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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RT联合灌流在脓毒症休克患者中的
疗效观察及安全性研究

李彦嫦

(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柳州 545002)

[摘要】目的 探究CRRT(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HA330血液灌流治疗在脓毒症休克患者临床应用
中的价值。方法选取近期我院收治的脓毒症患者30例，随机均分为单独CRRT治疗对照组和CRRT联

合HA330血液灌流治疗观察组，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APACHE II评分情况(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和

患者MOD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28 d死亡率情况。结果观察组疗效比对照组疗效更加显著。观察

组患者的APACHE II评分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该组MODS和28 d死亡率也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对脓毒症患者进行CRRT+HA330血液灌流治疗可增加治疗有效性和安全性，提高患者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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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f CRRT+Perfusion in Patients with Septic Shock and Its Safety

LI Yan—’chang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Liuzhou 545002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CRRT(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HA330

hemoperfusion in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eptic shock．Methods Thirty patients with sepsis were randomly di—

vided into CRRT group and CRRT group combined with HAS30 hemoperfusion group．The APACHE II score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 th condition)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And MODS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28d mortality rate．Results The curative effect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The APACHE II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

1y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the MODS and 28d mortality rate in the group was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Conclusion Hemoperfusion of CRRT+HA330 in’sepsis patients can increas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reatment and improve the survival rate of patients．

[Key words]septic shock；CRRT；perfusion

CRRT，即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是一种体外
的、连续性的血液净化技术，目前已在重症急性肾损

伤患者的治疗中得到较为广泛的作用[1|。近年来，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研究者们对CRRT有了

万方数据



内蒙古医学杂志Inner Mongolia Med J 2017年第49卷第2期 157

更进一步的了解[2]。本研究就CRRT联合HA330

血液灌流治疗对脓毒症休克患者的治疗效果及安全

性进行了有效探讨，以期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入选患者为近期我院收治的脓毒

症休克患者，共计30例，其中男性18例，女性12

例，年龄45～85岁，平均年龄约为70岁。患者感染

来源较为复杂，主要包括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血流感

染、大肠埃希杆菌血流感染以及表皮葡萄球菌血流

感染引起的败血症，及严重腹腔感染。患者随机入

组，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情况无统计学差异，具有可

比性(P>0．05)。

1．2方法所有入选本研究的患者均按照标准流

程进行CRRT治疗，采用贝朗CRRT设备。对照组

患者采用单一的CRRT血液净化模式，每天1次，

每次10 h，连续3～5 d；如果合并急性肾损伤无尿，

则继续行CRRT治疗到肾功能好转，尿量恢复。观

察组采用CRRT联合HA330血液灌流进行治疗。

CRRT治疗过程与对照组一致，并在治疗结束前串
联HA330，每次150 min，连续3～5 d。治疗过程中

所使用的滤器为AV600S，血流量控制在100～180

ml／min，所使用的灌流器为健帆HA330(树脂血液

灌流器)。

1．3诊断标准 脓毒症及脓毒休克症状的相关诊

断均参照美国重症医学会(SCCM)与欧洲重症医学

会(ESICM)联合发布的相关诊断标准。APACHE
II系统评分、患者MOD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及28d死亡率情况均相关标准进行。

1．4统计学方法为保证本研究的准确性，研究过

程中的所有数据均由专人整理后录入电脑，采用

SPSS 19．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当P<0．05

时，表示数据具有统计学差异。

2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APACHE II系统评分情况

无显著差异，P>o．05；在治疗第4 d，两组患者评分

有所下降，虽然观察组患者相对下降较多，但还未造

成统计学差异，此时P>0．05；在治疗结束后，观察

组患者的评分情况明显较好，且显著优于对照组评

分，P<0．05。见表1。

表1两组患者的APACHE II评分系统情况

观察组患者的MODS发生率为66．67％，与对

照组的80％存在显著差异，P<0．05；在28 d死亡

率比较上，观察组5例患者治疗无效死亡，而对照组

有9例患者治疗无效死亡，两组患者28 d死亡率比

较差异显著，P<0．05。见表2。

表2两组患者的MODS及28 d死亡率情况

3讨论

脓毒症是一种由高度可疑感染病症或感染所引

起的全身性的炎症反应综合征，简称SIRS。患者发

病未得到及时控制和治疗，可能会导致疾病进一步

恶化引起脓毒症休克及多脏器功能障碍综合征等不
良反应[3]。相关数据表明，在医院死亡患者数目统

计中，有约28％的患者是死于脓毒症，该疾病不仅

患病率和死亡率较高，且治疗所需的资源和费用也

相对较大，给患者的心理造成了严重影响，同时也给

患者家属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脓毒性休克

(septic shock)贝1]是脓毒症合并出现的一种较为严重

的循环障碍和细胞代谢紊乱性疾病，其给患者带来
的死亡风险比单纯的脓毒症患者的死亡风险相对升

高。显而易见，对脓毒性休克患者而言，其病情更为
严重。目前，有关于脓毒性休克患者的发病机制尚

不清楚，其临床表现主要为持续性低血压。患者在

进行了充分容量复苏后仍需血管收缩药以维持平均

动脉压，因此，脓毒性休克患者死亡率可高达40％

及以上。对患者而言，其组织损伤、全身性炎症效应

情况及基因的多态性等都会影响疾病发展。脓毒症

的发生会使得患者机体出现多系统病变，主要表现

为过度炎症反应和级联式的放大激活，若不能在疾

病发生过程中予以及时干扰控制，则可能会引起全
身防御反应的迅速激活，导致微血管血栓形成，进而

直接使得患者的局部组织出现缺血缺氧恶化症状，

形成脓毒性休克。因此，在对脓毒性休克患者进行

治疗的过程中，必须要全面控制患者疾病的发展，才

能有效帮助患者机体抵抗疾病HJ。

HA330血液灌流，HA330一Ⅱ树脂血液灌流器

的吸附剂是经独特工艺处理的中性吸附树脂，其吸
附能力主要取决于三维网状结构的分子筛作用和树

脂分子基团与被吸附物质之间的亲和力，对于中大

分子肝衰竭毒素特别是分子结构中含有亲脂疏水基

团或苯环等环状结构的毒素具有很高的吸附能力。

是医学上专门为重病危症患者设计的一款树脂血液

灌流器，其主要利用装置内强大的吸附能力以帮助

患者清除其血液内的内毒素和炎性介质等，以降低

患者炎症反应发生情况，能够有效控制患者机体出

现的综合性炎症反应和全身感染等症状。连续肾脏

替代疗法(CRRT)，是临床上应用较多的一种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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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肾脏功能的血液净化技术，至今已有20多年的

发展历史。随着CRRT技术不断发展，其适应证和

适用范围也逐渐增多，在肾脏受损疾病中的作用也

越来越大，堪比肠外营养和机械通气等技术。与相

似技术相比较，CRRT可以能够保持患者拥有足够

的血液净化时间，使的患者的单位时间血液溶质的

清除量显著降低，其不仅可以有效保证患者机体的

各项生理指标处于正常范围内，还能够更好的维持

机体稳态，延长患者治疗时间的同时显著增加交换

量。使得血液净化效果更佳良好【6J。CRRT技术具

有缓慢性、连续性和等渗性，相比较于传统的间歇性

血透技术，其能具有生理性优势，能够更稳定血流动

力学参数，可有效清除体内多余溶质，保持机体水电

解质和酸碱平衡。

在本研究中，尽管单独使用CRRT治疗的对照

组患者的APACHE II系统评分情况较治疗前明显

下降，患者的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发生率和28d

死亡率情况与国内平均水平相比较也相对较低，但

与进行了CRRT和HA330血液灌流联合治疗的观

察组患者相比较而言，观察组患者的各项情况均显

著优于对照组。这些研究数据都有效的说明了：在

对脓毒症休克患者进行临床治疗时，联合使用连续

性肾脏替代治疗和HA330血液灌流治疗可显著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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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患者的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情况，同时也可

降低患者的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发生率，降低
患者死亡率，提高患者生存质量。综上所述，CRRT

+HA330血液灌流治疗在脓毒症休克患者的临床

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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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治疗
青年急性脑梗死效果分析

王梅玲，白嘎丽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17)

[摘要]目的探讨阿司匹林联合氯毗格雷治疗对青年急性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及血小板及凝血功能

的影响。方法将青年急性脑梗死患者69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行阿司匹林(100 mg／d)单药

治疗，观察组行阿司匹林(100 mg／d)与氯吡格雷(75 mg／d)联合治疗，均治疗2周。于治疗前、治疗2周后采

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对两组患者的神经功能缺损程度进行评分并比较．同时比较血小

板及凝血功能指标的影响。结果 治疗2周后，两组NIHSS评分显著低于同组治疗前(P<0．01)，且观察

组的NIHSS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治疗2周后，观察组PA降低显著(P<0．01)。PLT、PT、

APTT、FIB无明显差异(P>o．05)。结论 阿司匹林联合氯吡格雷治疗对青年急性脑梗死治疗效果显著，

可有效改善患者神经功能，并对凝血功能及血小板无明显变化，出血风险小。

[关键词]阿司匹林；氯毗格雷；青年；脑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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