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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

脓毒症（sepsis）是指明确或可疑的感染引起的全身炎症

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

可由任何部位的感染引起，临床上常见于肺炎、胆管炎、泌尿

生殖系统感染，尤其以院内感染多见。40%~60%的革兰氏阴

性菌血症、5%~10%的革兰氏阳性菌血症和真菌血症会发展

为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septic shock, SS），脓毒症和脓毒性

休克是 ICU 重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也是当代重症医学面

临的焦点和难点问题。美国每年有 75 万人发生脓毒症，病死

率在 20%~63%，与心肌梗死的院外病死率相近，且患病率以

每年 15%的比例增长，每年的相关治疗费用大约为 167 亿美

元[1]。尽管国内尚无完整的流行病学资料，但估计脓毒症发病

率、病死率、治疗费用也相当高。
血液灌流（hemoperfusion, HP）通过吸附作用清除血液中

的药物和毒物，从而达到净化血液、治疗疾病的目的。近年来

的研究表明，灌流所使用的不同材料对内毒素和炎症介质有

不同的清除作用[2]。日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在使用多粘

菌素 B 固化的血液灌流器治疗革兰氏阴性菌引起的脓毒性

休克中，已将病死率降低了近 1/3，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3]。目

前绝大多数日本国立大学医院已将 HP 作为治疗脓毒性休

克的首选初始方法之一，而我国国内仅有少量类似的基础

研究报道。我们将 HP 引进脓毒症和脓毒性休克的早期治疗

中，以期降低病死率、改善患者的预后，同时在此基础上探

寻脓毒症发生的机制。现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入院治疗的符合脓毒

症诊断标准的患者 43 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治疗

组和对照组，其中治疗组 25 例患者中，男性 15 例，女性 10
例；年龄在 52~76 岁，平均年龄为（64.16±11.72）岁；急性生理

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II 评分）为（17.44±3.98）分。对照组

18 例患者中，男性 12 例，女性 6 例；年龄在 46~82 岁；平均年

龄为（62.16±16.96）岁；APACHEII 评分为（17.94±3.61）分。纳

入标准：符合 2014 年脓毒症治疗指南的诊断标准 [1]；签署知

情同意书，进行 APECHE II 评分。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
APECHE II 评分等一般资料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1.2.1 一般治疗。所有患者均按照国际脓毒症诊疗指南处理，

给予集束化治疗，包括抗感染、机械通气、液体复苏、控制血

糖、营养支持等。
1.2.2 血液灌流方案。ICU 内及相关科室确诊的脓毒症和脓毒

性休克患者，进行 APECHE II 评分。治疗组患者立即留置中

心静脉导管，行有创动脉血压监测，建立血液灌流血管通路。
选择 HA330-II 树脂灌流器，1 h 内开始 HP 治疗，血流量控制

为 150 mL/min，3 h/次，1 次/d，连续治疗 3 次。治疗过程中，密

切观察患者的各项生命体征。
1.3 观察指标

（1）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72 h 后的体温（T）、心率（HR）、
平均动脉压（MAP）、白细胞（WBC）等指标变化情况。

（2）观察两组患者治疗 72 h 后炎症介质 TNF-α、IL-6
水 平。

（3）统计两组患者 14 d、28 d 的死亡率。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分析处理数据，T、HR、MAP、

WBC 等为计量资料，采用x軃±s 表示，用 t 检验，死亡率为计数

资料，采用 n/%表示，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 T、HR、MAP、WBC 比较

治疗组患者的 HR 为（91.68±13.42）次/min，低于对照组

的（106.33±15.81）次/min；观察组 MAP 为（74.52±10.28）mmHg，

高于对照组的（64.44±6.22）mmHg，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的 T、WBC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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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分析血液灌流（HP）早期治疗脓毒症的效果。方法 选择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符合脓毒症

诊断标准的患者 43 例，随机分为治疗组（25 例）和对照组（18 例），治疗组患者除常规治疗外，明确诊断后 1 h 内开始第

一次 HP 治疗，对照组根据脓毒症治疗指南进行常规治疗。记录两组患者治疗 72 h 后的生命体征、血流动力学指标，

以及 TNF-α、IL-6 水平和死亡率。结果 治疗 72 h 后，治疗组患者的 TNF-α 水平、IL-6 水平、HR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患者的 MAP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的体温 与

WBC 比较，无显著差异（P＞0.05）；两组患者的 14 d、28 d 死亡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早期应用 HP 治

疗脓毒症具有较为理想的临床疗效，能够有效清除 TNF-α、IL-6 等炎症介质，可以通过改善 HR、MAP 等血流动力学指

标改善组织器官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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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 14、28 d 死亡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14 d 28 d

治疗组 25 2/8.0 5/20.0

对照组 18 3/16.7 4/22.2

χ2

P

―

―

0.765

0.382

0.031

0.86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 1 两组患者的 T、HR、MAP、WBC 比较（x軃±s）

组别 例数 T（℃） HR（次/min） MAP（mmHg） WBC（×109/L）

治疗组 25 37.60±0.77 91.68±13.42* 74.52±10.28* 15.61±7.12

对照组 18 37.42±0.80 106.33±15.81 64.44±6.22 16.71±5.98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 2 两组患者炎症介质 TNF-α、IL-6 水平比较（x軃±s）

组别 例数 TNF-α（ng/L） IL-6（pg/mL）

治疗组 25 26.83±5.04* 68.87±18.49*

对照组 18 38.49±7.33 82.64±20.94

2.2 两组患者炎症介质 TNF-α、IL-6 水平比较

治疗 72 h 后，治疗组患者的 TNF-α 为（26.83±5.04）ng/L，

IL-6 水平为（68.87±18.49）pg/mL，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38.49±
7.33）ng/L、（82.64±20.94）pg/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2.3 两组患者 14、28 d 死亡率比较

治疗组患者中 14 d 死亡 2 例，死亡率为 8.0%，28 d 死亡

5 例，死亡率为 20.0%；对照组患者中 14 d 死亡 3 例，死亡率

为 16.7%，28 d 死亡 4 例，死亡率为 22.2%。两组患者 14、28 d
死亡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 3）。

3 讨论

近年来，医学界尽管对脓毒症的概念、临床特征及诊疗

的认识不断提高，但其病死率仍居高不下。大量试验证明，细

菌内毒素参与了炎症反应的病理生理过程，它是全身炎症反

应的重要触发剂。细菌内毒素复杂的成分使人体内出现大量

作用广泛而复杂的细胞因子，相互作用构成彼此交错的细胞

因子网络，形成许多正反馈环导致“瀑布效应”，细胞因子过

度产生促进宿主的炎症反应过程，并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导

致脓毒性休克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4]。
在本次研究中我们发现，治疗 72 h 后，治疗组患者的

TNF-α 为（26.83±5.04）ng/L，IL-6 为（68.87±18.49）pg/mL，明显

低于对照组患者的（38.49±7.33）ng/L、（82.64±20.94）pg/mL，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这可能是 HP 的相关成分直接吸附

清除了血液中的炎症因子。国内外已经有研究证实，HA-
330-II 灌流器可有效、非选择性地吸附多种内源性和外源性

中大分子毒素和炎症介质，如 TNF-α、IL-1、IL-6、IL-8、PAF、
内毒素等[5]，通过降低脓毒症患者炎症介质水平达到保护脏

器功能的目的，降低脓毒症患者病死率。在本次研究中我们

还发现，治疗组患者的 HR 为（91.68±13.42）次/min，低于对照

组的（106.33±15.81）次/min；MAP 为（74.52±10.28）mmHg，高于

对照组的（64.44±6.22）mmHg，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脓毒症休克的根本病理生理改变在于组织、细胞甚至线粒体

水平的氧供/需平衡失调，通过血液灌流，吸附大量炎症介质，

可以减轻组织器官的炎症反应，改善其血流状态，提高组织

灌注水平，进而改善组织器官的氧供和缺氧状态，改善微循

环障碍，预防休克的发生，这一点也与临床指南中关于休克

治疗的终点为改善全身和器官组织的灌注状态相吻合。本

研究结果显示，治疗 72 h 后两组患者的 T、WBC 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此结果的出现可能是由于采用传统

指南中关于脓毒症抗感染治疗的识别体系及评分系统，根据

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等选择恰当的抗

菌药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脓毒症的病死率[6]，这说明在脓

毒症发生过程中及时、准确地评估病情、合理使用抗生素进

行抗感染治疗至关重要。本次研究中我们还发现，治疗组患

者中 14 d 死亡 2 例，死亡率为 8.0%，28 d 死亡 5 例，死亡率

为 20.0%；对照组患者中 14 d 死亡率为 16.7%，28 d 死亡率

为 22.2%，两组患者的 14、28 d 死亡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这就意味着，无论是血液灌流技术还是传统指南

的应用都可以有效降低病死率。
综上所述，早期应用血液灌流治疗脓毒症患者具有较为

理想的临床疗效，虽然两组患者的存活率比较无显著差异，

但早期应用血液灌流有助于改善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指标，显

著改善免疫功能，缓解炎症反应，有效清除可溶性的炎性介

质，减少正性肌力的药物用量，因而是一种较为理想的临床

治疗方法，具有较高的临床推广和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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