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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急诊灌流在重度有机磷中毒治疗中的疗效分析
顾卫国，孙明，徐国民

（江苏省宿迁市人民医院 急诊中心，江苏  宿迁  223800）

0　引言

近年来，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不断增多，已成为医院常见

的急性病症。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会导致机体乙酰胆碱蓄

积，进而引起一系列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常规治疗急性有机磷

中毒的方法是催吐、洗胃配合胆碱酯酶复活剂，对于重度有机

磷农药中毒疗效不理想，患者死亡率较高。有研究显示，急诊

血液灌流依靠灌流器内的活性炭或树脂等吸附剂能快速高效的

清除血液内的毒物分子，效果显著 [1]。本研究通过对重度有机

磷中毒患者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分析血液灌流治疗重度有机

磷中毒临床效果。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选取 2016 至 2017 年在我院接受治疗的重度有机磷

中毒患者 16 例，6 例敌敌畏中毒，5 例乐果中毒，5 例敌百虫

中毒，其中男 10 人，女 6 人，年龄范围 20-65 岁，平均（37.7±4.4）

岁。将 16 例患者随机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统计分析两组

患者年龄、性别和中毒药物类型的相关性，P>0.05，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两组患者可进行对比研究。接受研究的 16 名患者

均事先知情，签订知情确认书，并经过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所有患者入院后均先进行洗胃利尿清除药物残留，

配合胆碱酯酶复活剂，必要时可采取气管机械通气来支持患者

呼吸。对照组只进行常规治疗，研究组在此基础上采取血液灌

流二次治疗：使用血液灌流在股静脉处创建血管通道，静脉注

射低分子肝素预防血凝，血流量设置为 200 ml/m，单次血液

灌流治疗时间为 2 h，不同患者治疗次数依据中毒程度确定。

1.3　统计学处理。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处

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描述，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配对 t 检验，采用 Pearson 进行相关性分析，P<0.05 为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指标观察。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对比

指标内容 研究组 对照组 P

乙酰胆碱活力恢复时间 (d) 5.7±0.9 8.8±1.7 <0.05  

通气改善时间 (d) 5±2 9±4 <0.05  

意识恢复时间 (h) 9±3 14±5 <0.05  

住院时间 (d) 12±3 15±4 <0.05  

如表 1 所示，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指标，研究组患者

乙酰胆碱活力恢复时间、通气改善时间、意识恢复时间、住院

时间数值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分析 P< 0.05，具有统计

学意义。

2.2　血清乙酰胆碱水平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乙酰胆碱水平比较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P

治疗前 2.6±0.7 2.7±0.2 >0.05

治疗后 24 h 2.3±0.5 3.3±0.9 <0.05

治疗后 48 h 2.8±1.2 3.6±1.0 <0.05

如表2所示，治疗前血清乙酰胆碱水平研究组为（2.6±0.7），

对照组为（2.7±0.2），相差不大，组间差异 P> 0.05，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 24 h，研究组血清乙酰胆碱水平为

（2.3±0.5），对照组血清乙酰胆碱水平为（3.3±0.9），治疗

后 48 h，研究组血清乙酰胆碱水平为（2.8±1.2），对照组血清

乙酰胆碱水平为（3.6±1.0），研究组患者治疗后血清乙酰胆碱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分析 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2.3　死亡情况

表 3　两组患者死亡率对比

组别 研究组 对照组 P

死亡例数 0 3 <0.05

死亡率 % 0 33.3 -

如表 3 所示，对照组患者存在 3 例死亡情况，死亡率为

33.3%，研究组不存在死亡情况发生，组间差异 P< 0.05，具有

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有机磷农药是目前国内使用最为广泛的杀虫剂类型，主要

包括敌敌畏、乐果、敌百虫、甲拌磷等农药品种。重度有机磷

中毒是指有机磷农药短时间内大量进入人体造成的以神经系统

损害为主的一系列症状 [2]。有机磷农药可以以液态、气态、蒸

气态等状态经由皮肤、呼吸道、消化道被生物吸收，导致机体

不能分解乙酰胆碱，进而引发一系列中枢神经异常的症状，临

床表现为头晕、呕吐、胸闷、视力模糊、瞳孔缩小、肺水肿、

脑水肿等，危害较大，是目前临床常见的中毒类疾病。以往重

度有机磷中毒的常规治疗方法洗胃配合胆碱酯酶复活剂，结合

气管插管辅助通气进行治疗，治疗效果差异较大，患者死亡率

较高 [3]。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目前临床治疗重度有机磷

中毒的常用方法是血液净化，血液灌流、血液透析是常用的两

种净化方式 [4]。血液灌流是通过在体外创建血液循环，依靠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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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的唇颏部肿瘤切除术后皮肤缺损，往往无充足的邻近

组织可以被用来修复。远位皮瓣或者肌皮瓣称为必须的选择。

肌皮瓣往往会术后显得过度臃肿肥大 [1-2]。在口腔衬里已采用

胸大肌肌皮瓣的情况下，臃肿尤为严重。因此肌皮瓣不是修复

较大的唇颏部肿瘤切除术后皮肤缺损的首选方法。

胸三角瓣具有在唇颏部缺损修复重建方面有其独特优势。

胸三角皮瓣所携带的皮肤与颜面部在色泽上相近。L 型胸三角

瓣可以为修复唇颏部缺损提供足够面积的组织 [3-4]。另外，无

论是传统胸三角皮瓣还是 L 型胸三角皮瓣都可以通过折叠的方

式重建唇颏部粘膜部分 [5]。因此，传统胸三角皮瓣和 L 型胸三

角瓣均是修复唇颏部皮肤缺损的良好选择之一。

胸三角皮瓣用来重建唇颏部的不足之处有几方面。首先，

单纯利用胸三角皮瓣重建的口唇因没有完整的扩约环，存在严

重的功能不足。其次，本手术系 2-3 期手术，给病人带来不便。

最后，供区往往需要植皮。

目前外伤医生针对胸三角皮瓣的不足，进行了一些改进。

比如利用游离的胸三角皮瓣能够将手术缩短为 1-2 期。比如采

用皮肤软组织扩张术能够避免供区必须植皮的情况发生。但是

传统的带蒂胸三角技术对于没有显微外科经验的基层科室，对

于没有留给人们行软组织扩张时间的恶性肿瘤来说，仍旧是一

个很好的修复唇颏部缺损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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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病人皆为终末期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考虑到病人踝

关节存在着大量的骨质增生和有严重的对线不良或者畸形等症

状，因此，需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入路方式，以便于

对踝关节进行彻底清理，纠正畸形，提高病人骨质融合的效果 [5]。

本组病人的接受踝关节融合术中，皆需彻底清除其胫距关节面与

内外踝区域所残留的关节软骨，要求胫距关节松质骨的接触面必

须互相匹配，给予交界面进行适当加压，以维持最佳融合位置，

行钢板或者螺钉固定方式固定。对于踝关节融合术的融合位置，

当前多推荐采取以下位置：①踝关节的背伸中立位；② 0° -5°

外翻；③ 0° -10°外旋；④距骨后移 0-1 cm；⑤尽可能避免内

翻 [6]。从而充分发挥出距下关节与跗中关节代偿潜能，让病人的

患肢关节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至正常步态。

本组 16 例病人均接受踝关节融合术进行治疗，且所有病

人在治疗后皆能正常接受随访，发现皆能在术后 3-6 个月内骨

性愈合，踝关节的稳定性得到显著提高，疼痛明显缓解或者消

失，各项功能恢复情况明显优于治疗前，提示经踝关节融合术

治疗在终末期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中应用是一种相对有效的

治疗手段。

综上所述，对于终末期踝关节创伤性关节炎的治疗应用踝

关节融合术，可显著患者病人的疼痛感、改善功能、纠正畸形等。

虽然有部分报道认为融合术会导致临近关节发生退行性变化和

步态紊乱等不良反应，但其依旧是当前对终末期踝关节创伤性

关节炎治疗的首要方法，值得临床进行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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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器内的活性炭或树脂等吸附剂去除血液中的有机磷分子，从

而达到净化血液的效果。血液透析能有效的清除血液内的小分

子毒物，对中分子和大分子清除能力不理想，血液灌流使用的

活性炭或树脂等吸附剂对小分子、中分子和大分子均有较强的

吸附能力，能快速高效的清除血液内的农药残留，临床疗效显著。

有相关研究 [5] 表明，急诊血液灌流在重度药物中毒患者

的治疗中可有效提高治愈率，疗效显著。本研究中，研究组患

者乙酰胆碱活力恢复时间、通气改善时间、意识恢复时间、住

院时间、治疗后血清乙酰胆碱水平以及患者死亡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组间差异 P< 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血液灌流治

疗中毒有机磷中毒疗效明显。胡海霞 [6] 等通过研究不同方式血

液灌流清除农药中毒患者血中残留药物的效果，说明了血液灌

流对血液中毒物分子的吸附清除效果显著，尤其是治疗后第一

个 24 h 疗效最为明显，本文研究结果与其保持一致。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常规治疗方法和血液灌流在

重度有机磷中毒治疗中的临床效果，说明急诊血液灌流能快速

高效的清除患者血液内残留的毒物分子，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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