 12±88. 20 84. 15±31. 98 279. 45±90. 77 87. 41±32. 55

ALP( IU /L) 340. 80±87. 54 92. 01±35. 62 345. 05±89. 63 106. 75±37. 45

血 Alb( g /L) 32. 36±5. 33 32. 01±5. 60 32. 27±5. 42 31. 75±5. 75

血 BD( μmol /L) 20. 52±4. 14 6. 78±2. 75* 21. 05±4. 36 11. 36±3. 73*

血 TB( μmol /L) 57. 40±25. 36 15. 83±3. 59* # 57. 57±21. 43 23. 70±4. 17*

肾功 血肌酐( μmol /L) 135. 14±37. 52 72. 99±24. 27* # 136. 22±39. 56 89. 21±21. 50*

尿素氮( mmol /L) 10. 80±1. 33 7. 21±2. 19* # 11. 15±1. 47 8. 94±1. 84*

电解质 血钾( mmol /L) 138. 32±4. 15 140. 55±5. 77 137. 86±4. 28 140. 05±4. 86

血钠( mmol /L) 4. 38±0. 30 3. 70±0. 41* # 4. 42±0. 29 4. 18±0. 35*

血钙( mmol /L) 1. 93±0. 35 2. 12±0. 48 1. 98±0. 41 2. 08±0. 45

* 与治疗前比较，P ＜ 0. 05; #与对照组比较，P ＜ 0. 05

2. 2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试验组总有效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 P ＜ 0. 05) ，见表 2。
2. 3 两组治疗前后炎性因子比较 试验组治疗后

降钙素原( PCT) 、C 反应蛋白( CＲP ) 、肿瘤坏死因

子-α( TNF-α) 、白细胞介素( IL-6) 与 β2 微球蛋白

( β2-MG)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P ＜ 0. 05) 。

表 2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n( %) ］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试验组( n= 40) 13( 32. 5) 24( 60) 3( 7. 5) 37( 92. 5)

对照组( n= 40) 8( 20) 21( 52. 5) 11( 27. 5) 29( 72. 5)

χ2 5. 541

P ＜0. 05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性因子比较

组别
试验组( n= 40)

治疗前 治疗后 7d

对照组( n= 40)

治疗前 治疗后 7d

PCT( μg /L) 19. 15±2. 75 1. 52±0. 52* # 20. 27±2. 93 3. 83±1. 22*

CＲP( mg /L) 172. 01±11. 59 4. 96±2. 87* # 17186±12. 61 27. 69±8. 63*

TNF-α( ng /L) 970. 39±188. 56 66. 52±21. 32* # 975. 10±193. 21 101. 75±2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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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试验组( n= 40)

治疗前 治疗后 7d

对照组( n= 40)

治疗前 治疗后 7d

IL-6( ng /L) 94. 35±36. 85 10. 38±2. 86* # 95. 27±41. 93 28. 40±6. 06*

β2-MG( g /L) 3. 75±0. 96 1. 31±0. 69* # 3. 80±0. 89 2. 34±0. 70*

* 与治疗前比较，P ＜ 0. 05; #与对照组比较，P ＜ 0. 05

3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改变，肾脏疾病、急性

胰腺炎或急性中毒等疾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属于

临床难治性疾病，具有较高的病死率，因此需要及时

治疗［8～10］。在终末期肾病、急性胰腺炎或脓毒性休

克中，炎性损伤使其主要病理生理改变，各炎症介

质、内皮细胞、炎性细胞过度激活，血液中释放大量

炎症因子，形成炎症级联放大反应，可导致多组织损

伤，引起多脏器功能不全，因此将炎性因子清除出循

环系统是治疗这些疾病的关键环节［11～13］。
长期血液透析是一种连续、缓慢清除溶质与代

谢产物的治疗方法，主要采用对流、弥散或吸附的方

式对大小分子结构的代谢物质进行肾脏替代治疗，

可有效清除炎性介质、维持电解质酸碱平衡，改善微

循环，并增加组织氧利用，但治疗时间较长，清除效

率不足，已无法满足现阶段临床患者的医疗需求与

医疗学者的预计目的，因此需要更为高效的治疗方

式［14～16］。
连续性血液滤过属于常见血液透析方式，对 25

～40 kd 的中分子量炎性介质与物质清除率最高，对

炎性介质存在一定的吸附作用，可改善内环境，提高

氧合指数，具有稳定血压与减少血管活性药物的作

用，是较为传统的血液透析方案［17，18］。但有学者指

出［19］，连续性血液滤过对血浆细胞因子影响较小，

其效果存在一定的争议。
血液灌流泛指应用体外循环灌流器吸附剂所带

有的吸附效应清除体内有毒物质的过程，可携带不

同吸附材料，吸附不同种类或分子量的细胞因子，具

有多孔、吸附容量大、吸附效率高与生物相容性好等

优点，具有疾病的针对性与高效性，对炎性因子的吸

附更为明显，因此在临床上逐渐开展［20，21］。
连续性血液滤过与血液灌流的联合应用相对报

道较少，因此本研究为探讨连续性血液滤过、血液灌

流联合治疗对长期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疗效和炎性

因子的影响，将我院 80 例患者进行临床观察。数据

显示，实验组治疗后体温、心率、呼吸频率、白细胞、
血红蛋白、ALT、AST、血 TB、血肌酐、尿素氮、血钠、
PCT、CＲP、TNF-α、IL-6 与 β2-MG 水平均低于对照

组，平均动脉压与氧合指数均高于对照组; 总有效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可以看出，连续性血液滤过、血液

灌流联合治疗可明显改善生命体征，纠正血液成分，

调节肝肾功能，清除疾病相关炎性物质，从而提高治

疗效果［22］。综上所述，连续性血液滤过、血液灌流

联合治疗对长期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疗效和炎性因

子的影响显著，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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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美托咪定联合咪达唑仑用于机械通气患者镇静
的临床研究

朱俊臣，陈侣林，兰 英，李 卉，尧 娟
(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四川 成都 610081)

【摘要】 目的 观察右美托咪定联合咪达唑仑用于机械通气患者镇静的临床疗效。方法 60 例机械通气患者采用前

瞻、随机对照的方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试验组采用右美托咪定联合咪达唑仑，对照组采用咪达唑仑，比较两组镇

静后的 Ｒamsay 评分，记录镇静中 0、4、8 和 12 h 的心率、血压和呼吸，达到满意镇静深度的时间，镇静满意程度。镇静达 12 h
时停止药物输注，每 30 分钟评估 1 次镇静深度，记录恢复时间。结果 试验组患者在镇静 4、8 h 的心率及动脉平均压均低于

镇静 0 h( P ＜ 0. 05) ，其中心率下降较对照组明显( P ＜ 0. 05)。而对照组镇静后各时间点呼吸抑制较为明显( P ＜ 0. 05)。两组

在氧饱和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在咪达唑仑用量、镇静满意程度、满意镇静调整时间、恢复时间等四项指标上，

试验组均优于对照组( P ＜ 0. 05)。但两组用药物期间 Ｒamsay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结论 右美托咪定联

合咪达唑仑用于机械通气患者镇静效果满意，且减少了咪达唑仑的用量，对呼吸、循环抑制小。
【关键词】 右美托咪定; 咪达唑仑; 机械通气; 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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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linical study on combination of dexmedetomidine with midazolam for sedation in patients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ZHU Jun-chen，CHEN Lv-lin，LAN Ying，LI Hui，YAO Jua ( The Intensive
Care Unit，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University，Chengdu 610081，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dexmedetomidine and midazolam for sedation in patients with mechan-

ical ventilation．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or control group，30 in
each group．The combination of dexmedetomidine with midazolam was us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used only
midazolam．The Ｒamsay scor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The heart rate，blood pressure and respiration at 0 h，4 h，8 h
and 12 h during sedation as well as the time and degree for satisfactory anesthesia were recorded．Stopping drug infusion when sedation
up to 12 h．We evaluated sedation depth every 30 minutes and recorded the recovery time．Ｒesul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the heart
rate and mean arterial pressure at 4 h and 8 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at 0 h ( P ＜ 0. 05) ．Especially the heart rate was de-
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 P ＜ 0. 05) ．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respiratory depression at each time point
was more obvious ( P ＜ 0. 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xygen satur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P ＞ 0. 05) ．Four inde-
xes such as dosage of midazolam，sedation satisfaction，adjusting time and recovery tim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 P ＜ 0. 05)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combination of dexmedetomidine with midazolam on the patients' se-
dation is satisfactory．It reduces the dosage of midazolam，and has a little effect on respiration and circulation．
【Key words】 Dexmedetomidine; Midazolam; Mechanical Ventilation; Sedation

机械通气是急危重患者抢救的重要措施，但也

给患者带来了各种不适，如疼痛、不能耐受气管插管

及吸痰等，以至于出现焦虑、恐惧、昼夜颠倒、烦躁、

易激惹、失去自我控制等情绪改变和心理障碍，甚至

人格解体，造成治疗不配合［1，2］。因此，对于机械通

气患者，我们除了给予正确的呼吸机通气模式和参

数选择，完善而良好的护理及舒适安静的环境外，更

需要适度使用镇静镇痛药以减少由于机械通气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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