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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尿毒症疗效分析 
陈忠付 

( 龙江省双鸭ll1市煤炭总医院，黑龙江 双鸭山 ) 

摘要 目的 探讨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尿毒症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2014年11月-2015年11月来我院治疗尿毒症的患者68例， 
并按照随机平均的原则，将其分为实验组-q对照组。对照组患者行常规血液透析进行治疗，实验组患者行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 

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实验组治疗后高血压患者、皮肤瘙痒患者均明显少于对照组，且实验组的 
血红蛋白以及红细胞压积较对照组有所增加，P<0．05,比较有统计学意义。另外 治疗之后，患者的Cr水平、BUN水平、MMS, 

PTH均得到明显降低，且实验组的下降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结论 对尿毒症患者行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可对患者体内的中 

分子物质以及其他有毒物质进行有效清除，临床疗效显著，值得在临床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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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尿毒症是由于机体丧失肾功能后，体内新陈代谢所产生 

的废物以及多余的水分不能有效排出体内而导致机体内部 

的生化过程出现紊乱进而出现的一种综合征。从 目前来看， 
临床上治疗尿毒症的主要方法是血液透析。但是，需要注意 

的是，这种方法对于顽固性高血压或者顽固性皮肤瘙痒的效 

果不明显 】̈。为提高治疗效果，本文选取2014年 11月一2015 

年 11月来我院治疗尿毒症 的患者 68例 ，并对其 中的 34例 

患者行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发现临床效果显著。现 

报道如下： 

】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 取 2014年 l1月 一2015年 l1月来 我院治 疗 尿毒症 

的患者 68例，并按照随机平均的原则，将其分为实验组与 

对照组。对照组 34例患者中，男性 17例，女性 17例，年龄 

33—67岁，平均年龄(39．5±2．1)岁，病程 3—5年，平均病程 

(3．4±0．3)年。实验组 34例患者中，男性 16例，女性 18例， 

年龄 35—66岁 ，平均年龄(41．2 5-1．2)岁，病程 2-6年，平均 

病程(3．1±0．4)年。经过比较发现，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比 

较上无明显意义 ，P>O．05，具有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行常规血液透析进行治疗，3次 ／周，治疗时 

间为 3个月。 

实验组患者行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2次 ／周 】。 

先利用 500ml的 5％葡萄糖注射液对灌流器、透析器 以及管 

道进行灌 注，再 利用 20mg的肝素生理盐水 1500ml对其进 

行冲洗，冲洗速度控制在 200—300ml／min。闭路循环时间为 

20rain，并对患者进行全身肝素化，初始剂量为 0．8—2．Om g／ 

kg，之后追加剂量 10—15mg[3】。灌流以及透析时间为2h，待 
饱和后将灌流器取下，并对患者继续进行透析 2h。治疗时间 

为 3个月。 

1．3 观察指标 

对治疗后两组患者血压水平、皮肤瘙痒以及贫血等症状 

的改善情况进行比较分析，贫血患者利用血红蛋白以及红细 

胞压积进行评价；并对患者血液中的肌酐(cr)水平、血尿素 

氮水平(BUN)、中分子物质(MMS)以及甲状旁腺素(PTH) 

等水平进行比较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SPSS16．0进行文本数据分析与处理， 

计数资料行卡方检验，计量资料以( ±S)表示，行 t检验， 

P<0．05，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各项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患者高血压有 14例(41．18％)，皮肤瘙 

痒 18例(52．94％)，血红蛋 白为(9I±16)g／L，红细胞压积为 

(0．33 4-0．2)；实验组患者高血压有 1O例(29．4l％)，皮肤瘙 

痒 9例(26．47％)，血红蛋白为(109±12)g／L，红细胞压积为 

(0．43±0．1)。实验组治疗后高血压患者、皮肤瘙痒患者均明 

显少于对照组，且实验组的血红蛋白以及红细胞压积较对照 

组有所增加 ，P<0．05，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2．2 两组患者血液生化指标变化情况比较 
治疗前，对照组 cr水平为(721．2±113．1)mmol／L，BUN 

为 (21．7±1．9)mmol／L，MMS 为 (373．1±71．2)U／d1．PTH 

为(317．7±298．2)ng／L。实验组 cr水平为(735．1±1 10．1) 

mmol／L，BUN为(22．3±2．4)mmo|／L，MMS为【375．2±63．1) 

U／dl，PTH为(321．3±292．4)ng／L。 

治 疗 后 ，对 照 组 cr水 平 为(325．2±86．3)mmol／L， 

BUN 为(10．3 4-_3．5)mmol／L，MMS为(322．5±44．6)U／dl， 

PTH为(286．8±277．2)ng／L。 实 验 组 治 疗 后 ，Cr水 平 为 

(267．1±82．3)mmol／L，BUN为(10．1±3．3)mmol／L，MMS为 

(243．4±33．5)U／dl，PTH为(174．3±171．2)ng／L。经过比较 

发现，治疗之后 ，患者的 Cr水平、BUN水平 、MMS、PTH均得 

到明显降低，但实验组的下降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现今，临床上治疗尿毒症的主要方式是血液透析，这种 

方法对于顽 固性高血压 以及顽 固性皮肤瘙痒的治疗效果不 

明显。有研究显示，尿毒症患者所出现的多种临床反应与患 

者血液之中的中分子物质具有一定的关系 【4】。中分子物质越 

多 ，患者 出现皮肤瘙痒、神经 系统症状、营养不 良等越严重 ， 

对患者造成的影响也越大。对尿毒症患者采用单一 的血液 

透析进行治疗，会对患者体 内的 Cr、BUN不能有效清除，且 

对于 MMS、PTH所进行的清除更差 】。另外，对患者水电解 

质、酸碱平衡紊乱也不能进行有效纠正。而血液灌流的治疗 

方式是利用血液体外循环的作用 ，通过吸附剂的物理作用对 

血液中的废物进行有效清除。在进行血液灌流时采用 的是 

大孔高分子聚合物 ，吸附速度较快，且容量较大 ，对于中分子 

物质以及大分子物质都能进行有效吸附 】。因此，对尿毒症 

患者行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可使得单一性血液透析 
治疗的不足得到有效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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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对行小儿腭裂手术患儿实施七氟醚麻 醉，可 

维持较为稳定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安全性较高，值得在临床 【3】 

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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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剖宫产对母婴影响较大 ，对分娩后产后的恢 

复有一定影响，可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因此在符合 自然分娩 

指征的情况下 ，推荐选择 自然分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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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不明显 ，不具有可比性。 

3 讨论 
妇科恶 iqdlq<,瘤是女性常见的恶 l'l-：Jl~瘤 ，柯着较高的发病 

半及病死率，一直是 眯重点研究埘象，随着腹腔镜技术的 

发展与完善 ，该技术开始被临床工作者应 于各种场合。腹 

腔镜微创手术与传统手术相比，深受患者的欢迎，尤其是术 

后搬 痕小 、义符合 荚学婴求 ，患者更乐意接受 ，微创手术是 

外科发展的总趋势和追求 日标 『2J。有研究显示 ，腹腔镜于术 

对治疗 科恶性肿瘤有着较好的效果 ．术中f̈帆量及术后肠 

道、胃功能的恢 复均 比常规 腹手术效果好，本研究结果充 

分充分印证1，这一观点 1 3-4]。 

奉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术q。失血量显著 比对．I；!《{组 

低 ，术 并发症发生率也 著 比对照组低 ，证明腹腔镜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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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伞性更好 ，效粜更好 ， 术 【}I手术时 、 除淋巴结数量九 

明显差异 ，或_卜手术所州器械 、患者的体型及手术技术有火 。 

综上所述，对治疗妇科恶性肿瘤可采用腹腔镜手术 ，其 

效果确切 ，微创 易于恢复，降低 了术后切 口感染的并发症情 

况，有较高的安全性，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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