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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急性百草枯渊Paraquat袁PQ冤中毒患者的死亡独立危险因素袁为 PQ 中毒的急诊治疗及预后评估提

供临床依据遥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期间我院收治的尧年龄跃12 岁尧中毒时间约24 h的 PQ 中
毒患者的 95 例临床资料遥 按照 1 个月后的结局分为死亡组 53 例和存活组 42 例曰对比两组患者入院时的基本情

况尧检验指标尧血液净化治疗等临床资料曰应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PQ 中毒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袁并绘制受试者

工作特征曲线袁评价各危险因素对预后评估的准确性遥 结果 服毒量尧启动血液净化时间尧血乳酸为 PQ 中毒患
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曰服毒量跃58.5 mL尧启动血液净化时间跃5.5 h尧血乳酸跃5.95 mmol/L 的 PQ 中毒患者死亡风

险明显升高曰对 PQ 的死亡预测能力从高至低依次为院血乳酸尧启动血液净化时间尧服毒量遥 结论 在临床工作中
必须尽早对 PQ 中毒患者实施血液净化治疗袁迅速尧有效降低体内的 PQ 浓度袁有助于提高 PQ 中毒患者的存活
率曰同时结合服毒量及血乳酸水平可作为预测 PQ 中毒患者死亡的可靠性指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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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death in patients with acute paraquat (PQ) poisoning, and

to provide clinical evidence for emergency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evaluation of PQ poisoning.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95 patients with PQ poisoning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19, who were older
than 12 years old and had been poisoned for less than 24 hour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According to the out鄄

come after one month, they were divided into 53 cases in the death group and 42 cases in the survival group. The basic

conditions, test indicators, and blood purification treatment of the two groups at the time of admission were compared.
Logistic regression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death from PQ poisoning. And the receiver oper鄄
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was drawn. The accuracy of the prognostic evaluation of each risk factor was evaluated. Re鄄

sults The dose of poison, the time to start blood purification,and blood lactic acid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death in PQ poisoned patients. The risk of death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PQ poisoned patients with the dose of

poison more than 58.5 mL,the time to start blood purification more than 5.5 h,and the blood lactic acid more than 5.95

mmol/L. The predictive ability of PQ's death from high to low was blood lactic acid,time to start blood purification, and
dose of poison. Conclusion In clinical work,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blood purification treatment for patients with
PQ poisoning as soon as possible to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PQ concentration in the body, which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survival rate of patients with PQ poisoning. At the same time, combining the dose and blood lactic acid
level can be used as a reliable predictor of death in patients with PQ poi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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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林业对百草枯使用需求的激增及人们社
会尧生活尧心理等压力的多重因素作用袁PQ 中毒的发
病率也逐年显著上升袁现已超过有机磷成为急性农药

中毒的首位[1]遥 PQ 毒性极高袁20%水溶液 5耀15 mL 或
原液 40 mg/kg 左右即可致人死亡遥 虽然我国 2013 年
公布了叶急性百草枯中毒诊治专家共识曳袁规范了PQ 中
[基金项目] 广东省医学科研基金项目渊A2017268冤

毒的诊疗策略袁但是总体治疗效果仍不理想遥 据统计
PQ 中毒死亡率达 50%耀95%袁中重度死亡率为85%耀
95%袁暴发型死亡率达 100%[1-3]遥 积极探索 PQ 中毒后

不同器官尧不同系统的损伤机制袁明确影响预后的相
关因素袁建立行之有效的疾病预测机制袁并寻求有效
的干预方案和方法袁仍然是 PQ 中毒救治研究的重点

和难点遥 本研究通过对急性 PQ 中毒患者的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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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回顾性研究袁分析 PQ 中毒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

低于 40 mmHg 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渊Acute respiratory

依据袁现报道如下遥

1.2.3 检测方法 渊1冤血 PQ 检测院安捷伦 1290-6545

因素袁为 PQ 中毒的急诊治疗以及预后评估提供临床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以 2016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我院收治的急性

百草枯中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遥 纳入标准院渊1冤血液尧

尿液中检出百草枯成分曰渊2冤年龄跃12 岁曰渊3冤中毒时
间在 24 h 内遥 排除标准院渊1冤混合其他农药或药物中
毒者曰渊2冤存在严重心尧肺尧肝尧肾基础疾病或肿瘤者曰
渊3冤中毒时间超过 24 h曰渊4冤放弃治疗袁自动出院者曰

渊5冤数据缺失影响分析者遥 所有入组患者均已签署知
情同意书遥
1.2 方法

1.2.1 研究方法 回顾性分析 95 例符合入组标准的
PQ 中毒患者的临床资料遥 按照 1 个月后的结局分为
死亡组 53 例和存活组 42 例曰对比两组患者入院时的

基本情况尧检验指标尧血液净化治疗等临床资料曰分析
PQ 中毒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袁并评价各危险因素预测
PQ 中毒患者死亡的准确性遥

1.2.2 治疗方案 参考叶急性百草枯中毒诊治专家共识
渊2013冤曳 [4] 及 叶 百草枯 中毒 诊断与 治 疗野 泰山共识 冶

渊2014冤曳 袁所有患者均采用统一的治疗方案遥 渊1冤阻断
[5]

毒物吸收院使用 1%碳酸氢钠溶液洗胃袁分次灌服思密

达 30 g+25%甘露醇 250 mL 与药用炭片 30 g+25%甘
露醇 250 mL遥 渊2冤促进毒物排出院淤血液净化治疗院血
液灌流渊Hemoperfusion袁HP冤联合血液透析渊Hemodial鄄

ysis袁HD冤或血液灌流渊HP冤联合血液滤过渊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袁CVVH冤遥 于补液尧利尿袁保持
每小时尿量 1耀2 mL/kg遥 渊3冤药物治疗院注射用甲泼尼
龙琥珀酸钠渊辉瑞制药有 限公司袁国药准字 H2017

0197袁批号院DD3730袁规格院40 mg/瓶袁剂型院注射剂冤

15 mg/渊kg窑d冤静脉滴注伊5 d尧注射用环磷酰胺渊德国百
特公司袁国药准字 H20160467袁批号院20131102袁规格院

0.2 g/瓶袁剂型院注射剂冤10~15 mg/渊kg窑d冤静脉滴注伊
3 d袁注射用还原型谷胱甘肽渊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

公司袁国药准字 H20051599袁批号院19235380袁规格院

1.0 g/瓶袁剂型院注射剂冤2 g/d 静脉滴注伊14 d尧血必

distress syndrom袁ARDS冤时给予吸氧或机械通气遥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仪曰渊2冤尿 PQ 半定量检测院先正达
PQ 检测试剂盒渊含碳酸氢钠 2 g袁连二亚硫酸钠 1 g冤
测定曰渊3冤生化院罗氏 c501曰渊4冤心肌标志物院罗氏 e602曰
渊5冤血气分析院NOVA CCX+曰渊6冤血常规院希森美康
XN2000遥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3.1 观察指标 渊1冤基本资料院年龄尧性别尧服毒量渊通
过量杯饮水评估冤尧中毒分型遥 渊2冤检验指标院白细胞

渊White blood cell袁WBC冤尧 红 细 胞 渊Red blood cell袁

RBC冤尧血小板渊Platelet袁PLT冤尧动脉血 pH 值尧动脉血
氧分压渊Oxygen partial pressure袁PO2冤尧动脉血二氧化
碳分压渊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袁PCO2冤尧氧合

指数渊Oxygenation index袁OI冤尧动脉血标准碳酸氢根
渊Standard bicarbonate radical袁SBC冤尧血乳酸渊Lactic acid袁
Lac冤尧 肌 酸 激 酶 同 工 酶 渊Myocardial 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s袁CKMB冤尧肌钙蛋白玉渊Troponin 玉袁CTn玉冤尧

N 端脑钠肽前体 渊N-terminal pro-brain natriuretic pep

tide袁NT-proBNP冤尧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渊Alanine amino
transferase袁ALT冤尧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渊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袁AST冤尧总胆红素渊Total bilirubin袁TBIL冤尧

血肌酐渊Creatinine袁Cr冤遥 渊3冤血液净化治疗院启动血液
净化时间尧首次血液净化方式遥

1.3.2 诊断标准及分型渊参考叶百草枯中毒诊断与治疗

野泰山共识冶渊2014冤曳进行分型冤 渊1冤轻度中毒院有消
化道症状袁可有急性轻度中毒性肾病袁早期尿百草枯

半定量检测野+冶遥 渊2冤中度中毒:在轻度中毒基础上袁具
备下列表现之一者:淤急性化学性肺炎曰于急性中度

中毒性肾病曰盂急性轻度中毒性肝病袁早期尿百草枯

半定量检测野++冶遥 渊3冤重度中毒:在中度中毒基础上袁具
备下列表现之一者:淤急性化学性肺水肿曰于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曰盂纵隔气肿尧气胸或皮下气肿曰榆胸腔
积液或弥漫性肺纤维化曰虞急性重度中毒性肾病曰愚多
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曰舆急性中度或重度中毒性肝病袁
早期尿百草枯半定量检测野+++冶遥 渊4冤暴发型中毒院有
口咽部腐蚀溃烂袁病情在短时间内迅速进展袁出现多
器官功能衰竭袁早期尿百草枯半定量检测野++++冶遥

净注射液渊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袁国药准字

1.4 统计学方法

射剂冤100 mg/d 静脉滴注伊14 d尧注射用兰索拉唑渊山东

资料采用频数及百分比表示袁组间比较采用 字2 检验

批 号 院520023092袁 规 格 院30 mg/瓶 袁 剂 型 院 注 射 剂 冤

两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遥预后影响因素分析用 Logistic

Z20040033袁批号院2008071袁规格院10 mL/瓶袁剂型院注
罗欣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袁国药准字院H20100055袁

60 mg/d 静脉滴注伊14 d遥 渊4冤呼吸支持院动脉血氧分压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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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PSS 25.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遥 计数

或 Fisher 检验遥 计量资料采用均数依标准差渊x依s冤表示袁

回归分析袁绘画 ROC 曲线袁评价各危险因素对预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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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的准确性遥 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袁P跃0.05 为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本研究共纳入病例 95 例袁其中男 35 例袁女 60 例曰
年龄最小 14 岁袁最大 77 岁袁平均渊41.9依12.7冤岁遥 存活
组 42 例袁死亡组 53 例袁死亡率为 56%遥存活组患者以
轻度尧中度中毒为主袁死亡组以中度尧重度及暴发型中
毒为主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1冤曰存活组患者服
毒量低于死亡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1冤遥 两组
平均年龄与性别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见表 1遥

2.3 两组患者血液净化时机比较
存活组患者启动血液净化时间较死亡组患者早袁
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渊P约0.01冤遥 首次血液净化的模
式包括 HP尧HP+HD尧HP+CVVH 三种袁两组患者首次
血液净化采取的模式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遥
见表 3遥

表 3 两组患者血液净化时机比较[n渊%冤]
项目

死亡组渊n=53冤 存活组渊n=42冤 字2 值
8.89依3.70*

3.29依1.73

HP

15渊28.30冤

11渊26.19冤

HP+CVVH

17渊32.08冤

13渊30.95冤

启动血液净化时间渊h冤
首次血液净化模式
HP+HD

21渊39.62冤

注院与存活组比较袁 P约0.05
*

P值

-9.044 0.000
0.107 0.948

18渊42.86冤

表 1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项目

t/字2 值

死亡组渊n=53冤 存活组渊n=42冤

年龄渊x依s袁岁冤
性别[n渊%冤]
男
女
中毒分型[n渊%冤]
轻度

41.25依10.88

42.69依14.77

18渊33.96冤

17渊40.48冤

35渊66.04冤

25渊59.52冤

0

20渊47.62冤

24渊45.28冤

3渊7.14冤

10渊18.87冤

中度
重度
暴发
服毒量渊x依s袁mL冤

0.549
0.427

57.625

P值

0.584
0.513
0.000

0

87.81依37.70*

32.24依15.15

注院与存活组比较袁*P约0.05

-8.988

0.000

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项目

死亡组渊n=53冤 存活组渊n=42冤

RBC渊伊1012/L冤

131.62依21.67

PO2渊mmHg冤
OI渊mmHg冤

SBC渊mmol/L冤
Lac渊mmol/L冤
CKMB渊U/L冤

23.81依7.23*

350.46依86.28
7.26依0.06

*

39.13依7.55

87.42依18.75

8.87依6.18
7.43依0.06

41.52依3.01

93.67依15.15

配医疗资源袁避免过度医疗或治疗不足引起医疗纠纷遥

中毒患者血液 PQ 浓度定量测定尧尿 PQ 半定量测定

1.933

0.056

1.475

0.144

0.083

index of paraquat poisoning袁SIPP=入院时血 PQ 浓度伊
中毒至入院时间冤可作为评估患者中毒严重程度尧死亡

原因及预后的敏感指标[6-8]遥 国内大部分医疗机构未配
套毒物检测设备袁难以通过上述指标对 PQ 中毒患者
预后进行评估遥 因此袁通过分析 PQ 中毒患者常规检

验指标及早期血液净化治疗袁发现 PQ 中毒死亡的独
立危险因素袁能为提高 PQ 中毒的救治成功率提供有

396.33依62.05

12.07依3.99*

3.46依1.82

-12.921 0.000

0.18依0.11

-1.733 0.086

暴发型四个类型袁各型所占比例大致相似渊21%尧31%尧

0.205

项 Logistics 回归分析袁发现服毒量尧启动血液净化时

13.61依4.01

*

20.43依3.47

104.15依60.49

86.63依29.99

AST渊U/L冤

39.86依26.21

32.30依10.66

Cr渊滋mol/L冤

14.364 0.000
1.751

置措施袁有利于降低 PQ 中毒的死亡率袁亦可合理分

377.48依61.75

NT-BNP渊pg/mL冤
TBIL渊滋mol/L冤

P值

323.90依75.52 -1.573 0.119

23.60依4.26

ALT渊U/L冤

t值

-10.651 0.000

126.91依16.53 -1.164 0.248

24.73依8.55*

CTnI渊ng/mL冤

血液净化时间尧服毒量遥 见表 5耀6袁封三图 7遥

及计算时间相关性百草枯中毒严重度指数渊Severity

表 2 两组患者入院时检验指标比较渊x依s冤

PCO2渊mmHg冤

见表 4遥

准确评估患者中毒严重程度及预后袁规范早期处

升高袁死亡组患者的 pH尧SBC 较存活组患者降低袁两组

pH

间跃8 h尧Lac跃5 mmol/L 的患者死亡风险更高 渊P约0.05冤遥

3 讨论

死亡组患者的 WBC尧Lac尧CKMB 较存活组患者

PLT渊伊109/L冤

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遥 服毒量较高尧启动血液净化时

PQ 的死亡预测能力从高至低依次为院Lac尧 启动

2.2 两组患者入院时检验指标比较

WBC渊伊109/L冤

服毒量尧启动血液净化时间尧Lac 为 PQ 中毒患者

2.5 PQ 中毒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ROC 曲线分析

19渊45.24冤

19渊35.85冤

2.4 PQ 中毒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分析

0.28依0.35

38.94依21.63
28.54依9.92

149.33依48.98

注院与存活组比较袁*P约0.05

39.97依27.47
25.50依4.67

8.732

0.000

-2.174 0.032
-1.716 0.090
0.838

-1.757 0.082
-1.830 0.070

131.38依47.44 -1.798 0.075

力的临床支持遥

本研究收集 PQ 中毒病例包括轻度尧中度尧重度尧

28%尧20%冤袁可反映 PQ 中毒患者的临床情况遥 通过多

间尧Lac 为 PQ 中毒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曰服毒量较高尧
启动血液净化时间跃8 h尧Lac跃5 mmol/L 的患者死亡风

险更高遥通过绘制 ROC 曲线发现袁对 PQ 的死亡预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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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急性 PQ 中毒预后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OR 的 95%置信区间

回归系数

标准误

Wald 字2

P值

OR 值

服毒量

0.085

0.040

4.577

0.032

1.089

1.007

1.176

启动血液净化时间渊渊4袁8]冤

0.427

1.254

0.116

0.734

1.532

0.131

17.911

危险因素
WBC

0.197

启动血液净化时间渊跃8 h冤

0.113

4.147

Lac渊跃5 mmol/L冤

3.035

1.566

6.855

7.009

2.673

危险因素

面积

标准误

P值

95%CI

下限

0.958

1.000

启动血液净化时间

0.946

0.024

0.000

0.899

0.993

0.917

表 6 死亡独立危险因素 ROC 曲线分析
危险因素

阈值

敏感度

特异性

最佳约登指数

服毒量

58.50

0.830

0.857

0.687

Lac

5.95

启动血液净化时间

5.50

0.943
0.906

0.929
0.952

5.035

1362.386

178685.482

准确反映急危重症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及评估预后袁

3.99冤mmol/L vs. 渊3.46 依1.82冤mmol/L]袁差 异有统 计学

0.000
0.000

2.935

1.025

0.990

0.011
0.018

63.237

948.480

0.658

同时也可作为导向性目标指导治疗[17-18]遥本研究显示袁

0.980
0.954

0.010

0.821

上限

上限

Lac

服毒量

0.008

6.578

表 5 死亡独立危险因素 ROC 曲线下面积
曲线下

0.081

下限

0.872
0.858

力从高至低依次为院Lac尧启动血液净化时间尧服毒量遥
服毒量是中毒患者预后的重要影响因素袁随着服
毒量的增加袁体内毒物浓度相应增加袁器官损害严重袁
临床症状相对较重袁死亡率也明显升高袁与邢宏运等[9]
的研究结果一致遥
本研究发现存活组患者启动血液净化时间

死亡组患者血 Lac 较存活组患者明显升高[渊12.07依
意义遥 蒋臻等[19]进行的一项纳入 168 例 PQ 中毒患者

的回顾性分析提示血 Lac 与 SIPP 呈正相关袁血 Lac浓

度越高袁死亡率越高曰以血 Lac跃3.35 mmol/L 作为界值袁
可作为一种简便易行的指标准确预测 PQ 患者的预

后遥 刘晓伟等[20]研究发现死于循环衰竭的 PQ 中毒患

者其 Lac 水平较死于呼吸衰竭的 PQ 患者高[渊5.22依
1.46冤mmol/L vs. 渊1.87依0.62冤mmol/L]袁Lac 可作为预测

患者死亡原因的良好指标遥 鉴于血 Lac 与 PQ 浓度有

良好的相关性袁且对 PQ 中毒死亡预测的敏感度较高袁
在无法实施血尧尿 PQ 浓度监测的医疗机构袁可将血

Lac 作为毒物浓度的替代指标评估患者 PQ 中毒的严
重程度及预后遥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 WBC尧CKMB尧PH尧SBC 指标

[渊3.29依1.73冤h vs. 渊8.89依3.70冤h]均较死亡组患者早曰

比较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但不能作为预测

渊P跃0.05冤遥 减少毒物吸收尧快速清除体内毒物是治疗

功能处于代偿期袁部分指标处于正常范围有关遥

而首次血液净化采用的模式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的关键曰只有将血液 PQ 峰浓度尽可能地降低袁才能

减轻全身器官的损伤袁尤其是肺部的损伤[10-12]遥血液净
化可以明显降低体内的毒物浓度袁减轻器官功能的损

害袁对降低中毒患者的病死率尧提高抢救成功率袁具有

积极的临床意义遥 PQ 的蛋白结合率低袁分布容积广袁

不推荐使用 PE 清除 PQ曰多采用 HP 或联合 HD尧CVVH
的治疗模式[13]遥 Li 等[14]的前瞻性研究发现袁CVVH 联合

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袁考虑与在 PQ 中毒 24 h 内袁器官
综上所述袁服毒量跃58.5 mL尧启动血液净化时间跃

5.5 h尧血 Lac跃5.95 mmol/L 的 PQ 中毒患者死亡风险明

显升高遥在临床工作中必须尽早对 PQ 中毒患者实施血
液净化治疗袁迅速尧有效降低体内的 PQ 浓度袁有助于

提高 PQ 中毒患者的存活率曰同时结合服毒量及血Lac
水平可作为预测 PQ 中毒患者死亡的可靠性指标遥

HP 可显著提高 PQ 患者 90 d 的生存率遥 叶华清等 [15]
研究发现对口服量约50 mL 的 PQ 中毒患者实施强化

HP 治疗袁可明显提高患者 7 d 及 28 d 生存率曰而口服
量逸50 mL 患者袁实施强化 HP 治疗袁仅能提升 7 d 生
存率袁无法改善 28 d 死亡率遥 Koo 等[16]的研究发现患
者血浆 PQ 浓度超过 3 mg/L 时袁血液净化治疗均无法

改变患者的预后及生存率袁只有 PQ 浓度处于或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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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L66-siRNA

NCi

迁移

图 2 正常股骨的模型院冠状面渊A冤尧横断面渊B冤尧矢状面渊C冤尧三维图
像渊D冤渊见内文第 59 页冤

侵袭
图 1 Transwell 迁移及侵袭法对比 CML66-siRNA 组与 NCi 组中肾癌
细胞的迁移及其侵袭水平渊伊400冤渊见内文第 15 页冤

图 3 骨折内固定有限元模型院PFNA 系统

图 4 700 N 载荷下有

渊A尧D冤尧Evans-Jensen 郁型骨折渊B冤尧郁型

限元分析结果院应力云

骨折固定渊C冤尧 Evans-Jensen V 型骨折

图渊A冤尧位移云图渊B冤

渊E冤尧V 型骨折固定渊F冤渊见内文第 59 页冤

渊见内文第 59 页冤

图 5 Evans-Jensen 郁型骨折模型有限元分析结果院站立静态骨折固定应
力云图渊A冤尧位移云图渊B冤曰站立动态骨折内固定应力云图渊C冤尧位移云图
渊D冤曰行走静态骨折固定应力云图渊E冤尧位移云图渊F冤曰行走动态骨折内固定
应力云图渊G冤尧位移云图渊H冤渊见内文第 59 页冤

图 7 死亡独立危险因素 ROC 曲线渊见内文第 83 页冤

图 6 Evans-Jensen 吁型骨折模型有限元分析结果院站立静态骨折固定
应力云图渊A冤尧位移云图渊B冤曰站立动态骨折内固定应力云图渊C冤尧位移云图
渊D冤曰行走静态骨折固定应力云图渊E冤尧位移云图渊F冤曰行走动态骨折内固定
应力云图渊G冤尧位移云图渊H冤渊见内文第 59 页冤

图 8 右眼视盘 OCT 及视野复查情况渊见内文第 156 页冤
注院图 G 颜色及波形图均显示除颞侧 RNFL袁各象限均不同程度变薄袁颞

上及颞下方尤为突出遥 图 F 周边视野缺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