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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免疫抑制剂治疗史等等。甲真菌病

的发病也与职业有着密切相关，手工作业

者、厨师、清洁行业等发病率相对偏高，

特别是指(趾)甲美容师、足疗浴足师自身

发病率较高，而且还容易传给服务对象。

另外，甲真菌病的发生还与个人不良的卫

生生活习惯有关,如使用公用拖鞋、洗脚

盆、公共浴池、共用指甲钳、常

穿透气性差的鞋等等。

从本次调查研究可以看出，

在临床分型上，DLSO型甲真菌病

最常见，占66.98%，且趾甲受累

情况稍多于指甲，该分布特征与国

外文献报道的流行规律相似[3][4]。

而致病菌构成上，主要致病菌为

酵母菌(63.31%)，其次为皮肤癣

菌(32.73%)，与张晓军[5]，何艳

嫦[6]等报道一致。然而从菌种来

讲，皮肤癣菌属中的红色毛癣

菌最为常见(占30.21%)，其次为

酵母菌属中的白色念珠菌（占

25.54％）。

大部分致甲真菌病的真菌

对抗真菌药敏感，因此只要明确

感染菌种和传播途径，做到早预

防、早治疗、早诊断，则完全可

以预防和治疗。本调查的意义在为临床诊

断甲真菌病提供实验室依据，有助于明确

诊断，指导合理用药，避免滥用抗真菌

药；对群众和患者进行健康宣传教育，引

导大家通过改变不良的个人卫生习惯，以

减少感染的机会。综上所述，顺德地区的

甲真菌病的临床分型以DLSO为主，致病

菌以酵母菌为主，其次为皮肤癣菌；菌种

以红色毛癣菌，白色念珠菌，近平滑念珠

菌最为常见。临床上应重视甲真菌分离培

养，最好结合相应的药敏试验，慎重选择相

应的抗真菌药，提高甲真菌病的防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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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目的 探讨血液透析-灌流串联治疗

尿毒症患者顽固性皮肤瘙痒的临床效果。

方法方法 选取我院2014年10月～2014年12月

30例血液透析患者。采用血液透析-灌流

串联治疗，每周1次共治疗12周，观察患

者治疗前后皮肤瘙痒症状的变化，并测定

治疗前后血清PTH和β2-MG的变化。结果结果 

治疗后患者皮肤瘙痒明显好转。血清PTH

和β2-MG均较治疗前有明显下降，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结论结论 血液

透析-灌流串联治疗能够改善尿毒症患者

并发的皮肤瘙痒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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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瘙痒是尿毒症患者最常见的并

发症之一。我院于2014年10月～2014年12

月应用血液透析-灌流串联的方法治疗尿

毒症并发皮肤瘙痒的患者取得了明显的效

果，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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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灌流串联治疗尿毒症皮肤瘙痒症的疗效观察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2014年10月～2014

年12月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30例，其中

男12例，女18例，年龄25～71岁，平均

(57.9±9.7）。原发病：慢性肾盂肾炎3

例，慢性肾小球肾炎12例，多囊肾2例，

糖尿病肾病2例，高血压肾病5例，原因不

明6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时间2年～10年。

所有患者均规律透析，每周透析3次，每

次4h。临床表现以皮肤异常干燥、瘙痒难

附表1 421例患者甲真菌病临床分型构成比

临床分型 例数 构成比（%）
远端甲下型(DLSO) 282 66.98
全甲破坏型(TDO) 59 14.02
近端甲下型(PSO) 26 6.18
白色浅表型(SWO) 54 12.83

附表2 278例甲真菌分离培养阳性致病菌的构成比

致病菌 株数 构成比（%）

皮肤癣菌

红色毛癣菌 84 30.21
须癣毛癣菌 5 1.80
犬小孢子菌 1 0.36
石膏样小孢子菌 1 0.36
合计 91 32.73

酵母菌

白色念珠菌 71 25.54
热带念珠菌 33 11.87
近平滑念珠菌 51 18.35
光滑念珠菌 12 4.31
克柔氏念珠菌 2 0.72
季也蒙念珠菌 1 0.36
其他酵母菌 6 2.16
合计 176 63.31

霉菌

烟曲霉 5 1.80
土曲霉 1 0.36
青霉菌 2 0.72
镰刀菌 3 1.08

合计 11 3.96
合计 27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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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色素沉着、皮肤肥厚、结节痒疹和皮

肤苔藓样变等皮肤损伤。排除标准：过敏

性皮炎、湿疹、神经性皮炎等原发性皮肤

病。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医

院批准，所有治疗方法取得患者和家属知

情同意。

1.2 分组及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血管通路均

为动静脉内瘘，接受单次血液透析（HD）

串联血液灌流（HP）。采用日机装血液透

析机，灌流器选用珠海健帆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一次性血液灌流器HA130，透析

器为费森尤斯F7HPS，碳酸氢盐透析液。

单纯HD组进行常规透析4h，每周3次；每

周进行HD串联HP治疗一次。连续治疗12

周，灌流器串联于透析器之前，血流量

为200～250ml/min，根据病人体重、血色

素、出凝血时间等具体情况使用低分子肝

素的剂量，联合治疗2.5h后，将灌流器取

下，继续透析至4h。每周治疗一次，此外

2次为普通HD。

1.3 疗效评价标准  观察指标：患者第1次

治疗前后及疗程结束后采集血样标本，监

测血甲状旁腺激素（PTH）、血磷（p）、

β2-微球蛋白（β2-MG）等试验指标并观

察记录患者第1次治疗前后及疗程结束后

皮肤瘙痒情况。

1.4 疗效评价标准  采用Dirk R kuypers[1]的

方法进行评估，按瘙痒的程度、分布、频

率和睡眠干扰情况进行评分，具体如下。

①根据抓挠后瘙痒程度进行评分：不需

抓挠为1分，需抓挠但无抓伤为2分，抓挠

后瘙痒持续无缓解为3分，抓挠后瘙痒仍

持续伴皮肤抓伤为4分，出现烦躁不安为

5分；②按瘙痒分布范围评分：单个部位

1分，多个部位2分，全身瘙痒3分；③对

发作频率评分：瘙痒每4次短时发作（每

次至少10min）或1次长时间（每次多于

10min），无法忍受为5分；④对睡眠干扰

评分，因皮肤瘙痒而苏醒1次为2分，最高

14分。各项得分相加代表瘙痒程度。24h

最高总分40分。1～8分为轻度瘙痒，9～18

分为中度瘙痒，19～40分为重度瘙痒。

1.5 皮肤瘙痒疗效标准  治愈：瘙痒消失，

或仅见色素沉着；显效：瘙痒症状稍有减

轻，可不搔抓；有效：瘙痒症状稍有减

轻，需搔抓才能止痒；无效：瘙痒症状无

减轻或加重。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

计量资料以均数x±s标准差表示，比较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x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皮肤瘙痒缓解比较及疗效评定

2.1.1 皮肤瘙痒症状缓解 治疗初30例患者

均有皮肤瘙痒，首次治疗后缓解率为66%，

疗程结束后缓解率为100%。见附表1。

2.1.2 皮肤瘙痒评分  首次治疗后皮肤瘙

痒评分(9.5±6.2)较治疗前(24.9±6.9)明显

下降，(P <0.01)疗程结束后皮肤瘙痒评分

（2.9±2.0）较首次治疗前后明显下降，

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附表1。

2.2 患者临床指标比较  首次串联血液灌

流治疗前后比较，血PTH、血P均有明显

下降，且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β2-MG下降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见附

表2。

2.3 串联血液灌流疗程结束后与治疗前比

较，血PTH、β2-MG下降有统计学意义

（P<0.01），血P有下降，无统计学意义，

（P>0.5），见附表3。

3 讨论

3.1 尿毒症皮肤瘙痒的发病机制  在尿毒

症患者中，随着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时间延

长，皮肤瘙痒的发生率也明显增加，严重

影响了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生活质量。皮

肤瘙痒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与继发

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肥大细胞增生、组

胺分泌异常、中大分子毒素积累、皮肤微

血管病变等密切相关。本研究中随着PTH

的下降，患者的皮肤瘙痒明显改善，进一

步证实了这一观点。

3.2 HD+HP治疗尿毒症患者皮肤瘙痒的

优势  HA130型血液灌流器的吸附剂为中

性大孔吸附树脂，主要吸附分子质量为

300～50000的物质，可以吸附尿酸、酚、

吲哚、肽类以及甲状旁腺激素、瘦素等多种

中分子物质，并对一些与中分子毒物有关症

状，如尿毒症周围神经炎、尿毒症心包炎等

起到治疗作用。因此需要串联HD来弥补单

一HP或HD的不足，联合的目的是最大程

度地清除毒素和维持内环境的稳定。本研

究结果表明，HP串联HD治疗尿毒症可使

血清P、PTH、β2-MG水平下降，能使

皮肤瘙痒缓解和改善。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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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患者皮肤瘙痒缓解及评分比较

例数 缓解(例)
无效(例) 缓解率(%) 皮肤瘙痒评分 皮肤瘙痒评分均值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治疗前 30 — — — — — 12~36 24.9±6.9
首次治
疗后

30 0 12 8 10 66 4~22 9.5±6.2

疗程结
束后

30 4 20 6 0 100 0~8 2.9±2.0

附表2 首次串联血液灌流治疗前后血生化指标对比

PTH(Pg/ml) P(mmol/L) β2-MG(mg/L)
治疗前 530.43±409.69 1.80±0.46 51.2±7.8
治疗后 231.95±236.34 0.93±0.28 39.7±7.1
t值 5.630 11.110
P值 ＜0.01 ＜0.01 >0.05

附表3 串联血液灌流治疗前及疗程结束后血生化指标对比

PTH(Pg/ml) P(mmol/L) β2-MG
治疗前 530.43±409.69 1.80±0.46 51.2±7.8
疗程结束后 398.67±391.24 1.74±0.47 28.4±7.1
t值 2.500 0.590
P值 <0.05 >0.05 <0.05

临 床 医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