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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床边血液灌流抢救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的
临床疗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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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急诊床边血液灌流抢救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2013 年 1 月～2017 年 2 月

我院收治的 70 例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保守内科组和血液灌流

组，各 35 例。 保守内科组采用常规内科方法进行治疗，血液灌流组在保守内科组的基础上采用急诊床边血液灌

流抢救。 比较两组的治疗总有效率，抢救后血清胆碱酯酶水平、阿托品用量、昏迷时间、使用呼吸机时间及患者中

间期肌无力综合征发生率。 结果 血液灌流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97.14%）高于保守内科组（77.14%），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血液灌流组患者抢救后的血清胆碱酯酶水平[（25.13±8.41）U/L]及阿托品用量[（235.51±52.61）mg]
低于保守内科组[（15.39±4.13）U/L、（387.35±73.57）mg]，昏迷时间[（10.62±1.21）h]及使用呼吸机时间[（76.51±11.61）h]
短于保守内科组[（23.61±2.68）h、（157.35±22.57）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液灌流组患者的中间期肌无

力综合征发生率（8.57%）低于保守内科组（22.8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急诊床边血液灌流抢救急

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的临床疗效确切，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缩短昏迷时间和呼吸机使用时间，减少阿托

品用量，恢复血清胆碱酯酶水平，减少不良预后发生，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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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valuation of the efficacy of emergency bedside hemoperfusion in
acute severe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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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cute severe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by emer-
gency bedside hemoperfusion.Methods A total of 70 patients with acute severe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from January 2013 to February 2017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subjects,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serva-
tive internal medicine group and the hemoperfus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s,with 35 pa-
tients in each group.The conservative internal medicine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internal medical methods for treatment,
and the hemoperfusion group was further given emergency bedside hemoperfusion rescue on the basis of the conserva-
tive internal medicine group.The total treatment effective rate of acute severe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the
serum cholinesterase levels,atropine dosage,coma time,time of ventilator use after rescue,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myasthenia gravis in the middle phas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hemoperfusion group (97.14%)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servative internal medicine group (77.14%),and the dif-
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The serum cholinesterase levels ([25.13±8.41]U/L) and the dosage of atropine
([235.51±52.61]mg) in the hemoperfusion group after rescue were lower than those ([15.39±4.13]U/L,[387.35±73.57]mg)
in the conservative internal medicine group,the coma time ([10.62±1.21]h) and the time of ventilator use ([76.51±11.61]h)
were better than those ([23.61±2.68]h,[157.35±22.57]h) in the conservative internal medicine group,with significant dif-
ference (P＜0.05).The incidence rate of myasthenia gravis in the middle phase in hemoperfusion group was 8.57%,which
was lower than 22.86% in the conservative internal medicine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acute severe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by emergency bedside hemoper-
fusion rescue is effective,which can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shorten the time of coma and the time of ventilator
use,reduce the dosage of atropine,restore serum cholinesterase levels,and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negative prognosis,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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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为常见中毒类型，可对

大脑皮层、下丘脑、脑干网状结构产生抑制作用。急性

有机磷农药中毒具有发病快、症状重、病情变化快、病

死率高等临床特点， 主要表现为多器官功能损害，神

志不清，严重者可致昏迷、惊 厥状态，甚至 出现脑水

肿、中枢性呼吸衰竭、肺水肿、中毒性心肌炎而危及生

命。一般而言，轻度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在对消化

道残留药物进行积极清除后，可通过输液或利尿药物

从肾脏中排出，再纠正水电解质平衡，建立呼吸循环，
强化全身管理，基本可以治愈。 但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

中毒患者应用上述综合治疗方法则不太理想， 因此，
需考虑其他治疗方法。临床研究显示，对于急性重度有

机磷农药中毒患者结合血液净化技术可有效改善患

者预后[1-2]。本研究将我院收治的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

中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急诊床边血液灌流抢救

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3 年 1 月～2017 年 2 月收治的 70例

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血液灌流组和保守内科组，各 35 例。
血液灌流组中，男 12 例，女 23 例；年龄 21～59 岁，平

均（35.46±2.66）岁。保守内科组中，男 11 例，女 24 例；
年龄 22～59 岁，平均（35.67±2.69）岁。 纳入标准：①确

诊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 ②患者或家属知情同

意；③无血液灌流禁忌。 排除标准：①不愿配合治疗

者；②血液灌流禁忌者。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经医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参与研究者知情同意。
1.2 方法

保守内科组采用常规内科方法进行治疗，给予补

液扩容，纠正酸碱紊乱和电解质紊乱，在扩容时先用

晶体后用胶体，采用 BiPAP 呼吸机进行抢救，设置通

气模式为 S/T 模式，氧流量为 4～8 L/min，吸气压为 8～
14 cmH2O，呼吸频率为 10~14 次/min，呼气压设置 4～
8 cmH2O，患者均用半卧位。

血液灌流组在保守内科组基础上采用急诊床边

血液灌流抢救。 用 0.9%氯化钠配制肝素（江苏万邦生

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32023409），生理盐

水 3000 ml 后冲洗灌流器， 灌流器连接静脉端管路，
连接之后固定在血泵上， 维持血流量 200 ml/min，治

疗时间 2 h[3]。
1.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的治疗

总有效率，抢救后血清胆碱酯酶水平、阿托品用量、昏

迷时间、使用呼吸机时间，患者中间期肌无力综合征

的发生率。显效：症状消失，生命体征稳定；有效：症状

好转，生命体征基本稳定；无效：症状、生命体征均无

改善。 总有效率=（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100%[4]。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0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的比较

血液灌流组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保守内科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的比较（n）

2.2 两组患者中间期肌无力综合征发生率的比较

血液灌流组患者的中间期肌无力综合征发生率

低于保守内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2）。

表 2 两组患者中间期肌无力综合征发生率的比较[n（%）]

2.3 两组患者抢救后血清胆碱酯酶水平、阿托品用量、
昏迷时间、使用呼吸机时间的比较

血液灌流组患者抢救后血清胆碱酯酶水平、阿托

品用量、昏迷时间、使用呼吸机时间优于保守内科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3）。

表 3 两组患者抢救后血清胆碱酯酶水平、阿托品用量、昏迷时间、

使用呼吸机时间的比较（x±s）

3 讨论

血液灌流是通过体外循环建立，将血液引入装有

树脂或活性炭等吸附剂灌流器中， 有效吸附毒物，减

保守内科组

血液灌流组

χ2 值

P 值

35
35

18
20

9
15

8
1

27（77.14）
34（97.14）
6.248
0.012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n（%）]

保守内科组

血液灌流组

t 值

P 值

35
35

15.39±4.13
25.13±8.41

8.213
0.000

387.35±73.57
235.51±52.61

9.091
0.000

23.61±2.68
10.62±1.21
10.734
0.000

157.35±22.57
76.51±11.61

12.814
0.000

组别 例数

24 h 血清胆

碱酯酶水平

（U/L）

阿托品用量

（mg）
昏迷时间

（h）
使用呼吸机

时间（h）

保守内科组

血液灌流组

χ2 值

P 值

35
35

8（22.86）
3（8.57）
6.852
0.012

组别 例数 中间期肌无力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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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循环血液中毒物浓度的一种抢救方法， 其对脂溶

性、 大分子量和血浆蛋白结合率高的毒物清除率高，
目前已经是各种中毒的有效抢救方法之一[5-7]。对急性

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采用血液灌流抢救，可减少阿

托品用量，降低患者死亡率，缩短呼吸机脱机时间与

气管插管拔管时间，减少各种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8-10]。
作为一种血液净化技术，急诊床边血液灌流抢救通过

树脂血液灌流器吸附作用将体内毒物清除，可促使血

液中毒素快速清除，降低血液中毒素浓度，阻断重要

脏器对毒素的继续摄取，重新在体内分布毒物，维持

内环境稳定，保护人体重要脏器功能[11-13]。
本研究中，保守内科组患者采用常规内科方法进

行治疗，血液灌流组患者在保守内科组的基础上采用

急诊床边血液灌流抢救。 结果显示，血液灌流组急性

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保守

内科组，提示急诊床边血液灌流抢救急性重度有机磷

农药中毒的临床疗效优于保守治疗，这和急诊床边血

液灌流可快速清除体内毒素、缓解临床症状相关。 刘

炳烦等[14]的研究显示，急诊早期床旁血液灌流抢救急

性重度中毒的治愈率为 93.8％，和本研究结果相似。
血液灌流组患者抢救后血清胆碱酯酶水平、阿托

品用量、昏迷时间、使用呼吸机时间优于保守内科组，
且中间期肌无力综合征发生率低于保守内科组，提示

急诊床边血液灌流的应用可更好地改善患者预后，缩

短疗程，减轻不良事件的发生。 王力军等 [15]的研究显

示，血液灌流对急性中毒患者内环境影响有显著的改

善作用，和本研究结果相似。
综上所述，急诊床边血液灌流抢救急性重度有机

磷农药中毒的临床疗效确切，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

症状，缩短昏迷和呼吸机使用时间，减少阿托品用量，
恢复血清胆碱酯酶水平，减少不良预后发生，值得推

广。 但本研究时间和样本量有限，因此关于急诊床边

血液灌流抢救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的临床疗效

还需进一步开展大样本试验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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