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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多磺酸粘多糖乳膏和马铃薯薄片外敷在治疗自体动静脉内瘘皮下血肿的疗效遥 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在我院血液透析患者中自体动静脉内瘘出现皮下血肿尧瘀斑和局部肿胀的患者 55 例袁随机分
为对照组渊n=27冤和试验组渊n=28冤袁对照组采用马铃薯薄片外敷袁试验组采用多磺酸粘多糖乳膏外用袁比较两组患
者局部症状和内瘘功能在 4 周后能有效恢复的比例袁并比较两组患者中有效患者达到有效的最快时间遥 结果 治
疗 4 周后试验组总有效率为 92.86%袁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4.08%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试验组有效患者平

均缓解时间为渊13.50依3.60冤d袁对照组为渊16.50依3.50冤d袁试验组患者达到有效的时间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渊P<0.01冤遥 结论 多磺酸粘多糖乳膏外用和马铃薯薄片外敷在治疗自体动静脉内瘘皮下血肿的疗效均确切袁
多磺酸粘多糖乳膏较马铃薯薄片起效更快袁应用更为方便袁更适合临床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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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Mucopolysaccharide Polysulfonic Acid Cream in patients
with subcutaneous hemorrhage of arteriovenous fist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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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Mucopolysaccharide Polysulfonic Acid Cream on the treat鄄

ment of subcutaneous hematoma of autogenous arteriovenous fistula. Methods A total of 55 patients with subcutaneous
hematoma, ecchymosis, and local swelling in autoarteriovenous fistula were selected from our patients on hemodialysi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7 to June 2019.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control group(n=27) and an experi鄄
mental group(n=28). The control group used potato slices for external application,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used Mu鄄

copolysaccharide Polysulfonic Acid Cream for external application. The proportion of local symptoms and internal fistula
function that can be effectively recovered after 4 week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the effective

fastest time of the effective patient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4 weeks of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2.86%,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74.08%),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跃0.05). The average remission time of effectiv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鄄

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13.50依3.60) days and (16.50依3.50)days. The time for the patients to reach effec鄄
tivenes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鄄
cant(P<0.01). Conclusion The topical application of Mucopolysaccharide Polysulfonic Acid Cream and potato slices in

the treatment of subcutaneous hematoma of arteriovenous fistula has accurate effect. Hirudoid cream has a faster onset,
more convenient application and more suitabl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than potato sl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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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我国终末期肾病患者的数量不断增加袁
其没有治愈的方法袁如果不进行肾移植袁患者的存活
都必须依赖透析袁透析分为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两种袁
血液透析是终末期肾病患者最常选择的透析方式 遥
[1]

血液透析的有效有效实施需要一条良好的血透通路袁

静脉内瘘尧带涤纶套的半永久中心静脉置管和人造材
料动静脉内瘘袁其中最常使用为自体动静脉内瘘 [2-3]袁

很多大型的血透中心中以自体动静脉内瘘为血透通
路的患者在所有血液透析患者中的比例可达 90%以

上遥自体动静脉内瘘在使用时反复穿刺袁在使用过程中

目前国内外患者使用的长期血透通路主要包括自体动

因压迫方式或力量不当尧自身血管条件不佳尧凝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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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淤斑尧狭窄等情况[4]遥 一旦出现上述情况及时的处理

1.3 观察指标

出现狭窄尧流量不足等并发症的发生率遥 除常规的冷

时观察内瘘的使用情况袁最长观察至出血后 4 周遥 统

和护理非常关键袁血肿及淤斑的尽快消除可减少内瘘

每天观察患者局部血肿尧瘀斑的程度袁每次血透

计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在 4 周后局部症状和内瘘功

热湿敷外还可以选用合适的药物加快局部病灶的吸
收遥 以往使用薄马铃薯切片局部贴敷的方法取得了较

能的恢复情况并进行比较遥 同时对有效的患者袁统计

好的效果袁本研究则在常规护理的情况下加用多磺酸

达到有效标准时所需要的时间袁并进行比较遥

粘多糖乳膏局部外用袁并取得确切的疗效袁现报道如下遥

1.4 疗效评价标准[5]

以 4 周作为评价的时间标准遥 分为痊愈尧显效尧有

1 资料与方法

改善和无效四种结果遥 痊愈院血管局部的疼痛完全消

1.1 一般资料

失袁局 部血 肿消除 袁皮 肤硬 结完全 软化 袁内瘘 搏 动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6 月在我院以自体

有力袁震颤强袁穿刺血管时弹性恢复良好袁血流量>
200 mL/min曰显效院患者感觉局部疼痛明显缓解袁血肿

动静脉内瘘为通路的血液透析患者中袁内瘘在使用过

程中出现内瘘皮下血肿尧淤斑尧局部肿胀者 55 例袁所

明显缩小袁皮肤硬结较前软化袁内瘘搏动尚有力袁震颤

有患者每周血液透析 2耀4 次袁每次 3耀4 h袁血透时血

较强袁穿刺时血管变软袁血流量>200 mL/min曰有改善院

流量 200耀300 mL/min遥 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袁对

患者仍有疼痛袁部分缓解袁内瘘搏动偏弱袁震颤不明显袁

照组 27 例袁试验组 28 例遥 两组患者年龄尧性别尧淤斑

血管未见明显软化袁仍有硬结尧肿胀袁血流量<200 mL/min曰

大小尧透析时间及实验室指标的血红蛋白尧清蛋白尧尿

无效院血管局部疼痛无明显缓解袁皮肤周围有肿胀袁内

素氮渊血透前冤尧血肌酐渊血透前冤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

瘘搏动无力袁血管弹性差袁血流量<180 mL/min遥 有效

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见表 1遥

患者为痊愈和显效两者的总数袁总有效率=渊痊愈例数+

1.2 方法

显效例数冤/总例数伊100%遥 对于有效的患者袁将患者

两组患者的自体动静脉内瘘在使用过程中一旦

达到显效时所需要的时间定义为缓解时间遥

出现血肿尧淤斑或肿胀时袁均马上按压穿刺点袁冰袋局

1.5 统计学方法

部冷敷直到局部完全止血遥 当患者透析结束 24 h 以

采用 SPSS 19.0 的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遥 计量资料

后袁开始进行局部湿热敷袁用热毛巾渊温度约 45耀50益冤

用渊x依s冤的形式表示袁采用 t 检验袁计数资料用[n渊%冤]

局部外敷袁每次热敷时间大约半小时遥 热敷以后袁对

表示袁采用 字2 检验袁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照组患者采用切好的新鲜马铃薯薄片渊厚 2耀3 mm冤
贴敷大约半小时袁每天 2耀3 次袁疗程为每次血透 24 h

2 结果

后坚持贴敷至完全缓解袁或者至出血后 4 周遥 试验组

2.1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采用多磺酸粘多糖乳膏渊德国路易坡大药厂袁进口药

对照组中痊愈 10 例袁显效 10 例袁总有效率为

品注册号院国药准字 H20150010袁规格院14 g冤外用袁均匀

涂抹于动静脉内瘘皮下出血处及周围皮肤组织后袁手

74.08%曰试验组中痊愈 15 例袁显效 11 例袁总有效率为

至患者局部症状完全缓解袁或者至出血后 4 周遥

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见表 2遥

92.86%袁试验组患者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袁但差异无

指指腹轻轻局部按摩约 3 min袁每日 2 次袁使用疗程为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n

对照组

27

试验组
字 /t 值
2

性别

年龄

血透时间

15颐12

64.50依8.90

62.50依7.90

15.70依4.90

101.50依7.80

40.40依4.70

0.010

0.162

0.123

0.171

0.113

0.215

渊男颐女冤

28

16颐12

0.920

P值

渊x依s袁岁冤

淤斑面积

渊x依s袁月冤

65.30依9.60

61.60依8.80

0.872

渊x依s袁cm2冤

15.90依5.10

0.903

血红蛋白

渊x依s袁g/L冤

100.70依6.90

0.864

0.910

清蛋白

渊x依s袁g/L冤

尿素氮

血肌酐

20.10依3.80

709.50依10.80

0.194

0.201

渊x依s袁mmol/L冤 渊x依s袁滋mol/L冤

41.10依3.80
0.831

20.50依4.40
0.847

713.50依11.30
0.841

表 2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n渊%冤]
组别
对照组
试验组
字2 值

n

27
28

痊愈

显效

有改善

无效

总有效

10渊37.04冤

10渊37.04冤

6渊22.22冤

1渊3.70冤

20渊74.08冤

15渊53.57冤

11渊39.29冤

0

26渊92.86冤
2.304
0.129

P值

84

2渊7.14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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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中有效患者的缓解时间比较

性和抗组胺作用而具有消炎作用袁 能改善毛细管的

试验组 26 例遥 对照组患者平均缓解时间为渊16.50依

肿及局部硬块的吸收[20-21]遥

两组患者有效的患者共有 46 例袁其中对照组 20 例袁

3.50冤d曰试验组患者平均缓解时间为渊13.50依3.60冤d遥

通透性袁促进水肿吸收 [17]袁切成薄皮外敷可以促进血
本研究显示袁多磺酸粘多糖乳膏外用和马铃薯薄

试验组有效患者的缓解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渊t=3.564袁

片贴敷均可以使因自体动静脉内瘘出血所导致的局

P<0.01冤遥

部血肿和淤斑迅速地消散和吸收袁使自体动静脉内瘘
的功能迅速改善袁从而最大程度地降低对患者造成的

3 讨论

损害遥 同时本研究也发现袁多磺酸粘多糖乳膏外用组

当今社会终末期肾病患者数量不断增加袁导致透
析人群不断增加

的患者起效时间更快袁血肿及淤斑的消散速度更快袁

遥绝大部分地区的透析患者中以血

更有利于患者局部症状和内瘘功能的恢复袁应用时更

[6-7]

液透析最多 [8]袁而血液透析患者的主要通路为自体动

有优势遥 多磺酸粘多糖乳膏作为一种外用药袁制作工

静脉内瘘袁其是将患者的上肢动脉和静脉通过手术直

艺要求高袁同时加入了一些辅助成分可以促进多磺酸

接连通袁主要存在血流充足尧透析充分性好尧不易感染

黏多糖的局部吸收袁从而使药物发挥更大的作用遥

等诸多优势 [9-10]袁在国内外被广泛应用于血液透析患

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袁多磺酸粘多糖乳膏最为方

者中遥 随着医疗水平的进步和医疗保障体系的不断完

便和安全袁患者自己即可完成袁无需借助仪器和外人

善袁透析患者的人群构成发生了不断改变袁老年患者尧

的帮助遥 笔者对比其他几个常用方法院淤红外线照射

糖尿病患者等不断增多袁合并有高血压尧高脂血症尧动

也比较方便袁但绝大多数患者家中无设备袁需在医院

脉粥样硬化等合并症的患者更是普遍存在袁患者的血
管条件普遍不佳[11-12]遥 所以自体动静脉内瘘在使用过

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袁特别是新成熟尧首次穿刺的内
瘘袁皮下血肿尧淤斑等情况并不少见遥 自体动静脉内瘘
的血液直接由上肢动脉供应袁血管压力大袁一旦出血袁
会在局部迅速形成血肿袁如果不及时处理或处理不当

内治疗袁且有引起局部灼伤的风险遥 于硫酸镁湿敷比
较经济袁但操作不便袁尤其在天气寒冷的时候难以实

施遥 盂马铃薯切片同样比较经济实惠袁患方可自行制
备袁但贴敷时局部固定不方便袁且使用时影响患者行

动遥 多磺酸粘多糖乳膏不存在以上的这些缺点袁且价
格低廉袁更容易被患者接受遥 如有条件也可以采用联

会影响内瘘功能袁甚至导致内瘘的闭塞而给患者造成

合方案如多磺酸粘多糖乳膏外用或者马铃薯薄片贴

内瘘在使用过程中一旦出现皮下出血袁及时对穿

疗效袁根据报道对于治疗的效果相比较单用某个方案

巨大的痛苦[13]遥

刺点实施精准和适当力度的按压非常关键袁同时进行

冰敷减轻局部水肿和减少出血袁而出血 24 h 以后的热
敷则可以迅速的改善患者局部瘀血及肿胀情况[14]袁除
此之外袁 后续的药物应用或物理疗法也不容忽视袁局
部活血化瘀类药物的外用尧红外线灯照射等方法均可
以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袁从而加速局部血肿的吸收和

内瘘功能的恢复[15-17]遥 多磺酸粘多糖乳膏的有效成分
为多磺酸黏多糖袁能作用于血液凝固和纤维蛋白溶解

系统从而抑制组织蛋白分解酶及透明质酸的活性袁起
到抗血栓的作用遥 另外袁该药物通过抑制部分参与分
解代谢的酶及影响前列腺素和补体系统而起到抗炎

敷联合红外线局部照射等袁联合治疗可以相互增强
效果往往更优[22-23]遥

临床上对于促进血肿吸收的药物选择并不是很

多袁随着血液透析患者数量的不断增长袁自体动静脉
内瘘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皮下出血并发症的现象变得
越来越常见遥 而且一旦出血袁形成的血肿尧淤斑往往较
大袁局部肿胀较明显袁吸收也较慢遥 规范的操作预防出
血发生乃是上策袁但是如果发生了出血情况袁尽早抗
炎消肿可以最大限度的减轻出血对患者所带来的伤
害袁降低内瘘失功的发生率遥 在药物选择中袁根据报道
疗效确切袁且经济实惠袁应用方便尧安全袁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遥

作用遥 通过促进间叶细胞的合成及恢复细胞间物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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