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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闭式双联血液透析用体外循环管路在血液透析
联合血液灌流治疗中的应用
龙玲玲ꎬ马志芳ꎬ王沙沙ꎬ任琴琴ꎬ李银霞
[ 摘要] 目的
法

探讨密闭式双联血液透析用体外循环管路在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中的应用ꎮ 方

选择解放军总医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６０ 例ꎬ进行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

治疗ꎬ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３０ 例ꎬ每例均行 １０ 次治疗ꎬ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单根直管管路连接血液透析

器与血液灌流器ꎬ试验组采用密闭式双联血液透析用体外循环管路连接血液透析器与血液灌流器ꎮ 对比分析
管路预冲、结束治疗的操作时间、管路凝血、管口暴露、血液滴洒等指标ꎮ 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ꎬ试验组管路预

冲、结束治疗的操作时间、血液灌流器及透析器凝血发生率等明显较少ꎬ管口暴露及血液滴洒等发生明显较
低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ꎮ 结论

采用密闭式双联血液透析用体外循环管路进行血液透析联合血液

灌流治疗优于常规管路ꎬ值得临床推广ꎮ
[ 关键词] 血液透析用体外循环管路ꎻ血液透析ꎻ血液灌流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５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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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是指在血液透析器

并发症ꎬ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ꎮ 根据 ２０１０ 版 ＳＯＰ

血液净化方式全面清除尿毒症患者体内的各种毒

护理操作模式” [２] ꎬ临床上使用的常规连接管路ꎬ无

之前串联血液灌流器ꎬ利用优势互补的 ２ 种不同的
素 [１] ꎬ充分净化机体内环境ꎬ预防和治疗长期透析
[ 作者单位] １００８５３ 北京ꎬ解放军总医院肾科血液静化中心( 龙玲
玲ꎬ马志芳ꎬ王沙沙ꎬ任琴琴ꎬ李银霞)
[ 通讯作者] 马志芳ꎬＥ￣ｍａｉｌ:ｍａｚｈｉｆａｎｇ３０１＠１２６.ｃｏｍ

« 血液净化标准操作规范» 要求:推荐“ 密闭式安全
法实现灌流器与透析器的独立预冲ꎬ在治疗 ２ ｈ 后
灌流器吸附饱和ꎬ需要撤除灌流器及连接管ꎮ 在应
用中发现撤除灌流器时管口暴露ꎬ容易造成血液滴
洒ꎬ污染环境 [３￣４] ꎮ 为此解放军总医院肾科血液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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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自行设计了一种密闭式双联血液透析用体外循

环管路ꎬ于 ２０１２ 年获得国家“ 实用新型” 专利( 专利
号:２０１２２０３５０４５２ ９) ꎬ由大连 ＪＭＳ 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生产ꎬ经临床应用效果良好ꎬ总结如下ꎮ
１

１ １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选择解放军总医院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６０ 例ꎬ进行血液
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ꎬ并按照完全随机的方式分

为 ２ 组ꎬ每组 ３０ 例ꎬ其中男性 ３２ 例ꎬ女性 ２８ 例ꎻ年
龄 １８ ~ ８０(５０±１５) 岁ꎮ 原发病:慢性肾小球肾炎 ２８

图１

密闭式双联管路

图 ２ 密闭式双联管路实物连接

例ꎬ糖尿病肾病 １９ 例ꎬ高血压肾病 １２ 例ꎬ多囊肾 １

１ ３

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 １ 次ꎮ ２ 组患者性别、年龄、

要的时间) 以及血液滴撒、管口暴露例次ꎻ统计试验

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ꎮ

例数ꎮ 分级标准:０ 级ꎬ无凝血或几条凝血纤维ꎻⅠ

例ꎮ 常规血液透析每周 ３ 次ꎬ每次 ４ ｈꎬ２ 周行血液
原发病、透析前血清尿素氮、肌酐等基础指标比较差
１ ２

操作方法

使用珠海丽珠生物有限公司 ＨＡ

型树脂血液灌流器、静态肝素化浸泡灌流器

[５]

ꎬ血

液透析机选用费森尤斯 ４００８Ｂ、威高 ＤＢＢ￣２７Ｃꎬ血液

观察指标

记录管路安装、预冲与结束治疗的

操作时间( 结束灌流治疗后回血至重新进入透析需
组与对照组在治疗中血液灌流器及透析器凝血发生
级ꎬ少于 １０％ 纤维凝血ꎻⅡ级ꎬ少于 ５０％ 的纤维凝血ꎻ
Ⅲ级ꎬ多余 ５０％纤维凝血ꎬ治疗中压力明显升高ꎬ需
要更换透析器 [６] ꎮ

透析器采用 ＦＸ６０ 透析器ꎬ２ 组均采用普通肝素抗

１ ４

液灌流器进行管路预冲和回血ꎬ试验组采用密闭式

差分析ꎻ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ꎮ 以 Ｐ <

凝ꎮ 对照组采用常规连接管路连接血液透析器与血
双联血液透析用体外循环管路连接血液透析器与血
液灌流器进行预冲和回血ꎮ

１ ２ １

常规连接管路

由厂家配送的连接管ꎬ两端

有螺旋接口ꎬ中间有采血点ꎬ长 ３５ ｃｍꎬ分别连接灌
流器的静脉端和透析器的动脉端ꎮ 预冲顺序:动脉
管￣灌流器￣连接管￣透析器￣静脉管￣废液袋ꎮ 回血方
法:全程生理盐水回血ꎬ至罐流器和透析器变白ꎬ关
闭血泵ꎬ断开管路连接ꎬ撤除灌流器及连接管ꎬ动脉
端管路连接至透析器继续行血液透析治疗ꎮ

１ ２ ２

密闭式双联管路

设有 ４ 个螺旋接口ꎬ３ 段

１０ ｃｍ 管路、３ 段 １５ ｃｍ 管路ꎬ４ 种不同颜色的夹子ꎬ
１ 段 ２０ ｃｍ 含废液袋的管路ꎬ实物如图 １ꎮ 通过“ Ｔ”

与“ Ｙ” 型的结构进行连接ꎬ４ 个螺旋接口分别连接
动脉端管路、灌流器动脉端、灌流器静脉端、透析器
动脉端ꎬ实物连接图如图 ２ꎮ 灌流器预冲时:打开连

接管红ꎬ黄色夹子ꎻ关闭蓝ꎬ白色夹子ꎻ连接废液袋ꎬ
预冲生理盐水１ ０００ ｍＬ 后ꎬ移除废液管及废液袋ꎮ
透析器预冲:打开白色夹子ꎬ关闭余下 ３ 种夹子ꎬ再
预冲生理盐水１ ０００ ｍＬꎮ 透析器与灌流器串联预

冲:关闭白色夹子ꎬ打开红ꎬ蓝色夹子ꎬ预冲生理盐水

１ ０００ ｍＬꎮ 回血方法:全程生理盐水回血ꎬ至灌流器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统计软件ꎬ计量

统计学处理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方
０ 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试验组在预冲操作时间、结束治疗的操作时间、

血液灌流器及透析器凝血发生率等方面较对照组明

显较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ꎬ表 １ꎬ表 ２) ꎮ
同时试验组无血液滴撒、管口暴露情况ꎬ对照组在撤
除灌流器时出现血液滴撒 ２５４ 例次(８４ ６％) 以及管
口暴露 ３００ 例次(１００％) ꎮ
表１

２ 组患者管路预冲、结束治疗操作时间

组别

例次数( ｎ)

预冲操作时间( ｓ)

结束治疗操作时间( ｓ)

对照组

３００

８４３.９９ ± １８.３５

１５８.６６ ± ８.４４

试验组

３００

８０３.１１ ± １５.４０ ∗

１２５.００ ± ４.６６ ∗

注:与对照组比较ꎬ ∗ Ｐ<０.０５

表２
组别

２ 组患者发生不同分级凝血情况[ ｎ( ％) ]
０ 级凝血

Ⅰ级凝血

对照组(ｎ ＝３００) ２６９(８９.６６％) ２４(０.０８％)

Ⅱ级凝血

Ⅲ级凝血

５(０.０１６％)

２(０.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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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组合型人工肾是血液透析结合树脂吸附( 血液

灌流) ꎬ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张明
瑞教授首次提出:“ 组合型人工肾” 的概念ꎬ此后ꎬ血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７ Ｎｏ.２ꎬ Ａｐｒ ２０１８

以下多种因素有关 [１２￣１４] :① 抗凝剂种类ꎬ用量是否
合理ꎻ②患者的血红蛋白水平ꎬ凝血功能ꎻ③血流速
缓慢ꎻ④患者饮食、用药情况、超滤率等ꎮ

通过 ２ 种连接方式的比较ꎬ证实了使用密闭式

液灌流技术迅速被广泛应用于临床ꎮ 随着血液灌流

双联血液透析用体外循环管路为患者回血时起到了

治疗的普及ꎬ临床上使用常规连接管路连接透析器

降低凝血风险、杜绝管口暴露以及简化护士操作流

与灌流器的方式逐渐暴露出血液滴撒、管口暴露、环

程的重要作用ꎬ保证了患者的安全ꎬ提高了临床护理

境污染、操作繁琐等问题ꎮ 本研究证实了密闭式双

人员的工作效率ꎬ值得在临床上推广ꎮ

联血液透析用体外循环管路在临床使用中具有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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