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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皮肤瘙痒在尿毒症患者中的发生率较高，会增加患者的

痛苦，且会影响着患者的情绪、睡眠质量，使患者的生活质量
降低 [1]。因此，对存在皮肤瘙痒的尿毒症患者进行有效的治
疗很有必要。经不断研究发现，若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甲状旁腺激素水平呈上升趋势，机体内蓄积着 β2 微球蛋白
等中大分子毒素，则均有可能造成尿毒症患者出现皮肤瘙痒
[2]。为了进一步增强清除中大分子毒素的效果，有效改善患
者的皮肤瘙痒，本院在尿毒症皮肤瘙痒患者的临床治疗中联
合应用血液透析和血液灌流，效果明显，现抽选相关病例进
行对比分析，详情如下：

1   临床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抽选作为观察对象的是出现皮肤瘙痒的 50 例尿毒症患
者，分成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有患者 25 例，实验组中女
性 患 者 12 例，男 性 患 者 13 例，年 龄 ≤ 45 岁 者 11 例，年 龄
≥ 46 岁者 14 例，病程 3 年者 10 例，病程 4-10 岁者 15 例，
对照组中女性患者 11 例，男性患者 14 例，年龄≤ 45 岁者 12
例，年龄≥ 46 岁者 13 例，病程 3 年者 11 例，病程 4-10 岁者
14 例，对照组和实验组的临床资料无统计学差异（P>0.05）。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除了对对照组患者进行血液透析治疗外，还让该组患者
服用抗组胺类药物，涂抹擦乳化油剂，连续进行 4 个星期的
治疗。
1.2.2   实验组

除了对实验组患者进行血液透析治疗外，还每个星期对
患者进行一次血液灌流治疗，连续进行 4 个星期的治疗。 
1.3   观察指标

（1）临床效果：经治疗，皮肤瘙痒消失，或皮肤瘙痒程度
为轻度，不过没有挠抓的需要，则临床效果为显效；经治疗，
皮肤瘙痒明显改善，存在可以耐受的瘙痒感，可以尽量不在
瘙痒时挠抓，则疗效为有效；经治疗，皮肤瘙痒没有任何改
善，存在严重的瘙痒感，会挠抓，则疗效为无效。（2）皮肤瘙
痒程度评分：应用视觉模拟评分法评价皮肤瘙痒程度，若评
分为 0-2 分，则视为优；若评分为 3-5 分，则视为良；若评分
为 6-8 分，则视为中；若评分 >8 分，则视为差。治疗前后对
实验组和对照组均进行随机的 3 次评分，取 3 次随机评分的
平均值。
1.4   统计学分析

对本组研究中的数据应用 SPSS 18.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采用 ( ±s) 表示计量资料，以 t 检验，以率（%）对计数
资料加以表示，以 χ2 检验，当 P<0.05 时，视为两组之间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实 验 组 中 显 效 者 13 例，占 52.0%；有 效 者 10 例，占

40.0%；无效者 2 例，占 8.0%，总有效率为 92.0%；对照组中
显效者 7 例，占 28.0%；有效者 12 例，占 48.0%；无效者 6 例，
占 24.0%，总有效率为 76.0%；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实验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皮肤瘙痒程度视觉模
拟评分的比较结果和甲状旁腺激素、β2 微球蛋白水平的比
较结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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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实验组和对照组各项指标在治疗前后的比较

组别 评分
视觉模拟平均评分 甲状旁腺激素（pg/ml） 

β2 微球蛋白水平

（μg/ m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3-5 分（n=12） 3.4±0.6* 1.5±0.3# △ 675±42* 330±41# △ 23.0±4.3* 17.2±3.4# △

6-8 分（n=5） 6.7±0.5* 3.1±0.2# △ 784±65* 425±42# △ 22.0±4.6* 18.6±4.2# △

>8 分（n=8） 8.2±0.3* 3.3±0.8# △ 995±42* 521±46# △ 25.0±2.8* 19.4±2.8# △

对照组

3-5 分（n=12） 3.4±0.5 2.7±1.2※ 676±53 446±65※ 23.0±5.6 22.0±1.6※

6-8 分（n=5） 6.7±0.3 6.0±0.7※ 783±46 754±42※ 22.6±4.8 22.0±4.5※

>8 分（n=8） 8.2±0.6 6.5±1.6※ 996±48 882±43※ 24.0±3.6 23.2±1.6※

注 ：与对照组治疗前相比，P*>0.05 ；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P#<0.05 ；与同组治疗前相比，P △ <0.05 ；与同组治疗前相比，P※>0.05。

·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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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纤溶酶有助于纤维蛋白凝块与纤维蛋白原、凝血因子 V
等发生降解 , 使溶栓效果更加明显。溶栓后，以肝素对冠脉
侧支的血液循环加以促进，使阻塞区的血流量进一步增加，
发挥出抗凝的作用，对再次形成血栓加以预防，以免再次梗
死的发生。

此次研究的对比结果：对照组治疗总有效率（85.7%）不
如实验组（97.1%）高，心功能恢复也不如实验组好，有统计
学差异（P<0.05）。

综上所述，急性心肌梗死经心血管内科治疗可取得明显
疗效，特别是溶栓疗法的应用，有助于心功能的改善、疗效的
增强，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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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如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发

生，甲状旁腺激素水平呈上升趋势；钙磷代谢发生紊乱，皮肤
钙沉积，对皮肤末梢神经造成一定刺激；β2 微球蛋白等中大
分子毒素在机体内发生蓄积情况而没有办法从机体内排出；
血液中组胺水平呈上升趋势等，这均使得尿毒症患者极有可
能出现皮肤瘙痒，使其所承受的痛苦得以增加，使其生活质
量深受影响 [3-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甲状旁腺激素水平呈
上升趋势会激活皮肤的肥大细胞，使得组胺得以释放，进而
会增加尿毒症患者皮肤瘙痒的发生概率。故甲状旁腺激素
水平呈上升趋势往往被看做是导致尿毒症患者出现皮肤瘙
痒的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

对尿毒症皮肤瘙痒患者在进行血液透析的同时进行血液
灌流治疗，可以使灌洗器中吸附剂的非特性吸附作用得以充
分的发挥，有助于更好地清除存在着的毒物、药物以及代谢
产物，可有效地清除分子毒素，尤其是有助于降低甲状旁腺
激素水平和 β2 微球蛋白水平，使患者的皮肤瘙痒症状得到
有效的缓解 [6-9]。 本组中在临床治疗效果上有优势的是实验
组，且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治疗
后视觉模拟评分、甲状旁腺激素以及 β2 微球蛋白水平上有
优势的同样是实验组，且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由上可见，在尿毒症皮肤瘙痒患者的临床治疗中联合应

用血液透析和血液灌流，有助于更好地清除造成皮肤瘙痒出

现的毒素 [10]，使甲状旁腺激素和 β2 微球蛋白水平降低，明
显改善患者的皮肤瘙痒症状，使患者得到更好的疗效，有进
一步推广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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