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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对血液灌流串联血液透析治疗尿毒症皮肤瘙痒的
影响观察

陈瑞荣①

　　【摘要】　目的：探讨综合护理应用于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中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2015 年 8 月 -2016 年 8 月 68 例尿毒症皮肤瘙痒患

者期间笔者所在医院接收的患者，将入选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n=34，给予常规护理 ) 与观察组 (n=34，给予综合护理 )，观察干预效果。结果：干预

后，观察组患者临床缓解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字2=10.78，P<0.05)。干预后，两组 PTH 水平及 HAMD、HAMA 评分均明显降低；

且观察组下降程度更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01、-7.40、-9.74，P<0.05)。结论：综合护理应用于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的治疗中，能明显

改善尿毒症伴皮肤瘙痒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治疗效果，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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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血液净化技术的广泛使用，维持性血液透析

患者的生存率得到有效提升，但可引发患者皮肤瘙痒症状，发

病率约为 50%~90%，已成为血液透析治疗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此类患者在长期瘙痒的折磨下，易出现焦虑、抑郁、易怒等不

良情绪，且严重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不利于治疗的顺利开展，

对患者的预后产生不良影响 [1-2]。为此，本研究探讨综合护理应

用于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中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 年 8 月 -2016 年 8 月笔者所在医院接收 68 例尿

毒症皮肤瘙痒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 患者均知情同意；

(2) 均符合尿毒症皮肤瘙痒的临床诊断标准。(3) 精神及意识清

楚者，能够配合医务人员进行护理。排除标准：(1) 合并其他疾

病所致瘙痒患者；(2) 合并妊娠、严重心脏、肝脏疾病及其他严

重慢性疾病者。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将入选者随机

分为对照组 (n=34) 与观察组 (n=34)。观察组中，女 9 例，男 25

例；年龄 40~76 岁，平均 (58.9±6.3) 岁；透析时间 1~6 年，平

均 (2.6±0.2) 年；对照组中，女 10 例，男 24 例；年龄 41~78 岁，

平均 (59.2±5.3) 岁；透析时间 1~7 年，平均 (2.8±0.3) 年。两组

患者的性别、年龄、透析时间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患者均采用 HA 型树脂灌流器，碳酸盐透析液

进行透析，使用 4008S 型血液透析机，血液灌流在前，透析在后。

透析液流量控制在 500 ml/min，血液流量控制在 200~250 ml/min，

总治疗时间为 4 h，治疗 2 h 后将灌流器取下，后 2 h 继续透析，

2~3 次 / 周，总治疗时间为 12 周。

1.2.2　护理方法　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包括用药指导、保持

病房环境舒适、指导患者做好各种检查等。观察组予以综合护

理，包括：(1) 主动与患者沟通，观察其情绪变化，出现负面情

绪时及时予以疏导，尽量满足患者的合理需求。同时向其讲解

尿毒症的发病原因及血液透析联合灌流治疗的优点，如溶质清

除率高等，增强其治疗信心，解除其紧张顾虑心理，充分配合

治疗。同时为其提供舒适安静的病房，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治

疗气氛，此外，同时通过分散注意力的方式，如鼓励患者多参

加社交、娱乐相关活动，以缓解瘙痒带来的心理压力。(2) 严密

观察病情。在治疗过程中，对患者的面色、血压、呼吸等生命

体征变化进行密切观察，若发现患者出现低血压症状，如血压

下降、头晕等时，应及时调整其体位为头低脚高位或平卧位，

并遵医嘱静脉推注高渗糖或使用升压药维持治疗；密切观察透

析器和灌流器情况，若发生凝血情况，要及时给予增加肝素用

量等对症处理，必要时更换灌流器；活性因子可被灌流器所吸

附，部分患者可能发生出血，如局部血肿或按压部位出血不止

等，可应用鱼精蛋白中和肝素；若患者灌流后 30 min 有胸闷、

发热、呼吸困难、脸红等症状，考虑为吸附剂生物相容性差的

可能，应及时向医生汇报，遵医嘱静脉推注 5~10 mg 地塞米松。

(3) 饮食护理。治疗后患者氨基酸丢失量较大，因此应指导其多

食用具有丰富蛋白质的食物，并可多食富含纤维素、维生素、

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同时减少海鲜类、豆类、奶制品、动物

内脏等食物摄入。还要注意少食海鲜、辛辣及刺激性食物。(4)

皮肤护理。指导患者在皮肤瘙痒时，应避免用力搔抓，以防皮

肤感染。指导患者勤洗澡，洗澡时水温不可过高，保持皮肤清

洁，给其穿棉质的宽松内衣裤，勤换药，避免使用碱性沐浴液

或肥皂。对于皮肤较干者，可局部涂含有樟脑或羊毛脂的润滑

剂，减轻皮肤瘙痒。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 比较两组患者皮肤瘙痒情况。无瘙痒：患者仅夜间偶尔

瘙痒，对睡眠基本无影响，皮肤无抓痕；轻度瘙痒：患者夜间、

白天仍有轻微瘙痒，皮肤上未见明显抓痕，基本影响睡眠；重

度瘙痒：患者夜间及白天均有瘙痒，夜间更甚，皮肤上见明显

抓痕，对睡眠有严重影响；临床缓解率 =( 本无瘙痒 + 轻度瘙

痒 )/ 总例数 ×100%[3-4]。(2) 对治疗前后的甲状旁腺激素 (PTH)

水平进行监测，并进行对比。(3) 于护理前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

焦虑量表 (HAMD、HAMA) 评估患者心理状态，满分为 24 分，

分值与心理状态呈负相关 [5]。

1.4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数据采用 SPSS 15.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和处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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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资料以 ( x-±s ) 表示，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采用 字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皮肤瘙痒情况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临床缓解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皮肤瘙痒情况比较

组类
轻度瘙痒

( 例 )

无瘙痒

( 例 )

重度瘙痒

( 例 )

临床缓解 

例 (%)

观察组 (n=34) 19 12 3 31(91.2)

对照组 (n=34) 20 5 9 25(73.5)

字2 值 10.78

P值 <0.05

2.2　两组患者 PTH 水平比较

　　干预后，两组 PTH 水平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下降程度更

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PTH水平比较　[pg/ml，( x-±s )]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n=34) 88.5±9.3 18.2±5.3*

对照组 (n=34) 88.6±6.5 23.5±5.6*

t值 -0.05 -4.01

P值 >0.05 <0.05

  * 与本组干预前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干预前，两组 HAMD、HAMA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P>0.05)；干预后，两组 HAMD、HAMA 评分均明显下降，

且观察组下降更显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心理状态比较　[分，( x-±s )]

组别
HAMD HAMA

入院时 干预后 入院时 干预后

观察组 (n=34) 19.25±2.13 11.59±1.56* 19.56±2.63 10.15±1.56*

对照组 (n=34) 18.95±2.21 14.82±2.01* 19.28±2.56 13.86±1.58*

t值 0.57 -7.40 0.44 -9.74

P值 >0.05 <0.05 >0.05 <0.05

　　* 与本组干预前比较，P<0.05。
3　讨论

　　皮肤瘙痒是尿毒症患者常见并发症，发病初期患者多表

现为皮肤瘙痒难耐、烦躁、失眠等，随后可出现焦虑、抑郁

等不良情绪。目前临床对于尿毒症皮肤瘙痒的发病机制归纳

为钙磷代谢紊乱、血清 PTH 增高、二价离子、β2- 微球蛋白

(β2-MG) 异常、过敏反应、缺铁性贫血、神经病变和神经功

能的改变、维生素 A 过多症等多种因素，其中，文献 [6-7] 研

究认为，PTH 是引起皮肤瘙痒的重要原因，另外，β2-MG 可

能是引起皮肤瘙痒的独立因素。可见尿毒症并发皮肤瘙痒主

要是由于肾功能障碍导致体内毒素蓄积，尤其是大、中分子

毒素潴留所致。

　　对于尿毒症伴皮肤瘙痒临床多采取血液透析治疗，但其仅

能将小分子毒素清除，疗效较差，而血液灌流是将血液引出体

外，利用吸附原理，吸附血液中毒性物质和游离的自由基，达

到清除毒物的目的，其能有效清除大分子的尿毒素。因此，二

者连用能使尿毒症皮肤瘙痒的疗效明显提高。文献 [8-9] 临床研

究表明，在尿毒症伴皮肤瘙痒患者血液透析期间，加大临床护

理的力度，包括心理护理、饮食调理、卫生宣教、皮肤护理等，

能够促进疗效，有效缓解患者痛苦。尿毒症皮肤瘙痒患者易出

现烦躁、焦虑、悲观等心理问题，护理人员对其进行及时的心

理疏导，能够消除患者的不良情绪，使其能够正确认识血液透

析与血液灌流的治疗，提高其治疗依从性；同时加强治疗过程

中的监护和观察，能够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予以对症处理，以

保证血液透析治疗顺利进行；此外，血液灌流除吸附毒素，还

可吸附生长激素和氨基酸等，因此需要指导患者进行合理饮食，

加强营养的摄入；据文献 [10] 研究显示，干燥是导致慢性肾衰

竭患者皮肤瘙痒的重要因素，因此应指导患者保持皮肤的湿润，

同时注意指导患者进行日常皮肤护理，能够促进皮肤瘙痒症状

的缓解，确保治疗效果，并有效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刘秀

需 [11] 在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的治疗中实施综合护理，结果显

示尿毒症伴皮肤瘙痒患者的治疗有效率达 95.8%，患者较为满

意。本研究中，干预后，观察组患者临床缓解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 (P<0.05)；同时，干预后两组 PTH 水平明显降低，而观察组

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此外，干预后，两组 HAMD、HAMA

评分均明显下降，且观察组下降更显著 (P<0.05)，可见在血液

灌流联合血液透析的治疗中实施综合护理，能够提高治疗效果，

显著降低尿毒症伴皮肤瘙痒患者体内 PTH 水平，减轻患者不良

情绪，与文献 [12] 报道的结论一致。

　　综上所述，将综合护理应用于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的治

疗中，能使尿毒症伴皮肤瘙痒患者临床症状明显改善，提高治

疗效果，具有推广价值。

参 考 文 献

[1] 李建忠，宁松毅，汤元杰，等 . 经皮肾镜取石术术后并发尿脓毒症的

早期诊断 [J]. 中外医学研究，2016，14(16)：161-162.

[2] 张明霞，刘珊，刘伦志，等 . 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尿毒症皮肤

瘙痒 36 例分析 [J]. 重庆医学，2013，42(20)：2405-2407.

[3] 咸伟，董吉，王传花，等 . 不同血液净化方式对 178 例慢性肾功能衰

竭尿毒症患者血管活性物质的影响 [J]. 中国医学创新，2016，13(5)：

66-69.

[4] 许玮 . 护理干预对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心理的影响 [J]. 中国医学创新，

2015，12(30)：83-85.

[5] 童仙女 . 血液灌流串联血液透析对尿毒症皮肤瘙痒的效果观察 [J]. 护

士进修杂志，2015，30(1)：69-70.

[6] 严雪萍，李巧，郑浩天，等 . 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尿毒症皮肤

瘙痒的效果观察 [J]. 四川医学，2014，35(3)：329-330.

[7] 唐倩，蒋先淑，李志勇，等 . 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与 HDF 治疗尿

毒症患者皮肤瘙痒的 Meta 分析 [J]. 重庆医学，2016，45(18)：2522-

2525.

[8] 李丽，李德天 . 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尿毒症的疗效及对皮肤瘙

痒的影响 [J].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5，19(23)：92-93.

[9] 单新莉，张玮，陈晨，等 . 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对尿毒症患者皮肤

瘙痒的疗效观察及护理 [J]. 中华全科医学，2014，12(1)：148-150.

[10] 胡成福 . 血液灌流串联血液透析在尿毒症血液透析患者皮肤瘙痒护



现代护理  Xiandaihuli　　《中外医学研究》第 16 卷  第 18 期（总第 386 期）2018 年 6 月

- 96 - Chinese and Foreign Medical Research Vol.16, No.18 June, 2018

理中的应用 [J].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2016，20(12)：53-55.

[11] 刘秀需 . 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尿毒症皮肤瘙痒的疗效观察 [J].

浙江临床医学，2016，18(9)：1661-1662.

[12] 黄洁，陆伟 . 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尿毒症皮肤瘙痒的护理进

展 [J]. 上海护理，2017，17(3)：74-76.

( 收稿日期：2018-01-30)

①云梦县人民医院　湖北　云梦　432500

护理干预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应用效果
    彭晓群①

　　【摘要】　目的：探讨护理干预对老年糖尿病患者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 2016 年 7 月 -2017 年 11 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 90 例老年糖尿病

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45 例，对照组进行常规化护理干预，试验组开展系统全面化护理，比较两组护理效果。

结果：试验组患者的护理服务总满意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糖尿病知识了解程度、糖尿病治疗配合度评分均

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护理后，试验组的 SAS 评分、SDS 评分、空腹状态血糖监测值、餐后 2 h 血糖监测值均低于对照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试验组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眼病等老年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系统全面化护理在老年糖尿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确切。

　　【关键词】　系统全面化护理；　老年糖尿病；　应用效果

　　doi：10.14033/j.cnki.cfmr.2018.18.04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8)18-0096-02

　　近年来，随着生活节奏的加速，人们的生活水平、物质水

平日益水涨船高，生活压力的增大及饮食习惯的改变，高科技

产品的普及直接导致了运动量的减少，这些因素在客观和主观

上都致使了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

糖尿病需要及时的干预治疗，以避免血糖过高对组织器官造成

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不可逆的损害。因此，良好有效的护理

干预是辅助控制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1-2]，其可达到帮助患

者提高疾病认知和提高遵医行为的目的，从而促进疾病康复。

本研究分析了系统全面化护理在老年糖尿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

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7 月 -2017 年 11 月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 90 例

老年糖尿病患者，纳入标准：符合糖尿病诊诊断标准，年龄大

于 60 岁，有正常沟通和理解能力；排除标准：合并肝肾功能

障碍、精神疾病、智力障碍等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

试验组与对照组，每组 45 例。试验组男 29 例，女 16 例；年

龄 62~80 岁，平均 (67.86±2.51) 岁；糖尿病病程 1~26 年，平均

(9.26±0.34) 年；文化水平：13 例本科，15 例大专，14 例高中，

3 例初中及以下。对照组男 28 例，女 17 例；年龄 62~80 岁，

平均 (67.82±2.47) 岁；糖尿病病程 1~26 年，平均 (9.25±0.31)

年；文化水平：13 例本科，14 例大专，14 例高中，4 例初中及

以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

性。本研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知情同意。

1.2　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化护理干预，试验组开展系统全面化护理，

具体如下。(1) 饮食护理：护理人员定期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科

学合理的糖尿病饮食方案对糖尿病患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督

促其自觉做好饮食管理，每天记录摄入的食物和热量；糖尿病

患者须定时定量服药，外出时随身携带饼干，水果糖和其他食

物，以避免低血糖反应；同时，护士应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帮

助其制定合理的饮食方案，在日常膳食摄入中，一般应采用低

盐、高纤维素、低糖食物，多饮水，保持排便顺畅，避免便

秘 [3]。(2) 心理护理：一些糖尿病患者由于心理负担和经济压力

会产生焦虑和恐惧，不利于治疗依从性提高，护士应及时给予

患者心理干预，热情服务，鼓励患者，耐心倾听患者内心想法

并积极回答患者的问题，为患者提供心理疏导，鼓励患者积极

参与社区活动，引导患者和其他糖尿病患者沟通，分享抗病经

验。(3) 运动护理：护理人员应积极向患者及其家属讲解运动在

糖尿病血糖控制中的地位和角色，日常可通过散步、慢跑、骑

自行车和其他锻炼方法增加运动量，若同时合并冠心病和高血

压等基础疾病，应适当减少运动量，并替换以打太极拳等运动

方式，以免运动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4) 健康教育：根据患者

的文化程度、职业和家庭背景等综合评估情况选择适当的健康

教育方法，使其明确疾病病因、诱因、控制血糖方法、服药方

法等，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遵医行为。(5) 药物护理：根据医

生的嘱咐，指导患者按时、定量正确服用降糖药物，不能随意

增加或减少口服药物的剂量 [4-5]。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标准

　　比较两组老年糖尿病患者的护理服务满意度 [ 满分 100 分，

90 分以上为满意，70~90 分为比较满意，低于 70 分为不满意，

总满意率 =( 满意 + 比较满意 )/ 总例数 ×100%]；糖尿病知识了

解程度、糖尿病治疗配合度 (0~100 分，得分越高则了解程度、

治疗配合度越高 )；护理前后患者负性心理状态评分 ( 用 SAS 和

SDS 量表分析患者焦虑和抑郁心理，分值越低代表心理状况越

好 )、空腹状态血糖监测值、餐后 2 h 血糖监测值；糖尿病肾病、

糖尿病眼病等老年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率 [6]。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8.0 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