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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治疗急诊重症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效果与预后遥 方法 回顾性选取 2017 年

4 月至 2019 年 5 月我院治疗的急诊重症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 60 例为研究对象袁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袁每组各
30 例遥采用常规治疗的患者为对照组袁采用血液灌流与血液透析联合治疗的患者为观察组遥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

治疗效果尧住院时间尧昏迷到清醒时间尧并发症发生情况及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遥 结果 治疗后袁观察组有效率为

93.33%袁高于对照组的 76.67%袁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观察组的社会功能评分为渊88.57依3.46冤分尧躯体疼
痛评分为渊94.24依3.51冤分尧精神健康评分为渊88.12依4.46冤分尧生理职能评分为渊90.42依4.56冤分袁均高于对照组的

渊76.44依3.67冤分尧渊78.59依3.52冤分尧渊72.64依4.37冤分尧渊76.97依4.77冤分渊P约0.05冤曰观察组昏迷到清醒时间为渊9.08依2.43冤min袁
住院时间为渊6.58依2.01冤d袁均短于对照组的渊17.48依5.72冤min尧渊11.49依2.33冤d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观察组
的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3.33%袁低于对照组的 23.33%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结论 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

治疗急诊重症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袁能有效缩短住院时间和昏迷到清醒时间袁降低并发症总发生率袁并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袁值得临床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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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and prognosis of hemoperfusion combined with hemodialysis in
the treatment of emergency severe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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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and prognosis of hemoperfusion combined with hemodialysis in the treat鄄

ment of emergency severe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severe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pril 2017 to May 2019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ith 30 case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who received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ere included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ose who received

combined hemoperfusion and hemodialysis were includ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clinical treatment effect, hospi鄄
talization time, time from coma to awake, complication situa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and observ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effective rate (93.33%)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76.67%),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跃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忆s social function score(88.57依3.46) points, physical pain score (94.24依3.51) points, mental health score
(88.12依4.46) points,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 score (90.42依4.56) points were all higher than those(76.44依3.67) points,

(78.59依3.52) points, (72.64依4.37) points, (76.97依4.77) point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鄄
nificant(P约0.05). The coma to awake time(9.08依2.43) min and hospitalization time (6.58依2.01) d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hor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17.48依5.72] min and [11.49依2.33] 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鄄

tically significant(P约0.05). The total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3.33%)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23.33%),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约0.05). Conclusion Hemoperfusion combined with hemodial鄄
ysis in the treatment of emergency patients with severe organophosphorus pesticide poisoning can effectively shorten the

hospital stay and the time from coma to awake, reduce the total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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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磷农药是当前我国使用最广尧用量最大的杀
虫剂之一袁据不完全统计袁每年因误食有机磷农药污

染的食物尧自杀或投毒致死的患者将近 15 万人[1-2]遥患
者服用有机磷农药中毒后袁若采取及时尧积极的治疗袁

可较好地避免患者发生死亡[3]遥 目前袁对有机磷农药中
毒患者的治疗多采用常规治疗方法袁 主要采取吸氧尧

补液和洗胃等方式袁并利用患者的新陈代谢来达到治
疗效果袁但治疗起效缓慢尧抢救时间长袁导致治疗效果
难以达到理想状态遥 血液灌流与血液透析联合治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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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文号院械注进 20163452622袁Supra 13/Supra 17冤袁

具体步骤如下院淤血液灌流院在股动脉处使用双腔导
管建立静脉通路袁在对导管和灌流器进行预冲洗后袁
使用生理氯化钠溶液渊500 mL冤和肝素渊100 mL冤进行

血液灌流袁 血液流量严格控制在 150耀220 mL/min袁肝

素的原始剂量为 1耀2 mg/kg袁随患者的病情变化调整实
际用量袁以 8耀10 mg/kg 为准遥 血液灌流 2 h/次袁1 次/日遥
于血液透析院采用超纯水透析液和碳酸氢盐透析液袁
进行透析时严格控制透析液流量为 500 mL/min尧血液

改善患者的中毒症状袁因此袁本研究就血液灌流与血

流量为 200耀250 mL/min袁采用常规肝素或低分子肝素

液透析联合治疗对急诊重症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的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从根本上治疗急诊重症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袁可显著

治疗效果及预后进行分析袁现报道如下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选取 2017 年 4 月至 2019 年 5 月我院治

进行抗凝遥 血液透析 3 h/次袁3 次/周遥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尧住院时间尧昏迷到
清醒时间尧并发症总发生率渊呼吸肌麻痹尧尿潴留尧迟
发型神经损伤尧中间综合征冤及治疗前后的生活质量
进行比较遥 临床治疗效果评价标准院患者中毒症状消失袁

疗的急诊重症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 60 例为研究对

生命体征恢复正常为有效曰患者中毒症状无改善袁生

合重症有机磷农药中毒临床诊断标准 [4]曰存在有机磷

简表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袁简表包含社会功能尧躯体

象袁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袁每组各 30 例遥 纳入标准院符
农药接触史曰实验室检查血清胆碱酯酶活性水平较正

常值下降 30%曰患者临床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呼吸困
难尧昏迷尧大汗及瞳孔缩小等遥 排除标准院轻尧中度有机

磷农药中毒曰其他药物引起的中毒曰合并严重肝肾脏

器功能障碍曰拒绝配合治疗 [5] 遥 对照组男 20 例袁女
10 例曰年龄 19耀78 岁袁平均渊42.59依7.45冤岁曰敌敌畏中

毒 11 例尧辛硫磷中毒 4 例尧氧化乐果中毒 6 例尧甲拌
磷中毒 3 例尧混合有机磷中毒 4 例尧其他有机磷农药

命体征无变化或死亡袁为无效[6]遥采用 SF-36 健康调查
疼痛尧精神健康和生理职能 4 个维度袁共包含 36 个条
目袁每个维度为 100 分袁分数越低表示其生活质量越低[7]遥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量

资料用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 t 检验曰计数资料用[n渊%冤]表
示袁采用 字2 检验袁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中毒 2 例遥 观察组男 23 例袁女 7 例曰年龄 20耀75岁袁平

2.1 两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3 例尧氧化乐果中毒 7 例尧甲拌磷中毒 4 例尧混合有机

有效 23 例袁无效 7 例袁观察组有效率为 93.33%袁高于

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0.071冤遥

均渊41.46依8.05冤岁曰敌敌畏中毒 10 例尧辛硫磷中毒
磷中毒 3 例尧其他有机磷农药中毒 3 例遥 两组一般资
1.2 方法

经治疗后袁观察组有效 28 例袁无效 2 例曰对照组

对照组的 76.67%袁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字2=3.268袁P=
2.2 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比较

对照组采用常规治疗方法院淤建立静脉通路院建

治疗前观察组的社会功能尧躯体疼痛尧精神健康

立静脉通路用于输液治疗袁维持患者机体酸碱尧水电

和生理职能评分与对照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以纠正缺氧袁保证患者的呼吸道处于畅通状态遥 盂洗胃院

健康和生理职能评分均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解质的平衡遥 于吸氧院将面罩置于患者口鼻进行吸氧袁

渊P跃0.05冤曰治疗后观察组的社会功能尧躯体疼痛尧精神

对患者进行洗胃尧导泻袁使肠道毒物尽快排除遥 榆用

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药院给予患者静脉注射阿托品渊湖南洞庭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袁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H43020586冤尧碘解磷定
渊开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袁批准文号院国药准字 H2006
6360冤袁直至出现阿托品化袁并维持阿托品化 48 h遥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血液灌流与血液

透析袁采用双腔透析器渊上海和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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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住院时间尧昏迷到清醒时间比较
观察组住院时间与昏迷到清醒时间均短于对照

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2遥
2.4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并发症总发生率为 3.33%袁低于对照组

的 23.33%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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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比较渊x依s袁分冤
社会功能

组别

n

观察组

30

治疗前

67.79依4.12

30

对照组
t值

88.57依3.46

治疗前

A

68.37依4.03

76.44依3.67

0.124

9.236

跃0.05

P值

躯体疼痛

治疗后

a

精神健康

治疗后

70.59依3.45

94.24依3.51

0.257

12.592

71.33依3.12

约0.05

跃0.05

治疗前

B

78.59依3.52
约0.05

b

64.87依3.19
65.06依3.47
0.320

跃0.05

生理职能

治疗后

88.12依4.46

治疗前

C

72.64依4.37
7.461

c

约0.05

67.89依3.69
68.55依4.23
0.113

治疗后

90.42依4.56D
76.97依4.77d

跃0.05

注院治疗前后组内比较袁对照组 at=7.401尧bt=7.712尧ct=6.719尧dt=6.640袁P约0.05曰观察组 At=19.312尧Bt=24.033尧Ct=21.205尧Dt=19.204袁P约0.05
表 2 两组住院时间尧昏迷到清醒时间比较渊x依s冤
组别

n

住院时间渊d冤

昏迷到清醒时间渊min冤

30

11.49依2.33

17.48依5.12

约0.05

约0.05

30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6.58依2.01

9.08依2.43

12.351

3.906

表 3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渊%冤]
组别

n

观察组

30

对照组
字2 值

30

呼吸肌
麻痹
0

尿潴留
1渊3.33冤

迟发型

中间

神经损伤 综合征
0

1渊3.33冤 3渊10.00冤 2渊6.67冤

0

总发生
1渊3.33冤

1渊3.33冤 7渊23.33冤
0.022

约0.05

P值

3 讨论
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是指机体在短时间内摄入
大量有机磷农药导致的神经系统受损等一系列损伤袁
若不及时采取治疗袁 极易导致患者出现汗液增多尧恶
心呕吐尧心跳减慢和腹痛等临床表现袁严重的还会引
发呼吸衰竭尧肺水肿和肌无力等并发症袁对患者的生
存质量造成严重影响[8-10]遥 近年来社会的高速发展使

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尧压力增大袁导致服用有机磷农
药自杀的患者日渐增加袁 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后袁患
者体内毒性扩散快尧变化快袁故致死率居高不下袁因而
如何有效治疗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已成为医务
人员关注和讨论的话题[11-12]遥

目前袁临床针对急性重症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的

物的目的[15]遥 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重症有机磷
农药中毒袁不仅能协同作用清除机体内的多种毒素袁而
且还能缓解被毒素损害的各个系统遥 本研究中袁观察
组的社会功能尧躯体疼痛尧精神健康和生理职能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提示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
对患者社会功能尧躯体疼痛尧精神健康和生理职能等
的改善具有显著作用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观察组的昏
迷到清醒时间与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遥 这
是因为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袁在患者中毒后给
予血液净化袁 在患者进行血液灌流与血液透析 2 h
后袁吸附剂表面已经吸收大量有毒物质袁极大程度缓
解了患者的中毒症状袁此外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
疗患者 2耀3 次袁即可将有毒物质完全清除[16-17]遥而治疗
2耀3 次最长仅需 1 周时间袁极大程度缩短了患者昏迷
到清醒时间和住院时间遥相关研究结果显示[18-20]袁血液
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袁两者通过不同途径清除有毒
物质袁不仅显著改善患者肾功能等脏器功能袁还能够
减少肺水肿尧心力衰竭尧呼吸肌麻痹尧迟发型神经损伤
等症状袁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遥 观察组的并发症总
发生率为 3.33%袁低于对照组的 23.33%渊P约0.05冤袁该
结果与上述结论相符遥
综上所述袁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治疗急诊重症
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袁能有效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和昏
迷到清醒时间袁降低并发症发生率袁并提高其生活质
量袁值得临床推广遥

治疗袁主要采用传统的吸氧尧洗胃等操作袁以达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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