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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静脉血液滤过对MODS 患者外周血细胞因子的影响

何先弟,汪华学,邓晰明, 吴　强,石建华

[ 摘要]目的:探讨静脉-静脉血液滤过透析( VVHDF )技术对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MODS)患者外周血细胞因子的影响 。方

法:55例 MODS 患者经股静脉留置单针双腔导管,使用 Hospal BSM 22 SC 血滤系统行床边 VVHDF治疗。检测 VVHDF 治疗

前后血浆 BUN 、Cr、K +的浓度, 并检测动脉血 pH 值 、HCO3
-;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1、3、6、24 h 分别取静脉血, 采用 ELISA法测

定血浆 TNF-α、IL-1 、IL-6 、IL-8、IL-10 含量。结果:所有患者在 VVHDF治疗后血 BUN、Cr 、K+均明显下降, HCO 3
-升高( P <

0.001) , 酸中毒得到改善。血浆 IL-1 、IL-8、IL-10 水平明显下降( P <0.01) , 而血浆 IL-6 水平在治疗后 1h 时均低于治疗前和

治疗后 24h ( P <0.05) , TNF-α水平在 VVHDF 前后差异无显著性 ( P >0.05) 。结论:VVHDF 能改善 MODS 患者血生化指

标,可以用于 MODS 的治疗,同时可清除血浆中部分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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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 on plasma cytokines in patiens with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HE Xian-di, WANG Hua-xue, DENG Xi-ming , WU Qiang, SHI Jian-hua

( Intensive Care Unit , Af f il 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Anhui 233004, China)

[ Abstrct] Objective:To explo re the inf luence of veno-venous hemodiafilt ration( VVHDF) on plasma cy tokines in

patiens with multiple organ dy sfunction syndrome( MODS) .Methods:A double lemen catheter w as put into the

femo ral vein of 55 patiens w ith MODS, and the VVHDF was performed wi th the Hospal BSM 22 SC.The level

of serum BUN, Cr, K+and arterial blood gas w as measured before and af ter VVHDF, and the plasma TNF-α, IL-

1, I L-6, IL-8, IL-10 w as measured by ELISA at 0, 1, 3, 6, 24 hours after VVHDF .Results:The level of serum

BUN, Cr, K+ decresed significant ly, HCO3
- in creased, af ter VVHDF( P<0.001) ,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IL-1, IL-8 and IL-10 decreased signif icantly( P<0.01) ,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IL-6 w as lower at 1 hours

af ter VVHDF than befo re VVHDF and 24 hours after VVHDF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of TNF-αat any time before and af ter VVHDF( P >0.05) .Conclusions:VVHDF can

improve the blood biochemical markers of the patients w ith MODS and remove some cy tokines in pla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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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的研究表明, 炎症反应过程中大量细胞因

子的释放是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 multiple

o rgan dysfunction syndrom, MODS)的基础 。但这些

细胞因子并不局限一种或几种, 而是众多炎性细胞

因子相互影响, 相互诱发, 相互作用,构成复杂的细

胞因子网络,致使机体炎症反应失控,导致广泛的组

织细胞损伤并发展为多器官功能衰竭[ 1] 。近年来,

我们采用静脉-静脉血液滤过透析 ( veno-venous

hemodiaf ilt ration, VVHDF)技术对 MODS 患者进行

治疗,取得一定的效果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1999年 6月 ～ 2003 年 6月,我院

重症监护治疗病房 ( ICU ) 病区收治 MODS 患者

55例 。男 34例,女 21例;年龄 21 ～ 62岁 。其中原

发病为高血压性脑出血 15例, 胃肠穿孔并腹膜炎

6例,急性重症胰腺炎 5 例, 重症肺炎 8 例, 急性有

机磷农药中毒 12例, 急性毒鼠强中毒 5例,毒蛇咬

伤 1例, 急性化脓性胆管炎术后 3例 。APACHE Ⅱ

评分( 28.3±2.4)分,器官衰竭数目平均( 3.6±0.5)

个 。所有病例都存在肾功能障碍, 21例需要缩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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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维持血压;45例需要呼吸机支持通气 。

1.2　床边 VVHDF 治疗　在积极治疗原发病和重

要器官支持等综合治疗的基础上, 于床边采用

Seldinger 技术行股静脉穿刺插管留置单针双腔导管

(规格 11.5F ～ 16cm,广东省南海市百合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 建立血管通路。其中右侧股静脉 42例, 左

侧股静脉 13例 。采用 BSM 22 SC( Hospal, Italy)血

滤系统进行床边 VVHDF 治疗, 选用 Fresenius

AV600S聚砜膜血滤器, 置换液参考南京军区南京

总医院配方,根据治疗前血生化指标,酌情加减电解

质,床边现配现用 。前稀释方式输入, 流量 2 L/h;

后稀释方式输入,流量 1 L/h。总流量 3 L/h, 血流

量 100 ～ 250 ml/min。另外血滤器静脉端接 1.5%

葡萄糖腹膜透析液( Bax ter Health Care Co.Ltd) , 流

量为1.2 L/h 。床边持续治疗 6 h/d,每日置换液总

量 18 L,腹透液总量 7.2 L 。超滤量视患者全天的

治疗量和生理需要量设定 。根据所检测凝血功能指

标,酌情使用肝素或低分子肝素抗凝。

1.3　标本的收集和处理　所有患者在行 VVHDF

治疗前后抽取静脉血 2 ml, 检测 BUN 、C r、K+的浓

度;抽取动脉血 0.5 m l做血气分析, 检测 pH 值 、

HCO3
-
;并分别在治疗 0 h 、1 h 、3 h 、6 h 、24 h 从双

腔导管动脉端抽取静脉血 2 ml, 并立即以 2 200

r/min离心沉淀 10 min,取上清液冻存于-70℃的低

温冰箱中,待测 TNF-α、IL-1 、IL-6 、IL-8 、IL-10含量。

1.4　血清细胞因子测定 　均采用双抗体夹心

ABC-ELISA法,按 EIA试剂盒(上海森雄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操作说明书进行配制和加样,结果由酶联

免疫检测仪( SPECTRA M IN I, 奥地利)直接读出。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配对 t 检验及方差分析和

q 检验 。

2　结果

2.1　转归 　 55 例患者经过 VVHDF 治疗, 存活

21例,病死 34例,病死率 61.8%;死于 2 个器官衰

竭 2例, 3个器官衰竭 5 例, 4 个器官衰竭 16 例, 5

个器官衰竭 11例;其中 8例放弃治疗后迅速死亡, 1

例毒蛇咬伤患者自动出院 3天后死亡, 5例毒鼠强

中毒患者均存活。

2.2　外周血生化的改变　 VVHDF 治疗 6 h 后

BUN 、C r明显下降( P <0.001) ;代谢性酸中毒 、高

钾血症有明显改善( P<0.001) (见表 1) 。

2.3　外周血细胞因子的变化　 VVHDF 治疗后血

浆中 IL-1 、IL-8 、I L-10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 P

<0.01) , 其中 IL-1在治疗 3h 后均较 3h 前水平明

显降低( P <0.01) ;IL-6治疗后 1h时均较治疗前和

治疗 24 h明显降低 P <0.05) , TNF-α在治疗前后

差异无显著性( P>0.05) (见表 2) 。

表 1　55 例患者 VVHDF 治疗前后血生化指标变化的比较

观察时间 BUN( mmol/ L) C r(μmol/ L) K +( mmol/ L) HCO 3
-( mmol/ L) pH 值

治疗前( x±s) 　36.2±8.3 　756.4±245.5 　5.9±0.8 10.5±4.2 7.1±0.2

治疗后( d±sd ) -12.7±6.1 -341.2±106.4 -1.4±1.0 13.5±2.4 0.0±0.1

t 15.44 23.78 10.39 41.72 0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5

表 2　55 例患者 VVHDF治疗前后细胞因子的变化比较( x±s;pg/ L)

VVHDF治疗时间( h) TNF-α IL-1 IL-6 IL-8 IL-10

0 182.4±18.5 89.5±10.6　 1 658.5±126.8 168.5±18.2　 295.5±17.3　

1 180.5±17.8 65.2±7.8＊＊ 1 565.4±218.7＊ 143.2±15.6＊＊ 271.4±11.8＊＊

3 178.3±20.2 51.8±7.2＊＊■■ 1 603.8±201.8 140.5±17.5＊＊ 269.3±13.1＊＊

6 181.6±17.5 50.9±8.1＊＊■■ 1 585.6±145.3 141.6±18.1＊＊ 270.5±11.5＊＊

24　 183.7±18.2 53.2±7.9＊＊■■ 1 665.4±118.4■ 139.8±16.3＊＊ 272.8±10.5＊＊

F 0.67 208.57 3.88 27.96 39.25

P >0.05 <0.01 <0.01 <0.01 <0.01

MS 组内 340.924 70.612 27 952.364 294.830 170.528

　　q检验:均与 0 h比较, ＊P<0.05, ＊＊P<0.01;均与 1 h比较, ■P<0.05, ■■P<0.01

3　讨论
　　目前临床上 MODS 患者病死率仍然居高不

下,对MODS的治疗仍然主要是支持性治疗 。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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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反应综合征 (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 SIRS)一旦启动, 细胞因子等炎症介质相

互影响, 相互作用,相互诱发, 形成恶性循环, 对此,

临床尚缺乏有效手段抑制这种恶性循环 。理论上,

针对某一种炎症介质的抗体应起到治疗作用, 在动

物实验方面的研究也确实有效, 但应用于临床者均

告失败。VVHDF 结合血液透析和血液滤过的优

点,弥散与对流同时进行, 对中 、低分子量溶质都有

清除作用 。因而对炎症介质的清除不是针对某一种

炎症介质, 而是对多种炎症介质均起到一定的清除

作用, 有可能阻断细胞因子网络的恶性循环, 抑制

S IRS 的病理生理过程, 从而达到治疗 MODS 的目

的[ 2, 3] 。

VVHDF 作为一种肾替代治疗方法,效果肯定,

有利于改善肾功能, 稳定内环境;本研究发现

VVHDF 治疗后,患者血浆 BUN 、Cr明显降低,高钾

血症 、代谢性酸中毒明显改善 ( P <0.001) , 表明

VVHDF 亦能较好地改善肾功能, 控制氮质血症, 纠

正酸碱平衡失调及电解质紊乱 。正因为如此,

VVHDF 亦不失为一种较好的肾替代治疗方法 。

然而,在清除细胞因子方面,血液滤过对众多炎

症介质的清除不是完全一致的[ 2, 4] 。在本研究中,

VVHDF 治疗后血浆中 IL-1 、IL-8 、IL-10水平较治

疗前明显降低( P <0.01) , IL-6水平在治疗后 1 h

时均低于治疗前和治疗后 24 h( P <0.05) , TNF-α

水平在治疗前后差异无显著性( P>0.05) ,其中 IL-

1在治疗 3 h后较 3 h前水平明显降低( P<0.05) ,

各种细胞因子在治疗 1h 后的各治疗时间段中下降

不明显,表明细胞因子的清除主要在开始治疗 1 ～ 3

h内进行,这与文献报道一致[ 2, 5] 。故有理由认为长

时间的VVHDF 并不一定比短时间 VVHDF 能清除

更多的细胞因子, 且持续性 VVHDF 需要频繁使用

抗凝剂,人为干扰患者的凝血-抗凝血系统 。另外

持续性 VVHDF 给护理带来难度,增加感染 、褥疮发

生机会;需要大量置换液和透析液, 价格昂贵,给患

者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此外还可以看出, 在

清除促炎性细胞因子 IL-1 、I L-8 的同时, 对抗炎性

细胞因子 IL-10也有清除作用,这种双相清除作用

对 MODS是否有利,尚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

从根本上讲, MODS 的治疗应是整体性的 、综

合性的,包括积极处理原发病 、有效抗感染 、维持内

环境稳定 、加强营养支持以及重要器官的支持等。

VVHDF亦只能作为是 MODS 综合治疗措施的一

个方面,片面强调其作用是不现实的,只有很好结合

机械通气 、营养支持 、临床监护等各种治疗措施, 才

有可能大大提高 MODS患者的抢救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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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软组织和骨肿瘤病理诊断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软组织和骨肿瘤是病理诊断工作中的难点, WHO 软组织和骨肿瘤的新分类标准已于 2002 年颁布。为了交流诊断经验 、

加深对WHO新分类的认识 、提高对此类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水平,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和《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编

辑部拟于 2004 年 10月中旬在张家界市召开“全国软组织和骨肿瘤病理诊断学术研讨会” 。会期 5 天,邀请有关病理学专家进

行专题学术讲座,组织疑难病理读片讨论, 颁发国家Ⅰ类继续教育学分。会议形式:( 1)专题讲座, ( 2)大会发言, ( 3)病理读片

会。参会代表为全国各医学院校和医疗机构的病理学工作者。

本次学术研讨会征文内容如下:( 1)少见的软组织和骨组织肿瘤病理学诊断;( 2)软组织和骨肿瘤的组化 、免疫组化研究;

( 3)病理学新技术在软组织和骨肿瘤诊断中的应用;( 4)软组织和骨肿瘤新旧分类的差异;( 5)其他相关研究。请参阅《临床与

实验病理学杂志》论文格式撰写。征文一律用电脑打字并付上软盘,也可用 E-mail发来。

咨询电话:( 0551) 5161102, 电子信箱:JCEPW@sohu.com 《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编辑部

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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