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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连续血液灌流对急性百草枯中毒（APP）患者血清白介素⁃18（IL⁃18）水平及预后

的影响。方法 选择我院 2013年 6月至 2017年 7月收治的APP患者 112例随机分成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56
例，入院后对照组给予常规药物和血液灌流治疗，治疗组给予常规药物和连续血液灌流治疗，两组患者治

疗 24 h均给予持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2组患者均在入院 24 h内、3 d、7 d，检测 IL⁃18、乳酸（Lac）、动脉

血氧分压（PaO2）、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肌酐（Cr）和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水平的变化，记录 2组

患者 28 d 生存情况，分析 APP 患者血清 IL⁃18 水平与其生存率的相关性。结果 治疗前 2 组患者 IL⁃18、
Lac、PaO2、ALT、Cr 和 CK⁃MB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 3 d，2 组患者 IL⁃18、Lac、
ALT、Cr和 CK⁃MB水平均较治疗前增高，治疗组低于对照组；PaO2较治疗前降低，治疗组高于对照组（P <
0.05）。治疗后 7 d，2组 IL⁃18、Lac、ALT、Cr和CK⁃MB水平均较治疗后 3 d降低，治疗组均低于对照组；PaO2

较治疗后 3 d降低，治疗组高于对照组（P < 0.05）。治疗组死亡 39例，对照组死亡 49例，治疗组 28 d病死

率低于对照组（69.64% vs. 87.50%，χ2 = 5.303，P = 0.021）。APP 患者血 IL⁃18 水平与其生存率呈负相关

（r = -0.209，P = 0.027）。结论 连续血液灌流对APP患者的疗效优于间断血液灌流，能降低 IL⁃18、Lac、
ALT、Cr和CK⁃MB水平，提高患者PaO2，降低病死率，取得良好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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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s of continuous hemoperfusion on the level of inter⁃
leukin⁃18（IL⁃18）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araquat poisoning（APP）. Methods A total of 112 pa⁃
tients with APP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 2013 to Jul 2017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control group（56
cases，routine drug and single hemoperfusion）and therapy group（56 cases，treated by continuous hemoperfusion
based on control group）. All APP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ontinuous veno venous hemofiltration（CVVH）at 24
hours after treatment. Within admission 24 hours，3 days and 7 days after treatment，IL⁃18，lactic acid（Lac），ar⁃
terial oxygen partial pressure（PaO2），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creatinine（Cr）and creatine kinase（CK⁃
MB）of patients were detected，28⁃day survival was recorded. Pearson correlation tes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rre⁃
lation between IL⁃18 in patients with APP and the survival rate. Results In admission，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s of IL⁃18，Lac，PaO2，ALT，Cr and CK⁃MB between the two groups（P > 0.05）. At 3 days after treat⁃
ment，the levels of IL⁃18，Lac，ALT，Cr and CK⁃MB were high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therap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while PaO2 was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and the therap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 < 0.05）；At 7 days after treatment，the two groups both had lower levels of IL
⁃18，Lac，ALT，Cr and CK⁃MB than those after 3 days treatment，and the therap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e con⁃
trol group，while PaO2 was lower than those after 3 days treatment，and the therapy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e con⁃
trol group（P < 0.05）；There were 39 deaths in the therapy group and 49 deaths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therapy
group had a lower 28⁃day mortality rate than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69.64%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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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枯是一种非选择、高效、接触性除草剂，

除草效果好，但对人、畜有很强的毒性，研究报道

20%的百草枯约 5 ~ 15 mL即可致成人死亡，急性

百草枯中毒（acute paraquat poisoning，APP）病情

凶险，发展迅速，临床尚无特效的解毒药物，其病

死率可高达 50% ~ 90%［1］。研究［2］发现，早期血液

灌流作为是清除血液中百草枯的有效治疗手段，

已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持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

（continuous veno venous hemofiltration，CVVH）具有

吸附、弥散和对流功能，可以有效清除毒物和炎性

介质，同时能纠正水、电解质紊乱，恢复酸碱平衡

及稳定内环境，与血液灌流联合使用，可以相互

取长补短，从而快速、彻底地清除毒物，缩短治疗

时间，提高治疗效果，降低并发症［3］。白介素⁃18
（IL⁃18）是迄今所发现的最强的中性粒细胞趋化

因子，能激活单核巨噬细胞分泌基质金属蛋白酶，

促进白介素⁃1（IL⁃1）、白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

子⁃α（TNF⁃α）以及巨噬细胞炎症蛋白⁃1、单核细胞

趋化因子的产生，是导致机体损伤的重要炎性介

质［4］。本研究探讨连续血液灌流序贯 CVVH治疗

对 APP患者血清 IL⁃18水平的影响，分析 IL⁃18与

APP患者的相关性。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我院急诊科 2013 年 6 月至

2017年 7月的APP患者 112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58 例，女 54 例，年龄 23～56 岁，平均（39.57 ±
16.43）岁，诊断标准均参照中国医师协会急诊医

师分会制定的《急性百草枯中毒诊治专家共识

（2013）》［5］，所有患者入选标准：有明确口服百草

枯农药的病史；百草枯摄入量> 20 mg/kg；入院后

存活时间> 7 d；除外既往有严重心肺疾病、严重肝

肾功能损伤、脓毒症、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及

其他中毒患者；不配合治疗拒绝行血液净化治疗

者。所有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

组 56例，其中男 28例，女 28例，年龄 25～56岁，平

均（39.68 ± 16.34）岁；治疗组 56例，男 30例，女 26
例，年龄 23 ~ 52岁，平均（39.46 ± 16.52）岁。入选

患者均被告知本研究目的和治疗方案，且自愿参

加；本研究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符合伦理

学相关要求，并获得患者家属知情同意。

1.2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给予洗胃、导

泻、环磷酰胺、大剂量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维生素

E、维生素 C、补液、利尿、大黄为主中药组方序贯

治疗及支持治疗等［6］；对照组在基础治疗上 2 h内

行血液灌流（JF⁃800A型血液灌流器，珠海健帆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每次持续 2 h，8 h 1次，连

续 3次；治疗组在基础治疗上行持续血液灌流［入

院 2 h内开始行持续血液灌流（JF⁃800A型血液灌

流器，珠海健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中国）：首先进

行血液灌流 4 h（2个灌流器），然后每 2小时检测

百草枯浓度，若血药浓度超过 3 pg/dL，则连续血液

灌流，每 2小时更换一次血液灌流器，如此反复直

至血中检测不到百草枯成分为止］；两组患者治疗

24 h均给予CVVH治疗。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 患者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3、7 d，抽肘静脉血 10 mL，3 000 r/min离心 10 min，
并分离提取血清后置于-80 ℃冰箱备用，检测 IL⁃
18水平（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用酶

联免疫分析法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肌

酸激酶同工酶（CK⁃MB）、肌酐（Cr）水平（日立公司

76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同时抽取 1 mL动脉血，

采用血气生化分析仪（雅培公司 i⁃STAT System型，

美国）检测患者动脉血乳酸（正常值 1～2 mmol/L）
和动脉血氧分压（PaO2）水平；用 LC⁃MS气相色谱

法检测血中百草枯含量（衡水市卫生防疫站毒物

检测中心）；记录 2组患者 28 d生存情况，分析APP
患者血清 IL⁃18水平与其生存率的相关性。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用重复

测量的方差分析或单因素方差分析，率的比较采

用χ2检验，绘制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Log Rank
检验比较生存率的差异，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检验；检验水准α = 0.05，P < 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2组患者年龄、性

别构成、体质指数、服毒剂量、中毒程度、中毒至

首次灌流时间、中毒至首次洗胃时间等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

见表 1。

87.50%，χ2=5.303，P=0.021）. The level of serum IL⁃18 in patients with APP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survival rate（r = -0.209，P = 0.027）. Conclusions Therapeutic effect of continuous hemoperfusion in APP pa⁃
tients is superior to single hemoperfusion. It could decrease the levels of IL⁃18，Lac，ALT，Cr and CK⁃MB，im⁃
prove PaO2 and reduce the mortality rate of patients.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is distinct.

【Key words】 acute paraquat poisoning；interleukin⁃18；lactic acid；continuous hemoperfusion；continu⁃
ous veno venous hemofil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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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者观察指标比较 治疗前 2 组患者

IL⁃18、Lac、PaO2、ALT、Cr和CK⁃MB水平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 3 d，2 组患者

IL⁃18、Lac、ALT、Cr 和 CK⁃MB 水平均较治疗前增

高，治疗组低于对照组；PaO2较治疗前降低，治疗

组高于对照组（P < 0.05），治疗后 7 d，2组 IL⁃18、
Lac、ALT、Cr和 CK⁃MB水平均较治疗后 3 d降低，

治疗组均低于对照组；PaO2较治疗后 3 d降低，治

疗组高于对照组（P < 0.05）。

表 1 2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clinical data between two groups x ± s

组别

对照组

治疗组

例数

56
56

年龄（岁）

39.68 ± 16.34
39.46 ± 16.52

男/女
（例）

28/28
30/26

体质指数

（kg/m2）

23.15 ± 3.23
23.89 ± 2.87

服毒剂量

（mg/kg）
31.75 ± 10.56
32.02 ± 10.12

中毒程度

（中-重型/爆发型，例）

50/6
51/5

中毒至首次

灌流时间（h）
4.38 ± 0.37
4.55 ± 0.43

中毒至首次

洗胃时间（h）
1.67 ± 0.36
1.73 ± 0.41

表 2 对照组与治疗组患者观察指标比较（n = 56）
Tab.2 Comparison of observation index levels in control group and therapy group（n = 56） x ± s

组别

对照组

治疗组

组别

对照组

治疗组

组别

对照组

治疗组

IL⁃18（ng/L）
治疗前

133.59 ± 26.51
133.48 ± 23.86

PaO2（mmHg）
治疗前

97.57 ± 7.11
98.32 ± 7.19

Cr（μmol/L）
治疗前

87.57 ± 12.11
88.32 ± 12.19

治疗后 3 d
196.82 ± 46.73△

162.31 ± 35.59*△

治疗后 3 d
83.59 ± 6.89△

89.86 ± 7.01*△

治疗后 3 d
259.59 ± 38.89△

193.86 ± 27.31*△

治疗后 7 d
165.64 ± 29.37△▲

144.60 ± 21.23*△▲

治疗后 7 d
72.35 ± 6.29△▲

80.91 ± 6.22*△▲

治疗后 7 d
183.35 ± 17.29△▲

139.91 ± 15.22*△▲

Lac（mmol/L）
治疗前

2.39 ± 0.61
2.41 ± 0.64

ALT（U/mL）
治疗前

27.57 ± 7.11
28.32 ± 6.19

CK⁃MB（U/L）
治疗前

16.07 ± 3.84
16.22 ± 4.34

治疗后 3 d
3.86 ± 0.81△

3.14 ± 0.68*△

治疗后 3 d
332.57 ± 38.11△

193.86 ± 25.28*△

治疗后 3 d
49.57 ± 8.11△

36.77 ± 5.28*△

治疗后 7 d
3.10 ± 0.71△▲

2.08 ± 0.52*△▲

治疗后 7 d
253.54 ± 16.57△▲

121.95 ± 14.22*△▲

治疗后 7 d
37.54 ± 6.57△▲

29.95 ± 3.22*△▲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与组内治疗前比较，△P < 0.05；与组内治疗后 3 d比较，▲P < 0.05

2.3 两组患者 28 d病死率比较 对照组死亡 49
例，治疗组死亡 39例，对照组和治疗组患者 28 d
病死率分别为 87.50%（49/56）和 69.64%（39/56），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5.303，P = 0.021）。

Kaplan⁃Meier曲线显示，2组间存在显著的统计学

差异（Log Rank检验 8.486，P = 0.004）。见图 1。
2.4 APP患者入院血清 IL⁃18水平与患者的生存

率相关性 急性百草枯患者的入院血清 IL-18水

平越低，患者的生存率则越高。相关分析提示APP
患者 IL⁃18水平与其生存率呈负相关（r = -0.209，
P = 0.027）。见图 2。
3 讨论

百草枯为一种有机杂环类高效接触型的除草

剂［7］，口服后 30 min ~ 4 h即达血浓度峰值，并很快

分布于全身诸器官，在我国是继有机磷农药中毒之

后第二位的农药中毒，其致死剂量小，病程进展快，

病死率高，已引起了急诊医务人员的广泛关注。

目前百草枯中毒导致机体中毒的确切机制仍

未完全清楚，临床无特效解毒药，临床上寻求百草

枯中毒机制并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成为目前诊治

的热点和难点。研究［8］表明百草枯中毒后早期即

图 1 112例APP患者 28 d生存曲线图（Kaplan⁃Meier法）

Fig.1 Survival curves of 112 patients with acute paraquat
poisoning（Kaplan⁃Me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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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炎症反应参与了组织的损伤，这些炎症因子如

TNF⁃α、IL⁃1β、IL⁃6、一氧化氮等相互作用使促炎

性细胞浸润、聚集、分化和成熟，同时促进炎症介

质的进一步表达和释放，形成一个复杂的细胞因

子网络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并最终导致多器

官功能衰竭综合征。IL⁃18是近年来发现的一个

重要的多效能促炎因子，是迄今所发现最强的中

性粒细胞趋化因子，还能刺激肺成纤维细胞增殖、

胶原合成和细胞外基质的沉积，在肺纤维化中起

重要作用［9］。Lac是体内无氧酵解的终产物，是组

织缺氧、细胞氧利用障碍时，线粒体活性下降，丙

酮酸不能进入三羧酸循环氧化而被还原而成，Lac
对脓毒症、休克等危重症患者的病情评估和预后

具有重要意义，且有研究［10-11］显示，病程早期的动

脉血 Lac及动态监测 Lac变化是能够预测患者的

预后，尤其可能是预测患者因循环衰竭死亡较好

的指标。本研究显示，APP患者在治疗前 IL⁃18和

Lac水平已经升高，并逐渐升高，治疗 3 d高于治疗

前，治疗 7 d低于治疗 3 d，过量的 IL⁃18能诱发过

度的炎症反应，导致脏器结构和功能障碍，还可激

活凝血、纤溶系统及损害血管内皮细胞，进一步加

重微循环和脏器功能障碍。本研究通过机体内

ALT、Cr和 CK⁃MB水平变化评判患者脏器功能损

伤的程度，以便于早期干预，为临床治疗提供

指导。

血液灌流是清除体内毒物的一种有效手段［12］，

应用于临床治疗APP已有 30多年的历史，血液灌

流对百草枯有效清除率约为 60%，所以目前已达

成共识，推荐口服百草枯中毒后应尽快行血液灌

流，2 ~ 4 h内开展者效果较好，根据血液毒物浓度

或口服量决定一次使用一个或多个灌流器，以后

根据血液百草枯浓度决定是否再行血液灌流［5］。

CVVH是一种持续性肾脏替代疗法，早期多用于肾

衰竭治疗，近几年在系统性炎症、败血症、重症胰

腺炎疾病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13-14］。目前，CVVH
利用对流的原理通过模拟肾小球的滤过缓慢、匀

速清除血液中毒素，同时能有效调节血容量、稳定

内环境等作用被广泛用于各种中毒性疾病［15-16］。

对流、弥散和吸附杂合式血液净化方法是目前的

发展方向，并具有互补作用。为此，笔者利用血液

灌流和 CVVH的联合作用，采用联合序贯治疗显

示，治疗前两组患者 IL⁃18、Lac、PaO2、ALT、Cr 和
CK⁃MB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APP患者早

期给予连续血液灌流和 CVVH联合序贯治疗后，

治疗组患者 IL⁃18、Lac、ALT、Cr和 CK⁃MB 水平和

患者病死率较对照组降低明显，效果优于单独血

液灌流治疗，即在百草枯不可逆损伤出现之前，降

低 IL⁃18引起的过度炎性反应，减少Lac的产生，提

高患者PaO2，提高患者生存率。

综上所述，APP患者早期给予连续血液灌流

序贯持续静脉-静脉血液滤过治疗，能使 IL⁃18所

致的机体炎性反应减轻，减少血清 Lac、ALT、Cr和
CK⁃MB水平，提高患者动脉血 PaO2，降低患者病死

率，改善患者预后，但因本研究病例数量有限，仍

需增加样本量、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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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急性百草枯患者入院血清 IL⁃18水平与患者生存率

的相关性（n = 112）
Fig.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L⁃18 level at admission and

the survival rate in patients with APP（n =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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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存在的，但是此反馈是如何达到效果的，目前

本研究尚未涉及，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由于早产儿各器官功能发育不完

善，各种原料储备不足，因此容易发生各种功能障

碍。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将逐渐认清

各种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本质，有的放矢地指导临

床治疗。本研究提示早产儿代谢性骨病的发生与

低磷存在必然联系，同时体内的一些代谢因子也

随之发生变化，那么会不会存在基因问题使得患

儿的磷摄入困难而导致该病，有待进一步研究。

另外该研究中涉及 1例发生病理性骨折的患儿，

其诊疗经过中应用激素两轮，因此提示早产儿代

谢性骨病与糖皮质激素的应用存在密切联系，有

待进一步研究。目前我院代谢性骨病的患儿已非

常少见，这与我们积极静脉补充甘油磷酸钠是分

不开的，也与临床医生预防代谢性骨病的意识增

强有关，希望所有早产儿都能够得到有效预防，远

离该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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