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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 是
目前治疗终末期肾病的主要方法。既往研究指出，多数

MHD 患者存在微炎症反应，微炎症状态与 MHD 患者预后

存在相关性 [1]。由于微炎症状态可加重肾衰竭进展，诱发

心血管事件而导致死亡，因此，预防、改善微炎症状态对

治疗 MHD 患者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骨代谢紊乱是

慢性肾脏疾病患者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易导致骨骼畸形、

骨痛，同时促使心瓣膜和血管钙化而危及患者生命安全 [2-3]。

本研究探讨高通量血液透析（HFHD）联合血液灌流（HP）
对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骨代谢及微炎症状态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 ：年龄≥ 65 岁 ；平稳透析时间超过 3 个月 ；

近 6 个月内无明显感染、脑卒中和心衰等。排除标准 ：近

3 个月内接受过输血、免疫抑制剂或激素治疗 ；近期使用

过他汀类、静脉铁等影响微炎症的药物 ；将 2013 年 10 月

至 2015 年 12 月符合上述标准的 80 例老年维持性血液透

析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将上述患者分为

HFHD+HP 组 42 例和 HFHD 组 38 例，其中 HFHD+HP 组

男 23 例，女 19 例，年龄 65 ～ 76 岁，平均（69.5±19.2）岁，

病程 5 ～ 21 个月，平均（13.8±6.7）岁，原发病 ：慢性肾

小球肾炎 20 例，慢性肾盂肾炎 9 例，糖尿病肾病 6 例，高

血压肾病 4 例，多囊肾 1 例，其他 2 例 ；HFHD 组男 21 例，

女 17 例，年龄 65 ～ 78 岁，平均（69.8±19.5）岁，病程

7 ～ 22 个月，平均（14.1±7.5）岁，原发病 ：慢性肾小球

肾炎 20 例，慢性肾盂肾炎 6 例，糖尿病肾病 4 例，高血压

肾病 6 例，多囊肾 1 例，其他 1 例。另选取 30 例同期健康

体检者作为 NC 组，其中男 18 例，女 12 例，年龄 65 ～ 81
岁，平均（71.2±18.6）岁，3 组研究对象在性别及年龄等

方面比较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本研究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所有研究对象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患者均予以高通量血液透析治疗，森尤斯 4008S 型透

析机，透析器为德国费森尤斯 FX80 型一次性聚砜膜，透析

液流量 800mL/min，血流量 300mL/min，Ca2+ 浓度 1.5mmol/
L ；HFHD+HP 组在上述基础上加用血液灌流治疗，将灌流

器串联于透析器前，HA130 树脂灌流器由珠海丽珠医用生

物材料有限公司提供，连接预冲液与动脉管道，开启血泵，

血流量调至 100mL/min。肝素首剂量为 1mg/kg，保持该剂

量不变同时透析和灌流 2h 后以盐水冲洗法取下灌流器，继

续透析治疗 2.5h 至结束。

1.3　测定指标
治疗前及治疗 6 个月后抽取研究对象空腹肘静脉血，

分离血清后置于 -800C 冰箱中冷冻保存待测。

骨代谢指标采用美国罗氏公司 Elecsys2010 型全自动电

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以免疫分析法测定甲状旁腺素（PTH）、

血骨钙素（BGP）、β -I 型胶原 C- 末端肽（β-CTX）、I 型
前胶原氨基端前肽（PINP），试剂盒由罗氏公司提供，严格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微炎症状态指标 IL-6 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CRP
采用速率散射比浊法测定，IL-10 和 TNF-a 采用双抗体夹心

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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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目的 ：探讨高通量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对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骨代谢及微炎症状态的影响。

方法 ：将 80 例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随机分为高通量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HFHD+HP 组，42 例）和

HFHD 组（38 例），另选取 30 例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 NC 组，比较各组治疗前后 PTH、BGP、PINP、β-CTX、

CRP、IL-6、TNF-a 及 IL-10 水平变化。结果 ：HFHD+HP 组和 HFHD 组治疗前 PTH、BGP、PINP、β-CTX、

CRP、IL-6、TNF-a 及 IL-10 水平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均明显高于 N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两组治疗后上述指标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HFHD+HP 组治疗后 PTH、BGP、

PINP、β-CTX、CRP、IL-6、TNF-a 及 IL-10 水平均明显低于 HFHD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

高通量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可改善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骨代谢及微炎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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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软件对文中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并

作比较分析，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 (x±s) 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t 检验，P ＜ 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3 组骨代谢指标比较
HFHD+HP 组和 HFHD 组治疗前 PTH、BGP、PINP 及

β-CTX 水平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均明显高于

N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治疗后上述

指标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HFHD+HP 组治疗后 PTH、BGP、PINP 及 β-CTX 均明显

低于 HFHD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表 1　3 组骨代谢指标比较 (x±s)

组别 时点 PTH（pmol/L） BGP（ng/mL）

HFHD+HP 组 治疗前 30.1±8.0 △ 158.5±89.6 △

治疗后 16.5±4.2 △ *# 106.3±54.0 △ *#

HFHD 组 治疗前 30.5±9.6 △ 158.3±72.1 △

治疗后 21.2±6.2 △ * 120.6±63.4 △ *

NC 组 4.9±1.5 49.3±10.5

组别 时点 PINP（ng/mL） β-CTX（ng/mL）

HFHD+HP 组 治疗前 146.0±65.2 △ 2.6±1.3 △

治疗后 113.6±32.7 △ *# 1.2±0.6 △ *#

HFHD 组 治疗前 145.8±52.7 △ 2.6±1.2 △

治疗后 126.5±35.2 △ * 2.0±0.8 △ *

NC 组 33.8±12.4 0.4±0.1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 ＜ 0.05 ；与 HFHD 组治疗后比较，
#P ＜ 0.05 ；与 NC 组比较，△ P ＜ 0.05

2.2　3 组微炎症状态指标比较
HFHD+HP 组和 HFHD 组治疗前 CRP、IL-6、TNF-a

及 IL-10 水平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均明显高于

NC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治疗后上述

指标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HFHD+HP 组治疗后 CRP、IL-6、TNF-a 及 IL-10 水平均明

显低于 HFHD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 2　3 组微炎症状态指标比较 (x±s)

组别 CRP（mg/L） IL-6（ng/L）

HFHD+HP 组 治疗前 10.6±3.2 △ 320.6±86.3 △

治疗后 3.6±0.6 △ *# 167.3±34.1 △ *#

HFHD 组 治疗前 10.9±3.5 △ 335.9±90.2 △

治疗后 8.0±1.0* △ 289.6±56.9* △

NC 组 2.1±0.3 5.6±1.2

组别 TNF-a（ng/L） IL-10（ng/L）

HFHD+HP 组 治疗前 85.3±12.3 △ 56.3±16.2 △

治疗后 49.1±8.9 △ *# 32.6±9.3 △ *#

HFHD 组 治疗前 86.2±13.6 △ 57.9±15.3 △

治疗后 75.2±10.8* △ 45.0±10.2* △

NC 组 7.9±2.1 12.6±6.4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 ＜ 0.05 ；与 HFHD 组治疗后比较，
#P ＜ 0.05 ；与 NC 组比较，△ P ＜ 0.05

3　讨论
近年来，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存活时间明显延长，

但其易出现并发症，尤其是老年患者并发症尤为严重。学

者认为微炎症反应是 MHD 患者出现严重并发症的主要原

因，微炎症是慢性进展的非显性炎症状态，表现为炎症因

子持续轻度增高 [4]。微炎症反应可使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

重而诱发心血管事件，同时亦能影响患者营养状况，诱发

营养不良 - 炎症 - 动脉粥样硬化（MIA）综合征 [5]。透析患

者微炎症状态主要表现为炎性蛋白、炎症性细胞因子水平

升高，以 TNF-a、IL-6、CRP 为主的促炎因子释放增多 [6]。

IL-10 是反向调节炎症瀑布反应的细胞因子，对单核细胞的

活化和 TNF-a、IL-6 等前炎症因子具有抑制作用，在机体

受创时增加分泌 [7]。有研究表明，IL-10 基因是预测 MHD
患者微炎症状态的重要因子 [8]。

研究表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极易出现钙、磷代谢

紊乱，进而使 PTH 等可调节上述矿物质的激素分泌异常 ；

与此同时，维持性血液透析可导致肾性骨病发生，由此表

现为 β-CTX、PTNP 及 BGP 等骨代谢指标的变化 [9]。PTH
水平升高是肾衰竭时骨吸收增强和骨矿化障碍的常见原因
[10-11]。BGP 是一种由成骨细胞产生的非胶原蛋白，其水平

升高表示骨代谢率增加，且与肾脏清除率呈负相关 [12-13]。

PTNP 水平升高可促进骨胶原合成。既往研究表明，血液

透析患者 PTNP 血浆水平与骨密度呈负相关，是目前反映

骨代谢情况的可靠指标之一 [14]。作为 β 胶原的降解产物，

β-CTX 可因破骨细胞活性增强而由 I 型胶原降解而来 [15]。

其与骨吸收和破骨细胞活性密切相关。

通过检测上述指标可间接反应透析患者的机体状态，

本研究结果 HFHD+HP 组治疗后微炎症指标均明显低于

HFHD 组（P ＜ 0.05），骨代谢指标（PTH、BGP、PINP 及

β-CTX）亦明显低于 HFHD 组（P ＜ 0.05），表明联合 HP
能更好地清除大、中分子物质，抑制肾性骨病进展。HFHD
采用具有高溶质扩散性能和通透性的合成膜高通量滤器，

可将分子量较大的溶质运至透析液中，对 1000-15000 道尔

顿的大、中分子物质具有很好的清除作用 [16]。HP 灌流器装

有固态吸附剂，具有很强的非特异性吸附作用，对内、外

源性毒素具有很好的清除效果 [17]。HP 灌流器内含中性大孔

树脂，与 HFHD 联用可协同清除不同大小分子，对减缓微

炎症反应、改善骨代谢具有显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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