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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不同非生物人工肝（NBAL）方法治疗慢加急性肝功能衰竭（ACLF）的效果。方法  回 

顾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 NBAL 治疗的 320 例 ACLF 患者的临床资料，

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将患者分为血浆置换组（PE 组，106 例）、PE 联合血浆胆红素吸附（PBA）组（PE+PBA 组，

106 例）和 PE 联合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统（DPMAS）组（PE+DPMAS 组，108 例）。记录治疗前后各组患者黄疸、

乏力、食欲不振、腹胀、尿少、肝性脑病等临床症状和体征，检测血常规〔白细胞计数（WBC）、血红蛋白（Hb）、

血小板计数（PLT）〕、凝血功能指标〔凝血酶原时间（PT）、凝血酶原活动度（PTA）、国际标准化比值（INR）〕、肝

功能指标〔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总胆红素（TBil）、血清球蛋白（GLB）、γ-谷氨酰转移

酶（GGT）、碱性磷酸酶（ALP）、血氨（BA）、前白蛋白（PA）〕，以及电解质指标〔钠离子（Na+）、钙离子（Ca2+）〕；

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方差分析筛选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ANOVA）和最小显

著性差异检验（LSD）比较各组实验室指标改善情况，评估不同 NBAL 方法的短期疗效。结果  多因素线性回

归方差分析显示，INR 和 TBil 均为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B 值分别为 1.880、0.001，P 值分别为 0.01、

0.00），且 INR 的诊断价值优于 TBil。治疗 28 d 后，各组实验室指标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PE+PBA 组的 ALT、

AST、GGT、ALP、BA、PT、Na+、Ca2+、Hb、PLT、PTA、INR 改善效果明显优于 PE 组，PE+DPMAS 组的 ALT、AST、

GGT、ALP、BA、PA、PT、Ca2+、WBC、Hb、PTA、INR 改善效果明显优于 PE 组，PE+DPMAS 组的 PA、BA、Na+、

WBC、Hb改善效果明显优于PE+PBA组。PE+PBA组的病死率明显低于PE组〔4.72%（5/106）比9.43%（10/106），

P＜0.05〕。结论  PE 联合 DPMAS 治疗 ACLF 的短期实验室指标改善效果优于 PE 联合 PBA 和单纯 PE 治疗，

且 PE 联合 PBA 方法的临床症状好转率和实验室指标改善效果优于单纯 PE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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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icacies  of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of  non-biological 
artificial  liver  (NBAL)  fo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ACLF).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20  patients  with  ACLF  with  NBAL  treatment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ber  2018  in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Guilin wer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an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herapeutic method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plasma  exchange  (PE,  106  cases),  PE+plasma  bilirubin  adsorption  (PE+PBA, 
106  cases),  and  PE+double  plasma  molecular  adsorption  system  (PE+DPMAS,  108  cases)  groups.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signs of jaundice, fatique, lack of appetite, abdominal distension, oliguria, hepatic encephalopathy, 
etc.,  blood  routine  analyses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hemoglobin  (Hb),  blood  platelet  count  (PLT)],  blood 
coagulation indexes [prothrombin time (PT), prothrombin activity (PTA),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INR)], liver 
function indexes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spartate transaminase (AST), total bilirubin (TBil), seroglobulin 
(GLB), γ-glutamyltransferase  (GGT),  alkaline  phosphatase  (ALP),  blood  ammonia  (BA),  prealbumin  (PA)],  and 
electrolyte  indexes  [sodium  ion  (Na+),  calcium  ion  (Ca2+)]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patients of 3 groups were 
recorded. One way repeated measure 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 and lea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est (LSD)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improvement  of  laboratory  indexes  in  each group,  and  to  evaluate  the  short-term efficacy of 
different NBAL methods.  Results  Multi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NR and TBil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NBAL treatment (B value was 1.880 and 0.001, P value 
was 0.01 and 0.00), and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INR was better  than  that of TBil. After 28 days of  treatment,  the 
laboratory  indexes  of  each  group  were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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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加急性肝功能衰竭（ACLF）是一种以慢性肝

病患者出现急性严重肝功能异常为特征的综合征，

伴有较高的多器官衰竭发生率［1］。尽管 ACLF 患者

的住院病死率在过去 10 年中由于标准医学治疗方

法的改进而下降了 10%～20%，但短期病死率仍维

持在 50%～90%［2-3］。肝移植是对 ACLF 患者最有

效的治疗方法，然而肝脏供体的缺乏导致该方法在

临床中的应用有限。非生物人工肝（NBAL）是指利

用体外机械、物理化学或生物装置清除人体内的有

毒物质，供应必需物质，改善体内环境，从而暂时替

代衰竭肝脏功能的一种治疗方法。NBAL 可减轻肝

脏负担，帮助恢复肝功能，或为肝移植争取时间。

  血浆置换（PE）是目前国内最常用的 NBAL 方

法［4］，可有效控制感染，有助于维持患者的病情稳

定［5］。PE 联合血浆胆红素吸附（PBA）对肝功能衰

竭患者有较好的清除毒性物质和改善肝功能的作 

用［6］。最近有研究表明，PE 联合双重血浆分子吸附

系统（DPMAS）能有效提高 ACLF 患者的短期存活

率［7-13］。目前，很少有关于 PE、PE 联合 PBA 以及

PE 联合 DPMAS 对 ACLF 患者疗效的对比研究，对

于患者需要接受哪种治疗方法以及不同方法的治疗

效果也不清楚。本研究分析采用不同 NBAL 方法的

ACLF 患者治疗 28 d 后实验室指标改善情况和临床

好转率，旨在评估 PE、PE 联合 PBA 以及 PE 联合

DPMAS治疗ACLF患者的效果，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及分组：回顾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在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肝病科住院的

320 例 ACLF 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法不同

将患者分为 PE 组（106 例）、PE+PBA 组（106 例）和

PE+DPMAS 组（108 例）。对各组患者入组时的肝功

能、凝血功能、NBAL 治疗时机以及肝脏基础病变等

指标加以匹配，减少由于这些指标的基线水平不同

影响疗效的判断，从而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1.1.1  纳入标准：① 所有患者临床诊断均符合中

华医学会肝衰竭诊疗指南中 ACLF 的诊断标准［14］。

② 肝衰竭患者表现为急性恶化的黄疸和凝血功能

障碍，除潜在肝脏疾病，伴有并发症（如肝性脑病、

腹水、电解质紊乱、感染、肝肾综合征、肝肺综合

征），以及肝外器官衰竭症状。③ 黄疸症状迅速恶

化，血清总胆红素（TBil）水平超过正常参考值上限

的 10 倍或每日增加 17.1 mol/L，或患者有出血，表现

为血浆凝血酶原活动度（PTA）降低≤40.0%，或国

际标准化比值（INR）升高≥1.50。

1.1.2  排除标准：① 急性、亚急性、慢性肝功能衰

竭患者；② 严重心脏、大脑或肺部疾病患者；③ 活

动性出血患者；④ 伴有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患

者；⑤ 对 NBAL 使用的血液制品或药物（如血浆、肝

素、鱼精蛋白）过敏而终止治疗者；④ 妊娠期女性。 

1.1.3  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

桂林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 

2014-1），所有治疗和检测均获得过患者或家属的知

情同意。

1.2  治疗方法：所有患者在入院时均进行全面的临

床检查，并接受标准内科治疗（包括卧床休息、保护

肝脏、降低转氨酶、去除胆红素），给予充足维生素，

调节水和电解质以及酸碱平衡，有效控制感染；采

取适当措施预防脑水肿、肝性脑病、肾功能不全和

出血倾向；给予恩替卡韦（0.5 mg/d；中美上海施贵

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AAE9276，AAG0179，

AAG9774）进行抗病毒治疗。

  PE 治疗采用日本旭化成株式会社 Plasauto IQ

人工肝支持系统和 Plasauto IQ 分子筛膜、等离子分

离机、血路导管。对外周循环管进行预冲洗，采用单

针双腔导管于股静脉置管，建立体外血液循环，在操

作中进行低流量氧气吸入和心电图监测。治疗前后

of ALT, AST, GGT, ALP, BA, PT, Na+, Ca2+, Hb, PLT, PTA and INR in PE+PBA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PE group; the improvement effects of ALT, AST, GGT, ALP, BA, PA, PT, Ca2+, WBC, Hb, PTA and 
INR  in PE+DPMA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PE  group;  the  improvement  effects  of  PA, BA, 
Na+,  WBC  and  Hb  in  PE+DPMA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PE+PBA  group.  The  mortality 
in PE+PBA group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PE grouop [4.72% (5/106) vs. 9.43% (10/106), P < 0.05].   
Conclusion  The short-term laboratory index improvement effect of PE combined with DPMAS in the treatment of 
ACLF is better than those of PE combined with PBA and PE alone, and the clinical symptom improvement rate and 
laboratory index improvement effect of PE combined with PBA are better than that of PE alone.

【Key words】  Non-biological  artificial  liver;  Acute-on-chronic  liver  failure;  Plasma  exchange;  Plasma 
bilirubin adsorption;  Double plasma molecular adsorp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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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静脉血，进行血常规、肝肾功能、凝血功能、血

氨（BA）、C- 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检测。

患者接受静脉注射肝素 20 mg 负载剂量和地塞米松

5 mg，并静脉滴注10%葡萄糖酸钙以防止低钙血症。

根据病程、跨膜压力、血浆分离速度和凝血酶原时

间（PT）调整肝素剂量，泵速 4～8 mg/h。血流速

度 20～100 mL/min，血浆分离速度 15～25 mL/min。 

每次 PE 治疗给予 3 000～3 500 mL 新鲜冷冻血浆

和 10 g 人白蛋白。

  PE 治疗完成后，对 PE+PBA 组和 PE+DPMAS

组患者使用半量 PE（1 000～1 500 mL）。PE+PBA

组将血浆分离器 BS330 与胆红素吸附器串连，PE+ 

DPMAS 组将血浆分离器 BS330 与 HA330-Ⅱ大孔树

脂血液灌流器串连。3 组患者治疗时间约 3～6 h，

治疗间隔时间每次 5～7 d。

1.3  资料收集：观察并比较治疗前后患者黄疸、乏

力、食欲不振、腹胀、尿少、肝性脑病等临床症状

和体征的变化。检测血常规〔白细胞计数（WBC）、

血红蛋白（Hb）、血小板计数（PLT）〕、凝血功能指

标〔PT、凝血酶原活动度（PTA）、国际标准化比值

（INR）〕、肝功能指标〔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

酸转氨酶（AST）、TBil、血清球蛋白（GLB）、γ-谷氨

酰转肽酶（GGT）、碱性磷酸酶（ALP）、BA、前白蛋白

（PA）〕及电解质指标〔钠离子（Na+）、钙离子（Ca2+）〕。

1.4  治疗效果评估标准：在 NBAL 治疗结束后，如

果以下参数有实质性改善，则认为治疗有效：① 临

床症状（包括乏力、纳差、腹胀、尿少、肝性脑病）减

轻； ② 黄疸、腹水等体征好转；③ 肝功能指标及血

清 TBil 降低≥40.0%，PTA 升高≥40.0%，或 INR 降

低≤1.50。如果满足以下标准，则认为治疗无效： 

① 临床症状和体征（包括乏力、纳差、腹胀加重）；

② 肝功能指标升高；③ 出现新的并发症或肝外器

官衰竭；④ 已存在的并发症恶化。

1.5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22.0 统计学软件分

析数据。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检验，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
表示；计数资料以例（百分比）表示，组内比较采

用χ2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ANOVA）和最小显著性差异（LSD）事后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表 1）：3 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中

表 1 不同 NBAL 治疗方法各组 ACLF 患者的
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岁）

男性 女性 范围 均值（x±s）
PE 组 106 92 14 23～70 42.04±12.74
PE+PBA 组 106 90 16 24～80 40.16±  9.74
PE+DPMAS 组 108 97 11 24～75 41.28±10.28

注：NBAL为非生物人工肝，ACLF为慢加急性肝功能衰竭，PE为血 
浆置换，PBA 为血浆胆红素吸附，DPMAS 为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统

247 例患者报告了并发症（包括合并感染 69 例、肝

性脑病 60 例、肝肾综合征 94 例），死亡 24 例。

2.2  NBAL 治疗次数：PE 组患者共接受 276 次 PE

治疗，平均每例患者 2.6 次；PE+PBA 组患者共接

受 244 次 PE 联合 PBA 治疗，平均每例患者 2.3 次；

PE+DPMAS 组患者共接受 238 次 PE 联合 DPMAS

治疗，平均每例患者 2.2 次。

2.3  NBAL 治疗后各组实验室指标改善效果比较

2.3.1  正态分布及线性回归：多因素线性回归直

方图显示，3 组 ACLF 患者行 NBAL 治疗前实验室

指标呈正态分布（图 1）；散点图为独立线性分布，

表明 3 组患者多因素线性回归方差齐（图 2）。F 检

验：8.64，P＝0.00，显示模型拟合度较好。INR： 

B＝1.880，P＝0.01；TBil：B＝0.001，P＝0.00，其他

实验室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明 INR

和 TBil 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比较 B 值

INR＞TBil，因此 INR 的诊断价值高于 TBil。

图 1 不同 NBAL 治疗方法各组 ACLF 患者治疗前
实验室指标多因素线性回归直方图

注：NBAL 为非生物人工肝，ACLF 为慢加急性肝功能衰竭

2.3.2  不同 NBAL 治疗方法各组治疗前后实验室指

标的变化比较（表 2）：PE、PE+PBA 与 PE+DPMAS  

3 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 28 d 后多数实验室指标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提示 3 种治疗

方法均能明显改善实验室指标。



·  577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21 年 10 月第 28 卷第 5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October   2021，Vol.28，No.5 

表 2 不同 NBAL 治疗方法各组 ACLF 患者治疗前后实验室指标比较

组别 时间
例数
（例）

ALT
〔U/L，M（QL，QU）〕

AST
〔U/L，M（QL，QU）〕

GLB
（g/L，x±s）

TBil
（μmol/L，x±s）

GGT
（U/L，x±s）

ALP
（U/L，x±s）

PA
（μg/L，x±s）

BA
（μmol/L，x±s）

PE 组 治疗前 106 192.5
（  94.5，360.3）

130.5
（  86.0，238.8）

30.0±  6.5 358.7±138.3 104.2±86.7 145.1±  59.6 25.8±6.9 61.5±36.9

治疗后 106   74.7
  （  46.0，155.8） a

  94.5
  （  55.8，148.3） a

23.9±  5.5 a 196.3±  98.3 a   58.5±45.5   96.1±  43.3 a 22.2±9.1 a 55.2±32.8 

PE+
　PBA 组

治疗前 106 225.0
（  97.3，469.0）

160.5
（  93.5，349.8）

31.8±27.9 347.7±136.7  117.2±97.2 162.1±104.2 24.0±9.6 47.8±23.9 

治疗后 106 112.5
  （  58.0，232.3） a

  94.5
  （  55.8，148.3） a

27.6±27.9 212.5±110.8 a   77.1±57.9 a 116.5±  69.0 a 19.8±8.5 a 41.9±22.0 

PE+
　DPMAS 组

治疗前 108 268.0
（122.0，675.3）

181.0
（105.8，523.5）

32.0±21.6 361.5±132.8  136.4±89.6 156.6±  76.9 21.7±9.8 36.2±18.1

治疗后 108   88.0
  （  51.3，237.0）a

  89.0
  （  50.5，150.8） a

29.3±37.8 196.3±  81.7 a   82.8±62.2 a 113.9±  57.6 a 20.9±9.3 a 32.2±23.7 

组别 时间
例数
（例）

PT
（s，x±s）

Na+

（μmol/L，x±s）
Ca2+

（μmol/L，x±s）
WBC

（×109/L，x±s）
Hb

（g/L，x±s）
PLT

（×109/L，x±s）
PTA

（%，x±s）
INR

（x±s） 

PE 组 治疗前 106 25.8±  9.8 137.0±5.6  2.3±0.3   8.8±7.5 118.8±19.7 144.3±65.3 41.2±22.0 0.62±0.20

治疗后 106 23.1±  7.8 a 137.5±5.7  2.0±0.3 a    9.1±6.7  106.1±19.2 a 133.5±78.1  44.4±21.6 a 0.66±0.18 a

PE+
　PBA 组

治疗前 106 25.7±24.9 136.3±6.1 2.3±0.3   8.2±2.9 121.4±19.0 125.1±56.7 46.8±35.7 0.67±0.25

治疗后 106 20.6±  6.7 a 134.2±5.8 a 2.1±0.3 a 10.1±4.9 a 111.3±18.3 a 111.6±55.3 53.4±25.5 a 0.73±0.18 

PE+
　DPMAS 组

治疗前 108 19.1±  5.2 137.1±5.8 2.2±0.3   6.9±3.0 126.3±19.7 135.3±69.9 58.0±31.0 0.76±0.19

治疗后 108 20.3±  9.6 136.4±6.8 2.3±0.3 a   7.6±3.8  116.3±18.3 a 123.1±75.5  52.8±36.3 a 0.73±0.20 a

注：NBAL 为非生物人工肝，ACLF 为慢加急性肝功能衰竭，PE 为血浆置换，PBA 为血浆胆红素吸附，DPMAS 为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统，
ALT 为丙氨酸转氨酶，AST 为天冬氨酸转氨酶，GLB 为血清球蛋白，Tbil 为总胆红素，GGT 为 γ-谷氨酰转移酶，ALP 为碱性磷酸酶，PA 为前
白蛋白，BA 为血氨，PT 为凝血酶原时间，Na+ 为钠离子，Ca2+ 为钙离子，WBC 为白细胞计数，Hb 为血红蛋白， PLT 为血小板计数，PTA 为凝血
酶原活动度，INR 为国际标准化比值；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表 4 不同 NBAL 治疗方法各组 ACLF 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临床疗效〔例（%）〕

好转 无效 死亡

PE 组 106 70（66.04） 26（24.53） 10（9.43）

PE+PBA 组 106 83（78.30） 18（16.98）     5（4.72） a

PE+DPMAS 组 108 89（82.41） 10（  9.26）   9（8.33）

注：NBAL 为非生物人工肝，ACLF 为慢加急性肝功能衰竭，PE 为
血浆置换，PBA 为血浆胆红素吸附，DPMAS 为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
统；与 PE 组比较，aP＜0.05

2.3.3  不同 NBAL 治疗方法各组 ACLF 患者治疗

后的实验室指标改善效果比较（表 3）：ANOVA 和

LSD 事后检验表明，治疗 28 d 后 3 组间 ALT、AST、

GGT、ALP、BA、PA、PT、Na+、Ca2+、Hb、PTA、INR 的

改善效果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PE+PBA 组对 ALT、AST、GGT、ALP、BA、PT、Na+、

Ca2+、Hb、PLT、PTA、INR 指标的改善效果均明显优

于 PE 组，PE+DPMAS 组 对 ALT、AST、GGT、ALP、

注：A 为 PE 组，B 为 PE+PBA 组，C 为 PE+DPMAS 组；
NBAL 为非生物人工肝，ACLF 为慢加急性肝功能衰竭， 

PE 为血浆置换，PBA 为血浆胆红素吸附， 
DPMAS 为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统

图 2 不同 NBAL 治疗方法各组 ACLF 患者 
治疗前实验室指标多因素线性回归散点图

BA、PA、PT、Ca2+、WBC、Hb、PTA、INR 指标的改善

效果均明显优于 PE 组，PE+DPMAS 组对 PA、BA、

Na+、WBC、Hb 指标的改善效果均明显优于 PE+PBA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因此，PE 联

合 DPMAS 治疗方法对实验室指标的总体改善效果

优于 PE 联合 PBA 和单纯 PE 治疗，PE 联合 PBA 优

于单纯 PE 治疗。

2.4   不同 NBAL 治疗方法各组 ACLF 患者的临床

疗效比较（表 4）：比较 PE 组与 PE+PBA 组的病死

率，风险比（HR）为 0.37，95% 可信区间（95%CI）为

0.13～0.61，P＝0.02；比较 PE 组与 PE+DPMAS 组

的病死率，HR为0.12，95%CI为-0.22～0.46，P＝0.49；

比较 PE+PBA 组与 PE+DPMAS 组的病死率，HR 为

0.14，95%CI 为 -0.25～0.65，P＝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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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导致柠檬酸盐的堆积，进而增加代谢性碱中毒和

脑水肿的风险［17，19］。

  Nakae 等［20］报告了 PE 联合 PBA 治疗方法触发

去除有毒物质的两个关键过程，一种是将含有毒素

的血浆与新鲜血浆进行置换，另一种是利用胆红素

吸附柱吸附有毒物质。本研究中 PE 联合 PBA 的疗

效优于单独 PE 治疗，特别是对多种疾病指标的改善

效果优于 PE，临床治愈率达到 78.30%。Che 等［6］报

告 PE 联合 PBA 对 ACLF 患者清除毒性物质、预防

出血、改善凝血功能和肝功能有较好的作用，临床

治愈率达到 69.6%。PE 联合 PBA 引发的不良反应

最多，可能与大量新鲜血液注入患者体内而没有其

他液体的补充有关［21-22］。因此，PE 联合 PBA 模式

最终可能导致低血钙、高钠血症和过敏反应，在临

床应用中监测新鲜冷冻血浆输注相关的低钙血症和

过敏反应至关重要。本研究中无血浆过敏患者，可

能与治疗前常规给予 5 mg 地塞米松有关。

  DPMAS 是一种将广谱等离子体吸附与特异性

胆红素吸附相结合的新型等离子体吸附系统，可有

效清除胆红素及细胞因子、内毒素、芳香氨基酸、 

BA 等有毒代谢产物。DPMAS 不能提供凝血因子、

白蛋白等有益物质，此外吸附蛋白与毒素之间的高

亲和力可增加 DPMAS 中白蛋白的消耗［9-10］。Wan

等［12］研究表明，PE 虽然会造成大量的白蛋白损

失，但在消除胆红素和 CRP 方面比 DPMAS 更有效。 

表 3 不同 NBAL 治疗方法各组 ACLF 患者治疗 28 d 后各指标单因素 ANOVA 的 LSD 事后检验

实验室
指标

PE 组与 PE+PBA 组比较 PE 组与 PE+DPMAS 组比较 PE+PBA 组与 PE+DPMAS 组比较 3 组间
P 值HR（95%CI） P 值  HR（95%CI） P 值  HR（95%CI） P 值

ALT -57.00（-104.82～  -9.29） 0.02 -62.37（-109.92～-14.83） 0.01   -5.32（-52.86～  42.23） 0.83 0.02

AST -34.48（  -65.89～  -3.08） 0.03 -38.44（  -69.71～  -7.18） 0.02   -3.96（-35.22～  27.30） 0.80 0.03

GLB   -3.70（      3.71～-11.11） 0.33   -5.40（  -12.78～    1.97） 0.15   -1.71（  -9.08～    5.67） 0.65 0.34

TBil -16.25（  -42.62～  10.13） 0.23   -0.02（  -26.26～  26.23） 1.00   16.23（-10.09～  42.48） 0.23 0.38

GGT -18.67（  -33.71～  -3.63） 0.02 -24.27（  -39.25～  -9.30） 0.00   -5.61（-20.59～    9.37） 0.46 0.00

ALP -20.37（  -35.93～  -4.81） 0.01 -17.86（  -33.35～  -2.36） 0.02     2.50（-12.98～  17.99） 0.75 0.02

PA -10.65（     32.05～-53.34） 0.62    85.24（    42.84～127.63） 0.00   95.89（  53.39～138.38） 0.00 0.00

BA    13.31（      6.13～  20.49） 0.00    23.03（    15.88～  30.17） 0.00     9.72（    2.57～  16.86） 0.01 0.00

PT     2.51（      0.32～    4.70） 0.03      2.76（       0.58～    4.95） 0.01     0.25（  -1.93～    2.44） 0.82 0.02

Na+     3.30（      1.65～    4.96） 0.00      1.16（    -0.48～    2.80） 0.17   -2.14（  -3.79～  -0.50） 0.01 0.00

Ca2+   -0.11（    -0.19～  -0.02） 0.02   -0.14（    -0.23～  -0.05） 0.00   -0.03（  -0.12～    0.05） 0.46 0.01

WBC   -0.93（    -2.35～    0.48） 0.20     1.55（     0.14～    2.97） 0.03     2.49（    1.07～    3.90） 0.00 0.12

Hb   -5.18（  -10.20～  -0.15） 0.04 -10.21（ -15.21～  -5.21） 0.00   -5.03（-10.03～  -0.03） 0.05 0.00

PLT    21.89（      2.79～  40.97） 0.03   10.33（    -8.62～  29.29） 0.28 -11.55（-30.55～    7.45） 0.23 0.08

PTA   -9.09（  -16.80～  -1.38） 0.02 -14.47（ -22.14～  -6.79） 0.00   -5.38（-13.06～    2.29） 0.17 0.01

INR    -0.07（    -0.12～  -0.02） 0.01   -0.09（    -0.14～  -0.04） 0.00   -0.02（  -0.07～    0.03） 0.41 0.01

注：NBAL 为非生物人工肝，ACLF 为慢加急性肝功能衰竭 PE 为血浆置换，PBA 为血浆胆红素吸附，DPMAS 为双重血浆分子吸附系统，ALT
为丙氨酸转氨酶，AST 为天冬氨酸转氨酶，GLB 为血清球蛋白，Tbil 为总胆红素，GGT 为 γ-谷氨酰转移酶，ALP 为碱性磷酸酶，PA 为前白蛋白，
BA为血氨，PT为凝血酶原时间，Na+为钠离子，Ca2+为钙离子，WBC为白细胞计数，Hb为血红蛋白， PLT为血小板计数，PTA为凝血酶原活动度，
INR 为国际标准化比值，HR 为风险比，95%CI 为 95% 可信区间

3 讨 论 

  本研究根据行 NBAL 治疗患者的实验室指标和

临床好转率结果分析了 PE、PE 联合 PBA 以及 PE

联合DPMAS 3种NBAL方法对治疗ACLF的短期有

效性。分析患者治疗前实验室指标，结果表明 INR

和 TBil 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且 INR

的诊断价值高于 TBil。Yang 等［13］分析了 480 例 

血浆滤过联合 PE 治疗 28 d 的 ACLF 患者，结果显

示患者的年龄、TBil 和 INR 均为影响预后的独立危

险因素。此结果与本研究报告的不同，可能与使用

的治疗和统计方法不同有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导致不同 NBAL 治疗方法疗

效产生差异的原因为 PE 联合 DPMAS 方法对毒性

和炎性物质的清除可能优于 PE 联合 PBA 与单纯

PE，并且 PE 联合 PBA 的疗效可能优于单纯 PE 治

疗。PE 是目前国内最常用的 NBAL 方法，不仅能清

除肝功能衰竭产生的毒性物质，还能提供各种生物

活性物质。杨永峰等［15］研究显示，PE 并联或串联

血液滤过治疗 ACLF 的疗效优于单用 PE 治疗。但

也有研究表明，PE 对 BA、肌酐和炎性介质等水溶

性毒素的清除效果较差［16-17］。因此，PE对肝性脑病、

肝肾综合征等并发症的治疗效果较差。张照兰等［18］

研究表明，肠毒清灌肠联合 PE 治疗 ACLF 能更好地

清除血浆中的毒性物质，改善凝血功能指标 PTA，提

高患者的 24 周生存率。此外，注入大量储存的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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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等［8］研究显示，PE 联合 DPMAS 治疗对轻度

ACLF患者的疗效明显优于单独使用PE或DPMAS。 

PE 联合 DPMAS 或两台 DPMAS 血液灌流机组合

应用不仅可以减少 PE 的血浆用量，而且能提高治

疗肝功能衰竭的短期疗效［6，23-24］。Zhou 等［25］研

究显示，与使用 PE 治疗的 ACLF 患者比较，PE 联

合 DPMAS 选择少用等离子体，可观察到凝血功能

的改善以及胆红素和胆汁酸的大量清除，证明联合

治疗方法能大幅提高 24 d 生存率。因此，PE 联合

DPMAS 可最大程度上提高 ACLF 患者的治疗成功

率，PE 与 DPMAS 是优势互补的。

  本研究结果显示，PE+PBA 组患者的 28 d 临床

好转率明显优于 PE。虽然 PE+DPMAS 组患者 28 d

内临床治愈率为 82.41%，但 PE 组与 PE+DPMAS 组

病死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Wan 等［12］研究也

报告PE对比DPMAS治疗12周后生存率无差异，其 

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限制了对医疗数据的分

析。由于随访时间较短，临床实验室指标仅可用于

28 d 内治疗前后结果的对比；在治疗期间未获得足

够的不良反应对比信息，没有对患者病情严重程度

进行分级，缺乏 ACLF 患者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

分，上述结果有待于大规模的前瞻性研究证实。

  综上所述，PE 联合 DPMAS 在清除血浆毒性物

质和改善疾病指标方面的作用比 PE 联合 PBA 以及

单纯 PE 治疗模式更明显，同时临床治愈率较高，可

有效治疗 ACLF，因此上述结果表明，联合治疗模式

在临床上的应用具有积极的推广和发展前景。未来

还将设计随机对照试验，以更好地评价联合治疗对

ACLF 或其他器官衰竭的适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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