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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血液透析滤过器？

主要适用于急、慢性肾衰竭患者的血液透析治疗、血液滤过治疗、血液透析滤过

治疗。在临床上也用于急性中毒患者的血液净化处理。

第一节 概 念

1.

2.

3.

治疗时间：

常规血液透析和血液透析滤过都为每次透析4－5小时。

治疗频率：常规透析每周2－3次，具体患者根据医嘱执行；透析滤过与常规透析

配合治疗，每周进行2次常规透析和1次透析滤过治疗，具体患者根据医嘱执行。

血液透析滤过器的必要条件：

必须具有高水分通透性和高溶质滤过率；

有足够的超滤系数，通常≥50ml/（h.mmHg）；以保证中大分子被有效清除。



 第一节 概 念

4. 血液透析滤过治疗的优越性：

① 血液透析滤过（HDF）成功地将血液透析（HD）和血液滤过（HF）结合起

来，即通过弥散高效清除小分子物质和通过对流高效清除中分子物质。

② 血液透析滤过除能够彻底清除患者血液中肌酐尿素等小分子毒素外，还能有

效清除患者血液中的中分子毒素，如甲状旁腺素（PTH）、β2微球蛋白（β2-

MG）、瘦素（Leptin）等，从而缓解由于中、大分子毒素蓄积而致的顽固性

高血压等心血管并发症；血液透析滤过能有效清除患者体内过多的β2-MG。

③ 在临床测试中常观察β2 M（11800Da）的清除率，β2 M是透析治疗中最想

要清除的毒素之一。

http://www.wiki8.com/dafen_17130/




第二节 产品技术

1. 产品结构

 聚醚砜血液透析滤过器由聚醚砜膜、壳体、封口胶、血帽盖、O型圈、保护盖、

标签、灭菌袋组成。

 透析器的核心材料透析膜选择了德国MB公司制造的聚醚砜（PES）膜，所有

其他原辅材料也都是符合长期的生物安全的材料。

透析液连接口：
标准亨氏接口

血液连接口：标准
鲁尔接口



部件 作用 特色

膜 通过半透膜原理滤除血液中的毒
素达到替代肾脏清除毒素

聚醚砜膜，良好的生物相容
性

壳体 支撑膜，透析液迚出口所在 长期安全使用的材料，耐辐
射

血帽盖 血液迚出口所在，壳体封端 红蓝颜色区分血液迚出口，
避免接错

O型圈 密封防漏 弹性好，密封性能优异

封口胶 分隔血液通道和透析液通道 切口端面光滑，减少凝血

2.

第二节 产品设计

部件作用



第二节 产品设计

3. 规格型号：3个

产品型号 PES16HDF PES18HDF PES20HDF

有效膜面积（单位：㎡） 1.6 1.8 2.0





卓越的生物相容性

1.

 实现手段：

 材料选用、装配工艺、灭菌工艺

 毒理学研究及风险管理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长期使用的安全性。

按照药品GMP、医疗器械GMP对产品进行毒理学研究，进行系统的风

险管理，确保产品长期使用的安全性。



满足临床的个性化治疗方式

1.

 膜面积：欧美国家多用1.5---2.0 ㎡

 但随着透析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临床喜欢选择大面积的产品，面积的选择

同时也作为临床透析充分性的指标之一。

满足个性化治疗:不同规格膜面积不同，以提供给不同体重、血液量等不同条件的

患者使用。

透析初期膜面积选用原则

干体重大---体外循环血量多：用大面积

干体重小---体外循环血量少：用小面积



更高的超滤系数、优异的透析性能

2. 更高的超滤系数、

β2M清除率、毒素清除率高；

HDF



集聚分流 无透析液流

更高的超滤系数、优异的透析性能

3. 清除率高

实现手段：P.E.T技术

空间纱的应用

波纹状膜束

使透析膜与透析液有更充分的接触



更高的超滤系数、优异的透析性能

4.

血液侧表面

Red: 疏水区域

Green: 亲水区域

Blue: 活性中心

长时间清除率高

实现手段：A.S.M技术

在膜的血液侧生成活性中心

使膜对蛋白质有排斥作用

减少膜孔堵塞



更准确的分子筛分曲线

5.

聚醚砜
膜

更准确的分子筛分曲线

实现手段：S.E.T技术

三层海绵状结构；

降低了中空纤维壁的厚度

膜孔更加均匀



更大程度节流来自透析液的内毒素

6. 内毒素截留能力

截留来自透析液的内毒素，降低高通

透析时内毒素进入血液侧的风险。

手段：三层网状结构

o外层：致密层，阻挡内毒素

m中层：网状结构，吸附内毒素

i内层：致密层



7.

先进的灭菌技术

产品灭菌方式及有效期:

① 电子束灭菌;

② 3年有效期.





1.

第四节 性能参数

性能参数

产品型号 PES16HDF PES18HDF PES20HDF

清除率ml/min 

QB（ml/min） 200 300 400 200 300 400 200 300 400

尿素 198 290 350 199 293 358 200 295 362

肌酐 197 287 329 198 290 337 199 291 342

磷酸盐 194 270 289 195 273 301 196 275 310

维生素B12 182 240 251 190 248 260 192 250 269

超滤率ml/h.mmHg 66 71 75

筛选系数

白蛋白 <0.005

菊粉 0.9～1

肌红蛋白 0.55±0.1





国内唯一准字号的

国产注册证

注册证信息



1.

临床研究

性能比对:佩尼与进口对照组
佩尼 进口对照组

透析滤过器型号 PES18HDF H*****18

有效膜面积(m2) 1.8 1.8

溶质清除率(ml/min)
（Qb=300,Qd=500, 

QF=75ml/min）

尿素 293 283

肌酐 290 265

磷酸盐 273 270

VitB12 248 210

筛选系数

菊粉 0.9~1 1

肌红蛋白 0.55±0.1 /

白蛋白 <0.005 0.005

超滤系数(ml/hr/mmHg)(条件不一致) 71 78

中空纤维膜材料 聚醚砜 聚砜

中空纤维内径(μm) 200 195

中空纤维厚度(μm) 30 38

血室容量（ml） 100 100

灭菌法 辐射灭菌 伽马射线

最大跨膜压（mmHg） 525 500

① 我们在选取对照组分

析时,尽量采用成熟的

国际品牌,试验条件一

致的产品。

② 从对照组的同面积的

数据分析看，我们的

清除率指标略优于对

照组；

③ 超滤系数，因试验条

件不一致，仅供参考！



2.

临床研究

临床研究：佩尼HDF（试验组）与对照组

①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在血流速度与置换剂量相似的情况下，试验组中分子毒素β2-MG

的下降率达79.67±3.39%，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5.52±5.43%（p<0.05），提示佩

尼血液透析滤过器能很好的清除中分子毒素，且其清除效率较对照材料还要好。

② 对小分子溶质如尿素和肌酐等，试验用和对照用血液透析滤过器均能很好清除，且

两种透析滤过器的清除性能基本相当。

③ 研究发现，试验用血液透析滤过器的超滤系数为35.74±8.27 ml/mmHg/h，显著

高于对照用血液透析滤过器的30.81±8.66 ml/mmHg/h，提示试验用血液透析滤

过器在超滤性能上较对照材料还要好。





1.

第六节 临床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

临床使用

① 普遍，现有血液透析滤过治疗采

用联机模式。

② 治疗方式：前稀释置换法、后稀

释置换法、混合稀释法。

③ 为了更好的清除溶质，血流速度

一般＞250ml/min、透析液流速

500~800ml/min；

④ 置换液补充量：后稀释法

15~25L，前稀释法30~50L。

⑤ 脱水量=置换液补充量+病人体

重增加量。



1.

第六节 临床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

临床使用注意事项

① 耗材：采用专用的血液透析滤过管路，其他同血液透析。

② 采用前稀释置换法，可降低凝血风险，但单位时间溶质下降率低，溶质清除率低。

③ 采用后稀释置换法，白蛋白丢失率高，凝血风险高，但单位时间溶质下降率高，

溶质清除率高。

④ 因此，一般根据医嘱选用合适的治疗模式，在迚行售后跟踪时，也可收集这些信

息作为分析。

⑤ 除上述注意事项，其他同本公司的透析器产品，如预冲方式、并发症的处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