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疾病                                                                        Cascadeflo EC推荐型号
代谢性疾病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FH）                                   EC-50W
Lp(a)高脂蛋白血症[5]                                                                                EC-50W    
风湿性疾病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                                         EC-30W, 20W
恶性类风湿性关节炎（MRA）                               EC-30W, 20W
神经系统疾病
重症肌无力（MG）                                                EC-30W, 20W
格林巴利综合征（GBS）                                        EC-30W, 20W
慢性炎症性脱髓性多发神经炎（CIDP）                EC-30W, 20W
多发性硬化（MS）                                                EC-30W, 20W
视神经脊髓炎（NMO）                                         EC-30W, 20W
血液疾病
原发性巨球蛋白血症                                              EC-40W 
肝脏疾病
丙型肝炎                                                                EC-50W 
器官移植
HLA-/ABO-不合肾移植                                          EC-30W, 20W
HLA-/ABO-不合肝移植                                          EC-30W, 20W
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AMR）                                EC-30W, 20W 
皮肤疾病
天疱疮                                                                    EC-30W, 20W
类天疱疮                                                                EC-30W, 20W
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TEN）                             EC-30W, 20W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                                         EC-30W, 20W
异位性皮炎[14]                                                       EC-40W
肾脏疾病
ANCA相关性肾炎[15]                                             EC-30W, 20W
抗肾小球基底膜病[16]                                            EC-30W, 20W 
其他
外周动脉疾病（PAD）                                           EC-40W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AMD）[17]                         EC-40W
严重血型不合妊娠                                         EC-30W, 20W

临床应用实例
（以下信息源自日本医疗保险目录及其引用文献 5、14-17）

〈微循环障碍〉

外周动脉疾病（PAD）

通过清除 LDL-C 微粒和高分子量蛋白，DFPP 疗法可有效降低血浆黏度，改善微循环的血液流变学 [11]。5 例

PAD 合并尿毒症患者接受 1 个疗程 10 次 DFPP 治疗后，3 例溃疡完全缓解，另外 2 例溃疡局部缓解，且未出

现任何不良反应 [12]。8 例缺血性糖尿病足综合征引起的足部溃疡不愈合，接受 7 次 DFPP 治疗后，4 例伤口迅

速愈合，有 2 例伤口没有变化，但是 tcpO2 增加，将会降低截肢风险 [13]。

适用范围
Cascadeflo EC 适用于双重滤过血浆置换（DFPP）疗法，将血浆分离器分离出来的血浆，分离为较大分子
量和较小分子量的血浆成分。

Cascadeflo EC 的特点
不同型号可供选择，适用范围广泛
白蛋白等患者自身有用的非致病物质损失很少
由置换液带来的感染风险没有或极少
减少因置换液导致的蛋白过敏现象

锐利的分离曲线
孔径分布均匀，分离性能卓越

a) 通透性能 b) 分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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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浆流速： 2.5ml/min

数据由日本新生会第一医院提供

DFPP 疗法临床应用

〈代谢性疾病〉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FH）

LDL 清除疗法用于药物疗法无效或达到最大耐药剂量，以及饮食控制无效的 FH 患者。LDL 胆固醇（LDL-C）可

以通过吸收、沉淀方式从血浆中，或者通过滤过设备从全血中去除。所有的 LDL 清除疗法都可以有效地降低

LDL-C 水平 [1]。一项研究针对三种不同的 LDL-C 清除疗法（DL-75, LA-15, EC-50W），分别对 3 例患者施行 6

次治疗后的不良反应进行了对比，发现使用 Cascadeflo EC-50W 后不良反应最少，且具有统计学差异 [2]。

Lp(a) 高脂蛋白血症

Lp(a) 是一种类似于 LDL-C 的循环脂蛋白。Lp(a) 的升高会增加心肌梗死的风险 [3]。在一项回顾性研究中

观察到，LDL 清除疗法可减少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发生，使患者获益 [4]。在这个多中心回顾

性观察研究中，评估了高 Lp(a) 患者在施行 LDL 清除疗法前以及之后 2 年间的 MACE 发生率。101 例入

组 DFPP，MACE 发生率从治疗前一年的 0.52 降至治疗第一年的 0.12，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01）[5]。

〈器官移植〉

HLA-/ABO- 不合肾移植

DFPP 疗法已被临床确认在 HLA 不合或 ABO 不合肾移植时，用于清除抗 HLA 抗体和血型抗体。抗体介导的

排斥反应（AMR）是引起急性或慢性移植物功能障碍和移植失败的重要原因。在 52 例 HLA 不合活体供者肾

移植前，使用 DFPP 和利妥昔单抗作为脱敏方案，与 24 例未接受该脱敏方案的对照组比较，急性和慢性

AMR 发生率显著减少，具有统计学差异（分别为 p=0.005，p=0.004）。移植物存活率可以与 HLA 相合的

移植效果相媲美 [6]。

〈风湿性疾病〉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

DFPP 疗法能够有效清除 SLE 患者的抗 DNA- 抗体和免疫复合物等病原分子。将狼疮性肾炎（LN）患者分为

三组：血浆净化组（DFPP 或免疫吸附，9 例），静脉环磷酰胺冲击治疗（IVCY）组（16 例），血浆净化和

IVCY 联合组（13 例），评估结果是血浆净化能使患者临床获益。血浆净化组与 IVCY 组的完全缓解率相当，

而联合组获得更高的完全缓解率。针对 LN，联合组或许在获得较高完全缓解率上具有优势，而且降低了

IVCY 不良反应的风险 [7]。11 例合并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狼疮患者接受了一个疗程 DFPP，抗甲状腺抗体

以及狼疮活动性都获得明显改善 [8]。

〈皮肤疾病〉

天疱疮、类天疱疮

天疱疮是自身免疫性皮肤水疱性疾病，抗原蛋白为桥粒芯蛋白，这种表皮细胞粘附分子受到自身抗体损害而致病。

类天疱疮是由抗表皮基底膜抗体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皮肤水疱性疾病。天疱疮与类天疱疮的药物治疗包括皮质

类固醇、免疫抑制剂以及 IVIG。DFPP 可用于药物抵抗患者，或者给予患者 DFPP 与药物的联合治疗。2 例

天疱疮 [9] 和 3 例类天疱疮 [10] 患者接受了数次 DFPP 后，获得临床症状改善和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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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过吸收、沉淀方式从血浆中，或者通过滤过设备从全血中去除。所有的 LDL 清除疗法都可以有效地降低

LDL-C 水平 [1]。一项研究针对三种不同的 LDL-C 清除疗法（DL-75, LA-15, EC-50W），分别对 3 例患者施行 6

次治疗后的不良反应进行了对比，发现使用 Cascadeflo EC-50W 后不良反应最少，且具有统计学差异 [2]。

Lp(a) 高脂蛋白血症

Lp(a) 是一种类似于 LDL-C 的循环脂蛋白。Lp(a) 的升高会增加心肌梗死的风险 [3]。在一项回顾性研究中

观察到，LDL 清除疗法可减少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发生，使患者获益 [4]。在这个多中心回顾

性观察研究中，评估了高 Lp(a) 患者在施行 LDL 清除疗法前以及之后 2 年间的 MACE 发生率。101 例入

组 DFPP，MACE 发生率从治疗前一年的 0.52 降至治疗第一年的 0.12，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01）[5]。

〈器官移植〉

HLA-/ABO- 不合肾移植

DFPP 疗法已被临床确认在 HLA 不合或 ABO 不合肾移植时，用于清除抗 HLA 抗体和血型抗体。抗体介导的

排斥反应（AMR）是引起急性或慢性移植物功能障碍和移植失败的重要原因。在 52 例 HLA 不合活体供者肾

移植前，使用 DFPP 和利妥昔单抗作为脱敏方案，与 24 例未接受该脱敏方案的对照组比较，急性和慢性

AMR 发生率显著减少，具有统计学差异（分别为 p=0.005，p=0.004）。移植物存活率可以与 HLA 相合的

移植效果相媲美 [6]。

〈风湿性疾病〉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

DFPP 疗法能够有效清除 SLE 患者的抗 DNA- 抗体和免疫复合物等病原分子。将狼疮性肾炎（LN）患者分为

三组：血浆净化组（DFPP 或免疫吸附，9 例），静脉环磷酰胺冲击治疗（IVCY）组（16 例），血浆净化和

IVCY 联合组（13 例），评估结果是血浆净化能使患者临床获益。血浆净化组与 IVCY 组的完全缓解率相当，

而联合组获得更高的完全缓解率。针对 LN，联合组或许在获得较高完全缓解率上具有优势，而且降低了

IVCY 不良反应的风险 [7]。11 例合并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狼疮患者接受了一个疗程 DFPP，抗甲状腺抗体

以及狼疮活动性都获得明显改善 [8]。

〈皮肤疾病〉

天疱疮、类天疱疮

天疱疮是自身免疫性皮肤水疱性疾病，抗原蛋白为桥粒芯蛋白，这种表皮细胞粘附分子受到自身抗体损害而致病。

类天疱疮是由抗表皮基底膜抗体引起的自身免疫性皮肤水疱性疾病。天疱疮与类天疱疮的药物治疗包括皮质

类固醇、免疫抑制剂以及 IVIG。DFPP 可用于药物抵抗患者，或者给予患者 DFPP 与药物的联合治疗。2 例

天疱疮 [9] 和 3 例类天疱疮 [10] 患者接受了数次 DFPP 后，获得临床症状改善和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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