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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机法。本文主要研究了不同时间冷沉淀凝血因子FⅧ的活

性和Fg的含量，以获得最佳的制备条件和保存时间。

冷沉淀凝血因子的质量受多种因素的营销，主要包括不

稳定凝血因子，FⅧ在体外的半衰期较短，血液在离体后，血

浆凝血因子接触异物表面会被不同程度的激活，或者会被动

失活［7］。在新鲜血浆制备方面，时间、温度、冻结速度等均会

影响到FⅧ的活性［8］。

传统进行冷沉淀凝血因子制备的时候，8h内，FⅧ的活

性在40IU及以上，是符合质量标准的［9］。本文研究结果显

示，两组冷沉淀凝血因子中 Fib、FV、FⅨ、FⅧ活性比较，制

备时间不同，活性有统计学意义，时间延长，Fib、FV、FⅨ、

FⅧ的活性下降。这与陈兴智等［10］的研究结果一致。

凝血因子在凝血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FFP含有全部的

凝血因子。在制备过程中，要保护凝血因子的活性，减少活

性损失，对于临床血浆输注有着重要意义［11］。在FFP制备的

时候，对于全血有一定的要求。采血时间要短，血液采集完

成后，要注意保存，以 2~6℃保存为佳，而且运输血液的过程

中也要保持这个温度。对于不同配方采集的血液分离前有时

限要求、ACD配方采集的血液要再4h内送至分科分离，CPD
配方在 5h内送至分离；制备成血浆制品需要在 1~2h，速冻

成块则需要1h［12］。FFP在制备过程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离

心对FFP制备有影响。血浆对于离心强度要求不太严格，全

血制备的时候，不破坏红细胞等即可。

操作间的温度也是影响FFP效果的因素之一。在制备

时，血浆在操作间停留的时间在 30min以上，要有一个合适

的室温，以 2~6℃为最好。当然，这一因素在实际操作时很少

有做到的，需要改进。操作台的温度对于 FFP制备有一定的

影响。随着国产低温操作台的推广，凝血因子的活性得到了

较好的保护。另外，制备速度、速冻也是影响因素，实际操作

时要引起重视。

总之，温度及时间因素对速冻血浆凝血因子水平有一定

的影响，时间越长，速冻血浆凝血因子活性越低，临床需注

意温度及时间对速冻血浆凝血因子水平的影响，减少对检测

结果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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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尿毒症的临床效果

徐献忠 (常德市第四人民医院肝胆外科，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分析HDP治疗尿毒症的效果。选取我院肾内科 2013年3月~2017年2月诊治的 89例尿毒症患者研究临床效

果，分为HDP组、HD组，HDP组47例，HD组42例，采用不同的血液净化方法治疗两组患者。治疗后HD 组的 iPTH
水平、β2-MG水平、LEP水平、BUN水平及 Scr水平均明显高于 HDP组。采用 HDP疗法可有效清除毒素，治疗尿毒

症的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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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毒症是肾功能衰竭引起的一系列生物化学、细胞反

应，伴有慢性全身性微炎症，肾脏无法有效清除毒性物质，

蓄积在体内的毒性物质可损伤器官功能，因此治疗棘手、并

发症多、预后差［1］。为了维持尿毒症患者的生命，应积极治

疗原发病，进行对症治疗、可逆治疗与替代治疗，以降低尿

素氮及血肌酐水平。肾移植、血液灌流 (HP)、血液透析 (HD)
是较为常见的替代疗法，但肾源有限、手术费用与风险均较

高，因此治疗尿毒症的医疗手段以 HP及HD 为主。本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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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尿毒症患者采用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 (HDP)治疗的临

床效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3.3~2017.2在我院肾内科就诊的尿毒症

患者为89例，病情稳定，符合ASN制定的KDQOI中的CKD期

诊断标准，eGFR<15ml/(min·1.73m2)，Scr>707umol/L，具有HD
或HP治疗适应证。排除心衰、急性感染、因免疫疾病引起肾

损害、血液疾病、脑卒中，恶性肿瘤、造血功能障碍者。分为

HDP组、HD组，HDP组47例，HD组42例。HDP组 男29例，

女18例；年龄25~70(51.3±8.2)岁；尿毒症病因包括慢性肾炎

10例，乙肝相关性肾炎2例，肾盂肾炎7例，痛风肾病2例，

尿路结核3例，结石梗阻2例，高血压8例，糖尿病9例，多囊

肾3例，其他2例；并发症包括心律失常8例，心肌病6例，冠

心病5例，贫血2例；职业情况为个体户5例，工人21例，农民

14例，机关干部4例，其他3例。HD组男26例，女16例；年龄

24~68(51.9±8.7)岁；尿毒症病因包括慢性肾炎9例，乙肝相

关性肾炎1例，肾盂肾炎6例，痛风肾病1例，尿路结核2例，

结石梗阻1例，高血压8例，糖尿病11例，多囊肾2例，其他3
例；并发症包括心律失常7例，心肌病4例，冠心病6例，贫血

3例；职业情况为个体户4例，工人19例，农民13例，机关干

部5例，其他3例。HDP组、HD组资料差异不明显 (P>0.05)，具

有可比性。

1.2 方 法 治 疗HDP组 时 采 用Gambro AK200型HD 器，

透析膜为 PMMA膜 (超滤系数为 40ml/h·mmHg，膜面积为

1.3m2)，使用Baxter Dianeal透析液，钙浓度为1.5mmol/L。采

用TYS-150一次性HP器，HP吸附柱为HA130 吸附柱，吸附

柱的吸附面积为1300m2，吸附容量为70ml，使用前需采用

2000ml生理盐水进行预冲处理，预冲时需轻轻拍打与转动

HP器，以排净管路及仪器中的微粒、空气，随后利用肝素溶

液缓慢预冲，保证肝素化。在 HD 器前串联HP器，利用支架

垂直固定HP器，固定高度与患者的右心房位置保持水平，

向管道及仪器内灌注葡萄糖液、生理盐水、肝素，血液通路

的建立方法为动脉、静脉内瘘，引血上机，根据患者体重调

整肝素推注剂量，将透析液流量控制在500ml/min左右，

HDP血流量以250ml/min左右为宜。根据病情调整超滤量与

脱水时间，可利用止血钳钳夹静脉通道，通过增加液体阻力

促使HP吸附柱中的吸附剂实现充分吸湿，HP治疗时间达到

2h且HP器吸附饱和时，可将串联的 HP器取下，继续进行 2h
的HD 治疗，治疗时间共为 4h/次，3次 /w。治疗HD 组时仅给

予HD，治疗时间为4h/次，3次 /w。HDP组与HD 组的治疗时

长均为8周。

1.3 观察指标 比较治疗前后观察 HDP组、HD 组的毒素清

除效果，监测指标包括 iPTH、β2-MG、LEP、BUN、Scr。
1.4 统计学处理 HDP组与HD 组的监测指标均以 ( ±s)
表 示，采 用SPSS 22.0进 行 t-test双 侧 检 验，可 信 区 间 为

95%，P<0.05差异明显。

2  结果 
治疗前两组数据对比差异不明显 (P>0.05)治疗后HDP

组的 iPTH、β2-MG、LEP、BUN 及Scr水平均显著低于 HD组

(P<0.05)。见附表。

附表 治疗前HDP组与HD组的毒素清除效果( ±s)

治疗前 治疗后

HDP组 HD组 t P HDP组 HD组 t P

iPTH(pg/ml) 408.29±11.89 407.93±8.47 9.229 0.751 346.52±15.91 390.66±7.09 11.804 0.029

β2-MG(mg/L) 29.31±4.67 30.21±5.44 8.603 0.694 18.43±7.82 27.95±3.97 13.692 0.026

LEP(ng/ml) 24.88±3.09 23.09±8.62 9.119 0.531 8.25±2.18 16.40±7.49 10.047 0.039

BUN(mmol/L) 71.77±5.18 72.61±1.85 8.002 0.396 55.99±7.37 68.49±9.54 12.632 0.005

Scr(umol/L) 481.92±8.22 482.38±9.03 7.506 0.886 417.98±19.02 457.32±20.41 11.594 0.017

3  讨论
尿毒症可造成血液中产生多种毒性物质与代谢产物，

统称为毒素。患者的肾脏无法有效清除蓄积在体内的毒素，

潴留在体内的毒素可损害心脏功能，增加肾血管的血液流动

阻力，减少肾脏血液灌注，引发高血压及AS，可加速肾病进

展及增加病死率［2］。为改善预后及逐步延长生存期，需要运

用HD或HP等疗法清除毒素，减少炎性介质，改善血流状态

与免疫机能，保护靶向器官功能。本研究对比了 HDP疗法与

单纯使用HD疗法治疗尿毒症的效果，证实HDP组尿毒症患

者 的 iPTH水 平、β2-MG水 平、LEP水 平、BUN水 平 及Scr水

平均较低，提示HDP对于毒素的清除效果优于单纯使用HD
疗法［3］。HD的清除原理为物质交换，可同时起到对流清除作

用、弥散清除作用，在血液通过半透膜时，碱基、钙离子等物

质可重新流回机体，过剩电解质及代谢废物等毒素则被直接

清除，HD 还可以利用渗透及超滤作用清除水分潴留，有助

于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常规 HD 技术可高效清除分子

量较小的毒素，但对于大分子量毒素的清除率较低，分子量

与清除率成反比［4］。HP疗法具有物理吸附孔多、疏水基团相

容性好、吸附快及容量大等特点，应用HP疗法可以充分吸

附、清除分子量较大的内源性及外源性毒素［5］。应用HDP疗

法可以在血液净化中同时发挥吸附作用与弥散作用，能全面

清除毒素、充分净化与稳定机体内环境，有助于改善尿毒症

的治疗效果。综上，采用HDP疗法可有效清除毒素，治疗尿

毒症的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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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技术在急诊胸外科手术中的临床应用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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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在急诊胸外科手术中应用微创技术的临床效果。对2014年7月~2016年9月在我院行急诊胸外科手术的

140例患者进行随机分组，即常规组和微创组各 70例，常规组给予患者常规手术进行治疗，微创组给予患者微创

技术进行治疗，并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以及术后并发症和疼痛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微创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

时出血量、引流量以及平均住院时间均优于常规组患者，微创组与常规组患者在术后的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5.71％

VS17.14％(P<0.05)，微创组患者术后无痛及轻度疼痛的患者明显多于常规组 (P<0.05)。使用微创技术对急诊胸外科

患者进行手术的实施，能有效的提高手术时间以及治疗效果，并能减少患者在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以及疼痛情况，

值得应用。

关键词：微创技术；常规手术；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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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外科的急诊手术患者大多是由于突发性事件所导致

的胸部出现严重的外伤情况，通常会使患者出现大量失血而

造成的休克现象以及呼吸系统发生障碍等，因此，这就使得

医师在对患者进行诊断以及手术实施的过程中必须争分夺

秒，不然会严重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和预后［1］。而微创技术

作为21世纪的外科学主要的发展方向，该项技术已得到了

迅速发展，并在泌尿系统和消化系统等疾病的临床治疗上取

得了显著的效果［2~4］。因此，本次研究将微创技术作用与急

诊胸外科的手术治疗上，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4年7月~2016年9月在我院进行

胸外科手术的急诊患者140例作为此次研究对象，且所有患

者均知晓并自愿参与此次研究。使用随机法将患者进行分

组，即常规组和微创组各 70例，其中常规组患者男 35例、女

35例；年龄为27~69(41.23±2.34)岁；疾病类型为：自发性血

气胸和开放性血气胸患者各 57例和13例。微创组患者男 37
例、女33例；年龄为 28~68(41.29±2.39)岁；疾病类型为：自

发性血气胸和开放性血气胸患者各54例和16例。两组患者

的基本资料无显著性差异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常规组对患者进行常规手术治疗。术前常规

备血、备皮并完善检查，如有外伤应检查是否合并其它脏器

损伤。如有其它脏器损伤根据伤情轻重选择手术先后顺序。

手术方法：对患者进行双腔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体位采取

健侧卧位或患侧垫高位，并对健肺进行单肺通气。对闭合性

血气胸患者选择经第 5肋间或第 6肋间前外或后外侧切口入

部，手术切口长约6~15cm，必要时需切除1~2根肋骨，以利

手术操作。而对开放性血气胸的患者可根据患者本身的外伤

创口进行延长，经最近的肋间入胸后探查并进行操作。（2）微

创组对患者采用微创技术进行手术治疗。手术方法为：术前

准备同常规组一样。对自发性血气胸的患者，选择腋中线第

7肋间作长约1.5cm小切口当做进镜孔。将胸腔镜镜头置入

胸腔探查，结合探查结果，在第 4肋间的腋前线以及第 6肋

间的腋后线作两个小操作孔，使两个操作孔与进镜孔以三角

的形状分布，通过操作孔进行手术操作。对于外伤性血气胸

或者开放性血气胸的患者，将胸腔镜镜头通过外伤创口置入

胸腔进行探查，通过探查结果确定手术操作孔的位置，经操

作孔使用微创操作器械行胸腔内止血、肺修补、膈肌修补等

处理。对于出现闭合性气胸的患者，要先对胸腔进行穿刺，

对抽气不尽以及抽气不久后其积气量又返回至抽气前应给

予患者机械通气以及全身麻醉，还需放置胸腔闭式引流。对

发生高压性气胸的患者应使用大号针刺入至锁骨中线的第

二根或者第三根肋间对胸膜腔进行减压。对胸内有异物的患

者进行胸后外侧切口，经过胸腔镜的检查以及手指探查后，

将其固定进行取出，消毒后进行创口缝合。在探及异物后，

用拇指、示指、中指将其固定，钝性或锐性分离将异物取出。

消毒后用 1-0丝线缝合创面。两组患者的手术操作完成后，

均常规对胸腔进行冲洗处理，并观察是否有出血和漏气的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