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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灌流联合血液滤过治疗脓毒性休克的

疗效观察
董小荣，马莉，甄玲玲，张蓓，范宾科，王映珍，李涛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急诊ICU，兰州730030

摘要：目的评价血液灌流(Hemoperfusion，HP)联合连续性血液滤过(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

CVVH)治疗脓毒性休克(septic shock)的l临床疗效，探讨血液灌流(HP)联合血液滤过(CVVH)对脓毒性休克

的治疗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本科2013年2月～2014年8月治疗的43例患者，APACHEII评分≥15分，年

龄>18岁，其中血液灌流联合血液滤过组(HP+CVVH，H组)20例，单纯血液滤过(CVVH，C组)组23例，H组

先行血液灌流2 h，再行血液滤过治疗，c组只进行血液滤过治疗。两组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24、48、72小

时监测APACHE II评分、氧合指数(OI)、平均动脉压(MAP)、去甲肾上腺素用量、PCT、CRP、白介素一6

(IL一6)、血小板、白细胞计数，并观察2组指标变化。结果H组均能耐受血液灌流治疗，无不良并发症发

生。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治疗第24、48、72dx时的APACHE II评分、NE、PCT、CRP、IL_6的水平显著下降(P<

O．05)，OI、MAP水平显著升高(P<O．05)，而Hb、Plt无显著变化。与C组比较，H组的NE在治疗24h水平显

著下降(P<0．05)，APACHEII评分、CRP在治疗48 h水平显著下降(P<0．05)，PCT及IL一6在治疗72 h水平

显著下降(P<o．05)，氧和指数(0I)和平均动脉压(MAP)在治疗72 h水平显著升高(P<0．05)。结论采用血

液灌流联合连续性血液滤过可减低脓毒性休克患者APACHE II评分、去甲肾上腺素用量、PCT、CRP、IL一6水

平，提高OI及MAP，缩短患者ICU停留时间，而对28 d生存率、Hb及Pit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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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clinical effect of hemoperfusion combination with continuous hemofiltration in

treatment for septic shock．Methods A total of 43 cases of septic shock were enrolled in the retrospective study．

They were selected into two groups，group H(n=20)of which patients received hemoperfusion(HP)and

hemofiltration，and group C(n=23)of which patients received hemofiltration only．A HP session lasted for 2 hours

and HP carried out once every 24 hours．APACHE II score，POdFi02(OI)，mean arterial pressure(MAP)，

norepinephrine(NE)，C—reactive protein(cRP)，serum IL一6，procalcitonin(PCD，hemoglobin(Hb)and platelet(Pit)

were measured during the treatment．Results HP was well tolerated without any complication in group H．After the

initiation of the treatment for 24h，48h and 72h，APACHE II score，NE，0I，MAP，PCT，CRP and IL一6 of both

group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comparing with the number prior to the treatment(P<O．05)，yet with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Hb and Pit．In group H，its APACHE II score，NE，OI，MAP，PCT，IL一6，CRP improved better than in

group C fP<0．05)．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Hb and Ph were detect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he

treatment。Conclusion Hemoperfusion combined with contious hemofiltration may decrease APACHE II score and

NE，reduce serum level of PCT，CRP and IL一6，and increase P02／Fi02 and MAP，but had no effect on Hemoglobin

and platelet in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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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性休克多因各种严重感染、重度创伤、外科

手术、急性重症胰腺炎等导致机体产生一系列炎症介

质反应状态，发病率、死亡率高，已成为重症监护病房

第一位死因，死亡率在30％．80％之间”1。脓毒性休克

常常因炎症介质的大量释放，病情加重，很快发展为

MODS。1。目前研究显示早期清除炎症介质能够改善

患者的预后，研究显示采用血液灌流、连续性血液滤

过均可有效清除炎性介质，减轻全身炎症反应，遏制

脓毒症的进展，改善患者的预后。联合更有利于清除

循环中炎症介质，利于机体的恢复p。，。本文通过回顾

性分析采用中性树脂的血液灌流联合连续性血液滤

过治疗脓毒性休克，观察氧合指数(OI)、平均动脉

(MAP)、去甲肾上腺素用量、PCT、CRP、IL一6、血小板、

白细胞计数的变化，评价其临床疗效及安全性，为临

床脓毒性休克的临床应用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1．1 人选标准回顾性分析本科2013年2月。

2014年8月治疗的43例脓毒性休克患者，所有患者符

合2012年国际脓毒症指南的诊断标准，APACHEII评

分≥15分，年龄>18岁，签署治疗知情同意书。

1．1．2排除标准有明显出血倾向、活动性出血、免

疫缺陷性疾病、恶性肿瘤、妊娠及哺乳患者。

1．1．3分组最终人选行CRRT治疗患者为43例，

再根据患者病情，按治疗方式分为联合治疗组(H组)

20例和单纯性连续性血液滤过组(C组)23例，H组先

行HP治疗2 h，再行血液滤过治疗，C组仅行连续性血

液滤过治疗。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表1 研究对象一般资料(；±s)

1．2 方法

1．2．1一般治疗均按国际脓毒性休克指南处理，

治疗前留取血标本，给予液体复苏、抗感染、外科手术

治疗、机械通气、控制血糖、营养支持等治疗。

1．2．2血液滤过方案均行连续性血液滤过治疗。

采用旭化成ACH一10，血流量180。200 mL／min，置换液

采用2 000 mL／h前稀释法输入，根据病情采用肝素抗

凝或者枸橼酸钠局部抗凝。

1．2．3血液灌流方案使用旭化成ACH一10床旁血

液净化机HA330血液灌流器，肝素抗凝，1次性使用，

每次血液灌流治疗时间为2 h，每隔24 h治疗1次，连

续治疗3次，血流量为150 mL／min。

1．2．4检测指标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24、48、72

小时检测2组患者氧合指数、MAP、去甲肾上腺素用

量，并采静脉血检验血清CRP、PCT、IL一6、血红蛋白和

血小板计数。

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8．0软件包进行统计

分析，以均数4-标准差表示，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计

量资料组内比较采用方差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

本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HP联合CWH对患者器官功能指标的影响 治

疗前两组间APACHE II评分、NE、OI、MAP、Hb、Plt比

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O．05)。与治疗前比较，2组治

疗第24、48、72小时的APACHE II评分、NE水平显著

下降(P<o．05)，OI、MAP水平显著升高(P<o．05)，而

Hb、Plt无显著变化。与C组比较，H组的NE在治疗

24h水平显著下降(P<0．05)，APACHE II评分在治疗

48h水平显著下降(P<0．05)，氧和指数(OI)和平均动

脉压(MAP)在治疗72h水平显著升高(P<0．05)，Hb、

P1t无显著变化，见表2。

2．2 HP联合CVVH对患者炎症介质的影响治疗前2

组PCT、CRP、IL一6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与治疗前比较，2组治疗第24、48、72小时PCT、

CRP、IL一6的水平均显著下降(P<0．05)。与C组比较，

H组的CRP在治疗48 h水平显著下降(P<O．05)，PCT

及IL一6在治疗72 h水平显著下降(P<0．05)，见表3。

表3 2组对炎症反应指标的比较

时间 组别PCT(ng／mL) IL一6(izg／L) CRP(mg／L)

治疗前雪煮君
z4n尊鬻
4s n尊黧
⋯ 治疗组
72“

对照组

86．53-+7．3 413．30-+37．32 215．37+41．23

85．48±8．4 399．89±22．84 216．95-+43．56

70．89±12．8‘‘246．43士47．1。‘ 166．85±44．52。‘

74．95±12．81。280．22±42．89。 166．14-+45．6。

38．91±7．6+‘122．82±23．61。‘ 88．92-+32．43。‘

43．17-+l 1．7+ 159．23±24．2。 115．9l+35．27+

17．96+4．3。‘59．15-+1 1．45+‘43．36土25．40’‘

25．53-+8．1’ 102．23-+12．6。 70．77±30．69。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O．05；‘与对照组同时间点比较P<O．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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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组对脏器功能的指标的比较

时间 组别 APACHE II评分 NE(ug／min) Ol(mmHg) MAP(mmHg)Hb(g，L)Pit(x109／Lj

、，、．。一 联合组 27．5±4．3 31．9±4．3 178．8_+52．1 70+7．18 136．6士8．7 1 13．0±8．2

⋯””
对照组 26．8±4．5 32．3+4．1 164．1_+46．7 683±7．95 138．1+6．8 109．4-+7．4

治疗组 22．6土3．6— 29．1±3。4— 221．2±44．4— 75．8±7，49“ 126．2-+8．3—80．4士9．2“
⋯1

对照组 24．9±4．4。 30，1±2．9。 198．71：43．1。 72．9±7．85。 129．2±6．8。 79．8±7．3。

治疗组 15．8±3．3’‘ 21．3±5．3’‘ 250．1-+41．5+‘80．85±7．16‘‘ 109．3±8．8。‘ 67．3±7．4+‘
’o“

对照组 22．5±4．1。 23．9±4．1+ 207．5_+40．6’ 80．65_+7．63。 114．7±7．9+ 66．0±9．1。

治疗组 11．4±1．5“ 8．7±2，1“ 305．0_+34．4“88．4±7，70— 105．4±8．9— 65．6土6．4”
⋯1

对照组 18．5±3．0。 12，9土2．0‘ 231．5-+38．5。·84．45±6．62。 103．5±6．5’ 59．9±9．1。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O．05；‘与对照组同时间点比较P<O．05

2．3 28 d生存率及1CU停留时间比较H组28 d生

存率35％(7／20)，C组28 d生存率30％(7／23)，2组比较

无显著差异，H组ICU停留时间(12．4±3．2)d，C组ICU

停留时间(18．1±5．9)d，H组明显低于C组(P<0．05)。

3讨论

脓毒性休克是脓毒症发展过程中的严重并发症，

引起组织损伤和多脏器功能不全综合征。脓毒症根

本病理机制是脂多糖或内毒素引起炎症因子的过多

产生，如肿瘤坏死因子(TNF一0【)、白介素一6(IL一6)和

白介素一1(IL一1)，出现“细胞因子瀑布效应”口’4，61，一旦

反应启动后，使用细胞因子拮抗剂和对脂多糖的阻断

及用外科引流均难以遏制疾病的进程”1。

目前，除抗生素使用和病因控制等治疗手段外，

血液净化成为不可缺少的治疗u’“，血液滤过是脓毒症

休克的主要方式，在炎症早期可清除体内炎症介质，

但研究显示它不能有效减低IL一6、TNF～仅、PCT等水

平，很难达到有效的清除率”·4 71。血液灌流吸附清除

体内代谢产物以及外源性毒物或者药物，有研究证实

了在脓毒症中的作用隅，。本研究采用血液灌流+血液

滤过治疗脓毒性休克，观察对器官功能、细胞因子水

平及预后的影响，进一步探讨血液灌流联合血液滤过

对脓毒性休克的治疗作用。

Naoshi等研究示，血液灌流可缩短呼吸机的使用

时间、改善低灌注、提高血压、改善氧合指数p，。本研

究也证实，联合组与对照组比较，APACHE II评分减

低明显，氧和指数及平均动脉压提前上升，血流动力

学稳定提前，提示联合治疗更有利于减弱脓毒症对脏

器功能损伤。Tsuchida等研究示，血液灌流使血中

TNF—o【、IL一6、IL一10明显下降，使血压上升，提前脱离

休克状态p，。可能联合治疗综合了血液净化的多种机

制，强化了吸附机制，强化炎症介质清除效应。

Tschaikowsky等发现PCT、IL一6、CPR与脓毒性休

克患者死亡关系，把这些相关的因子从血液中清除减低

死亡率101。联合组CRP、PCT及IL一6水平较对照组减低。

联合组与单纯血液滤过相比，在28 d死亡率、红

细胞及血小板计数均无统计学意义。

脓毒性休克的病情复杂，炎症介质水平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机体炎症介质的变化，水平的变化往往与

病情变化不～致，预后还与病因、免疫状况、营养状态

等众多因素有关，故仍需大样本量的临床研究进一步

证实血液灌流联合血液滤过早期辅助治疗脓毒性休

克的临床疗效及疗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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