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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急性百草枯中毒的效果
              张曙光① 

　　【摘要】　目的：探究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对于急性百草枯中毒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笔者所在医院于 2014 年 6 月 -2016 年 8 月收治

的急性百草枯中毒患者 68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分组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4 例，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血液灌流联合

血液透析治疗，对照组患者单纯采用血液灌流常规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实验室相关指标；对比两组患者治疗中并发症的发生率；对比两组患者的

临床治疗有效率。结果：观察组患者的白细胞、血肌酐、血尿素氮及血谷丙转氨酶水平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23.53%)

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 (44.11%)；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91.17%) 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 (70.5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血

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对于急性百草枯中毒的治疗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能够减少患者的各器官功能损伤，提高临床治疗有效率，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血液灌流； 血液透析； 急性百草枯中毒； 效果

  doi：10.14033/j.cnki.cfmr.2017.18.075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4-6805(2017)18-0142-02

  随着农业技术的不断发展，除草剂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被广

泛使用，百草枯是近年来常被我国农民使用的接触性除草剂之

一，它是一种有机杂环类化合物，具有极强的毒性和杀伤性，

又称为杀草快、克灭综等 [1]。急性百草枯中毒具有病情严重、

病因复杂、致死率较高的特点，如果不进行及时的抢救，可以

造成患者心、肝、肺、肾等重要器官的严重损害 [2]。对于急性

百草枯患者救治的关键是减少和控制毒性物质在机体组织中的

吸收和扩散 [3]。临床上目前对于该种中毒尚无有效的解毒剂，

为了探究抢救百草枯中毒的相对有效手段，本文中将常规治疗

与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急性百草枯中毒的临床效果进行

对比，现将相关结果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笔者所在医院于 2014 年 6 月 -2016 年 8 月收治的急

性百草枯中毒患者 68 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为口服百

草枯中毒的患者，按照随机分组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

组 34 例，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血液灌流联合

血液透析治疗，其中男 18 例，女 16 例，年龄 14~61 岁，平均

(34.7±7.6) 岁，20% 百草枯服用剂量为 8~120 ml，其中小于

20 ml 的为 15 例，20~90 ml 的为 10 例，大于 90 ml 的为 9 例；

患者服药到入院时间为 1~38 h，平均 (9.7±2.8)h；对照组患者

单纯采用血液灌流行常规治疗，其中男 17 例，女 17 例，年龄

14~62 岁，平均 (35.1±7.4) 岁，20%百草枯服用剂量为 8~120 ml，

其中小于 20 ml 的为 16 例，20~90 ml 的为 10 例，大于 90 ml 的

为 8 例；患者服药到入院时间为 1~39 h，平均 (10.5±2.7)h。两

组患者年龄、性别和中毒时间及临床表现等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有可比性。排除入院后发生严重脏器
功能衰竭的，既往合并心、肝、肾重要器官严重疾病；入院经

过抢救后 24 h 内死亡的患者。所有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腹痛、

恶心、呕吐、心悸、呼吸困难、血尿、少尿、黄疸和各器官功

能损坏的症状。

1.2 方法

  两组患者在入院后均进行洗胃、导泄和保肝等对症治疗。

用碳酸氢钠溶液进行洗胃，洗胃后胃管内注入活性炭悬液与

30%的漂白土吸附毒素，用甘露醇或者硫酸镁进行导泄；用多

烯磷脂酰胆碱针及还原型谷胱甘肽针等药物进行保肝治疗；甲

泼尼龙针抑制炎症反应及肺纤维化，同时给予补充液体，利尿，

抗感染和保持呼吸道通畅，补充血容量等对症处理；注意预防

多器官和功能衰竭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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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

析治疗，将血液透析机与血液灌流器进行短管串联，血液灌流

管路连接在血液透析机管路之前，对患者进行血液净化，首先，

选择股静脉或者颈内静脉作为穿刺点，将双腔导管置入，建立

静脉血管通路，血液从灌流器流经透析机回到体内，用碳酸氢

盐进行透析，用肝素钠进行抗凝，血液灌流时间为 2 h，血液透

析时间为 8 h，流量为 500 ml/min，每天治疗 1次，血液净化治

疗 7 d 左右。

  对照组仅给予血液灌流治疗，在股静脉处建立静脉血管

通路，治疗前予依诺肝素针 2000 U 进行抗凝治疗，流量为

120~150 ml/min，根据病情决定治疗时间，每天治疗时间为 2 h

左右，每天进行 3次左右的治疗。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观察患者治疗 3 d 后的实验室指标 ( 白细胞、血肌酐、血尿

素氮、血谷丙转氨酶 )；统计两组患者治疗中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统计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分为痊愈、有效和无效三种，

痊愈：患者的临床表现均消失，生命体征平稳，实验室检查指

标正常，无各器官和功能的严重损害。有效：患者的临床表现

基本消失，生命体征平稳，实验室检查指标无明显异常，有呼

吸系统和肺间质改变。无效：经过治疗，发生多器官和功能衰

竭而死亡。总有效 =痊愈 +有效。

1.4 统计学处理

  在本次临床研究中，运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9.0 对数据进

行整理和分析，计量资料用 ( x-±s ) 表示，比较用 t检验，计数
资料以率 (%) 表示，比较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实验室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白细胞、血肌酐、血尿素氮及血谷丙转氨酶水

平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实验室指标比较

组别
白细胞

(×109/L)

血肌酐

(μmol/L)

血尿素氮

(mmol/L)

血谷丙转氨

酶 (U/L)

观察组 (n=34) 14.9±3.4 248.6±97.3 5.6±0.5 365.4±106.2

对照组 (n=34) 19.6±3.1 379.8±91.5 8.9±0.6 546.8±98.4

t值 5.9563 5.7277 24.6370 7.3058

P值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2.2 两组患者治疗中并发症发生情况

  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23.53%) 明显低于对照组

(44.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中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

组别
低钾血症

( 例 )

低氧血症

( 例 )

代谢性酸中毒

( 例 )

合计

例 (%)

观察组 (n=34) 2 3 3 8(23.53)

对照组 (n=34) 6 4 5 15(44.11)

χ2 值 4.3004

P值 0.0381

2.3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91.17%) 明显优于对照组

(70.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3。

表3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痊愈 ( 例 ) 有效 ( 例 ) 无效 ( 例 ) 总有效 例 (%)

观察组 (n=34) 20 11 3 31(91.17)

对照组 (n=34) 10 14 10 24(70.58)

χ2 值 4.6601

P值 0.0308

3　讨论

  急性百草枯中毒是一种具有病情危急、致死率高、预后较

差等特点的危重疾病 [4-5]。皮肤长期的暴露和误服都会引起中

毒情况，其中毒机制主要是由于机体内的器官和组织由于氧自

由基的作用下发生脱脂氧化，进而引起心、肺、脑等多脏器的

损害 [6-8]。目前，临床上尚无有效的解毒药物 [9-10]，本次研究中

通过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对该疾病进行治疗，通过对血液净

化的机制对血液中的百草枯成分过滤和清除，减轻组织和血液

对于毒性物质的吸收，有效的维持内环境的稳定，减轻肺部以

及其他系统并发症的发生，在本次临床研究上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通过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对比，结果得出，

观察组患者的白细胞、血肌酐、血尿素氮及血谷丙转氨酶水平

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23.53%)

明显少于对照组患者 (44.11%)；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

率 (91.17%) 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 (70.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综上所述，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急性百草枯中毒的

临床效果比较显著，能够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降低治

疗中并发症的发生率，其临床价值较高，值得推广和使用。

参 考 文 献

[1] 涂尚贵，邱泱，张炎安，等 . 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对百草枯中

毒抢救成功率的影响 [J]. 中国当代医药，2016，23(12)：36-38.

[2] 姚津剑，于伟玲，黎敏，等 . 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急性百草枯

中毒荟萃分析 [J]. 中国急救医学，2013，33(9)：817-820.

[3] 姜汉兰，潘德华，文霞，等 . 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抢救 1例儿童急

性百草枯中毒的护理 [J]. 全科护理，2013，11(26)：2491-2492.

[4] 王金茹 . 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救治百草枯中毒体会 [J]. 安徽医学，

2013，34(11)：1638-1640.

[5] Chen Deng，Au Hui，Chaos Au，et al.Comparison of the efficacy of the 

treatment of paraquat poisoning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blood extrusion and 

dialysis[J].Modern Clinical Medicine，2013，39(6)：408-409.

[6] 王喆，魏芳，陈海燕，等 . 急性百草枯中毒患者的预后因素分析 [J].

天津医科大学学报，2014，20(5)：392-395.

[7] 姚津剑，于伟玲，何平，等 . 急性百草枯中毒血液灌流治疗荟萃分

析 [J]. 海南医学，2013，24(18)：2772-2774.

[8] 纪永松，杜凯阳，郭伟萍，等 . 急性百草枯中毒的早期血液净化联

合激素和环磷酰胺冲击治疗 [J].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2013，

31(5)：388-389.

[9] 邹其银，李海峰，朱俊 . 早期血液滤过联合血液灌流治疗急性百草枯

中毒临床疗效分析 [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14，26(6)：442-444.

[10] 王鑫，赵艳霞，李海霞，等 . 序贯性消化道净化联合血液灌流治

疗急性百草枯中毒效果观察 [J]. 河北医科大学学报，2015，36(7)：

772-774.

( 收稿日期：2017-02-06)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