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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式高容量血液滤过对老年严重脓毒症

患者单核细胞功能的影响

黄惠斌 李莹 陈龙 林国 陈小莉 林建东

目前严重脓毒症引起的多器官功能衰竭（MOF）仍是危

重患者的重要死亡原因。 临床上显示，严重脓毒症的发病率

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平均年龄为 64 岁，由于器官功能老化，

免疫功能减退及合并较多基础疾病，使得老年严重脓毒症患

者有更高的发病率和病死率

［

1

］

。因此，研究脓毒症的发病机制

以寻找到合理有效的治疗手段意义重大。Bone 提出的脓毒症

“免疫失调学说”认为，由内毒素及炎症介质的细胞毒作用导

致的免疫机制紊乱，可能是引起免疫失调的重要原因

［

2

］

。近年

来国内外文献报道了脉冲式高容量血液滤过（PHVHF）这种

血液净化治疗的新模式

［

3-6

］

，且对脓毒性休克有良好的血流

动力学稳定性及预后

［

7-10

］

，但该方法对脓毒症患者免疫调节

的影响报道较少。 单核细胞是体内重要的免疫细胞之一，在

免疫过程中不可或缺。 CD14

＋

单核细胞人白细胞 DR 抗原

（HLA-DR） 的表达水平直接反映了单核细胞的抗原呈递能

力，被认为是能够定量地作为诊断免疫抑制并以此指导免疫

干预治疗的首选指标

［

11-14

］

。 本研究通过观察单核细胞的分泌

功能以及 HLA-DR 表达在老年严重脓毒症患者 PHVHF 治

疗前后的变化，探讨 PHVHF 对严重脓毒症的免疫调节机制。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的选择及分组：采用前瞻性临床观察研究。 选

取 2012 年 5 月至 12 月本院重症监护病房（ICU）收治的老年

严重脓毒症患者。纳入标准：年龄≥60 岁；符合严重脓毒症诊

断标准

［

15

］

。 排除标准：年龄＜60 岁；24�h 内死亡或放弃治疗

者；既往有恶性肿瘤、免疫疾病及免疫药物治疗病史的患者。

患者入住 ICU 后均立即依据国际脓毒症复苏指南进行支持

治疗， 其中符合纳入标准并同意接受 PHVHF 的患者作为

PHVHF 组； 符合纳入标准但因经济原因或拒绝接受血液净

化等原因仅实施常规治疗的患者作为常规治疗组。 另外选取

10例健康体检老年人作为健康对照组。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 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并获得患者家属的知情同意。

1.2 治疗方法

1.2.1 一般治疗：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原发病处理、液体

复苏、早期给予广谱抗菌药物并监测微生物学培养及药敏结

果、维持水和电解质及酸碱平衡、营养支持等治疗。

1.2.2 血液净化方法：PHVHF 组采用 Seldinger 法经股静脉

或颈内静脉插管，留置单针双腔导管建立血管通路。 应用连

续性肾脏替代治疗机（ACCURA，美国 Baxter 公司）以及配套

的管路和滤器（HF1200，聚砜膜，膜面积 1.2�m

2

），根据超滤率

（UFR）要求采用前后稀释联合方式。 置换液采用 Port 改良配

方。 管路及滤器治疗前用肝素生理盐水预冲。 治疗时应用微

量推注泵持续滤器前输注肝素，维持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APTT）40～60�s；有出血或出血倾向者不使用肝素抗凝或酌

情减量，无肝素抗凝者定时用生理盐水冲洗管路。 PHVHF 血

流速度 180～250�mL/min， 在每 24�h治疗期间， 先使用 UFR�

85�mL·kg

-1

·h

-1

进行 6�h 高容量血液滤过（HVHF），随后进行

标准连续性静 - 静脉血液滤过（CVVH），UFR�35�mL·kg

-1

·h

-1

持续 18�h，累积目标治疗剂量约为 47.5�mL·kg

-1

·h

-1

。 管路及

滤器每 24�h 进行更换， 根据患者容量负荷情况调整超滤速

度。 每天进行治疗，直至患者死亡或临床症状改善。

1.3 观察指标及方法： ① 观察治疗前后所有患者的生命体

征、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

分，并记录患者的住院时间及 28�d 预后；② 两组患者均于治

疗前和治疗后 1�d、3�d 分别抽取外周静脉血， 分离单核细胞

并培养，用 10�mg/L 脂多糖（LPS，美国 Sigma 公司）刺激 12�h

后，离心，收集上清，置于 -70�℃保存，检测肿瘤坏死因子 -琢

（TNF-琢）和白细胞介素 -10（IL-10）浓度，试剂盒购自深圳晶

美生物工程公司，按说明书步骤执行。 将血液肝素化后振荡

摇匀，取试管分别加入含有荧光标记的抗 CD14

＋

抗体 10�滋L、

藻红蛋白（PE）标记的抗 HLA-DR 抗体 15�滋L；取肝素化静脉

血 100�滋L避光 37�℃孵育 25�min 后加入溶血剂 450�滋L，避光

37�℃储存待测。 用流式细胞仪测定单核细胞 HLA-DR 表达。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12.0 统计软件， 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及组内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one-way�ANOVA）；计数资料采用 字

2

检验，n＜40 时采用

Fisher 确切概率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情况： 本研究最终共纳入 35 例老年严重脓毒症患

者，PHVHF 组 17 例患者中男性 9 例，女性 8 例；年龄 63～89

岁，平均（69.0±15.6）岁；APACHEⅡ评分（21.15±12.81）分。

常规治疗组 18 例患者中男性 10 例，女性 8 例；年龄 65～84

岁，平均（66.0±13.1）岁；APACHEⅡ评分（22.41±17.17）分。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治疗前 APACHEⅡ评分等一般情况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资料均衡，有可比性。

2.2 临床治疗及转归：PHVHF 组患者在确诊 24�h 内均开始

行 PHVHF 并顺利完成治疗，PHVHF 持续时间最短 3�d，最长

9�d，平均（6.57±1.21）d。 表 1结果显示，PHVHF 组平均住院

时间与常规治疗组接近（P＞0.05）；PHVHF组 28�d病死率低于

DOI：10.3760/cma.j.issn.2095-4352.2014.04.018

��������基金项目：福建省医药卫生青年基金科研课题（2010-2-30）

作者单位：350000���福州，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

通信作者：林建东， Email：linjd@163.com

281·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4年 4月第 26卷第 4期 Chin�Crit�Care�Med，April��2014，Vol.26，No.4

常规治疗组（P＞0.05）及本组 APACHEⅡ评

分预测的死亡风险 38.4%（P＜0.01）。 患者最

终死亡原因大多数为 MOF。两组患者治疗后

3�d 的 APACHEⅡ评分均明显低于治疗前

（P＜0.05和 P＜0.01），且 PHVHF组较常规治

疗组下降更显著（P＝0.041）。

2.3 两组治疗前后单核细胞 TNF-琢、IL-10

水平的变化比较（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

TNF-琢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均 P＜

0.01），而两组间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两组

患者治疗后 3�d�TNF-琢 水平明显高于治疗前

（均 P＜0.01），且 PHVHF 组较常规治疗组升

高更为显著（P＜0.05）。 两组治疗前后 IL-10

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4 两 组 治 疗 前 后 CD14

＋

单 核 细 胞

HLA-DR 表达率的变化比较（表 2）：两组患

者治疗前 HLA-DR 表达率显著低于健康对

照组（均 P＜0.01），而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 HLA-DR 表达

率均呈升高趋势，治疗后 3�d与治疗前相比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且PHVHF 组

较常规治疗组升高更为明显（P＜0.05）。

3 讨 论

脓毒症时感染因素激活机体单核 / 巨噬细胞系统及其他

炎症反应细胞，产生并释放大量的炎症介质相互作用，形成

庞大的“网络效应”，并最终导致 MOF。 这也是既往临床上很

多试图针对某种特定细胞因子为靶点进行拮抗治疗失败的

原因。 而另一方面，机体内源性抗炎反应同样明显过度表达，

并诱导机体免疫麻痹状态或单核细胞低反应性。 这使得人们

越来越关注脓毒症的免疫抑制现象

［

16-17

］

。 脓毒症并不仅仅存

在过度活化状态，更可能有过度抑制参与其中。 因此，理想的

免疫调节应该是着眼于恢复整体免疫稳定性

［

18-19

］

。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因其能非特异性清除炎症

介质已成为治疗脓毒症的重要手段。 在 CRRT 的各种模式

中，HVHF（UFR＞50～60�mL·kg

-1

·h

-1

）是在标准 CVVH（UFR�

25～35�mL·kg

-1

·h

-1

）基础上发展起来并显示了其在脓毒症治

疗中的优越性，包括更显著地改善血流动力学和更高效地清

除促炎和抗炎介质，有效下调免疫反应，如降低单核细胞表

面 Toll 样受体 4（TLR4）表达等

［

20-23

］

。 但 HVHF 要求较高的血

流量、大量置换液（临床常用 3～6�L/h）及精确的超滤控制，患

者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凝血、溶血和失血等风险，同时其高容

量的标准尚有争议，限制了其在临床推广应用。

PHVHF 先采用 6�h 的超高治疗剂量，同时采用了高通透

性膜，可迅速降低介质的峰值浓度，达到 HVHF 的溶质清除

效果，同时 HVHF 加强了淋巴回流带动溶质入血。 随着血管

内介质的清除，血管外的组织和组织间隙内的细胞因子和介

质也再次入血而继发清除，当机体组织内那些中小分子物质

减少到能触发炎症反应的阈值，炎症反应的反馈环节即被阻

断

［

24

］

。 由于滤膜吸附在几个小时后达到饱和，溶质动力学的

状态使得继续长时间的高容量治疗可能并无更多益处

［

25

］

，而

随后实施的标准 CVVH 可维持脉冲治疗效果和预防治疗后

的反弹变化。 因此 PHVHF 不仅具有 HVHF 的优点， 相较于

HVHF 还降低了置换液的用量导致容量难以控制的技术难

度，仅 6�h 的日间 PHVHF 降低了医护夜班的劳动强度，容易

被 ICU 护理人员广泛接受， 并节省了大量的治疗费用

［

6

，

9-10

］

。

有研究显示，PHVHF 较常规 CVVH 更能改善脓毒性休克患

者的血流动力学稳定性及预后

［

3

，

9

］

。 本研究同样显示，PHVHF

在老年严重脓毒症患者中应用是安全的，考虑到老年人本身

心血管的代偿能力， 我们在 PHVHF 开始治疗前通过管路预

充液体上机，治疗过程中适当调节血流速以及相应调整超滤

目标，PHVHF 组患者在每日 24�h 持续血液滤过治疗中均未

发现相关的副作用， 而且治疗后 APACHEⅡ评分明显下降。

APACHEⅡ评分作为 ICU 普遍应用的危重症评价手段，其分

值高低与病情危重程度及死亡风险呈正相关

［

26

］

。 本研究

PHVHF 组 28�d 病死率为 17.6%， 低于 APACHEⅡ评分预测

的死亡风险 38.4%， 提示 PHVHF 治疗能很好地应用于老年

患者，并优于常规治疗手段。

邵敏等

［

27

］

的研究证实，PHVHF 能降低辅助性 T 细胞 17

（Th17）与 CD4

＋

CD25

＋

调节性 T 细胞（Treg）的表达水平，并能

纠正 CD4

＋

CD25

＋

Treg／Th17 平衡紊乱，改善机体免疫状态。

单核细胞作为机体重要的免疫细胞，参与了免疫反应整个过

程。 血液净化能否影响免疫功能、改善患者单核细胞功能引

起临床上的重视

［

28

］

。 本研究动态观察单核细胞在 PHVHF 治

疗前后的分泌及抗原呈递功能的变化，结果显示，两组患者

治疗前外周血单核细胞分泌的促炎因子 TNF-琢 均较健康对

表
1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老年严重脓毒症患者治疗前后

APACHEⅡ评分变化及预后指标比较

注：APACHEⅡ为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PHVHF 为脉冲式高容量血

液滤过；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a

P＜0.05，

b

P＜0.01；空白代表无此项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1�d

常规治疗组 18 22.41±17.17 23.35±7.42

APACHEⅡ评分（分，x±s）

治疗后 3�d

17.65±8.56

a

住院时间

（d，x±s）

28�d病死率

〔%（例）〕

12.98±4.33 27.8（5）

PHVHF 组 17 21.15±12.81 19.15±9.23

13.15±5.45

b

13.48±3.28 17.6（3）

检验值 t＝11.453 t＝9.543 t＝21.442 t＝0.415

P值 0.143 0.092 0.041 ＞0.05� ＞0.05

表
2 不同治疗方法两组老年严重脓毒症患者治疗前后单核细胞

TNF-琢、IL-10 及 HLA-DR 表达率的变化比较（x±s）

注：TNF-琢为肿瘤坏死因子 -琢，IL-10为白细胞介素 -10，HLA-DR 为人白细胞 DR 抗

原，PHVHF 为脉冲式高容量血液滤过；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a

P＜0.01；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b

P＜0.01；与常规治疗组同期比较，

c

P＜0.05

组别 时间 例数 TNF-琢（ng/L） IL-10（ng/L） HLA-DR表达率（%）

健康对照组 10 1�123.60±195.67 306.45± 6.70 87.75±3.40

常规治疗组 治疗前 18

461.60±145.67

a

334.45± 6.70

31.80±2.33

a

治疗后 1�d 18 437.17±216.71 319.03± 9.45 33.00±3.04

治疗后 3�d 18

569.35± 24.14

b

312.47±13.50

45.17±7.39

b

PHVHF 组 治疗前 17

445.37±137.70

a

324.10± 5.56

32.72±4.80

a

治疗后 1�d 17 464.15±192.52 310.35± 4.57 34.07±8.63

治疗后 3�d 17

785.51±213.41

bc

291.16± 3.65

67.05±5.65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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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明显降低，而抗炎因子 IL-10 无明显改变，提示严重脓毒

症患者以抗炎因子分泌为主，存在免疫抑制状态。 当抗炎反

应占优势时，宿主对外来刺激反应低下，对感染易感性增强，

从而加剧脓毒症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 两组患

者治疗后 1�d体外培养单核细胞并给予 LPS 刺激后，TNF-琢、

IL-10的分泌能力均无明显改善；但治疗后 3�d 时两组 TNF-琢

的分泌能力明显改善，IL-10 呈下降趋势。 说明在治疗初期，

机体仍处于应激状态和免疫失衡状态，各种炎症介质大量产

生和释放， 短时间内的治疗对 LPS 和炎症介质的清除仍有

限。 随着治疗时间延长，炎症介质被大量清除，体内 LPS 浓度

和过多的炎症介质水平降低， 改善了单核细胞分泌功能，重

建了机体免疫内稳态，这与临床上病情逐渐好转相一致。

HLA-DR 是人类单核细胞表面最常见的表达区域，而

CD14

＋

是单核细胞的特征性标志。 单核细胞在抗原的刺激下

产生大量细胞因子，宿主产生免疫反应。在抗原呈递和辅助

T细胞过程中，HLA-DR 的表达起到了关键作用，其功能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机体的免疫功能状态。 HLA-DR 表达下

降被认为是脓毒症免疫抑制的重要标志

［

14

，

28-29

］

。 本研究入选

的老年严重脓毒症患者在治疗前 HLA-DR 表达均明显低于

健康对照组，同样提示两组患者治疗前均处于单核细胞免疫

麻痹状态。 经过不同治疗后， 随着病情改善， 两组患者

HLA-DR 表达逐渐升高，但变化程度不同。 PHVHF 组外周血

单核细胞 HLA-DR 表达呈升高趋势， 治疗后 1�d、3�d 与治疗

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并且与常规治疗组同期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提示 PHVHF 通过对过量的促炎和抗炎介

质的同时清除，可以更加有效地下调免疫反应，使单核细胞

逐渐从过度活跃及过度抑制状态逐渐恢复到免疫平衡状态，

从而改善了单核细胞的抗原呈递功能。

综上，本研究结果提示老年严重脓毒症患者存在免疫抑

制状态，PHVHF 能很好地应用于老年重度脓毒症患者，其改

善患者单核细胞功能、重建机体免疫系统内环境的稳定优于

常规治疗手段，可作为脓毒症免疫调节治疗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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