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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用白蛋白涂布透析膜改善透析器生物相容性的研究

吴锡信 童赘余权星 戴英德 邱艳娥

【关键词】 白蛋白； 生物相容性； 无肝素； 血液透析； 透析膜

复用透析器内透析膜的蛋白沉积物

可改善透析器生物相容性。“。本研究中

采用在透析器透析膜上涂布白蛋白(A1)

并对17例尿毒症患者行无肝素血液透

析(HFHd)30次，发现涂布的Al透析膜

可改善透析器生物相容性，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病例选择与分组：17例尿毒症患

者中男8例，女9例；年龄31～67岁，平

均(48土17)岁；伴活动性出血6例、出血

倾向11例，均无胸闷有压迫感、烦躁、发

绀、恶心、呕吐、头痛症状。用生理盐水

(NS)冲洗透析器若干次后行HFHd，病

情稳定后按相同时间间隔先后交替进行

2～6次HFHd。按交叉设计方法，一次

于血液透析(HD)前用Al涂布透析膜，

HD中每60～90 min用NS冲洗一次透

析器(HFHd—Al组)；一次于HD前不用

Al涂布透析膜，HD中每20 rain用NS

冲洗一次透析器(HFHd—NS组)。两组透

析机、血路、透析器及复用处理方法完全

相同，两组透析液、血流量及HD时间均

相同。两组各30例次。

1．2观察指标及方法：于HD前及HD

15、120和240 min时按常规方法测定外

周血白细胞(WBC)、红细胞(RBC)、血

小板(PLT)、补体C3及动脉血氧分压

(PaO：)；每次HD前后取动脉血测血肌

酐(SCr)、尿素氮(BUN)，并计算下降

率。HD过程中记录出现胸闷有压迫感、

烦躁、发绀、恶心、呕吐及头痛的例数。

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0．0统计

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士标准差(z士5)

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四格表

Fisher确切概率法；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血常规及血气分析(表1)：两组

HD 15 min时外周血WBC、C3均较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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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7例尿毒症患者HD前后不同时间点血常规及血气分析指标变化(；士s)

注：HD：血液透析，HFHd—NS组：无肝素血液透析生理盐水组，HFHd—Al组：无肝素血液

透析白蛋白组，WBC：白细胞计数，RBC：红细胞计数，PLT：血小板计数．Pa02：动脉血

氧分压，1 mm Hg=0．133 kPa；与本组HD前比较．8P<0．05；与HFHd—NS组同期比

较，6P<0．05

表2 17例尿毒症患者HD前后肾功能指标变化(；±5)

注：HD：血液透析，HFHd—NS组：无肝素血液透析生理盐水组；HFHd—AI组：无肝素血液

透析白蛋白组，SCr：血肌酐，BUN：尿素氮；与本组HD前比较，8P<0．01

前明显降低(均P<0．05)，随后逐渐升

高，至120 min时与HD前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均P>0．05)；HFHd—AI组升高

幅度较HFHd—NS组更为显著(均P<

0．05)。除HFHd—NS组HD 15 min Pa02

显著低于HD前外，两组HD各时间点

RBC、PLT及Pa02均无明显变化。

2．2肾功能(表2)：两组HD后SCr和

BUN较HD前显著下降(均P<0．01)，

两组间SCr和BUN下降率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2．3不良事件发生情况：HFHd—NS组

HD时发生胸闷有压迫感、烦躁、发绀、

恶心、呕吐及头痛的患者分别为12、12、

11、10、9例，HFHd—Al组分别为1、2、2、

3、5例；HFHd—NS组不良事件发生例数

明显多于HFHd—A1组(均P<o．05)。

3讨论

文献报道，HD早期，血液与透析器

接触后因生物相容性差异可通过旁路途

径激活机体的补体系统。释放多种活性

因子，使血中WBC聚集滞留在肺毛细

血管床，导致通气／血流比值失调，影响

肺泡对氧的弥散功能。此时临床上可见

WBC、C3减低，患者可有胸闷、发绀等

症状’2“。而HD患者反复发生WBC减

少，补体激活及免疫球蛋白和补体大量

消耗，导致体液免疫功能全面下降．其抗

感染能力降低，病死率增加‘“。本组对

17例尿毒症患者按交叉设计方法对每

例交替进行HFHd—NS和HFHd—AI，同

一患者每次透析前状态和透析条件均相

同。通过两种HFHd方法的临床观察

发现，HD过程中各时间点RBc、PI．T均

无显著变化，而两组在HD 15 min时

WBC、C3均较HD前显著下降，120 min

时WBC恢复至HD前水平，但C3仍较

HD前水平低，直至HD 240 min时方恢

复，这与国内外多数学者报道的结果[5。61

相似。两组HD 15 min时WBC、C3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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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120 min时HFHd—A1组下降程度

显著低于HFHd—NS组；HFHd～AI组胸

闷有压迫感、烦躁、发绀、恶心、呕吐、头

痛的发生率亦显著低于HFHd—NS组，

这与WBC、C3变化趋势一致。本研究中

还观察到，HD 15 min时HFHd—NS组

Pa0。较HD前显著下降，120 min时与

HD前无明显差异；而HFHd—Al组HD

中Pa0：无明显变化。表明用A1涂布透

析膜可以改善透析器的生物相容性，从

而减少透析中患者不适并有助于增强其

抗感染能力，减低病死率。Al涂层减轻

了患者HD中的低氧血症，能否因此预

防组织缺氧损伤尚待进一步探讨。两组

透析后SCr、BUN均显著下降，但两组

间的下降率则均无明显差异，说明所涂

Al不影响溶质的交换，对尿毒症患者毒

性物质的清除能力无影响。

参考文献

[1]于宗周．现代血液净化疗法．武汉：湖北

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65．

[2]Craddock PR， Fehr J． Brigham

KL．et a1．Complement and leukocyte-

mediated pulmonary dysfunction in

hemodialysis．N Engl J Med，1977．296：

769—774．

[3]Ivanovich P，Chenoweth DE，Schmidt

R．et a1．Symptoms and activation of

granulocytes and complement with two

·107·

dialysis membranes．Kidney Int，1 983，

24：758—763．

[4]欧阳永红．丁平英．血液透析对尿毒症

患者红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功能的影

响．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1995，2：

8—10．

[53 Ivanovich P。Xu CG，Kwaan HC，et a1．

Studies of coagulation and platelet

functions in heparin—free hemodialysis．

Nephron。1983，33：116—120．

[63郁佩青．聚乙烯醇膜空心纤维透析器的

临床应用．中华器官移植杂志，1989，

10：23—34．

(收稿日期：2010-03—12)

(本文编辑：李银平)

浅析百草枯中毒救治及预防

李葑李凤莲

【关键词】中毒；百草枯； 急救；预防

2004年以来，抢救百草枯中毒患者

9例，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9例患者均为口服中

毒，男7例，女2例；年龄18～40岁，平

均29岁；中毒至人院时间>30 min；就

诊时患者均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可

积极配合救治。急诊实验室检查：血常规

无特异性改变，偶见白细胞升高，尿常

规、血液生化无特异性改变。

1．2救治：患者入院立即给予清水洗

胃、导泻、清洁灌肠、抑制胃酸保护胃黏

膜、护肝等处理。积极预防并发症，防止

多器官功能衰竭，住院观察治疗。7例男

性患者分别在2～3 d出现呼吸系统、循

环系统、消化系统等症状，3～7 d内死

亡。另2例女性患者无上述症状，3 d后

自动出院，随访均存活。分析2例女性患

者抢救成功的原因，1例为口服百草枯

约20 ml后40 rain，无临床症状，实验室

检查无异常，考虑是患者口服的百草枯

农药为假冒产品；1例为口服百草枯约

30 ml后约1 h，亦无任何症状，检查服用

的农药是5年前已使用过的残余液，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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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暴露在阳光和雨水中致使百草枯农

药已分解失效。

2讨论

百草枯与人体接触后快速被吸收入

细胞内活化为氧自由基，形成超氧化阴

离子及过氧化氢引起细胞膜脂质过氧

化。百草枯进入人体后首先在肺组织中

含量甚高，致肺出血、充血、水肿，透明膜

形成、增生、纤维化改变“3；随后分布于

全身器官，继而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百

草枯对皮肤黏膜具有腐蚀性，可导致口

腔溃烂、食道狭窄。

从百草枯的特性和对人体的损害过

程分析，陶土(黏土)和血液灌流(HP)治

疗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临床抢救中使

用陶土(黏土)和HP治疗的效果并不理

想。这是因为两种治疗时间的选择是非

常关键的。陶土(黏土)应在中毒的几分

钟内使用，通过吸附作用可有效阻断百

草枯对细胞的损害；HP治疗也应早期

和长期使用，可以清除和减小超氧化阴

离子自由基及过氧化氢引起细胞膜脂质

过氧化。采用连续性HP或HP联合血

液透析治疗急性百草枯中毒临床总有效

率明显提高》“。同时应重视中药在百草

枯中毒救治中的重要作用。有研究显示，

姜黄素可明显降低百草枯中毒患者肺组

织转化生长因子一p1的表达，从而保护了

·经验交流·

肺功能r4]。可是也有诸多现实情况不能

满足时间条件，因为中毒患者多为农民

工，这方面的知识欠缺，不知道陶土(黏

土)的作用；事发地点多远离市区，当到

达医院时已错过使用陶土(黏土)时间，

而且经济情况不能支付昂贵的HP治疗

费用。

对于百草枯中毒不仅仅是救治，更

重要的是预防。预防措施有：①禁止生产

和出售百草枯。②加强百草枯生产、销

售、使用全过程的安全管理措施，配备详

细的说明书及救治方法与陶土(黏土)。

⑧加强百草枯知识的培训，使出售和使

用人员充分认识到百草枯的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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