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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相关结果可知，与对照组相比，LEEP组、CKC组的产程时

间、分娩结局等情况并无明显差异，所以可对宫颈上皮内瘤

变患者行手术治疗，不会对患者的阴道分娩造成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对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行手术治疗不会对患

者的宫颈机能造成影响，患者可自然阴道分娩，所以采取手

术治疗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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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的

临床疗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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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和评价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78例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患者为研

究主体。分成A组和B组，各39例。A组给予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B组给予单纯的血液透析治疗。对比临床疗效，血气指标和肾功能

改善情况，治疗前后的血浆PTH水平与感觉神经传导速度。结果 A组的治疗总有效率是94.87%，B组是82.05%，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前，两组的Scr（血清肌酐）、BUN（血尿素氮）、PaCO2（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与SaO2（动脉血氧饱和度）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

疗后，A组的Scr、BUN与PaCO2低于B组，SaO2高于B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前，两组的血浆PTH水平与感觉神经传导速度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的血浆PTH水平与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均有所改善，且A组的血浆PTH水平显著低于B组，各项感觉神经

传导速度指标高于B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利用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具有较理想的临床

疗效，可降低患者的血清PTH水平，提高其感觉神经传导速度与肾功能，并能强化其血气指标，值得推广。

关键词：血液透析；血液灌流；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临床疗效

尿毒症是肾脏病晚期的一种综合性病症，又名慢性肾衰

竭。经数据显示，尿毒症伴有周围神经病变的几率在75%左

右，对于此病症，单纯的血液透析无法取得理想疗效[1]。所

以，探索出一种疗效显著、安全性高和科学性强的治疗方法

成为临床医学的主要课题。本文旨在分析血液透析联合血

液灌流治疗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疗效，具体结果报道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本院在2014年9月～2016年9月间收

治的78例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患者为研究主体。分成A组

和B组，各39例。A组中，男22例，女17例；年龄44～79岁，

平均（61.25±4.37）岁；原发病包括：慢性肾小球肾炎15例，

梗阻性肾病2例，高血压肾病12例，多囊肾3例，原因不明7

例；透析时间1～6年，平均（4.21±1.57）年。B组中，男25

例，女14例；年龄43～80岁，平均（61.94±4.26）岁；原发病

包括：慢性肾小球肾炎14例，梗阻性肾病1例，高血压肾病

11例，多囊肾2例，原因不明11例；透析时间为2～7年，平均

（4.05±1.22）年。对比以上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

可比性。

1.2 方法 B组给予单纯的血液透析治疗：建立动静脉内

瘘通路，给予血液透析，每次治疗4 h，3次/周，治疗期间，透

析液流量约为500 mL/min，血流量约为250 mL/min。

A组给予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使用血液灌流器治

疗，灌流器型号为健帆HA-130，静态法，灌流器内加入100 mg

肝素，180度上下晃动大于10 s，静置30 min，连接管路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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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0 mL生理盐水冲洗灌流器与管路，将灌流器和透析器连

接。血流量为250 mL/min，透析液流量为500 mL/min。治疗

过程中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给予适量的低分子肝素静脉推

注。每次治疗2 h，当灌流器吸附能力达饱和时，取下灌流

器，并继续给予血液透析治疗2 h，方法同B组。

1.3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的血气指标（PaCO2与SaO2）和肾

功能（Scr与BUN）改善情况，治疗前后的血浆PTH水平与感觉

神经传导速度（腓总神经、正中神经和胫神经）。

1.4 疗效评价标准 痊愈：患者的全部临床症状彻底消失；

显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显著改善；进步：患者的临床症状出现

好转；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无变化甚至加重[2]。

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通过SPSS16.0软件加以处理，计数

资料以百分数和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c2检验；计量资料

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对比 A组39例中，痊愈22例（56.41%），显

效9例（23.08%），进步6例（15.38%），无效2例（5.13%），治疗

总有效率是 94.87%（37/39），B 组 39 例中 ，痊愈 16 例

（41.03%），显效13例（33.33%），进步3例（7.69%），无效7例

（17.95%），治疗总有效率是82.05%（32/39），对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

2.2 血气指标和肾功能改善情况对比 治疗前，两组的

Scr、BUN、PaCO2与SaO2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A

组的Scr、BUN与PaCO2低于B组，SaO2高于B组，对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对比血气指标和肾功能改善情况(x±s)

分组

A组

B组

例数

39

39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Scr（μmol/L）

17.66±0.67

10.33±1.14a

17.58±0.70

14.95±0.16

BUN（mmol/L）

385.22±13.09

135.77±12.64a

384.37±13.26

206.54±7.55

PaCO2（mmHg）

64.44±16.35

37.54±2.07a

65.05±15.40

48.26±1.11

SaO2（%）

61.09±4.82

97.22±4.31a

61.11±4.61

82.37±3.68

注：与B组相比，aP＜0.05

2.3 治疗前后的血浆PTH水平与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对比

治疗前，两组的血浆PTH水平与感觉神经传导速度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的血浆PTH水平与感觉神经

传导速度均有所改善，且A组的血浆PTH水平显著低于B组，

各项感觉神经传导速度指标高于B组，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2。

表2 对比治疗前后的血浆PTH水平与感觉神经传导速度(x±s)

分组

A组

B组

例数

39

39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血浆PTH水平（ng/L）

292.11±245.24

125.30±113.15ab

295.28±244.16

247.61±104.55a

感觉神经传导速度（m/s）

腓总神经

33.12±3.20

46.98±3.78ab

34.15±3.26

35.33±3.44a

正中神经

40.15±3.60

51.19±4.41ab

40.27±3.67

42.26±2.98a

胫神经

33.50±3.27

46.99±3.85nb

33.54±3.46

35.78±3.60n

注：与治疗前相比，aP＜0.05；与B组相比，bP＜0.05

3 讨论

目前，我国尿毒症发病率不断升高，这与人们生活习惯

改变、人口老龄化加重等有关[3]。其主要治疗方案是血液透

析，但对于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而言，血液透析的疗效有限，

不能为患者带来较好的治疗预后性。尿毒症引发周围神经

病变的临床症状表现在肢体远端，其中，下肢感觉障碍最为

突出[4]。病情早期，患者的肢体远端会出现灼痛、刺痛感，同

时伴有感觉缺失、痛觉过敏和麻木感，少数患者会并发不宁

腿综合征[5]。一旦治疗延误，便会发展为肢体无力或麻痹，

严重者会丧失运动功能。同时，部分患者不会表现出明显的

临床症状，但经肌电图检查后，可见感觉神经传导水平发生

明显变化[6]。该病症的发病机制尚不确定，可能与以下因素

有关：第一，中分子毒物大量潴留，引发周围神经病变。有数

据表明，尿毒症患者机体内长时间存有中分子物质，极可能

导致周围神经出现毒性反应。第二，甲状腺激素与甲状旁腺

功能亢进影响[7]。有报道指出，若机体内含有过多的甲状旁

腺激素，则会造成皮肤瘙痒、贫血、肾小管损害和周围神经病

变等症。

血液透析可以加快机体的多项功能恢复，以保持电解

质、水平衡。并能清除存于血液内部的小分子物质，减少对

周围神经的损害[8]。然而，长期潴留的小分子物质虽会对周

围神经产生损害，但相比于大分子和中分子物质的损害程

度，却是相形见绌。所以，单纯的血液透析治疗仅能作用于

小分子物质，无法在最大程度上治疗该病症。血液灌流是新

型的人工合成技术，作为一种科学性极强的树脂技术，其优

势在于表面积高、多孔、吸附能力强[9]。其可以对中分子、

PTH与大分子物质进行选择性清除，可弥补血液透析治疗的

不足。此外，血液灌流能将血液成分引入到相应装置内，如

引到灌流器中，且能借助固态吸附剂，实现内源性毒素的全

面清除，然后将已净化处理完毕的血液重新输到体内[10]。不

仅可提高对毒性物质的清除速度，也提高了治疗效果。两种

治疗方法均有显著优势，能够互相补充，对于患者的临床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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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肾功能指标等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A组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B组；治疗后，A

组的Scr、BUN与PaCO2低于B组，SaO2高于B组；治疗后，两组

的血浆PTH水平与感觉神经传导速度均有所改善，且A组的

血浆PTH水平显著低于B组，各项感觉神经传导速度指标高

于B组，对比以上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因此，

通过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尿毒症周围神经病变可以

显著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使其血清PTH水平得到降低，感

觉神经传导速度得到增强，并能改善其血气指标，对患者的

生活质量与预后性有积极意义，可作为该病症的主要治疗方

法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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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红霉素、阿奇霉素序贯疗法与单用阿奇霉素治疗

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疗效

谢小兰，曾清

（江西省修水县第一人民医院儿科，江西 九江 332400）

摘要：目的 对红霉素、阿奇霉素序贯疗法与单用阿奇霉素治疗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疗效进行观察和比较。方法 选择小儿肺

炎支原体肺炎患儿120例，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60例，观察组患儿给予红霉素联合阿奇霉素序贯疗法进行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

单用阿奇霉素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结果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且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

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儿的肺部湿啰音消失时间、退热时间、咳嗽消失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明显缩短，且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治疗中，红霉素联合阿奇霉素序贯疗法治疗效果要优于单用阿奇霉素，且具有起效快的特点，可快

速改善症状，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患儿预后。

关键词：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红霉素；阿奇霉素；序贯疗法；临床疗效

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主要发生在年龄较小的儿童中，多

伴有多脏器、多系统功能损害，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可

能会导致肺不张或支气管扩张等并发症，严重时可能发生死

亡[1]。为了观察和比较红霉素、阿奇霉素序贯疗法与单用阿

奇霉素治疗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疗效，本文特选择

120例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分别给予红霉素联合阿奇

霉素序贯疗法和单用阿奇霉素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患儿的临

床疗效，以期为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和

依据，下面为本次研究具体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次研究选择2015年8月～2016年8月本

院收治的小儿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120例作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患儿临床症状、体征、X线检查均符合《实用儿科学》

肺炎支原体感染的诊断标准[1]，并经病原学检查证实；咽拭

子支原体快速培养法检测结果呈阳性；头孢类抗生素或青霉

素类治疗无效。排除标准：排除血液系统疾病者；排除合并

有心、肝、肾、肺等严重功能不全者；排除合并有其它感染性

疾病者；排除中枢神经严重受损者；排除合并有其它严重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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