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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联合新活素治疗顽固性心力衰竭的效果分析

徐晓飞

[摘要]目的:探讨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CRRT)联合新活素治疗顽固性心力衰竭的效果。 方法:选取顽固性心力衰竭病人 92
例,根据病人是否应用 CRRT 分为观察组 48 例和对照组 44 例。 对照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新活素,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

础上联合应用新活素和 CRRT。 治疗 7 d 后观察 2 组疗效,以及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变化及炎症因子变化情况。 结果:观察组

治疗总有效率为 87. 50%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54. 55% (P < 0. 01);2 组病人治疗后左心室射血分数均较治疗前升高(P < 0. 01
~ P < 0. 05),氨基末端 B 型脑钠肽前体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 < 0. 01),且观察组左心室射血分数升高及氨基末端 B 型脑钠

肽前体下降更为明显(P < 0. 01);2 组病人炎症因子高敏 C 反应蛋白、肿瘤坏死因子鄄琢 均较治疗前降低(P < 0. 05 ~ P <
0. 01),且观察组降低更明显(P < 0. 01);对照组 2 例出现低血压,观察组 3 例出现低血压。 结论:CRRT 联合新活素治疗顽固

性心力衰竭的效果更佳,可明显改善顽固性心力衰竭病人心功能,减轻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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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nalysis of CRRT combined with natriuretic peptide
in the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heart failure

XU Xiao鄄fei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The First People忆s Hospital of Chuzhou,Chuzhou Anhui 239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 combined with natriuretic peptide in
the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heart failure. Methods:Ninety鄄two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heart failure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48 cases) and control group(44 cases) according to the use of CRRT.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method combined with natriuretic peptide,and conventional method combined with natriuretic peptide and CRRT. The
curative effects in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fter 7 days of treatment,and the changes of cardiac function and inflammatory factor in two
groups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observation group(87. 50% )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54. 55% )(P < 0. 01).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the levels of LEVF and amino鄄terminal B type brain
natriuretic peptide precursor(NT鄄proBNP) in two groups increased,and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respectively(P < 0. 05 to P < 0. 01),
and the degrees of the LEVF increasing and NT鄄proBNP decreasing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more obvious(P < 0. 01).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the levels of hs鄄CRP and TNF鄄琢 in two groups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P < 0. 05 to P < 0. 01),and the decreasing
degree of thos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more obvious(P < 0. 01). Two cases with hypotension in control group and 3 cases with
hypotensio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found. Conclusions:The effect of CRRT combined with natriuretic peptide in the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heart failure is good,which can obviously improve cardiac function,and reduce inflammation reactions of patients.
[Key words] heart failure;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natriuretic peptide;cardiac function;inflammatory factor

摇 摇 顽固性心力衰竭又称难治性心力衰竭,是器质

性心脏病终末期的一种常见并发症,是由心外因素、
并发症以及治疗等多种因素所引起的充血性心力衰

竭[1 - 3]。 顽固性心力衰竭对强心、利尿等常规治疗

不敏感,临床疗效极差[4]。 近年来研究[5] 表明,新
活素辅助治疗顽固性心力衰竭效果不错,但为了取

得更好的疗效,本研究采用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CRRT)联合新活素进行治疗,与单纯新活素治疗

进行对比,旨在探讨其临床治疗效果及对心功能及

炎症因子的影响,为治疗提供依据。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3 年 3 月至 2016 年 10 月

我院进行治疗的顽固性心力衰竭病人 92 例,根据病

人是否应用 CRRT 分为观察组 48 例和对照组 44
例。 观察组男 30 例,女 18 例,年龄 48 ~ 78 岁,其中

缺血性心脏病 22 例,扩张性心肌病 9 例,高血压性

心脏病 9 例,风湿性心脏病 8 例;对照组男 28 例,女
16 例,年龄 51 ~ 80 岁,其中缺血性心脏病 18 例,扩
张性心肌病 9 例,高血压性心脏病 8 例,风湿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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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病 9 例。 2 组病人一般资料均具有可比性。
1. 2摇 纳入与排除标准摇 纳入标准:均符合《中国心

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 2014》 [6]制定的顽固性心力

衰竭诊断标准;均为纽约心脏病协会(NYHA)分级

心功能芋 ~郁级病人;均对利尿、强心等常规治疗产

生抵抗(抵抗标准为剂量递增使用,但水钠潴留、心
力衰竭现象依然无法完全控制。 本研究中以每日静

脉呋塞米剂量逸80 mg 或相当于上述呋塞米的日剂

量,但仍不能达到合适的尿量,即定义为利尿剂抵

抗);本研究经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通过,所有病人

均自愿加入且签订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肝肾功能严重损害;急性感染性疾

病;精神疾病;甲状腺功能异常;凝血功能障碍;糖
尿病。
1. 3摇 治疗方法 摇 2 组病人均采取常规治疗,即吸

氧、强心、利尿、扩张血管等治疗,并根据病人病情适

当给予其他对症治疗。 对照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

加用新活素,90 s 内完成以 1. 5 滋g / kg 的首次负荷

剂量的冲击治疗,之后以 0. 007 5 滋g·kg - 1·min - 1

的速度静脉持续泵入,维持 7 d。 观察组常规治疗的

基础上联合应用新活素和 CRRT 治疗,新活素治疗

同对照组,CRRT 治疗为连续性静脉血液滤过治疗,
主要采用 AQU、Flex、ACH鄄10 管路,MT鄄100、AEF鄄
13、HF1200 滤器,低分子肝素抗凝为主。 每天超滤

量为 2. 5 ~ 10 L,每天治疗 8 ~ 10 h,治疗 3 ~ 5 d,血
流量为 170 ~ 210 mL / min,期间观察病人血流动力

学状态、水负荷等情况,由专业医生进行适当调整,
采用肝素进行抗凝,对于活动性出血者或有出血倾

向病人禁用抗凝剂,及时冲洗血路管、血滤器等。
1. 4摇 疗效判定摇 治疗 7 d 后进行疗效判定。 显效:
肺部湿啰音消失或明显减弱,呼吸困难、心悸、胸闷、
乏力等心力衰竭症状消失,心功能分级改善 2 级及

以上;有效:肺部湿啰音有所减弱,心功能分级改善

1 级;无效,顽固性心力衰竭症状无减轻甚至加重。
1. 5摇 观察指标 摇 分别于治疗前(入组当天清晨或

第二天清晨)、治疗后(治疗 7 d 后清晨)通过超声

心动图检测 2 组病人左心室射血分数(LEVF),抽取

2 组病人空腹静脉血 3 mL,通过乙二胺四乙酸进行

抗凝,离心后分离血浆,采用电化学发光双抗体夹心

法进行 2 组氨基末端 B 型脑钠肽前体(NT鄄proBNP)
水平检测,试剂盒来自德国 Roche 公司;分别于治疗

前后通过免疫比浊法测定 2 组病人高敏 C 反应蛋

白(hs鄄CRP)水平,采用 ELISA 法检测肿瘤坏死因子

琢(TNF鄄琢)水平。 观察并比较 2 组各指标变化及不

良反应情况。
1. 6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 t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疗效比较摇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87. 50%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54. 55% (P < 0. 01)(见
表 1)。

表 1摇 2 组病人治疗效果比较

分组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 uc P

观察组 48 22 20 6 87. 50

对照组 44 9 15 20 54. 55 12. 30 < 0. 01

合计 92 31 35 26 71. 74

2. 2摇 2 组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摇 2 组病人治疗

后心功能指标 LEVF 均较治疗前升高(P < 0. 05 ~
P < 0. 01), NT鄄proBNP 均治疗前明显降低 ( P <
0. 01),且观察组 LEVF 升高及 NT鄄proBNP 下降更明

显(P < 0. 01)(见表 2)。

表 2摇 2 组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 (x 依 s)

时间 分组 n LEVF / % NT鄄proBNP / (pg / mL)

治疗前

观察组 48 30. 03 依 4. 36 8 634. 42 依 1 579. 58

对照组 44 30. 64 依 4. 53 8 708. 13 依 1 641. 72

t — 0. 66 0. 22

P — >0. 05 > 0. 05

治疗后(d 依 sd)

观察组 48 15. 78 依 3. 03** 3 453. 26 依 532. 13**

对照组 44 5. 32 依 0. 97* 1 794. 57 依 301. 24**

t — 21. 89 18. 17

P — <0. 01 < 0. 01

摇 摇 配对 t 检验:与治疗前比较*P <0. 05,**P <0. 01

2. 3摇 2 组治疗前、后炎症因子水平比较摇 2 组病人

炎症因子 hs鄄CRP、TNF鄄琢 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P <
0. 05 ~ P < 0. 01),且观察组降低更明显(P < 0. 01)
(见表 3)。
2. 4摇 不良反应情况摇 对照组 2 例出现低血压,观察

组 3 例出现低血压。 2 组均无严重不良反应。

3摇 讨论

摇 摇 难治性心力衰竭会引起交感神经系统、肾素 -
血管紧张素 -醛固酮系统等过度激活,加剧心肌缺

血、坏死、炎症、水钠潴留,加重心脏负荷,严重威胁

病人生命,其生存率低,1年生存率约为50% ,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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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2 组治疗前、后炎症因子水平比较 (x 依 s)

时间 分组 n hs鄄CRP / (mg / L)TNF鄄琢 / (pg / mL)

治疗前

观察组 48 22. 01 依 7. 14摇 28. 57 依 8. 13

对照组 44 21. 46 依 7. 32 28. 01 依 7. 92

t — 0. 36 0. 33

P — >0. 05 > 0. 05

治疗后(d 依 sd)

观察组 48 11. 23 依 1. 02** 摇 10. 23 依 1. 52**

对照组 44 3. 26 依 1. 15* 4. 72 依 1. 31**

t — 35. 23 18. 55

P — <0. 01 < 0. 01

摇 摇 配对 t 检验:与治疗前比较*P < 0. 05,**P < 0. 01

血管疾病终末期病人死亡的重要原因[7]。 传统治

疗方案中,通过 茁 受体阻断剂、洋地黄、利尿剂及血

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等进行强心、利尿、扩张血管

改善病人症状,但治疗敏感性较差,效果并不理想,
病情并无改善甚至恶化,病人合并症增多,易复发,
预后差[8 - 9]。 因其治疗的复杂性以及疾病的危重

性,探索新的有效的治疗方案显得尤为重要。
新活素氨基酸序列、空间结构和生物活性与脑

钠肽相同,因此无正性肌力作用,不增加心肌耗氧和

心律失常[10]。 有研究[11] 表明,在常规治疗的基础

上,加用新活素对顽固性心力衰竭病人进行治疗,可
有效改善病人临床症状。 顽固性心力衰竭的治疗中

控制液体潴留也很关键,利尿剂开始治疗时可减轻

水肿和体质量,并改善心功能,但随着心力衰竭病程

的进展及利尿剂使用时间的延长,利尿剂效果越来

越差,利尿剂抵抗的发生率越来越高[12]。 而 CRRT
为等渗性脱水,可精确控制脱水速度及脱水量,连
续、缓慢地清除水分,对病人血流动力学影响较小,
可降低病人去甲肾上腺素、肾素、醛固酮的含量,有
效清除病人的液体潴留,减轻心脏负荷,清除炎症因

子,保障体内内环境稳定及水电解质的平衡[13]。
临床上新活素或 CRRT 的单独治疗较常见,但

二者联合治疗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将新活素和

CRRT 联合应用于顽固性心力衰竭的治疗中,探讨

其治疗效果,结果显示,本研究病人临床症状均得到

明显改善。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P < 0. 01),2 组病人治疗后心功能指标 LEVF 均较

治疗前升高(P < 0. 05 ~ P < 0. 01),NT鄄proBNP 均较

治疗前显著降低(P < 0. 01),且观察组 LEVF 升高

及 NT鄄proBNP 下降更明显(P < 0. 01)。 脑钠肽与心

力衰竭关系密切,可作为评估心力衰竭的疗效及判

断预后的重要指标,心力衰竭时 NT鄄proBNP 升高本

质上是机体的一种代偿机制。 而本研究中 CRRT 联

合新活素治疗后病人 NT鄄proBNP、LEVF 改善更明

显,这表明 CRRT 联合新活素治疗更有利于心功能

的恢复;2 组病人炎症因子 hs鄄CRP、TNF鄄琢 均较治疗

前降低(P < 0. 01 ~ P < 0. 05),且观察组降低更明显

(P < 0. 01)。 hs鄄CRP 是由肝脏合成的一种急性时

相反应蛋白,与炎症反应关系密切,与心衰的进展和

不良结局有关[14]。 TNF鄄琢 的产生主要依赖于活化

的单核和巨噬细胞,起主导炎症因子作用,其升高促

进炎症反应[15]。 而本研究中 CRRT 联合新活素治

疗后 hs鄄CRP、TNF鄄琢 降低更明显,这表明 CRRT 联

合新活素治疗更有利于减轻炎症反应。
综上所述,CRRT 联合新活素治疗顽固性心力

衰竭的效果更佳,可明显改善顽固性心力衰竭病人

心功能、减轻炎症反应,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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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培南、头孢哌酮 /舒巴坦钠、复方新诺明、庆大霉素

和丁胺卡那霉素 100%敏感。 胆汁中的病原菌对常

用的抗菌药物均有不同程度的耐药性,所以在胆汁

培养结果出来前需要经验性用药时,针对革兰阳性

细菌宜选用利奈唑烷;针对革兰阴性细菌宜选用头

孢哌酮 /舒巴坦钠和复方新诺明。 如确定为阳性球

菌的重症感染宜选用万古霉素。 对难治性胆系感染

和重症感染的病人应首选亚胺培南或厄他培南。 如

治疗效果不显著或治疗过程中有突发高热症状,应
考虑是否合并真菌感染,可同时行血培养明确诊断

并且及时调整抗生素。 综合文献,对于恶性梗阻性

黄疸病人来说,胆汁细菌感染因素可能与继发性感

染[4]、C 反应蛋白[7]、 肝功能情况[8]、 胆红素水

平[9]、凝血功能[10]、免疫功能障碍[11]、CA199 的高

低[12]、梗阻部位[13 - 14]、就诊时间[6] 有关系。 本组试

验的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胆道梗阻部位和胆道感

染症状均是独立的危险因素(P < 0. 01),高龄、低位

胆道梗阻和合并胆道感染症状的病人在胆汁培养中

更容易检出细菌。 我们应对 > 60 岁的高龄病人给

予高度重视,术前应对病人进行充分全面的评估,注
意炎性因子的重要性,最好在 MRCP 或 B 超确定胆

道梗阻的位置的基础上,行保肝降酶和补充白蛋白

等对症治疗,以降低胆系感染的概率,入院后即行血

培养或胆汁培养确定病人有无合并胆系感染,显性

感染和隐形感染同等重要。 因此,对于恶性梗阻性

黄疸的病人,在病程中准确评估胆系感染的高危因

素,能够有利于提前预防感染发生,也有利于抗菌药

物的合理应用,有效地控制感染能够降低病人围手

术期感染相关性死亡和其他术后的并发症的概率,
有利于病人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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