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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透析 的危重病老年患者常伴 有 

心 血管并发 症 ，血流 动力学 不稳定 ，因 

此 ，血液透析时低血压是最常见 的并发 

症之一。我院使用可调钠透析 ，对预防低 

血压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现报告如下。 

1 病例与方法 

1．1 病例 ：5例患者透析时发生低血压 

者 中男 2例，女 3例；年龄 59～89岁 。原 

发病 ：糖尿病肾病 1例，慢性 肾炎 3例 ， 

高血压肾病 1例 ；均合并心血管并发症 。 

透 析 时 间 8个 月～ 5年 ，日尿 量均 < 

100 ml／d，使用 可调钠透 析前共透析 了 

82例次，使用后透析 98例次。 

1．2 透 析方 法 ：透析 机使 用 Grambro 

AK一95机器 。透析器 Nipro双 醋酸膜 ， 

面积为 1．3 m 。透析时间为每次 4．O～ 

4．5 h，每周 2～3次。可调钠透析时透析 

液 的 钠 浓 度 在 整 个 透 析 期 从 开 始 的 

153 mmol／L至 结 束前 20 min降 到 了 

138 mmol／L。透析期间患者均未使用过 

升压药或 降压药，未对透析超滤量进行 

有意干预，血流量 2o0～230 ml／min。 

1．3 评价方法 ：比较标准透析与使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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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钠透析低血压的发生率 。平均动脉压 

比透析 前下 降 30 mm Hg(1 mm Hg一 

0．133 kPa)或收缩压降至 90 mm Hg以 

下认定为低血压。采用 X 检验对发生率 

进行统计学处理 。 

2 结 果 

采用标准透析 82例次 中发 生低血 

压 14次 ，发 生率 17．O7％；采 用可调钠 

透析 98例次中发生低血压 3次 ，发生率 

3．06％。X 检验两种方法透析时低血压 

发生率有显著性差异(尸<O．O1)。 

3 讨 论 

低血压是血液透 析的主要并发症 ， 

其发生机制是 多因素的 ，一是脱水过 多 

导致的血容量显著下降，下降超过 15 

时易发生低血 压、而与总体液量下 降或 

细胞 内容量下降无关 ；血浆渗透压 的 

下降也是重要原因。标准透析可使血浆 

渗透 压大幅度下降，导致细胞 内外 的渗 

透性 梯度差 ，水分从血管 内转移到组织 

间隙和细胞内，引起血容量减少。老年患 

者尤其合并糖尿病 时对血浆渗透压下降 

的应变能力 差，自主神经功能失调 ，血 

管调节功能下降，更容易出现低血压。 。 

可调钠透析是指透析液钠浓度在透 

析期间根据 治疗 目的来加以调节。通过 

合理调整血钠 ，能维持透析 时血钠 的高 

水平，透析后血钠浓度恢复透析前水平 ， 

到达透析 结束时达到血浆钠 浓度平衡， 

不增加患者 的钠负荷 ，避 免高钠 的不良 

作用。可调钠透析对透析过程中较高的 

血钠水平有如下作用 ：提 高血浆 晶体渗 

透压，改善血容量再充盈 ，促进细胞 内水 

分向细胞外转移，补充细胞外液 ，对透析 

脱水 过程中维持 血容量起到 了积 极作 

用 ，并且减少透析时血流动力学 的不稳 

定 ，这对老年透析患者尤其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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