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临床研究 2016年第 8卷 第 36期                                                                            -41-

血液透析加灌流配合醒脑静治疗尿毒症脑病 15 例 
Hemodialysis and hemoperfusion combined with Xingnaojing inje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15 cases of uremic encephalopathy 
 

黄 波   李正胜   谢 娟   王 叶   

（贵阳中医二附院，贵州  贵阳，550003） 

 

中图分类号：R6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860（2016）36-0041-02    证型：BDG 
 

【摘  要】目的：观察分析血液透析加灌流配合醒脑静治疗尿毒症脑病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我科血液透析合并尿毒症脑

病患者 15 例，并给予血液透析加灌流配合醒脑静治疗，1 周后观察其疗效。结果：治疗后尿毒症脑病相关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

指标均有显著改善。结论：血液透析加灌流配合醒脑静治疗尿毒症脑病具有良好的疗效，值得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血液透析加灌流；醒脑静注射液；尿毒症脑病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hemodialysis and hemoperfusion combined with Xingnaojing inje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uremic encephalopathy. Methods:15 patients with uremic encephalopathy were selected and given hemodialysis and 

hemoperfusion combined with Xingnaojing injection in the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other indicators changes of blood urea 

(BUN), serum creatinine (Scr), serum potassium (K+), serum sodium (Na+), serum chloride (Cl-), serum calcium（Ca2+） and bicarbonate 

radical（Hco3-）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one week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he treatment, all the related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 indexes of patients with uremic encephalopathy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 

Hemodialysis and hemoperfusion combined with Xingnaojing injection had good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uremic encephalopathy, and it 

wa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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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毒症脑病是慢性肾衰竭的严重并发症之一，其发病机制

主要包括毒素蓄积、营养不良、贫血、内分泌紊乱等，其发病

是 CRF 病程中多因素参与的结果。血液透析＋血液灌流（HD

＋HP）在本病的治疗中，可使大中分子毒素得到有效清除。针

对本病发病机制多因素参与的特点，我们尝试在 HD＋HP 基础

上，中西结合，配合使用醒脑静以清心安神、醒脑开窍，在治

疗尿毒症脑病、缓解临床症状、改善预后方面取得较好的疗效。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血液透析中心 2013 年 9 月—2015 年 6 月维持性

血液透析患者 15 例，均为慢性尿毒症患者，均符合尿毒症脑

病诊断[1] 。其中，男性 9 例，女性 6 例；平均年龄（44±23）

岁。原发病：慢性肾小球肾炎 3 例，高血压肾病 5 例，糖尿病

肾病 6 例，多囊肾 1 例。平均病程（37.8±10.03）个月不等。 

1.2 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 HP＋HD 同时接受基础治疗，包括饮食疗

法，纠正贫血和降压治疗，合并感染的患者予以抗生素治疗。

有抽搐、精神症状明显的患者予地西泮、予氟哌啶醇对症处理。

采用德国贝朗、瑞士金宝血透机，透析器为贝朗聚砜膜透析器

（LO PS15）。珠海集团医用生物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 HA130 

型一次性使用树脂灌流器。透析液为碳酸盐透析液。采用透析

器与 HA 型树脂灌流器串联做透析—灌流治疗。灌流器串联在

透析器之前。血流量 150～200 mL/min。肝素首剂量 0.5 mg/kg 

静注，追加肝素每小时 5 mg。根据患者具体情况增减肝素用量， 

先灌流、透析 3 h，达到饱和后取下灌流器，再继续血透 1.0 h，

总共治疗时间为 4.0 h。每周 3 次，观察 1 周。治疗同时配合静

滴醒脑静，醒脑静 20 mL 以 0.9%NS 200 mL 稀释后静滴，1 次/d。

治疗前后测 Bun、Scr、K+、Na+、Cl-、Ca2+和 Co2cp。 

1.3 疗效标准 

 治愈：尿毒症脑病症状完全消失；好转：尿毒症脑病症状

缓解；无效：尿毒症脑病症状无改善。 

1.4 统计学处理 

 结果数据以（ ）表示。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验，计数资料以 x2检验。所有统计学处理均由 SPSS15.0 软件

完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临床症状缓解情况 

15 例尿毒症患者经 1 周 HD＋HP＋醒脑静治疗后，临床症

状改善，患者意识逐渐恢复，症状逐步缓解，见表 1。总体疗

效为治愈 13 例（87%），好转 3 例（20%），无效 1 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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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UE 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比较  （n） 

时间 n 昏迷 烦躁 抽搐 头痛 

治疗前 15 2 9 6 7 

治疗后 15 1 0 0 2 

2.2 肾功能及电解质情况  

 治疗前患者体内代谢产物、毒素潴留、电解质及酸碱紊乱

明显。治疗后尿素氮、肌酐、电解质及酸碱等指标均逐步趋于

稳定，其中尿素氮、肌酐和血钾水平较治疗前下降较为显著，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 2  治疗前后肾功能和电解质、酸碱变化表   （ ） 

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尿素氮（mmol/L） 18.5±5.4 11.3±4.2* 

肌酐（μmol/L） 745.0±87.5 367.2±76.1* 

K+（mmol/L） 4.8±0.6 3.4±0.3* 

Na+（mmol/L） 119.3±6.4 139.4±4.8 

Cl-（mmol/L） 96.4±6.5 105.4±5.6 

Ca2+（mmol/L） 2.2±0.4 2.1±0.5 

Co2cp（mmol/L） 17.9±8.5 23.7±6.9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3    讨  论 

 随着血液净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医疗保险体制的不断完

善，为数众多的 CRF 患者得到了有效、持续的治疗，生命得

以延长。这使进入终末期肾病（ESRD）阶段的患者也逐渐增

多，这些患者神经系统的症状明显，典型的尿毒症脑病患者在

临床上并不少见。尿毒症的神经系统并发症包括中枢及外周神

经系统病变。尿毒症患者中神经精神症状发生率高达 82%，其

中尿毒症性脑病病情重、病死率高。尿毒症性脑病指急、慢性

肾功能衰竭患者出现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和体征，主要表现为

意识障碍，可出现疲乏、失眠、注意力不集中、性格改变、抑

郁、记忆力减退和判断失误，并可有神经肌肉兴奋性增加，如

肌肉颤动、痉挛、幻觉、癫痫发作和昏迷等[1]。但发病机制目

前尚不清楚，众多学者认为可能与多种因素引起尿毒症脑病有

关。如血液中的尿毒症毒素蓄积，脑内氨基酸代谢障碍，血中

甲状旁腺激素增加，脑循环障碍，电解质紊乱，代谢性酸中毒[2-4]。

尿毒症毒素是一大组体内代谢产物，分 3 类：游离的小分子水

溶性毒素、与蛋白结合毒素及中分子毒素[5]。近年来，临床上

应用血液透析清除以尿素氮、肌酐和尿酸为代表的小分子水溶

性毒素效果好[3]，而血液吸附对蛋白结合毒素及中分子毒素清

除率远大于常规血液透析的特点[6]。运用血液透析联合血液吸

附作为组合型人工肾，但是 HD＋HP 治疗费用相对昂贵，许多

需长期透析维持的患者仍无法承受高额的医疗费用。本组临床

资料表明在以上治疗同时配合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治疗治疗

肾性脑病不仅可取得良好疗效，在节省医疗费用、医疗资料方

面也可取得良好效果。醒脑静注射液，组方源于清代吴塘《温

病条辨》中的安宫牛黄丸，由麝香、冰片、栀子等中药组方形

成。全方可抑制多种细胞因子介导的炎症反应，具有降低内皮

素、清除氧自由基的作用，并可减轻脑缺血再灌注损伤[7] ，保

护脑细胞功能。以安宫牛黄丸为基础的中药制剂醒脑静注射液

通过静脉给药能迅速通过血脑屏障，直接作用于中枢系统，有

清除脑水肿，防止脑疝，改善大脑血氧供应，调节能量代谢，

清除氧自由基，拮抗细胞因子及促进脑细胞康复等作用。而且

在防止感染、降低患者体温、抑制抽搐等方面，功效显著[8]。

并能显著抑制脑神经细胞凋亡，减轻脑组织损害[9]。有研究表

明[10-12]，醒脑静注射液可降低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减少外源

性致热源对大脑的损害，同时减轻脑水肿对脑组织的继发性

损害，保护脑组织。基于以上研究可知，ESRD 患者在有效血

液净化治疗同时，中西结合，使用醒脑静注射液可治疗、改善

尿毒症脑病相关精神、神经症状，还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治透析

相关性脑病，在延长患者生命、改善生存质量、节约公共医疗

资源等方面都有积极意义。此外，中医处方精髓在于辨证论治，

安宫牛黄丸为中医开窍剂凉开法的代表方剂，临床应用以热

陷心包的实证为辨证要点。中医治疗脑病不外开窍醒神之法，

在临床应用上，应注意根据不同患者辨证应用，以期取得更

佳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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