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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变应性鼻炎具有良好临床疗效，可有效改善患者支气管哮喘

症状及鼻炎症状，且具有较高安全性，值得用于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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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终末期肾衰竭患者

肾性高血压的临床疗效观察

大量研究 [1] 发现，多数终末期肾衰竭患者常存在高血压症

状，采用降压药物通常不能将血压控制在正常范围，临床也称之

为肾性难治性高血压。长期高血压状态严重损害患者的器官和

功能，严重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 [2]。有研究 [3] 报道，随着动

脉压的增高，其死亡率也随之增加，平均动脉压每增加 1mmHg，

其死亡率即上升 4%。因此，对于终末期肾衰竭患者的血压控制

尤为重要。本文探讨了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终末期肾衰

竭患者肾性高血压的临床疗效，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1月至 2016 年 12月崇州市人民医院肾病老年

科收治的 86例终末期肾衰竭伴肾性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

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每组各43例。对照组男28例，

女 15 例；年龄 38 岁～ 75 岁，平均（51.47±11.32）岁；其中

慢性肾小球肾炎 15例，间质性肾病 8例，糖尿病肾病 10例，慢

性肾盂肾炎 3例，动脉硬化性肾病 5例，多囊肾 2例。观察组

男 25例，女 18例，年龄 39岁～ 76岁，平均（52.15±10.63）

岁；其中慢性肾小球肾炎 14例，间质性肾病 9例，糖尿病肾病

7例，慢性肾盂肾炎 3例，动脉硬化性肾病 7例，多囊肾 3例，

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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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血液透析治疗（SWS-4000 型血液透析机、

德朗 B16P 透析器），以 A液和 B液作为透析浓缩液，透析频率

为 3次 /周，透析滤过频率每 2周 1次。观察组采用血液透析

联合血液灌流进行治疗，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增加每 2周 1次的

血液灌流（MG150 树脂血液灌流器），先对患者行血液灌流串联

血液透析治疗 2h，接着卸下血液灌流器，再对患者进行 2～ 3h

的单纯血液透析治疗。两组患者总疗程均为 12周。

1.3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舒张压、收缩压、平均动脉压以

及患者的肾素、血管紧张素Ⅱ、醛固酮水平变化。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计量资

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及平均动脉压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收缩压、舒张

压及平均动脉压均明显下降（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比较

时间
舒张压

（mmHg）

收缩压

（mmHg）

平均动脉压

（mmHg）

观察组 治疗前 110.72±5.93 183.11±18.65 138.59±9.46

治疗后 72.63±4.56* 129.45±11.33* 101.36±10.18*

对照组 治疗前 110.29±5.99 183.74±17.53 138.92±9.17

治疗后 102.76±5.11# 167.32±16.59# 132.57±10.43#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观察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浆内相关指标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肾素、血管紧张素Ⅱ、醛固酮均有所

改善（P<0.05），但观察组患者改善的程度更大（P<0.05）。见

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浆内相关指标比较

时间
肾素

（ng/mL）

血管紧张素Ⅱ

（pg/mL）

醛固酮

（ng/mL）

观察组 治疗前 2.16±0.83 174.91±16.15 4.90±1.69

治疗后 0.91±0.26* 82.05±11.97* 1.22±0.25*

对照组 治疗前 2.20±0.79 175.24±16.31 5.02±1.79

治疗后 1.86±0.61*# 161.29±18.12# 2.51±0.3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观察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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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终末期肾衰竭患者肾性高血压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 2015 年 1月至 2016 年

12月崇州市人民医院肾病老年科收治的 86例终末期肾衰竭伴肾性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每组

各 43例。对照组采用血液透析治疗，观察组采用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收缩压、舒张压及平均动脉压均明显下降（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

组患者的肾素、血管紧张素Ⅱ、醛固酮均有所改善（P<0.05），但观察组患者改善的程度更大（P<0.05）。结论：血液灌流联合血

液透析对终末期肾衰竭患者肾性高血压的临床疗效确切，对控制患者血压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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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慢性肾衰竭晚期即为尿毒症期，此时患者的已发生了不可

逆的衰退，最终导致患者出现代谢紊乱 [4]。高血压是慢性肾衰

竭晚期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病机制较复杂，可能与心排

血量和全身血管阻力有关，一般抗高血压药物取得的疗效有限。

有报道[5]称经充分血透后，仍有约86%的患者血压处于较高水平，

因此，单独的血液透析很难达到良好控制血压的目的。

血液透析 [6] 可有效清除患者体内的小分子毒素及多余的水

分，但对于肾素、血管紧张素Ⅱ等中大子却难以清除。血液灌

流可通过特异性吸附装置并借助体外循环清除患者血液中的致

病物质，从而净化血液。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综合了两者的

优点，对大、小分子内、外源性致病物质均能有效清除，且可

降低患者发生皮肤瘙痒、失眠、不宁腿综合征等并发症的发生

率 [7]。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压水平明显下

降（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提示

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对终末期肾衰竭患者血压的控制效果确

切，可有效控制血压水平。

综上所述，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对终末期肾衰竭患者肾

性高血压的临床疗效确切，降压效果明显，对控制患者血压水

平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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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创伤患者术后康复功能锻炼与护理体会

骨创伤是指在交通事故、高空作业、武打暴力、剧烈运动

等意外情况下造成的，不仅需要接受手术治疗，更需要患者在术

后进行长期的、科学的康复训练才能得以根本修复。随着现代

优质护理和康复医学的发展，为骨创伤患者的术后康复提供了

更加丰富的辅助康复器械、完善的康复治疗方案。不仅可以促

进患者康复，更能帮助其减轻心理压力和家庭负担。因此，本

院将康复训练指导与优质护理结合应用于骨创伤患者治疗，收

集了在 2015 年 7月至 2016 年 9月期间在我院进行康复训练的骨

创伤患者的情况进行统计，并进行分析和研究，取得了良好效果，

现统计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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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骨创伤患者术后康复功能锻炼的护理体会。方法：选取我院 2015 年 7月至 2016 年 9月在我院进行康复训练

的骨创伤患者 94例资料作为病例研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给予综合康复训练，包括针对

性的锁骨、肩关节、肱骨、股骨、腰椎、肩关节的康复训练。统计 6个月后患者关节评分及家属的护理满意度。结果：两组患者护

理前的SAS（焦虑自评量表）评分比较无明显差异（P>0.05），观察组护理后的SAS评分为（30.1±5.2）分，低于对照组患者的（37.2±4.7）

分，对照组患者康复有效率为 89.4%、护理总体满意度为 91.5%；观察组患者康复有效率为 97.7%、护理总体满意度为 95.7%，两组之

间相比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对骨创伤患者进行术后康复功能锻炼和优质护理，可有效消除患者不良情绪，减少术

后并发症的发生，促进术后恢复，值得在临床推广。

【关键词】骨创伤；功能锻炼；护理体会；焦虑状况；护理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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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function and nursing experience of bone trauma patients  Zhou Yan.
Nanbu county people's hospital  Sichuan nanchong 637300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nursing experience of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function of bone trauma patients. Methods 

94 cases of bone trauma patients who were train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15 to September 2016 were selected as case studie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egular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including targeted clavicle, shoulder joint, humerus, femur, lumbar 
spine, shoulder joint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The patients' joint score and the nursing satisfaction of family members were statistically 
calculated 6 months later.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cores of SAS (anxiety self-rating scale) in the two groups. The 
SAS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30.1±5.2),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37.2± 4.7), and the recovery efficiency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9.4% and the overall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91.5%.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effective rate of recoverywas 
97.7% and the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nursing was 95.7%,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  
functional exercise on postoperative rehabilitation in patients with bone trauma and high quality nursing, which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patients with bad moo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and promote postoperative recovery, is worth popularizing 
in clinical.

【Key words】Bone trauma; Functional exercise; Nursing experience; The state of anxiety; Nursing satisf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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