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2 ２组治疗后 ３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的病毒学指标阳性人数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ＨＢｓＡｇ

３ 个月 ６ 个月 １２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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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与对照组比较，*P ＜０．０５

休息、减少运动量等健康指导后到随访到 １２ 个月时均正常；２
组均未发现病毒变异及其他药物不良反应。
3 讨 论

替比夫定为天然胸腺嘧啶脱氧核苷的自然 Ｌ－对映体，是
人工合成的胸腺嘧啶脱氧核苷类抗乙肝病毒（ＨＢＶ）ＤＮＡ多聚
酶药物；在细胞激酶的作用下被磷酸化为有活性的代谢产
物———腺苷，腺苷的细胞内半衰期为 １４ ｈ；替比夫定 ５′－腺苷通
过与 ＨＢＶ中自然底物胸腺嘧啶 ５′－腺苷竞争，从而抑制 ＨＢＶ－
ＤＮＡ多聚酶的活性；通过整合到 ＨＢＶ′－ＤＮＡ 中造成乙肝病毒
（ＨＢＶ）ＤＮＡ链延长终止，从而抑制乙肝病毒的复制。
本结果显示，替比夫定治疗 ＨＢｅＡｇ 阳性患者在 ＨＢｅＡｇ 阴

转率、ＨＢｅＡｇ的血清学转换率明显优于恩替卡韦。 但重体力
劳动者及长期站立者，出现肌酸激酶的升高。 总之，替比夫定
治疗 ＨＢｅＡｇ 阳性 ＣＨＢ 患者可明显改善肝功能，提高治疗效
果，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但本文治疗观察时间较短，有待于进
一步随访，建议推广使用替比夫定，并给予优化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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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灌流治疗急性重度药物中毒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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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观察血液灌流治疗急性重度药物中毒的效果。 方法 选取急性重度药物中毒患者 １２０例，将
其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６０例，试验组给予血液灌流治疗，对照组给予常规内科治疗，对比 ２ 组患者治疗效
果、清醒时间及住院时间。 结果 试验组总有效率为 ９６．７％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８３．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试验组患者平均清醒时间和平均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０．０５）。 结论 血液
灌流治疗急性重度药物中毒具有较好的疗效，可显著提高患者存活率，缩短清醒时间，促进患者尽快康复，是一种安全
有效的治疗方法，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关键词】 血液灌流；药物中毒，急性，重度；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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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中毒属于中毒中的一种常见类型，包括镇静安眠药物
中毒、农药中毒等，急性药物中毒发病急，病情复杂且发展迅
速，如果不进行及时的治疗，将会对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如抑
制大脑皮层、丘脑和脑干网状结构［１］ ，降低心率、血压引起患
者昏迷，诱发呼吸衰竭，严重者甚至会死亡，对于急性重度药物
中毒的治疗主要以将毒物排出体外，抑制体内吸收毒物为
主［２］ ，常见的方法有利尿、洗胃等，但这些方法的疗效并不明
显，随着血液净化技术的应用发展，血液灌流、血液透析等治疗
手段逐渐在临床上得到应用，本文探讨分析血液灌流治疗急性
重度药物中毒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２年 ２ 月－２０１６ 年 ２ 月我院收治的

急性重度药物中毒患者 １２０例，其中嗜睡 ２例，昏迷 １１８ 例；轻
度昏迷 ２８例，中度昏迷 ３６ 例，重度昏迷 ５４ 例，均为口服药物
中毒，所有患者中无心、肝、肾严重疾病者，无出凝血障碍者，无
脑部神经功能严重受损者，无妊娠、哺乳期妇女。 将其随机分
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６０ 例。 试验组男 ３２ 例，女 ２８ 例，年
龄 １５ ～６５（３５．２ ±４．３）岁，其中有机磷农药中毒 ２２ 例，安眠药
中毒 ７例，鼠药中毒 １１ 例，混配农药中毒 ８ 例，氯丙嗪药物中
毒 ２例，苯妥英钠中毒 ２例，三环类抗精神抑郁药物中毒 ４例，
其他４例。 对照组男 ３１例，女２９例，年龄１３ ～６８（３６．１ ±４．６）
岁，其中有机磷农药中毒 ２３ 例，安眠药中毒 ７ 例，鼠药中毒 ９
例，混配农药中毒 ６例，氯丙嗪药物中毒 ３ 例，苯妥英钠中毒 ２
例，三环类抗精神抑郁药物中毒 ３ 例，其他 ７ 例。 ２ 组患者性
别、年龄、中毒药物类型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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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内科治疗，包括洗胃、利尿、
导泻、强心、吸氧、保肝、补液、控制血糖、营养支持、抗炎等治
疗，根据患者中毒类型给予相应的解毒剂、拮抗剂，必要时给予
呼吸机治疗，有机磷农药中毒者行抗胆碱能药物治疗。 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血液灌流治疗，选用珠海丽珠公司生产的
ＨＡ２３０型灌流器，治疗前均行凝血指标检查，根据凝血指标检
查结果确定肝素剂量，一般一开始的剂量应控制在 ０．５ ～１．０
ｍｇ／ｋｇ，静脉注入肝素抗凝，之后每隔 １ 小时追加 １０ ～２０ ｍｇ，
给药 １０ ｍｉｎ中后开始血液灌流。 经股静脉或颈内静脉穿刺，
置入双腔静脉导管，建立血管通路，用 ０．９％氯化钠加肝素配
成 ３０００ ｍｌ生理盐水对灌流器进行冲洗，开始时的血流量维持
在 ５０ ～１００ ｍｌ／ｍｉｎ，当预冲液排净后，连接静脉血管路和双腔
静脉导管，将血流量调整为 １５０ ～２００ ｍｌ／ｍｉｎ，每次治疗 ２ ～
３ ｈ，灌流治疗结束前 ３０ ｍｉｎ 停用肝素。 灌流次数应根据患者
中毒的严重程度进行确定，一般每天灌流 ２ ～３次。
１．３ 观察指标及疗效标准 比较 ２ 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疗
效、清醒时间及住院时间。 疗效标准［３－４］ ：显效：治疗后患者苏
醒，临床症状消失，体征恢复正常，未出现并发症；有效：治疗后
患者在 ８ ｈ内苏醒，临床症状基本消失，体征有所好转，并发症
经治疗后恢复；无效：患者临床症状及体征无改善或加重，病情
恶化甚至死亡。 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计量资料以 珋x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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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效果 试验组总有效率为 ９６．７％明显高于对照组
的 ８３．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４．３３，P ＜０．０５）。 见表 １。
２组无效患者均死亡。

表 1 ２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６０ 9３０（５０ l．０） ２０（３３ /．３） １０（１６ 蝌．７） ８３ 後．３
试验组 ６０ 9４７（７８ l．４） １１（１８ /．３） ２（３ 蝌．３） ９６ 後．７*

  注：与对照组总有效率比较，*P ＜０．０５

２．２ 清醒时间、住院时间 试验组平均清醒时间及平均住院
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见
表 ２。

表 2 ２组清醒时间、住院时间比较 （珋x±s）
组别 例数 清醒时间（ｈ） 住院时间（ｄ）
对照组 ６０ 蝌８ f．２８ ±１．２３ １２ 儋．５４ ±１．２６
试验组 ６０ 蝌４ f．８６ ±１．１２ ９ 儋．４３ ±１．４１
t值 １１ 哌．３８９ １０ >．２７１
P 值 ＜０  ．０５ ＜０ g．０５

3 讨 论
急性重度药物中毒发病急，发展快，如果不进行及时救治

将会导致中毒者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严重威胁中毒者的生命
安全。 常规治疗急性重度药物中毒是通过洗胃、导泻、利尿等
手段将毒物排出体外，减少毒物吸收，维持重要器官功能，常规
治疗中的洗胃是治疗中不可缺少的一步，通过洗胃可清除部分
毒物，置换胃部消化环境，另外给予吸氧、导泻剂及利尿剂，可
促进体内毒物的排泄，利尿剂对中毒引发的肾功能受损具有较
好的治疗效果［５］ ，但仅依靠常规内科治疗很难彻底治愈，效果
不佳。 血液净化近几年来在临床治疗急性药物中毒方面得到

了广泛应用，大量临床实践证明其具有良好的疗效［６－７］ ，血液
灌流属于血液净化治疗的一部分。
血液灌流是利用树脂血液灌流器吸收中毒者体内的毒物，

以达到治疗目的，对大中分子的毒物具有较强的清除作用，可
迅速清除血液中的毒素，防止毒素对人体重要器官进一步损
害，在治疗重度药物中毒、脂溶性高药物中毒方面具有较高的
治愈率［８］ 。 急性重度药物中毒患者病情复杂，发展快，应及早
进行血液灌流治疗，陈飞［９］以 ８０ 例重度地西泮中毒患者为研
究对象，均给予血液灌流治疗，经治疗所有患者的肝肾功能受
损情况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证明了血液灌流可减轻药物中毒
患者肝肾功能受损程度，研究中还指出在血浆峰浓度出现之前
进行血液净化可有效避免靶组织达到致死浓度，进一步证明了
及早进行血液净化治疗的重要性，相关研究表明，血液灌洗的
时机宜选择在中毒 ６ ｈ 内进行，在此期间患者的血液浓度最
高，大多数处于游离状态，有利于体内毒物的清除［１０］ 。 本文试
验组采用的吸附剂为树脂，其具有大面积、多孔隙、孔径分布宽
等特点，可吸附多种化合物，且吸附速度快。 血液灌洗的时间
应控制在 ２ ～３ ｈ，超出这段时间吸附柱达到饱和，对毒物的清
除率将大大下降，所以对急性重度药物中毒患者进行治疗时应
把握好治疗时机和灌流时间。 本文结果显示，试验组治疗总有
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清醒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对
照组。
综上所述，血液灌流治疗急性重度药物中毒具有较好的疗

效，可显著提高患者存活率，缩短清醒时间，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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