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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发生动静脉内瘘栓塞的危险因素分析

李摇 宁1,彭侃夫2

[摘要]目的:分析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发生动静脉内瘘栓塞的危险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首次行动静脉内瘘形成术并进行

维持性血液透析的 137 例病人资料,将其中发生动静脉内瘘栓塞的 24 例病人作为观察组,将未发生动静脉内瘘栓塞的 113 例

病人作为对照组,分析比较 2 组病人各项临床资料及生活指标。 结果:2 组病人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透析次数、使用左卡尼

汀、血小板、白蛋白、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C 反应蛋白、甲状旁腺激素、血磷、钙磷乘积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P < 0. 05 ~ P
< 0. 01);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使用左卡尼汀、低密度脂蛋白、钙磷乘积、血磷 5 个因素进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均
为影响动静脉内瘘栓塞发生的危险因素(P < 0. 05 ~ P < 0. 01)。 结论:糖尿病、低密度脂蛋白升高、钙磷乘积过高以及血磷水

平升高是影响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发生动静脉内瘘栓塞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使用左卡尼汀则是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发生动

静脉内瘘栓塞的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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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k factor analysis of the arteriovenous fistula embolization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LI Ning1,PENG Kan鄄fu2

(1.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 Nephrology,Affiliated Zhongshan Hospital & Chongqing Fourth People忆s Hospit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8;2.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rmy Medic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8,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of the occurrence of arteriovenous fistula embolization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137 patients treated with the first arteriovenous fistula forming operation combined
with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wenty鄄four cases with arteriovenous fistula embolization and 113 cases
without arteriovenous fistula embolization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respectively. The clinical data and
life index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differences of 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diabetes
mellitus,frequency of dialysis, L鄄carnitine usage, platelet count, albumin, triglyceride,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C reactive protein,
parathyroid hormone,serum phosphorus,and calcium鄄phosphorus product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usage(P <
0. 05 to P < 0. 01). The results of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iabetes mellitus,L鄄carnitine usage, low density
lipoprotein,calcium鄄phosphorus product and serum phosphorus entered into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ere the risk factors of
affecting the occurrence of arteriovenous fistula embolization(P < 0. 05 to P < 0. 01). Conclusions:The diabetes mellitus,low density
lipoprotein increasing, high calcium鄄phosphorus product and serum phosphorus increasing a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the
occurrence of arteriovenous fistula embolization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and the use of L鄄carnitine is the protective factor
of the occurrence of arteriovenous fistula embolization in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
[Key words] hemodialysis;arteriovenous fistula embolization;risk factor

摇 摇 良好的血管通路是病人进行血液透析的一个重

要的前提,目前临床工作中较为常用的血管通路包

括中心静脉导管、人造血管以及自体动静脉内瘘 3
种类型,而其中自体动静脉内瘘由于具有使用寿命

长、并发症少的特点,已经成为了目前使用最为主要

的一种血管通路,是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血管通路

的首选方式[1]。 血管通路的好坏可直接影响病人

的生活质量以及透析效率,甚至可对病人的生存造

成严重的影响[2]。 动静脉内瘘栓塞是最为常见的

一种并发症,可直接导致动静脉内瘘失功[3]。 因此

明确影响动静脉内瘘栓塞发生的相关因素,对于保

护内瘘具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我院 137 例动静脉内瘘病人临床资料,分析维持性

血液透析病人发生动静脉内瘘栓塞的相关危险因

素。 现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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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3 年 1 月至 2015 年 3 月

在我院首次行动静脉内瘘形成术并在我院进行维持

性血液透析的病人 137 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75
例,女 62 例;年龄(60. 27 依 13. 41)岁;原发疾病包

括:糖尿病肾病 57 例,慢性肾小球肾炎 43 例,高血

压肾病 22 例,其他 15 例。 将其中发生动静脉内瘘

栓塞的 24 例病人作为观察组,将未发生动静脉内瘘

栓塞的 113 例病人作为对照组。 动静脉内瘘栓塞诊

断标准为病人动静脉内瘘震颤以及杂音消失、彩色

多普勒超声证实动静脉内瘘有血栓形成,且透析血

流量 < 180 mL / min。 纳入标准:(1)观察组病人符

合上述动静脉内瘘栓塞相关诊断标准;(2)观察组

病人均为首次发生动静脉内瘘栓塞;(3)2 组病人维

持性血液透析治疗时间在 1 个月以上;(4)病人透

析频率为每周 2 ~ 3 次,每次持续时间 4 h。 排除标

准:(1)再次发生的同侧肢体动静脉内瘘栓塞;(2)
明确由于压迫而导致发生的动静脉内瘘栓塞病人。
1. 2摇 方法摇 内瘘形成术吻合方式采用头静脉 - 桡

动脉端端吻合和头静脉 - 桡动脉端侧吻合,透析时

血流量在 200 mL / min 以上。 透析时病人均采用碳

酸氢盐透析液,透析流速为 500 mL / min,每周透析

2 ~ 3次,每次透析时间为 4 h,血流量在 200 ~
300 mL / min,采用低分子肝素或者普通肝素进行抗

凝。 内瘘穿刺方式采用绳梯式。 病人透析结束之后

运用弹力腕带进行压迫止血 30 ~ 60 min。
1. 3摇 观察指标摇 对 2 组病人各资料进行调查分析,
包括病人一般资料(性别、年龄、原发疾病以及心脑

血管情况),透析情况(透析时间、透析次数、低血压

反应、超滤量以及高通量透析),内瘘情况(手术部

位、手术至首次使用时间),血液生化指标{ 血小板、
血红蛋白、血脂[三酰甘油(TG)、总胆固醇(TC)、低
密度脂蛋白( LDL)、高密度脂蛋白(HDL)]、白蛋

白、甲状旁腺激素( PTH)、钙、磷等},药物使用情

况。 其中透析次数指病人入组前 1 个月的总透析次

数;各药物使用情况均指连续使用 1 个月以上;血液

生化指标观察组指栓塞发生之后入院治疗时的相关

数值,对照组则使用最近一次的检查结果。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 字2 检验和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相关因素与实验室指标比较摇 影响

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发生动静脉内瘘栓塞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2 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透析次数、使
用左卡尼汀、血小板、白蛋白、LDL、TG、C 反应蛋白

(CRP)、PTH、血磷、钙磷乘积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P < 0. 05 ~ P < 0. 01)(见表 1 ~ 2)。

表 1摇 2 组病人相关因素比较(n)

分组 n 男 女
年龄 /岁

逸60摇 < 60摇
心脑血管疾病

摇 有摇 摇 摇 无摇
糖尿病

摇 有摇 摇 无摇
透析次数

>8摇 摇 臆8摇
内瘘首用时间 / d

摇 臆30摇 摇 > 30摇
使用左卡尼汀

摇 是摇 摇 摇 否摇
使用阿司匹林

摇 是摇 摇 否摇
使用叶酸

是摇 摇 否摇

观察组 摇 24 14 10 12 12 13 11 18 6 19 6 14 10 19 5 9 15 11 13

对照组 113 61 52 59 54 36 77 46 67 62 51 71 42 59 54 51 62 32 81

合计 137 75 62 71 66 49 88 64 73 81 56 85 52 78 59 60 77 43 94

字2 — 0. 15 0. 04 4. 29 9. 35 4. 84 0. 17 5. 87 0. 47 2. 82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1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表 2摇 2 组病人实验室指标比较(x 依 s)

分组 n
血红蛋白 /

(g / L)

血小板 /

( 伊 109 / L)

白蛋白 /
(g / L)

TG /
(mmol / L)

TC /
(mmol / L)

LDL /
(mmol / L)

HDL /
(mmol / L)

CRP /
摇 (mg / L)

PTH/
(pmol / L)

血钙 /
(mmol / L)

血磷 /
(mmol / L)

钙磷乘积 /

(mg2 / dL2)

观察组 24 103. 58 依 18. 75摇 191. 72 依 50. 16摇 40. 17 依 5. 21 摇 1. 76 依 0. 52 3. 56 依 1. 08 2. 57 依 0. 46 1. 05 依 0. 27 23. 64 依 7. 40 46. 73 依 11. 67 2. 44 依 0. 21 2. 28 依 0. 83 58. 38 依 6. 12

对照组 113 99. 32 依 20. 84 161. 24 依 39. 67摇 35. 60 依 10. 72 1. 50 依 0. 44 3. 49 依 0. 93 2. 08 依 0. 35 1. 01 依 0. 30 16. 42 依 5. 06 40. 19 依 12. 09 2. 38 依 0. 37 1. 81 依 0. 77 52. 89 依 7. 21

t — 0. 93 3. 26 3. 12* 2. 55 0. 33 5. 88 0. 60 4. 56* 2. 42 1. 09* 2. 68 3. 47

P — >0. 05 < 0. 01 < 0. 01 < 0. 05 > 0. 05 < 0. 01 > 0. 05 < 0. 01 < 0. 05 > 0. 05 < 0. 01 < 0. 01

摇 摇 *示 t忆值

2. 2摇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摇 影响维持性血液透

析病人发生动静脉内瘘栓塞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糖尿病、使用左卡尼汀、LDL、钙磷乘

积、血磷 5 个因素进入 logistic 回归模型,均为影响

动静脉内瘘栓塞发生的危险因素(P < 0. 05 ~ P <
0. 01)(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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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表 3摇 影响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发生动静脉内瘘栓塞多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重要因素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P OR(95% CI)

糖尿病 2. 574 0. 876 15. 602 < 0. 01 17. 503(3. 562 ~ 63. 531)

使用左卡尼汀 - 2. 185 0. 584 13. 593 < 0. 01 10. 921(5. 028 ~ 38. 693)

LDL 1. 894 0. 536 7. 963 < 0. 01 3. 859(1. 983 ~ 23. 580)

钙磷乘积 1. 645 0. 385 5. 600 < 0. 05 1. 957(0. 958 ~ 11. 593)

血磷 0. 984 0. 025 3. 596 < 0. 05 0. 971(0. 596 ~ 3. 509)

3摇 讨论

摇 摇 动静脉内瘘是目前临床工作当中公认的一种最

为安全的血管通路方式,具有感染率低、创伤小、使
用方便、使用时间长等优点,被广泛地运用于维持性

血液透析病人血管通路的建立当中[4]。 影响病人

内瘘使用寿命以及导致内瘘栓塞的因素非常复杂,
血栓的形成是导致内瘘栓塞的一个主要原因。 动静

脉内瘘栓塞可以发生在内瘘术后的不同阶段,其中

内瘘术后至内瘘成熟期间所发生的内瘘栓塞称为早

期动静脉内瘘栓塞,其影响因素包括血肿压迫、血管

吻合扭曲、静脉分支过多以及静脉纤细狭窄等;而内

瘘开始使用之后所发生的栓塞称为后期动静脉内瘘

栓塞[5],本研究所针对病人均为内瘘成熟之后病

人,内瘘已经开始规律使用。 而后期动静脉血栓形

成的影响因素是十分复杂的,本研究显示,糖尿病、
LDL 升高、钙磷乘积过高以及血磷水平升高是影响维

持性血液透析病人发生动静脉内瘘栓塞的独立危险

因素,而使用左卡尼汀则是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发生

动静脉内瘘栓塞的保护因素(P <0. 05 ~ P <0. 01)。
大部分研究结果[6 - 7] 均认为,糖尿病肾病或者

尿毒症合并糖尿病病人更容易出现动静脉内瘘栓

塞,本研究结果与之相符,合并糖尿病病人其动静脉

内瘘栓塞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未合并糖尿病病人。 由

于糖尿病病人其机体长期存在着广泛的动脉粥样硬

化,病人血管条件较差,同时机体内长期高血糖可导

致体内多种活性物质的分泌发生紊乱,从而造成了

血管内膜的损伤[8]。 除此之外,糖尿病可增强血小

板生物活性并诱导内膜的增生以及血管的重构,从
而可损伤内瘘[9]。 因此,糖尿病病人在运用动静脉

内瘘时存在着更大的栓塞风险。
左卡尼汀作为一种氨基酸衍生物,在体内不同

组织细胞内广泛存在,其在脂肪代谢当中作为载体

能够携带脂肪酸进入线粒体内进行氧化,从而有利

于促进三羧酸循环的正常运行,有利于细胞生成机

体生理活动所需要的能量[10]。 目前临床工作上主

要将左卡尼汀运用于心肌病、低血压以及贫血等疾

病的治疗上。 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由于其机体左卡

尼汀合成、摄入不足,同时再加上血液透析对左卡尼

汀的清除作用,其体内左卡尼汀含量显著降低[11]。
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左卡尼汀对维持性血液透析

病人动静脉内瘘具有着保护作用,其作用可能是通

过左卡尼汀抗氧化作用而实现。 因此对于维持性血

液透析病人,建议规律性使用左卡尼汀,从而保护其

动静脉内瘘,延长动静脉内瘘的使用时间。
除此之外,对于维持性血液透析病人而言,其机

体长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钙磷以及血脂代谢的异

常,可进一步促进内瘘血栓的形成。 本研究结果显

示,钙磷乘积、血磷水平以及 LDL 水平均为影响动

静脉内瘘栓塞的独立危险因素 (P < 0. 05 ~ P <
0. 01)。 由于高血流速度对于瘘口血管内膜的慢性

损伤,同时再加上脂质代谢的异常,特别对于高水平

的 LDL,可促进脂质在血管壁的沉积,而机体钙磷代

谢的异常有可能进一步促进转移性钙化的出现,最
终可引发内瘘栓塞的形成[12]。

此外,为了延长动静脉内瘘使用时间,需要注重

对病人的护理工作:(1)做好宣教工作,以指导病人

学会自我保护其动静脉内瘘,指导病人用手摸其内

瘘血管,若无震颤且合并痛感,则可能内瘘发生栓

塞,需要及时进行治疗;(2)指导病人正确用药以及

合理饮食,同时注意保持血压的相对稳定;(3)加强

护理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以提高内瘘穿刺技术;
(4)做好感染的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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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作为一种新型的辅助性 T 细胞,在哮喘发病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Th17 细胞是一种 CD4 + 效应 T
细胞,主要分泌 IL鄄17、IL鄄21、IL鄄22 等细胞因子,据
研究报道 Th17 细胞及其分泌的 IL鄄17 在促炎性反

应和自身免疫病中发挥重要作用[9], BULLENS
等[10]研究证实哮喘病人血清中 IL鄄17 mRNA 和蛋白

质水平明显增高,并与气道高反应程度呈正相关关

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喘息患儿的 Th17 细胞百分比

及 IL鄄17 水平均显著高于非喘息患儿和健康对照组

婴幼儿,且反复喘息发作患儿及合并哮喘高危因素

患儿的 Th17 细胞百分比及 IL鄄17 水平也显著高于

首次喘息发作患儿及未合并哮喘高危因素患儿,说
明喘息患儿 Th17 细胞诱导分化增强,血浆 IL鄄17 分

泌增加,Th17 细胞通过 IL鄄17 介导发挥效应的,参与

了喘息患儿发病初期的气道炎症过程,起正性调控

作用。 Treg 细胞是一种功能独特的 T 细胞亚群,通
过分泌细胞因子 IL鄄10 和 /或 TGF鄄茁 抑制抗原特异

性免疫应答,使机体产生免疫耐受[11],据研究[12] 报

道 Treg 可显著抑制 Th 的活化和增殖,显著减少促

炎因子的合成和降低 IgE 水平,减轻呼吸道炎症和

呼吸道高反应性,与哮喘密切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

示喘息患儿和非喘息患儿的 Treg 细胞百分比及

Treg 细胞分泌的 IL鄄10 均显著性低于健康对照者,
且喘息性患儿的 Treg 细胞分泌的 IL鄄10 均显著性低

于非喘息性患儿,且反复喘息发作患儿及合并哮喘

高危因素患儿 Treg 细胞分泌的 IL鄄10 均显著性低于

首次喘息发作患儿及未合并哮喘患儿,说明喘息性

患儿及非喘息性患儿均存在免疫功能平衡失调,其
中喘息患儿更为严重,反复喘息患儿及合并哮喘高

危因素患儿较首次喘息患儿及未合并哮喘患儿更为

严重。 介导免疫耐受的 Treg 细胞与介导炎症反应

的 Th17 细胞两者在功能和分化上相互拮抗、相互制

约以维持机体免疫平衡。 本研究结果显示喘息患儿

及非喘息患儿的 Treg / Th17 均显著低于健康对照

者,且喘息患儿低于非喘息患儿,反复喘息发作患儿

及合并哮喘高危因素患儿 Treg / Th17 均显著低于首

次喘息发作患儿及未合并高危因素患儿,说明喘息

患儿特别是反复喘息发作患儿及合并高危哮喘因素

患儿的机体内免疫调控机制发生紊乱,不能维持机

体 Treg / Th17 平衡,更容易诱发哮喘。
总之,喘息性疾病是儿童常见疾病,喘息患儿存

在 Th17 / Treg 平衡紊乱,且反复喘息发作患儿和合

并哮喘高危因素患儿的 Th17 / Treg 平衡紊乱更为严

重,其可能参与喘息发生发展重要的免疫学发病机

制,早期监测外周血 Th17 / Treg 及相关细胞因子表

达可能有利于为支气管哮喘发展倾向的患儿提供早

期诊断及早期干预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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