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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人脑利钠肽结合床旁血液净化对慢性心力衰竭伴
急性肾损伤患者血流动力学和心肾功能的影响

周恒杰,刘思伯,刘国梁

(辽宁省大连市中心医院外科ICU,大连 116000)

摘要 目的:探究重组人脑利钠肽(rhBNP)结合床旁血液净化对慢性心力衰竭(CHF)伴急性肾损伤(AKI)患者血流动力学和

心肾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2016年7月至2017年12月辽宁省大连市中心医院收治的94例CHF伴AKI患者,按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47例。观察组患者予以rhBNP+床旁血液净化治疗,对照组患者予以床旁血液净化治疗。比

较两组治疗前、后心排出量(CO)、中心静脉压(CVP)、平均肺动脉压(mPAP)、肺动脉楔压(PAWP)、心率(HR)、左室收缩末期

内径(LVESD)、左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血肌酐(Scr)、尿素氮(BUN)、肾小球滤过率(GFR)及
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PACHEⅡ)。结果:治疗48h后,两组CO较治疗前明显升高,CVP、mPAP、PAWP明显降低,且
观察组变化更为显著(P<0.05)。治疗7d后,两组HR、LVESD、LVEDD、血清Scr和BUN水平及APACHEⅡ评分均较治疗

前明显降低,LVEF和GFR明显升高,且观察组变化更为显著(P<0.05)。结论:rhBNP结合床旁血液净化可有效改善CHF
伴AKI患者的心肾功能,利于稳定血流动力学,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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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ofrecombinanthumanbrainnatriureticpeptidecombinedwithbedsidebloodpurification
onhemodynamicsandheartandkidneyfunctioninpatientswithchronicheartfailurecomplicat-
edwithacutekidneyinjury
ZhouHengjie,LiuSibo,LiuGuoliang.(TheCentralHospitalofDalian,Dalian116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exploretheeffectsofrecombinanthumanbrainnatriureticpeptide(rhBNP)com-
binedwithbedsidebloodpurificationonhemodynamicsandheartandkidneyfunctioninpatientswithchro-
nicheartfailure(CHF)complicatedwithacutekidneyinjury(AKI).Methods:Atotalof94patientswith
CHFandAKIinourhospitalformJuly2006toDecember2017wereselected,andrandomlydividedintoan
observationgroupandacontrolgroup,with47casesineachgroup.Thepatientsinthecontrolgroupre-
ceivedbedsidebloodpurification,andthoseintheobservationgroupreceivedrhBNPcombinedwithbed-
sidebloodpurification.Thecardiacoutput(CO),centralvenouspressure(CVP),meanpulmonaryartery
pressure(mPAP),pulmonaryarterywedgepressure(PAWP),heartrate(HR),leftventricularend-sys-
tolicdiameter(LVESD),leftventricularend-diastolicdimension(LVEDD),leftventricularejectionfrac-
tion(LVEF),andserumlevelsofcreatinine(Scr),ureanitrogen (BUN),glomerularfiltrationrate
(GFR)aswellasacutephysiologyandchronichealthyevaluation(APACHEⅡ)wereobservedbeforeand
aftertreatment.Results:After48hoftreatment,theCOwasincreased,whiletheCVP,mPAPandPAWP
weredecreasedinbothgroups(P<0.05).Thesechangesweremoresignificantintheobservationgroup
(P<0.05).After7daysoftreatment,theHR,LVESD,LVEDD,andserumlevelsofScrandBUNas
wellastheAPACHEⅡscoreweredecreased,whiletheLVEFandGFRwereincreasedinbothgroups(P
<0.05).Thesechangesweremoresignificantintheobservationgroup(P<0.05).Conclusion:rhBNP
combinedwithbedsidebloodpurificationcouldimprovetheheartandkidneyfunctionandprognosis,and
stabilizedhemodynamicsinpatientswithCHFand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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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心力衰竭(chronicheartfailure,CHF)是
各种心血管疾病逐渐加重发展至最终阶段的结果,
心功能严重受损引起循环障碍,该疾病预后较差,发
病率和病死率均较高。急性肾损伤(acuterenalin-
jury,AKI)是临床上较为危急的综合病症,指突发和

持续性的肾功能下降,表现为酸碱平衡、电解质平衡

紊乱以及全身各个系统症状,常伴有少尿或无尿。
CHF和AKI两者互相有负面影响,可形成恶性循

环,导致CHF伴 AKI患者病情加重,单纯采用利

尿、血管扩张、强心等药物进行治疗的效果并不理

想[1]。血液净化技术是一项较为成熟且不断进步的

治疗手段,在临床危重疾病和抢救中有广泛的应

用[2]。重组人脑利钠肽(recombinanthumanbrain
natriureticpeptide,rhBNP)具有与人体内源性脑利

钠肽相同的氨基酸序列,可提高肾小球滤过率、降低

血压、增加心输出量[3],对CHF伴AKI患者有较好

的治疗效果。本研究旨在探讨rhBNP结合床旁血

液净化对CHF伴AKI患者血流动力学和心肾功能

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7月至2017年12月辽宁省大连

市中心医院收治的94例CHF伴 AKI患者为研究

对象。病例纳入标准:(1)年龄40~75岁;(2)符合

CHF[4]及AKI[5]的诊断标准;(3)心功能3~4级,经
药物治疗无效;(4)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5)
对本研究知情,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1)肾源性疾病导致的心力衰竭者;(2)合并严重出

血或出血倾向者;(3)合并精神性疾病或认知功能障

碍者;(4)不耐受血液净化者;(5)临床资料不全者。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94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47例。观察组患者男27例,女20例,年龄

(53.58±10.69)岁;严重感染22例,休克18例,严
重创伤7例;少尿倾向者10例,少尿者13例,无尿

者24例;合并肺水肿26例,高血钾21例,多器官衰

竭14例。对照组男25例,女22例,年龄(54.82±
11.45)岁;严重感染20例,休克19例,严重创伤

8例;少尿倾向者12例,少尿者14例,无尿者21例;
合并肺水肿29例,高血钾20例,多器官衰竭16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予以饮食控制、预防感染、维持酸碱

平衡和电解质平衡、扩张肾血管、改善血流等常规治

疗,并严密监测患者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基础

生命体征。对照组患者予以床旁血液净化治疗:行
中心静脉置管建立血管通路,采用前稀释法,设置血

流速度为150~180mL/min,置换液速度为25~
35mL/kg·h-1,治疗过程中予以低分子肝素进行

辅助抗凝;治疗时间8~12h/d,按需治疗3~7d。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予以冻干rhBNP(生产

企业:成都诺迪康生物制药有限公司,规格:0.5mg,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S20050033)静脉注射,先以1.5
μg/kg的剂量静脉推注,然后以0.0075μg/kg·
min-1的速度连续静脉滴注24h。
1.3 观察指标

1.3.1 血流动力学 所有患者入院后采用漂浮导

管行右颈静脉穿刺置入,留置导管48h,测量心排出

量(CO)、中 心 静 脉 压 (CVP)、平 均 肺 动 脉 压

(mPAP)、肺动脉楔压(PAWP)等指标。
1.3.2 心功能 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7d后,采用

超声心 动 仪 对 患 者 心 功 能 进 行 检 测,记 录 心 率

(HR)、左室收缩末期内径(LVESD)、左室舒张末期

内径(LVEDD)、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等指标。
1.3.3 肾功能 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7d后,采集

患者清晨空腹肘静脉血3mL,离心,取血清,采用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测定血清血肌酐(Scr)
和尿素氮(BUN)水平,计算肾小球滤过率(GFR)。
1.3.4 预后 采用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分(A-
PACHEⅡ)[6]评估治疗前及治疗7d后患者疾病严

重程度,评分越高则病情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21.0对数据进行分析。
计数数据以百分(%)表示,组间比较行χ2 检验;计
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行t
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血流动力学参数比较

  治疗48h后,两组患者CO水平均较治疗前明

显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CVP、
mPAP、PAWP水平则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

组低于对照组(P<0.05),见表1。
2.2 两组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7d后,两组患者HR、LVESD、LVEDD水

平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0.05),LVEF水平较治疗前明显升高,且观察组高

于对照组(P<0.05),见表2。
2.3 两组治疗前、后肾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7d后,两组患者血清Scr、BUN水平均较

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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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R较治疗前明显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
0.05),见表3。
2.4 两组治疗前、后APACHEⅡ评分比较

  治疗7d后,两组患者APACHEⅡ评分均较治

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见
表4。

表1 两组治疗前、后血流动力学参数比较(x±s)

指标 时间 观察组(n=47) 对照组(n=47) t P
CO/(L/min) 治疗前 2.63±0.68 2.61±0.74 0.136 0.892

治疗后 3.67±0.47* 3.18±0.59* 4.453 0.000
CVP/kPa 治疗前 1.68±0.20 1.65±0.20 0.578 0.565

治疗后 1.08±0.14* 1.36±0.18* 8.351 0.000
mPAP/kPa 治疗前 3.37±0.75 3.30±0.78 0.404 0.687

治疗后 2.56±0.65* 2.85±0.65* 2.191 0.031
PAWP/kPa 治疗前 2.98±0.75 2.94±0.77 0.212 0.212

治疗后 1.53±0.55* 2.04±0.60* 4.325 0.000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

表2 两组治疗前、后心功能指标比较(x±s)

指标 时间 观察组(n=47) 对照组(n=47) t P
HR/(次/min) 治疗前 85.34±8.12 84.61±8.53 0.425 0.672

治疗后 71.36±6.69* 76.39±6.71* 3.639 0.000
LVESD/mm 治疗前 56.82±5.63 56.13±5.74 0.588 0.558

治疗后 40.05±4.16* 45.72±4.48* 6.358 0.000
LVEDD/mm 治疗前 62.18±7.26 63.12±7.51 0.617 0.539

治疗后 43.61±4.48* 48.36±4.58* 5.292 0.000
LVEF/% 治疗前 35.78±3.76 36.41±3.92 0.795 0.429

治疗后 52.46±4.82* 47.82±4.51* 4.819 0.000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

表3 两组治疗前、后肾功能指标比较(x±s)

指标 时间 观察组(n=47) 对照组(n=47) t P
Scr/(μmol/L) 治疗前 723.14±82.36 718.93±85.24 0.244 0.808

治疗后 268.79±30.43* 356.81±36.27* 12.746 0.000
BUN/(mmol/L) 治疗前 35.42±3.27 35.07±3.16 0.528 0.599

治疗后 18.35±2.01* 23.54±2.24* 11.822 0.000
GFR/(mL/min) 治疗前 65.34±8.12 66.27±7.86 0.564 0.574

治疗后 83.23±7.51* 77.64±7.53* 3.604 0.001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

表4 两组治疗前、后APACHEⅡ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t P
观察组
(n=47) 30.14±3.58 14.26±1.42 28.268 0.000

对照组
(n=47) 30.89±3.46 18.23±1.89 22.014 0.000

t 1.033 11.513
P 0.304 0.000

3 讨 论

  AKI是一种累及多个器官系统的危重疾病,心
力衰竭患者有效循环血容量减少、肾血流灌注不足

可引起肾功能损伤,导致该疾病,同时 AKI也能加

重心力衰竭,形成恶性循环,严重危害患者生命健

康。对于CHF伴AKI患者而言,单纯强心、利尿药

物治疗收效甚微,难以控制疾病进展,需寻找更有效

的治疗方法。
  血液净化是一种肾脏替代疗法,利用净化装置

和体外输入置换液的方式对机体内代谢产物进行物

质交换,有效清除致病物质的同时也能维持电解质

和酸碱平衡,是治疗危重疾病和急救时常用的治疗

方式[7]。相关文献报道,与常规血液透析比较,床旁

血液净化可持续性的对血液有害物质进行滤过并输

入置换液,因而对机体渗透压改变较小,对血流动力

学的影响也较小,有助于提高患者对治疗的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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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8]。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48h后,两组患者CO
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CVP、mPAP、PAWP水平则

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改变幅度更大,表明rhB-
NP结合床旁血液净化有助于维持CHF伴 AKI患

者血流动力学稳定。rhBNP是利用DNA重组技术

制作的、与心室肌产生的内源性脑利钠肽有相同氨

基酸序列的B型利钠肽,临床上常使用的为无菌冻

干制剂[9]。rhBNP通过对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

酮系统(RAAS)的拮抗作用参与血压、血容量以及

水盐平衡的调节,达到降低循环血量、增加心输出量

的目的,能有效改善心衰和肾损伤引起的全身症

状[10]。相关研究表明,rhBNP对患者血流动力学功

能有明显的改善作用[11],本研究也得到类似结论。
  血液净化可通过血液间对流与弥散相结合的方

式清除大、中、小分子有害物质,减轻肾脏损伤并纠

正电解质平衡紊乱,有助于改善肾功能的同时也清

除了体内有害因子和多余水分,可减轻心脏负荷,进
而改善心功能[12]。rhBNP通过与利钠肽受体结合

的方式引起细胞内环单磷酸鸟苷(cGMP)浓度升高

和平滑肌舒张,进而扩张动静脉,迅速降低外周循环

阻力,减轻心脏前、后负荷,对心功能改善作用明显,
且该药物没有正性肌力作用,不增加心肌耗氧[13]。
本研究采取超声心动仪对患者心功能进行检测,结
果发 现:治 疗 7d 后,两 组 患 者 HR、LVESD、
LVEDD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LVEF水平较治疗前

升高,且观察组改善程度高于对照组(P<0.05)。
表明rhBNP结合床旁血液净化可明显改善CHF伴

AKI患者的心功能,于病情转归有利。
  本研究还对患者肾功能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
两组患者治疗7d后血清Scr、BUN水平均较治疗前

降低,GFR则较治疗前升高,而观察组患者改善效

果更佳(P<0.05)。表明rhBNP结合床旁血液净化

对患者肾功能有显著改善作用。血液净化对机体有

害物质的清除可减轻肾脏损伤,而rhBNP减少循环

血量的作用有效减少了肾血流量,降低了肾脏负担,
对肾脏有一定保护作用[14]。本研究结果也证实了上

述结论。APACHEⅡ评分包括急性生理、年龄、慢
性健康三部分的评分,是较为客观的、临床常见的评

价疾病严重程度的评分系统[15]。本研究中,两组患

者经7d治疗后APACHEⅡ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
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说明rhBNP结合

床旁血液净化可明显改善CHF伴 AKI患者病情,
促进疾病转归。
  综上所述,rhBNP结合床旁血液净化可有效改

善CHF伴AKI患者的心功能和肾功能,有助于血

流动力学的稳定,于疾病转归有利,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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