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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灌流连接方式治疗尿毒症肾性脑病的

临床观察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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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总结血液灌流连接方式治疗尿毒症肾性脑病的临床效果及护理。方法 选取在本院接受治疗的尿毒症合并肾性脑病

患者110例，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组与B组，每组均55例。B组患者采用透析与灌流同时进行的常规治疗，A组采用透析2 h后连接灌流器

的治疗方案，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均给予精细护理。对比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及治疗前后血肌酐、血尿素氮、血甲状旁腺素、血

钾及血β2微球蛋白情况。结果 A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A组血肌酐（332.89±30.66）μmol/L、血尿

素氮（9.95±3.88）mmol/L、血甲状旁腺素（87.56±24.45）pg/mL、血钾（4.05±0.74）mmol/L及血β2微球蛋白（28.27±11.25）mg/L等均明显低

于B组血肌酐（485.56±30.58）μmol/L、血尿素氮（15.68±3.07）mmol/L、血甲状旁腺素（251.05±104.33）pg/mL、血钾（4.46±1.32）mmol/L

及血β2微球蛋白（50.81±12.32）m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血液透析2 h后连接灌流器的治疗方案对毒素的清除率更高，

配合精细护理后，明显缩短了操作时间，提高了病患的治疗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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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hemoperfusion connection treatment of uremia renal encephalopathy and nursing. Meth⁃
ods 11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uremia complicated with renal encephalopathy in our hospital for treatment,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group A and

group B, 55 cases in each group. Dialysis and perfusion simultaneously with group B, group A using 2 h after hemodialysis connection perfusion dial-

ysis therapy, in the whole course of treatment, two groups of patients are given careful nursing. The adverse reactions a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serum creatinine, blood urea nitrogen, serum parathyroid hormone, serum potassium and

serum β2 microglobulin are compared. Results Adverse reaction rate of group 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group B,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serum creatinine (332.89±30.66) μmol/L, blood urea nitrogen (9.95±3.88) mmol/L, serum parathyroid hormone (87.56±24.45) pg/mL,

blood potassium (4.05±0.74) mmol/L and serum β2 microglobulin (28.27±11.25) mg/L of group A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lood creatinine

(485.56±30.58) μmol/L, blood urea nitrogen (15.68.2±3.07) mmol/L, serum parathyroid hormone (251.05±104.33) pg/mL blood potassium (4.46±

1.32) mmol/L and serum β2 microglobulin (50.81±12.32) mg/L of group B,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clearance rate

of the toxin in the treatment of 2 h after hemodialysis is higher, and the operation time is shortened, and the treatment compliance of patients is im-

proved after the treatment with fine nursing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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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毒症为慢性肾衰的终末期，常表现为水、电解质、蛋白

质、糖类及酸碱代谢紊乱，心血管病变、Kussmaul呼吸、食欲

不振、厌食、肾性贫血等[1]。尿毒症患者极易合并中枢神经

系统性病变，临床上称之为肾性脑病，提示预后较差[2]。尿

毒症肾性脑病患者早期常自觉头痛难忍、疲惫、乏力、记忆丧

失，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加重，发展为严重的嗜睡、手足搐溺、

昏迷、不自主运动等，对机体的危害极大，严重降低了病患的

生活质量[3]。目前临床上多采用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的

治疗方案，配合对应护理措施，临床治疗效果较优，但针对连

接方式，仍需进一步分析探讨，因此，选取经本院收治的尿毒

症合并肾性脑病患者110例，采用不同血液灌流连接方式，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13年5月～2015年4月在本院接受

治疗的尿毒症合并肾性脑病患者110例，并按照数字表法随

doi:10.3969/j.issn.1009-4393.2017.33.005 --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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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分为A组与B组，每组均55例。其中，A组男39例，女16

例；患者年龄50～71岁，平均年龄（61.53±4.07）岁；BMI为

21～28 kg/m2，平均 BMI（24.05±2.37）kg/m2；平均收缩压

（SBP）（170.36±35.37）mmHg；平均舒张压（DBP）（110.17±

35.05）mmHg；透析时间为 3～8年，平均透析时间（5.34±

1.05）年。B组男28例，女27例；患者年龄51～72岁，平均年

龄（62.79±4.01）岁；BMI为20～29 kg/m2，平均BMI（25.23±

2.19）kg/m2；平 均 SBP（168.47 ± 35.49）mmHg；平 均 DBP

（108.64±35.14）mmHg；透析时间4～11年，平均透析时间

（6.08±1.17）年。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平均BMI、SBP、

DBP、透析时间等基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入选标准：①所有患者均自愿参与调查研究，依从性较

好，且已签署知情同意书；②该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患者已接受颅脑CT、脑电图、MRI等相关检查，排除癫痫、脑

血管意外、脑外伤或其他中枢神经系统性疾病，确诊为慢性

肾脏性相关性脑病；③患者均有睡眠障碍、易疲惫、食欲不

振、低钙抽搐、皮肤瘙痒等尿毒症相关临床表现。

排除标准：①有其他严重血液性、器质性、系统性病变

者；②神经、精神疾患、沟通障碍、身体极度衰弱者；③有严重

循环、呼吸衰竭症状。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由护理人员根

据医嘱为患者进行血液灌流。患者均使用一次性Poly-

flux14L透析器、费森尤斯4008S透析机、一次性血管路、水

处理双极反渗机、HA130型血液灌流器；透析液则选用碳酸氢

盐透液。透析开始后，将浓度为15 mg/500 mL、量为3 000 mL

的肝素等渗盐水预冲液挂在输液架上，连接输液管于灌流器

的动脉侧，打开开关，自下而上开始预冲，速度为100 mL/min，

时间在30 min以上。B组在预冲结束后，将灌流器连接在透

析器前方以便和透析同时进行，治疗2.5 h后取下灌流器，继

续透析。A组在预冲结束后，先行透析，约2 h后先降低血流

速度为100 mL/min后停机，使用止血钳夹闭动静脉接头，将

管路的动脉端取下并与灌流器的动脉端相连，移除止血钳，

再次开机，使血液缓缓流过灌流器，排净灌内的肝素生理盐

水后，再次夹闭止血钳，将透析器的动脉端与灌流器的静脉

端相连；移除止血钳，让血液缓缓流过灌流器，再次排气并调

节血流速度为200～250 mL/min，血液灌流与血液透析应同

时结束。

1.3 护理 在整个操作过程中，应同时配合实施精细护

理。①灌流前，护理人员应详细为患者讲解有关血液灌流的

相关知识、治疗目的、连接方式、注意事项等，以缓解其焦虑、

紧张、恐惧等不良情绪，提高其配合治疗的积极性，以保证操

作的顺利进行。②灌流时，应确保穿刺管道等无扭曲、脱落，

保持无菌状态，防止漏气而引发其他并发症等。③整个操作

过程中，应密切监测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防止其出现低血

压、脱水、休克等不良反应，若发现其体虚、发冷、大量出汗等

现象，应立即停止操作，并遵医嘱进行补液治疗。④灌流开

始后，若病患出现恶心、呕吐、寒战、气短、胸闷等不适症状，

可怀疑出现过敏反应，应及时报告医师并停止操作。⑤实施

血液灌流期间，应加强观察管路、灌流器、透析器内的血液颜

色、跨膜压、静脉压等参数的变化等，并根据个体情况调节肝

素使用量。⑥灌流结束后，加强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健康宣

教及饮食指导，嘱其加强营养的摄入，补充蛋白质、维生素、

锌等，注意加强休息。

1.4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及治疗前

后血肌酐、血尿素氮、血甲状旁腺素、血钾及血β2微球蛋白

情况。血肌酐正常指标为44～133 μmol/L，当血肌酐值超

过707 μmol/L时为肾功能衰竭晚期，即为尿毒症。正常成

人空腹时血尿素氮为 3.5～7.1 mmol/L，当血尿素氮超过

21.4 mmol/L，即为尿毒症的诊断指标之一。血甲状旁腺素正

常值：氨基端为230～630 ng/L，羧基端为430～1 860 ng/L。

血钾正常值为3.5～5.1 mmol/L，尿毒症患者常伴有高血钾

症（血清钾＞6.5 mmol/L）。血β2微球蛋白的血清正常值

（1.0±4.6）μg/mL，主要用于检测近端肾小管的功能，若尿

液中排出的β2微球蛋白增高，则提示肾小管滤过负荷或损

害度增加。临床治疗效果包括患者神志完全恢复、神志延迟

恢复、无效及放弃治疗等。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

示，采用c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 A组55例患者中，

仅有1例在操作过程中出现症状性低血压，不良反应发生率

为1.82%（1/55）；B组55例患者中，有4例出现症状性低血

压，9例出现皮肤瘙痒，2例有出血倾向，但经对症治疗均明

显缓解，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7.27%（15/55），两组不良反应

发生率组间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2=14.34，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肌酐、血尿素氮情况对比 经过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肌酐、血尿素氮均有所下降，且A组的

下降率明显优于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肌酐、血尿素氮情况对比（x±s，分）

Table 1 Compares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serum creatinine, blood urea nitrogen situation(x±s，score)

项目

血肌酐（μmol/L）

血尿素氮（mmol/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B组（n=55）

997.33±371.56

485.56±30.58

29.63±7.78

15.68±3.07

A组（n=55）

983.45±420.63

332.89±30.66

29.26±6.95

9.95±3.88

t值

0.18

26.15

0.26

8.59

P值

＞0.05

＜0.05

＞0.05

＜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甲状旁腺素、血钾及血β2微球蛋

白情况对比 经过治疗后，两组患者血甲状旁腺素、血钾及

血β2微球蛋白均明显下降，且A组下降率较B组明显，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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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甲状旁腺素、血钾及血β2微球蛋白情况对比（x±s，分）

Table 2 Comparison of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of blood parathyroid hormone, serum potassium and

blood β2 microglobulin(x±s，score)

项目

血甲状旁腺素（pg/mL）

血钾（mmol/L）

血β2微球蛋白（m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B组（n=55）

292.61±206.28

251.05±104.33

5.86±1.37

4.46±1.32

58.56±10.78

50.81±12.32

A组（n=55）

333.02±408.02

87.56±24.45

5.33±1.59

4.05±0.74

58.39±11.52

28.27±11.25

t值

0.66

11.32

1.87

2.01

0.08

10.02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尿毒症是一类各种晚期肾脏病共有的、在慢性肾功能衰

竭进入终末阶段时出现的临床综合征，易合并肾性脑病，病

理可见机体大脑皮层和网状结构发生严重变化，脑实质变

形、水中、充血，大量神经细胞增殖，可出现去大脑僵直或剥

层姿势，对机体中枢神经系统危害极大[4]。目前临床中尚未

完全清楚尿毒症肾性脑病的发病机制，可能是由于尿毒症

时，脑血液循环受阻，毒素聚积血内，导致代谢紊乱，离子泵

功能改变等[5]。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是治疗尿毒症合并

肾性脑病的重要手段。

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可最大限度持续清除机体内的

溶质和水，降低毒素的平衡浓度，控制血浆渗透压使其维持

稳定状态，同时提高病患的适应性及耐受性，改善透析充分

性，补充置换液，以保持机体内各种代谢平衡，稳定内环

境[6]。常规血液透析及灌流同时进行的治疗方案虽有一定

作用效果，但由于使用灌流器时间过早，在其吸附中、大分子

毒素的同时，仍有一部分小分子毒素被吸附，明显降低了灌

流器的使用效能，疗效欠佳[7]。而本次研究中，对患者先行

血液透析，待2 h后，即前期透析已达到清除效果，各种毒素

的吸附已接近平衡，灌流器的容积位点已得到充分利用后方

连接灌流器，可避免该种现象的发生，提高其利用率，临床治

疗效果更优[8]。同时，由于灌流器预冲时间需要1 h，在透析

开始2 h后再进行灌流不影响透析效果，保留了灌流器中灌

的有效性及树脂颗粒的完整性，同时还缩短了操作用时，患

者在治疗上更为舒适，大大提高了病患的治疗依从性[9-10]。

从表2、3研究结果可知，透析2 h后连接灌流器的治疗方案，

可有效降低机体内血肌酐、血尿素氮、血甲状旁腺素、血钾及

血β2微球蛋白的含量。由于该些指标对中枢神经系统有较

直接作用，与大脑功能的损害程度密切相关，因而对BUN、尿

素等清除率提高后，全身性病变得到有效缓解，脑功能逐渐

恢复正常，肾性脑病症状得到有效改善，患者体内的酸碱、电

解质等代谢紊乱情况得以缓慢、稳定、持续的恢复，预防及改

善合并症方面作用效果显著[11-12]。

实施护理过程中，应注意连接血路管、灌流器、透析仪器

时必须小心、严密、谨慎进行，保持无菌状态，充分排气后方

可进行下一步操作以避免出现空气栓塞等现象[13]。在本次

研究中，如表1可知，A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B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透析2 h后上灌流器配合精

细护理后，作用效果更佳，其引起的肾性脑病症状明显好转，

患者意识状态得到显著改善；同时，患者无明显不适反应，症

状性低血压、出血等发生率也相对较低，有效的护理模式可

达到协同促进效果，治疗与护理相结合，可有效提高尿毒症

肾性脑病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满足其期望值。在实施整个

血液灌流操作过程中，护理人员应严格控制室内温度为

20 ℃，密切观察患者的各项生命指标、血流量、灌流器的跨

膜压与静脉压等参数变化等，观察病患是否有出血、休克、低

血压、过敏等不适症状，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调节肝素

用量，报告医师，根据医嘱予以对症处理；当患者血流速率降

至200 mL/min以下时，立即提高透析液温度至37 ℃，防止出

现凝灌现象[14]。在整个治疗过程，护理人员应随时与病患沟

通交流，调节其紧张、不安、焦虑等情绪，指导其松弛疗法、转

移法等以宣泄自己的不良情绪，以增加其主观能动性及配合

治疗的积极性[15]，同时在灌流结束后，应加强对其进行健康

教育及饮食指导，改善病患的营养状态，增强机体免疫力，防

止再次行血液灌流时出现其他不适反应。

综上所述，行血液透析2 h后连接灌流器的治疗方案，可

明显减少病患的肾性脑病相关症状，护理与治疗相结合后，其

各项临床指标均有显著改善，预后效果较佳，作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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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特殊使用抗菌药物的药学干预及价值初评

何维华

（江西省安远县人民医院药剂科，江西 赣州 342100）

摘要：目的 探讨药学干预在医院特殊使用抗菌药物中的价值。方法 选择药学干预前、干预后特殊使用抗菌药物的患者97例、52例,

对其特殊抗菌药物使用的合理性、药品种类、使用频度等进行分析。结果 干预后, 特殊使用抗菌药物不合理用药发生率为1.96%；干预组为

12.37%（P＜0.05）。干预前特殊抗菌药物使用最多的前三位科室是呼吸科、ICU、脑外科，干预后是ICU、呼吸科、脑外科；使用最多的种类是碳

青霉烯类、其次为第三代头孢类、第四代头孢类；干预后各种特殊使用抗菌药物使用量较干预前均明显降低。结论 药学干预可明显提高特

殊使用抗菌药物的合理性，使其更加规范，从而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

关键词：医院；特殊使用；抗菌药物；药学干预；价值

Special use of antimicrobial drugs and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value evaluation

He Wei-hua
(Department of Pharmacy, Anyuan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xi Province, Ganzhou, Jiangxi, 342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in hospital special antimicrobial agents. Methods 97 cases and 52

cases of special antibiotics were sele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intervention of pharmacy. The rationality, the type and the frequency of the use of the

special antibiotics were analyzed. Results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incidence rate of irrational use of special antibiotics was 1.96%, and 12.37%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P ＜ 0.05).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of special use of antimicrobial agents before the three department is the largest ICU, de-

partment of respiration, department of cerebral surgery, department of respiration, ICU, after the intervention is the most used type of department of

cerebral surgery; the carbapenems, followed by the third generation cephalosporin, fourth generation cephalosporins; stem special use of antibiotics

usage of various outcomes were compared with before intervention decreased. Conclusion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can im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special antibacterial agents and make them more standardized, so as to reduce the emergence of drug-resistant strains.

Key words: Hospital; Special use; Antibacterial drugs; Pharmaceutical intervention; Value

抗菌药物在使用中的滥用现象导致的细菌耐药性、二重

感染的严重性已经被广大临床工作者所认识[1]。卫生部颁

布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和《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抗

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对抗菌药物分级管

理制度进行了明确。将抗菌药物分为3类,包括非限制使

用、限制使用和特殊使用，后者在对抗多药耐药细菌中疗效

独特，因此加强对该类抗菌药物的管理非常重要。本文对药

学干预在医院特殊使用抗菌药物中的价值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本院从2016年1月～2016年12月收

治的使用特殊抗菌药物的患者52例（干预后），及2014年1

月～2014 年 12 月使用特殊抗菌药物的患者 97 例（干预

前）。收集患者性别、年龄、疾病、科室等情况、特殊使用抗菌

药物的使用情况、消耗药品量、药品金额等。干预后52例

中，男32例，女20例，年龄19～81岁，平均（50.33±4.22）

岁；干预前97例中，男58例，女39例，年龄19～82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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