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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6 cm 的子宫肌瘤剔除术，相对于开腹手术而

言，其手术创伤小，术中出血量少，并发症发生率低，

手术更加安全，也更有利于患者术后生命质量改善[5]。

下腹部横行小切口子宫肌瘤剔除术能够有效地剔除

一切所看到的肌瘤，减少肌瘤复发；其次，该术式

将子宫牵引至切口外进行操作，不需要垫上肠管，

可减少对肠管所造成的影响，有利于促进患者胃肠

功能恢复[6]。同时，由于小切口手术切口较小，并且

沿皮肤纹路切开，皮内缝合，因此不需要拆线，有

利于缩短治疗时间，减少住院成本，提高切口美观

度[7]。另外，小切口手术进行过程中无需采用特别

设备与技术，尤其适合在基层医院推广应用[8]。 

本研究中经腹部横行小切口子宫大肌瘤剔除

术，与传统开腹手术比较，效果显著，具体表现为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排气时间明显更

短，术中出血量明显更少，手术切口更短；经过治

疗后生命质量各项评分明显增加，另外并发症发生

率较低。刘辉等[9]的研究结果显示，下腹部横行小切

口子宫肌瘤剔除术具有微创手术优点，所需器械简

单、创伤小、恢复快、切口美观、并发症少，与本

研究结果相符。 

综上所述，经腹部横行小切口子宫大肌瘤剔除

术临床效果显著，手术创伤较小，有利于促进患者

术后康复，减少并发症发生，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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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灌流治疗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 

中间综合征的疗效观察 

尹思懿 

【摘要】目的  探讨血液灌流治疗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中间综合征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

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收治的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中间综合征患者 90 例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 45 例。观察组采用血液灌流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机械通气治疗。比较两组患者不同时间段血清乙酰胆碱变

化情况及乙酰胆碱活力恢复时间、住院时间、通气改善时间、意识恢复时间等，记录两组患者死亡病例。结果  治疗前，

两组患者血清乙酰胆碱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24 h、48 h，观察组患者血清乙酰胆碱水平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乙酰胆碱活力恢复时间、住院时间、通气改善时间、意识恢复时

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无 1 例患者死亡，对照组死亡率为 8.9%，两组死亡率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中间综合征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实施血液灌流治疗效果显著，

能恢复乙酰胆碱活力，促使患者尽快康复，并能降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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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是一种常见急症，其患病

率较高，会降低机体胆碱酯酶活性，引起一系列严

重症状[1-2]。既往临床上多采用常规方法治疗急性有

机磷农药中毒，包括催吐、清洁洗胃、早期使用胆

碱酯酶复能剂及阿托品药物治疗等[3]。然而，多数重

症患者经常规治疗效果不佳，且部分患者还会出现

中间综合征[4]。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一旦出现中

间综合征，会发生呼吸肌、肢体近端肌群、脑神经

运动支配的肌肉麻痹或无力等症状，严重者甚至会

因呼吸肌麻痹引发呼吸衰竭，危及患者生命。因此，

临床上需采取积极措施，寻找有效的治疗方法，提

高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中间综合征患者的治疗效

果，改善预后。既往研究显示，血液灌流能经由活

性炭或树脂等吸附剂，对血液中分子质量为 113～

4000 U 的物质进行吸附，治疗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

中间综合征效果显著[5]。本研究就血液灌流治疗急性

有机磷农药中毒中间综合征的效果进行分析，现报

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大

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收治的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中间

综合征患者 90 例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45 例。观察组患者中，男

19 例，女 26 例，年龄 18～70 岁，平均（35.6±

2.0）岁；26 例为敌敌畏中毒，13 例为乐果中毒，

2 例为敌百虫中毒，4 例为其他。对照组患者中，男

21 例，女 24 例，年龄 19～71 岁，平均（35.4±2.2）岁；

25 例为敌敌畏中毒，12 例为乐果中毒，3 例为敌

百虫中毒，5 例为其他。两组患者年龄、性别、中

毒药物类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审核通过。 

1.2  纳入标准  ①符合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的诊断

标准[6]；②自愿参与本研究，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

自愿签署了知情同意书；③无心、肺、肝等重要器

官疾病。 

1.3  排除标准  ①入院时，经检查确诊为医学死亡；

②合并恶性心律失常、消化道疾病、活动性感染、

恶性肿瘤等疾病者；③合并肝、肾等器官功能不全

者；④肝炎病毒携带者；⑤不愿参与本研究，治疗

依从性差，经劝说无效者。 

1.4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实施常规内科治

疗，包括催吐、洗胃、利尿、抗休克、纠正水电解

质失衡等，并实施常规气管插管机械通气，选用有

效的抗生素进行抗感染治疗，对重要器官功能进行

保护。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血液灌流

治疗：采用德国费森 4008 s 血液透析机，珠海健帆

HA 230 血液灌流器，将血管通道创建在锁骨下静脉

双腔管处，用低分子肝素钙抗凝，进行 2 h 血液灌流

治疗，血流量为每分钟 200 ml。治疗次数按照患者

病情严重程度进行调节。 

1.5  观察指标  ①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 24 h、

48 h 血清乙酰胆碱变化情况；②观察两组患者乙酰

胆碱活力恢复时间、住院时间、通气改善时间、意

识恢复时间；③记录两组患者死亡情况。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计量资料以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

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不同时间血清乙酰胆碱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

组患者血清乙酰胆碱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 24 h、48 h，观察组患者血清乙酰

胆碱水平明显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血清乙酰胆碱水平比较(kU/L, ±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 24 h 治疗 48 h

对照组 45 2.6±0.4 3.2±0.8 3.5±1.1 

观察组 45 2.5±0.3 2.1±0.8 2.7±1.3 

t 值  1.265 6.149 2.971 

P 值  ＞0.05 ＜0.05 ＜0.05 

2.2  相关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乙酰胆碱活力恢复时

间、住院时间、通气改善时间、意识恢复时间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相关指标比较( ±s) 

组别 例数
乙酰胆碱活力恢

复时间(d) 

住院时 

间(d) 

通气改善

时间(d)

意识恢复

时间(h)

对照组 45 9.7±2.3 16±5 10±4 14±7 

观察组 45 6.0±0.8 13±3  4±4 11±5 

t 值  9.610 3.003 7.432 2.347 

P 值  ＜0.05 ＜0.05 ＜0.05 ＜0.05 

2.3  死亡情况比较  观察组无 1 例患者死亡，对照

组 4 例患者死亡，死亡率为 8.9%。两组死亡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9，P＜0.05）。 

3  讨论 
有机磷农药中毒在临床上较为常见，主要指有

机磷农药毒物通过液态、气态、气溶胶态、蒸汽态

等状态，经由皮肤、消化道、呼吸道、黏膜等途径，

被吸收到生物体内，并结合生物体内的乙酰胆碱酯

酶，形成磷酰化胆碱酯酶[7]。而磷酰化胆碱酯酶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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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乙酰胆碱的能力，形态较为稳定，会导致乙酰胆

碱蓄积，引发一系列中枢神经系统等症状，严重者

甚至危及生命。一旦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出现

中间综合征，会引发呼吸衰竭，增加临床治疗的难

度，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一个重要因素[8]。既往临床上

多采用综合治疗的基础上实施气管插管、辅助通气

等方法进行治疗，但部分患者治疗效果仍不理想，

病死率高。 

血液净化是临床上治疗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的

常用方法，能快速清除患者体内毒物，从而净化血

液[9]。常用的血液净化方法包括血液灌流、血液透

析[10]，其中血液透析能有效清除体内小分子，但对

中分子及大分子的清除效果不理想。血液灌流在急

性有机磷农药中毒中间综合征的治疗中具有较好的

临床效果，能经由创建体外循环，在含活性炭或树

脂等吸附剂的灌流器内引入血液，从而吸附血液中

的游离有机磷、与蛋白质或脂类结合的有机磷，清

除体内毒物，有效净化血液[11]。此外，血液灌流所

用活性炭或树脂等吸附剂具有较强的广谱作用，能

有效吸附小分子、中分子及大分子毒物，可迅速清

除患者体内的有机磷农药及代谢药物，有效控制其

对机体神经系统的影响，这是目前药物治疗不能实

现的。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乙酰

胆碱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24 h、48 h，观察

组患者血清乙酰胆碱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与文献[12]报道结果相符。与采用常规

治疗的对照组相比，实施血液灌流治疗的观察组患

者血液中乙酰胆碱水平明显下降，提示其体内有机

磷农药浓度明显降低，改善了胆碱酯酶的活力，能

有效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两组患者乙酰胆碱活力恢

复时间、住院时间、通气改善时间、意识恢复时间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与文献[13]结果相符。表明在

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中间综合征患者的临床治疗过

程中，实施血液灌流治疗能获得较常规治疗更为显

著的效果，能促使患者尽快恢复意识，且能改善乙

酰胆碱活力，缩短人工机械辅助呼吸时间和住院时

间。两组患者死亡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观察组患者首次血液灌

流 24 h 后，部分患者血液中乙酰胆碱水平存在反弹

现象，且临床症状较治疗前无变化，其原因可能是

患者体内脂肪组织或其他组织内存在毒物，治疗期

间毒物再次释放入血所致。针对此类患者，需在全

面评估基本病情的基础上，考虑再次实施或多次实

施血液灌流治疗。 

综上所述，在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中间综合征患

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实施血液灌流治疗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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