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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静脉 - 静脉血液滤过模式下
置换液输注方式的数学解析
武云珍    王春亭

【摘要】 目的 建立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时选择置换液输注方式的数学公式，为提高治疗效果

提供根据。方法    以连续性静脉 - 静脉血液滤过（CVVH）模式下采取不同方式输注置换液时的数学计算公式

为例，与标准置换液的结果公式进行对比，分析不同输注方式的效果差异。① 比较指标：CRRT 回路单位时间

内血浆容积（“V 回”）及某电解质（若为其他溶质，则筛选系数需为 1.0）的血浆浓度（“C 回”）。② 研究对象：实

际置换液（以最为复杂的需要分为 A、B 两组分的置换液为例）前、后置换模式与标准置换液（即 A、B 一体）进

行比较。③ 根据标准置换液公式，推导出前、后置换模式下，A、B 液同向时同比例与不同比例，以及不同向时

同比例与不同比例这 4 种情况下的公式。结果    根据公式可以推算出，无论前、后置换模式，只有在 A、B 液同

向、同比例输注时，“V 回”（即静脉端和 Return 端，不含红细胞比容）与“C 回”的结果与标准置换液的结果公式

完全相同；其他情况下则存在差异，如在前置换模式和后置换模式下，① A、B 液同向、不同比例时： “V 回”、“C 回” 
与标准置换液的不同在于，B 液的比例发生了变化；② A、B 液非同向、同比例时：“V 回”与标准置换液是相同的； 

“C回”与标准置换液的不同之处在于，整个计算公式与标准置换液完全不同，且步骤更为复杂；③ A、B 液非同向、 
非同比例时：“V 回”与标准置换液的不同在于，B 液比例发生了变化，“C 回”的不同不仅在于其中 B 液的比例发

生了变化，而且整个计算公式与标准置换液完全不同。结论    ① 当置换液需分组输注时，如碳酸氢盐配方，置

换液的不同组分只有在同向、同比例方式的情况下才与原置换液配方的输注效果相同，其输注结果也可在医务

人员的预料与掌控之内；否则需要根据公式反复计算，这样就会使医务人员难以掌控与判断置换液对患者血浆

电解质及容量的影响趋势，可能导致严重的治疗失误，如脱水量数据不准确，甚至医源性的电解质紊乱。② 数
字公式可用于分析有类似分组置换液的情况，如使用枸橼酸局部抗凝时，可利用公式分析大量的枸橼酸溶液滤

器前输注与置换液不同方向和输注比例所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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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athematical formula for choosing the manner of replacement fluid 
infusion in 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 CRRT ), so as to provide the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treatment effect. 
Methods A mathematical formula for choosing the manner of replacement fluid infusion with continuous veno-ve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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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ula of standard replacement, four equations in different conditions were derived: pre-dilution and post-dilution 
mode; same direction and same ratio; same direction and different ratio; different direction and same ratio; different 
direction and different ratio. Results The calculated results of "Vreturn" ( except hematocrit ) and "Creturn" were 
same to the standard only following the rule of same direction and ratio for A and B no matter pre-dilution mode or 
post-dilution mode, and it was different from the standard in others. In pre-dilution mode and post-dilution mode, it 
showed: ① A and B in same direction and different ratio: "Vreturn" and "Creturn"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standard 
for the alterative ratio of B. ② A and B in different direction and same ratio: "Vreturn" was same to the standard, 
but "Creturn" was different from the standard for the completely different and more complex computational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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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已广泛用于

重症医学领域［1-7］，从开展至今已经历了数十年的时

间［8］；但是在实际临床应用过程中，或源于临床需

要，或源于医务人员认知不足，仍存在许多问题，甚

至不规范的地方，尤其在置换液输注方面，许多医务

人员难以理解并掌握，甚至部分医务人员随意调整

需 A、 B 液组分混合的置换液的液体输注方向及速

度比例，这显然是极不严谨的，甚至可能会带来严重

的后果，因而我们有必要规范这一操作。为便于理

解及掌握，我们可以通过数学公式的方式来分析。

1    研究方法

1.1    参照标准：以标准置换液（A、B 液组分混合）

的输注结果作为参照对象。

1.2    比较方法：分别在前置换与后置换模式下，根

据标准置换液公式推导出 A、B 液同向时同比例与

不同比例，以及不同向时同比例与不同比例这 4 种

情况时的公式。

1.3    比较指标：① CRRT回路单位时间内血浆容量。

② CRRT 回路单位时间内血浆某电解质的浓度（若

为其他溶质，筛选系数需为 1.0，如葡萄糖；若筛选系

数＜1.0，本文公式不适用于其他计算方式）。

2    数据公式分析方法

2.1    前置换（前稀释）模式

2.1.1    标准置换液（图 1）：按照 CRRT 机器计算原

理，配方包括的所有组分均在其“称”计算范围内。

－－ －

注：V 回为单位时间内回路液（即静脉端和 Return 端）的容积（不含

红细胞比容），VA 为置换液配方中设定的 A 组溶液总容积，VB 为

置换液配方中 B 组溶液总容积，V 脱为单位时间内脱水容积，V 血为

单位时间内自血管内引出（即动脉端和 Accept 端）的血浆容积（计

算时要减去红细胞比容）， 为单位时间内消耗每份置换液的比例

图 1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前置换模式下标准置换液输注

注：V 回为单位时间内回路液（即静脉端和 Return 端）的容积 
（不含红细胞比容），VA 为置换液配方中设定的 A 组溶液总容积，

VB 为置换液配方中 B 组溶液总容积，V 脱为单位时间内脱水容积，

V 血为单位时间内自血管内引出（即动脉端和 Accept 端）的血浆容

积（计算时要减去红细胞比容）， 为单位时间内消耗每份置换液的

比例；若 A、B 液不同比例输入时， 为 A 液比例， 为 B 液比例

图 2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前置换模式下 A、B 液同向输注方式

③ A and B in different direction and different ratio: both "Vreturn" and "Creturn"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standard. The 
different "Vreturn" was due to the different ratio of B. The different "Creturn" was caused by different ratio of B and the 
completely different computational formula. Conclusions ① For parts of replacement fluid which must be separated  
( for example, bicarbonate formula ), the result is same to the standard, and is predicted and mastered only following the 
rule of same direction and ratio. Otherwise, we need to calculate the two parameters over and over again. The result will run 
out of our judgment. The wrongness of losing water and electrolyte disorders maybe come out. ② Accordingly，the formula 
could be used to analyze the same case like the separated replacement infusion, for example, a large number of citrates as 
regional anticoagulation were infused only in the front of filter, while the replacement fluid can be done in varied forms.

【Key words】 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Replacement fluid; Replacement mode; Bicarbonate 
formula; Regional citrate anticoagulation

 根据图 1，若置换液单位时间内按比例 输入，

得到下列公式。其中 C 标配为某电解质标准置换液

中浓度，CA 为某电解质 A 液中浓度，CB 为某电解质

B 液中浓度，C 回为某电解质回路液中浓度，C 血为某

电解质血浆中浓度。

 （1）同比例时：即单位时间内 A、B 液按同比

例 输入；根据图 2，得到下列公式。其中 V 脱 ” 为

净脱水量。

 设      

2.1.2    实际情况：置换液必须分为 A、B 两组，并分

别经两条通路输入，且其中只有一组置换液（一般

体积大的为 A 组）的量在 CRRT 机器“称”计算范

围之内。

2.1.2.1    A、B 液同向（图 2）：A、B 液均在滤器前，

但 A 液在“称”计算范围内，B 液不在其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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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非同比例时：即单位时间内 A、B 液按不同

比例输入，A 液比例 ，B 液比例 ；根据图 2，得到

下列公式：

注：V 回为单位时间内回路液（即静脉端和 Return 端）的容积 
（不含红细胞比容），VA 为置换液配方中设定的 A 组溶液 
总容积，VB 为置换液配方中 B 组溶液总容积，V 脱为单位 

时间内脱水容积，V 血为单位时间内自血管内引出（即动脉端 
和 Accept 端）的血浆容积（计算时要减去红细胞比容）， 

 为单位时间内消耗每份置换液的比例

图 4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后置换模式下理想置换液输注方式

注：V 回为单位时间内回路液（即静脉端和 Return 端）的容积（不含

红细胞比容），VA 为置换液配方中设定的 A 组溶液总容积，VB 为 
置换液配方中 B 组溶液总容积，V 脱为单位时间内脱水容积，V 血为

单位时间内自血管内引出（即动脉端和 Accept 端）的血浆容积 
（计算时要减去红细胞比容）， 为单位时间内消耗每份置换液的 
比例；若 A、B 液不同比例输入时， 为 A 液比例， 为 B 液比例

图 3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前置换模式下 A、B 液不同向输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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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A、B 液非同向（图 3）：A 液在滤器前，B 液

在滤器后，A 液在“称”计算范围内，B 液不在其内。

 （1）同比例时：即单位时间内 A、B 液按同比例 
 输入；根据图 3，得到下列公式：

 （2）非同比例时：即单位时间内 A、B 液按不同

比例输入，A 液比例 ，B 液比例 ；根据图 3，得到

下列公式：

－－

2.2 后置换（后稀释）模式

2.2.1 理想状态（图 4）：即碳酸氢盐配方作为一

组液体（A、B 一体），进行置换输注的状态。按照

CRRT 机器计算原理，配方包括的所有组分均在其

“称”计算范围内。

 根据图 4，若置换液单位时间内按比例 输入，

则得到下列公式：

2.2.2 实际情况：同 2.1.2，A、B 液分开输注。

2.2.2.1 A、B 液同向（图 5）：A、B 液均在滤器后，

A 液在“称”计算范围内，B 液不在其内。

 （1）同比例时：即单位时间内 A、B 液按比例 
 输入；根据图 5，得到下列公式：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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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V 回为单位时间内回路液（即静脉端和 Return 端）的容积 
（不含红细胞比容），VA 为置换液配方中设定的 A 组溶液 

总容积，VB 为置换液配方中 B 组溶液总容积，V 脱为单位时间 
内脱水容积，V 血为单位时间内自血管内引出（即动脉端 
和 Accept 端）的血浆容积（计算时要减去红细胞比容）， 

 为单位时间内消耗每份置换液的比例

图 6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后置换模式下不同向输注

－ －

注：V 回为单位时间内回路液（即静脉端和 Return 端）的容积 
（不含红细胞比容），VA 为置换液配方中设定的 A 组溶液 
总容积，VB 为置换液配方中 B 组溶液总容积，V 脱为单位 

时间内脱水容积，V 血为单位时间内自血管内引出（即动脉端 
和 Accept 端）的血浆容积（计算时要减去红细胞比容）， 

 为单位时间内消耗每份置换液的比例

图 5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后置换模式下 A、B 液同向输注方式

－

－ － －－

－

－（

2.2.2.2 A、B 液非同向（图 6）：A 液在滤器后，B 液

在滤器前，A 液在“称”计算范围内，B 液不在其内。

 （2）非同比例时：即单位时间内 A、B 液按不同

比例输入，A 液比例 ，B 液比例 ；根据图 6，得到

下列公式：

－

－ ”

－

－

－（

 （2）非同比例时：即单位时间内 A、B 液按不同

比例输入，A 液比例 ，B 液比例 ；根据图 5，得到

下列公式：

 （1）同比例时：即单位时间内 A、B 液按同比

例 输入；根据图 6，得到下列公式：

3    结    果
3.1    B 液为 0 ，即仅有 A 液，则 A 液即为标准置换

液，无需比较。

3.2    若 B 液不为 0 ，则无论前、后置换模式，只有按

照 A、B 液同向、同比例输注时，V 回和 C 回的计算公

式结果与标准置换液的结果一致；若要结果完全相

同，需要将脱水量 V 脱与 V 脱 ” 进行换算。其他方式

均不能完全与标准置换液结果相同，表现为一项不

同，或两项全不相同。注意：对于脱水量的计算，如

同公式中 V 脱与 V 脱 ” 的换算关系，必须要将所设的

脱水量剔除 B 液的量才是净脱水量。

4    讨    论
 CRRT 对人体电解质存在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在研究对象方面，因真正对人体有影响的不在于引

至体外的血液状态，而取决于经处理后再次输入人

体的成分状况，这也是治疗的效果所在，其中包括目

标脱水量以及相关的电解质浓度。这就是为何本研

究选取回路端的血浆容量及某电解质的血浆浓度作

为研究指标的原因。

 CRRT 置换液原则上应接近人体细胞外液成分［9］， 
目前临床上应用的产品也基于此配置而成；常用的

有碳酸氢盐配方、乳酸盐配方、柠檬酸盐配方［10］。

 因碳酸氢盐配方的电解质组成更接近于人体体

液，同时也基于其临床循证医学证据［11］，2012 年国

际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DIGO）制定的急性

肾损伤（AKI）指南中推荐碳酸氢盐配方，尤其对合

并休克等重症患者［12］；同时碳酸氢盐配方也是目前

临床上应用最广的，代表配方为目前国内普遍应用

的南京军区总医院的配方［10］。但碳酸氢盐配方存

在 HCO3
- 与 Ca2+ 接触易发生结晶的缺点［13］，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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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置换液内，两者也不能从同一通路输注，所以

需要分为 A、B 两组；其中 A 液为置换液主要成分，

B 液则单纯为碳酸氢钠或氯化钙（或葡萄糖酸钙）

溶液，选择哪种作为 B 液主要取决于临床习惯。A、

B 液需要分开输注造成实际临床应用过程中很多医

务人员采取不同的输注方式，主要表现在 B 液的输

注速度及方向方面（对于 A 液而言），如在输注速度

方面，对于存在严重代谢性酸中毒的患者，许多医务

人员有加大碳酸氢钠剂量的习惯，或在低钙时增加

钙液的剂量；或选择与 A 液不同的方向，如 A 液为

前置换，B 液为后置换，或相反方式。按照上述公式

的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这几种情况所

导致的结果与原标准配方输注效果完全不同，况且，

这些公式每次计算的结果还只是本次单位时间末时

的结果，若时间持续延长，其结果将是无限偏离原配

方设计效果。

 我们也可以这么理解，若采取这些方式，尤其是

B 液与 A 液不同向、不同比例时，即相当于输注的

是一个随意更改，而且处于不断变化中的置换液配

方，它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限于 Na+ 或 Ca2+，而是所

有成分比例的改变。按照“随 CRRT 运行，患者血

浆电解质水平将逐渐趋向于置换液电解质水平”理 
论［14］，在一个已改变的，甚至持续改变中的置换液

的影响下，患者的血浆电解质将会如何改变可想而

知，除非操作者有非常强的即时计算能力，可预知单

位时间后回路电解质浓度，并且能持续不断地计算

下去，或反复抽血查电解质，否则操作者将难以掌控

置换液对患者血浆电解质的影响趋势。我们的观点

是，对于低浓度电解质的纠正，一定要充分认识到静

脉补充与 CRRT 补充的效果区别；静脉补充既便于

计算缺失量（如低钠、低钾血症，有参考补钠、补钾

的公式），又不至于浪费药剂；而选择通过 CRRT 补

充，若为前置换模式时，置换液从滤器前输入，当经

过滤器时，其要滤过一部分，因而要浪费一部分电解

质药剂。对于高浓度电解质的纠正，如高钾血症、高

钙血症，可以短时间内调整此置换液中本物质的浓

度，但要及时回调至正常，或者不调整也可。因为相

比于高浓度，置换液的电解质浓度会对其起到稀释

的作用。但需注意的是，高钠血症的处理需谨慎，置

换液的钠浓度甚至需有意提高至正常以上，目的是

避免血钠改变过快引起的不良事件［15-16］。最为安

全，也最能在医务人员掌控、预料之中的措施是 B 液

保持与 A 液同向、同比例输注，其对回路电解质的影

响等同于单一组分置换液（即标准配方），若以南京

军区总医院配方作为假设，B 液成分为 5% NaHCO3

溶液 250 mL，如果 A 液的输注速度为 3 000 mL/h， 
即比例为 3∶4，则 B 液应同向输注，输注速度应为

187 mL/h。需要注意的是，在前后置换模式同时运

行的情况下，B 液也要分为前后两组，并与 A 液前

后组保持一致的比例输注。

 除碳酸氢盐配方置换液需要分组输注外，其他

配方多无配伍禁忌成分，一般为一组。临床上，另

一种与碳酸氢盐配方有类似效果的情况是枸橼酸局

部抗凝，源于枸橼酸局部抗凝的诸多优点［17-20］，目

前其在 CRRT 中广泛应用［21-23］。枸橼酸盐溶液的

输入方式有两种，一种为与置换液分开输入，另一种

为加入置换液中作为其一部分一同输入［21-23］。前

者即类似于碳酸氢盐配方的两组分输注，A 液为所

使用的置换液，B 液则是枸橼酸，但因枸橼酸盐只能

在滤器前输入，也就是 B 液为前置换模式，而作为 
A 液的置换液却存在多种输注方式。通过上述公式

可以分析出 A、B 不同组合所带来的结果，除了当枸

橼酸盐溶液与置换液按照同向、同比例输注时结果

等同于两者作为整体置换液组合的效果，可以较为

容易地预知两者对患者血浆电解质水平的影响外，

其他方式的复杂性与未知性可一目了然。也正因此，

即增加了 CRRT 的复杂性，限制了枸橼酸抗凝的更

广泛应用［21-23］。

 总之，当置换液需分组输注时，如碳酸氢盐配

方，置换液的不同组分只有在同向、同比例输注的情

况下才与原置换液配方的输注效果相同，其输注结

果也可在医务人员的预料与掌控之内，否则需要根

据公式反复计算两项指标，这样就会使医务人员难

以掌控与判断置换液对患者血浆电解质及容量的影

响趋势，其结局可能导致严重的治疗失误，如脱水量

数据不准确，甚至医源性的电解质紊乱。对于电解

质紊乱的纠正，我们同样不建议通过随意更改置换

液各组分比例来进行。同样，这些公式还可用于分

析有类似分组置换液的情况。如使用枸橼酸局部抗

凝时，可利用公式分析大量的枸橼酸溶液滤器前输

注与置换液不同方向、比例输注所产生的结果，从而

可以预知，随治疗进行时这两种组分作为整体对患

者血浆容量及电解质所带来的各种可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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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
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
急性肾衰竭（acute renal failure，ARF）
造影剂肾病（contrast induced acute kidney injury，CI-AKI）
慢性肾脏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
终末期肾脏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SIRS）
代偿性抗炎症反应综合征
 （compensatory anti-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CARS）
重症中暑（severe heat stroke，SHS）
腹腔内高压（intra-abdominal hypertension，IAH）
腹腔间室综合征（abdominal compartment syndrome，ACS）
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lasgow coma score，GCS）
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 outcome score，GOS）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
终末期肝病模型（model for end-stage liver disease，MELD）
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 organ failure assessment，SOFA）
损伤严重程度评分（injury severity scale，ISS）
RIFLE 分级（危险、损伤、衰竭、肾功能丧失、终末期肾病）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

间歇性肾脏替代治疗
 （intermittent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IRRT）
连续性血液净化（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CBP）
血液灌流（hemoperfusion，HP）
血液透析（hemodialysis，HD）
血液滤过（hemofiltration，HF）
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
间断性血液透析（intermittent hemodialysis，IHD）
连续性静脉 - 静脉血液滤过
 （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CVVH）
连续性静脉 - 静脉血液透析
 （continuous venous-venous hemodialysis，CVVHD）
脉冲式高容量血液滤过
 （pulsed high volume hemofiltration，PHVHF）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曲线）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
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
远程重症加强治疗病房（electronic intensive care unit，EICU）
急性肾损伤协作网（acute kidney injury network，AKIN）
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
 （Kidney Disease：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KDIGO）
急性透析质量指导组
 （acute dialysis quality initiative group，ADQI）
世界腹腔间室综合征协会（World Society of the Abdominal  
 Compartment Syndrome，WS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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