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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神热奄包联合血液透析滤过对睡眠障碍血透患者
hs-CRP、IL-6、TNF-α 水平的影响
韩晓苇，吴宗壁，周华辉，李霞飞，谭

静

（深圳市中医院，广东 深圳，518033）
摘要：目的

观察安神热奄包联合血液透析滤过对睡眠障碍血透患者睡眠质量、透析质量、超敏 C 反应蛋白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
sis factor alpha，TNF-α）的影响。方法

将 60 例维持性血液透析同时存在睡眠障碍的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30 例，对照组给予心理护理和基础血液净化治疗，研究组在心理护理基础上，每周进

行 3 次血液透析滤过（Hemodiafiltration，HDF）治疗以及 3 次安神热奄包足浴。两组患者均治疗 2 个月。比较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尿素清除指数评分（KT/V）、hs-CRP、IL-6、TNF-α 指标。结果 （1）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PSQI 评分、K-T/V 评分、hs-CRP、IL-6、TNF-α
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 05）；
（2）干预后，两组患者的 K-T/V 评分均较干预前提高（P＜0. 05），两
组患者的 PSQI 评分、hs-CRP、IL-6、TNF-α 指标均较干预前降低（P＜0. 05）；
（3）干预后，研究组的 K-T/V 评分
高于对照组（P＜0. 05），研究组的 PSQI 评分、hs-CRP、IL-6、TNF-α 指标均低于对照组（P＜0. 05）。结论

安神

热奄包联合血液透析滤过可以明细改善血透患者的睡眠质量、透析质量和免疫微炎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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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calming foot bath combined with hemodiafiltra⁃
tion on the levels of hs-CRP、IL-6、TNF-α in sleep disordered
hemodialysis patients
HAN Xiao-wei，WU Zong-bi，ZHOU Hua-hui，LI Xia-fei，TAN Jing
（Shenzh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Shenzhen，51803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the combination of calming foot bath and he⁃
modialysis on sleep quality，dialysis quality，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interleu⁃
kin-6（IL-6）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 alpha（TNF- α）in patients with sleep disorders.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60 patients with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and
sleep disorder were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30 cases each.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psychological nursing care and basic blood purification treatment. The team on the basis
of psychological nursing，3 times per week Hemodiafiltration（HDF）treatment and calming foot
bath.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2 months. The PSQI score，K-T/V score，hs-CRP，IL-6 and
TNF-α of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Results （1）Before inter⁃
vention，the PSQI score，K-T/V score ，hs-CRP，IL-6 and TNF- α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 05）；
（2）After interven⁃
tion，K-T/V score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as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intervention（P＜0. 05）；
the PSQI score ，hs-CRP，IL-6 and TNF-α of patients in both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at before in⁃
tervention（P＜0. 05）；
（3）After intervention，K-T/V scor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 05）；the PSQI score ，hs-CRP，IL-6 and TNF- α of the study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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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P＜0. 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calming
foot bath and hemodiafiltration can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dialysis quality and immune func⁃
tion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KEY WORDS：calming foot bath；Hemodiafiltration；Sleep disorders；Hemodialysis patients；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Interleukin-6；Tumor necrosis factor-alpha
据 报 道［1］，维 持 性 血 液 透 析 患 者（Mainte⁃
nance hemodialysis patients，MHD）的睡眠障碍发
生 率 高 达 52. 3%～61. 9%。 研 究 表 明 ，长 期 睡
［2］

眠障碍可改变人体的微炎症状态，引起人体的免
疫功能系统损伤，微炎症状态直接影响 MHD 患
者的预后及生存质量。目前临床针对睡眠障碍血
透患者的干预方法主要有：音乐疗法、延长透析时
长、服用安眠药物、血液灌流、理性情绪疗法等
［3-5］

；其中，音乐疗法的效果因人而异，针对顽固性
［6］

失眠的效果较差 ；长时间夜间透析虽然能够提
高透析充分性，有效清除炎症因子，然而可行性
［7］

低，影响患者的家庭生活 ；长期服用安眠药物，
［8］

药效作用递减并易形成药物依赖性 ；血液灌流
［9］

［10］

治疗费用高，疗效较差 。研究显示

，中医安神

疗法与西药制剂相比较，不良反应较少，不易产生
依赖性，疗效值得肯定。我科采用中医安神热奄
包足浴联合血液透析滤过对存在睡眠障碍的血透
患者进行治疗，取得良好效果，报道如下。

1
1. 1

线资料相同，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符合《赫尔辛基
宣言》要求。
1. 2

设备与材料
两组患者均采用贝朗双泵血液透析滤过机，

On-line 在线生成置换液，贝朗 TS-1. 6 透析器。
安神热奄包［10］为我院李顺民教授经验方，其药物
组成有怀牛膝 5g，酸枣仁 10g，生地 5g，川芎 5g，山

萘 5g，丹 参 10g，黄 连 2g，肉 桂 2g，茶 树 精 油

0. 5ml，该方剂能够起到安神、改善血液透析睡眠
障碍的作用。
1. 3

方法

干预时间为 2 个月。
（1）对照组患者给予心理

护理和基础血液净化治疗，即每周进行 1 次血液

透析滤过（Hemodiafiltration，HDF）以及 2 次血液

透析（Hemodialysis，HD）治疗。
（2）研究组在心理
护理基础上，每周进行 3 次 HDF 治疗以及 3 次安
神热奄包足浴（足浴均在透析当天晚上进行）。安

神热奄包足浴操作流程如下：将两个安神热奄包

对象与方法

放入 1000ml 的温水中浸泡 30 分钟，再用中药砂

研究对象

将煎煮好的药水连同热奄包一起倒入“电子按摩

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深圳市中医院 2018 年

6 月～2019 年 5 月维持性血液透析同时存在睡眠
障碍的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1）规律性透
析≧3 个月，每周透析 3 次，每次 4 小时；
（2）存在不

同 程 度 的 睡 眠 障 碍 ，匹 兹 堡 睡 眠 质 量 指 数 评 分
（PSQI）>7 分。排除标准：
（1）糖尿病足，足部溃
烂，不适合足浴着者；
（2）严重心、肺功能不全者；
（3）存在听力障碍及语言表达障碍者。最终选取

患者 60 例，其中，男性患者 34 例，女性患者 26 例，
年龄（56. 95±6. 02）岁。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研究组（30 例）和对照组（30 例），两组患者的性

别、年龄、原发病、透析器型号、每次透析时长等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 05）；两

锅煮开后转中火 30 分钟，让药效充分析出，然后
恒温足浴盆”，加入适量温水，将水温调节至 40～

43℃，嘱患者将双足浸入水中，足底涌泉穴部位要
紧贴两个热奄包，尽量放松心情和肢体，安神定
志，足浴时间 30 分钟。
1. 4

观察指标

（1）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睡眠质量：采

用 匹 兹 堡 睡 眠 质 量 指 数 评 分 量 表（Pittsburgh
［11］
sleep quality index，PSQI）
作为评定指标，量表

包括主观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效

率、睡眠障碍、催眠药物、日间功能障碍等 7 个因

子，每个因子按 0、1、2、3 记分，累计各因子得分为

PSQI 总分，总分 0～21 分，分数越高表示睡眠质
量越差，PSQI 总分>7，为睡眠障碍。
（2）比较两组

组患者干预前的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分（Pitts⁃

患者干预前、后的透析充分性：采用尿素清除指数

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尿素清除指数评

（K-T/V）对两组患者透析充分性进行评定，K 指

分（K-T/V）、hs-CRP、IL-6、TNF- α 观 察 指 标 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 05）；两组患者基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有效尿素清除率，T 指有效透析时间，V 指尿素容

积分布，K-T/V＞1. 2 表示透析充分，数值越高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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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性越好［12］。
（3）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血清

2

免疫微炎症因子：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血清超敏
C 反应蛋白（hs-CRP）、白细胞介素 6（IL-6）、肿瘤
1. 5

（1）干预前，两组患者的 PSQI 评分、K-T/V 评

采用 SPSS25. 0 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采用
2

频数、百分比进行描述，组间的比较采用 X 检验；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进行描
述，组间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组内的比较

研究组

30

t值

0. 05）。见表 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 PSQI 评分、K-T/V 评分比较
K-T/V 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干预前

干预后

14. 77±1. 83

5. 30±1. 20*

1. 14±0. 13

1. 42±0. 06*

1. 039

12. 02

0. 371

10. 009

14. 30±1. 64

9. 70±1. 60*

0. 784

P值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血清免疫微炎症因子

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 05）；
（2）
n

研究组

30
30

对照组
t值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血清免疫微炎症因子指标比较
IL-6（pg/mL）

干预后

干预前

5. 56±0. 68

2. 95±0. 56*

16. 76±1. 81

0. 425

7. 651

0. 612

3. 96±0. 41*

干预前

干预后

8. 09±1. 37*

7. 18±1. 42

3. 35±0. 84*

5. 585

0. 204

9. 572

10. 37±1. 76*

0. 991

0. 041

0. 037

TNF-α（pg/mL）

干预后

16. 47±1. 77

注：*与干预前比较，P<0. 05 （配对样本 t 检验）

3

0. 05）。 见表 2。

hs-CRP（mg/L）

0. 826

P值

0. 026

血 清 免 疫 微 炎 症 因 子 指 标 均 低 于 对 照 组（P＜

干预前
5. 48±0. 66

0. 252

较干预前降低（P＜0. 05）；
（3）干预后，研究组的

（1）干预前，两组患者的血清免疫微炎症因子

组别

1. 23±0. 86*

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血清免疫微炎症因子指标均

指标比较

表2

1. 13±0. 11

0. 035

注：*与干预前比较，P<0. 05 （配对样本 t 检验）

2. 2

0. 05），K-T/V 评分均较干预前提高（P＜0. 05）；

PSQI 评分

30

对照组

预后，两组患者 PSQI 评分均较干预前降低（P＜

0. 05），研 究 组 的 K-T/V 评 分 高 于 对 照 组（P＜

学意义。

n

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 05）；
（2）干

（3）干预后，研究组的 PSQI 评分低于对照组（P＜

采用配对样本 t 检验；以 P＜0. 05 为差异具有统计

组别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 PSQI 评分、K-T/V 评

分比较

统计学处理

表1

结果

2. 1

坏死因子 α（TNF-α）的水平。

·3 ·

7. 11±1. 51
0. 926

5. 47±0. 87*
0. 037

过与常规的血液透析相比，对患者血液中的中大

讨论

分子毒素的清除效果更强，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

终末期肾衰竭是各种慢性肾脏疾病的最终阶

微炎症状态。本研究采用中医安神热奄包足浴联

段，终末期肾衰竭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普遍存在

合血液透析滤过对存在睡眠障碍的血透患者进行

［13］

睡眠障碍

，长期睡眠障碍可改变人体的微炎症

状态，引起人体的免疫功能紊乱，而免疫功能低下
所导致的感染、营养不良、心血管并发症是影响维
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生存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14］，
换而言之，微炎症状态直接影响维持性血液透析
患者的预后及生存质量［2］。据报道［10］，目前维持
性血液透析患者睡眠障碍的治疗方法主要分为西
医治疗和中医治疗两大类，中医治疗多种多样，有
中药口服制剂、耳穴埋豆和安神足浴等，不良反应
［15-16］

较少，疗效值得肯定。研究显示

，血液透析滤

2 个月治疗。

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两组患者 PSQI 评分

均较干预前降低（P＜0. 05），匹兹堡睡眠质量指

数评分表常用于调查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睡眠

障 碍 现 状［11］，干 预 后 研 究 组 PSQI 均 值（5. 30±

1. 20）低 于 对 照 组 均 值（9. 70±1. 60）
（P＜0. 05），
表明安神热奄包联合血液透析滤过能够改善患者
的睡眠质量。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两组患者
的 K-T/V 评分均较干预前提高（P＜0. 05），透析

充分性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的生存质量及长期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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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率具有重要影响，美国 KDOQI 指南指出透析
充分性指标 K-T/V 应大于 1. 2

［17］

，干预后研究组

K-T/V 均值（1. 42±0. 06）高于对照组均值（1. 23±
0. 86）
（P＜0. 05），表明安神热奄包联合血液透析
滤过能够提高患者的透析充分性，提高其透析质

量。本研究结果显示，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血清免

疫微炎症因子指标均较干预前降低（P＜0. 05），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出现免疫微炎症状态主要表

20（2）：182-188.

［8］ Perlis M，Gehrman P，Riemann D. Intermittent and
long-term use of sedative hypnotics［J］. Curr Pharm
Des，2008（14）：3456-3465.

［9］ GHANNOUM M，BOUCHARD J，NOLIN T D，et
al. Hemoperfus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poisoning：
technology，determinants of poison clearance，and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J］. Semin Dial，
2014，27（4）：350-361.

现为患者体内的炎症因子产生过多［18］，蛋白质合

［10］ 韩晓苇，吴宗壁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睡眠障碍相

成和代谢产物在体内聚积［19］；机体氧化应激被激

关因素及中医安神干预研究进展［J］. 中华现代护

活，使氧自由基的产生增多，刺激了单核细胞，从
而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如 IL-6、TNF-α 等，并保
持患者体内免疫微炎症的状态［20］，干预后研究组

hs-CRP、IL-6、TNF- α（2. 95±0. 56、8. 09±1. 37、

理杂志，2019，25（16）：2105-2108.

［11］ 张珀璇，张月君，陆红雨，等 .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
者睡眠障碍、相关因素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J］. 中
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17，18（2）：131-133.

3. 35±0. 84）均 低 于 对 照 组（3. 96±0. 41、10. 37±

［12］ 尹丽霞，胡晓艳，张海林，等 . 透析中运动对维持

合血液透析滤过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微炎症

［13］ HUI D S C，WONG T Y H，KO F W S，et al. Prev⁃

1. 76、5. 47±0. 87）
（P＜0. 05），表明安神热奄包联
状态。

性血液透析患者透析充分性及睡眠质量的影响

［J］. 中国护理管理，2017，17（11）：1478-1481.

alence of sleep disturbances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综上，采用安神热奄包联合血液透析滤过可

end-stage renal failure on continuous ambulatory

达到减轻免疫微炎症状的治疗效果，同时，对睡眠

peritoneal Dialysis［J］. Am J Kidney Dis ，2000，36

质量和透析质量亦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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