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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是指由细菌、病毒或真菌感染诱发的全身炎症反
应［1］，可以导致休克、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甚至死
亡。 目前脓毒症已成为重症监护病房（ICU）患者死亡的主要
原因，是 1～4 岁儿童的第 7 大致死原因和 65～75�岁老人的
第 8 大致死原因。 急性肾损伤（AKI）是脓毒症发展过程中最
常见、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以急性肾衰竭（ARF）为特征，表
现为血液过滤不充分，水、离子调节及尿液产生障碍［2］。 AKI
的发病率会随脓毒症的严重程度而增加，脓毒症合并 AKI 后
病死率增加 1 倍，并且明显高于其他因素导致的 ARF［3］。随着
对脓毒症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脓毒症引起的肾损伤机制
及治疗也逐渐有了新的认识。 现针对近期研究，阐述脓毒症
引起的 AKI机制及临床治疗策略。
1 脓毒症所致 AKI 的发病机制

1.1 脓毒症致 AKI的病理学改变：脓毒症发展过程中血流动
力学分为两个时相。在脓毒症早期，心排血量（CO）增多、组织
灌注量增加、血管阻力减小，为高动力期；而到后期（确诊为
脓毒症后＞12�h） 则表现为微循环血流减少、 组织灌注量降
低，脓毒症引起的 AKI 最早可出现微循环衰竭，肾小管上皮
细胞线粒体损伤和管周微环境促氧化物增多，促进肾小管上
皮细胞损伤［3］。 因此，长期以来缺血、坏死一直被认为是脓毒
症 AKI的主要元凶，早期的 AKI 治疗也主要集中于增加肾脏
血流［4］。 然而 Bagshaw等［2］提出观点，脓毒症 AKI 病理改变完
全不同于非脓毒症 AKI，他们发现在脓毒性休克中，肾脏皮质
和髓质的血流不仅未减少反而增加，所以 AKI 并非只是由缺
血、坏死或者缺血 /再灌注引起。

已有大量的研究显示，脓毒症疾病过程中存在大量的免
疫细胞和非免疫细胞凋亡，对机体免疫应答低下和器官损伤
发挥着主要作用［4］。 同样，在脓毒症引起 AKI 中，天冬氨酸特
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3（caspase-3）活化增加，凋亡诱导因子
和细胞色素 C 释放，Bax 活化，Bcl-2 完整性缺失， 肾小管细
胞可见凋亡小体及原位末端缺刻标记法（TUNEL）染色阳性，
这说明凋亡存在于脓毒症引起 AKI 的过程中，并发挥非常重
要的作用［5-7］。 Manakan 的小鼠模型研究显示凋亡起源并局限
于髓袢升支，受到了后期研究的质疑。 脓毒症 AKI 的凋亡发
生在肾小管上皮细胞， 且近端小管较远端小管更易受损，可
能与远端小管的内分泌及旁分泌高的保护作用有关 ［8］。 而
Lerolle 等［5］的病理结果显示，脓毒症所致的 AKI 不只是简单

的肾小管损伤，凋亡和以单核细胞为主的白细胞渗出也见于
肾小球，少数可见到毛细血管血栓。 综上可见，脓毒症引起的
AKI对肾脏病理损伤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
1.2 脓毒症 AKI的病理生理学改变：脓毒症患者体内脂多糖
（LPS）和肿瘤坏死因子 -琢（TNF-琢）增加对肾小管有直接促炎
作用，并加重肾小管损伤。 LPS 可直接诱导 TNF-琢 在肾小管
的表达，和一氧化氮（NO）、过氧化亚硝酸盐（ONOO-）、过氧化
物酶增殖激活受体 酌（PPAR-酌）及其转录辅助活化因子 -1琢
（PGC-1琢）等其他氧化应激物质一起促进肾小管产生有害细
胞因子，引起肾小管细胞内线粒体功能障碍、空泡形成［9］。 炎
症因子和氧化应激亦会直接促进细胞凋亡，进一步加重肾小
管损伤。 AKI的严重程度可能正好反映了脓毒症相关的炎症
介质对组织损伤的作用强度，白细胞介素（IL-6、IL-10）、巨噬
细胞游走抑制因子（MIF）等细胞因子水平已被证实与脓毒症
AKI的严重程度和病死率相关［10-11］。

肾损伤时，血管紧张素Ⅱ（AngⅡ）作为肾素 - 血管紧张
素 - 醛固酮系统病理生理的主要效应分子，与 Ang�Ⅱ的Ⅰ型
受体结合，导致肾细胞骨架重排，发生形态学改变。 当 AngⅡ
通过转化生长因子 -琢（TGF-琢）介导与上皮生长因子受体结
合，亦会调节肾血管重塑，还可促进 T 细胞增殖和活化，并促
进 TNF 及 TGF-β 的表达， 在 AKI 中直接扩大炎症和凋亡，
减低细胞增殖，促进肾脏纤维化［12］。
1.3 脓毒症 AKI的分子生物学改变：脓毒症的凋亡通路分为
内源性和外源性两种途径，而 AKI 的发生会使凋亡通路复杂
化，更多的研究从基因、分子层面来探讨其发病机制。 Bcl-2
基因是一种原癌基因，具有抑制凋亡的作用。 已有研究显示
Bcl-2 基因的两种单核苷酸多态性和 SERPINA4 基因的一种
单核苷酸多态性与 AKI病情恶化的危险度降低相关［13］。

严重脓毒症患者血循环中单核细胞人白细胞 DR 抗原
（HLA-DR） 表达下调，HLA-DR 表达还与肾小管和肾小球内
皮细胞相关。 Payen 等［14］研究显示，HLA-DR 单倍体存在可能
和脓毒症引起的 AKI高度需要肾脏替代治疗（RRT）有关。

脓毒症 AKI 患者肾内基质金属蛋白酶 9（MMP-9）能释
放干细胞因子（SCF），MMP-9 能保护肾小管近端细胞，而白
细胞分化抗原 -1（CD-1）可能由 SCF 释放，共同抑制凋亡，并
对肾功能的恢复发挥重要作用［11］。
2 脓毒症所致 AKI 的治疗

目前临床对脓毒症患者可给予充分的支持治疗，但仍有
较高的病死率，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①临床上因为感染和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的证据不能及早获取，确诊延
迟，因此初始治疗不及时；②器官损伤、恶化的机制不完全清
楚。 国际推荐的脓毒症支持治疗分为两个时期：最初的广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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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应用和复苏以及后期的器官管理， 如肺保护性通
气、透析治疗［3］。
2.1 脓毒症 AKI 针对凋亡的治疗： 作为脓毒症 AKI 的主要
机制，凋亡抑制可能在未来脓毒症治疗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
重视。 当细胞严重损伤时要维持细胞的生存，坏死是很难被
阻止的，而凋亡通路却可被调节。 因此理论上，可在各个环节
及多方面调节凋亡，从而发挥治疗作用。

毛地黄黄酮被证实可改善 AKI。 研究显示，在 AKI 中毛
地黄黄酮能增加谷胱甘肽（GSH）水平，活化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过氧化氢酶发挥抗氧化作用；且病理和 TUNEL 染色
结果显示，毛地黄具有明显减少肾脏凋亡的作用，它能降低
caspase-3 的活化，并增加抗凋亡蛋白 Bcl-2 的表达［15］。

脓毒症中 AngⅡ的肾损害作用已明确，Efrati 等［16］的实验
证明，高血糖也会过度产生 AngⅡ，高血糖和 AngⅡ可一起损
伤肾微循环，扩大细胞凋亡、抑制细胞增殖。 如果临床证据相
对一致，血糖增高的脓毒症患者控制血糖可能会阻止或者减
缓肾损伤。

法舒地尔作为 Rho 激酶特异性抑制剂可减少脑、心脏缺
血 / 再灌注损伤。 在脓毒症中，法舒地尔可以活化磷脂酰肌
醇 -3- 激酶 / 丝氨酸 / 苏氨酸蛋白激酶（PI3K/Akt）信号通路，
经过内源性和外源性死亡受体凋亡通路减少细胞凋亡，从而
在 AKI 中发挥保护作用，明显减少细胞凋亡率，降低肌酐和
尿素氮值，改善肾功能［17］。

此外，还有一些物质对凋亡的调节在脓毒症 AKI 的治疗
中值得关注。 在脓毒症液体复苏的动物模型中，低剂量的血
管加压素可减少肾小管凋亡、全身炎症反应和肾脏的损伤［7］。
14-3-3 蛋白为多功能调节蛋白，可结合多种凋亡蛋白从而在
c-Jun 氨基末端激酶（JNK）凋亡通路中发挥作用。谷氨酰胺可
通过抑制 14-3-3 蛋白的激酶磷酸化而减弱肾小管细胞凋
亡，从而在 AKI中保护肾脏［18］。
2.2 脓毒症 AKI 的炎症免疫治疗：在脓毒症导致的 AKI 中，
氧化应激物质和炎症介质会促进肾脏的进一步损伤，因此针
对氧化物和炎症因子清除的治疗有助于阻止肾损伤的恶性
循环。 RRT 能有效清除循环中的炎症介质，从而抑制全身炎
症反应， 并且 RRT 还可改善 AKI 的液体负荷过重及血流动
力学不稳定，是目前临床中很重要的治疗手段。 早期、剂量个
性化和集中的 RRT 有助于提高脓毒症 AKI 的恢复率， 并减
少患者对透析的依赖性［7，19］。 ARF 处于高代谢、高能量消耗状
态， 迅速发生的营养不良是 ARF 高病死率的重要原因之一。
RRT 可解决 ARF 患者营养与蛋白质补充的限制， 但同时也
会增加蛋白质的丢失。 合理的肠内营养可以减少全身炎症反
应并辅助 RRT 促进疾病的恢复和延缓肾脏损害的进展，最终
达到改善预后的目的［20］。

此外， 免疫调节治疗在临床和科研上越来越受到重视。
激肽释放酶改良的间充质干细胞已被证实可抑制凋亡、减少
炎症、改善肾功能，有益于肾脏的保护。 间充质干细胞可抑制
间质中性粒细胞及单核 / 巨噬细胞的浸润， 减少髓过氧化物
酶（MPO）活性、p38 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磷酸化及超氧化物

的形成， 以及抑制 TNF-琢 的表达及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1
（MCP-1）和细胞间黏附分子 -1 的产生。 而激肽释放酶能显
著抑制 H2O2 诱导的凋亡，增加蛋白激酶磷酸化和肾小管细胞
分化而发挥保护作用［21］。 此外，间充质干细胞也可合并肾祖
细胞或干细胞移植，或采用生物抑制剂和化学试剂抑制炎症
以改善肾损伤，如 TGF-β 单克隆抗体、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
制剂、 腺苷 2A 受体拮抗剂及 Toll 样受体 9 抑制剂可阻止炎
症“瀑布”的活化［12］。 另外，目前已被广泛应用在临床脓毒症
免疫治疗的有乌司他丁、胸腺肽α1。有临床研究证实乌司他
丁联合胸腺肽 α1 可同时调节特异性及非特异性免疫，修复
促炎／抗炎失衡，抑制免疫细胞凋亡，发挥免疫改善作用［22］。
2.3 脓毒症 AKI 分子生物学治疗的展望：caspase 抑制剂作
为脓毒症 AKI 中一种新的治疗通路，不但可以阻止凋亡细胞
的死亡，还可以抑制炎症反应，对不同器官的缺血 / 再灌注损
伤亦有保护作用， 因其同时具有抑制免疫细胞反应的副作
用，caspase 抑制剂的合理应用仍在探索中［7］。 凋亡信号调节
因子 -1（ASK-1）通路的调节也是一种新的潜在的治疗干预
措施。 ASK-1 是凋亡引起的激酶，目前证实它与多种细胞功
能相关，可以影响增殖、生存、分化和炎症反应，阻止 ASK-1
通路可减缓肾小管的凋亡。 除抑制凋亡外，ASK-1 还可调节
MCP-1，对 AKI白细胞浸润和炎症反应起重要作用［23］。 Klotho
基因可通过表达热休克蛋白 70 缓解 AKI 时肾小管凋亡。 在
脓毒症 AKI 的未来治疗中，可通过腺病毒基因导入肾脏发挥
Klotho 基因对 AKI 的保护作用［24］。 另有研究报道，内皮祖细
胞产生的微小 RNA（MicroRNA）和微粒在免疫反应进程中可
通过细胞信息传递改善 AKI［25］。
3 总 结

综上所述，脓毒症诱导的 AKI 以细胞凋亡和肾脏炎症为
主要致病特征，虽然到目前为止脓毒症所致 AKI 的机制并未
完全清楚，但是更多地了解 AKI 的机制将有助于对其更好地
诊断和治疗，提高 AKI患者的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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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肺损伤（ALI）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
多器官功能衰竭（MOF）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呼吸机相关性肺损伤（VILI）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
重症急性胰腺炎（SAP）
急性肾损伤（AKI）
急性肾衰竭（ARF）
急性心肌梗死（AMI）
重症监护病房（ICU）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
（APACHE）

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
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OS）
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
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系统（SAPS）
里士满躁动镇静评分（RASS）
镇静躁动评分（SAS）
脑电双频指数（BIS）
Narcotrend指数（NI）
脑状态指数（CSI）
疼痛行为学评分（BPS）
重症疼痛观察工具（CPOT）
非语言疼痛评分（NVPS）
自主呼吸试验（SBT）
心肺复苏（CPR）
早期目标导向治疗（EGDT）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
肿瘤坏死因子（TNF）
白细胞介素（IL）

核转录因子 -资B（NF-资B）
C-反应蛋白（CRP）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
动脉血氧分压（PaO2）
肺泡氧分压（PAO2）
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PETCO2）
心排血量（CO）
平均动脉压（MAP）
中心静脉压（CVP）
肺动脉压（PAP）
心排血指数（CI）
脉搏（经皮）血氧饱和度（SpO2）
吸入氧浓度（FiO2）
氧合指数（PaO2�/�FiO2，OI）
红细胞比容（HCT）
红细胞计数（RBC）
白细胞计数（WBC）
血小板计数（PLT）
尿素氮（BUN）
血肌酐（SCr）
肾小球滤过率（GFR）
肌酐清除率（Ccr）
丙二醛（MDA）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
髓过氧化物酶（MPO）
丙氨酸转氨酶（ALT）
天冬氨酸转氨酶（AST）
降钙素原（PCT）
人白细胞 DR 抗原（HLA-DR）
血红素加氧酶 -1（HO-1）
水通道蛋白（AQP）
脂多糖（LPS）
盲肠结扎穿孔术（CLP）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
磷酸盐缓冲液（PBS）
乙二胺四乙酸（EDTA）
3，3'-二氨基联苯胺（DAB）
异硫氰酸荧光素（FITC）
逆转录 -聚合酶链反应（RT-PCR）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blotting）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原位末端缺刻标记法（TUNEL）
十二烷基硫酸钠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SDS-PAGE）

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caspase）

β-肌动蛋白（β-actin）
三磷酸甘油醛脱氢酶（GAPDH）
血浆置换（PE）
血液透析（HD）
连续性静 -静脉血液滤过（CVVH）
血液滤过吸附（CPFA）
间歇性血液透析（IHD）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
急性肾损伤协作网（AKIN）
急性透析质量倡仪（ADQI）
世界卫生组织（WHO）
美国心脏病学会（ACC）
美国胸科医师协会（ACCP）
危重病医学会（SCCM）
欧洲危重病医学会（ESICM）
美国胸科学会（ATS）
外科感染学会（SIS）
神经外科医师协会（AANS）
美国心脏协会（AHA）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

·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常用的不需要标注中文的缩略语

44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