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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

高容量血液滤过治疗严重创伤后应激反应的研究

宋波 李鹏 昊焉非 杨桂琴 朱建明 高燕 刘隆茂 刘奇 章志明 乐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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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统计资料看，创伤是45岁

以下人群的首要死因，重度创伤后脓毒

症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是

刨伤救治中的重点和难点。重度创伤的

病理过程可以经历应激反应期、脓毒症

期、创伤器官功能修复期或多器官功能

障碍期。如何采取干预手段减轻创伤应

激反应程度，缩短应激反应时间，是提高

重度创伤抢救成功率的关键之一。本研

究中采用高容量血液滤过(HVHF)在伤

后早期治疗重度创伤患者，取得了较好

的JI缶床效果，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以2005年11月至2008

年11月收入本院重症监护病房(ICU)

及脑外科严重创伤患者32例为治疗组，

以2003年4月至2005年10月本院普

外科、骨科、脑外科32例术后监护患者

为对照组。符合脓毒症、全身炎症反应综

合征(S珉S)及MODS诊断标准【lJ。排除

标准：临床判定死亡者、治疗未超过24 h

或不能继续治疗者。治疗组中男19例，

女13例；年龄24～74岁，平均(47。3士

5．6)岁；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

分系统I(APACHE I)评分(20．1士

5．4)分。对照组32例中男18例，女14

例；年龄25～7l岁，平均(46．7土6．3)

岁；APACHE I评分(19．7士6．5)分。本

研究经景德镇市卫生局伦理委员会批

准，所有患者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1．2治疗方法：对照组接受常规治疗，

包括液体复苏、手术、预防感染，营养支

持以及必要时呼吸机支持治疗等。治疗

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人院12 h内给予

无肝素化HVHF治疗。采用右颈内静脉

或股静脉置管建立血管通路，以BM一25

型血滤机进行HVHF治疗，置换液配方

参照南京军医总医院配方，置换液以前

稀释方式输入，置换液流量6～8 L／h，

血流量200～300 ml／min，治疗20～

62 h，超滤量根据患者病情设置。

1．3观察指标：抽取所有患者入院后

1(HVHF前)、3、5、7 d肘静脉血各5 ml，

常规方法检测丙氮酸转氨酶(ALT)、天

冬氨酸转氨酶(AST)、尿素氮(BUN)、

肌酐(Cr)、氧合指数(PaOz／FiOz)，同时

记录患者的呼吸频率、心率、体温及终点

结果。

1．4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士标

准差b士s)表示，用￡检验，计数资料用

率表示，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均衡性比较：两组患者年

龄、性别、HVHF前一般临床资料及肝、

肾、肺等各项检测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P>o．05)，具有可比性。

2．2两组患者脓毒症和MODS的发生

率及28 d病死率比较(表1)：治疗组脓

毒症和MODS发生率及28 d病死率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O．05或P<O．01)。

衷1两组严重创伤患者脓毒症

和MODS发生率及28 d病死率比较

组别 呈
发生率(％(倒)) 28 d病死率

脓毒症 MODS (％(例))

治疗组32 34．4(11)a 18．8(6)- 6．2(2)o

对照组32 59．4(19)50．0(16) 25．0(8)

注：MOD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与

对照组比较，aP<0．05 bP<0．01

2．3两组治疗后各指标检测结果(表2)：

治疗组ALT、AST、BUN及Cr均较对

照组明显降低；Paoz／FiOz较对照组明

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o．05

或P<O．01)。

2．4两组患者符合SIRS标准项目数

比较(表2)：治疗组治疗后符合SIRS标

准项目数(2～4项)患者明显少于对照

组(P<O．05或<O．01)。

裹2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各指标检测结果及符合SIRS标准项目比较(；士j)

注：ALT：丙氨酸转氨酶，AST：天冬氨酸转氯酶，BUN：尿素氮，cr；肌酐，Pa02／Fi02：氧合指数，SIRS：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与对照组

比较，8．P<0．05，。P<0．01，1 mm Hg=0．133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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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研究显示，严重创伤诱导机体发生

强烈持续的应激反应，大量分泌应激激

素，包括糖皮质激素√L茶酚胺、血管紧

张素、内皮素、胰高血糖素等，造成全身

血液重新分布，导致内脏缺血，全身代谢

亢进，内环境紊乱。继而激活自由基、内

皮细胞、单核／巨噬细胞等，介导肿瘤坏

死因子一a(TNF—a)等炎症介质大量产生

和释放，诱导SIRS和MODS发生[“。

任成山等口1回顾性研究了355例重

度创伤伴SIRS和MODS患者后发现：

①重度刨伤患者都符合SIRS标准2项

或以上I②MODS发生率随符合SIRS

标准项目数增多而升高(符合2项S氓s

标准者MODS发生率为22％，4项者为

66％)；③器官功能障碍率随符合SIRS

标准项目数增多而升高(符合2项者

4个器官功能受损者占27％，4项者占

39％)；④病死率随符合SIRS标准项目

数增多而升高(符合2项者病死率为

9 0A，4项者为52％)。MODS的实质是机

体的全身炎症反应不断加剧，持续恶化

的结果。SmS是MODS的发病基石，而

创伤后应激反应是SIRS的促发因素。

血液滤过作为应激激素和炎症介质

的一种清除方式，对炎症介质的清除效

果差异较大，多数研究认为，血液滤过不

能明显降低血中炎症介质的水平。对应

激激素的清除，蓝光明等[4]报道采用连

续性血液净化(CBP)能有效清除严重创

伤后患者血中的应激激素，如皮质醇等

应激激素分子质量小，容易在CBP中被

清除。近年来出现了流量和吸附面积显

著增大的Hvl{F方法，并在脓毒症治疗

中取得了良好疗效，其对血中炎症介质

的清除是确定的[“。向强等[61采用

HVHF对32例严重创伤患者行HVHF

治疗，认为HVHF可明显降低严重创伤

患者血液中炎症介质水平，如TNF-a、

白细胞介素一Ip(IL—lfl)、IL一6等。

本研究中采用HVH．F对32例严重

创伤患者于伤后早期行CBP治疗，使病

死率明显下降。脓毒症及MODS发生率

明显下降。其机制可能是伤后早期即行

HVHF，清除了患者血液中皮质醇等创

伤后应激激素，减轻了应激反应程度，缩

短了反应时间，减少了TNF—a等炎症介

质的释放。同时HVHF也清除了炎症介

质，使炎症介质明显下降，从而减轻了

SIRS和MODS。本研究中还观察到，治

疗组符合SIRS标准项目数者及持续时

间以及脓毒症、MODS的发生率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且血ALT、AST、BUN、Cr

和PaOz／FiO：均明显优于对照组。说明

HVHF对重度刨伤后失控的SIRS及

MODS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可以认为，

伤后早期采用HVHF控制应激反应，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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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减轻或预防SIRS，是重度创伤患者抢

救治疗的有效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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