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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与血液灌流疗法改善糖尿病肾病透析者微炎症状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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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血液透析(HD)和血液灌流(HP)联合疗法对糖尿病肾病(DN)患者微炎症状态的影响。方法 选择长

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的DN患者共计125例，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患者接受HD和HP联合

疗法，对照组只接受HD疗法。比较两组治疗效果及微炎症检测结果。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经治疗后总有效率达

60．6％，对照组总有效率为45．8％(P<O．05)；观察组患者外周血中IL一17、IL-6、IL一1B、1L-22、TGF-I?I、TNF-口、SAA水平均呈降

低趋势，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1)。结论HD和HP联合疗法能够改善DN患者体内的微炎症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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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hemodialysis combined with hemoperfus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microinflammation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patients．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five cases of diabetic nephrop—

athy experienced treatment from July 2014 tO December 2015 in author’S hospital were analyzed,retrospectively．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randomly．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hemodialysis combined with hemoperfusion，and the control group re-

ceived just hemodialysis therapy．The status of microinflammation and curative effect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60．6％，while was 45．8％in control group(P<0．05)．Microinflammation level：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SAA，IL一6，IL-17，IL一22，IL-113，TNF-aand TGF-[H status of observation group showed decreased trend(P<0．01)．Conelu-

sion Hemodialysis combined with hemoperfusion can effectively decreased microinflammation status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Key words]diabetic nephropathy；renal dialysis；hemoper．fusion；inflammation

1型糖尿病患者中约40％韵患者在起病数年后进展为糖

尿病肾病(diabetic nephropathy，DN)，终末期肾衰竭，临床主

要表现为微炎症状态及营养不良，明显降低患者生活质量以及

生存率[1-33。微炎症不同于普通的感染和炎症，它在终末期肾

功能衰竭患者营养不良、动脉粥样硬化、炎症等环节中发挥着

核心作用，血液透析(hemodialysis，HD)治疗DN患者的微炎

症状态的处理问题日趋受到关注，如何才能兼顾在保证HD疗

效的同时又能消除患者微炎症状态成为临床实践中的难

点[4‘5]。血液灌流(hemoperfusion，HP)是一种新的血液净化系

统，与HD级超滤及透析作用而除去小分子代谢废物及水分不

同，HP则有赖于吸附剂、酶、活细胞等对血液某些成分进行吸

附去除或加工处理、滤过血液中的炎症因子。近年来国内、外

已有不少研究者着手开展HP治疗急性肾衰竭的研究，在某些

情况下HP甚至能够与HD联合使用[51]。有关HD联合HP

用于DN的研究报道国内、外较少见，笔者对66例因终末期

DN患者微炎症状态行HD联合HP治疗的患者进行观察

研究。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筛选长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4年1月至

2015年12月收治的DN患者125例，将其纳入本研究作为受

试者。其中，男65例、女60例；年龄40～75岁，乎均(55。5±

15．9)岁。入选标准。全部患者均按照DN诊断标准确立诊

断，即持续性清蛋自尿(UAE)>200 pg／min或者蛋白尿大于

500 mg／d，肾小球滤过率(GFR)持续下降，并行HD治疗12个

月以上者。排除标准：患者同时伴发心脑血管疾病、全身或泌

尿系统炎症、血液系统疾病、肝功能异常、恶性肿瘤及应用姨岛

素增敏因子者。选用随机数学表法将全部经筛选符合入组标

准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其中观察组纳入66侧，接

受HD和HP的联合疗法；对照组纳入59例，只接受HD疗

法。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糖尿病史及HD时间等基线资料

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研究对象基线资料对比结果

1．2方法对照组患者给予单纯HD疗法，HD设备由德国

贝朗公司生产，型号为贝朗DIALOG+，采用山东威海威高血

液净化制品有限公司产聚矾膜中空纤维透析器F15型(膜面

*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计划资助项目(B2015443)。 作者简介：马玲(1971一)，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内分泌及代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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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1．5 m2)。每周3次，每次4 h。观察组患者除每周进行2次

常规HD外，每周加做1次HD串联HP治疗，HD设备由德

国贝朗公司生产，型号为贝朗DIALOG+，采用山东威海威高

血液净化制品有限公司产聚矾膜中空纤维透析器F15型(膜

面积1．5 m2)，HP采用珠海健帆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的一次性血液灌流器(规格型号为HA 130)，将灌流器串联在

透析器前，以免经透析器脱水后血液浓缩、血流阻力增加，容易

导致灌流器凝血，血流量控制在200～250 mL／min，先用5％

葡萄糖注射液500 mL灌注灌流器、透析器和管路，继而用肝

素生理盐水以200 mL／min流量冲洗。HP+HD 2 h，达到饱

和后去除血液灌流器，再继续HD 2 h，累计治疗时间为4 h。

血管通路采用动静脉内瘘或深静脉置管，并根据患者个体情况

增减肝素用量。两组患者都通过降压药物来控制血压，同时通

过降糖药或者注射胰岛素来控制血糖。研究者观察受试者的

出血现象，并且在治疗实施期间给予受试者优质的蛋白饮食，

同时常规补叶酸、维生素D。、铁、钙及促红素等作为辅助治疗。

1．3观察指标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分别在治疗开始前和连

续治疗8周后次日晨起后空腹抽取受试者的静脉血5 mL(选

择上肢进行采血)，应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

淀粉样蛋白A(serum amyloid A，SAA)、白细胞介素一6(inter—

leukin-6，IL_6)、IL-17、IL一22、IL一18、肿瘤坏死因子d(tumor

necrosis factor-a，TNF—a)、转化生长因子一13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Bl，TGF-pI)水平并检测肾功能。

1．4疗效评价标准哺。91 两组患者疗效评价标准如下。显效：

无透析感染或加重的器官功能损害，内生肌酐清除率(endoge—

neous creatinine clearance，ECC)>60 mg·min一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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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尿微量清蛋白(microal buminuria，MAU)<30 mg／24

h，或较治疗前下降大于50％，残余肾功能(residual renal func—

tion，RRF)>2 mL·min_1·1．73 mL～；有效：器官功能损害

有所控制，ECC>40 mg·minl·1．73 mL，MAU 30～300

mg／24 h但较治疗前无下降，RRF>1 mL·min-1·1．73

mL～；无效：症状无改善，指标未达上述者。

1．5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以j±S表示，组间比较行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

示，组间比较行Y2检验，以P<O．05为差异有统计意义。

2 结 果

2．1观察组与对照组疗效的对比观察组治疗后的总有效率

(显效+有效)为60．6％，对照组的总有效率是45．8％，观察组

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6．63，P<o．05)，见

表2。

表2 观察组与对照组疗效的对比分析[九(％)]

2．2微炎症水平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血清中SAA、IL-

6、IL一17、IL一22、IL-Ip、TNF-a、TGF-BI等多种炎症介质的水平

明显较正常升高，但两组之间各项指标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o．05)。观察组经HD联合HP治疗后SAA、IL-

6、IL-17、IL-22、IL一1t3、TNF-a、TGF-131的水平比对照组低，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O．01)，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接受不同治疗后的血清微炎症水平比较(N-I-s)

3讨 论

DN是终末期的肾病患者的致死病因，随着老龄化的加

重，DN患者数量呈日益上升趋势，其中多数会最终进展为终

末期DN，需要依赖HD与腹膜透析的联合疗法维持治

疗[1’9。”]。DN患者实施透析会导致其体液、电解质及肌酐、尿

素氮等毒素的变化，体内一些炎症介质，如IL-6、TNF～nj血清

淀粉样蛋白和c反应蛋白等指标增高口“，使得DN患者在无

明显感染的前提下出现较低水平的持续炎症状态，亦称为微炎

症状态。微炎症状态中的一系列炎症介质与终末期DN很多

生理病理改变及床症状密切相关[1“，主要包括贫血、心脑血管

疾病、营养不良、动脉粥样硬化等密切相关。

血液净化在临床上应用广泛，能够有效去除致病因子从而

达到净化目的。该技术手段涵盖透析、滤过、灌流、置换等技

术，为提高血液净化疗效，能够将上述血液净化技术相互结合

互补，成为改良血液净化技术，选择适宜的净化血液手段能够

改善DN患者的持续性微炎症状态。HP技术能够有效吸附

体液中的炎性介质、改善患者的持续性炎症状态，优化蛋白质

代谢，并且最终显著改善DN患者的营养状况[13。1“。有研究证

实，联合实施HD和HP能有效地清除患者体液内的大分子毒

素，减轻患者的炎性反应，改善DN患者营养状况。有研究发

现，通过联合实施HD和HP后患者的IL-6、IL-17、IL-22、IL．

1口、TNF_“、C反应蛋白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减轻组织蛋白质的

分解[1 5。”]。HP使用的吸附材料为中性的大孔吸附树脂，其具

备吸附容量大、吸附力强、吸附的速率快和相容性好的特

性[1⋯。而且，HP疗法能够明显降低营养不良的发生，并且纠

正贫血，改善维持性HD者的生存状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外周血中TNF-a、IL-D、IL-

22、IL一17、IL-6、TGF-p和SAA．均较对照组低。这一试验结果

即说明HD联合HP治疗能够缓解患者的微炎症状态，从而减

少患者伴发营养不良并发症的概率。透析过程中炎症介质的

残留是诱发炎性反应的主要原因。Thl7，Th22细胞能够分泌

IL_17及IL-22等炎性因子，IL-17能够诱导单核细胞和组织巨

噬细胞合成分泌多种炎性介质、促进补体C3的合成口阳；补体

C3能够与IL一22的受体结合，继而激活TNF_a。IL-I口是炎性

反应的刺激来源物质，其在机体的局部水平若降低可活化T

细胞，最终引起低热及恶液质口⋯。TGF-131能够引起肾脏细胞

增生肥大、促进系膜细胞外基质合成，从而抑制细胞外基质的

分解[2”2“，应用更为普遍。本研究在患者接受HD联合HP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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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其外周血中微炎症状态，试验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外周血

中TNF-a、IL-1p、IL_22、IL-17、IL-6、TGF-13和SAA呈降低的

趋势。这一试验结果说明联合应用HD和HP能降低DN患

者的微炎症持续状态。

综上所述，联合应用HD和HP能够改善DN患者体内

的微炎症持续状态，提高临床疗效，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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