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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局部枸橼酸抗凝在重症中毒患者血液灌流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张海钢1 吴京兰1 黄 镭1 林进团1 黎税发1

【摘要】目的 对比局部枸橼酸抗凝(regional citrate anticoagulant,RCA)、普通肝素(unfrac-

tionated heparin，UFH)、低分子肝素(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LMWH)3种抗凝方法在重症中毒

患者血液灌流的应用，观察局部枸橼酸抗凝在血液灌流治疗中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选择我院

2014年1月～2017年9月行血液灌流治疗的30例重症中毒患者，按性别、病种分层随机分为局部枸橼酸

抗凝、普通肝素抗凝和低分子肝素抗凝组，每组各10例。观察并比较3组的管路凝血、出血情况及血小板

计数、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凝血酶原时间(prothrom-

bin time，PT)及纤维蛋白原(fibrinogen,Fib)。比较RCA组血液灌流前后的血清游离钙、血清总钙、血

PH值。 结果 RCA组未发生灌流器凝血，UFH组有2例、LMWH有1 例出现Ⅲ级灌流器凝血；RCA组无穿刺

点或其他部位出血；UFH组有3例穿刺点出血、3例皮下出血和2例其他部位出血，发生率高于RCA组(χ2=

9.436，P=0.022)；LMWH组有3例穿刺点出血、2例皮下出血和1例其他部位出血，发生率高于RCA组(χ2=

8.556，P=0.036)。与治疗前比较，血液灌流治疗后3组均有Fib及血小板计数降低，UFH组的APTT(t=

2.722,P=0.009)、PT(t=2.234,P=0.016)、血小板计数(t=3.893,P=0.001)、Fib(t=4.056,P＜0.001)与RCA

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LMWH组的APTT(t=2.459,P=0.012)、PT(t=2.168,P=0.021)、血小板计数(t=3.608,

P=0.001)、Fib(t=3.892,P=0.001)与RCA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RCA组血液灌流后血清游离钙(t=0.452,

P=0.594)、血清总钙(t=0.307,P=0.681)、血PH值(t=0.260,P=0.758)无明显变化。 结论 局部枸橼酸

抗凝较普通肝素、低分子肝素具有更好的抗凝效果，能有效降低出血发生率，安全性好，可在血液灌流治

疗中常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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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three anticoagulant methods, regional citrate anticoagulation

(RCA), unfractionated heparin (UFH) anticoagulation and 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 (LMWH) anticoagu-

lation, in hemoperfusion therapy for severe poisoning patients, and to assess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RCA in

hemoperfusion therapy. Methods Thirty severe poisoning patients treated with hemoperfusion therapy from

Jan. 2014 to Sept. 2017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RCA group (n=10), UFH group (n=10) and LMWH

group (n=10). Blood coagulation, bleeding, blood platelet count (BPC),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 prothrombin time (PT) and fibrinogen (Fib)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3 groups. Serum ionized Ca+

2, total calcium and blood pH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hemoperfusion in RCA group. Results Blood

coagulation in perfusion apparatus was not found in RCA group, but occurred in 2 cases in UFH group and in

one case with level III blood clotting in LMWH group. There was no bleeding at puncture site in RCA group.

In IFH group, bleeding happened in 3 cases at puncture site, 3 cases in subcutaneous tissues and 2 cases at oth-

er sites (χ2=9.436, P=0.022, as compared with that in RCA group). In LMWH group, bleeding was found in 3

cases at puncture site, 2 cases in subcutaneous tissues and one case at other sites (χ2=8.556, P=0.036, as com-

pared with that in RCA group). After hemoperfusion therapy, Fib and BPC decreased in the 3 groups; APTT,

PT, BPC, and Fib changed more in UFH group than in RCA group (t=2.722, P=0.009 for APTT; t=2.234, P=

0.016 for PT; t=3.893, P=0.001 for BPC; t=4.056, P＜0.001 for Fib) and more in LMWH group than in RCA

group (t=2.459, P=0.012 for APTT; t=2.168, P=0.021 for PT; t=3.608, P=0.001 for BPC; t=3.892, P=0.001

for Fib). Serum ionized Ca + 2, total calcium, blood pH changed insignificantly in RCA group (t=0.45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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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94 for serum ionized Ca + 2; t=0.307, P=0.681 for serum total calcium; t=0.260, P=0.758 for blood pH).

Conclusion RCA was better than UFH and LMWH in anticoagulation effect, lower incidence of bleeding and

safety for use. Thus RCA is suitable for routine use in hemoperfusion therapy.

【【Key words】】Regional citrate anticoagulation; Hemoperfusion; Anticoagulation; Poisoning

血液灌流(hemoperfusion，HP)是指血液借助

体外循环通过吸附剂装置，吸附血液中的致病物质

达到血液净化的目的[1]。血液灌流主要用于清除毒

素及逾量的药物[2]。血液灌流过程中常需要抗凝处

理，以保持管路通畅。目前血液灌流常见抗凝方法

有普通肝素(unfractionated heparin，UFH)法和低

分子肝素(low molecular weight heparin,LMWH)

法。与普通血液透析相比，血液灌流时肝素总量偏

大，可增加出血风险[3]。低分子肝素抗凝时的用量

在各家报道中不同[4-6]。如何防治凝血，又不导致抗

凝过度，在临床治疗中是一个难题。

局部枸橼酸抗凝(regional citrate antico-

agulation, RCA)作为一种新型的抗凝方式，已经被

应用于各种治疗模式的连续性血液净化(continu-

ous blood purification，CBP)，但将枸橼酸钠局部

抗凝应用于重症中毒患者血液灌流的报道尚少。本

研究分组比较枸橼酸、肝素、低分子肝素3组抗凝方

法在血液灌流中的应用，比较3种方法在血液灌流

前后的血小板降低程度、凝血功能变化(活化部分凝

血活酶时间延长程度)、灌流器凝血情况(灌流器压

力降)及患者出血发生率，并比较RCA组在血液灌流

前后对代谢的影响。探讨HP的最佳抗凝方式。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4年1月～2017年9月住院的重度急性

药物中毒、拟行血液灌流治疗的患者30例作为研究

对象。排除标准：①入院时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

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
55s的凝血功能异常患者；②有肝衰竭病史；③入院

前曾发生呼吸心跳停止；④患者或家属拒绝行血液

灌流治疗。

1.2 分组情况

按性别、病种分层随机分为普通肝素抗凝组

(UFH组)、低分子肝素抗凝组(LMWH组)和局部枸橼

酸抗凝组(RCA组)，3组各10例。

1.3 研究方法

1.3.1 3组患者入院后予常规监护，及时行催吐、

洗胃、导泻、特效解毒药物、器官功能支持等方法救

治。

1.3.2 血液灌流

3组均采用 Prismaflex adsorb kit(Adsorba

300)血液灌流器(瑞典GAMBRO公司生产，含有以纤

维素涂覆的活性碳)，血液滤过机为瑞典GAMBRO公

司的Prismaflex血液滤过机。股静脉留置导管为

临时性血液通路。预冲及治疗参数设置: ①固定灌

流器: 将灌流器垂直固定在支架上，置于患者右心

房水平，动脉端向下，静脉端向上;②冲洗灌流器及

管路:灌流前预冲血液管路及灌流器，预冲液开始为

5%葡萄糖溶液500 ml，其后为肝素盐水2000 ml(每

1000 ml生理盐水加100 mg肝素)，保证灌流器和管

路充分肝素化，最后用500 ml生理盐水彻底把含肝

素的生理盐水排出管路后备用；③灌流中血流量设

置及治疗时间设定:血流量控制在150～180 ml/

min，灌流时间2h/次，灌流频率1次/日，依病情1～3

次。

1.3.3 抗凝剂应用

1.3.3.1 UFH 组 采用普通肝素(江苏万邦生化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12 500 IU/100 mg/支)。HP

治疗前首剂0.5 mg/kg，静脉推注，以后8 mg/h，持

续泵入，治疗结束前半小时停用。

1.3.3.2 LMWH 组 采用低分子量肝素钙(那屈肝

素钙，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商品名：速碧林，

4100AXa IU/支)，血液灌流前 1 次性静脉推注

4100AXa IU，以后不再追加。

1.3.3.3 RCA组 枸橼酸钠组患者采用枸橼酸钠

局部抗凝治疗：在体外循环的动脉端(离心部分)输

入适量的枸橼酸钠(血液保存液I，枸橼酸浓度3%，

600ml/袋，广州费森尤斯卡比公司生产)，初始速度

为血流速度的2.67%(即血流150ml/min时，枸橼酸

240ml/h，此时血液中枸橼酸浓度达3.0mmol/L)，同

时在体外循环的静脉端(回心部分)输入10 %葡萄糖

酸钙，滴速为枸橼酸钠滴速的6.1%，治疗前、治疗开

始后30 min、90 min测定体外及体内血气分析指

标，根据血气指标分析离子钙浓度，指导枸橼酸钠及

10％葡萄糖酸钙的用量，见表1。

1.4 观察指标

1.4.1 灌流器凝血情况 观察每次灌流后透析

器、管路凝血情况。按I～Ⅲ级共3级标准，Ⅰ级: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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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结束时灌流器未凝结，压力降≤30mmHg；Ⅱ级: 治

疗结束时灌流器未凝结，压力降＞30mmHg；Ⅲ级: 完

全凝结，静脉压明显上升，需更换灌流器和血路管道。

1.4.2 患者出血情况 观察患者临床出血征象、血

红蛋白变化，包括观察治疗过程中及结束后24 h穿

刺点有无渗血或流血，皮肤黏膜、泌尿系、口鼻腔、消

化道、牙龈、颅脑等有无出血。

1.4.3 血液灌流后凝血功能及血小板变化 HP治

疗前后抽血查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APTT)、凝血酶原时

间(prothrombin time，PT)、纤维蛋白原(fibrino-

gen,Fib)和血小板计数。

1.4.4 对比RCA组治疗前后血清游离钙、血清总

钙、血PH值的变化

1.5 统计分析

采用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一般临床资料

最终共有30名重症中毒患者被纳入本研究，其

中急性百草枯中毒2例，急性有机磷中毒21例，毒鼠

强中毒3例，急性氟乙酰胺中毒2例，氯氮平中毒1

例，不明灭鼠药中毒1例。所有患者最后均抢救成

功，无死亡病例。①普通肝素(UFH)组: 男2例，女8

例，其中百草枯中毒1例，有机磷中毒8例，不明灭鼠

药中毒1例，采用常规的肝素抗凝；②低分子肝素

(LMWH)组：男3例，女7例，其中有机磷中毒7例，毒

鼠强中毒1例，急性氟乙酰胺中毒1例，氯氮平中毒

1例, 采用常规的肝素抗凝；③局部枸橼酸抗凝组

(RCA组): 男2例，女8例，其中百草枯中毒1例，有

机磷中毒6例，毒鼠强中毒2例，氟乙酰胺中毒1

例, 采用枸橼酸钠局部抗凝。3组患者在性别、年

龄、服毒种类、就诊时间、入院血常规及血凝分析方

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见表2。

2.2 血液灌流器凝血情况

UFH组4例(40%)发生Ⅱ级凝血，2例(20%)发生Ⅲ

级凝血；LMWH组4例(40%)发生Ⅱ级凝血，1例(10%)

发生Ⅲ级凝血；RCA组治疗顺利，血液灌流器及管路未

见明显凝血现象，回血干净，灌流器无残留血。凝血

发生率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3。

2.3 出血情况

UFH组共有5例(50%)发生出血，其中3例出现

穿刺点渗血、3 例皮下出血、1例血尿、1例上消化道

出血。低分子肝素组共有5例(50%)发生出血，其中

4例出现穿刺点渗血、2 例皮下出血、1例血尿。RCA

组出血发生率低于普通肝素组、LMWH组(见表4)。

RCA组血液灌流治疗中或治疗后无明显出血情况。

出血病例给予鱼精蛋白中和肝素，输血浆、血小板，

局部压迫止血，出血均停止。3组均未发现牙龈、呼

吸道、颅脑等其他脏器出血的情况，3组血红蛋白均

无明显下降(见表5)。

2.4 凝血功能及血小板变化

与治疗前比较，血液灌流治疗后3组均有APTT、

表1 根据血气指标分析离子钙浓度指导枸橼酸钠及

10%葡萄糖酸钙的用量
滤器后血滤管路 枸橼酸钠 外周动脉血标 10%葡萄糖

血标本游离钙 输注速度 本游离钙离子 酸钙滴速

离子(mmol/L) (mmol/L)

＜0.20 降低5 ml/h ＞1.45 降低6 ml/h

0.20～0.40 不变 1.20～1.45 降低3 ml/h

0.40～0.50 增加5 ml/h 1.00～1.20 不变

＞0.50 增加10 ml/h 0.90～1.00 增加3 ml/h

＜0.90 0.3 ml/kg静脉

注射后，增加

6ml/h

表2 3组患者治疗前的基本情况(x±s)
组别 男/女 年龄(岁) APACHEⅡ评分 APTT(s) 血小板计数

(×109/L)

UFH组 2/8 28.9±10.5 17.1±6.5 31.4±7.7 204.0±28.0

LMWH组 3/7 29.5±11.6 15.3±6.1 32.0±6.2 229.0±41.0

RCA组 2/8 31.6±12.3 16.2±4.6 34.9±6.5 218.0±32.0

χ2/F值 0.356 1.265 0.796 0.995 2.154

P值 0.681 0.226 0.466 0.423 0.209

注：UFH：普通肝素；LMWH：低分子肝素；RCA：局部枸橼酸抗凝；APACHEⅡ评分：

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Ⅱ评分；APTT：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表3 3组灌流器凝血情况
组别 灌流器凝血情况 χ2值 P值

Ⅰ级 Ⅱ级 Ⅲ级 (与RCA组比较)

UFH组(n=10) 3 5 2 7.667 0.022

LMWH组(n=10) 3 6 1 7.571 0.023

RCA组(n=10) 9 1 0 - -

注：UFH：普通肝素；LMWH：低分子肝素；RCA：局部枸橼酸抗凝

表4 3组患者出血情况(n)
组别 穿刺口 皮下 其它部 无出血的 χ2值 P值

出血 出血 位出血 患者数 (与RCA组比较)

UFH组(n=10) 3 3 2 5 9.436 0.024

LMWH组(n=10) 4 2 1 5 8.556 0.036

RCA组(n=10) 0 0 0 10 - -

注：UFH：普通肝素；LMWH：低分子肝素；RCA：局部枸橼酸抗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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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延长、Fib降低，及血小板减少，UFH组、LMWH组与

RCA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见表6～9。

2.5 对比灌流器不同凝血情况患者的血小板计数

对比灌流器发生凝血的病例(Ⅱ级和Ⅲ级)和未

发生凝血的病例(Ⅰ级)的血小板计数，发生凝血的

病例血小板明显更低(P＜0.05)。见表10。

2.6 局部枸橼酸抗凝前后钙离子、酸碱平衡变化

对比RCA组治疗前后血清游离钙、血清总钙、血

PH值，无明显变化(P＞0.05，详见表11) 。

3 讨论

3.1 局部枸橼酸抗凝进展

血液灌流是指利用体外循环灌流器中吸附剂的

吸附作用，清除体内的外源性或内源性物质及药物，

以达到净化血液的一种血液净化技术与方法。

完成血液灌流的首要条件是有效的抗凝。目

前血液灌流常见抗凝方法如下: ①普通肝素法: 目

前采用最广泛，用量较其他血液净化要大，多数应用

首剂达0.5～1 mg/kg［3］。②低分子肝素法，低分子

肝素用量在各家报道中不同[4-6]，且临床无法监测

FXa因子水平，因此造成为抗凝过度或不足均存

在。故本研究将局部枸橼酸抗凝(RCA)与二者对比。

RCA作为一种新型的抗凝方式，由于其简单、安

全、有效等优势已经越来越被广为接受，2012年改

善全球肾脏病整体预后组织指南推荐 RCA为急性

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患者连续性肾

脏 替 代 治 疗 (con- 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的首选抗凝法[7]。近年来国内的多

家医院已经将RCA作为CRRT时的首选方法。RCA原

理为枸橼酸从体外循环的动脉端进入，与血清中的

钙离子结合，血清中钙离子的浓度下降，阻断了血液

凝固过程。当血液回输至体内前, 通过补充足够离

子钙,使机体凝血功能保持正常,不影响体内凝血功

能[8]。1项对6个RCT研究的Meta分析显示，与对照

组(分别是普通肝素组、低分子肝素组或局部肝素抗

凝)相比，RCA组管路寿命延长、出血风险减少，两组

代谢紊乱的并发症无差异[9]。

3.2 血液灌流器凝血情况、患者出血情况

表8 3组患者血液灌流后凝血酶原时间比较(x±s)
组别 凝血酶原时间(s) t值 P值

血液灌流前 血液灌流后 (与RCA组比较)

SH组(n=10) 14.4±2.1 26.9±6.8 2.234 0.016

LMWH组(n=10) 15.2±2.2 24.2±5.4 2.168 0.021

RCA组(n=10) 14.9±3.0 16.4±5.5

注：UFH：普通肝素；LMWH：低分子肝素；RCA：局部枸橼酸抗凝；

t检验为独立样本t检验

表9 3组患者血液灌流后纤维蛋白原比较(x±s)
组别 纤维蛋白原(g/L) t值 P值

血液灌流前 血液灌流后 (与RCA组比较)

SH组(n=10) 2.95±0.53 1.23±0.32 4.056 ＜0.001

LMWH组(n=10) 3.09±0.35 1.55±0.56 3.892 0.001

RCA组(n=10) 3.07±0.43 2.90±0.52

注：UFH：普通肝素；LMWH：低分子肝素；RCA：局部枸橼酸抗凝；

t检验为独立样本t检验

表10 灌流器不同凝血情况患者血液灌流后血小板计数(x±s)
组别 例数 血小板计数(×109/L)

血液灌流前 血液灌流后

灌流器发生凝血的病例(Ⅱ级和Ⅲ级) 15 210±30 85±13

未发生凝血的病例(Ⅰ级) 15 213±29 145±73

t值 0.672 3.224

P值 0.511 0.002

注：t检验为独立样本t检验

表11 局部枸橼酸抗凝患者血液灌流前后血液检查(x±s)
例数 血液灌流前 血液灌流后 t值 P值

血清游离钙(mmol/L) 10 1.14±0.17 1.08±0.35 0.452 0.594

血清总钙(mmol/L) 10 2.21±0.22 2.24±0.24 0.307 0.681

血PH值 10 7.38±0.05 7.40±0.07 0.260 0.758

注：t检验为配对t检验

表6 3组患者血液灌流后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比较(x±s)
组别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s) t值 P值

血液灌流前 血液灌流后 (与RCA组比较)

UFH组(n=10) 31.4±7.7 82.9±40.3 2.722 0.009

LMWH组(n=10) 32.0±6.2 79.2±43.3 2.459 0.012

RCA组(n=10) 34.9±6.5 49.5±16.5

注：UFH：普通肝素；LMWH：低分子肝素；RCA：局部枸橼酸抗凝；

t检验为独立样本t检验

表7 3组患者血液灌流后血小板计数比较(x±s)
组别 血小板计数(×109/L) t值 P值

血液灌流前 血液灌流后 (与RCA组比较)

UFH组(n=10) 204±28 71±7 3.893 0.001

LMWH组(n=10) 229±41 89±39 3.608 0.001

RCA组(n=10) 218±32 156±62

注：UFH：普通肝素；LMWH：低分子肝素；RCA：局部枸橼酸

抗凝；t检验为独立样本t检验

表5 3组患者血液灌流后血红蛋白变化(x±s)
组别 血液灌流前 血液灌流后 t值 P值

血红蛋白(g/L) 血红蛋白(g/L)

UFH组(n=10) 118±68 112±73 0.726 0.425

LMWH组(n=10) 121±79 119±80 0.534 0.562

RCA组(n=10) 119±65 118±85 0.352 0.673

注：UFH：普通肝素；LMWH：低分子肝素；RCA：局部枸橼酸抗凝；

t检验为配对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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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对灌流器凝血的观察应注意管路动脉压和

静脉压的观察，动脉压上升、静脉压下降，即压力降

增大，提示灌流器内阻力增加，可能有微小凝血形

成［2］。故仅肉眼观察灌流器凝血情况不够客观，本

研究还将压力降这一客观数值做为凝血程度的判断

标准。在UFH组和LMWH组部分发生Ⅱ级凝血或Ⅲ级

凝血，而RCA组未见明显凝血现象，组间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在UFH组及LMWH组各有5人发生出血事件，包

括穿刺点渗血、皮下出血、血尿、上消化道出血，考虑

出血情况与UFH组、LMWH组凝血功能更差、血小板更

低有关。而RCA组无明显出血情况。证明了局部枸

橼酸抗凝即可在体外循环中起良好的抗凝作用, 又

不影响体内凝血功能，可以减少出血倾向。

3.3 凝血功能及血小板变化

本研究结果提示RCA组APTT、PT较灌流前仅轻

度延长，Fib仅轻度降低，凝血功能波动小；而UFH组

及LWMH组则凝血时间明显延长，与RCA组比较有显

著性差异。本结果显示3组血小板均有减少, 但

UFH组、LMWH组减少幅度更大。血小板减少是血液

灌流治疗的主要并发症，由于吸附剂对血小板有显

著的吸附、破坏作用，可使血小板下降30%～40%［2］。

本研究中各组血小板均有下降，分析原因一方面是

与本研究所用的Adsorba 300型灌流器的有效膜面

积达300m2，吸附能力较强；另一方面在使用同型灌

流器的情况下，RCA组血小板下降仅为30%左右，而

UFH组、LMWH组血小板下降幅度大大增高，考虑除膜

吸附作用之外，此两组在灌流器较大面积的吸附膜

上形成凝血，消耗了大量血小板。对比灌流器发生

凝血的病例(Ⅱ级和Ⅲ级)和未发生凝血的病例(Ⅰ

级)的血小板计数，发生凝血的病例血小板明显更

低，此结果支持这一分析。

低分子肝素主要作用于FXa因子，治疗剂量对

APTT影响不大，但本研究LMWH组灌流后APTT也有

明显升高。而肝素组在APTT较长与灌流器凝血同

时存在。分析这两个现象，除了灌流吸附治疗时可

吸附较多的凝血因子、纤维蛋白原，引起出凝血功能

紊乱［3］，同时考虑灌流器较大面积的膜上形成凝血，

消耗了大量凝血因子。

局部枸橼酸抗凝因抗凝效果好，减少了灌流器

中的凝血，避免了血小板和凝血因子的大量消耗，故

RCA组血小板下降和凝血功能异常程度较小，减少

了临床出血事件。

3.4 局部枸橼酸抗凝的对代谢的影响

RCA时出现的并发症有枸橼酸蓄积、代谢性酸

中毒、代谢性碱中毒、低钙血症、血总钙升高等［10］。

本研究血液灌流后未见酸碱平衡失调、血清游离钙

和总钙无明显变化，考虑主要因为血液灌流时间短、

每次仅2h，输入的枸橼酸总量不大，对代谢影响不

明显，无枸橼酸蓄积。

本研究表明，RCA用于血液灌流时抗凝效果好，

出血倾向小，在灌流过程中, 凝血功能、血小板计数

变化不大，无内环境紊乱，在重症中毒患者血液灌流

治疗中有较高的安全性。是血液灌流较理想的抗凝

药，值得推广，以优化重度中毒的血液灌流应用，增

高重度中毒的救治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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