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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灌流联合环磷酰胺、甲基强的松龙
在百草枯中毒患者中的应用

徐明，陈运超，唐旭

(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广东 广州 510620)

【摘要】 目的 探讨血液灌流联合环磷酰胺、甲基强的松龙在百草枯中毒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回顾性

分析2012年1月至2016年12月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急性百草枯中毒患者134例，其中72例

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进行血液灌流治疗的患者作为对照组，另62例应用血液灌流联合环磷酰胺、甲基强的松龙治

疗后患者作为联合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以及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碍、肺纤维化的发生率

和死亡患者的存活时间。结果 联合组患者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碍和肺纤维化的发生率分别为

24.19%、25.81%和25.81%，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44.44%、50.00%和45.83%，死亡患者的存活时间为(10.9±3.5) d，明

显高于对照组的(7.9±2.8) 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联合组的抢救成功率为 64.5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45.8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常规对症治疗的基础上及早采用血液灌流联合环磷酰胺和甲基强

的松龙治疗有助于提高百草枯中毒的抢救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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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草枯(paraquat，PQ)又名对草快、克芜踪，化学名
为 1,1'-二甲基-4,4'-联吡啶，分子式 C12H14N2Cl2，无
色，属于有机杂环类高毒性除草剂，对人畜均有很强
毒性 [1]。由于百草枯对环境和人类的危害严重，许多
发达国家已经禁止使用百草枯。但在我国百草枯的
使用仍然很广泛，而且近年来百草枯中毒事件呈上升
趋势[2-3]。百草枯中毒后病情进展迅速，可累及全身多
个脏器，尤其是对肺部损伤较为严重，患者可进展为
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多器官功能障碍
等严重并发症，具有极高的致死率[4]。本文就百草枯
中毒的治疗方案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为百草枯中毒
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6

年12月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134

例急性百草枯中毒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符合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急救医学》中百草枯中毒的
诊断标准[5]；均为口服20%百草枯溶液中毒患者；表现
为恶心、腹痛、呕吐、呼吸急促、意识模糊等。排除合
并其他药物中毒者。134例患者中72例在常规治疗的
基础上进行血液灌流治疗的患者作为对照组，另62例
应用血液灌流联合环磷酰胺、甲基强的松龙治疗后患
者作为联合组。对照组患者中男性42例，女性30例；
年龄12~78岁，平均(41.5±23.1)岁；就诊时间2~14 h，平
均(7.5±3.2) h；血药浓度平均(5.6±2.1) mg/L。联合组
患者中男性 38 例，女性 24 例；年龄 15~72 岁，平均
(41.9±21.5)岁；就诊时间 1.5~14 h，平均(7.1±3.5) h；血
药浓度平均(5.3±1.9) mg/L。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就诊后均行对症基础

治疗，包括清洁口腔，保护胃肠黏膜(奥美拉唑、西咪替
丁)，调整水电酸解平衡，静脉滴注维生素 C、还原型谷
胱甘肽，口服普萘洛尔保护肺等。采用白陶土溶液洗
胃，20%甘露醇导泻。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股静脉或
者颈内静脉穿刺，及早使用贝朗床边血液净化仪行血
液灌流治疗，血液速度120~160 mL/min，２h/次，２次/d，
持续 3~5 d。联合组在此基础上加用甲基强的松龙
(Pfizer Manufacturing Belgium NV，规格40 mg) 1 000 mg，
1 次/d ，持续3 d ，联合应用环磷酰胺(浙江海正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规格：0.5 g) 1 g ，1次/d ，持续2 d。

1.3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的急性呼吸窘迫
综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碍、肺纤维化发生率和死亡患
者的存活时间。

1.4 疗效判定标准 临床症状及体征消失，肝
肾功能等生化指标正常，胸部 CT 检查显示肺部间质
纤维化改变<1/3 为治愈；活动后气促，血氧饱和度>

85%，肝肾功能正常或轻度异常，肺间质纤维化改变<

1/2为好转标准；患者死亡为无效标准。抢救成功率为
治愈率和好转率之和。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
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均以P<0.05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 联合组患者的急
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碍和肺纤维化发生
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联合组患者的
抢救成功率为64.5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45.83%，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联合组死亡患者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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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时间为(10.9±3.5) d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9±2.8) d，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315，P<0.05)。

3 讨 论

百草枯具有高效除草作用，目前在我国广大农村
应用普遍，因此自服及误服中毒常有发生[6]。百草枯
能够通过呼吸道、消化道、皮肤的吸收，通过血液循环
在全身的各个器官进行分布，尤其以肺的浓度最高，
百草枯中毒后，肺损伤是最突出的表现，并可引起心、
肝、肾和神经系统等多脏器损害。根据国内统计，百
草枯中毒后病死率高达60%~80%，早期多脏器损伤和
后期肺纤维化是其主要的死亡原因[7-8]。

目前，百草枯引起的中毒机制还不十分清楚，主
要解释学说有氧自由基产生学说、线粒体损伤学说、
酶失衡学说和分子学说等。在收治百草枯中毒患者
后，应及时清除尚未吸收的毒物，包括洗胃减少毒物
的吸收，洗胃完毕导泄阻止消化道黏膜对毒物的继续
吸收，补液利尿促进百草枯的排出等。血液灌流是对
进入血液循环的百草枯进行清除的有效方式，因此应
该在百草枯分布于各器官之前，尽早使用血液灌流，
且需要多次重复使用，从而彻底清除百草枯[9-10]。本组
数据显示，在常规对症治疗基础上应用血液灌流，抢
救成功率为45.83%，效果不尽满意。

环磷酰胺作为一种免疫抑制剂，具有广泛的免疫
调节作用，可抑制细胞和体液免疫[11-13]。甲基强的松
龙具有抑制炎症反应，减少巨噬细胞和粒细胞诱导的
活性氧簇生成的作用[14-16]。本组数据表明，血液灌流
联合应用环磷酰胺和甲基强的松龙，可显著降低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多器官功能障碍和肺纤维化发生
率，提高抢救成功率。百草枯中毒患者机体内广泛的
炎症反应，炎症递质和细胞因子参与了组织器官的损
害过程，同时大量的氧自由基引起肺损伤，推测环磷
酰胺和甲基强的松龙可能通过降低炎症反应水平和调
节免疫作用达到降低百草枯中毒患者死亡率的效果。
向斌等[4]报道，血液灌流联合环磷酰胺治疗百草枯中
毒，抢救成功率55.6%，高于血液灌流治疗方法。雒番
阳等[10]报道，甲基强的松龙联合环磷酰胺联合治疗急性
百草枯中毒具有降低患者死亡率的作用。

肺部纤维化是导致百草枯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
之一。百草枯中毒后 1~7 d是弥漫性炎症反应阶段，
尤其是肺部，肺部毛细血管、上皮细胞受损最为严重，
炎性因子在肺内浸润、聚集、活化，进一步导致细胞释
放氧自由基，加剧肺部水肿纤维化，甚至是急性呼吸
窘迫综合征的发生。同时各个器官如果炎症反应得
不到控制将会发生多器官功能障碍。环磷酰胺和甲
基强的松龙的应用有助于降低炎症反应水平，阻断百
草枯诱导的炎症、减轻肺纤维化的程度。

综上所述，在常规对症治疗的基础上，及早采用血
液灌流联合应用环磷酰胺和甲基强的松龙有助于提高
百草枯中毒的抢救成功率。但由于本组研究样本数量
有限，该结论还有待于更大样本数量的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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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联合组

χ2值

P值

例数

72

62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32 (44.44)

15 (24.19)

4.657

<0.05

多器官功能障碍

36 (50.00)

16 (25.81)

5.615

<0.05

肺纤维化发生

33 (45.83)

16 (25.81)

5.033

<0.05

表2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对照组

联合组

χ2值

P值

例数

72

62

治愈

21

30

好转

13

10

无效

38

22

抢救成功率(%)

45.83

64.52

5.626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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