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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的临床治疗与钙磷代谢紊乱的应用效果
刘莉莉， 丁国华

(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目的: 探讨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治疗与钙磷代谢紊乱的

应用效果。方法: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入院的 100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

照组患者给予血液透析，实验组患者则加施血液灌流，比较两组患者疾病相关参数、皮肤瘙痒缓解率与

生存质量。结果: 实验组患者治疗后 P、Ca、P×Ca、iPTH、BUN、Scr、β2－MG、BGP、SBP、DBP、CＲP 水平组

间比较均显著性低于对照组; 总缓解率与各维度生存质量评分组间比较均显著性高于对照组，存在显著

性差异( P＜0．01) 。结论: 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治疗与钙磷代谢紊乱的

应用效果显著，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血液透析; 血液灌流; 钙磷代谢紊乱; 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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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泛指将体内血液引流至往外，通过弥散

或对流物质交换而达到清除代谢产物、维持电解质与

酸碱平衡的过程，是肾脏疾病替代疗法最重要的治疗

方式［1，2］。钙磷代谢紊乱是血液透析后最常见并发

症，可导致骨质疏松与皮肤瘙痒，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

量，是造成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需要临床上予以

重视，因此本研究为探讨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对维

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治疗与钙磷代谢紊乱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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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将我院 100 例患者进行临床观察，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入院

的 100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按照简单随机法随机分

为两组，每组 50 例。所有患者均为慢性肾脏病 5 期缓

解且需行持续性血液透析治疗，同时排除［3，4］:①濒危

或预计生存期＜3 个月患者;②合并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或营养不良患者; ③合并其他脏器功能障碍患者等。
其中，实验组患者男 34 例，女 16 例，年龄 39 ～ 72 岁，

平均年龄为( 52．3±4．7) 岁，透析时间 15 ～ 67 个月，平

均透析时间( 30．5±10．9) 个月; 对照组患者男 32 例，女

18 例，年龄 37～74 岁，平均年龄为( 53．6±5．6) 岁，透析

时间 14～69 个月，平均透析时间 ( 32．1 ± 11．7) 个月。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与透析时间等一般情况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P＞0．05)。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予以饮食控制、血糖与血压控

制、活性维生素 D、铁剂与抗生素干预，对照组患者给

予常规血液透析，即采用 3000 ～ 5000IU 低分子肝素钙

抗凝+1．5%含钙透析液进行持续透析，透析仪选择费

森尤斯 4008S 透析仪，空心纤维血液透析器 FX8，透析

液流量为 500mL /min，血流量为 200 ～ 250mL /min，每

次 4h，每周 3 次。实验组患者则加施血液灌流，即以

肝素生理盐水冲洗灌流器( HA130 型一次性树脂灌流

器) 后以 100mg 肝素+1000mL 生理盐水冲洗灌流器、
透析器与管路，冲洗速度为 100 ～ 200mL /min，冲洗后

以无菌生理盐水灌满冲洗剩余 250mL 后连接静脉，治

疗 4h。每周二次普通透析，一次血液灌流，共进行 12
周。
1．3 检测方法［5，6］: 规定白日无瘙痒，夜间偶见瘙痒，

可正常睡眠且皮肤无抓痕为缓解; 整日均有程度较轻

的皮肤瘙痒，不影响睡眠且无明显抓痕为部分缓解; 整

日均严重瘙痒，影响睡眠且皮肤有抓痕为无缓解，其中

总缓解率 = ( 缓解+部分缓解) /总人数×100%。生存

质量参考《生存质量量表( SF－36)》，共包含 8 个维度，

分数越高代表该维度生存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9．0 软件分析全部数据。
疾病相关参数与生存质量等计量资料( 珋x±s) 的比较采

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皮肤瘙痒缓解率的比较采用卡方

检验，其中以 P＜0．01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疾病相关参数

维度
实验组( n= 50)

治疗前 治疗后 12 周
对照组( n= 50)

治疗前 治疗后 12 周

P( mmoL /L) 2．74±0．52 1．96±0．46＊＊## 2．78±0．61 2．34±0．41＊＊

Ca( mmoL /L) 1．95±0．42 2．30±0．38＊＊## 1．99±0．45 2．01±0．36＊＊

P×Ca( mmoL2 /L2) 5．42±0．29 4．54±0．27＊＊## 5．44±0．30 5．09±0．31＊＊

iPTH 557．70±80．45 480．40±77．14＊＊## 557．33±81．04 550．35±79．08

BUN( mmoL /L) 25．12±5．01 15．24±3．24＊＊## 25．20±5．14 19．93±3．08＊＊

Scr( μmoL /L) 848．30±71．44 712．18±62．12＊＊## 852．56±73．52 809．30±68．62＊＊

Alb( g /L) 35．72±3．82 35．47±4．02 35．59±3．91 34．89±3．87

β2－MG( mg /L) 75．34±8．14 51．28±7．45＊＊## 75．47±8．22 72．35±8．44

BGP( ng /mL) 280．81±34．52 208．34±19．72＊＊## 283．01±37．70 270．47±20．62

APTT( s) 39．83±3．40 39．48±4．01 39．91±3．71 39．06±4．16

PT( s) 13．44±1．15 13．20±1．45 13．27±1．30 13．08±1．19

Fbg( g /L) 3．85±0．78 3．66±0．67 3．74±0．82 3．83±0．77

SBP( mmHg) 157．61±10．26 160．19±9．47## 156．77±10．08 173．18±11．06＊＊

DBP( mmHg) 80．29±11．46 77．07±9．74## 80．79±9．86 86．25±8．38＊＊

CＲP( mg /L) 18．08±5．65 12．59±3．49＊＊## 18．44±5．09 14．97±4．15＊＊

注: 组内比较，＊＊P＜0．01; 组间比较，##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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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疾病相关参数比较: 两组患者

治疗前 P、Ca、P ×Ca、iPTH、BUN、Scr、β2 －MG、BGP、
SBP、DBP、CＲP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实验组患者治疗后 P、Ca、P×Ca、iPTH、BUN、Scr、
β2－MG、BGP、SBP、DBP、CＲP 水平组间比较均显著性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见表 1。
2．2 两组患者皮肤瘙痒缓解率比较: 实验组患者总缓

解率显著性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 18．
382，P＜0．01) ，见表 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存质量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

前各维度生存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
05) ，实验组患者治疗后各维度生存质量评分组间比较

均显著性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1) ，

见表 3。

表 2 两组患者皮肤瘙痒缓解率

组别 缓解 部分缓解 总缓解率( %)

实验组 28 16 88

对照组 7 17( 34) 48

表 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生存质量

维度
实验组( n= 50)

治疗前 治疗后 12 周
对照组( n= 50)

治疗前 治疗后 12 周

生理功能 40．33±6．04 63．07±7．15＊＊## 40．40±6．12 49．75±6．53＊＊

生理职能 40．19±6．23 61．37±7．50＊＊## 40．31±6．31 50．05±7．10＊＊

躯体疼痛 60．44±10．45 81．42±8．52＊＊## 60．70±9．98 71．40±9．87＊＊

总体健康 30．32±5．25 46．08±6．66＊＊## 30．27±5．11 37．22±6．51＊＊

精力 42．38±7．14 69．20±8．89＊＊## 41．95±7．22 53．08±8．01＊＊

社会功能 51．78±8．84 68．77±8．97＊＊## 51．18±8．74 53．16±8．06

情感职能 50．24±7．41 63．39±8．74＊＊## 50．09±7．69 57．20±7．31＊＊

精神健康 53．62±7．52 76．09±9．16＊＊## 53．16±7．15 62．18±8．80＊＊

注: 组内比较，＊＊P＜0．01; 组间比较，##P＜0．01

3 讨 论

血液透析是急慢性肾病最有效的肾脏替代疗法，

可缓解患者病情，延长生存期，是临床上不可缺少的医

疗技术之一［7］。肾功能衰竭不同于其他肾脏疾病，需

要进行长时间的血液透析治疗，透析仪的反复使用可

造成患者体内细胞非生理性感染，激活与促进炎症反

应，尤其以 C－反应蛋白与白介素最为显著，加上透析

膜激活补体系统，改变细胞形态，加重炎症损伤，进而

发生一系列严重并发症［8，9］。
钙磷代谢紊乱是持续性血液透析最易发生的并发

症，主要包括血钙、磷、血肌酐、尿素氮、甲状旁腺素、血
浆蛋白与 β2 微球蛋白等，其紊乱状态可诱发甲状旁腺

功能亢进，免疫功能缺陷等病理生理反应，产生骨质疏

松、骨痛与皮肤瘙痒等症状，不仅带来更多的生活困

扰，也大幅度降低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存质量，是造成该

类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临床上需予以有效

的治疗方案［10～12］。
血液灌流属于血液净化技术，可吸附绝大部分中

分子物质，清除炎症因子，改善机体钙磷代谢异常，从

而缓解骨质问题与皮肤瘙痒问题，降低心血管事件的

发生，大幅度提升患者生存质量，在持续性血液透析过

程中应用逐渐广泛，给持续性血液透析患者带来福

音［13～15］。
为探讨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对维持性血液透析

患者的临床治疗与钙磷代谢紊乱的应用效果，将我院

100 例患者进行临床观察。数据显示，实验组患者治

疗后 P、Ca、P×Ca、iPTH、BUN、Scr、β2－MG、BGP、SBP、
DBP、CＲP 水平组间比较均显著性低于对照组; 总缓解

率与各维度生存质量评分组间比较均显著性高于对照

组。可以看出，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可明显纠正钙

磷代谢紊乱，减少肾脏毒素含量，控制生命体征，减少

炎症因子水平，从而改善骨质问题与皮肤瘙痒，并大幅

度提升患者生存质量。综上所述，血液透析联合血液

灌流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临床治疗与钙磷代谢紊

乱的应用效果显著，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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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血浆吸附联合血浆滤过治疗对脓毒症急性肾损伤

患者免疫功能及预后的影响
雷湫宇， 王沂芹， 王代红， 聂 凌， 赵景宏

( 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肾内科， 重庆 400000)

【摘 要】目的: 探讨连续性血浆吸附联合血浆滤过治疗脓毒症急性肾损伤后对患者免疫功能及预

后影响。方法: 选取脓毒症急性肾损伤患者 64 例，随机分为两组，各 32 例，均给予抗感染、机械通气、液
体复苏、控制血糖、纠正酸中毒及电解质紊乱、营养支持等治疗。对照组采取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 CＲＲT) 方案，实验组予连续性血浆吸附滤过( CPFA) 方案。治疗结束后，比较两组患者血清炎症因子

水平、免疫功能、生化指标及 30d 生存率与 ICU 停留时间。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炎症因子水平、
免疫功能、生化指标等指标水平对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 hs－
CＲP、IL－6、IL－1 及 TNF－α 水平均显著降低( P＜0．05) ; 血清 IgG，IgA，IgM 水平显著升高，实验组患者

CD4+
水平明显上升，CD8+

水平明显下降( P＜0．05) ; 血清 WBC，尿素，肌酐水平降低，实验组患者 PLT 及

N 水平较治疗前变化显著( P＜0．05) 。组间比较，实验组患者血清 hs－CＲP、IL－6、IL－1 及 TNF－α 水平显

著低于对照组患者( P＜0．05) ; 血清 IgG，IgA，IgM 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 P＜0．05) ; 血清 WBC，尿素，

肌酐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 P＜0．05) 。对照组患者 30d 存活率 62．50% ( 20 /32) 低于实验组 30d 存

活率 84．38%( 27 /32) ( P＞0．05) ，ICU 停留时间( 15．31±2．21) d 明显高于实验组患者 ICU 停留时间( 11．
22±2．84) d( P＜0．05) 。结论: 连续性血浆吸附联合血浆滤过对脓毒症急性肾损伤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能够显著改善患者免疫功能，降低血清炎症因子，改善预后，具有较好的临床推广意义。
【关键词】连续性血浆吸附联合血浆滤过; 脓毒症; 急性肾损伤; 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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