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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灌流治疗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临床应用

蔡凯乾段武琼 罗明海

【摘要】 目的探讨血液灌流治疗重症手足El病患儿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2009年9月一

2015年9月就诊的重症手足口病患儿82例，按照是否接受血液灌流治疗分为血液灌流组与对照组，

两组均4l例。对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肺功能、血气水平以及炎症因子表达水平进行比较与分析。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儿的用力肺活量(FVC)和一秒率(FEVI／FVC)值都比治疗前上升(P<0．05)。治疗

后血液灌流组的FVC和FEVl／FVC值都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的心率和呼吸频率

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且血液灌流组的心率和呼吸频率下降程度较对照组更显著(P<

0．05)。血液灌流组治疗后的血清IL-6和C一反应蛋白(CRP)值分别为(58．26 4-11．84)pg／mL和

(1，52-4-0，65)mg／L，而对照组分别为(66．30 4-30．85)pg／mL和(5．29 4-3．73)mg／L，都明显低于治疗

前(P<0．05)，同时两组间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血液灌流治疗重症手足口病患儿

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促进患儿心肺功能的恢复，改善患儿的血气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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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s of hemoperfusion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hand-foot··mouth disease

CAI Kai—qian，DUAN Wu—qiong，LUO Ming—hal．Department of pediatrics，Ankang City Central Hospital，

Shaanxi Ankang 72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hemoperfusion in children with severe

hand．foot—mouth disease(HFMD)．Methods From September 2009 to September 2015，82 children with

HFMD were selected in our hospital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nd they were then divided into the hemopeffu·

sion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The lung function，blood gas analysisand expression
of infiamma—

tory cytokine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Results After treatments，

the forced vital capacity(FVC)and the ratio of forced expiration volume in first second to forced vital capaci—

ty(FEV1／FVC)in the two groups show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The FVC and FEVl／FVC

values of the hemoperfus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s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heart rates and respiratory rat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

ment．The heart rates and respiratory rates of the hemoperfus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s were significantly low—

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The Sel-um IL-6 and CRP levels of the hemoperfusion group

were(58．26±11．84)pg／mL and(1．52±0．65)mg／L after treatment．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above

levels were(66．30±30．85)pg／mL and(5．29±3．73)mg／L．The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s(P<0．05)，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P<0．05)after

treatment．Conclusions Hemoperfusion in children with HFMD showed effective inhabitation of the expres·

s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improvement of blood gas status and assistance in cardiorespiratory function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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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El病(hand-foot-mouth disease，HFMD)是一

种由肠道病毒(EV71型、柯萨奇病毒A16型)引起

的儿童急性传染病，多发于6岁以下学龄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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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的病程复杂、症状多样，主要表现为发热和

手、足、El腔等部位的疱疹。绝大多数患儿症状较

轻，预后良好旧J，但部分患儿随着病情的发展，可逐

渐出现肺水肿、心肌炎、无菌性脑膜炎而导致死亡，

为此需要进行早期干预旧J，准确及时的治疗是重症

手足口病患儿救治成功的关键。其中血液灌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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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血液借助体外循环，以吸附清除某些外源性或

内源性的毒物M‘5j。有研究表明，炎症反应在重症手

足口病患儿中呈现高表达状态，特别是自细胞介素一

6(IL-6)和C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CRP)的

表达都会增加。¨1。本研究具体探讨了血液灌流治

疗重症手足口病患儿的临床应用。

1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09年9月一2015年9月期间在我院诊

治的重症手足t-3病患儿82例为研究对象。纳人标

准：符合卫生部2010年颁发的《手足口病诊疗指

南》的诊断标准；临床表现为发热，手、足、口腔等部

位有圆形或椭圆型疱疹；年龄6个月一6岁；无先天

性心肺功能异常疾病；家长知情同意；近期无其他疾

病史。根据是否进行血液灌流分为血液灌流组与对

照组(各41例)，两组患儿的性别、年龄、病程、疾病

类型等基线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详见表1。

表1两组基线资料对比

1．2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儿在入院后均立即予以心电血氧监

测、液体复苏、利尿、脱水降颅压，大剂量甲泼尼龙抗

炎，多巴胺、多巴酚丁胺等血管活性物质改善循环，

大剂量静注丙种球蛋白及其他对症支持等综合治

疗，同时给予呼吸机治疗。通气参数为S／T，吸气压

力(IPAP)从最初的10—12 cmH：O起，缓慢上调至
12—20 cmH：O；呼气压力(EPAP)调整为4—8cm

H：O，备用呼吸频率调整为12—16 ly欠．／min。

血液灌流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血液灌流治

疗，选择一次性使用血液灌流器，先用5％糖盐水

500mL预冲，静置15min后，选择0．9％盐水500mL

+肝素100mg预冲，静置15MIN后减低肝素量继续

预冲管路3次后，动静脉两端各静脉注射肝素30mg

后连接血液灌流器，血液流率为100—300mL／min

左右，灌流时问为2—3h，每天1次，连用3次。

1．3观察指标

肺功能检测：所有患儿在治疗前后采用肺功能

仪进行用力肺活量(FVC)以及一秒率(FEVl／FVC)

的检测。血气指标检测：所有患儿在治疗前后进行

动脉血气分析指标的检测，包括心率与呼吸频率等。

炎症因子表达检测：所有患儿在治疗前后采集空腹

静脉血3mL，立即分离血浆，一70。C冰箱保存备用，

采用酶联免疫(ELISA)法检测血浆IL一6浓度。IL

一6定量ELISA试剂盒由美国Rapidbio公司提供

(货号：RB027379、批号：072001)；采用免疫透射比

浊法检测血浆CRP浓度，CRP定量ELISA试剂盒由

宁波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货号：mklll96、

批号：061544)，其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说明书来进

行。

1．4统计学分析

选择SPSS 17．00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戈±s)形式表示，对比采用t检验与方

差分析，而计数数据的对比采用卡方矿检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肺功能指标变化比较

经过观察，治疗后两组的FVC和FEVl／FVC值

都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P<0。05)，同时治疗后血

液灌流组的FVC和FEVl／FVC值都明显高于对照

组(P<O．05)，详见表2。

表2两组治疗前后肺功能指标变化对比(戈±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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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心率和呼吸频率变化比较

经过观察，治疗后两组的心率和呼吸频率较治

疗前明显下降(P<0．05)，且血液灌流组的心率和

呼吸频率下降程度较对照组显著(P<0．05)，详见

表3。

表3两组治疗前后心率和呼吸频率变化对比(次／分，z±s)

2．3血清IL一6和CRP表达变化对比

经观察，血液灌流组治疗后的血清IL一6和

CRP值都明显低于治疗前(P<0．05)，同时组问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4。

表4两组治疗前后血清IL一6和CRP表达变化对比(戈±s)

3讨论

手足口病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常见传染

病，多发病于小儿，四季均可发病，以夏秋季多

见一J。手足口病的病程复杂、症状多样，绝大多数

病例仅表现为轻症，主要症状有发热，手、足、口腔等

部位斑丘疹、疱疹。1旷。引起手足口病的人类肠道病

毒病原体有20多个血清型，常见的为CoxAl6及

EV71型⋯2|。
重症手足口病患儿在早期进行治疗是有效减少

病死率、提高救治效果的关键。在辅助治疗中，血液

灌流是血液借助体外循环，引入装有固态吸附剂的

容器中，以吸附清除某些外源性或内源性的毒物。

两者联用不仅能有效清除血液中的毒物，还可纠正

酸碱平衡、电解质紊乱13。14|。本研究显示治疗后两

组的心率和呼吸频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

0．05)，且血液灌流组的心率和呼吸频率下降程度

较对照组更显著，心率值及呼吸频率值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P<0．05)，表明血流灌流的应用能改善患

儿的血气状态，有利于心肺功能的恢复。

手足口病患儿如果出现高热症状，尤其是持续

高热的出现，容易影响正常机体代谢。早期的心肺

功能损害，进行早期干预是可逆性的‘”。。血液灌流

在迅速清除患者体内毒物同时还能清除炎症细胞因

子、胆红素、内毒素等，从而减轻中毒症状。同时血

液灌流能减少粒细胞和巨噬细胞诱导的活性氧簇生

成，可有效抑制肺纤维化，提高机体对有害因子的耐

受力，明显减少器官功能衰竭的发生率¨6I。本研究

显示，治疗后两组的FVC和FEVl／FVC值都呈现明

显上升的趋势(P<0．05)，同时治疗后血液灌流组

的FVC和FEVl／FVC值都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表明血液灌流的应用能促进患儿肺功能的

恢复。相关临床和实验研究发现，重症手足口病患

儿白细胞数量、多种细胞因子水平显著升高，提示病

毒侵犯组织引起感染后，激发了全身免疫炎症反

应¨7I。其中IL-6是一种多功能免疫调节因子，由淋

巴细胞或单核细胞分泌，为炎症早期反应过程中重

要调节介质之一，直接参与免疫应答、血管炎性反应

等生物学作用，其水平的高低与感染的严重程度密

切相关o 18]。CRP是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其特异

性比较差，细菌感染、病毒感染、心血管疾病及手术

都可导致升高【19 J，但其具有急性期迅速升高(4h后

可显著升高、24h即可达到峰值)、感染控制后迅速

下降的优点，且增高幅度与感染程度和范围呈正相

关。2⋯。本研究显示血液灌流组和对照组治疗后的

血清IL-6和CRP值都明显低于治疗前(P<0．05)，

同时组间对比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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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血液灌流的应用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

总之，血液灌流治疗重症手足口病患IIII有效

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促进患儿肺功能的恢复，改善

患儿的血气状态，有利于心肺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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