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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血浆置换治疗重症婴儿巨细胞病毒感染

胆汁淤积性肝病的疗效观察及相关分析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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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早期血浆置换(PE)治疗对重症婴儿巨细胞病毒(CMV)感染胆汁淤积性肝病(ICH)

的近期疗效及相关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7月至2016年6月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收治

的重症CMV感染ICH患儿的病例资料，所有患儿在内科综合治疗基础上均接受早期PE治疗。记录患儿一般

资料、PE治疗信息、治疗前及治疗后(1周内)体征及实验室指标，对近期疗效进行评估，并分析影响疗效的相

关因素。结果共8例重症CMV感染ICH患儿早期接受PE治疗，男性3例，女性5例；接受PE治疗时年龄

(67．38±21．27)d，体质量(4．91±0．86)kg；患儿在PE治疗过程耐受良好，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PE治疗显效

4例，有效4例，总有效率达100％。与治疗前比较，经PE治疗后，患儿肝脏肿大程度减小(em：3．55±0．73比

4．81±1．07，P<0．05)，脾脏肿大程度无明显变化(cm：2．14±0．68比2．25±0．89，P>0．05)，总胆红素(TBil)、直

接胆红素(DBil)、1一总胆汁酸(TBA)、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谷氨酰转肽酶(1一GT)、

碱性磷酸酶(ALP)均明显降低[TBil(tunol／L)：72．18±30．49比224．28±73．18，DBil(p．mol／L)：42．36±26．90比

129．00±46．03．TBA(I．tmol／L)：64．08±38．2l比130．57±54．33，ALT(U／L)：73．25±63．00比178．50±130．85，

AST(U／L)：91．75±62．83比278．75±196．44，1一GT(U／L)：124．33±74．89比454．75±384．16，ALP(U／L)：

158．67±67．18比631．88±218．63，均P<0．05]，CMV—IgM抗体滴度明显下降(0．35±0．32比1．5l±1．26，P<

0．05)，CMV—IgG抗体滴度无明显变化(4．40±2．30比4．10±2．41，P>0．05 o与有效组比较，显效组仅TBA、

ALP显著升高[TBA(Imaol／L)：183．67±23．69比97．33±25．17，ALP(U／L)：848．00±54．67比543．25±153．52，

均P<O．05 o结论在内科综合治疗的同时早期采用PE治疗重症CMV感染ICH患儿的近期疗效明显；TBA

和ALP水平较高的患儿对PE治疗的近期疗效更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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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nearby curative effect and its inftuence factors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infantile cholestatic hepatopathy(ICH)induced by eytomegalovirus(CMV)infection treated with plasma exchange(PE)
in early period． Methods The data of patients with ICH induced by CMV infection admitted to Wuhan Medical&

Health Care Center for Women and Children between July 2014 and June 2016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A11 the

patients were additionally given early PE treatment 2—3 times．besides the medical treatment．The general data．PE

treatment related information．clinical physical signs and laboratory biochemical index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fwithin

one week)were recorded and assessed for 8 patients to show the short-term therapeutic effect，and the related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ffect were analyzed by one—way ANOVA． Results Eight patients with ICH induced by severe CMV

infection，including 3 boys and 5 girls，received early PE therapy．The average age when receiving PE treatment was

(67．38±2 1．27)days，and weight(4．9 1±0．86)kg．They were tolerant to the whole PE
process quite well and none had

any serious side effeet．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reached to 100％．with 4 cases remarkably effeetive and 4 cases effective．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after PE treatment the hepatomegaly degree was milder fcm：3．55±0．73 vs．

4．81±1．07，P<O．05)，while the splenomegaly had no significant change cm：2．14±0．68 vs．2．25±0．89，P>0．05)，after
PE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total bilirubin(TBil)，direct bilirubin(DBil)，1一total bile acids(TBA)，alanine aminotransferose

(ALT)，aspartate transaminase(AST)，7一glutamyhransferase(1I—GT)，alkaline phosphatase(ALP)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TBil(斗mol／L)：72．18±30．49 vs．224．28±73．18，DBil(txmol／L)：42．36±26．90 vs．129．00±46．03，TBA(I．Lmol／L)：
64．08±38．2l vs．130．57±54．33，ALT(U／L)：73．25±63．00 vs．178．50±130．85，AST(U／L)：91．75±62．83 vs．

278．75±196．44．^v—GT(U／L)：124．33±74．89 vs．454．75±384．16，ALP(U／IJl：158．67±67．18 vs．63 1．88±21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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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P<0．051，the titer of CMV—IgM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f0．35±0．32 VS．1．5 l±1．26。P<0．05)．while the

CMV-IgG was of no obvious change f4．40±2．30 VS．4．10±2．41．P>0．05)．One—way ANOVA analysis showed only

TBA and ALP wer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clinical effect『TBA(斗mol／L)of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and effective patients

were 183．67±23．69，97．33±25．17，respectively，ALP fU／L1 of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and effective patients were

848．00±54．67 and 543．25土153．52，respectively．all P<0．051． conclusions The medical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integrated with PE therapy applied in early period for treatment of severe infantile patients with ICH caused by CMV

infection has evident short—term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Patients with higher levels of TBA and ALP may get better

short—term clinical therapentic effect of PE therapy．

[Key words I Plasma exchange；Severe infantile cholestatic hepatopathy；Cytomegalovirus；Influence factors

巨细胞病毒(CMV)性肝炎是婴儿病毒性肝炎

的主要病因。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有378

万例婴儿有可能感染CMV性肝炎，婴儿期CMV性

肝炎发生率约为42％¨。2 J。CMV感染胆汁淤积性

肝病(ICH)是婴儿CMV性肝炎的常见类型，是婴儿

时期常见的复杂性、难治性疾病13圳。感染不仅可

引起弥漫性肝细胞和胆管病变，产生广泛胆汁淤积，

导致肝纤维化、肝硬化而影响预后，还能引起胆管上

皮细胞炎性肿胀、管腔狭窄，最终发展成完全胆道闭

锁而致婴儿期死亡。因此，重症CMV感染ICH的

防治研究尤为重要，而决定患儿预后的关键在于及

时改善胆汁淤积，阻断胆汁性肝硬化和胆管炎发展

成为完全胆道闭锁。

血浆置换(PE)是治疗重症肝炎使用最多的人

工肝支持方法，在短期内可有效清除血浆中多种中

分子以上的有毒物质，如内毒素、胆红素、细胞因子

等，还可补充血浆蛋白、凝血因子等生物活性物质，

有利于肝细胞再生和修复‘5“J。自2014年7月开

始，本院对重症CMV感染ICH患儿在内科综合治

疗的基础上早期开展了PE治疗，取得了一定效果。

回顾性分析此类患儿早期接受PE治疗的近期疗效，

并进一步探讨影响其疗效的相关因素。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选择2014年7月至2016年6月本

院中西医结合科收治的重症CMV感染ICH患儿。

1．1．1 入选标准：①符合中国CMV感染ICH诊

断标准’7。8j：总胆红素(TBil)>171 pm01]L且直接

胆红素(DBil)／总胆红素>50％；②年龄>40 d；

③体质量>／4 kg；④经患儿家长同意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

1．1．2排除标准：①住院过程中，明确诊断为完全

胆道闭锁需手术治疗或明确诊断为遗传代谢性肝

病；②有严重心、。肾、血液系统疾病；③病程中出

现合并症，如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并伴有发热症状，急

性支气管肺炎、肺炎，急性腹泻、脓毒症等；④不能

按疗程进行PE治疗及资料不全影响疗效判定者。

1．1．3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治疗经患儿家长签署知

情同意书。

1．2治疗方法：①西医治疗：静脉滴注(静滴)更

昔洛韦、常规护肝及对症处理；②根据中医证型给

予利胆合剂加减口服或灌肠；③早期给予PE支持

治疗。

1．3观察指标：记录患儿PE前后肝脾肿大及总

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DBil)、丙氨酸转氨酶

(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y一谷氨酰转肽酶

(1一GT)、碱性磷酸酶(ALP)、总胆汁酸(TBA)、CMV

抗体滴度(CMV—IgM、CMV—IgG)。对患儿PE后近

期疗效进行评估，根据疗效判定标准进行分组，分析

组间各指标的差异。

1．4疗效判定标准一1：①显效：临床症状明显好

转，实验室指标(肝脾B超、肝功能、血清TBA)好转

率I>70％，或达到正常范围；②有效：症状体征改

善，实验室指标好转率30％～70％；③无效：症状、

体征无明显改善或加重，实验室指标好转率≤30％，

或病情加重。

1．5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 19．0软件统计分析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石±s)表示，治疗前后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确切概率法；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患儿一般情况及PE疗效(表1)：共入组8例

患儿，其中男性3例，女性5例；接受PE治疗时

患儿年龄42～103 d，平均(67．38±21．27)d；体质

量4．0～6．5 kg，平均(4．91±0．86)kg；共接受PE

22次，每例患者置换2～3次，平均(2．75±0．46)次；

共置换血浆总量6 500 mL，每例患者置换血浆量

700一l 100 mL，平均(812．50±124．64)mL；每次置

换血浆量200～400 mL，平均(295．45±65．30)mL。

8例患儿在行PE治疗过程中均耐受性良好，无

严重不良反应发生。PE治疗后，实验室指标降幅最

高达76．34％，最低降幅为43．15％；其中显效4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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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4例，总有效率达100％。

表1 8例重症CMV感染ICH患儿PE治疗情况

洌序煳u慧≮孑9磷麓i筹淼鬻辜鬻疗效
仃效

牡效

娃效

订效

艟效

仃效

显效

彳丁效

2．2 PE治疗前后患儿体征、生化指标、CMV病毒

毒力比较(表2)：与治疗前比较，PE治疗后肝脏肿

大程度明显减小(尸<0．05)，但脾脏肿大程度无改变

(P>0．05)，TBil、DBil、TBA、ALT、AST、1一GT、ALP

均明显降低(均P<O．05)，其中TBil、DBil、ALP降

低较为显著，IgM抗体滴度明显下降(P<0．05)，但

IgG抗体滴度水平无明显变化(P>0．05 o

2．3显效组与有效组相关指标比较(表3)：与有效

组比较，显效组仅TBA、ALP显著升高(均P<O．05)，

性别、接受PE治疗时年龄、体质量以及PE置换总量、

生活环境、临床体征、TBil、DBil、ALT、AST、1一GT、

病毒毒力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O．05 o

3讨论

本课题组前期研究显示，采用中西医联合治疗

CMV感染ICH可使临床疗效得到提高。1 0。，但也观

察到初诊为重症CMV感染ICH的特殊患儿是临

床治疗的难点。11‘1 2I，其疗效亟待提高。胆道闭锁是

CMV感染的终末阶段，病情凶险、预后不佳¨3。，是

婴儿及儿童接受肝移植治疗的主要病因之一o
14

J。

人工肝支持治疗可担负起暂时辅助或替代严

重病变肝脏的功能，代偿肝脏的代谢和解毒功能，清

除体内的毒性物质，改善内环境，阻止肝脏进一步收

到损伤，从而为肝细胞再生或肝移植赢得时间‘1 5。。

目前PE治疗技术成熟，疗效肯定，适用于各种重

型肝炎患者，在国内外非生物人工肝技术中应用广

泛¨6。18 J。由此可见，PE治疗或可成为早期防治重

症CMV感染ICH、延缓和阻断不良结局的首选治疗

措施。本研究将PE治疗技术拓展至重症CMV感

染ICH患儿群体，患儿最小治疗年龄仅42 d，体质

量仅4 kg，开创了PE治疗技术临床运用的极限年

龄和体质量。接受治疗的8例患儿无一例出现不良

反应发生，说明对此类患儿实行的PE治疗方案和

置换计划安全可行。

本研究结果显示，PE治疗的近期疗效满意，总

有效率达到100％，有半数患儿可达显效标准。将

PE治疗前后的评价指标进行对比后发现，患儿肝脏

肿大程度、淤胆相关生化指标、肝细胞损伤相关生化

指标、CMV—IgM抗体滴度水平均有降低，其中TBil、

DBil和ALP水平改善最为明显，说明PE治疗可在

较短时间内有效减轻患儿胆汁淤积。但本研究显效

组和有效组PE治疗前后脾脏肿大和CMV—IgG抗

体滴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近期疗效中未显示出

效果，可在后续有关远期疗效的研究中进一步随访

观察。

针对可能影响PE疗效的因素，本研究进行了

表2 8例重症CMV感染ICH患儿PE治疗前后体征、生化指标、CMV毒力比较(i±S)

时间

台疗前

台疗后

例数(例) 肝脏肿大(cm) 脾脏肿大(era)TBil(p．mol／L)DBil(tJ-mol／L)TBA(tJ．mol／L) ALT【U／L)

2 25±0．89 224 28±73．18 12900±46．03 130 57±54．33

2．14±0．68 72．18±30．49“42．36±26．90“ 64．08±38．21

4 10±2．4l

4 40+1 30

表3显效组与有效阻重症CMV感染ICH患儿PE治疗前后体征、生化指标、CMV毒力比较

。。。 例数 性别(例) 生活环境(例) 年龄 体质量PE次数PE置换总量 肝脏肿大 脾脏肿大TBil⋯“
(例)男性女性 城市 农村 (d，x一±s) (kg，x一+s) (次，；±s) (mL，；±5) (cm，j±5)(PUll,；±s)(p,mol／L，；±s)

显效组4 1 3

有效组4 2 2

3 77．75±25．68 5．00±0．71 2 75±0．51)850．00±173 2l 5 25±0 96 2．75±0 96 213 03±39 59—3 57,—00+10．4—2 4．83+1．14 2,75_+0．50—775．00+50．00 4．38_+1．11——1——．—7——5———+————0——．—5——0——————2——4———7——．—5——0———：+：：—9———7——．——1—6

．自*例数DBil TBA ALT AST 1一GT ALP CMV—IgM抗体CMV—IgG抗体

⋯“(例)(岬ol，L．x一±s)(p．mol／L，；±s) (tilL，；±s) ([71．，；±s) (U／L，；±s) (U／L，i±s) 滴度(；±s) 滴度(；±s)

l正效组4 119．30±24．16 83．67±23．69 243．33±164．58 416 33±261 05 628．25±322 30 848．00±54 67 1．97±1．52 4．91±2．55

fi效组4 145．85±61 54 97．33±25．17。。146 75±100．87 199 50±71．76 281 25±129 97 543．25±153．52” 1 16±11 72 3．48±2．04

注：与显效组比较，“P<005

∞

∞

∞∞m㈣

i
∞m㈨㈣m

m

m㈣

m㈣m∞∞m

m

m，-1J，-i；，-∞∞m∞Ⅲ∞m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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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探讨，结果显示，女童、年龄较大、体质量偏重、

置换总量更多、肝脾肿大体征明显、低TBil／DBil和

高ALT／AST比值、高TBA和高1一GT／ALP水平，以

及IgM／IgG抗体滴度较高的患儿，经过PE治疗后可

取得更好的近期治疗效果。但上述这些因素中，仅

TBA、ALP这两项反映胆汁淤积程度的生化指标与

PE疗效相关。说明重症CMV感染ICH的病变过

程中，胆汁淤积较肝细胞损伤更能预测PE的疗效，

TBA和ALP水平更高的患儿PE治疗的近期疗效

更显著。由于目前还缺乏相关婴儿相似研究资料的

参比，但成人重型肝炎患者的类似报道结果表明，年

龄、性别、血清胆红素水平、合并症和并发症情况具

有判断PE治疗预后的价值o 19-20]这与本研究结果

并不一致，考虑患者群体、病种选择等差异大，缺乏

可比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在内科综合治疗的同

时早期采用PE治疗重症CMV感染ICH患儿近期

疗效明显；TBA、ALP水平对于PE近期治疗效果有

预测价值。但由于本研究对重症CMV感染ICH患

儿开展PE治疗的例数不多，因此，关于PE对重症

CMV感染ICH患儿疗效影响的因素分析还不够深

入，结果或存在偏倚，并且缺乏PE治疗远期预后的

评价结果，有待后续研究中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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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再次荣获“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

·消息-

《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由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是中国高等院

校中第一个综合性的科学评价中心，是集科研、人才培养和评价咨询服务于一体的多功能中介性实体机构。中心由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图书馆、计算机中心、图书情报研究所、数学与统计学院等单位有关学科的研究人员组建而成，

是一个文理交叉的跨学科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核心期刊评价研究报告》采用定量评价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按照科学、合理的多指标评价体系，对6448种

中国学术期刊进行了分析评价，得出65个学科的学术期刊排行榜。

《中国学术期刊排行榜》是对我国所有学术期刊质量、水平和学术影响力的全面、系统的评价，对选刊投稿、期刊订购、学

术评价、科研管理、人事管理等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和实际指导作用。

第三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既按照各期刊的指标综合得分排名，又按照排序将期刊分为A+、A、A一、B+、B、C 6个等级，以

增加评价结果表示的合理性和充分性。本次共有6448种中文学术期刊参与评价，经过综合评价后得到期刊相应的等级，在

分学科评价中共计1 939种学术期刊进入核心期刊区，其中权威期刊(A+)327种，核心期刊(A)964种，扩展核心期刊(A一)

648种，准核心期刊(B+)1 298种，一般期刊(B)l 922种，较差期刊(C)1 289种。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在第三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中被再次分别评为“RCCSE中国权威学术期刊”和“RCCSE

中国核心学术期刊”，这是本刊第三次蝉联该等级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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