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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联合血液灌流治疗急性胰腺炎时机的研究

罗建宇1 王晓源 1 蒋文芳 1 吕光宇 1

【摘要】目的 探讨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CVVH)联

合血液灌流(hemoperfusion，HP)治疗急性胰腺炎的最佳时机。 方法 选取入住重症医学科的50例经

内科常规治疗48h后病情无改善且继发器官功能障碍的急性胰腺炎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 A、

B2组各25例。所有患者均行CVVH联合HP，其中A组治疗时机为继发一个器官功能障碍时开始，B组治疗

时机为继发两个器官功能障碍时开始进行。腹痛症状消失且器官功能改善(Marshall评分至少上升1

分)时停止CVVH+HP治疗。对比2组患者CVVH+HP治疗前后的生理指标变化情况、疗效及预后情况。 结

果 开始CVVH+HP治疗距发病的时间A组比B组早[(69.3±5.4)h比(89.4±6.9)h，t=11.446，P=0.000]；

2组患者APACHEII评分治疗前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1.893,P=0.064)，治疗后均低于治疗前[A组:

(10.5± 1.9)比 (15.7± 3.2)，t=10.157，P＜0.001；B 组:(13.6± 3.9)比 (17.4± 3.3),t=7.192,P=

0.000]，并且治疗后A组低于B组(t=2.388，P=0.024)；28天病死率A组比B组明显下降(12.0%比36.0%，

χ2=3.947，P=0.047)；28天手术率两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2.0%比32.0%，χ2= 2.914，P=0.088)；ICU

住院时间[(7.8±1.8)d比(9.5±2.6)d，t=2.659，P=0.011]、机械通气时间[(5.6±1.6)d比(7.0±2.4)

d，t=2.385，P=0.021]、血液净化治疗总时间[(65.4±14.6)h比(78.8±4.7)h，t=4.388，P=0.000]A组明

显短于B组。2组患者治疗后较治疗前氧合指数(A组:t=10.715，P=0.000;B组:t=11.634，P=0.000)、呼

吸频率(A 组:t=11.974，P=0.000;B 组:t=9.721，P=0.001)、血肌酐(A 组:t=13.910，P=0.000;B 组:t=

13.939，P=0.000)、血乳酸(A组:t=11.886，P=0.000;B组:t=9.494，P=0.000)均明显改善，且上述指标A组

治疗后较B组治疗后均明显改善(氧合指数:t=2.388，P=0.024;t=4.211，呼吸频率:P=0.008;血肌酐:t=

4.823，P=0.006; 血乳酸:t=4.950，P=0.004)。2组患者治疗前后平均动脉压及心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 结论 使用CVVH+HP治疗急性胰腺炎效果显著，当急性胰腺炎继发一个器官功能障碍

且常规治疗效果不佳时应尽早开始血液净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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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optimal timing of 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 (CV-

VH) combined with hemoperfusion (HP)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pancreatitis (AP). Methods

A total of 50 AP patients treated in ICU with the disease conditions not improved after conventional treatment

for 48 hours and the presence of secondary organ dysfunction were recruited for this study. They were random-

ly divided into group A (n=25) and group B (n=25). Group A received CVVH+HP in the presence of one or-

gan dysfunction, and group B received CVVH+HP when dysfunctions of two organs emerged. The disappear-

ance of abdominal p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organ functions (Marshall score increased for at least one

score) were the indicators for the discontinuing of CVVH+HP. Changes of physiological parameters, clinical

efficacy and prognosis before and after CVVH + HP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In

group A, the period from onset to the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in group B [(69.3±5.4)h vs.

(89.4±6.9)h, t=11.446, P=0.000]. APACHE II score had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he treat-

ment [(15.7±3.2) vs. (17.4±3.3), χ2=1.893, P=0.064]. The score became decreased after the treatment in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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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10.5±1.9) vs. (15.7±3.2), t=10.157, P=0.000 for group A; (13.6±3.9) vs. (17.4±3.3), t=7.192, P=

0.000 for group B], and was lower in group A than in group B after the treatment [(10.5±1.9) vs. (13.6±3.9), t=

2.388, P=0.024]. The mortality with 28 days was lower in group A than in group B (12.0% vs. 36.0%, χ2=

3.947, P=0.047), but the rate of surgical treatment within 28 days had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12.0% vs. 32.0%, χ2= 2.914, P=0.088). Compared between groups A and B, length of stay in ICU [(7.8±1.8)d

vs. (9.5±2.6)d, t=2.659, P=0.011], duration of mechanical ventilation [(5.6±1.6)d vs. (7.0±2.4)d, t=2.385, P=

0.021] and blood purification [(65.4±14.6)h vs. (78.8±4.7)h, t=4.388, P=0.000]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in

group A. After the treatment, oxygenation index (OI) (t=10.715, P=0.000 for group A; t=11.634, P=0.000 for

group B), respiratory rate (RR) (t= 11.974, P=0.000 for group A; t=9.721, P=0.001 for group B), blood serum

creatinine (Scr) (t=13.910, P=0.000 for group A; t=13.939, P=0.000 for group B) and blood lactic acid (BLA)

(t=11.886, P=0.000 for group A; t=9.494, P=0.000 for group B) improved in both groups, and the improve-

ment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group A than in group B (t=2.388, P=0.024 for OI; t=4.211, P=0.008 for RR; t=

4.823, P=0.006 for Scr; t=4.950, P=0.004 for BLA). The 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 and heart rate had no

differences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 (P＞0.05). Conclusion CVVH+HP i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P. The treatment should be initiated as soon as possible when con-

ventional treatment fails and dysfunction of one organ appears.

【【Key words】】Hemofiltration; Hemoperfusion; Acute pancreatitis; Timing

随着急性胰腺炎发病机制、血液净化技术的深

入研究及发展，使用血液净化治疗急性胰腺炎的疗

效已得到充分肯定并广泛在临床中开展。但何时是

开始使用血液净化治疗急性胰腺炎的最佳时机在国

内外尚存在争议。2013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

会制定的《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指出：血液净

化治疗的指征是伴急性肾衰竭，或尿量≤0.5m1/
(kg·h)；早期伴2个或2个以上器官功能障碍；严重

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伴心动过速、呼吸急促，

经一般处理效果不明显，伴严重水电解质紊乱或胰

性脑病；并推荐联合CVVH和持续性血浆滤过吸附

(continuous plasma filtration adsorption,CP-

FA)两种模式[1]。由上述描述可看出指南推荐血液

净化治疗的指征范围较广，但具体治疗时机并未明

确指出。本研究旨在探讨CVVH联合HP对急性胰腺

炎治疗的时机并提供临床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

选取2012年12月～2015年12月之间入住广西

柳州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并诊断为急性胰腺炎的

患者，均符合2013年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的诊

断标准(临床上符合以下3项特征中的2项：与急性

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AP)符合的腹痛；②血

清淀粉酶和(或)脂肪酶活性至少＞3倍正常上限

值；③增强CT／MRI或腹部超声呈AP影像学改变)。

所有患者经内科常规治疗48h后病情无改善且继发

器官功能障碍，均行CVVH联合HP治疗。排除标准：

有外科手术指征、慢性器官功能障碍、慢性疾病终末

期患者。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 A、B 2

组，其中A组CVVH+HP治疗的时机为继发一个器官功

能障碍时开始进行，B组的治疗时机为继发2个器官

功能障碍时开始进行。器官功能障碍标准参照“改

良Marshall评分系统”，每个器官功能障碍评分≥1
分即为该器官存在功能障碍。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

学标准，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治疗获得患

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研究方法

1.2.1 治疗方案 常规治疗：主要是处理原发病及

器官功能保护，包括抑酸、抑制胰酶、液体复苏、血管

活性药物抗休克、抗感染、氧疗或机械通气、营养支

持、纠正内环境紊乱等处理。血液净化治疗方法：选

取右侧颈内静脉或股静脉建立血管通路，使用费森

尤斯公司 Multifiltrate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

机、AV600s 血滤器、珠海健帆生物科技股份公司

HA330血液灌流器。血液滤过持续治疗时间大于

12h/d，至少每48h更换滤器1次。至少前5d持续治

疗(患者病重死亡或病情好转无需继续血液净化治

疗者除外)，血流速度200～250ml/min，置换液治疗

剂量35～45 m1/(kg·h)。根据病情给予个体化抗凝

方式：凝血功能正常且无活动性出血的患者采用普

通肝素全身抗凝，存在活动性出血或高出血风险患

者采用枸橼酸钠局部抗凝。CVVH采用南京军总改

良的PORT配方，以后稀释方式输入。CVVH和HP同

时进行(血液灌流器串联在滤器前)，HP每24h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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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1～2次，每次持续2h，每例患者至少进行3～5次

HP。血液净化治疗停止标准：血液净化治疗前及治

疗后每24h进行1次Marshall评分，非镇痛状态下

腹痛症状消失且器官功能改善(即Marshall评分至

少上升1分)时停止血液净化治疗。

1.2.2 观察项目 观察2组患者治疗前后生理指

标，包括氧合指数(oxygenation index，OI)、呼吸频

率(respiratory rate,RR)、血肌酐(serum creati-

nine，Scr)、平均动脉压(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心率(heart rat，HR)、血乳酸(blood lactic

acid,BLA)，并记录2组患者开始治疗时间距发病时

间(即出现症状的时间)以及治疗结束后APACHEⅡ

评分、28天病死率、28天手术率、ICU住院时间、机械

通气时间、血液净化治疗总时间。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组间比较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采用 c2检验。

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入选50例患者，A、B 2组各25例，其中

男23例，女27例。年龄18～65岁，平均年龄(53.4±

10.2)岁。2组患者性别(χ2=1.926,P=0.086)，年龄(t=

1.953,P=0.066)，病因 (χ2=2.624,P=0.089)，APACHE

II(t=1.893,P=0.064)评分等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2.2 疗效及预后的指标比较(见表1)

开始治疗距发病时间A组比B组早(P＜0.01)；2

组患者APACHEII评分治疗前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28天病死率A组比B组明显下降(P＜

0.05)；28天手术率2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ICU住院时间、机械通气时间、血液净化治疗

总时间对比A组明显短于B组(P＜0.01或P＜0.05)。

2.3 治疗前后的各项生理指标对比

2组患者治疗后较治疗前OI、RR、Scr、BLA、APA-

CHEII评分均明显改善(P＜0.01)，且上述指标A组

治疗后较B组治疗后均明显改善(OI：t=2.388，P=

0.024；RR：t=4.211，P=0.008；Scr：t=4.823，P=

0.006；BLA：t=4.950，P=0.004；APACHEII 评 分

10.5±1.9比 13.6±3.9，t=2.388，P=0.024)。2组

患者治疗前后MAP及HR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2)。

3 讨论

急性胰腺炎是一种常见的急危重病，20%～30%

的患者临床经过凶险，总体病死率为5%～10%。急

性胰腺炎发病早期大量胰酶被激活，导致胰腺组织

损伤甚至出血坏死，产生和释放大量的肿瘤坏死因

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TNF-α)、白细胞

介素(interleukin,IL)(IL-1、IL-6和IL-8)等细胞

因子，引起“瀑布样”效应导致严重的SIRS，进一

步导致全身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ultiple or-

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甚至器官功能

衰竭[2,3]。国外有研究发现，重症急性胰腺炎发生后

的2周内，不采取有效的处理方案，因多器官功能衰

竭而造成的病死率高达60%[4]。随着对AP发病机制

表 1 2组患者治疗前后疗效及预后对比[n(%)(x±s)]
指标 器官损害情况(%) APACHEⅡ 距发病时间 ICU住院时间 机械通气时间 血液净化治疗 28天病死率 28天手术率

肺 肾 循环 (分) (h) (d) (d) 总时间(d) (%) (%)

A组(n=25) 5(20.0) 15(60.0) 5(20.0) 15.7±3.2 69.3±5.41) 7.8±1.81) 5.6±1.61) 65.4±14.61) 3(12.0)1) 3(12.0)

B组(n=25) 6(24.0) 18(72.0) 8(32.0) 17.4±3.3 89.4±6.9 9.5±2.6 7.0±2.4 78.8±4.7 9(36.0) 8(32.0)

χ2/t值 - - - 1.893 11.446 2.659 2.385 4.388 3.947 2.914

P值 - - - 0.064 0.000 0.011 0.021 0.000 0.047 0.088

注：与B组比较，1)P＜0.05

表2 2组患者治疗前后生理指标对比(x±s)
组别 OI(mmHg) RR(次/min) Scr(μmol/L) MAP(mmHg) HR(次/min) BLA(mmol/L) APACHEⅡ(分)

A组 治疗前 395.0±30.2 32.0±4.7 132.8±20.5 65.4±7.2 97.8±7.0 4.0±0.2 15.7±3.2

治疗后 415.9±28.71,2) 25.7±3.91,2) 114.5±14.31,2) 66.0±6.6 95.4±6.0 2.2±0.11,2) 10.5±1.91,2)

t值 10.715 11.974 13.910 1.320 1.764 11.886 10.157

P值 0.000 0.000 0.000 0.199 0.090 0.000 0.000

B组 治疗前 380.8±11.7 33.4±4.4 185.5±15.5 63.0±5.3 98.4±6.1 4.6±1.5 17.4±3.3

治疗后 407.5±10.81) 29.2±3.91) 149.4±14.41) 63.4±5.5 96.4±4.8 3.4±1.21) 13.6±3.9

t值 11.634 9.721 13.939 2.040 1.816 9.494 7.192

P值 0.000 0.001 0.000 0.052 0.082 0.000 0.000

注：OI，氧合指数；RR ，呼吸频率；Scr，血肌酐；MAP，平均动脉压；HR ，心率；BLA，血乳酸；各组内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1)P＜0.05；

与B组治疗后比较，2)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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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入研究，发现血液净化治疗能维持水、电解质和

酸碱平衡，有效清除炎症介质，保护脏器功能，改善

免疫状态，最终降低死亡率，改善患者预后，现已广

泛应用于临床 [5,6]。CVVH能有效控制液体平衡、内

环境稳定，还能通过对流方式来清除中小分子溶质，

通过滤过膜吸附部分的中大分子溶质，但许多大分

子物质、内毒素、脂溶性物质、胆红素等不能通过单

纯的CVVH清除。HP可以通过吸附作用，较好地清除

上述物质，与CVVH互补，提高血液净化治疗脓毒症

的效果[7]。以往有国外学者研究指出，单纯的血液

透析或血液灌流均未能显著提高SAP的救治成功率

及降低病死率[8]，近年来已有较多研究证实CVVH联

合HP治疗SAP安全有效，可显著降低炎症因子水平，

提高血液净化效果，降低病死率[9,10]。故本研究血液

净化方式采用CVVH+HP，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

及时遏制SIRS的进展、预防MODS的发生对治疗

AP极其重要，AP需强调早期管理、早期治疗[11]。目

前血液净化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的时机尚有争议，早期应用血液

净化治疗可很好地清除TNF-α、IL-1、IL-6和IL-8

等炎症介质，截断炎症介质的瀑布效应，减轻炎症因

子对脏器的损害[12,13]。国外有学者主张在发病24 h

内进行较合理[14]，国内一些学者实施CRRT的时间平

均为2.1天[15]。因为AP发病高峰多在72h，故72h内

进行血液净化治疗易缓解或阻断SIRS[16]。国内有

学者对动物制作脓毒症模型后进行HP治疗，发现在

脓毒症早中期(制模后3h至12h)行HP能最有效地

降低TNF-α、IL-1及IL-6浓度，因此在临床上，HP

在脓毒症早中期进行，或能最有效地降低患者的促

炎细胞因子，改善预后。文明波等[17]研究发现发病

72h以内是进行血液净化治疗的最佳时机，在发病

120h以后开始进行的患者康复慢，ICU住院时间长，

生存率明显降低。由此可见，目前国内外比较一致

的观点认为应争取在2～3d内进行血液净化治疗。

本研究发现出现一个器官功能障碍时距发病时间为

69h左右(69.3±5.4)h，与目前多数建议72h内进行

血液净化治疗的观点相符合。目前大部分研究定义

AP发病时间是指出现腹痛症状开始的时间，但值得

我们重视的是AP的症状并不仅仅表现为特征性的

腹痛，还可表现为恶心、呕吐、腹胀等，胆源性胰腺炎

可表现为黄疸、发热，甚至少数患者可无腹痛症状，

且对于症状的描述依赖于患者的主观感受，故以时

间判定疾病的严重程度及采取治疗的时机并不准

确。

近几年我国推出多个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

2013年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中国急性胰腺

炎临床实践指南》，2013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

会《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2014年中华医学会

外科学分会胰腺外科学组《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

南》，2014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普通外科专业委

员会《重症急性胰腺炎中西医结合诊治指南》，2015

年中国医师协会胰腺病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急性胰

腺炎多学科诊治共识意见》，以上指南均未明确指出

进行血液净化治疗的最佳时机。AP按病情严重程

度分为轻症、中重症(moderate acute pancreati-

tis,MSAP)、重症急性胰腺炎。MSAP定义为伴有局

部或全身并发症，可伴有一过性的器官功能衰竭

(48h内可恢复)，SAP定义为伴有一个或多个器官功

能衰竭持续48h以上。其中MSAP死亡率＜5%，SAP

死亡率高达30%～50%[18]，可见一旦AP出现严重的器

官功能障碍死亡率将明显增加，故根据脏器功能的

受损程度判定治疗时机更为重要。本研究发现，经

内科保守治疗48h后病情无改善，一旦继发一个器

官功能障碍时开始进行血液净化治疗与继发两个器

官功能障碍时开始治疗相比，反映呼吸、肾脏、组织

灌注的各项生理指标改善更明显，反映病情严重程

度的APACHEⅡ评分下降，反映预后的指标28天病死

率、ICU住院时间、机械通气时间、血液净化治疗总

时间均减少，提示继发一个器官功能障碍时即开始

进行血液净化治疗疗效更佳；但MAP、HR对比无显著

差异，考虑为较多患者使用血管活性药物控制血压

所致(血管活性药物使用率A组20%，B组32%)。

综上所述，早期使用CVVH+HP的血液净化方式

治疗AP可显著改善器官功能及改善患者预后，建议

在继发一个器官功能障碍且常规治疗效果不佳时即

应开始行血液净化治疗。目前血液净化治疗AP的方

法及器官功能障碍的评分系统较多，尚未能统一，且

本研究病例数不多，均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血

液净化治疗AP的最佳时机尚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胰腺疾病学组，中华胰腺病杂志编辑委

员会，中华消化杂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急性胰腺炎诊治指南(2013

年，上海) [J].中华消化杂志, 2013, 33(4)：217-222.

[2] Gunjaca I,Zunic J,Gunjaca M,et al.Circulating cytokine

levels in acute panceratitis- model of SIRS/CARS can

help in the clinical assessment of disease severity[J]

．Inflammation, 2012, 35(2):758-763.

[3] Brisinda G, Vanella S, Crocco A, et al.Severe acute pan-

ceratitis：advances and insights in assessment of sever-

ity and management[J]． Eur J Gastroenterol Hepatol，

2011,23(7)：541-551．

•• 667



中国血液净化2016年12月第15卷第12期 Chin J Blood Purif,December,2016,Vol.15,No.12

[4] Abe R, Oda S, Sahiro T, et al．Gram-negative bacterem-

lainduces greater magnitude of inflammatory response

than Gram-positive bacteremia[J].Crit Care,2010, 14(2)：

27．

[5] Chen H,Li F,Sun JB,et a1． Abdominal compartment syn-

drome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in

early stage[J].World J Gastroenterol, 2008, 14(22)：

3541-3548．

[6] Zhu Y,Yuan J,Zhang P,et al.Adjunctive continuous high

volume hemofiltrat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severe

pancereatitis:a prospective nonrandomized study[J]．

Panceras, 2011,40(1):109-113.

[7] 赵双平,邬娇,艾宇. 连续性静-静脉血液滤过单用与联用血液灌

流治疗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比较[J]. 中国危重病

急救医学，2009, 21(6)：373-374.

[8] Kaizu K，Inada Y，Kawamura A，et al． Current status of

blood purification in critical care in Japan[J].Con-

trib Nephrol, 2010, 166(166)：4-10．

[9] 王继军. 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急性重症胰腺炎[J].中国

血液净化, 2005, 4(7):387-388.

[10] 苏伟,黄昭,杨智. 血液灌流联合连续性血液滤过治疗脓毒血症

并急性肾损伤[J]. 中国血液净化, 2011, 10(10):556-559.

[11] Talukdar R，Swaroop Vege S．Early management of severe

acute panceratitis[J]． Curr Gastroenteml Rep, 2011,13

(2)：123-130．

[12] 赵慧媛,李荣山,邵珊. 血液灌流对IL-6、TNF-α、CRP的影响[J].

中国血液净化, 2005, 4(10)：566-568．

[13] Aleksandrova IV, Il'inskiĭ ME, Reĭ SI, et al. Permanent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 in the complex therapy of se-

vere acute pancreatitis[J]． Anesteziol Reanimatol,2011

May-Jun(3):54-58.

[14] Wig JD，Bharathy KG，Kochhar R，et a1．Correlates of or-

gan failure i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J].JOP, 2009,

10(3)：271-275.

[15] 张宁宁,郭晓钟,李宏宇. 连续血液净化治疗在重症急性胰腺炎

中的临床应用[J].中华胰腺病杂志, 2013, 13(4)：267-269.

[16] 毛恩强,李磊,武钧. 血液滤过治疗重症急性胰腺炎和暴发性胰

腺炎的策略与疗效[J].中华外科杂志, 2009, 47(19)：1468-

1471.

[17] 文明波,昊定国. 不同治疗时机的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对重症

急性胰腺炎疗效的影响[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 2011, 10(2)：

137-138.

[18] 中国医师协会胰腺病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急性胰腺炎多学科诊

治共识意见[J].临床肝胆病杂志, 2015, 31(11):1770-1775.

(收稿日期：2016-09-28)

(本文编辑：于媛)

•消息•

2017年《中国血液净化》杂志征订启事

主管单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主办单位：中国医院协会

总编辑：王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医院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医院协会血液净化中

心管理分会名誉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分会血液净化学组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肾脏病学系副主任，中华内科杂志、中

国糖尿病杂志、肾脏病与透析肾移植杂志、临床内科杂志、临床肾脏内科杂志等编委。

编辑部主任：韦洮，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中国医院协会血液净化中心管理分会常委、秘书长、北京市医学会

肾脏病分会委员、北京市西城区事故鉴定委员会专家库成员。

本刊为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国家级医学科技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

据库(CAJCED)统计源期刊、万方数据资源系统(China Info)全文收录期刊、“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CMCC”收录期刊、

是处方药广告专业媒体。主要刊登内容：专家述评；临床研究；基础研究；短篇论著；综述；血液净化相关产品与技术；血液净化

中心管理；人工肝；透析查房及疑难病例讨论；继析心理学；护理园地；短篇报道等。欢迎广大从事肾脏内科、泌尿外科、血液净

化、人工肝、ICU、急诊科以及相关学科的医护、教学、科研人员和血液净化产品工程技术管理、研究、开发人员积极订阅和投稿。

国内统一刊号：CN11-4750/R 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1-4091 邮发代号：82-3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307号 订阅方式：全国各地邮局或《中国血液净化》编辑部邮购

地 址：北京西城区阜城门内大街133号(100034) 全年订价：144元

户名：《中国血液净化》杂志社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西直门支行 帐号：0200065009200025680

电话：010-66583655 传真：010-66181900 E-mail：cjbpcjbp@163.com

《中国血液净化》杂志社

•• 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