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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经验交流l CLINICAL EXPERIENCE·

连续性血浆吸附滤过治疗急性三氯乙烯中毒
致急性肝损害1例

姚利秀1，全金梅2，燕朋波2

【摘要】针对1例急性三氯乙烯中毒患者，采用连续性血浆吸附滤过(continuous plasma filtration adsorption，CPFA)治

疗，效果较好，可明显改善患者预后。

【关键词】 连续性血浆吸附滤过治疗；三氯乙烯；中毒

【中国图书分类号】R595．4

1 case of acute liver damage caused by acute trichloroethylene poisoning treated with continuous plasma adsorption filtration

Yao Lixiu7。QUAN Jinmei2，and YAN Pengb02．，．Department ofNursing 2．Department of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Af-

filiated Hospital of Logistics College，Chinese People’S Armed Poli∞Forces，Tianjin 300162，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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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ntinuous plasma filtration adsorption(CPFA)was applied to treat 1 case of acute trichloroethylene poisoning，the

therapeutic effect was good，and the prognosis was obvious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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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FA也称配对血浆滤过吸附，是指全血先由血浆分离

器分离出血浆，被吸附剂吸附(清除炎性介质和细胞因子等

中大分子物质)后与血细胞混合，再经过第二个滤器的作用，

清除多余的水分和小分子毒素。笔者就1例连续性血浆吸

附滤过治疗抢救急性三氯乙烯中毒致急性肝损害进行如下

报道。

1 病例报告

1．1一般资料患者，男，22岁，主因口服三氯乙烯(triehlo—

roethylene，TCE)300 ml后头痛、头晕、乏力、心悸、恶心。于

2013-04—13就诊于笔者所在医院急诊科，急诊毒物分析示：

血液中检出微量三氯乙烯成分。

1．2 入院查体 体温36．5℃，脉搏102次／min，呼吸22

次／min，血压140／90 mmHg；全身皮肤黏膜无黄染，无出血

点、瘀斑，未见肝掌及蜘蛛痣；眼脸无水肿，睑结膜无充血，巩

膜无黄染，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3 mm，意识清晰；双肺未

闻及干湿性罗音，心音有力、律齐，腹部平垣、全腹软，无压

痛、反跳痛及肌紧张，墨菲氏征(一)。急诊科以“三氯乙烯

中毒”收入我院消化科，入科后给予奥美拉唑抑酸，丙氨酰谷

氨酰胺促进黏膜修复，牛奶、蛋清、磷酸铝凝胶保护胃黏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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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治疗期间患者出现酱油色尿，复查乳酸脱氢酶及谷草

转氨酶明显升高，考虑“中毒肝肾损伤、心肌损伤”。

1．3治疗 为明确诊断转入中心ICU进一步观察治疗，人

科实验室检查：肝。肾功能：BUN 13．7 mmolfL，Cr 83 Ixmol／L，

UA 516 ixmol／L，IBIL 57．3 t^mol／L，TBIL 66．2 txmol／L，DBIL

8．9 I上mol／L，ALT 341 U／L，AST 595 U／L。心肌酶：LDH 5789

U／L，CK—MB 108 U／L，CK 317 U／L，肌红蛋白>500拉∥L，网

织红细胞计数0．022，促红细胞生长素1．85 ng／ml。血气分

析：pH 7．29，PC02 44 mmHg，P02 66 mmHg，BE(ecf)一5．4

mmol／L，SO，88％，考虑急性重症肝损害，给予抗感染、抑酸、

保护胃黏膜、保肝、补液、维持水电解质酸碱平衡、营养支持

等治疗，考虑患者急性肝功能衰竭及急性重症肝损害，给予

激素冲击，碱化尿液治疗。行连续性血浆吸附滤过治疗cP—

FA，使用德国产B．Braun Diapact CRRT型血滤机，B．

Braunl．5血浆分离器，血液灌流器(HA一330，珠海健帆，中

国)，低分子量肝素钠3500 Iu抗凝，血流速200 ml／min，血浆

流速40 ml／min，置换液流速3000 ml／h，行CPFA治疗17．5

h，更换血液灌流器3次(6 h／次)。

1．4结果经过对症治疗11 d后，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各

项实验室检查正常，痊愈出院。

2讨 论

TCE为强酸性有机溶剂，具有高度脂溶性，可积聚在脂

肪中并逐渐释放。中毒后主要引起皮肤、心脏、肝脏及神经

损害等，致机体多器官功能损害，尤以肝脏损害最常见，一般

万方数据



714 主堡塞圭夔堡医堂!!!!笙!!旦 筮!鲞箜!!塑g!i!!墼』!!婴!!堕旦堡塑堕丛!!i!i些：!!!：!：盟!：!!：望!!!里!!!：垫!!

病死率在12％左右⋯，导致的肝脏损害包括细胞毒性和免

疫毒性两种机制‘2’31，TCE代谢的细胞色素P450(CYP450)

氧化通路的代谢产物，如三氯乙酸、三氯乙醇和少量一氯乙

酸，是导致细胞毒性及肝脏损伤的主要物质，据文献[2]报

道，应用乙醇和苯巴比妥诱导细胞色素P450酶活力增加

TCE氧化通路的代谢通量，进而增加TCE的肝脏毒性，证实

了该机制的存在。

有学者利用白蛋白组学技术研究TCE刺激肝细胞后白

蛋白差异表达情况，提示TCE可引起肝细胞白蛋白表达发生

变化，从而抑制免疫功能，产生免疫毒性，因此，早期三氯乙

烯中毒通常表现为低蛋白血症，转氨酶升高，肝脾增大，全身

炎性反应综合征(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等，而急性三氯乙烯中毒多表现为多器官功能不全综

合征(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MODS)”’4 J，需给予

患者对症支持治疗，包括中枢脱水、营养神经、保肝、保肾及

维护心功能等，遵循“及早、足量及规则减量”的原则使用糖

皮质激素治疗。当患者发生急性肝损害及代谢性酸中毒、高

乳酸血症时，需进行CPFA治疗。通过血浆吸附功能清除血

液中三氯乙烯及血清胆红素、内毒素、免疫复合物，清除血中

过多的游离血红蛋白及TCE代谢产物等中大分子物质有害

物质，为肝功能的恢复和肝细胞的再生创造条件㈦引。本研

究结果表明，采用CPFA治疗代谢性酸中毒、高乳酸血症后，

患者总胆红素、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门冬酸氨基转移酶、凝

血酶原时间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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