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636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7 年 7 月第 29 卷第 7 期  Chin Crit Care Med，July   2017，Vol.29，No.7

·短篇论著·

多模式组合透析对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Klotho 蛋白、 
FGF-23 和 BNP 的影响

邓晓风  代青  万莉  唐玲  舒月  肖恒芬  毕媛媛  杨洪芬
550081  贵州贵阳，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肾内科（邓晓风、代青、万莉、唐玲、舒月、肖恒芬、 
毕媛媛），检验科（杨洪芬）
通讯作者：唐玲，Email：84143754@qq.com
DOI：10.3760/cma.j.issn.2095-4352.2017.07.013

【摘要】 目的  探讨多模式组合透析对维持性血液透析（MHD）患者血 Klotho 蛋白、成纤维细胞生长因

子 23（FGF-23）、脑钠肽（BNP）水平的影响。方法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RCT）方法，选择 2015 年 12 月

至 2016 年 12 月在贵阳市第二人民医院肾内科血液净化中心接受 MHD＞3 个月的 120 例慢性肾衰竭（CRF）尿

毒症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血液透析（HD）组（每月 8 次 HD）、HD + 血液滤过（HF）组（每月 8 次 HD + 每

月 1 次 HF）、HD + HF + 血液灌流（HP）组（每月 8 次 HD + 每月 4 次 HF + 每月 1 次 HP），每组 40 例。所有

患者入组前及入组后 6 个月、12 个月在体外循环管路静脉端采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

Klotho 蛋白及 FGF-23 水平，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BNP 水平。结果  120 例 MHD 患者最终均纳入分析，

无中途退出、撤出病例。3 组患者入组前血清 Klotho 蛋白、FGF-23、BNP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与入组前比较：3 组患者入组后血清 Klotho 水平均呈持续升高趋势，且 HD+HF+HP 组＞HD+HF 组＞HD 组

（μg/L：6 个月为 2.59±0.61、1.63±0.35、1.13±0.26，F＝119.374，P＝0.000；12 个月为 6.98±1.21、3.57±1.03、

2.12±0.43，F＝275.675，P＝0.000）；而 FGF-23 水平均呈持续下降趋势，且 HD+HF+HP 组＜HD+HF 组＜HD

组（ng/L：6 个月为 69.22±38.26、132.28±61.18、178.50±74.64，F＝33.509，P＝0.000；12 个月为 32.81±17.32、

87.93±43.27、146.33±69.28，F＝55.466，P＝0.000）；3 组间血清 BNP 水平也表现出与 FGF-23 相同的变化趋

势（ng/L：6 个月为 4 083.39±2 864.53、7 245.69±4 643.81、7 969.12±5 360.85，F＝8.758，P＝0.000；12 个月为

1 521.86±894.63、4 554.32±1 969.84、5 013.89±2 033.64，F＝49.003，P＝0.000）。结论  多模式组合透析能提

高接受 MHD 的 CRF 尿毒症患者体内 Klotho 蛋白水平，降低 FGF-23、BNP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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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effects  of  multimodal  combination  dialysis  on  Klotho  protein,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23  (FGF-23)  and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BNP)  in  patients  with maintenance  hemodialysis 
(MHD).  Method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  was  conducted.  120  patients  who  was  diagnosed  with 
chronic renal failure (CRF) uremia receiving MHD over 3 months admitted to Blood Purification Centre of Department 
of Nephrology of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Guiyang from December 2015 to December 2016 were enrolled, who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hemodialysis  (HD) group  (HD  for 8  times a month), HD + hemofiltration  (HF) group  (HD 
for 8 times a month + HF once a month), and HD + HF + hemoperfusion (HP) group (HD for 8 times a month + HF 
for 4 times a month + HP once a month), with 40 patients in each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for 6 months and 
12 months, blood was taken from venous circuit tube, the serum Klotho protein and FGF-23 levels were determin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the serum BNP level was determined by electrochemiluminescence.   
Results  120  patients  with  MHD  were  enrolled  in  the  final  analysis  without  withdrawal.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s of Klotho protein, FGF-23, or BNP before enrollment among  the  three groups  (all P > 0.05).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enrollment,  the  levels  of  serum  Klotho  protein  after  enrollment  in  three  groups  showed  
a  sustained  upward  tendency,  which  were  higher  in HD + HF + HP  group  than  in HD + HF  group  and HD  group  
(μg/L: 2.59±0.61, 1.63±0.35, 1.13±0.26 at 6 months, F = 119.374, P = 0.000; 6.98±1.21, 3.57±1.03, 2.12±0.43 
at 12 months, F = 275.675, P = 0.000); the levels of FGF-23 showed a sustained downward tendency, which were lower 
in HD + HF + HP group than in HD + HF group and HD group (ng/L: 69.22±38.26, 132.28±61.18, 178.50±74.64 at 
6 months, F = 33.509, P = 0.000; 32.81±17.32, 87.93±43.27, 146.33±69.28 at 12 months, F = 55.466, P = 0.000); 
the BNP showed a similar tendency as FGF-23 (ng/L: 4 083.39±2 864.53, 7 245.69±4 643.81, 7 969.12±5 360.85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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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onths, F = 8.758, P = 0.000; 1 521.86±894.63, 4 554.32±1 969.84, 5 013.89±2 033.64 at 12 months, F = 49.003,  
P  =  0.000).  Conclusion  Multimodal  combination  dialysis  can  increase  the Klotho  protein  level,  and  decrease  the 
levels of FGF-23 and BNP in MHD patients with CRF uremia.

【Key words】  Multimodal combination dialysis;  Klotho protein;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23;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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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血液净化技术的发展极为迅速，维持性血液透

析（MHD）是终末期肾病（ESRD）患者主要的治疗方式之一。

虽然血液透析（HD）能够替代肾脏排泄功能、改善症状、延

长生命，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死于并发症。有研究表明，

氧化应激是导致肾脏损伤的主要病理过程之一，体内和体

外试验均提示 Klotho 蛋白能够抑制氧化应激［1-2］。Klotho

蛋白最初是 1997 年由韩国科学家 Kuro-o 在抗衰老研究中

发现的，它是体内 Klotho 基因编码的一种单向跨膜蛋白［3］。

有研究表明，慢性肾脏病（CKD）患者及非 CKD 人群成纤维

细胞生长因子 23（FGF-23）均与内皮细胞功能损伤和动脉

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有关［4］。血浆脑钠肽（BNP）是心室超

负荷时〔如左室舒张期末压（LVEDD）升高〕，最敏感和最具

特异性的指标之一［5-6］。Klotho 蛋白在抑制血管钙化、调节

钙磷代谢方面具有积极作用，而 FGF-23 与左心室肥大、血

管顺应性降低、血管钙化等相关，因此，本研究旨在观察多

模式组合透析及普通透析对尿毒症患者体内 Klotho 蛋白、

FGF-23 和 BNP 水平的影响，为 MHD 患者选择合理治疗方

式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的选择：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RCT）方

法，选择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本院接受 MHD＞ 

3 个月的慢性肾衰竭（CRF）尿毒症患者 120 例，按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 HD 组、HD+ 血液滤过（HF）组和 HD+HF+ 血液

灌流（HP）组 3 组，每组 40 例。

1.1.1  纳入标准：确诊尿毒症且行 MHD＞3 个月；年龄＞

25 岁或＜70 岁。

1.1.2  排除标准：透析时间＜3个月；年龄＜25岁或＞70岁；

妊娠期；存在急性心功能衰竭、急慢性感染、呼吸衰竭及肝

功能损害。

1.1.3  剔除标准：研究期间放弃治疗、中途退出研究、或死

亡病例。

1.1.4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医院医学伦

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2015-10-10），所有治疗和检测均获

得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

1.2  血液净化方案：HD 组患者应用德国费森尤斯 4008s 透

析机进行 HD，每月 8 次；采用德国费森尤斯 FX80 聚砜膜

透析器，超滤系数 44 mL·h-1·mmHg-1，膜面积 1.8 m2。HD+ 

HF 组在每月 8 次 HD 基础上，其中 1 次联合应用德国费森

尤斯 5008s 血滤机进行 HF；采用 FX800 聚砜膜透析器，超

滤系数 63 mL·h-1·mmHg-1，膜面积 1.8 m2。HD+HF+HP 组

在每月 8 次 HD 基础上，其中 4 次联合 HF、1 次联合 HP，应

用爱尔 YTS100 活性炭灌流器进行。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所有患者分别于入组前及入组后 

6 个月、12 个月从体外循环管路静脉端采血 5 mL，离心取上

清液，-20 ℃冰箱保存备检。

1.3.1  Klotho 蛋白及 FGF-23 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检测血清 Klotho 蛋白及 FGF-23 水平，操作按试剂

盒（南京建成生物有限公司）说明书进行。

1.3.2  BNP 检测：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BNP 水平，

操作按试剂盒（上海罗氏公司）说明书进行。

1.4  统计学方法：应用 SPSS 13.0 软件分析数据。先对计

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

准差（x±s）表示，方差齐性时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SNK 检验；方差不齐性时采用 Brown-

Forsythe 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Dunnett T3 分析。非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M（QR）〕表示，采用

Kruskal-Wallis H 检验，两两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表 1）：120 例 MHD 患者均纳入分析，无中途

退出、撤出病例；其中男性62例，女性58例；年龄28～61岁，

平均（45±15）岁。HD 组、HD+HF 组、HD+HF+HP 组患者

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说明 3 组一般

资料均衡，具有可比性。

表 1 不同方式维持性血液透析（MHD） 
3 组 CRF 尿毒症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岁，x±s）男性 女性

HD 组 40 22 18 45±16

HD+HF 组 40 19 21 46±14

HD+HF+HP 组 40 21 19 44±16

注：CRF 为慢性肾衰竭，HD 为血液透析，HF 为血液滤过，HP
为血液灌流

2.2  观察指标（表 2）：3 组患者入组前血清 Klotho 蛋白、

FGF-23、BNP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与入组前比较，3 组患者入组后血清 Klotho 水平均呈持续

升高的趋势，且 HD+HF+HP 组＞HD+HF 组＞HD 组（6 个

月 F＝119.374，P＝0.000；12 个月 F＝275.675，P＝0.000）；

而 FGF-23 水平均呈持续下降的趋势，且 HD+HF+HP 组＜

HD+HF 组＜HD 组（6 个 月 F＝33.509，P＝0.000；12 个 月 

F＝55.466，P＝0.000）；3 组间 BNP 水平也表现出与 FGF-23 

相同的变化趋势（6 个月 F＝8.758，P＝0.000；12 个月 F＝
49.003，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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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随着血液净化技术迅速发展，尿毒症患者生存期延长，

如何科学合理地选择血液净化方式提高尿毒症患者生存质

量、降低尿毒症并发症发生率变得日益重要。尿毒症患者体

液中有许多代谢产物集聚，根据毒素相对分子质量分为小、

中、大分子［7］，小分子毒素代表物质为尿素氮（BUN）、血肌酐

（SCr）等，中分子毒素代表物质为 β2- 微球蛋白（β2-MG）， 

大分子毒素代表物质为甲状旁腺激素（PTH）。这些物质与

蛋白结合毒素在体内过多蓄积，可产生各种尿毒症症状，如

皮肤瘙痒、免疫反应性甲状旁腺激素（iPTH）及 β2-MG 增

高［8-9］。长期以来，对于 MHD 尿毒症患者的治疗仍采取常

规 HD 为主；而普通透析器主要清除小分子毒素，对中分子

物质几乎无清除作用。虽然随着高通量透析器的问世，以及

血液透析滤过（HDF）技术的开展，增加了中、大分子物质的

清除［10］，对改善尿毒症患者心功能起到积极作用［11］；但蛋

白结合毒素清除率仍很低，患者顽固性皮肤瘙痒等临床症状

仍难以改善。近年来，由高分子材料制成的具有广谱、高效

吸附作用的大孔灌流器在临床上广泛应用，对中、大分子毒

素及蛋白结合毒素有着明显的清除作用，HD 联合 HP 治疗

在临床上已取得较好的疗效［9，12-13］。基于不同血液净化模

式的特点，本研究分析了单纯 HD 及多模式组合透析对尿毒

症患者体内 Klotho 蛋白、FGF-23 和 BNP 水平的影响。

  有研究显示，氧化应激是导致肾脏损伤的主要病理过程

之一，体内和体外试验中均发现 Klotho 蛋白能够抑制氧化应

激［1-2］。Klotho 是由 1 014 个氨基酸构成的单次跨膜蛋白质，

相对分子质量为 130 000，基因定位于人类常染色体 13q12。

Klotho 主要表达在肾脏的远曲小管、甲状旁腺细胞和脑内脉

络丛上皮细胞［14］。Klotho 蛋白可从细胞表面断裂，以一种

可溶性分泌蛋白（sKI）的形式存在。研究表明，Klotho 蛋白

能够通过抑制磷的重吸收和维生素 D 的生物合成，增加尿

磷排泄以及抑制血清 1，25- 二羟维生素 D 〔1，25-（OH）2D〕

水平，调节钙磷代谢，维持肾小球滤过率，直接作用于血管平

滑肌，从而通过直接抑制磷的摄取等多种途径缓解尿毒症患

者的血管钙化［15］。体外试验证明，Klotho 能直接抑制磷诱

导的血管平滑肌细胞钙化，阻碍血管平滑肌细胞向成骨细胞

转化［16］。本研究中通过不同透析模式观察发现，尿毒症患

者接受 HD+HF+HP 的多模式组合透析治疗后，血清 Klotho

蛋白水平明显升高。

  FGF-23 是一种由骨细胞和成骨细胞合成的具有内分

泌功能的蛋白质，在骨 - 肾 -PTH 轴中起重要作用，参与调

控骨矿物质代谢。有研究表明，FGF-23 与 CKD 患者和非

CKD 人群内皮细胞功能损伤及动脉粥样硬化的严重程度有

关［3］。健康者血循环中有低水平 FGF-23 表达，多数透析患

者血清 FGF-23 水平超过健康者 100 多倍［16］。FGF-23 过

表达可导致低血压、左心室肥大、血管顺应性降低、血管钙

化及缩血管相关分子受体减少等［17］。

  CKD 患者广泛存在血管中膜钙化，造成动脉僵硬度增

加，顺应性下降，从而增加左心室负荷，导致左心室肥厚。尿

毒症 MHD 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包括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

病、感染等，其中心血管疾病并发症占 50%，其发生率约为

非尿毒症人群的 10～20 倍［17］。BNP 可以作为预测心力衰

竭患者是否发生终点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18］。血浆 BNP

是心室超负荷时最敏感和具特异性的指标之一，是由心脏分

泌的神经激素，也是调节人体体液容量平衡的重要激素。在

心室容积增加时，BNP 分泌增多，其血浆水平受血容量影响，

水钠潴留血容量增加时，BNP 释放增加［19-20］。尿毒症患者

常合并水钠潴留、血容量升高，本研究数据显示尿毒症患者

BNP 水平均显著升高。

  本研究中通过不同透析模式观察 FGF-23 和 BNP 的变

化，发现 HD+HF+HP 多模式组合透析在清除体内 FGF-23、

BNP 方面优于 HD+HF 或单纯 HD 治疗。

  综上所述，因 Klotho 蛋白能在调节钙磷代谢、延缓血管

钙化及左心室肥厚的发生上起到积极作用，故尿毒症 MHD

患者通过多模式组合透析治疗提高血 Klotho 蛋白水平具有

重要意义。同时多模式组合透析还能有效清除体内FGF-23、 

BNP，有利于提高透析患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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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U 患者 CRRT 治疗后的生存分析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可以使血流动力学不稳定且不能耐受快速间断血液透析的肾衰竭患者获益。目前，有关

持续透析治疗在接受外科手术患者中的效果尚不清楚。因此，有学者进行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旨在分析外科重症加强治

疗病房（SICU）接受 CRRT 患者的比例及预测其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研究者收集了 2012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 

1 家三级医疗中心 SICU 接受普通外科手术且术后接受 CRRT 或者肝移植手术前接受 CRRT 的患者。研究的终点指标为

SICU 患者在开始 CRRT 治疗后的住院病死率。结果显示：共 108 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性 64 例，女性 44 例；平均年龄

为（62.0±12.7）岁；53 例患者接受普通外科手术，55 例接受肝移植手术。在肝移植组中，有 22 例患者需要 7 d 或更长时间

的 CRRT，其中 13 例死亡（病死率 59.1%）；在普通外科手术组中，有 12 例患者需要 7 d 或更长时间的 CRRT，且 12 例全部

死亡（病死率 100%）。在普通外科手术组中，每日 CRRT 与病死率增加相关，调整后的比值比（OR）为 1.39 〔95% 可信区间 

（95%CI）＝1.01～1.90，P＝0.04〕。研究者据此得出结论：CRRT 对急性和有确切指征的手术患者是有治疗价值的，但 CRRT

持续时间长可导致存活率下降；CRRT 持续时间与等待肝移植治疗的患者存活率无显著相关性。

喻文，罗红敏，编译自《JAMA Surg》，2017-01-21（电子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