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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尿毒症皮肤瘙痒患者的疗效观察 

范 蔷，艾红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上海市 201900) 

摘要 

背景：顽固性皮肤瘙瘁已成为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一个严峻的临床问题， 

临床上采用全身用药、口服止痒药、物理治疗、口服中药及中药熏洗等方法 

治疗，大部分患者疗效不佳，皮肤瘙痒 日益加重。 

目的：探讨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尿毒症皮肤瘙瘁的效果。 

方法：将 36例尿毒症维持性血液透析皮肤瘙痒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 1 8例。观察组予每周 1次血液灌流+血液透析治疗，每次血液灌流+血液透 

析治疗 2 h后继续行血液透析治疗 2 h，血液透析治疗每周 2次，每次4 h： 

对照组每周 3次血液透析治疗，时间均为 4 h。经过 6，12个月的治疗后分 

别比较 2组患者皮肤瘙痒情况及治疗效果。 

结果与结论：观察组和对照组经过 6个月治疗后皮肤瘙痒有效率分别为89％ 

和 55％，观察组和对照组经过 12个月治疗后皮肤瘙痒有效率分别为 94％和 

67％，二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11。提示：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 

治疗尿毒症皮肤瘙痒效果显著，并且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患者皮肤瘙痒治 

愈率明显增加。 

关键试t血液灌流；趣液透柝：~r4F；护理 

0 引言 

皮肤瘙痒症是尿毒症患者常见的、难以忍受的并发症之一，在长 

期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中，其临床发生率高达 60％-90％，而其中不 

少患者表现为顽固性皮肤瘙痒【1】。顽固性皮肤瘙瘁已成为维持性血液 

透析患者的一个严峻的临床问题，随着透析时间的延长，皮肤瘙痒日 

益加重，使患者终日焦虑，寝食难安，十分痛苦，严重影响了患者的 

日常生活和睡眠质量 。如何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是血液透析医护 

人需要思考的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血透室采 

用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尿毒症皮肤瘙瘁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 

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36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其中男21例，女1560；年龄 

23—76岁；原发病为慢性’肾炎19例，糖尿病肾病7例，高血压性肾病3 

例，移植肾失功5例，痛风性肾病2例；血液透析治疗时间为6个月一8 

年，血液透析3次，周，每次4 h。所有患者对治疗均知情同意。 

将36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1 8例，两 

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尸>0．05)。 

1 2 材料 仪器使用德国Fresenius公司4008S透析机及德国贝朗 

Dialog透析机，透析器使用贝朗Lopsl5聚砜膜中空纤维透析器，透析 

液为碳酸氢盐，透析液流量为500 mUm_n，灌流器使用珠海健帆公司 

HA130以树脂为吸附剂。 

1．3 方法 观察组予血液灌流+血液透析治疗，每周1次，每次血液 

灌流+血液透析治疗2 h后继续行血液透析治疗2 h，血液透析治疗每 

周2次，每次4 h：对照组每周3次血液透析治疗，时间均为4 h。 

1．3．1 预充方法 把10O mg肝素液注入灌流器内，此时灌流器填充液 

内肝素浓度比浓肝素盐水浓度要高，用手摇匀后静置30 rain，以让灌流 

器内的树脂颗粒充分肝素化。30 min后先用5％葡萄糖500 mL按泵 

速 为100 mL，min进行预冲 ，再用2 000 mL生理盐水按泵速 为 

100 mUmin进行预冲 ，轻拍灌流器、透析器，排净管路、灌流器及 

透析器内的空气 ，最后用200 mL的生理盐水闭式巡回10 min即可 

上机。 

1．3．2 血液灌流及血液透析方法 患者上机前按照常规血透使用抗凝 

剂，进行全身肝素化。血液从患者动脉端流出经过灌流器动脉端到灌 

流器静脉端、通过 串联血液流到透析器的动脉端再到透析器的静脉 

端，最后返回患者体内。治疗时灌流器静脉端朝上，动脉端朝下，先 

进行血液灌流+血液透析治疗2 h，血流量为180-200 mUrain，2 h后 

灌流器吸附颗粒基本达到饱和，用200 mL生理盐水将灌流器 内血液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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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体内，取下灌流器，调高血流量至250 mUmin左右继续行血液透析 

治疗2 h。 

1．3．3 护理方法 

心堙护l凰 向患者及家属讲解血液灌流的知识及费用，血液灌流+ 

血液透析治疗原理，血液灌流+血液透析的作用等；经常与患者及家 

属沟通，了解患者的心理状况，针对性地做好健康指导工作，提高患 

者治疗的依从性。 

糖宿 崧 开始灌流时，由于血液流入体外循环导致患者有效循 

环血量不足，外周血管扩张，易引起患者血压 下降，故应密切观察患 

者的血压、心率的变化。如发现患者低血压应立即取平卧位或头低脚 

高位、遵医嘱快速静滴0 9％氯化钠注射液200 mL左右、静脉推注25％ 

葡萄糖注射液或用升压药使收缩压维持在9O mm Hg(1 mm Hg= 

0．133 kPa)以上 J。密切观察患者机器参数的变化如静脉压、跨膜压 

及透析器颜色的变化，若血液的颜色变黑、灌流器内血液分布不均、 

灌流器及透析器颜色变暗提示有可能凝血，护士应密切观察，及时用生 

理盐水稀释血液或加大抗凝剂的用量，必要时遵医嘱回血。排净管路、 

灌流器及透析器内的空气，妥善固定各个连接部位，仔细检查静脉侧的 

空气检测器，确保处于良好状态，严防空气栓塞。若患者在灌流后 

10-30 rain出现寒战、发热、胸闷气急、甚至呼吸困难等反应，可能是 

由于灌流器生物相容性差所致，应立即给患者吸氧，同时静脉推注地塞 

米松5—10 mg以缓解症状。 

龠劳 霉：血液灌流治疗清除休内大量L}|大分子毒素的同时，也 

清除了体内的部分营养物质。因此，指导患者进食优质蛋白、富含钙 

及维生素的食物；避免食用豆制品及动物内脏等含磷高的食物；少食 

辛辣刺激性食物。 

度 谚尚璺 出现皮肤瘙瘁时，用冰水或冰毛 巾湿敷以减轻瘙痒； 

避免用力搔抓，可用手轻拍患处；勤剪指甲，特别注意保护动静脉内 

瘘侧手臂皮肤，以免抓破皮肤引起感染。指导患者穿宽松的、棉质内 

衣裤，天气干燥可涂一些保湿的润肤乳。 

徭 癜 赢 鼓励患者多参加社交活动，多做有氧运动如步行、骑 

自行车、太极拳等，条件允许可以继续 E班，以分散注意力，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 

1 4 疗效标准 显效：皮肤瘙痒明显缓解，白天无瘙痒，夜间偶有 

瘙痒 患者日常生活及睡眠均很好；有效：皮肤瘙痒部分缓解，仍f『 

轻微瘙痒，但不影响日常生活及睡眠；缓解：皮肤瘙瘁轻微缓解，仍 

有瘙痒，但不影响目常生活，问断影响睡眠；无效：皮肤瘙痒无缓解， 

昼夜均有瘙痒，患者寝食难安 J。 

瘙痒治疗总有效率：(显效+有效+缓解)，总例数X 1 00％。 

1_5 统计学分析 使用SSPS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用 

x+s表示，选用方差分析，两组对比分析采用t检验，治疗前后比较』玎 

配对t检验，计数资料用 检验，检验水准为双侧e=0．05。 

2 结果 

治疗时间越长，皮肤瘙瘁治愈率越高。 

碧 产l6 观察组18例患者在血液灌流+血液透析共行26 

次血液灌流+血液透析治疗，51次血液透析治疗，其中8例患者皮肤瘙 

痒明显减轻，夜间睡眠 良好；6例患者症状有所减轻，夜间睡眠一般； 

2例患者皮肤瘙痒症状有所缓解；2例无效 对照组18例患者经血液透 

析治疗6个月后，其中4例皮肤瘙痒明显减轻，夜间睡眠良好；4例患 

者症状有所减轻，夜间睡眠一般；2例患者皮肤瘙痒症状有所缓解；8 

例无效。6个月后，观察组1g例患者治疗有效率89％，对照组18例患 

者治疗有效率55％。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增刊 2016-12出版 
ChineseJournalofTissueEngineenngResearch December,2016 www．CRTER．org 

连续电话随访对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的影响 

周丽梅，陈 燕(上海市中医医院，上海市 200071) 

摘要 

背景：作为⋯种慢性代谢性疾病，糖尿病患者的家庭康复治疗至关重要，这恰 

恰是患者最难坚持的。电话随访是一种经济、快捷、实用且患者易于接受的健 

康教育方式，有助于提高患者出院后 自我管理能力。 

目的：探讨连续电话随访对糖尿病患者 自我管理的作用。 

方法：以出院后糖尿病患者200例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试验组各 1D0 

例，对照组出院后 2周只做 1次电话随访即常规电话随访；实验组在常规电话 

随访的基础上，连续进行每月 1次定期电话随访，并在第 4个月进行与对照组 

相同的电话评估。 

结果与结论：实验组在出院后自我管理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实验组的血糖和 

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户<0 05)。 

结果提示对糖尿病患者进行连续电话随访，能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能有 

效控制血糖，巩固糖尿病的治疗效果，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 ：连续电话随访：糖尿病：自我管理：组织I程 

通讯作著：陈燕．上海市中医医院，上海市 20∞71 

0 引言 

中国糖尿病患病率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增加了四五倍， 

估计现有糖尿病患者约3千多万，居世界第2位 】。作为一种慢性、终 

生性疾病，糖尿病在医院的治疗时间是有限的，出院后有效、长期进 

行自我管理是延缓糖尿病病程、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基础 J。 

电话随访作为延续性护理的一种形式，能提高患者出院后自我 

管理能力。作者希望通过比较常规 电话随访与连续电话随访对糖尿 

病 自我管理的影响，从而为糖尿病患者制定一种更有效的院外健康 

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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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择2015年6至11月在上海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住院的 

200例患者，均符合WHO糖尿病诊断标准，排除严重并发症和生活不 

能自理者。200例中男性108例，女性92例；年龄20-81岁，平均53．6 

岁。所有患者对试验知情同意。 

将200例糖尿病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各100例，两 

组患者基线资料对照差异无显著性意义fP>0．o5)，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组患者在住院期间均由责任护士对其进行系统的糖尿 

病教育。其中包括饮食疗法、运动疗法、药物疗法、自我监测等方面， 

并让患者阅读书面健康教育资料，出院前护士对患者做好出院指导， 

并让患者完成糖尿病知识试卷，对其进行评估和反馈。 

1_2．1 建立出院患者电话随访登记本 为两组患者建立电话随访档 

案，记录患者基本信息，其内容包括城市、患者姓名、性别、年龄、 

住院号、出院日期、联系电话。对照组患者出院后第2周进行一次电 

话随访即常规电话随访，在第4个月进行电话评估。试验组患者出院 

后第2周进行第一次电话随访，之后每个月进行电话随访1次，连续随 

访4个月，并比较试验组内每个月电话随访的效果，在第4个月进行与 

对照组相同的电话评估。 

1l2_2 电话随访内容 为全面有效地控制糖尿病 ，国际糖尿病联盟 

(IDF)提出5项基本措施：糖尿病教育、饮食控制、体育锻炼、药物治 

疗和自我监测 。因此，以此为依据，在电话随访时询问患者的自我 

管理情况包括饮食控制情况、运动锻炼情况、用药情况、自我监测 

五 2 疗 12个月后观察组患者中12例患者皮肤瘙痒明显 

减轻，夜间睡眠很好；4例患者症状有所减轻，夜间睡眠一般；1例患 

者皮肤瘙痒症状有所缓解；1例无效，12个月治疗有效率94％。对照 

组患者中6例患者皮肤瘙痒明显减轻，夜间睡眠很好；4例患者症状有 

所减轻，夜间睡眠一般；2例患者皮肤瘙瘁症状有所缓解；6例无效， 

12个月治疗有效率67％。 

3 讨论 

目前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皮肤瘙痒的原因与发病机制还有待研 

究，有报道与以下因素有关【5J：①电解质代谢紊乱：血磷水平升高、 

血钙水平下降导致甲状旁腺功能亢进；②中大分子毒素的潴留对皮肤 

刺激使皮肤干燥脱屑引起皮肤瘙痒；③过敏反应：因为肝素、软化血 

管通路的增塑剂、透析器及血路管的消毒剂等刺激透析患者肥大细胞 

增殖，导致血中组胺浓度增高而诱发皮肤瘙痒；④继发性甲状旁腺亢 

进；⑤还可能与缺铁性贫血、维生素A过多及神经病变有关。但肾功 

能障碍所致的中大分子毒素在体内蓄积是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皮肤 

瘙痒的主要原因睁 。尿毒症皮肤瘙痒程度与患者的性别、年龄、透析 

年限、每周透析次数、原发病之间均无相关性【8】。 

尿毒症引起的全身皮肤瘙痒症已成为较为突出的临床问题，临床 

上采用全身用药、口服止痒药、物理治疗、口服中药及中药熏洗等方 

法治疗 】，大部分患者疗效不佳，皮肤瘙瘁 日益加重。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采用2种血液净化方式分别应用于尿毒症 

患者，发现血液灌流+血液透析组能显著改善患者的瘙痒症状，而单 

纯血液透析组对瘙痒治疗作用不明显。治疗6个月后，血液灌流+血液 

透析组治疗瘙瘁总有效率达89％：治疗12个月后，血液灌流+血液透 

析组治疗瘙痒总有效率达94％，治疗时间越长，皮肤瘙瘁治愈率越 

高。HA130型血液灌流器采用一种新型的中性合成树脂，其吸附能 

力取决于组成树脂的纵横交错的微孔结构，无数微孔构成较大的比 

表面积，从而决定了其较大的吸附容量及广谱的吸附效应。血液灌 

流+血液透析能有效清除血中的中大分子毒性物质，改善神经传导 

速度，治疗患者周围神经病变，改善患者皮肤瘙痒症状。因此，血 

液灌流+血液透析治疗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皮肤瘙痒症效果显著， 

明显改善了患者的睡眠质量，提高了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生活质 

量，值得提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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