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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脏病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血液透析治疗
对微炎症因子及血管钙化的影响

李丹妮，朱士彦，罗承志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肾内科，广东 佛山 528318

【摘要】 目的 研究血液透析治疗对慢性肾脏病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微炎症因子及血管钙化的影响。

方法 选取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肾内科 2018 年 2 月至 2020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

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作为观察组，另选取60例未合并心血管疾病的同期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作为对照组。记录

并比较两组患者的白细胞、血色素、体质量指数(BMI)、收缩压、舒张压、血清微炎症因子[C反应蛋白(CRP)、瘦素

(Leptin)]和钙化指标[血β2-微球蛋白(血β2-M)、甲状旁腺激素(PTH)、电解质(血钾、血钙、血磷)、血红蛋白(Hb)]水平，以

及钙化积分及钙化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血清CRP、Leptin水平分别为(33.2±12.6) mg/L、(29.4±12.7) μg/L，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23.7±11.3) mg/L、(21.5±11.1) 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血β2-M、PTH、血钾、血

钙、血磷分别为(2.64±1.03) μg/mL、(47.2±11.5) ng/L、(4.12±0.43) mmol/L、(2.16±0.21) mmol/L、(1.14±0.13) mmol/L，明显低

于对照组的(6.85±2.16) μg/mL、(105.5±17.3) ng/L、(4.76±0.69) mmol/L、(2.54±0.35) mmol/L、(1.76±0.32) mmol/L，Hb水平为

(101.5±18.4) g/L，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3.8±14.1) 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钙化发生率和钙

化积分分别为96.7%、(4.6±1.5)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8.3%、(2.7±0.9)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慢

性肾脏病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具有较高的微炎症因子水平，血管钙化发生率明显升高，可作为维持性血液透析患

者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预警指标，具有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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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hemodialysis on micro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vascular calcif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LI Dan-ni, ZHU Shi-yan, LUO Cheng-zhi.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Foshan 528318,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hemodialysis on micro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vascular calcifica-

tion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omplicating cardiovascular disease undergoing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Ne-

phrology,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February 2018 to February 2020 were se-

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another 60 patients undergoing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without cardiovascular

disease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white blood cells, hemoglobin, body mass index

(BMI), systolic pressur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serum inflammatory markers (C-reactive protein [CRP], Leptin

[Leptin]), and calcification indexes (blood beta 2-microglobulin [blood β 2-M], parathyroid hormone [PTH], electrolyte

[blood potassium, calcium, phosphorus], hemoglobin [Hb]) were recorded and compared, as well as calcification score and

calcification incidence. Results The serum levels of CRP and Lepti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33.2±12.6) mg/L

and (29.4±12.7) μg/L,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23.7±11.3) mg/L and (21.5±11.1) μg/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indexes of blood β 2-M, PTH, serum potassium, serum calcium, and serum phosphoru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2.64±1.03) μg/mL, (47.2±11.5) ng/L, (4.12±0.43) mmol/L, (2.16±0.21) mmol/L, (1.14±0.13) mmol/L,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6.85±2.16) μg/mL, (105.5±17.3) ng/L, (4.76±0.69) mmol/L, (2.54±0.35) mmol/L,

(1.76±0.32) mmol/L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level of Hb was (101.5±18.4) g/L,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3.8±14.1) g/L in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the calcification incidence and

calcification sco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96.7% and (4.6 ± 1.5) points,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8.3% and (2.7±0.9) poi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Patients with chronic kidney disease combined

with cardiovascular disease have higher levels of micro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cidence of vas-

cular calcification, which can be used as an early warning indicator for the occurrence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pa-

tients undergoing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and has clin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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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心血管疾病已成为末期肾脏病致死的主

要原因，尤其是通过血液透析治疗的慢性肾脏病患

者，其合并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远高于一般人群。因

慢性肾脏病患者的肾脏功能随病情的恶化而逐渐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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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从而引发内分泌代谢及生化指标异常和心脏功能

受损，造成慢性肾脏病患者血管及心肌病变，严重影

响患者的生存质量[1-2]。研究发现，C反映蛋白(CRP)、

和瘦素(Leptin)等慢性炎症因子可有效反映炎症状态，

而炎症状态和血管钙化与血液透析患者心血管疾病

发生关系密切。因此，要有效提升慢性肾脏病合并心

血管疾病患者的不良预后认知，尽早进行干预治疗，

从而改善治疗结果，降低患者死亡率[3-4]。本研究通过

检测维持性血液透析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和维持性

血液透析未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微炎症因子水平

和血管钙化指标，以探究慢性肾脏病合并心血管疾病

患者血液透析治疗对微炎症因子及血管钙化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三

医院肾内科 2018 年 2 月至 2020 年 2 月期间收治的

60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作为观

察组，另选取 60 例同期维持性血液透析未合并心

血管疾病患者作为对照组。本次研究病例选取标

准及评判标准均根据《慢性肾脏病筛查诊断及防治

指南》制定的诊断标准 [5]进行。纳入标准：(1)符合

慢性肾脏病诊断标准者；(2)年龄>18 周岁者。排除

标准：(1)需要复杂的全面监测和处理的严重心肺

疾病者；(2)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或衰竭者；(3)有精神

疾病史者；(4)不遵医嘱，不密切配合者。两组患者

的性别、年龄、透析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本研究经

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且均征得患者本人及家属的

同意。

注：1 mmHg=0.133 kPa。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60

60

男/女(例)

35/25

34/26

0.031

0.001

年龄(岁)

53.7±12.4

54.1±13.5

0.169

0.866

透析龄(月)

18.4±3.6

19.1±3.8

1.035

0.302

白细胞(g/L)

6.6±1.6

6.8±1.7

0.663

0.508

血色素(g/L)

85.8±13.1

86.1±13.7

0.122

0.902

BMI (kg/m2)

23.1±2.4

22.7±2.3

0.932

0.353

收缩压(mmHg)

136.4±15.3

137.7±14.7

0.474

0.636

舒张压(mmHg)

81.1±8.5

82.7±9.2

0.989

0.324

1.2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1)比较两组患者的

微炎症因子水平。CRP测定：患者于早晨空腹采样抽

血5 mL，并用离心机以3 000 r/min的转速做离心处理

10 min，分离后取上层血清。利用自动生化分析仪采

用免疫速率比浊法做血清化验，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说

明书进行。Leptin的测定：①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

(ELISA)，具体方法：患者于早晨空腹采样抽血5 mL，并

用离心机以 3 000 r/min的转速做离心处理 10 min，分

离后取上层血清；②将含抗人血 LT 包被的微孔板复

温，加入标准血清和质待测血清，每孔 25 μL；③加入

Assay Buffer E每孔100 μL，以600~700 r/min震荡2 h，

洗涤5次待干；④以1：50比例配制抗体-酶结合物，每

孔加100 μL，以600~700 r/min震荡1 h，洗涤5次待干；

⑤在每孔加 100 μL TMB，以 600~700 r/min 避光震荡

10 min；⑥于每孔加0.2 mol/L硫酸100 μL，终止反应；

⑦在酶标读板仪上用450 nm测OD值，由计算机自动

计算廋素含量，比较两组患者相关钙化指标。(2)患者

于早晨空腹采样抽血 5 mL，并用离心机以 3000 r/min

的转速做离心处理10 min，分离后取上层血清，应用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患者血β2-微球蛋白(β2-M)、甲状

旁腺激素(PTH)、血红蛋白(Hb)、血钾、血钙、血磷水平，

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3)比较两组患者钙

化积分、钙化发生情况。钙化积分的计算方式：根据

患者所检查出的钙化斑块的长度进行评分，分值范围

为 0~10分，0分代表无钙化；1~4分代表有少量钙化，

钙化范围小于动脉壁长度的1/3；5~7分代表钙化范围

大于动脉壁长度的1/3小于动脉壁长度的2/3；8~10分

代表钙化范围大于动脉壁长度的2/3。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软件进行数据

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微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观察组

患者的血清CRP、Leptin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2 两组患者的相关钙化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

者的血β2-M、PTH、血钾、血钙、血磷水平明显低于对

照组，Hb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3。

2.3 两组患者的钙化积分和钙化发生情况比

较 经测定观察组患者的钙化积分为(4.6±1.5)分，而

对照组患者的钙化积分为(2.7±0.9)分，观察组的积分明

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8.413，P<0.05)；经

统计，观察组患者中发生钙化患者 58例，其发生率为

96.7%，对照组患者中发生钙化患者41例，其发生率为

68.3%，观察组患者发生钙化的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6.761，P<0.05)。

表2 两组患者的微炎症因子水平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60

60

CRP (mg/L)

33.2±12.6

23.7±11.3

4.347

<0.05

Leptin (μg/L)

29.4±12.7

21.5±11.1

3.628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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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慢性肾脏病是指持续3个月以上的肾功能下降及
肾损伤，病情发展至5期即为尿毒症。近年来，血液净
化技术不断完善，但末期肾脏病的预后仍不理想，尤
其是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病死率居高不下。其中，
血液透析患者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更是远高于一
般人群[6-8]。有关研究表明，血液透析患者大部分处于
慢性肾脏病5期，一方面，血液透析会导致患者血流动
力学不稳定，大幅的血压波动和心率失常，会损害患
者的心脏结构和功能；另一方面，尿毒症毒素以及各
种微炎症因子不断升高，会直接加重患者的微炎症状
态。另有相关研究证明，长期的微炎症状态及血管钙
化是导致慢性肾脏病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死亡率不
断上升的重要原因[9-11]。

临床研究表明，炎症状态与心血管疾病密切相
关。随着慢性肾脏病病情的不断恶化，患者肾功能持
续衰退，清除促炎因子功能减弱，伴随细菌和病毒的
感染致使患者出现炎症状态。而由于透析液的污染、
透析膜的生物不相容以及血管通路感染等原因，血液
透析患者则会出现持续性的微炎症状态[12-14]。CRP和
Leptin均为炎症状态的反应指标，相关研究显示，CRP

作为预警指标的敏感度远优于血脂指标[15]。而Leptin

则是由脂肪组织产生的一种多肽激素，其主要通过肾
脏器官排出，因此对于肾脏损伤的敏感度极高，肾功
能的轻微受损则会导致Leptin指标的明显升高，高瘦
素血症则会诱发瘦素抵抗，引发高血压及心功能不
全，成为并发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16-17]。血管钙化
则是血液透析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发病率和死亡率
增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长期血液透析会造成患者
钙磷代谢紊乱，若不及时治疗则会导致钙磷沉积于血
管、肺部等组织，发生异位钙化，血管钙化则会造成心
血管疾病的发生[18]。

本研究通过检测维持性血液透析合并心血管疾
病患者和维持性血液透析未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的
微炎症因子水平和血管钙化指标，以探究慢性肾脏病
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血液透析治疗对微炎症因子及
血管钙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维持性血液透析合
并心血管疾病患者血清CRP、Leptin微炎症因子水平明
显高于未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血β2-M、PTH、血钾、血
钙、血磷等血管钙化指标水平明显低于未合并心血管
疾病患者，Hb水平明显高于未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
维持性血液透析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的钙化积分与钙
化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未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综上所述，维持性血液透析合并心血管疾病血管
钙化发生率明显升高，会产生较高的微炎症因子水
平，可作为血透患者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预警指标，具
有临床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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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两组患者的相关钙化指标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60

60

Hb (g/L)

101.5±18.4

83.8±14.1

5.914

<0.05

血β2-M (μg/mL)

2.64±1.03

6.85±2.16

13.627

<0.05

PTH (ng/L)

47.2±11.5

105.5±17.3

21.738

<0.05

血钾(mmol/L)

4.12±0.43

4.76±0.69

6.097

<0.05

血钙(mmol/L)

2.16±0.21

2.54±0.35

7.211

<0.05

血磷(mmol/L)

1.14±0.13

1.76±0.32

13.904

<0.05

··16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