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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血液透析治疗终末期肾病的效果
及对心功能的影响
赵

东

湖北省麻城市人民医院肾病内科袁湖北麻城

438300

[摘要] 目的 探讨高通量血液透析在终末期肾病渊ESRD冤中的应用效果遥 方法 选择 2018 年 2 月至 2020 年 2 月

在我院行血液透析治疗的 80 例 ESRD 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袁按照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袁每组各
40 例袁其中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血液透析治疗袁观察组患者则采用高通量血液透析治疗袁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血清毒素水平尧炎症因子水平以及心功能指标遥 结果 观察组在治疗后的 茁2 微球蛋白渊茁2-MG冤及甲状旁腺激素

渊PTH冤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且治疗后观察组的白介素-6渊IL-6冤尧白介素-18渊IL-18冤尧
肿瘤坏死因子渊TNF-琢冤水平也显著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此外袁治疗后观察组的每搏输出量
渊SV冤尧左心室射血分数渊LVEF冤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而舒张期左室内径渊LVEDD冤及收
缩期左室内径渊LVESD冤则明显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高通量血液透析对 ESRD 患者炎
症反应及心肌功能的改善均具有显著的应用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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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igh-flux hemodialysis on end-stage renal disease and its influ鄄
ence on cardiac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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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high-flux hemodialysis in end-stage renal disease (ESRD).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ESRD who underwent hemodialysis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8 to February
2020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袁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袁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routine

hemodialysis袁 whil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high -flux hemodialysis. The levels of serum
toxins袁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cardiac function index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After treatment袁 茁2-microglobulin (茁2-MG) and parathyroid hormone(PTH)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袁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he levels of interleukin-6

(IL-6)袁 interleukin-18(IL-18) 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琢)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also sig鄄
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袁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In addition袁 the stroke volume (SV)

and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袁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袁 while the diastolic left ventricular diameter (LVEDD) and sys鄄
tolic left ventricular diameter (LVES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Conclusion High-flux hemodialysis has a significant application effect on the improve鄄
ment of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myocardial function in ESRD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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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末期肾病渊End-stage renal disease袁ESRD冤是指

利用溶质由高浓度向低浓度弥散的特质发挥其代谢

不可逆转等临床特点袁且随着肾功能的进行性下降袁其

的袁 已成为 ESRD 患者延续其生存时间的重要方式遥

各种慢性肾脏疾病的终末期阶段袁通常具有病情重尧
毒素可在体内进一步蓄积袁从而引起各种并发症的出

现 袁危及患者生命健康遥 血液透析渊Hemodialysis袁HD冤
[1]

是临床较为常见的肾脏替代疗法袁可借助体外设备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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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净化作用袁以清除血液毒素 [2]袁达到缓解症状的目
但在实际治疗中袁常规透析所用的低通量透析器通常
无法有效清除患者的大尧中分子毒素袁因此在经过长
期的血液透析治疗后袁患者仍伴有较高的并发症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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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险 [ 3 ] 遥 对此袁 临 床认为 将高 通量血 液透 析渊High

及治疗 6 个月后的血清毒素水平袁包括血清肌酐渊Serum

的治疗中袁可显著改善此类状况遥 现本研究选取 2018

微球蛋白渊茁2 microglobulin袁茁2 -MG冤尧甲状旁腺激素

flux hemodialysis袁HFHD冤的治疗方案应用于 ESRD患者

年 2 月至 2020 年 2 月我院行血液透析治疗的 80 例
ESRD 患者袁对 HFHD 的应用效果进行探讨与分析袁现
报道如下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2 月至 2020 年 2 月在我院行血液

透析治疗的 80 例 ESRD 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袁 按照
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袁每组各 40 例遥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 HD 治疗袁其中男 25 例袁女 15 例袁

年龄 47耀68 岁袁平均渊57.3依5.5冤岁袁病程 2耀7 年袁平均
渊4.6依1.1冤年曰观察组患者则采用 HFHD 治疗袁其中男
24 例袁女 16 例袁年龄 46耀68 岁袁平均渊57.6依5.6冤岁袁病

creatinine袁SCr冤尧尿素氮渊Blood urea nitrogen袁BUN冤尧茁2
渊Parathyroid hormone袁PTH冤遥 分别采集患者治疗前空
腹静脉血与治疗后透析回路动脉端的血液进行检测袁
2 h 凝血反应后袁进行离心操作袁转速为 3000 r/min袁

时间为 10 min袁随后取其上清液袁通过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对其 SCr尧BUN 指标进行检测曰采用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法试剂盒渊上海烜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冤对其
茁2-MG 指标进行检测曰同时采用人全段甲状旁腺激素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对 PTH 指标进行检测遥

1.3.2 炎症因子水平 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及治疗
6 个 月后的 炎 症 因 子 水 平 袁 包 括 白 介 素 -6 渊Inter鄄

leukin- 6袁IL-6冤尧白介素-18渊Interleukin- 18袁IL-18冤尧

肿瘤坏死因子渊Tumor necrosis factor袁TNF-琢冤遥 分别采

程 2耀7 年袁平均渊4.4依1.0冤年遥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袁

集患者治疗前空腹静脉血与治疗后透析回路动脉端

纳入标准院淤均符合叶KDIGO 慢性肾脏病评价及
管理临床实践指南曳中终末期肾病阶段的诊断标准[小

1.3.3 心功能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及治疗 6 个

的治疗条件曰盂知情且自愿参与遥

SV冤尧左心室射血分数渊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袁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球滤过率约15 mL/渊min窑1.73 m2冤] [4]曰于符合血液透析

排除标准院淤伴有凝血功能异常者曰于近期存在

输血尧外伤等情况者曰盂生存期不足 6 个月者曰榆配合
度较差者遥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采用常规透析治疗袁采用血液透析机渊德

国费森尤斯袁4008s 型冤进行常规血液透析治疗袁详细评
估后建立内瘘与血管通路袁透析液采用碳酸氢盐透析液袁
流速设置为 500 mL/min袁血流量为 250耀300 mL/min袁
超滤系数为 16 mL/渊h窑mmHg冤袁每次 4 h袁每周3 次袁

的血液进行检测袁离心后取上清液袁采用双抗体夹心
ELISA 法对其 IL-6尧IL-8尧TNF-琢 水平进行检测

月后的心功能指标袁包括每搏输出量渊Stroke volume袁

LVEF冤尧舒张期左室内径渊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ameter袁LVEDD冤及收缩期左室内径渊Left ventricular
end systolic diameter袁LVESD冤遥 采用二维超声心动图

对患者治疗前后的 SV尧LVEF尧LVEDD 及 LVESD 指
标进行检测与计算袁 其中 LVEF=[渊舒张末容积-收缩
末容积冤/ 舒张末容积]伊100%遥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量

资料以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 t 检验袁计数资料以[n渊%冤]表

同时给予低分子肝素钠渊法国安万特制药公司袁国药

示袁采用 字2 检验袁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袁包括降压药物尧红细胞生成素铁

2 结果

准字 J20090095冤进行抗凝治疗袁并根据患者病情开展
剂等袁持续透析治疗 6 个月遥

2.1 两组患者血清毒素水平比较

渊德国费森尤斯袁4008s 型冤配合透析器渊旭化成袁空心

均有显著下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治疗后

置为 35 mL/渊h窑mmHg冤袁每次 4 h袁每周 3 次袁同时给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而两组小分子毒素渊SCr尧

1.2.2 观察组 采用高通量透析治疗袁采用血液透析机

治疗后袁两组患者的各项血清毒素指标较治疗前

纤维透析器 REXEED-15UC冤进行治疗袁超滤系数设

观察组的大分子毒素渊茁2-MG尧PTH冤明显低于对照组袁

予低分子肝素钠 渊法国安万特制药公司袁 国药准字

BUN冤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见表 1遥

J20090095冤进行抗凝治疗袁并根据患者病情开展针对

性的治疗方案袁包括降压药物尧红细胞生成素铁剂等袁

2.2 两组患者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后袁两组患者的各项炎症因子水平较治疗前

持续透析治疗 6 个月遥

均有显著下降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治疗后

1.3.1 血清毒素的清除效果 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前

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观察组的 IL-6尧IL-18尧TNF-琢 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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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表 1 两组患者血清毒素水平比较渊x依s袁n=40冤
小分子毒素

组别

SCr

时间

对照组

治疗前

渊mmol/L冤

0.8依0.2

24.4依3.7

1.2依0.3
7.016

t值

0.001

P值
治疗前
t值

茁2-MG

渊mg/L冤

PTH

渊ng/L冤

的终末期阶段袁处于此阶段的患者袁其肾脏功能通常

0.7依0.2

无法从肾脏排出袁对患者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5]遥 现

24.7依5.4

0.9依0.3

处于失代偿阶段袁因其体内代谢废物及有毒物质往往

13.022

1.773

3.508

阶段袁血液透析已成为 ESRD 患者延续其生存时间的

22.5依5.7
0.080

0.001

1.1依0.3

39.3依6.2

24.4依5.6

0.8依0.3

7.016

13.762

6.808

3.508

23.7依3.6

0.001

P值

0.001

1.491

0.808

0.858

0.083

P 组间治疗后比较值

0.244

0.726

1.754

t 组间治疗后比较值

16.8依4.3
0.001

0.352

0.140

P 组间治疗前比较值

5.049

0.394

0.001

0.6依0.2
0.001

IL-6

对照组

治疗前

2.236

均造成了严重影响[6]遥

易导致多种并发症的出现袁对其治疗效果及生存质量

0.028

高通量血液透析是在常规血液透析基础上发展

40.3依8.7

157.8依28.6

91.5依9.4

治疗后
t值
P值

4.977

4.868

2.180

观察组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渊pg/mL冤

32.2依5.5

132.5依16.2

0.001

0.001

渊ng/L冤

性肾损伤及重症胰腺炎等并发症的出现 [8-10]曰而 茁2 -

8.884

7.318

6.440

0.001

P值

0.001

0.103

4.810

0.918

P 组间治疗前比较值

0.001

4.763

t 组间治疗后比较值

3.769

0.001

P 组间治疗后比较值

0.001

80.3依5.1
0.001
0.191
0.849
5.696
0.001

2.3 两组患者心功能指标比较
经治疗后袁两组患者的心功能指标较治疗前均有
明显改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的 LVEF 及 SV 指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袁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而观察组 LVESD 及 LVEDD
指标则明显低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表 3 两组患者心功能指标比较渊x依s袁n=40冤

组别

时间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观察组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t 组间治疗前比较值
P 组间治疗前比较值
t 组间治疗后比较值
P 组间治疗后比较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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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EF

LVESD

LVEDD

32.3依3.6

60.5依5.8

65.5依3.6

52.1依5.2

3.704

2.401

9.118

4.978

35.2依3.4
0.001

渊%冤

64.1依7.5
0.019

渊mm冤

56.5依5.1
0.001

为常见的代表性小分子毒素袁在长期作用下可引起急

MG 与 PTH 则是典型的中大分子毒素袁随着体内作用

时间的延长可导致终末期肾病的进一步加重袁甚至造
成一定的心肌损伤袁严重影响着患者的正常心功能[11]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治疗后两组患者在小分子毒素水平

较为一致袁但观察组的大分子毒素渊茁2-MG尧PTH冤却明
显低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遥 由此可见袁常规血液透析与
高通量血液透析对血液中的小分子毒素均具有显著
的清除作用袁而高通量血液透析对中大分子毒素的清
除效果要显著优于常规透析遥 这是由于高通量血液透
析采用的生物膜具有更大的透过孔径及超滤量袁可针
对大分子毒素发挥理想的清除功效[12]遥

据相关研究表明袁大分子毒素的血液潴留可引起

微炎症及氧化应激反应的出现袁严重情况下可导致恶
性循环情况的产生袁对其生存质量造成了严重影响[13]遥

SV

渊%冤

下袁ESRD 患者血液中的毒素物质可根据其分子量的

0.032

91.1依9.3

t 组间治疗前比较值

附作用袁提升患者的透析效率及临床疗效[7]遥 通常情况

大小分为大尧中尧小分子毒素袁其中 SCr 及 BUN 是较

157.2依28.3
117.3依19.7

而来的净化方式袁可通过高通透性生物膜的弥散及吸

87.6依6.3

40.5依8.6
26.8依4.6

生命的目的遥 但据研究指出袁常规的血液透析方式存

0.140

TNF-琢

渊ng/L冤

患者将有毒物质及代谢废物排出体外袁进而达到延续
在一定的缺陷袁若患者长期采用血液透析治疗袁则极

IL-18

时间

重要方式袁该方式可通过部分肾脏功能的替代袁帮助

1.491

表 2 两组患者炎症因子水平比较渊x依s袁n=40冤
组别

终末期肾病渊ESRD冤主要是指不同肾脏疾病发展

39.8依6.5
0.001

0.7依0.3

治疗后

t 组间治疗前比较值

BUN

渊mmol/L冤

治疗后

观察组

大分子毒素

渊mm冤

46.2依5.4
0.001

此外袁PTH 可导致患者心肌细胞纤维化程度的加重袁

从而引起血管内皮细胞及心肌细胞的钙化袁且在 茁2MG 等物质的协同作用下袁可出现淀粉样变性等情况袁

对其冠状动脉结构造成了一定损害袁大大加重了患者
的心肌负荷 [14]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观察组在治疗后各

项炎症因子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且观察

33.1依3.7

61.0依5.5

64.8依3.8

51.7依6.1

5.358

4.705

13.447

8.829

0.05冤遥 提示高通量血液透析通过对中大分子毒素的

0.316
0.753

者的心脏功能袁以纠正心肌的代谢异常袁控制病情的

0.001

综上所述袁高通量血液透析在 ESRD 患者的治疗

37.3依3.3
0.001
0.980
0.330
2.803
0.006

67.8依7.3
0.001
0.396
0.694
2.236
0.028

49.7依6.0
0.001
0.846
0.400
5.461
0.001

40.6依5.1
0.001
4.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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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治疗后的各项心功能指标也明显优于对照组渊P约

清除袁可有效降低体内的炎症因子水平袁同时改善患
进一步发展[15]遥

窑内科医学窑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4 月第 59 卷第 11 期

中具有显著的应用效果袁可通过对血液毒素的有效清
除袁改善患者的炎症反应及心肌细胞功能袁对其病情
的控制具有积极的应用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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