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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病管理对初次透析患者的益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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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慢病管理对初次透析内瘘使用率的影响。方法：选取本院肾内科2020年1月~6月慢

性肾衰3~5期患者30例为对照组。2020年7月~12月慢性肾衰3～5期患者30例为观察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

规护理。观察组在以上常规基础上纳入慢病管理团队，提供个性化指导。比较两组患者初次透析内瘘使用率

及内瘘并发症，初次透析时生化指标。结果：对照组患者初次透析内瘘使用率20%；观察组患者初次透析内

瘘使用率38.1%，观察组内瘘并发症低于对照组 (P<0.05)，初次透析时，观察组患者白蛋白、血红蛋白、血

钙水平高于对照组，而观察组患者尿素氮、血磷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5)。结论：慢病管理+互联网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延缓慢性肾病进展，降低患者死亡率，提高初次透析内瘘使用率，降低内瘘并发症，降低感染

率，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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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low disease management on the use of initial dialysis. 
Methods: 30 patients with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nal attenuates from January to June 20, 2020 were control groups. 
30 patients with chronic renal attenuates in July-December 2020 were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gave routine care. The observation group is included in the slow disease management team based on the 
above regulations to provide personalized guidance. Compared the primary dialysis of the initial dialysis in the two 
groups and the biochemical indicators of the inner dialysis. Results: The initial dialysi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20%; 
the initial dialysi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38.1%,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When the initial dialysis, the observation group patient albumin, hemoglobin, blood The calcium level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level of urea nitrogen and blood phosphorus in patients with observation group i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Slow disease management+Internet improves patient life quality, delaying 
the progression of chronic nephropathy, reducing the mortality rate of patients, improves the use of primary dialysis, 
reducing internal fistula, reducing infection rate, is worth clinically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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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慢性肾病发病率大约 10.8%，其中 10%进

展到尿毒症期。血液透析是最常用的治疗方法。动

静脉内瘘是血透血管通路，犹如血透患者生命线，

动静脉内瘘建立简单，成本低廉，通畅率高且并发

症低。但内瘘术后需8~12周，方可使用，故计划性

建立血透用血管通路十分重要，目前超过 60%的血

透患者初次透析所采用的通路类型为各种中心静脉

导管 [1]。互联网医疗服务将为慢病患者提供更安全、

更便捷、更优质的管理服务 [2]。本研究对慢病管理+
互联网对提高初次透析内瘘使用率应用的形势作出

报道，以期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肾内科 2020年 1月~6月慢性肾衰 3～
5期患者 30例为对照组，男 19例，女 11例，年龄

18~88岁，平均 (48.16±14.13)岁，采用常规疾病管

理、健康教育、电话随访；2020年7月~12月慢性肾

衰3～5期患者30例为观察组，男17例，女13例，年

龄19~89岁，平均 (47.14±15.09)岁，纳入标准：年

龄满18周岁，肾小球率过滤15~45ml/(min.1.73m2)；
连续 3个月肾功能平稳。排除标准：患者具有精神

疾病病史；患者及家属无智能手机。两组患者性别、

年龄、原发病、血生化指标、文化水平等情况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无可比性。

1.2方法

1.2.1对照组　患者住院期间管床医生，护士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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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给予患者治疗护理门诊随诊。

1.2.2观察组　具体流程如下：慢病管理团队内

有医生、护士。团队制定标准宣教内容，建立移动

宣教平台和微信群 [3]。制定慢病管理流程。慢病管

理团队承担患者住院时和出院后的肾病专科健康教

育和随访工作 [4]。慢病管理小组个性化指导患者做

好肾脏替代治疗准备，为顺利进行自体动静脉内瘘

手术创造良好的条件 [5]。通过慢病管理+互联网与施

行动静脉内瘘成形术的患者提前预约 [6]。

1.3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进入血液透析，初次透析患者动

静脉内瘘使用率及观察内瘘并发症 [7]。采集初次透

析前空腹血作为有关指标的监测。患者满意度调查、

初始透析120天的死亡率 [8]。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分析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 t检验。以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表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x±s)

组别 n 白蛋白 (g/l) 血红蛋白 (g/l) 尿素氮 (mmol/l) 血钙 (mmol/l) 血磷 (mmol/l) logPTH(pg/ml)

观察组 30 35.20±2.45 106.22±2.74 10.36±1.53 2.37±0.23 1.87±0.34 2.46±0.30

对照组 30 31.39±3.13 92.41±3.52 12.57±1.62 2.21±0.26 2.09±0.45 2.71±0.41

T - 5.250 16.96 5.432 2.524 2.136 2.695

P - 0.000 0.000 0.000 0.014 0.036 0.009

2.2 两组临床结局比较

表2　两组临床结局比较 [n(%)]

组别 n 成熟动静脉内瘘 中心静脉导管 并发症 满意度 死亡率

观察组 30 8(38.0) 13(62.0) 5(16.0) 30(100.0) 1(4.0)

对照组 30 5(20.0) 20(80.0) 6(20.0) 27(90.0) 3(12.0)

3讨论

慢性肾脏病为一种慢性、需要终身进行健康管

理的疾病，所以慢病管理尤为重要 [9]。在我国现在

慢性肾脏病患者出院后的延续管理方式以电话随访

存在一定的限制性，互联网+慢病管理不需要受空

间以及时间的约束，随时随地地对患者实行健康指

导，宣教内容具备适用性，慢性肾脏病患者及家属

容易接纳，提高了慢性肾脏病患者的治疗获益 [10]。

综上所述，慢病管理 +互联网可以提高慢性肾

衰患者生活质量，延缓慢性肾病进展，提高初次透

析内瘘使用率，降低内瘘并发症，降低初始透析患

者死亡率，降低医疗费用，降低医院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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