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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形成重症患者血液净化护理实践中国专家共识，为重症血液净化患者的护理提供 

指导。  方法  系统查阅文献资料并结合专家临床经验，列出重症患者血液净化过程中的护理问题，设 

计专家函询表，通过德尔菲专家函询法和专家会议法对各个条目进行修改、完善。结果  对重症患者 

血液净化护理 5 个方面的 35 个条目达成共识。结论  制订中国重症血液净化护理的专家共识，为临床 

护理人员实施重症血液净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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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consensus of Chinese experts on the practice of blood purification 

nursing care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so a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nursing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blood purification. Methods    W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literature and combined with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experts， listed the nursing problems in the blood purification process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designed the expert 

letter inquiry form， and revised and improved each item through the Delphi expert letter method and the expert 

meeting method. Results    A consensus was reached on 35 items in 5 aspects of blood purification nursing for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Conclusions    The expert consensus on the nursing of critical blood purification in China 

has been formulated， providing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nurses to implement critical blood pu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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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血液净化是在重症医学理论指导下，研究 

机体内环境与重症的相关性及变化规律，研究并应 

用血液净化技术治疗重症的科学 [1] 。重症血液净化 

治疗所涉及的环节较多，护理过程相对复杂，做好 

并不容易。传统的血液透析共识或指南并不能很好 

地适用于重症血液净化。目前，重症血液净化的护 

理在全国尚缺乏统一的培训教材、共识或指南，各 

地区的重症血液净化护理存在一定差异性。为进一 

步提高重症血液净化护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同质 

化，有必要制订中国重症血液净化护理共识。 

一、共识形成 

2019 年 6 月中国重症血液净化协作组委派其护 

 

理学组组织国内重症血液净化相关专家撰写本共 

识。共识内容以临床实践经验为基础，检索和查阅 

了大量国内外文献，经多轮会议讨论和沟通确定共 

识内容。文献检索数据库包括 PubMed、大医医学搜 

索、CNKI、万方数据库，以近 5 年国内外的系统综述、 

Meta 分析、RCT、指南、专业书籍等为主。由 10 名重 

症护理专家组成工作组， 每 2 名专家组成专题组， 负 

责其中 1 个专题，完成相关文献的查找、阅读、专家 

意见的收集和共识条目初稿的书写。之后工作组召 

开内部讨论会， 针对每一条目逐一讨论和修改。 

通过“问卷星”的形式将共识基本条目发送给 
中国重症血液净化协作组专家，为每项共识意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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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强度进行计分评价并提出修改意见。每项共识 

条目的推荐强度标准基于专家自身的认同度及专家 

对相关文献回顾的循证证据，最终综合评分以 0~  

9 分计分，确定各条目的推荐强度。其中 0 分为不推 

荐，9 分为强推荐， 分数由低到高表示推荐强度逐渐 

增强，此评价过程重复 2 轮，综合获得较为完善的共 

识条目和推荐强度，每条共识意见的推荐强度以均 

数 ± 标准差(x ±s)表示，针对修改意见，查阅文献， 

寻找新的证据，对共识进行完善。组织中国重症 

血液净化协作组专家进行 2 轮线上讨论，于 2021 年 

3 月初形成共识终稿，包括 5 个版块(即重症血液净 

化护理管理、血管通路维护、上机护理、运行护理、 

下机护理)35 个共识条目。 

本共识的制订以科学性和实用性为原则，旨在 

推进重症血液净化护理的规范化、标准化与同质化 

管理， 以期改善重症患者的预后。 
二、共识内容 

1. 管理篇：  由于重症血液净化治疗涉及的环节 

较多，护理过程相对复杂并存在较高风险，在护理 

管理方面应加强重症血液净化技术的培训和质控， 

以进一步提高重症血液净化的护理质量。(1)推荐 

从事重症血液净化的护士需经过系统的重症血液 

净化培训，并获得相关资质[(8.15±1.26)分]。重 

症血液净化以重症患者的内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和 

干预靶点，由于重症患者病情的复杂多变性，决定 

了重症血液净化的方式不是固定不变的，需要灵活 

选用不同的血液净化技术。因此，作为从事重症血 

液净化的护理人员需要接受全面培训，培训内容应 

涵盖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国外有研究显示，重症 

血液净化初级课程一般为 4~12 h[2-4] 。美国班纳医 

疗中心制订了包含在线预习模块、教学课程和模拟 

培训三部分内容的培训项目，其初级课程是为连续 

肾脏替代疗法(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 

CRRT)初学者设计，中级课程针对的是有 6 个月~  

1 年 CRRT 护理经验的学习者，高级课程是专为有 

2 年以上 CRRT 护理经验的护士设计 [5]。推荐各医 

疗卫生机构根据重症血液净化护士的层级采用分阶 

段、进阶式的培训方式培训，课程可设置初、中、高 

级 3 个层次，初级课程是为重症血液净化技术的初 

学者设计，中高级课程是为有一定重症血液净化护 

理经验的学习者设计。培训考核合格并取得相关资 

质后方可从事血液净化护理相关工作 [6-8]。(2)推荐 

定期对重症血液净化护理人员的能力进行评估与 

再培训[(7.91±1.22)分]。在完成初步培训后，保 

 

持并进一步提升护理人员的能力尤为重要，主要是 

因为一些医疗机构的 ICU 内行重症血液净化治疗的 

患者总体数量并不多。加拿大有调查表明，大多数 

医疗单位(75%)每个月只有 1~5 例患者接受重症血 

液净化治疗，维持这种操作复杂、但实践频率较低 

的技能比较困难，因为护士可能要几个月才能护理 

另一例接受重症血液净化治疗的患者 [9] 。因此，建 

议每个医疗机构或卫生保健系统都必须制订自己 

的能力评估计划，进行持续的培训、实践和定期评 

估，以保证护士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水平 [2，4]。(3)推 

荐 1 名护士最多同时看护 1~2 例行重症血液净化治 

疗的患者[(7.62±1.30)分]。国内《血液透析室建 

设与管理指南(征求意见稿)》明确了“血液透析室 

护士的配备应当根据透析机和患者的数量以及透析 

环境等合理安排，每名护士负责操作及观察的患者 

应相对集中且数量不得超过 5 个”[10] 。由于重症血 

液净化治疗的特殊性，护患比不能照搬常规血液透 

析。2020 年血液净化 SOP 规定，血透室护士到病区 

行 CRRT 治疗时，每名护士最多同时负责 CRRT 机 

器 2~3 台。由于重症患者病情严重且复杂多变，重 

症血液净化护士除了密切监测生命体征外还有较 

多的护理操作。此外，重症血液净化技术涉及环节 

繁多，包括操作流程、参数监测、医护合作等， CRRT 

管理不当会导致频繁的治疗中断、体外循环凝血 

等，进而会造成实际治疗时间缩短、实际超滤量减 

少，不仅不能达到治疗的充分性，增加患者的血液 

丢失，而且会增加护士的心理压力，间接增加 CRRT 

治疗费用，延长 ICU 住院时间 [11] 。加拿大 78% 接受 

CRRT 治疗的患者接受护患比为 1︰1 [9， 12] 。中华医 

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于 2006 年颁布的《中国重症加强 

治疗病房(ICU)建设与管理指南》中要求 ICU 的床 

位数与护士的固定编制人数之比为 1︰(2.5~3)以 

上，而调查结果显示全国 ICU 的实际床护比约为 1︰  

1.45，处于缺编状态 [13-17] 。鉴于国内 ICU 护士人力 

资源现状，对于 ICU 主导的血液净化(即 ICU 独立管 

理 CRRT 设备)，建议 1 名 ICU 护士最多同时看护 1~  

2 例行重症血液净化治疗的患者。对于肾内科主导 

的重症血液净化(即肾内科护士到 ICU 管理 CRRT 设 

备)，1 名肾内科护士最多可同时负责 2~3 台 CRRT 

机器。(4)推荐开展重症血液净化治疗的科室建立 

重症血液净化质控体系[(8.41±0.70)分]。重症血 

液净化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治疗技术。有研究表明， 

在临床中很少有团队对 CRRT 进行很好的质量控 

制，由于接受 CRRT 的重症患者可能会受到多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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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响， CRRT 的质量往往欠佳 [18-19]。因此，有越 

来越多组织包括“急性疾病质量倡议(ADQI)”和“肾 

脏疾病： 改善全球预后(KDIGO)”在内的几个权威组 

织致力于开发针对 CRRT 有证据支持的高质量的质 

量控制体系 [20-25] 。推荐开展重症血液净化治疗的 

科室安排专职质控人员，用科学有效的质控工具和 

方法，建立包括结构、过程、结果三方面内容的质控 

体系，进行持续质量改进。(5)推荐采用标准化的流 

程图表改善重症血液净化的质量[(8.15±0.96)分]。 

CRRT 技术操作繁杂，对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 

比较高，临床中经常遇到各种报警和意外事件，需 

要持续关注 [26]；合理、科学、具有预警意识的护理 

是保证 CRRT 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27] 。核查单作 

为一种动态的风险管理工具，是以表单的形式为操 

作者提供了在管路安装过程中应注意的关键环节， 

大大减少了物品遗漏和管路安装不到位等情况的 

发生，能够有效避免上机前各种风险事件的发生， 

可以保证 CRRT 的顺利进行 [28] 。2016 年 ADQI 连续 

肾脏替代治疗的精准液体管理共识提出，每个开展 

CRRT 的单元都应该制订标准化的液体管理流程， 

包括图表、参数和标准化的流程图，最好可以生成 

电子记录，图表应将 CRRT 的机器参数和患者的液 

体平衡参数区分开来，并将这些数据进行整合，从 

而提供一个完整的液体调节分析 [29] 。重症血液净 

化护理过程相对复杂，治疗时间长，参数多且需要 

动态调整，涉及多个班次的医护人员频繁交接班。 

因此，推荐重症血液净化采用床旁医护沟通单，内 

容涵盖液体平衡目标、容量安全目标、抗凝目标、血 

压目标等， 以提高重症血液净化的护理质量 [1]。 

2. 血管通路维护篇：血管通路是血液净化治疗 

得以实施的关键通路，重症患者的临时血管通路容 

易出现血栓、出血、感染等并发症。因此，加强血管 

通路的维护是减少重症患者的并发症及重症血液净 

化治疗顺利进行的关键。(1)推荐血液净化导管接 

头部位使用无菌或抗菌敷料包裹[(8.0±1.30)分]。 

重症患者及其床单位不是无菌的，血液净化导管的 

接头因接触头发、唾液、汗液、大小便等而被污染的 

风险较高，从而增加血行感染的机会。为减少接头 

处的污染，推荐使用无菌敷料包裹血液净化导管与 

血液净化管路连接的接头部位。无菌敷料包括无菌 

纱布或无菌包布，根据血液净化导管的插管位置选 

择敷料的类型。国内也有一些医院采用消毒剂浸泡 

过的纱布包裹血液净化导管的接头部位预防感染， 

即湿式包裹法或称抗菌敷料包裹法。理论上湿式包 

 

裹法较无菌敷料包裹法效果更好，但仍需进一步研 

究验证。(2)推荐根据穿刺点渗液情况及血行感染 

高危因素选择敷料[(8.18±1.03)分]。医生置管后 

及日常维护中，护士应根据穿刺点周围有无渗液等 

情况选择敷料。有研究表明，用于中心静脉导管的 

敷料应保持干燥，敷贴局部可能出现的潮湿等状况 

增加了定植和感染的机会 [30] 。如果患者出汗多或 

穿刺点周围渗液，应使用纱布敷料，如果穿刺点无 

渗液，应选择透明敷料 [31 -33] 。敷料的选择还要根据 

患者血行感染的高危因素进行选择。2019 年《导管 

相关感染防控最佳护理实践专家共识》指出，年龄 

2 个月以上的患者，建议在以下情况时采用葡萄糖 

氯己定乙醇抗菌敷料。①在采用基础预防策略后， 

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行感染(CLABSI)发生率仍然 

不能降低； ②患者有 CLABSI 的高危因素； ③反复发 

生 CLABSI 感染患者 [34]。(3)推荐根据敷料的性质 

及渗液情况决定敷料的更换频次[(8.21±0.88)分]。 

有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患者使用哪种敷料，较长的 

换药间隔时间未增加局部感染率，而每 2 天换药 

1 次的患者出现局部皮肤损伤增多，同时较长的换 

药间隔时间还能节省医疗费用 [30] 。用于中心静脉 

导管的敷料应该保持干燥，敷料下皮肤一旦潮湿，更 

易发生细菌定植，如果敷料潮湿、松动或污染需及 

时更换 [32] 。国内外多个指南均指出，如选择纱布敷 

料，应至少每 2 天更换 1 次；若穿刺部位发生渗液渗 

血时，应及时更换敷料。如选择透明敷料，应每 5~  

7 天更换 1 次敷料，穿刺部位的敷料发生松动、污染 

等完整性受损时应立即更换 [31 -33] 。应根据敷料的 

性质决定更换频次，无菌纱布敷料应至少每 2 天更 

换 1 次，无菌透明敷料应至少每 7 天更换 1 次。(4)推 

荐临时血管通路的建立与维护首选 2% 氯己定乙醇 

溶液作为消毒剂[(7.97±1.06)分]。美国静脉输液 

护理学会制定的《2016 输液治疗实践标准》中提出， 

维护中心静脉导管(CVC)所使用的消毒剂为含量＞  

0.5% 的氯己定乙醇溶液 [31]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医院感染控制顾问委员会制定的《导管相关性血 

流感染的预防控制指南》中提出，在进行中心静脉 

置管、周围动脉置管和更换敷料前，使用含氯己定 

浓度＞0.5%乙醇溶液进行皮肤消毒[30]。2019年《导 

管相关感染防控最佳护理实践专家共识》中推荐使 

用＞ 2% 葡萄糖氯己定乙醇对皮肤进行消毒 [32] 。有 

文献指出，皮肤消毒剂从含 0.5% 的氯己定醇转变成 

含 2% 的氯己定醇后，患者的葡萄球菌感染率明显 

降低 [34] 。因此推荐血液净化导管的消毒剂首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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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氯己定醇，以降低导管相关性感染的风险。(5)枸 

橼酸抗凝的患者下机后，推荐回抽血液净化导管内 

的血液，检查有无凝血[(7.21±2.24)分]。枸橼酸 

抗凝是局部抗凝，并非全身抗凝，只有滤器和管路 

内的血液得到了抗凝，而血液净化导管的引血腔和 

回血腔内的血液并未得到抗凝。所以推荐枸橼酸抗 

凝的患者下机后回抽导管内的血液，检查有无凝血 

块。具体方法：用注射器快抽 2 ml 导管内血液，推 

注在纱布上，检查是否有凝血块，如果有凝血块，再 

次回抽血液检查，直至无凝血块抽出，然后再进行 

冲、封管 [35] 。通过这个操作，避免血凝块在冲封管 

时冲入体内，血栓堵塞肺动脉或其分支，造成肺栓 

塞等不良后果；也可以减少导管内凝血加重的风险， 

从而延长血液净化导管寿命。(6)推荐采用正确的 

冲、封管技术，维持导管功能[(8.68±0.59)分]。在 

使用封管液之前，血液净化导管的每个腔应该用抽 

取 0.9% 氯化钠溶液 10 ml 及以上注射器进行冲管， 

以冲净附着在导管内壁上的血液。冲管时建议使用 

脉冲式手法，最大程度减少血液在导管内的附壁残 

留 [31] 。血液净化导管末端有管腔的容量标示，为避 

免封管操作过程中封管液溢出进入体内，导致出血 

风险增高(尤其应用高浓度肝素钠时)或封管液量不 

足导致导管内血栓形成，应根据导管标记的导管腔 

容量计算封管溶液容积。通常封管液量为血管通路 

及附加装置内部容积的 120%，以保证封管液到达血 

液净化导管的尖端和内壁 [36] 。封管时为防止血液 

反流到导管尖端，导致堵管的风险增加，应注意在 

封管结束时，确保一次性夹闭导管，避免反复关闭 

夹子造成血液倒吸，夹闭夹子后再断开注射器 [37]。 

下机时，如果血液净化导管接头处有肉眼可见血栓， 

建议尝试回抽。如无法回抽血液，则不建议进行冲、 

封管操作，考虑拔除导管。(7)推荐根据患者出血风 

险个体化选择封管液及封管频次[(7.41±1.97)分]。 

置管后但不能立即进行血液净化治疗，或血液净化 

治疗间歇期需及时封管，防止导管内血栓形成。应 

评估患者的出血风险，个体化选择封管液 [38] 。无出 

血倾向时， 可选择普通肝素封管； 有出血倾向时， 推 

荐选择枸橼酸钠封管 [39] 。目前，临床应用于血液 

净化导管的肝素封管液浓度主要有中浓度(1 000~  

1 250 U/ml)和高浓度(肝素原液或接近原液)两种。 

10~100 U/ml 的低浓度肝素溶液主要用于普通中 

心静脉导管，而不适用于血液净化导管 [40]，肝素溶 

液浓度越低，对应的封管频率越高： 中浓度肝素溶 

液每 12~24 小时封管 1 次；高浓度或肝素原液封管 

 

频率为 2~3 d 1 次。高浓度肝素封管液的主要作用 

是降低封管的频次，从而减少导管相关性感染的风 

险 [41] 。但为了避免可能带来的出血风险，危重症患 

者在需要频繁地进行血液净化治疗时，不推荐使用 

高浓度肝素或肝素原液封管。此外，在疑似导管功 

能不良时，应避免使用高浓度肝素或肝素原液封管， 

防止因封管液无法正常排出，导致医源性凝血功能 

障碍。有出血倾向时或存在肝素过敏、肝素诱导血 

小板减少时，推荐使用枸橼酸封管。尽管有文献报 

道，浓度超过 30% 的枸橼酸钠溶液有抗菌作用，可 

降低导管内细菌定植 [42 ]，但封管过程中及封管后 

存在封管液“溢出、逃逸”，高浓度枸橼酸进入体内 

后可导致离子紊乱，部分患者出现手脚麻木，严重 

时诱发心律失常，对危重症患者造成潜在威胁，故 

目 前仅推荐危重症患者应用低浓度枸橼酸钠溶液  

 (＜ 5%)进行封管 [43] 。已有的临床研究显示，在使 

用 4% 枸橼酸钠溶液时，每 12~24 小时 1 次封管频 

率即可达到理想的抗血栓形成效果 [44]。 

3. 上机篇：  由于重症患者往往存在血流动力学 

不稳定，且重症血液净化治疗存在多种模式，重症 

患者上机与血液透析具有不同的特点。本共识根  

据重症患者及重症血液净化的特殊性，提出以下推 

荐。(1)安装管路时不推荐戴无菌手套，与血管通路 

连接时推荐戴无菌手套[(7.97±1.27)分]。临床调 

查显示，护士戴手套进行操作时往往忽略手卫生，  

降低了手卫生的依从性 [45] 。因此，手套被不恰当使 

用不仅会造成医疗资源浪费，更可能给医务人员和 

患者造成潜在的危害 [46] 。在安装血液净化管路时， 

医护人员的操作是在无菌区和清洁区进行，因此严 

格手卫生即可；与血管通路连接时可能会与患者血 

液接触，按照标准预防和接触隔离原则需要戴无菌 

手套，以减少患者血行感染和保护医务人员 [47-49]。 

 (2)推荐根据患者的出血风险选择预充液[(8.03± 

  1.22)分]。血液净化治疗前要评估患者的凝血状态， 

以指导预充液种类和抗凝方案的选择。采用肝素  

盐水预充管路及滤器，即使使用 0.9% 氯化钠溶液将 

预充液冲掉，滤器膜上仍会吸附一定量的肝素，在 

血液净化运行过程中会脱落，造成患者凝血时间延 

长， 增加出血风险 [50]；而单纯使用 0.9% 氯化钠溶液 

预充管路和透析器，既可以降低患者发生出血的危 

险，亦可以避免肝素可能导致的肝素诱导的血小板 

减少症(HIT)等不良反应 [51] 。同时，也有研究显示， 

用肝素盐水预充和 0.9% 氯化钠溶液预充其血栓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2] 。因此，推荐对于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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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血液净化导管常见封管液种类及封管频次 
 

出血风险 封管液种类 封管液浓度 封管频次 

无出血风险 肝素 1 250 U/ml 

高浓度或肝素原液 
每 12~24 小时 1 次 
每 48~72 小时 1 次 

有出血风险、肝素过敏、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 枸橼酸钠 4% 枸橼酸钠 每 12~24 小时 1 次 

 
 

出血风险的患者，使用生理盐水预充后行枸橼酸抗 

凝 [53]；对于无出血风险或轻度出血风险的患者，方 

可使用肝素盐水预充 [54]。(3)采用肝素盐水预充的 

管路和血液净化器，推荐上机前使用 0.9% 氯化钠溶 

液冲净[(8.59±0.70)分]。为减少进入体内肝素量、 

方便医生调整肝素剂量、降低出血风险，在管路连 

接至血管通路之前，使用 500~1 000 ml 的 0.9% 氯 

化钠溶液冲净血液净化管路内未吸附的肝素盐水， 

可以避免因肝素使用过量，导致患者的凝血指标明 

显延长，降低了肝素随体外循环带入体内而增加出 

血的概率 [52， 55-56]。(4)推荐上机前评估血液净化导 

管通畅性[(8.09±1.26)分]。通畅良好的血管通路 

可以延长血液净化器的使用时间、减少非计划下机 

的次数，是保证血液净化顺利进行的关键 [8] 。因此 

推荐上机前，除评估导管的位置、使用时间、置管处 

皮肤、导管固定情况外，必须对导管通畅性进行评 

估[57] 。判断导管通畅后方可连接管路开始治疗 [52]。 

如果发现导管功能不良，应及时判断原因并处理。 

导管通畅性评估方法：在血液净化导管的引血端  

接 5 ml 注射器，松开导管夹，快速回抽，如果在 1 s 

内能顺利抽出 3~4 ml 封管液和血液(较 6 s 内抽出 

20 ml 的方法节省血液)，即证明导管的血流量可达 

到 180~240 ml/min，可以正常使用。由于抽出的血 

液中可能含有脱落的血栓，不宜将其注回导管内。 

 (5)上机时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患者推荐双连接法 

  [(7.79±1.32)分]。上机的连接方法分单连接法和 

双连接法两种方法。单连接法是先将引血端与患者 

的血管通路相连，血泵运转后待血液净化管路中的 

血液达到回血端管路时，暂停血泵运转，再将回血 

端与血管通路相连，继续运转血泵，开始治疗。这 

种连接方法易致血管内容量急剧减少，可能会加重 

患者的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产生不良后果 [58] 。双连 

接法是将血液净化管路的引血端和回血端同时与患 

者的血管通路相连接，然后运转血泵，开始治疗，其 

不会导致血管内容量的下降。单连接法适用于无休 

克的患者，尤其适用于无休克的肺水肿患者；双连 

接法适用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不能耐受容量快速 

减少的患者 [52] 。因此，在血液净化上机前，要评估 

 

患者的循环情况，选择合适的连接方法 [59]。(6)采  

用肝素抗凝的患者，推荐在上机前给予肝素负荷量， 

达到抗凝要求再引血[(7.97±1.19)分]。普通肝素  

抗 凝是目前重症血液净化治疗中最常用的抗凝方   

法之一，首剂肝素给药时机对抗凝效果很关键 [52] 。 

肝素半衰期较短、起效时间和给药方式有关，静脉  

注射后即刻发挥最大的抗凝效应。因此，推荐上机  

前给予普通肝素首次负荷剂量 1 000~3 000 IU，监  

测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或激活凝血时间   

 (ACT)，达到抗凝要求后再上机；对于高钾血症、急  

性中毒等危重患者，需要尽快进行血液净化治疗， 

可以不等 APTT 回报，根据临床经验先给予负荷量  

后立刻进行血液净化治疗，待 APTT 结果回报后再  

调整肝素剂量。(7)血液吸附与 CRRT 串联时，推荐  

将吸附器安装在滤器之前[(7.24±1.83)分]。血液  

吸附器材料表面积极大，且生物相容性较差，可以  

激活血小板，导致血小板消耗性降低、吸附器凝血  

等不良反应 [60] 。吸附器与滤器和透析器相比，更容  

易发生凝血，所以，血液吸附治疗时，所需抗凝剂的  

剂量较其他血液净化方式大。血液吸附与 CRRT 串  

联时，体外管路既有吸附器又有滤器，当血液经过  

滤器后被浓缩，如果吸附器串联在滤器后，吸附器  

发生凝血的概率更会大大增加 [52] 。因此，血液吸附  

与 CRRT 串联时，推荐将吸附器放在滤器前 [61 -62] 。 

 (8)不推荐采用连续性静脉 - 静脉血液滤过(CVVH)  

模式进行血浆置换治疗[(7.47±1.93)分]。CVVH  

时使用滤器，而血浆置换时使用血浆分离器进行治  

疗。CVVH 和血浆置换均为对流原理，在跨膜压的  

作用下，溶质和水通过膜孔被清除。滤器的膜孔径  

平均为 2.9 nm，与滤器相比，血浆分离器的膜孔径  

更大，一般为 0.2~0.6 μm，是滤器膜孔径的数百  

倍。红细胞直径平均为 7.2 μm，与血浆分离器的  

膜孔径较为接近，在较高跨膜压的作用下，有可能  

变形、被挤进血浆分离器的膜孔中，发生破碎溶血。 

因此，进行血浆置换治疗时，跨膜压保持小于 60~   

  100 mmHg(1 mmHg=0.133 kPa)较为安全。滤器膜孔  

的直径与红细胞的直径相差甚远， CVVH 模式时， 无  

论跨膜压多高，一般不会发生红细胞被挤进滤器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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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而破碎溶血的问题。多数血液净化设备的 CVVH 

模式设定的跨膜压报警上限为 450 mmHg 左右(跨膜 

压上限不是防止红细胞破碎溶血，而是为了防止管 

路接头断开)。如果用 CVVH 模式进行血浆置换，可 

能在跨膜压没有报警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溶血。所 

以，不建议采用 CVVH 模式进行血浆置换治疗，而 

应该采用专用的血浆置换模式进行血浆置换治疗。 

4. 运行篇：重症血液净化运行过程中，存在容量 

管理、报警处理、抗凝管理、并发症处理等诸多环节，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质量问题都可能对重症患者产生 

不利的影响。本共识针对上述环节提出下列科学、 

实用性强的推荐。(1)推荐 CRRT 使用商售的成品置 

换液 / 透析液[(8.21±1.04)分]。置换液 / 透析液是 

CRRT 治疗及管理中的重要部分。置换液必须是无 

菌、无致热源的，透析液应该是无菌的，或者至少是 

超纯的(A 级) [1， 29] 。置换液 / 透析液的组成成分应 

该是与血浆生理电解质的组成成分相当，商售的成 

品置换液 / 透析液可以通过调整其电解质成分的浓 

度满足大多数临床情况(E 级) [29] 。成品置换液 / 透 

析液经过严格的无菌处理、细菌和内毒素检测；而 

自配置换液/ 透析液有污染和配制错误的潜在风险， 

可能威胁生命。欧美目前的置换液主要以商售成品 

为主，即预先配制的、袋装的与血浆成分接近的无 

菌溶液 [1] 。因此，推荐 CRRT 使用商售的成品置换 

液 / 透析液，而不是医院自配置换液 / 透析液。虽然 

建议使用成品置换液 / 透析液，但在某些特殊情况 

下可能需要自行配置置换液 / 透析液。2016 年急性 

疾病质量倡议(ADQI)组织共识提出，在这种特殊情 

况下，应由经验丰富的药剂师进行配液，并采取严 

格的质量控制措施，以确保不会发生错误(E 级) [29]。 

自行配置的置换液/ 透析液具有成本低、配方可随时 

调整的优点，但增加污染机会，增加人力成本，增加 

护理工作量[1]。(2)推荐 CRRT 时采用医护密切配合 

的目标指导容量管理(GDVM)策略[(8.62±0.74)分]。 

行 CRRT 治疗的患者的液体管理是一个动态过程， 

容量管理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环节。重症患者的 

容量调节区间非常窄，容量不足或容量过多均会带 

来不良后果，而 CRRT 治疗的危重患者已经丧失了 

液体自身调节的能力，患者的容量状态完全依赖于 

医生对血滤机的调整 [1] 。若脱水目标设置不恰当， 

或没有根据患者的容量状态进行参数调节，很容易 

出现容量不足或容量过多，影响患者预后。GDVM 

是由医生对液体平衡目标及容量安全值进行动态 

设定、护士滴定式调节 CRRT 脱水速率实现液体平 

 

衡目标并进行反馈调整，通过良好的医护配合实现 

CRRT 期间精准的液体管理的方法 [1， 63] 。GDVM 策 

略有助于避免容量不足或容量过多等情况的发生， 

提高 CRRT 质量并改善患者预后，同时具有很好的 

临床操作性，值得推广 [63]。(3)推荐 CRRT 过程中护 

士每小时调整液体平衡并记录[(7.91±1.11)分]。 

GDVM 是动态的过程，2016 年连续肾脏替代治疗的 

精准液体管理(ADQI)共识指出，患者的液体平衡应 

该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如 1~2 h)进行重新评估 [29]。 

这就要求责任护士准确记录患者每小时的入液量 

和出液量，为实现液体平衡目标管理提供参考数 

据。由于 ICU 的重症患者往往存在循环不稳定或 

脑水肿、肺水肿等情况，多数应该实行三级水平容 

量管理，也就是连续血液净化时护士每小时调整液 

体平衡并记录，力求达到符合生理要求的最佳容量 

状态 [1， 64]。(4)推荐 CRRT 过程中护士采用“量入为 

出”的原则调整净超滤率(脱水率)，主动滴定液体平 

衡[(8.35±0.81)分]。护士在实现液体平衡目标时， 

要采用“量入为出”(即根据预估的每小时入量主动 

调节脱水率)原则，即先主动预估下一小时的液体 

入量之和，包括常规液体入量、饮食(水)量、需要输 

的血制品入量、CRRT 置换液 / 透析液之外的液体入 

量(如单独输注的碳酸氢钠、抗凝剂、钙剂等)，然后 

预估下一小时的出量(如尿量、引流量、胃肠减压量、 

排便量、汗液量等)，最后根据预估的入出量值及液 

体平衡目标设置每小时的脱水速率 [29]。在 CRRT 

过程中，护士主动预估液体入出量，以量入为出原 

则，滴定式调整净超滤率(脱水率)，有助于实现精准 

容量管理 [29]。(5)推荐 CRRT 过程中密切追踪并动 

态 处 理抗凝 检 测 结果[(8.56±0.79)分]。CRRT 中 

需要对凝血功能及相关指标进行定时监测，并及时 

调整抗凝药物的剂量，以减少抗凝相关的并发症[1]。 

肝素全身抗凝时，在开始治疗前和开始治疗后 4 h 

分别测量 APTT，然后按照治疗方案进行，每 4~  

12 小 时 测 量 1 次，使 APTT 达 到 55~90 s[65] 。枸橼 

酸局部抗凝时，在开始治疗前和开始治疗后 1 h 测 

量体内、体外血清游离钙浓度，然后按照治疗方案 

进行，每 1~6 小时进行 1 次测量 [65] 。如果抗凝检测 

结果达标或超标一般会有检验科的危急值提示；如 

果抗凝检测结果不达标，则一般无危急值提示。因  

此，需要医护人员密切追踪抗凝化验结果，及时调 

整抗凝剂用量，以避免滤器及管路堵塞或引起出血 

风险。(6)血液净化的报警应第一时间查找原因并 

正确处理[(8.35±0.81)分]。CRRT 过程中，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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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异常情况引起的机器报警，如果未能及时处理 

或处理不当，一方面导致血泵停转，血流不畅使凝 

血机会增加， 进而耗材用量增多， 治疗费用增加； 另 

一方面治疗效率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造成血栓、 

气栓、感染等严重并发症，危及患者生命。因此，当 

CRRT 治疗时出现问题或机器发生报警时，应尽快 

明确原因，及时、正确地处理 [1， 66]。(7)推荐血液净 

化报警的模拟培训和演练，以提高正确处理报警的 

能 力[(8.35±1.18)分]。CRRT 的 报警 处 理 由 医 生 

和护士合作进行，接受过 CRRT 培训的护士是管理 

CRRT 治疗的重要条件 [67-68]。美国 Przybyl 等 [67] 提 

出用高仿真模拟对护士进行 CRRT 培训。高仿真模 

拟由 5 个不同的技能组成，包括预充、报警处理、上 

机时低血压、心脏骤停和心肺复苏。在模拟培训中， 

培训者将 CRRT 常见的故障报警等现象进行模拟化 

培训演练，以提高护士早期识别报警和正确处理报 

警的能力 [67]。(8)推荐重症患者行血浆置换治疗时 

采用同步置换的方式[(8.12±0.98)分]。血浆置换 

需要丢弃大量血浆，为维持体内胶体渗透压及有效 

血容量，避免内环境紊乱，必须同时补充置换液。 

目前，常用于血浆置换的置换液包括血浆、人血白 

蛋白、人工胶体或晶体 [69-70] 。置换液补充原则为等 

量、等速， 避免血容量波动； 维持胶体渗透压相对稳 

定。对于内环境相对稳定、无明显脑水肿、肺水肿、 

休克或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病情相对较轻的患者， 

可以采用非同步置换的方式，即先输入人工胶体或 

晶体，后输入血浆或人血白蛋白 [1]；而对于存在明 

显脑水肿、肺水肿、休克或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等病 

情相对较重的患者，血浆置换时如果先采用人工胶 

体或晶体作为置换液，会导致患者血浆胶体渗透压 

一过性下降，引起水向血管外转移、病情加重，即使 

再输入血浆或人血白蛋白，病情也难以逆转。因此， 

对于病情较重的患者，血浆置换应采用同步置换的 

方式，即外源性血浆与弃浆同步进行，不使用人工 

胶体或晶体作为置换液。(9)血浆置换出现变态反 

应时，推荐根据变态反应程度决定是否终止血浆置 

换治疗[(8.06±1.15)分]。血浆置换前可给予地塞 

米松等预防变态反应的发生。尽管如此，血浆置换 

时仍可能发生变态反应，最常见的症状是轻度变态 

反应，如皮疹、皮肤瘙痒、寒战、发热发冷、口唇及 

全身麻木等 [71] 。血浆置换过程中如果出现变态反 

应，需要根据变态反应的严重程度决定处理方案。 

如果患者出现的变态反应较轻，可以不停止血浆置 
换治疗，仅需减慢血浆置换速度，弃掉可疑血浆，及 

 

时对症处理，密切观察病情变化。但是当患者出现 

过敏性休克等严重并发症，危及生命时，应立即停 

止血浆置换， 给予吸氧、抗过敏、抗休克治疗 [1，72]。 

5. 下机篇：  由于重症患者可能存在严重心功能 

不全，常规回血时可能加重心力衰竭；CRRT 的治疗 

时长通常超过 24 h，重症患者及重症血液净化的上 

述特点决定了血液透析可能会存在不同的下机方  

式，本共识对重症血液净化的特殊下机情况进行推 

荐。(1)采用机器回血最低限也不能保证患者安全  

时， 推荐采用血袋回血法或弃血法[(7.21±1.72)分]。 

临床中多数血液净化设备的最低回血速度范围为  

  10~30 ml/min。成人 CRRT 管路及滤器中液体含量 

约 200 ml，换算成回血时间范围是 6~20 min[73] 。在 

此时间范围内，对于心功能Ⅲ~Ⅳ级的严重心力衰 

竭患者，将 200 ml 机血回输至患者体内仍可能会导 

致心力衰竭加重 [74-75] 。虽然部分血液净化设备的 

最低回血速度可调至 1~10 ml/min，但是如果采用过 

慢的回血速度会增加管路凝血的风险。因此，对于 

心功能Ⅲ~Ⅳ级的严重心力衰竭患者及体重较小的 

儿科患者不宜采用机器回血法，可使用弃血法或回 

血速度慢且无凝血风险的血袋回血法[74， 76] 。血袋回  

血法是将 200 ml 机血先回收到含有枸橼酸抗凝剂的 

一次性血袋内，以 50 ml/h 的速度在 4 h 内缓慢输注至 

患者体内，减少患者血流动力学波动及心力衰竭的 

加重 [74]。(2)禁止采用空气回血法[(7.97±1.80)分]。 

空气回血法是指在血液净化治疗结束时用空气回  

血。首先断开引血端，使之暴露于空气中，以 20~  

50 ml/h 的速度利用空气驱回血液，当空气到达回血 

壶时，夹闭管路并停止血泵 [77] 。血液净化治疗结束 

下机回血时单使用空气回血法自 2000 年以来很少 

使用，原因是管路中的压力梯度和湍流可能会产生 

气泡，伴随血液回流入患者体内造成空气栓塞 [78]。 

此 外，血液与空气接触可能会增加感染机会  [ 7 9 ]。 

CRRT 结束治疗时应全程使用 0.9% 氯化钠溶液回 

血 ，严禁空气回血  [ 8 0 ]。(3)推荐动态观察血液净  

化管路的各项压力值，接近报警上限时及时下机  

 [ (7.91±1.64)分]。管路各项压力值的动态变化可 

以间接反映血液净化治疗过程中的管路及血液净化 

器的状态。临床血液净化治疗过程中，常根据滤器 

前压(PFP)、跨膜压(TMP)及回血压(PV)的数值判断 

管路凝血状况。例如， PFP 达到 150~180 mmHg 或 

TMP 达到 250~300 mmHg 时，表明滤器已经发生明 

显凝血，无法继续工作较长时间 [78， 81] 。因此，在各 

项压力值达到报警上限的 90% 左右时主动回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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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可以避免滤器或回血壶完全堵塞无法回血造成的 

血液浪费。同时，需注意观察回血壶和血液净化器 

有无血栓形成，注意管路有无异常抖动现象，必要 

时提前回血，以减少相关并发症的发生[78，82]。另外， 

血液净化治疗期间若使用膜型血浆分离器，TMP 则 

不应超过 60~100 mmHg(具体参见不同厂家血浆分 

离器说明书)，以避免增加治疗期间溶血风险。当 

连续血液净化并联 ECMO 治疗时，血液净化引血端 

和回血端压力主要受 ECMO 管路压力影响，并不能 

真正反映管路或回血壶的凝血情况，应注意区分。 

 (4)推荐在无明显凝血的情况下，连续血液净化单套 

管路和滤器的使用时间不超过 72 h[(7.88±1.84)分]。 

从溶质清除角度讲，滤器的效能随着运行时间的延 

长逐渐下降，清除溶质的能力降低。因此，应该在 

治疗一定时间后主动更换滤器。从防治感染角度讲， 

血液净化体外管路和滤器的运行时间越长，血行感 

染的概率越大。在血液净化治疗期间抗凝效果良好 

的前提下，应该主动停止血液净化治疗，更换管路 

和滤器 [83] 。从管路磨损角度讲，血液净化治疗过程 

中为了避免泵管损坏造成患者失血和血液污染，建 

议最长每 72 小时更换 1 次管路 [75] 。综上所述，推荐 

单次连续血液净化管路及滤器的使用时间上限为  

72 h[66， 82，84] 。使用不同的设备或者当血液净化治疗 

目的不同时，管路和滤器需按需更换。例如 oXiris 

滤器主要利用膜的吸附功能清除中分子炎性介质或 

内毒素，由于吸附具有饱和性，一般 12~24 h 更换 

  1 次。(5)推荐手动回血仅限于停电或机器故障导致 

的血泵停转[(8.29±1.03)分]。在血液净化治疗期 

间出现电源故障且没有紧急电源可用的情况下，血 

液必须经手动输回患者体内。手动回血时，空气监 

测器报警失效，必须同时监测患者和血滤机，最大 

限度地谨慎完成手动回血工作。若是血液净化器或 

管路堵塞时，使用手动回血会进一步增加管内路压 

力，回血端如有血凝块可能会被挤压至患者体内，引 

发血栓栓塞。若压力过大，管路及血液净化器各接 

头处或压力传导破裂，导致血液溅出，会增加职业 

暴露风险。因此，当滤器或管路堵塞，无法实现机 

器回血时，禁止手动回血。(6)血液净化设备不同部 

位应采用不同的消毒剂进行消毒[(7.06±2.20)分]。 

血液净化治疗结束下机后需做好血液净化设备终末 

消毒，不同部分应该采用不同的消毒剂进行消毒。 

建议血液净化设备终末消毒及储存根据不同机器按 

照生产厂家的要求分别进行，并确保在清洁和消毒 

前关闭设备并断开任何外接电压源。血液净化设 

 

备的机身可采用含氯消毒剂(≤ 1 000 mg/L)、乙醇、 

异丙醇或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如季铵盐)等消毒剂消 

毒。如遇到血液或滤出液污染时，必须先用浸泡过 

1 000 mg/L含氯消毒剂的一次性纸巾将污染物清除， 

然后再对机身表面进行二次擦拭消毒。血液净化设 

备的屏幕是否可以消毒要应根据不同设备的说明书 

决定 [85]，多数血液净化设备(贝朗、费森尤斯、旭化 

成、百特等)的屏幕可采用低效消毒剂进行消毒，如 

季铵盐消毒湿巾或 75% 乙醇，但不可使用含氯消毒 

剂或醛类等有较强腐蚀性的消毒剂消毒；部分血液 

净化设备(如日机装)的屏幕不允许常规使用任何消 

毒剂消毒，以避免加速屏幕老化。此外，部分血液 

净化设备对某些部位的消毒有特殊规定，如日机装 

血液净化设备的外置传感器不允许常规使用任何消 

毒剂消毒，以避免传感器加速老化；百特血液净化 

设备的泵曲柄不可使用含氯消毒剂消毒，避免部件 

腐蚀。 
三、建议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共识通过组织国内重症血液净化 

领域的一线权威专家，对重症血液净化护理方面的 

质量控制、血管通路维护、上机、运行及下机五大方 

面给出了全面且实用性强的推荐。相信本共识一定 

会很大程度地提高中国重症血液净化的护理质量。 

由于重症血液净化是一门新兴的亚专科，在重症血 

液净化护理的很多方面还没有很好的循证医学证 

据，所以在目前阶段，更多的是靠专家共识指导重 

症血液净化的护理实践。随着重症血液净化的不断 

发展，我们期待着有更多循证证据的重症血液净化 

护理指南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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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立医院(邢志群)、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邱占军)、广西壮族自 

治区人民医院(庞静) 

参与讨论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李奇、王小亭、张宏民)、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朱艳萍)、浙江省人 

民医院(姚惠萍、杨向红)、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高丽娟)、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彭小贝、赵双平)、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志文)、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李颖)、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尹彦玲)、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倪冬姝)、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谷春梅)、北京朝阳医院(唐静)、北京医院(温萌)、解放军总医院第 

五医学中心(田飞)、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黄德斌)、西安交通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韩娟)、河南省人民医院(朱世超)、山东省立医院 

 (韩瑜)、天津市北辰医院(燕朋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 

和医院(黄海燕)、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人民医院(王海燕)、武警特色医学中心(孙福月)、上海市第十人民医 

院(赵丽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胡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友谊医院(金艳鸿)、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附属八一儿童医院 

 (刘晓红)、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刘爱群)、浙江大学医学院附 

属第一医院(章华芬)、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八医院 

 (廖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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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可直接使用的缩略语(一) 
 
 

WHO(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            

ICU(intensive care unit，重症加强监护病房)                   

ARDS(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 

COPD(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 

AIDS(acquired immuno deficiency syndrome，获得性免疫 

缺陷综合征) 

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征) 
OSAS(obstructive sleep apnea syndrome，阻塞性睡眠呼吸 

 

暂停综合征) 

OSAHS(obstructive sleep apnea-hypopnea syndrome， 阻塞 

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VAP(ventilator associated pneumonia，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DVT(deep vein thrombosis，深静脉血栓) 

HDL(high-density lipoprotein，高密度脂蛋白) 

LDL(low-density lipoprotein，低密度脂蛋白)                

ALT(alanine aminotransferase，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TP(adenosine triphosphate，三磷酸腺苷) 
Cr(creatinine，肌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