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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因为有机磷农药服毒自杀的案例在不断的增加，有机磷农

药中毒患者主要表现是抑制乙酰胆碱脂酶，如果对患者不及时进行

治疗会导致患者的毒物扩散到脂肪库内[1]，持续性地释放进入血液系

统，影响患者血液的循环，并且导致患者出现多器官衰竭，所以因

此而产生的病死率极高[2]。临床上一般对患者在治疗时选择洗胃、导

泻，并且采用阿托品和解磷定等方式对患者进行治疗，但是仍然会存

在有10%以上的患者因为治疗效果不理想而死亡[3]。近年来选择连续

性肾脏替代疗法对患者进行治疗开始成为一种较为广泛应用的治疗方

法，其目的就是为了对患者的血液产生净化，能够在快速解读方面

取得较好的价值。针对于此本研究主要分析CRRT和血液灌流在有机

磷农药中毒当中的治疗效果，并选择我院的56例患者进行分组对照研

究，结果取得满意成效，现将主要研究情况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2014年3月至2016年12月，在我院收治的有机磷农药中

毒患者之中选择56例患者作为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随机化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有28例患者。对照组患者当中男性患者

14例，女性患者42例，患者的年龄为24~67岁，平均年龄为（42.5±
10.4）岁；观察组患者中有男性患者16例，女性患者40例，患者的年

龄为25~71岁，平均年龄为（43.1±11.5）岁。分组以后对所有患者的

一般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P＞0.05，无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具

有可比性。

1.2 方法：为本研究所有患者均采用常规的治疗方法进行治疗，患者

入院后马上对患者进行洗胃催吐，并且对患者进行导线处理，为患者

给予利尿药物，并且纠正患者的水电解质紊乱情况。所有患者选择静

脉推注阿托品进行治疗，并且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维持一定的剂量

进行注射。所有患者需要早期采用解磷啶进行治疗，每日为患者给予

10 g，微泵维持24 h，并且连续为患者予以3 d的治疗。观察组患者在

此治疗方案之上，选择CRRT联合血液灌流法进行治疗，选择CRRT
机，采用12F单针双腔管对患者治疗，将患者的股静脉作为入路，并

为患者建立血路，选择体内肝素化法对患者进行抗凝，根据患者的实

际情况CRRT需要进行3~7 d的治疗，每次为患者的治疗至少在8 h之
上，对患者的血液灌流治疗需要持续在1~3 d，在治疗第1天为患者进

行3次的血液灌流，治疗第2天进行2次血液灌流，第3天进行1次血液

灌流。

1.3 观察指标：对本研究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情况进行比较，对患者

的昏迷时间和胆碱的恢复时间以及阿托品用量进行比较。对患者的炎

性因子的水平进行比较，主要比较患者的白细胞介素-4（IL-4）和肿

瘤坏死因子（TNF-α）[4]。

1.4 统计学分析：本研究所有涉及到的数据均采用统计软件 SPSS23.0
进行统计学分析，所有涉及到的计量资料采用t值检验，P＜0.05表示

差异明显，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抢救情况：对本研究两组患者的昏迷时间赶紧恢复时间和阿托品

用量等情况进行比较，观察都与对照组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见表1。
2.2 两组患者的炎性因子：治疗前后对两组患者的相关研性因子进行

比较，治疗之前两组患者的炎性因子不存在明显差异，P＞0.05，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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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两组炎性因子明显改善，但观察组患者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

照组，两组差异明显，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的炎性因子水平（x-±s）

项目 n
IL-4 TMF-α

治疗前 治疗24 h后 治疗前 治疗24 h后
观察组 28 51.24±6.16 62.31±4.23 91.26±7.74 101.29±5.47
对照组 28 51.34±5.14 79.82±6.64 92.17±8.18 119.63±5.41

t - 0.2165 0.0016 0.2154 0.2451
P - 0.0000<0.05 0.0000<0.05 0.0000<0.05 0.0000<0.05

3 讨  论

临床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是十分危急的病症，这种情况发

展较为迅速，如果对患者处理不当就会导致患者死亡。通过药学研

究得出，有机磷农药经过口腔进入消化道以后，被消化道所吸收，

并且迅速地扩散到全身的器官，在局部组织当中，有机磷的农药能

够导致乙酰胆碱水解酶失去水解的活性，会使得乙酰胆碱持续激活

和蓄积，这样就产生了一系列的烟碱样症状，对患者的中枢神经系

统产生损伤 [5]。因为口服有机磷农药及消化道黏膜褶皱会蓄积大量

的农药，所以对患者进行洗胃并不能够有效清除体内的农药，而且

还可能会导致农药持续性释放，进入患者的血液当中，引发患者的

呼吸和循环神经系统等出现多种不可逆转的病变。CRRT能够将血液

当中的氧自由基和炎性介质清除，所以它具有调节水电解质紊乱的

作用，而且血液灌流通过利用碳的吸附能力可以快速的对血液当中

的毒素进行清除，它能够对于有机磷中毒患者产生积极的作用 [6]。

本研究据此分析CRRT与血液灌流在有机磷农药中治疗的价值，从结

果可以看出，观察组的治疗效果与对照组相比更好，证明了这种治

疗方法的可行性[7]。CRRT联合血液灌流可以对患者体内的炎性反应

进行控制，调节患者胆碱酶的能力，使其迅速的恢复活性，可以有

效的促进患者病情的康复。综上所述，临床上对于有机磷农药中毒

的患者在进行治疗的时候，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为患者选择CRRT和血

管瘤进行治疗，能更好的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促进患者的抢救成

功，具有推广使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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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产生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详细记录相关数据并比较[3]。

1.4 统计学分析：应用（SPSS22.0）专用统计学软件分析实验数据，

计数资料描述过程中用χ2检验，用百分比进行表示，数据之间的差异

比较大，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

2 结  果

2.1 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比较：治疗后，对比发现两组治疗总

有效率不同，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6.08%，对照组的治疗总有效

率为76.47%，数据差异明显，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治疗总有效率对比[n（%）]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n=51) 23(45.10) 15(29.41) 11(21.57) 2(3.92) 96.08%
对照组(n=51) 13(25.49) 8(15.69) 18(35.29) 12(23.53) 76.47%

χ2 - - - - 23.364
P <0.05 <0.05 <0.05 <0.05 <0.05

2.2 对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进行比较：统计发现，观察组和对

照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3.92%、21.56%，数据差异显

著，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n（%）]

组别 腹泻 过敏性皮疹 胃部不适 头晕
总的不良反应 

发生率

观察组(n=51) 1(1.96) 0(0.00) 0(0.00) 1(1.96) 3.92%
对照组(n=51) 3(5.88) 1(1.96) 4(7.84) 3(5.88) 21.56%

χ2 - - - - 17.952
P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  论

下呼吸道急性细菌性感染在临床中比较多见，如慢性支气管炎、

肺炎、气管扩张合并感染、支气管哮喘合并感染、化脓性扁桃体炎

等，要针对性治疗，不仅要考虑抗生素抗菌活性，而且要考虑病原体

本身的变异[4]。此类患者治疗主要应用抗菌药物，故实验具体探讨了

五水头孢唑林钠的治疗效果[5]。

五水头孢唑林钠是第一代头孢类抗生素，它以抗菌活性强的特

点，在治疗敏感菌所致的支气管炎、肺炎等疾病方面具有显著的效

果。但在剧烈条件下，本品会出现断裂的情况，诱发不良反应，所

以，建议临床医师综合考虑患者的病情，保证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结合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6.08%，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3.92%，对照组分别为：76.47%、21.56%，数据差异明显，

有统计学意义。可见：五水头孢唑林钠是下呼吸道急性细菌性感染患

者一种较为理想的药物治疗选择。

综上，五水头孢唑林钠治疗下呼吸道急性细菌性感染的效果比较

好，且方案安全性高，其优势值得推广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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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抢救情况比较（x-±s）

项目 n 昏迷时间(h) 胆碱酶恢复时间(d) 阿托品用量(mg)
观察组 28 10.12±2.24 5.41±1.46 264.25±111.25
对照组 28 13.20±8.26 8.61±2.31 323.24±104.52

t - 0.3215 0.3165 0.2163
P - 0.0000<0.05 0.0000<0.05 0.000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