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 • 临床研究 • September 2017, Vol.15, No.27 Guide of China Medicine

血液灌流不同预冲及抗凝法的临床应用比较

张文慧  张冰茹*
（江苏省中医院血液净化中心，江苏 南京 210029）

【摘要】目的 对血液灌流不同预充及抗凝法进行比较。方法 选择 30 例 120 例次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分为四组，采用不同的预充及抗凝

法，找到最安全有效简便的方法。结果 发现改良预充加低分子肝素抗凝法配合使用效果最好。结论 改良预充加低分子肝素抗凝法配合使

用血灌器凝血发生概率明显降低，并能有效预防出血等并发症的发生，同时提高了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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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临床研究表明，在透析患者的治疗中，与单纯血液透析

治疗的不足相比，采用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HP+HD）的方式

能够改善患者的皮肤瘙痒、失眠、贫血、高磷血症、高血压、营养不

良等[1-2]。本文以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采用 HD+HP治疗的30例维持

性透析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我血液净化中心在HP+HD联合治疗时对不

同预冲及抗凝法进行了研究比较，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采用 HD+HP治疗的30例维

持性透析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不同的预充及抗凝法，每例患者每种

方法各做一次，共120例次，分为A、B、C、D共4组，每组30例次。

其中男17例，女13例，年龄29～72岁，平均年龄（45.4.±3.1）岁，原

发病为糖尿病肾病7例，慢性肾小球肾病13例，多囊肾1例，高血压肾

病6例，肾病综合征1例，梗阻性肾病2例。4组患者的年龄、病种构成

差异在统计学上无意义。

1.2 材料：血液透析机采用瑞典金宝公司生产的AK- 96型血透机、

费森4008B或日机装透析机，透析器为NIPRO醋酸膜纤维透析器，膜

面积为1.5 m2，透析时间4 h，血流量200～240 mL/min，透析液流量 
500 mL/min。血管通路均为动静脉内瘘。灌流器采用珠海丽珠医用生

物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HA130型树脂HP器。透析液为碳酸盐透析液。

血液灌流过程中血流量均在200 mL/min，灌流时间均为2.5 h，灌流结

束后撤下血灌器，继续行血液透析1.5 h后结束治疗。

1.3 方法：①预冲方法：a.传统预冲：用含肝素10 mL的生理盐水2500 mL 
以泵速为100 mL/min预冲血灌器和管路，再用含肝素100 mg的生理盐

水500 mL以50 mL/min的速度缓慢预冲，使灌流器内空气排尽，血灌

器内的树脂颗粒表面附上肝素膜，血灌器实现充分肝素化。最后用

500 mL的生理盐水冲洗管路，排尽肝素液，进行HP+HD联合治疗。

b.改良预冲：用5 mL针筒抽取肝素液100 mg直接注入血灌器保存液

中，上下轻轻转动10次约20 s，静置30 min，使血灌器达到充分肝素

化，用2500 mL生理盐水以100~170 mL/min速度进行预冲，排尽血

灌器内肝素液及空气，进行HP+HD联合治疗。②抗凝方法：全身肝

素化抗凝法：a.普通肝素，个体化给药，首剂0.5~1.0 mg/kg，追加肝

素剂量10~20 mg/h，透析治疗结束前半小时停用。b.低分子肝素钠，

60~80 U/kg，首剂注入，个体化用药，不追加普通肝素。③分组 A
组：传统预冲+普通肝素；B组：传统预冲＋低分子肝素；C组：改良

预冲+普通肝素；D组：改良预冲+低分子肝素。

1.4 观察指标：①凝血标准[3]：0级为透析器与血灌器均无凝血；Ⅰ级

为血灌器树脂颗粒凝血<10%和（或）透析器中纤维凝血<10%；Ⅱ级

为血灌器树脂颗粒凝血<50%和（或）透析器中纤维凝血<50%；Ⅲ级

为血灌器树脂颗粒凝血>50%和（或）透析器中纤维凝血>50%。②灌

流后患者出血情况[4]：轻度出血：出血量<2 mL，牙龈出血、眼角膜充

血，穿刺部位渗血；中度出血：出血量3~20 mL，穿刺部位渗血、眼

内黏膜出血；重度出血：大面积皮下出血、脑出血、消化道出血。

1.5 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进行t或卡方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通过血灌器凝血情况比较发现：使用改良预冲法的两组明显优于

其他两组，只发生血灌器轻微凝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1。同时发现改良预冲加低分子肝素法灌流后只有一例牙龈出血

和一例穿刺部位渗血，明显低于其他三组，见表2。

3 讨  论

血液灌流的吸附剂中的人工合成的有机树脂由于有较多的小孔，

增大了与血液的接触面积，能够有效的吸附甲状旁腺激素、胍类等

大、中分子的毒素物质，能够发挥较强的吸附作用，提高了吸附效

率，但是对于小分子毒素的吸附效果则较差 [5]。而采用血液透析的

治疗方式能对肌酐、尿素等小分子物质发挥较好的清除作用。采用

HP+HD联合治疗的方法则可以吸附并清除血液中的肾素、血管紧张素

及各种有害物质，发挥优势互补的作用，从而有效缓解患者的皮肤瘙

痒症状，降低血压，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透析治疗过程中，由于抗凝剂的使用及患者自身的原发病等因

素，容易发生高凝或低凝状态。而HP整个治疗过程在体外进行，必

须采取一定措施防止发生体外凝血。如果在治疗过程中血灌器发生凝

血，树脂颗粒将无法吸附中、大分子毒素，导致耗材的损失及患者失

血，同时增加患者的经济负担，治疗效果将受到影响。老式血灌器内

是干性树脂颗粒，传统预冲法必须使干性树脂颗粒湿化、吸水、膨

表1 灌流器凝血情况比较

组别 例次 0级 I级 II级 III级
A组 30 22 4 2 2
B组 30 25 3 1 1
C组 30 28 2 0 0
D组 30 29 1 0 0

表2 灌流后患者出血情况

组别 例次 轻度 中度 重度

A组 30 7 3 1
B组 30 3 1 0
C组 30 3 1 0
D组 30 2 0 0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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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才能发挥最大效果。而如今的血灌器是湿膜，内有保存液，改良

预冲法直接在血灌器内注入肝素注射液就能快速在树脂粒上形成肝素

膜，不再需要湿化、吸水、膨胀这个过程。本研究发现使用改良预冲

法的C组和D组患者发生血灌器凝血情况明显少于使用传统预冲法的

A、B组。目前HP+HD联合治疗是否需要追加以及如何追加低分子肝

素并无统一标准。在本研究通过C组和D组对比可以看出，预冲方法

相同的情况下，与使用普通肝素比较，低分子肝素能明显减少HP患者

的出血风险，且抗凝效果优于普通肝素，更具安全性，同时未使用追

加肝素，同样达到了优良的抗凝效果。

在本组实验中我们发现改良预冲法及低分子肝素抗凝法优势明

显，血灌器凝血发生概率明显降低，能有效预防出血等并发症的发

生，同时提高了护理人员的工作效率。综上所述，HP改良预冲及低分

子肝素抗凝法是一种安全、有效、简单的方法，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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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心率（x-±s）

组类 收缩压(mm Hg) 舒张压(mm Hg) 心率(bpm)
观察组 130.17±19.44 65.70±10.47 71.27±9.52
对照组 128.98±19.01 66.16±10.50 70.30±9.51

老年髋关节置换手术中脑电双频指数的应用分析

张国平

（江苏省张家港市中医医院，江苏 张家港 215600）

【摘要】目的 探讨老年髋关节置换手术中脑电双频指数的应用。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手术麻醉方式，观察组则根据 BIS 检测结果对患者

的丙泊酚用量进行调节。结果 两组髋关节置换手术患者治疗后的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

察组患者在接受 BIS 数据辅助用药治疗时，分别有 2 例患者使用了麻黄素与去氧肾上腺素；对照组患者在接受麻醉治疗时，分别有 4 例、

5 例患者使用了麻黄素与去氧肾上腺素。此外，观察组患者在麻醉维持期的平均丙泊酚用药量为（131.55±22.68）mg/h，低于同期对照组

患者的使用量。结论 脑电双频指数在老年髋关节置换手术的应用，可以降低患者的麻黄素与去氧肾上腺素应用次数，减少患者的丙泊酚

用量，从而提高手术的综合治疗效果。

【关键词】髋关节置换手术；BIS；丙泊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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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近年来我国老年人患髋关节疾病

的绝对数在不断增加。髋关节的病发会给患者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带来

较大的不便，目前，开展髋关节置换手术则是较为常见与有效的治疗

方式[1]。在手术过程中如何合理使用麻醉药物以达到最优麻醉效果，

则成为临床医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可以采用脑

电双频谱指数（BIS），来辅助患者进行麻醉治疗；但是，当前学术

界对BIS应用效果的报道还较为缺乏[2]。在此背景下，本文结合对我院

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间收治的40例老年髋关节置换患者的治疗资

料与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对BIS的临床应用方式、方法以及取得的

效果进行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本次研究选取了从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进入我院接

受髋关节置换手术治疗的40例患者，在本次研究中男女患者的比例为

31:9。将参与试验研究的患者随机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其中，观

察组患者的年龄为55.5~84.3岁、均值为（68.7±1.5）岁，对照组患者

的年龄为54.2~83.5岁、均值为（68.1±1.4）岁。

1.2 方法：所有参与实验的患者均采取静脉麻醉维持方式来进行髋

关节置换手术，具体用药为：丙泊酚[3~5 mg/（kg•h）]及瑞芬太尼 
[0.5 μg/（kg•h）] 静脉持续输注，间断注射顺式阿曲库胺维持肌松。

观察组则根据BIS检测结果对患者的丙泊酚用量进行调节。

1.3 评估标准：本文从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心率、麻黄素使用、

去氧肾上腺素使用、丙泊酚的用药量等角度来进行评估[3]。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0.0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汇总处理，并

对数据进行卡方检验（χ 2）；对最终分析结果进行置信区间检验，当

P<0.05时拒绝原假设认可数据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对比：两组髋关节置换手术患者治疗后的

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1；P>0.05）。其中，观察组20例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分

别为（130.17±19.44）mm Hg、（65.70±10.47）mm Hg、（71.27±
9.52）bpm；对照组20例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分别为（128.98
±19.01）mm Hg、（66.16±10.50）mm Hg、（70.30±9.51）bpm。

2.2 麻黄素与去氧肾上腺素的应用对比：观察组患者在接受BIS数据辅

助用药治疗时，分别有2例患者使用了麻黄素与去氧肾上腺素；对照

组患者在接受麻醉治疗时，分别有4例、5例患者使用了麻黄素与去氧

肾上腺素；上述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3 两组患者的丙泊酚用药量：通过对实验数据的记录和分析可知，观

察组患者在麻醉维持期的平均丙泊酚用药量为（131.55±22.68）mg/h；
同期，对照组患者在麻醉维持期的平均丙泊酚用药量为（182.07±
30.15）mg/h；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知，观察组患

者在麻醉维持期的丙泊酚用药量要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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