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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必净注射液对多发性创伤患者早期的

治疗作用及对预后的影响

王静恩，蔡金芳，王志华，谢晓洪，瞿 炜，朱 念，高 波，盛 鹰，顾佳士

(上海市南汇区中心医院ICU，上海201300)

【摘要】 目的 观察血必净注射液治疗对多发性创伤早期并发脓毒症、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

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选择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I(APACHE 1)评分>15分的多发性创伤

患者60例，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两组均按多发性创伤常规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于

人院1 d‘起用血必净注射液80 ml静脉滴注，12 h 1次，连用7 d。统计两组脓毒症和MODS的发生率以及28 d

病死率；检测入院即刻、3、5和7 d APACHE I评分及血清肿瘤坏死因子一a(TNF—a)、白细胞介素一Ip(IL一1B)、

IL-6、IL-10水平。结果入院3 d起，治疗组APACHE I评分和TNF—a、IL一1p、IL一6、IL一10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至5 d时下降更明显，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治疗组脓毒症发生率为43．3％(13／30)，

MODS发生率为23．3％(7／30)，病死率为13．3％(4／30)；对照组脓毒症发生率为63．3％(19／30)，MODS发生

率为53．3％(16／30)，病死率为40．o％(12／30)，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尸均<o．05)。结论多发性创

伤早期应用血必净注射液能减轻病情严重程度，显著降低脓毒症、MODS的发生率，从而改善多发性创伤患者

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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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arly Xuebijing injection(血必净注射液)treatment on the change of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traumas WANG Jing—en，CAI Jin一知ng，WANG Zhi-hua，XIE Xiao-hong，QU Wei，ZHU Nian，

GA0 Bo，SHENG Ying，GU Jia—shi．Intensive Care Unit，Nanhui Central Hospital，Shanghai 2013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early Xuebijing injection(血必净注射液)treatment on

the change of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traumas complicated with sepsis and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Methods All of 60 cases with multiple traumas as well as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APACHE I)>15 scor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rapeutic group

(30 cases)and control group(30 cases)．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the same conventional therapy．

From the ist day of admission，Xuebijing injection 80 ml was given by intravenous drip once for every

12 hours for 7 days to the therapeutic group．The level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a(TNF—a)，interleukin一1口

(IL一1p)，IL一6，IL一10，and APACHE I score were tested on 1，3，5 and 7 days after admission．The

case fatality and incidences rates of sepsis and MODS in both groups were recorded．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APACHE I score，TNF一口，IL一1口，IL一6 and IL一10 of the therapeutic group were lower

significantly on the 3rd day after admission，especially on the 5th day(all P<0．05)in the therapeatic group．

The incidences of sepsis，MODS，and the rate of case fatality of MODS were 43．3％(13／30)，23．3％(7／30)

and 13．3％(4／30)，respectively in the therapeutic group，the percentages being lower than those 63·3％

(19／30)，53．3％(16／30)and 40．0％(12／30)，respectively in the control group(all P<0．05)．Conclusion

Early Xuebijing injection treatment in multiple traumas can reduce the disease severity，and decrease the

incidences of sepsis and MODS significantly，thereby it may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multiple

traumas．

[Key words]multiple trauma；Xuebijing injection；sepsis；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case

fa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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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严重多发性创伤时，机体会在应激条件

下产生炎症反应，严重者可发生脓毒症和多器官功

能障碍综合征(MODS)。血必净注射液对因内毒素

及异常炎症反应造成的多器官损害及脓毒症具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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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疗效[1-2]。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将血必净注射液用

于早期治疗多发性创伤，观察其对脓毒症和MODS

发生率及预后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1病例：选择2005年3月一2008年2月本院重

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收治的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

康状况评分系统I(APACHE I)评分>15分的多

发性刨伤患者60例，按随机原则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每组30例。脓毒症诊断参照2001年美国危重病

医学会／欧洲危重病医学会／美国胸科学会／外科感

染学会关于全身性感染定义国际会议制定的成年患

者诊断标准[3]。两组患者入院时性别、年龄、白细胞

计数(WBC)、APACHE I评分、肿瘤坏死因子一a

(TNF—a)、白细胞介素一Ip(IL一113)、IL一6、IL—10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表1)。

1．2治疗方法：两组均按多发性创伤常规治疗，包

括液体复苏、手术、预防感染、营养支持及必要时呼

吸机支持治疗等。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于入院

1 d起用血必净注射液80 ml静脉滴注，12 h 1次，

连用7 d。对发生脓毒症者再继续应用7 d。

1．3观察指标：生命体征、血常规、动脉血气、血肌

酐(SCr)、血总胆红素、血糖、丙氨酸转氨酶(ALT)、

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心肌酶谱、血浆C一反应蛋

白(CRP)、胃肠道功能评分以及脓毒症、MODS发

生率和病死率。分别于入院即刻、3、5和7 d各取外

周静脉血3 ml，分离血清，冷冻保存，标本收齐后同

时测定，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检测TNF—a、IL一1B、IL一6、IL一10水平。试剂盒由上海

晶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操作按说明书进行，样

本均经双管检测并取均值。

1．4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 II．0软件包，计量资

料以均数士标准差(；士s)表示，用t检验，计数资料

用X2检验，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脓毒症和MODS的发生率及28 d

病死率比较(表2)：治疗组脓毒症和MODS发生率

及28 d病死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均<O．05)。

表2两组患者脓毒症和MODS发生率

及28 d病死率比较 ％(例)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两组患者APACHE I评分和炎症介质水平比

较(表3)：入院3 d起，治疗组APACHE I评分和

TNF—Ct、IL一1B、IL一6、IL一10水平均低于对照组，至

5 d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3讨论

近年研究中，已初步阐述了创伤和休克等原发

打击能直接激活人体的炎性细胞，产生大量的促炎

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家族(ILs)中IL一1B、IL一6、

IL一8以及TNF—a等介导机体发生炎症级联反应；

同时机体也会产生多种抗炎细胞因子来抑制炎症反

应的进一步损害[4]。对MODS认识的突破是对大

裹1两组患者入院时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人院时间 例数APACHE I评分(分)TNF—a(ng／L) IL—l[3(ng／L) IL一6(ng／L) IL一10(ng／L)

注：与对照组同期比较，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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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相关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的发现，炎症反应一旦

失去控制，组织器官受损将发展为MODS[引。表明

细胞因子介导的过度炎症反应是促发MODS的主

要因素。因此，阻断细胞因子的激活及其生物学效应

一直是近年的研究热点。

血必净注射液具有对抗细菌毒素、降低内毒素

水平，拮抗炎症介质和改善人体免疫功能的保护性

作用相结合的双重药理作用，与抗生素联用有显著

提高MODS患者存活率的作用[1]。大量临床资料证

实血必净注射液对脓毒症、脓毒性休克、MODS具

有减轻组织损伤，调节细胞因子平衡，从而提高存活

率[1,6-7]；具有对抗内毒素及与发病有关的多种炎症

介质的作用，能拮抗TNF—a、内毒素、IL一6的释放，

增强单核细胞人白细胞DR抗原(HLA—DR)表达，

促进免疫功能恢复[8]。本研究显示，早期给予血必

净注射液治疗后，治疗组TNF—Gt、IL一18、IL一6、IL一10

水平从3 d起即有所下降，尤以5 d时明显下降，

APACHEⅡ评分治疗组也较对照组下降明显，最终

治疗组脓毒症、MODS发生率和病死率也均较对照

组低。因此认为，在多发性创伤早期应用血必净注射

·科研新闻速递·

液能改善多发性创伤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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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氧载体和凝血因子VBa对非控制性失血性休克猪免疫反应的影响

血红蛋白氧载体一201(HBOC一201)是人工合成的类血红蛋白结构的氧载体，能降低免疫反应，增加失血性休克(HS)动物

的存活率。凝血因子Via(rfVia)为一种止血剂，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推荐用于血友病患者急性出血的治疗。因此有学者

假设：HBOC一201和rf vIa联合用于休克止血和复苏具有潜在前景，为此美国学者研究了猪非控制性HS时应用HBOC一201和

“VIIa对原发性免疫反应和存活率的影响。实验制备猪肝撕裂伤出血模型，在失血后4 h的“院前阶段”给予HBOC一201或

HBOC一201伍用不同剂量的rfⅦa(90、180和360 mg／kg)进行复苏。应用流式细胞仪和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测定免疫指标。结果

显示：HBOC组及HBOC+rfvia(90、180和360 mg／kg)4组72 h存活率分别为25％、63％，63％和5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各组失血后均出现免疫反应降低，表现为CD4／CD8比值无显著变化，但细胞凋亡增加，黏附分子水平无显著改变，各组血浆

细胞因子增加[除肿瘤坏死因子一a(TNF—a)外]，仅在HBOC组有统计学意义。因此研究者得出结论：HBOC一201和rfVia联合

复苏在猪非控制性HS模型中能降低免疫反应，但对存活率无显著影响。

侯经元，编译自《J Trauma》，2008，64(6)：1498—1510；胡森，审校

过渡金属减轻脂多糖对肝库普弗细胞损伤的机制

以往的研究表明，过渡金属Mn”、Cr3+对内毒素损伤具有保护作用，为此美国学者对其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应

用免疫圆点印迹法、十二烷基硫酸钠一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PAGE)等方法分析Mn”、Cr”、Zn2+和Cu2+降低脂多糖

(LPS)对大鼠肝库普弗细胞损伤的原因。结果显示；5 mmol／L的Mn2+、Cr”、Zn抖和Cu2+可完全抑制LPS的结合作用；离体

肝库普弗细胞在Mn2+存在时所生成的肿瘤坏死因子一a比在LPS存在时显著降低。研究者认为，过渡金属的抑制作用是通过

影响LPS与其结合蛋白的结合过程，这一结论缺乏实验依据，更大的可能是过渡金属与LPS形成了复合物。在Mn2+存在时

肝库普弗细胞加强了摄取LPS的能力。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过渡金属与LPS的两个磷酸基结合，中和了负电荷，阻碍LPS与

受体结合；过渡金属加强了如胞饮作用的非受体介导入胞方式，同时抑制了细胞膜受体的活性和结合力。此项研究阐明了过

渡金属对LPS毒力抑制作用的机制。

侯经元，编译自《J Surg Res》，2008，148(2)：116—120；胡森，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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