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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联合血液滤过、血液灌流治疗尿毒症脑病
效果观察

            　   钟桂兴①

　　【摘要】　目的：研究应用常规血液透析联合血滤、血灌方式治疗尿毒症脑病患者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笔者所在医院 2013 年 3 月 -2016 年 3 月

收治的 48 例尿毒症脑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成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24 例。对照组患者实施常规血液透析 + 血滤，研究组患者实施常

规血液透析联合血滤、血灌治疗，经过 2 周治疗后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实验室检查指标，对比两组临床治疗效果。结果：经过 2 周治疗后，研究组

实验室各项指标较对照组均明显改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显效 10 例 (41.67%)，有效 6 例 (25.00%)，无效 8 例 (33.33%)，

治疗总有效率是 66.67%。研究组显效 15 例 (62.50%)，有效 7 例 (29.17%)，无效 2 例 (8.33%)，治疗总有效率是 91.67%，研究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应用常规血液透析联合血滤、血灌方式治疗尿毒症脑病患者临床效果明显，能够有效改善患者

实验室指标，提高治疗有效性，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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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毒症在近年来发病率逐渐升高，是目前危害患者生命

安全的重要危险因素，给患者生活带来多种不利影响 [1]。临床

现今治疗尿毒症患者主要是采取血液透析方式，能够对患者

的病情进行一定控制 [2]。尿毒症会随着时间逐渐发展而引发一

系列严重程度不等并发症，从而进一步降低患者预后。其中，

尿毒症脑病是极其容易出现的一类合并症，患者在该病出现

初期时主要症状为乏力、头部不适、理解能力下降等，严重

情况下患者往往会嗜睡、精神异常和昏迷，严重威胁患者生

命 [3]。因此，观察及分析常规血液透析联合血滤、血灌方式治

疗尿毒症脑病的临床效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将笔者所

在医院的 48 例尿毒症脑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采用常规

血液透析联合血滤、血灌方式治疗尿毒症脑病患者的临床效

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笔者所在医院 2013 年 3 月 -2016 年 3 月收治的 48 例尿

毒症脑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全部患者诊断明确，年龄 36~80 岁，

平均 (56.3±4.2) 岁。采用随机方式将所有患者分成两组，即研

究组与对照组，每组 24 例。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患者临床

资料具有完整性；既往不存在过敏史；排除其他因素引起的精

神障碍；入院后患者基本生命体征较平稳；全部患者及家属签

订知情同意书，自愿参与本次临床研究。

1.2　方法

　　全部患者入院后立即完善相关检查，主要进行血常规、大

小便常规、肾功能、电解质、iPTH、β2-MG、心电图等各项检

查，维持患者水电解质平衡，防止患者病情出现恶化等，严密

监测其生命体征。在进行治疗前建立血液通路，对动静脉内瘘

患者实施内瘘穿刺，其他患者通过股静脉或颈静脉穿刺建立通

路。将两组患者血压水平控制在稳定状态，指导及规范患者饮

食，进行健康教育，根据情况选择使用镇静药品。在患者病情

稳定时，建立静脉通路，进行常规血液透析治疗。对照组患者

实施常规血液透析 + 血液滤过：每周 1 次血透 +2 次血滤；研

究组患者实施常规血液透析 + 血液滤过 + 血液灌流：每周 1 次

血透 +1 次血滤 +1 次血灌。选用费森尤斯 4008S 透析机对患者

实施血液透析治疗，透析液选用碳酸盐；透析器：F14( 常规血

液透析 )、HiPs15( 血液滤过 )，并且将 HA130 灌流器和透析器

串联，血流量：180~200 ml/min，透析液流量：500 ml/min，1 次

血液透析一般 4 h，血灌治疗过程一般为透析 2 h 后去除血液灌

流器，再继续常规透析 2 h，共 4 h，过程中应用抗凝剂低分子

肝素。全部患者进行持续性治疗，保证治疗周期为 2 周一疗程，

治疗 2 周后对患者治疗效果进行分析。

1.3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治疗 2 周后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实验室检查指标，对比两

组临床治疗效果。显效：患者临床症状消失，实验室检验指标

提示病情治愈，BUN、Scr，iPTH、β2-MG 均有显著下降；有

效：患者临床症状有所好转，精神异常较之前显著改善，实验

室检验提示疾病得到有效控制，BUN、Scr、iPTH、β2-MG 明

显下降；无效：患者临床症状并未减轻，甚至精神症状变重，

实验室化验结果无明显变化。总有效率 =( 显效例数 + 有效例

数 )/ 总例数 ×100%。

1.4　统计学处理

　　采取 SPSS 17.0 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其中，计量资料以 ( x-±s ) 表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比较采用 字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实验室指标比较

　　研究组患者经过 2 周治疗后实验室各项指标较对照组改善

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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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临床治疗效果分析

　　经过治疗，研究组患者有 15 例显效，7 例有效，2 例无效；

对照组有 10 例显效，6 例有效，8 例无效。研究组经过治疗后

的总有效率 91.6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66.67%，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例(%)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研究组 (n=24) 15(62.50) 7(29.17) 2(8.33) 22(91.67)

对照组 (n=24) 10(41.67) 6(25.00) 8(33.33) 16(66.67)

3　讨论

3.1　尿毒症脑病发病机制

　　尿毒症是由慢性肾脏衰竭造成的大脑中枢神经性损伤，是

尿毒症引发的严重程度较高的一种并发症 [4]。患者接受血液透

析治疗的时间和尿毒症脑病发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医学界

至今仍没有完全阐明此病发病机制，但目前学者共同认为尿毒

症脑病主要是毒物在体内蓄积所致，毒性物质在机体内大量蓄

积后破坏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同时大脑也受到毒物侵害，脑

部毛细血管通透性提高，促进胶质细胞产生改变，抑制脑脉络

丛移除神经递质代谢产物、胶质细胞传导，影响 K+ 内流和 Na+

外流作用，导致大脑尿毒性改变，患者表现出中枢神经损害症

状。有关研究显示尿毒症脑病和体内累积中大分子物质联系十

分密切，这些中大分子毒物可以对 Na+-K+-ATP 酶活性进行一

定抑制，引发离子转运产生障碍，进而降低机体能量代谢，破

坏神经突触，使神经突触失去作用，延长神经冲动传导时间，

引起中枢及外周神经障碍。值得强调的是，甲状旁腺素 (PTH)

是已经被研究证实的神经毒性物质，同时 PTH 也极有可能是

破坏脑组织内部钙离子代谢异常的关键因素 [5]。另外，前列腺

激素含量降低，肾上腺素、血管紧张素含量增加均能损害大脑

神经系统 [6]。有研究表明尿毒症脑病慢性肾衰患者体内 PTH、

β2-MG 等中大分子毒物与非尿毒症脑病慢性肾衰患者比较显著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这就确定了甲状旁腺素对神

经的毒性效应。

3.2　常规血液透析联合血滤、血灌方式治疗尿毒症脑病原理

　　本研究采用常规血液透析联合血滤、血灌治疗方法，主要

结合了弥散与对流、树脂吸附等血液净化技术，选择的是低阻

力、高效滤过器，突出特点是缓慢、连续性溶质及水清除，在

透析过程中降低了尿毒症患者血中磷、尿素、肌酐等小分子溶

质，同时对 PTH、β2- 微球蛋白等中大分子物质进行有效清

除，其中主要是蛋白氧化产物、肌球蛋白、糖基化产物等物质。

HA 型血液灌流器采用的吸附剂是中性大孔吸附树脂，孔径

13~15 μm，由微孔构成的比表面积达 1000~1500 m2/g，通过

分子间的范德华力作用，其对疏水亲脂基团或带有苯环等环状

结构的中大分子物质具有强大的吸附能力，对于分子量较大的

PTH、β2- 微球蛋白等中大分子毒素，树脂吸附的效果显然比

血液透析滤过清除的效果好。故血液透析联合血液滤过、血液

灌流治疗尿毒症脑病，可以通过清除多种毒物而纠正患者体内

水电解质及酸碱紊乱，控制患者血流动力学，将凝血水平保证

在安全区间，能够减少及避免并发症，缓解患者精神异常症状

和改善检验指标，从而起到治疗尿毒症脑病功效，是提高尿毒

症脑病患者预后的重要手段 [7-8]。

　　本次研究结果中，应用常规血液透析联合血滤、血灌方式

治疗后，研究组实验室各项指标较对照组均改善明显，且研究

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由此可以得出，应用常规血液透析联合血滤、血灌方式治疗尿

毒症脑病患者临床效果明显，能够提高治疗有效性，在临床治

疗尿毒症脑病患者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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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治疗前后实验室指标比较

组别 时间 BUN(mmol/L) Scr(μmol/L) iPTH(pg/g) K+(mmol/L) Na+(mmol/L) Cl-(mmol/L) β2-MG(mg/L)

研究组 (n=24) 治疗前 28.1±6.4 1153.0±45 1017.4±53 6.3±0.8 139.2±12.4 103.3±5.2 36.5±5.7

治疗后 10.1±6.4 453.0±35 627.2±33 4.2±0.8 132.1±3.4 90.3±5.2 13.3±1.7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对照组 (n=24) 治疗前 28.0±5.7 1174.8±59 1045.3±55 6.1±0.6 140.2±5.2 101.7±3.5 36.2±4.5

治疗后 18.6±5.7 574.8±42 845.4±25 4.6±0.6 137.2±5.2 98.7±3.5 21.2±4.5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