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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透析低氧与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临床预后和负性情绪的相关性分析

张靖华

【摘要】目的　探讨长期透析低氧（PIH）与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临床预后和负性情绪

的相关性。方法　前瞻性纳入在 201� 年 10 月 ~201� 年 12 月 212 例行规律血液透析的 ESRD 患者。

将 SaO2 ≤ �0 ％的时间大于总治疗时间的 1/� 作为 PIH 的诊断标准，分为 PIH 组（n=144）与非 PIH

组（n=��）。再按照是否间断给予患者 2L/min 吸氧将患者分为 PIH 氧疗组（n=�0）与 PIH 非氧疗组

（n=�4）。统计临床资料并随访 2 年，分析 PIH 与 MHD 患者临床预后以及负性情绪的关系。结果　

PIH 组和非 PIH 组吸烟、心脑血管疾病和 NT-proBNP 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其他指标无

明显差异（P> 0.0�）。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吸烟、心脑血管疾病和 NT-proBNP 是 MDH 患者发

生 PIH 的独立影响因素（P< 0.0�）。PIH 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均显著高于非 PIH 组

（P< 0.0�）；PIH 非氧疗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均显著高于 PIH 氧疗组（P< 0.0�）。

PIH 组与非 PIH 组。PIH 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均高于非 PIH 组（P< 0.0�）；PIH 氧疗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均高于非 PIH 氧疗组（P< 0.0�）。结论　MHD 患者 PIH 发生率较高，可显著增加心血管事

件发生率、住院率和死亡率，适度氧疗有助于降低 PIH 带来的不良影响，但可能会加重焦虑、抑郁

等负性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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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clinical prognosis and negative emotion in patients with long-term dialysis 
hypoxia and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ZHANG Jinghua. The 7th People's Hospital of Zhengzhou，Zhengzhou 
450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long-term dialysis hypoxia（PIH）and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patients with clinical prognosis and negative emotions. Methods　We prospectively included 212 

ESRD patients who had regular hemodialysis between October 2016 and December 2016. SaO2 ≤ 90％ of the time is 

greater than 1/3 of the total treatment time as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PIH，divided into PIH group（n=144）and non-

PIH group（n = 68）. Then according to whether or not to intermittently give patients 2L/min oxygen，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PIH oxygen therapy group（n=80）and PIH non-oxygen therapy group（n=64）. Clinical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followed up for 2 year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IH and clinical prognosis of MHD patients，and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IH and negative emotions in patients with MHD. Resul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smoking，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and NT-proBNP between PIH and non-PIH groups（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ther indicators（P>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moking，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and NT-proBNP were independent factors in the occurrence of PIH in MDH 

patients（P<0.05）.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hospitalization，and mortalit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IH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non-PIH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hospitaliza-

tion，and mortalit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PIH non-oxygen therapy group than in the PIH oxygen therapy group

（P<0.05）. The SAS score and SDS score of PIH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non-PIH group（P<0.05）. The 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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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末期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

成为死亡率增长最快的疾病之一，即使在发达国家

ESRD 患者的预期存活时间也低于 5 年 ［1］，维持性血

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是 ESRD

最主要的治疗方式之一。早在 20 年前就有临床学者

提出了长期透析低氧（Persistent hypoxemia，PIH）的

概念，他们通过临床研究发现 MHD 患者透析期间出

现 SaO2 下降［2］。近年来随着学者对提高 MHD 患者

生存率的重视，有学者将相关的表现称之为“心肺肾

综合症”［3］。虽然低氧血症是许多病理学发生的重要

环节，但在 MHD 中，充血性心力衰竭、睡眠呼吸暂

停、慢阻肺等疾病的发生率也逐渐增加［4］。本研究

探讨 PIH 对 MHD 患者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前瞻性纳入在 2016 年 10 月 ~2016 年 12 月在郑

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

市人民医院、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212 例行规律血

液透析的 ESRD 患者。本实验需经郑州市第七人民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入选患者在实验前均由

本人或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18 岁 ~90 岁；

血液透析，透析龄≥ 90 天。排除标准：近 1 个月内

的重度急性感染（包括需要入院治疗的呼吸道感染、

血管通路感染和脓毒血症）；3 个月内评价心功能 IV

级；活动性风湿性疾病，和 / 或糖皮质激素、免疫抑

制剂应用；研究者认为可能影响结果的其他情况。

1.�　研究方法

1.3.1　样本采集　患者统一使用聚枫膜透析器

加碳酸氢盐透析液进行血液透析。统一使用脉搏血

氧仪监测患者透前，透后每 5min 的血氧饱和度，连

续监测 2 个月。其中如果监测 SaO2 ＞ 100％、治疗

结束后采集的数据或者治疗时间过半仍没有可利用

的数据则该次治疗数据需被舍弃。其中入选患者需

有≥ 10 次符合条件 SaO2 的数值被纳入。

1.3.2　实验分组　将 SaO2 ≤ 90 ％的时间大于

总治疗时间的 1/3 作为 PIH 的诊断标准，分为 PIH 组

（n=144）与非 PIH 组（n=68）。再按照是否间断给予

患者 2L/min 吸氧将患者分为 PIH 氧疗组（n=80）与

PIH 非氧疗组（n=64）。

1.3.3　数据收集　 统计患者人口学资料（性

别、出生年月、吸烟情况），合并症（糖尿病、高血

压、心脑血管疾病、肾动脉狭窄、肝硬化等），生

命体征（血压、心率、体重、身高等），血常规［胆

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生化

全项［血磷（P3-）、血钙（Ca2+）、血清白蛋白（ALB）、

血清总蛋白（TP）、尿素氮（BUN）、血肌酐（Scr）、

全段甲状旁腺素（iPTH）、超敏 C 反应蛋白（hs-

CRP）和氨基末端脑钠肽前体（NT-proBNP）］，透析

相关资料和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次数、住院次数、

死亡事件是否发生等。

1.4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所有资料采用 SPSS 18.0 进行分析处

理。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
表示并行 t 检验。单因素分析采用 χ2 检验，多因素

分析采用非条件 Logistic 回归分析。生存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估计生存率，两条生存曲线的比较采

用分层 log-rank 检。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PIH 发生单因素分析

PIH 组和非 PIH 组吸烟、心脑血管疾病和 NT-

proBNP 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其他指标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2.2　PIH 发生多因素分析

将 PIH 发生作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吸烟、心脑血管疾病和 NT-proBNP 是 MDH

患者 PIH 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见表 2。

2.�　PIH 与临床预后的关系

随访截止至 2018 年 2 月 15 日，随访期间，212

score and SDS score of PIH oxygen therapy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non-PIH oxygen therapy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PIH in patients with MHD is high，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hospitalization and mortality. Moderate oxygen therapy can help reduc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PIH，but it may aggravate negative emotions such a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Key words】 End-stage renal disease；Maintenance hemodialysis；Long-term dialysis Hypoxia；Prognosis；Neg-

ative emotion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1 期- 1�0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例患者中 48 例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70 例患者住

院、共死亡病例 56 例（死因为心血管疾病、脑血

管意外、感染和多脏器功能衰竭）。PIH 组心血管

事件发生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均显著高于非 PIH 组

（P<0.05）；PIH 非氧疗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住院

率和死亡率均显著高于 PIH 氧疗组（P<0.05），见表

3。PIH 组与非 PIH 组，PIH 非氧疗组与 PIH 氧疗组

生存分析分别见图 1 和图 2，比较均存在显著性差异

（P<0.05）。
表1　SHPT组和对照组生化指标比较

指标 PIH组（n=144） 非PIH组（n=68） t/χ2值 P值

性别（男/女） 92/52 40/28 0.635 >0.05

年龄（岁） 61.25±8.53 60.42±9.43 0.531 >0.05

BMI（kg/m2） 26.54±3.76 25.87±4.32 0.528 >0.05

吸烟（n，％） 46（31.94） 12（17.64） 5.721 <0.05

合并症

糖尿病 16（11.11） 8（11.76） 0.579 >0.05

高血压 28（19.44） 10（14.71） 0.769 >0.05

心脑血管疾病 28（19.44） 3（4.41） 4.967 <0.05

肾动脉狭窄 6（4.17） 2（2.94） 0.528 >0.05

肝硬化 8（5.56） 3（4.41） 0.512 >0.05

TC（mmol/L） 4.26±1.45 4.25±1.68 0.752 >0.05

TG（mmol/L） 1.45±0.35 1.36±0.30 0.653 >0.05

LDL（mmol/L） 3.95±0.59 3.59±0.75 0.535 >0.05

HDL（mmol/L） 1.26±0.55 1.22±0.36 0.516 >0.05

Ca2+（mmol/L） 2.52±0.12 2.52±0.52 0.341 >0.05

P3+（mmol/L） 2.25±0.28 2.32±0.35 0.264 >0.05

iPTH（ng/L） 2015.52±532.35 305.35±115.62 0.166 >0.05

Alb（g/L） 39.55±6.55 37.92±5.06 0.605 >0.05

hs-CRP（mg/L） 19.62±4.35 18.98±5.18 1.307 >0.05

TC（mmol/L） 4.26±1.47 4.26±1.69 0.750 >0.05

TG（mmol/L） 1.43±0.36 1.38±0.33 0.608 >0.05

BUN（mmol/L） 33.76±5.97 33.66±5.75 0.990 >0.05

Scr（μmoI/L） 135.69±36.56 138.26±38.16 0.802 >0.05

NT-proBNP（ng/L） 6586.71±1965.25 3265.09±1259.36 3.365 <0.05

表2　MDH患者PIH发生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因素 β SE Wald χ2 P RR 95％CI

吸烟 0.816 0.415 5.176 0.012 2.118 1.365~3.363 

心脑血管疾病 0.937 0.484 4.918 0.020 2.401 1.159~4.519 

NT-proBNP 0.699 0.331 4.453 0.008 2.021 1.039~3.835

表3　MDH患者PIH与临床预后的关系

组别 例数 心血管事件发生率 住院率 死亡率

PIH组 144 40（27.78）* 58（40.28）* 46（31.94）*

PIH非氧疗组 64 25（39.06）# 34（53.13）# 28（43.75）#

PIH氧疗组 80 15（18.75） 24（30.00） 18（22.50）

非PIH组 68 8（11.76） 12（17.65） 10（14.71）
*P<0.05 VS非PIH组；#P<0.05 VS PIH氧疗组。

图1　MDH患者PIH和非PIH患者Kaplan-Meier生存分析

图1　MDH患者PIH氧疗和非氧疗患者Kaplan-Meier生存

分析

2.4　PIH 与负性情绪的关系 

PIH 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均高于非 PIH 组

（P<0.05）；PIH 氧疗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均高于

非 PIH 氧疗组（P<0.05），见表 4。

3　讨论

多数文献认为当 SaO2 ≤ 90 ％时预示发生了低

氧血症［5］。本研究结果显示，212 例 MHD 患者中

144 例发生 PIH，发生率为 67.92％。SaO2 的下降原

因可能有［6-8］：（1）取决于透析膜与透析液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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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时碳酸氢钠的摄入可能导致患者通气不足；（2）
透析间期容量负荷增加可能造成肺通气功能障碍，

亦导致血氧分压的下降，而透析结束时，患者体重

基本接近干体重可减少肺泡扩散的距离，可增加患

者氧分压；（3）大部分透析病人透析过程中会睡觉，

睡眠状态下中枢呼吸系统的调节不同于清醒状态。

吸烟、心脑血管疾病和 NT-proBNP 是 MDH 患者 PIH

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吸烟被证实是导致

术后低氧血症的危险因素之一，长期吸烟可造成气

道黏膜功能减退，气道分泌物增多，痰量黏稠不易

咳出，易引发氧弥散障碍和气道痉挛，影响肺交换

功能。合并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代谢功能紊乱，导致

患者发生 PIH。NT-proBNP 被证实与心力衰竭的诊

断和预后相关，在心力衰竭诊断方面具有一定的应

用价值［9］。临床上将 NT-pro-BNP 用于评估左心室功

能，研究证实 NT-proBNP 与 ESRD 患者炎症因子和

内毒素水平密切相关［10］。NT-proBNP 水平升高预示

着 ESRD 患者炎症因子和内毒素水平较高，易发生

PIH。

有研究显示，ESRD 患者夜间低氧血症与冠心

病、左室肥厚、高冠状动脉事件发生率相关［11］。也

有研究证实，夜间低氧血症可显著增加 ESRD 患者

死亡风险［12］。本研究结果显示，PIH 组心血管事

件发生率、住院率和死亡率均显著高于非 PIH 组

（P<0.05），提示 MHD 患者 PIH 与心血管事件和死

亡相关，可增加 ESRD 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住

院率和死亡率。虽然适度的或者急性的间歇缺氧对

机体具有保护作用，但严重的，慢性的间歇缺氧似

乎对机体具有致病作用，慢性间歇低氧可导致压力

感受器功能受损，血管舒张，血压升高，并增加活

性氧簇（ROS）的产生［13］。适度的 ROS 产生可促进

组织的修复与再生，而大量的 ROS 产生，可刺激促

炎症因子的产生，如 NF-κB，造成组织的炎症反应

与损伤［14］。另外氧化应激可损伤红细胞功能，降低

其变形的能力，从而增加红细胞从血液循环中的移

除，减少红细胞的寿命［15］。低氧亦可导致 EPO 抵抗，

主要与其降低红细胞弹性，减少红细胞寿命有关［16］。

本研究证实，PIH 非氧疗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住

院率和死亡率均显著高于 PIH 氧疗组（P<0.05），这

表明对于存在 PIH 的 MHD 患者进行适度的氧疗有助

于缓解 PIH 带来的不良影响。因此，对于 PIH 患者

加强氧疗有重要价值。但本研究结果显示，PIH 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均高于非 PIH 组（P<0.05）；PIH

氧疗组 SAS 评分和 SDS 评分均高于非 PIH 氧疗组

（P<0.05）。

综上所述，MHD 患者 PIH 发生率较高，可显著

增加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住院率和死亡率，适度氧

疗有助于降低 PIH 带来的不良影响，但可能会加重

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本研究样本量较小，样本

也全部来自一家医院，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

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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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PIH与负性情绪的关系

组别 例数 SAS评分 SDS评分

PIH组 144

PIH非氧疗组 64 38.35±5.89*# 42.45±4.26*#

PIH氧疗组 80 55.45±7.14 59.71±4.12

非PIH组 68 29.75±6.62 33.56±4.36
*P<0.05 VS非PIH组；#P<0.05 VS PIH氧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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