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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必净注射液联合连续性血液净化治疗中、重度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刘艳秀 瞿长春1 汪利华 邓石荣1 何玉萍 甘国能

(广东省云浮市人民医院呼吸内科 云浮 527300)

摘要 目的:探讨血必净注射液联合连续性血液净化(CBP)治疗中、重度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疗效。方法:选取广

东省云浮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60例中、重度ARDS患者,将其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对照组采用常

规综合治疗、肺保护机械通气和CBP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血必净注射液治疗,观察记录两组患者ICU住院时间、

机械通气时间及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APACHE Ⅱ评分),检测pH 值、动脉氧分压(PaO2)、动脉二氧化碳分压

(PaCO2)、氧合指数(PaO2/FiO2)及血清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白介素(IL)-6水平。结果: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

pH值、PaO2、PaCO2及PaO2/FiO2均显著升高(均P<0.05),血清TNF-α、IL-6水平显著降低(均P<0.05),且研究组各指标

改善程度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患者APACHEⅡ评分、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血必净注射液联合CBP治疗中、重度ARDS临床效果较好,能够明显抑制炎症因

子的释放,改善患者呼吸窘迫症状,优于单独采用CBP治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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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respiratorydistresssyn-
drome,ARDS)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危重症,其主要是指心原

性以外的各种肺内外因素所致的急性呼吸衰竭,一般出现在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的早期。ARDS患者的临床特征主

要为低氧血症、肺顺应降低等。关于 ARDS发病机制的研究

一直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但其确切的机制仍未阐明。目前

大部分的研究认为炎症细胞如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血小

板及其所释放的炎症介质、细胞因子与肺部炎症反应有关。

肺泡上皮细胞和肺部血管发生炎症反应会导致其通透性明

显增强,渗出大量液体到肺泡腔和肺间质,引发肺水肿,进而

降低血液和肺泡的气体交换率,使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最
终造成呼吸衰竭,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目前国内外的

重症监护病房(ICU)广泛采用连续性血液净化技术(continu-
ousbloodpurification,CBP)来治疗 ARDS,该技术对于清除

内毒素和炎症因子效果明确,阻断了从感染到系统炎性反应

综合征再到呼吸衰竭的全过程[1]。血必净为一种中成药物,

其主要成分有红花、赤芍、川芎、丹参、当归,主要用于治疗感

染诱发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本文就血必净注射液联合

CBP治疗中、重度ARDS的疗效进行探讨,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广东省云浮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2013年1月至2016年4月收治的ARDS患者60例,原发性

疾病类型:肺部感染23例,重症胰腺炎15例,脓毒症休克

12例,腹腔感染6例,心肺复苏4例。病例纳入标准:(1)所
有患者的诊断均符合 ARDS柏林诊断标准[2];(2)从已知临

床损害、新发或加重呼吸系统症状至符合诊断标准时间≤
7d;(3)氧合情况:中重度呼气末正压(PEEP)≥0.49kPa、

13.3kPa<氧合指数(PaO2/FiO2)≤19.6kPa或PEEP≥
0.98kPa、PaO2/FiO2≤13.3kPa。排除出现3个及以上器

官功能衰竭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

照组,每组30例,其中对照组男16例,女14例,平均(53.8±
6.2)岁;研究组男17例,女13例,平均(54.3±5.9)岁。两组

患者年龄、性别、原发疾病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

署了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已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治疗方法:对照组采用常规综合治疗,包括治疗原发疾

病、抗感染、营养支持、积极的液体复苏、循环支持、维持内环

境稳定等。同时配合肺保护 机 械 通 气 治 疗 和 CBP治 疗。

CBP治疗方法:Seldinger法穿刺颈内静脉或股静脉后,留置

双腔导管作为血管通路,依据血气分析实验室指标,适当调

整置换液电解质的浓度。主要治疗参数为前置换液流速:

1.5L/h,血流速度:100~180mL/min。对于有明显出血倾

向或有活动性出血现象的患者采取无肝素治疗。患者首次

连续治疗24h后,血液滤过时间改为12h/d,共治疗72h。

研究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血必净注射液(天津红日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0mL/支):取5支血必净注射液加入

100mL生理盐水中,静脉滴注30~40min,2次/d,重症患者

为3次/d,连续治疗1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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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观察指标:比较两组患者的ICU住院时间、机械通气时

间;于开始治疗的第1天和第7天清晨抽血进行血气分析:

测定pH 值、动 脉 血 氧 分 压(PaO2)、动 脉 二 氧 化 碳 分 压

(PaCO2),计算氧合指数(PaO2/FiO2);采集患者空腹外周静

脉血,低温离心后取血清,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

治疗前、后血清中肿瘤坏死因子(TNF)-α和白介素(IL)-6的

水平;计算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acutephysiology
andchronichealthevaluation,APACHEⅡ),分析患者的预后

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处

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气指标比较:与治疗前比较,治
疗后两组患者pH值、PaO2、PaCO2、PaO2/FiO2均显著升高

(均P<0.05);研究组治疗后PaO2、PaO2/FiO2较对照组明

显升高(均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比较:研究组患者 APACHEⅡ评

分、机械通气时间、ICU住院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气指标比较(췍x±s)

组别 时间 pH
PaO2
(p/kPa)

PaCO2
(p/kPa)

PaO2/FiO2
(p/kPa)

研究组 治疗前 7.28±0.12 7.01±1.29 4.33±0.97 25.10±1.28
(n=30) 治疗后 7.39±0.06* 13.12±2.01*# 5.38±1.17* 47.59±2.54*#

对照组 治疗前 7.30±0.11 7.00±1.27 4.42±1.10 25.27±1.40
(n=30) 治疗后 7.37±0.07* 10.18±1.60* 5.25±0.95* 39.27±2.35*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比较(췍x±s)

组别 n APACHEⅡ
评分(分)

机械通气
时间(t/d)

ICU住院
时间(t/d)

研究组 3011.88±2.55* 7.74±3.15* 10.33±5.26*

对照组 3015.39±3.42 12.03±4.23 16.75±6.92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TNF-α和IL-6水平比较:与治疗

前比较,治疗后两组患者的TNF-α和IL-6水平均明显下降

(均P<0.05);研究组治疗后TNF-α和IL-6水平较对照组

明显下降(均P<0.05),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TNF-α和IL-6水平比较(췍x±s,

ρB/μg·L-1)

组别 时间 TNF-α IL-6
研究组 治疗前 102.58±21.38 68.77±3.91
(n=30) 治疗后 45.73±9.16*# 40.46±3.46*#

对照组 治疗前 108.45±19.55 67.45±3.85
(n=30) 治疗后 79.23±10.36* 53.27±4.26*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
比较,#P<0.05

3 讨 论

  ARDS是由各种严重的肺内外损伤所致的低氧血症和

进行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该病发病率较高且治疗难度较大。

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ARDS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治

疗方法也越来越科学、有效。炎症反应是 ARDS的主要发病

机制,炎性细胞释放大量的细胞因子和炎症介质,使毛细血

管通透性增加,形成微血栓,损伤肺泡膜和肺泡上皮,减少肺

表面活性物质,加重肺水肿从而引起肺氧合功能障碍[3,4]。

ARDS发生时释放的炎症介质主要有 TNF-α和IL-6,其中

TNF-α是一种始发因子,在亚细胞和细胞水平上激发一系列

的级联反应,可以诱导IL-6、IL-1、IL-8等其他细胞因子的产

生,进而产生免疫损伤。ARDS的发生被认为是一系列炎症

介质群的级联反应的结果,因此,抑制炎症反应、阻止炎症介

质释放对ARDS的治疗具有重要作用[5~8]。

  近年来,CBP发展迅速,其作为一种新型血液净化治疗

方式,最开始被应用于肾脏替代领域,逐渐扩展为应用于临

床危重患者的抢救和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该技术主要

依靠强大的对流和吸附作用,高效、连续地清除各种炎症介

质和毒性代谢产物。此外,CBP还能清除机体内多余的水

分,维持体内酸碱、电解质的平衡,实现内环境的稳态。对

ARDS患者进行CBP治疗,可以及时、有效地清除炎症介质,

改善肺泡以及肺间质水肿,增强气体交换和组织供氧,改善

ARDS患者身体状态,是目前临床上治疗 ARDS的主要治疗

手段之一[9]。

  血必净注射液由赤芍、当归、川穹、红花和丹参等5种中

药组成,具有清热凉血、活血化淤、溃散毒邪的功能。有研究

表明,血必净注射液能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对抗细菌、毒

素,调节免疫功能。通过阻断机体过度的炎症反应,改善肺

缺氧或再灌注损伤,缓解通气,提高肺PaO2/FiO2,适用于

ARDS的治疗[10]。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症状均有所改

善,且研究组患者血气指标(PaO2、PaO2/FiO2)改善程度明

显优于对照组(均P <0.05),可见给予血必净注射液后,患

者动脉血氧合能力增强,呼吸窘迫症状明显缓解。此外,两

组患者治疗后血清中TNF-α和IL-6的含量均下降(均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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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且研究组较对照组下降程度更加明显(P <0.05)。

提示血必净注射液能抑制机体过度炎症反应发生,肺水肿亦

明显改善。本研究发现研究组患者APACHEⅡ评分较对照

组低,机械通气时间、住ICU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表明血必净注射液联合CBP
治疗中重度ARDS的疗效较佳,预后效果较好。

  综上所述,血必净注射液联合CBP治疗中、重度 ARDS
临床效果较好,能够明显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改善呼吸窘

迫症状,维护多器官功能,优于单独采用CBP治疗,值得临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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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及以下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术中保留卵巢对其预后的影响

杨雪梅 韩志红 姚安梅 袁 渊 张 靖△

(陕西省肿瘤医院妇瘤科 西安 710061)

摘要 目的:探讨40岁及以下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术中保留卵巢对其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陕西省肿瘤医院妇瘤科

2008年5月至2010年5月收治的60例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案的不同分为切除双侧卵巢组(A组,

25例)和保留单侧或双侧卵巢组(B组,35例)。所有患者均在术后随访3年以上,对比两组患者术后3年的复发转移率、生存

率、性激素水平及生活质量。结果:两组患者术后3年的生存率、复发率及转移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

组患者术前改良Kupperman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术后3年B组的改良Kupperman评分显著低于 A组

(P<0.05)。B组术后3年的雌二醇(E2)水平较A组高,黄体生成素(LH)及促卵泡激素(FSH)水平较 A组低,且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B组躯体、情绪、功能、社会家庭4项评分及FACT总评分均明显高于A组(P<0.05)。结论:对
于40岁及以下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术中是否保留卵巢并不会影响其复发率及短期临床疗效,但保留卵巢可保留其生殖及内

分泌功能,显著改善生活质量,有效调节性激素水平,利于术后恢复。

关键词 早期子宫内膜癌;40岁以下;保留卵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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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癌是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病因复杂, 临床治疗困难,预后较差[1]。而对于40岁以下早期(FIGOⅠ
~Ⅱ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而言,手术治疗是其首选的治疗方

法,其疗效、预后也往往优于晚期、老年患者[2]。而在术中保

留卵巢的安全性、可行性目前尚存在争议。因此,本研究选

取40岁及以下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60例,分析术中保留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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