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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灌流频率差异对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炎性细胞

因子水平、钙磷代谢及感染风险的影响

罗进辉

【摘要】 目的探讨血液灌流频率差异对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钙磷代谢及感染风险的影

响。方法选取收治的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160例，以随机区组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80例，分别在高通量

血液透析基础上给予血液灌流每1&／2周和1次／周；比较2组患者近期疗效，治疗前后肿瘤坏死因子一d(TNF—d)、高

敏C．反应蛋白(hs—CRP)、白介素-6(IL一6)、血钙、血磷、钙磷乘积、Hb、ALB、SF一36生活质量评分及感染发生率等。

结果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治疗前(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钙磷代谢水平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

察组患者治疗后Hb和ALB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前(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sF一36生活质量评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治疗前(P<0．05)；2组患者感染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行维持性血液透

析患者增加血液灌流频率可有效缓解临床症状体征，减轻机体微炎症状态，改善钙磷代谢和营养状态，提高日常生活

质量，且未增加感染发生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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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blood perfusion frequency differences on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calcium and phosphorus

metabolism and the infection risk of patients receiving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LUO Jinhui．Department of Urology，

Hankou Hospital of Wuhan City，Hubei，Hankou 43001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blood perfusion frequency differences on 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calcium and phosphorus metabolism and the infection risk of patients receiving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ethods

One hundred and sixty patients
who received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15 to March 2016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n=80)and observation group(n=80)．，I'}le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on the basis of

high—flux hemodialysis，were treated by blood perfusion once every 2 weeks，however，th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on the

basis of high—flux hemodialysis，were treated by blood perfusion once a week．The short—term therapeutic effects，the levels of

TNF一0【，hs—CRP，IL-6，blood calcium，blood phosphate，calcium and phosphate product，Hb，ALB，SF·36 life quality scores and

incidence rate of infection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Results The clinical effec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uperior to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The levels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After treatment the calcium and

phosphorus metabolism level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uperior to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0．05、．The levels of Hb and ALB in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The SF-36 life quality scores in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ierence in the

incidence rate of infection between two groups(P>0．05)．Conclusion To increase blood perfusion frequency in patients

receiving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clinical symptoms and signs of patients，alleviate micro·inflamatory

status，improve calcium and phosphorus metabolism and nutrition status，and can enhance life quality，without increasing

incidence rate of infection．

【Key words】 blood perfusion；blood hemodialysis；inflammatory cytokines；calcium and phosphorus metabolism

随着血液净化技术发展及广泛应用，行维持性血

液透析尿毒症患者临床疗效及远期生存率均得到明显

改善，但心血管并发症几率仍居高不下⋯；有研究显

示，尿毒症患者因长期血液透析所致机体微炎症状态、

钙磷代谢紊乱及营养不良均是诱发不同类型心血管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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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出现重要独立危险因素，严重威胁生命安全”2 o。如

何有效降低性维持性血透尿毒症患者机体炎性反应水

平，调节钙磷代谢及改善营养状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近年来血液灌注联合血液透析已成为维持性血

透首选治疗方案之一旧o，但对于血液灌注频率选择方

面尚无明确标准，增加治疗频率能否使患者获得更佳

临床受益存在一定争议。本研究以我院收治的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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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血液透析患者160例作为研究对象，分别在高通量

血液透析基础上给予血液灌流1次／2周和1次／周；比

较2组患者近期疗效，治疗前后TNF一仅、hs．CRP、IL-6、

血钙、血磷、钙磷乘积、Hb、ALB、SF．36生活质量评分

及感染发生率等，探讨血液灌流频率差异对行维持性

血液透析患者炎l生细胞因子水平、钙磷代谢及感染风
险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我院2015年3月至2016年3

月收治的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160例，以随机区组

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80例。对照组患者中，

男47例，女33例；年龄18～74岁，平均年龄(53．75±

7．18)岁；透析时间1～7年，平均透析时间(3．83±

1．20)年；平均甲状旁腺素(195．33±31．15)斗e,／L；根

据原发肾脏疾病划分，慢性肾小球肾炎44例，糖尿病

肾病31例，高血压肾病5例。观察组患者中，男49

例，女3l例；年龄18～72岁，平均年龄(53．65 4-7．14)

岁；透析时间1～6年，平均透析时间(3．77±1．17)

年；平均甲状旁腺素(193．80±30．98)“∥L；根据原发

肾脏疾病划分，慢性肾小球肾炎47例，糖尿病肾病29

例，高血压肾病4例。2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纳人与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①符合《中西医结合肾脏病学》

(2003年)诊断标准和维持性血液透析指证M1；②血液

透析时间≥1年；③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④患

者或家属知情同意。

1．2．2排除标准：①急慢性感染；②严重营养不良；③

免疫系统疾病；④严重脏器功能障碍；⑤恶性肿瘤；⑥

入组前1个月内应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⑦临床资料

不全。

1．3治疗方法2组患者均行高通量血液透析，即透

析液采用碳酸氢盐，透析流量为500 mL／min；透析仪器

85l

采用德国费森尤斯公司生产400B型，透析膜采用(德

国费森尤斯公司)FX70型聚砜膜中空纤维膜，膜透析

面积1．8 m2，超滤系数30 ml·mm Hg～·h～·m～，

4 h／次，3次／周；其中对照组患者加用血液灌流1次／

2周；观察组患者加用血液灌流1次／周；血液灌流方

案相同，即灌流器采用珠海丽珠医用生物材料有限公

司生产HA一120型一次性树脂血液灌流器，治疗前与

透析仪串联，首先以肝素(80 mg)+0．9％氯化钠溶液

(2 L)混合液冲洗灌流器及管道，待气泡及固体微粒

消失后以0．9％NaCl(1 L)再次冲洗灌流器及管道；血

液灌流过程中设置血液流速为(220～250)ml／min，每

次灌流2 h后继续行血液透析2 h；2组患者治疗时间

均为3个月。

1．4观察指标(1)炎性因子：指标包括TNF—d、hs-

CRP及IL-6，检测仪器采用罗氏COBAS INTEGRA 8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2)钙磷代谢：指标包括血钙、血

磷及钙磷乘积；(3)营养学指标：包括血红蛋白(Hb)

和血浆白蛋白(ALB)；(4)生活质量评价：采用汉化版

健康状况调查问卷评分(SF-36)’51进行，包括生理职

能、角色职能、情绪职能、认知职能、社会职能及心理健

康6项，分值0～600分，分值越高提示生活质量越佳；

(5)记录患者治疗期间相关感染发生例数。

1．5疗效判定标准一。 (1)显效，临床症状体征明显

改善，Cr水平较治疗前水平减少>20％；(2)有效，临

床症状体征有所改善，Cr水平较治疗前水平减少≤

20％；(3)无效，临床症状体征未见改善，Cr水平较基

础值未见减少或增加。总有效=显效+有效。’

I．6统计学分析应用SPSS 18．0统计软件，计量资

料以元±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2组患者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明显

优于对照组(P<0．05)。见表1。

表1 2组患者疗效比较 n=80，例(％)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2组患者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 (尸<0．05)。见表2。

治疗后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前

表2 2组患者治疗前后炎性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组别
TNF—d(vs／m1)hs—CRP(m∥L) IL-6(pg／m1)

谗疗甬 治疗后治疗前 沿疴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169．27±41 64 143．92±30 47+ 15．85±3．78 10．51±2 18+ 149．24±22，49 110．93±14 35+

婴墨丝 !：!：!!：竺：箜 !!!：!i圭!!：!!：： !!：!!!!：!! !：!!：!：丝：： !!!：!!!丝：!! !!：堑：!!：垫：：

注：与治疗前比较，4P<0．05；与对照组比较，挚<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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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组患者钙磷代谢水平比较观察组患者治疗 计学意义(P<0．05)。见表3。

后钙磷代谢水平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治疗前，差异有统
表3 2组患者钙磷代谢水平比较 n=80，i±s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4P<0．05

2．4 2组患者Hb和ALB水平比较观察组患者治0．05)。见表4。

疗后Hb和ALB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前(P<
表4 2组患者治疗前后Hb和ALB水平比较 n=80，g／L，i 4-s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 05

2．5 2组患者sF。36生活质量评分比较观察组患

者治疗后sF．36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

前(P<0．05)。见表5。

表5 2组患者SF-36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n=80，分，i±s

注：与治疗前比较，+P<0 05；与对照组比较，弹P<0．05

2．6 2组患者感染发生率比较对照组和观察组患

者感染发生率为10．00％(8／80)和12．50％(10／80)；

2组患者感染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3讨论

终末期肾病即尿毒症患者因原发疾病导致肾脏功

能呈慢性进行性损伤，无法有效排出机体毒素，而毒素

与体内大量潴留可诱发内环境稳态丧失，钙磷代谢紊

乱，进而出现皮肤瘙痒、骨痛等一系列临床症状，严重

影响日常生活质量。6J。目前维持性血液透析已成为

尿毒症患者主要甚至惟一治疗手段。高通量血液透析

是通过将人体内血液导人体外透析治疗仪器，经高通

透性滤过器对血液中小分子毒素进行有效清除，而大

中分子毒素亦能够经对流传送、吸附等效应自体内排

出，具有良好生物相容性；有研究显示，高通量血液透

析可有效改善机体微炎症状态，保护残留肾单位功能，

并有助于降低透析相关并发症发生几率¨o；但临床报

道证实，单纯采用血液透析无法彻底清除尿毒症患者

血液中大分子毒素物质，难以有效延缓病情进展喁。。

近年来血液灌流开始被辅助用于行维持性血透尿

毒症患者临床治疗，并取得令人满意疗效；血液灌流是

一种依靠体外循环吸引患者血液进入血液灌流器中，

通过其中固态吸附剂对内源性或外源性毒素特别是大

分子物质进行有效净化，再将血液回输患者体内的治

疗手段；其中中性树脂型吸附剂所具有吸附容量大、吸

附速率快等优势对于提高大中分子毒素清除效果具有

重要意义‘9J。目前血液灌流用于尿毒症治疗频率多

为每2～4周1次，但约15％一20％患者应用后临床

症状仍未见有效改善，存在较为明显炎性反应和钙磷

代谢紊乱¨0|；而能否通过增加治疗频率提高行维持性

血液透析患者临床疗效尚缺乏相关临床研究证实。

本研究结果中，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对

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炎性细胞因子水

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前(P<0．05)；提示增加

血液灌注频率用于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在缓解临床

症状体征，改善机体微炎症状态方面优势明显，笔者认

为这与血液灌流应用频率增加可加大血液大中分子毒

素清除效率和总量有关。有研究显示，行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机体度处于微炎症状，可见TNF．仅、hs．CRP

及IL．6等细胞因子水平异常升高；。肾脏功能对炎症相

关因子清除能力降低，病原菌、内毒素及免疫复合物等

促进炎性细胞因子释放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发生主要

机制。11|；JtL；,l,透析液中存在内毒素成分亦可经透析膜

进入血液循环，进而加重机体炎性反应状态；微炎症状

态已被证实与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心血管并发症风

险具有相关性，是评价临床预后关键指标之一¨2|。

本研究结果中，观察组患者治疗后钙磷代谢水平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Hb和ALB水平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治疗前(P<0．05)；证实每周1次血液灌注

辅助用于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有助于调节机体钙磷

代谢紊乱，提高营养状态水平；终末期肾病患者因肾单

位进行性损伤，难以维持PTH．维生素D轴调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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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诱发高磷、低钙及甲状旁腺激素水平上升，进而诱

发钙磷代谢紊乱现象出现；而患者机体长期处于炎症

状态还可引起食欲减退、营养不良等并发症，并已成为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主要原因¨副；而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SF．36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治疗前(P<

0．05)，说明高频率下行血液灌注可有效提高行维持

性血透患者生活质量，改善治疗依从性。

有研究认为增加血液灌注频率可能导致透析相关

感染发生风险上升。14I；本研究结果中，2组患者感染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显示维持性血

液透析患者增加血液灌流频率安全性符合临床需要，

笔者认为这一差异可能与患者年龄、有无罹患感染性

疾病及治疗操作无菌原则执行情况等有关。

综上所述，行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增加血液灌流

频率可有效缓解临床症状体征，减轻机体微炎症状态，

改善钙磷代谢和营养状态，提高日常生活质量，且未增

加感染发生几率。鉴于人选样本量少、随访时间短及

单一中心等因素制约，所得结论还有待更大规模临床

随机对照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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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药物安全性方面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应用稳心颗粒联合胺碘酮和培哚普利

治疗老年阵发性心房颤动的效果较为明确并且优于一

般的临床治疗效果，安全|生高，值得进一步研究分析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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