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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色法检测血中百草枯及其临床应用

姜家瑚 梁英风 管丽娜 杨金葛 赵丰清 孙贤妮

百草枯中毒的救治仍是困扰临床医生的一个难题。很多

患者虽然早期临床表现不甚明显，但最后结局却不满意。因

此百草枯中毒早期病情判断和预后评估受到临床医生的广

泛重视。血中百草枯浓度测定为临床评判提供了较为准确的

客观依据［1-2］。但目前血中百草枯检测的常用方法因条件的限

制不能在临床上广泛使用。为了探索一种简单实用的方法，

我们利用百草枯与连二亚硫酸钠发生蓝色反应的特性［3］设计

了比色法来检测血中百草枯的浓度。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的检测方法

1.1.1 试剂准备：碳酸钠 56 g、碳酸氢钠 19 g（分析纯，天津博

迪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加蒸馏水 500 mL，配成碳酸钠 -

碳酸氢钠溶液，pH 值为 10 左右。用分析天平称取连二亚硫

酸钠（分析纯，天津市福晨化学试剂厂生产）70 mg 放入有盖

的密封试管中备用。

1.1.2 取血：抽取静脉血 6～8 mL，肝素抗凝，用高速离心机

3 000 r/min（离心半径 16 cm），离心 5 min 后分离血浆。

1.1.3 加试剂：取血浆 2.5 mL，加入碳酸钠 - 碳酸氢钠溶液

2.5 mL（1∶1）稀释，此时混合液会产生絮状沉淀物，用高速离

心机 3 000 r/min（离心半径 16 cm），离心 15 min。

1.1.4 调零：取上清液 4 mL 至比色杯中。采用分光光度计于

波长 396 nm 处比色，灵敏度设为 3。将比色杯放入比色池中

调零，盖上比色池盖子，调节光量调节旋钮使电表指针在 0.03。

重复上述操作，使指针分别稳定在 0 和 0.03 两个位置。

1.1.5 再加试剂：取出比色杯，将待测液体加入到盛有 70 mg

连二亚硫酸钠的试管中反应 2～4 min。含有百草枯的标本会

呈现蓝色。

1.1.6 比色和计数：再次将混合液放入比色池中比色，计数

其吸光度（A）值。以 A－0.03 作为血标本的比色增量，记为 J。

1.1.7 检测方法的精确度：为了检验方法的稳定性，分别取

健康体检者、百草枯中毒生存者和死亡者的血浆各 1 份，各

进行 6 次重复试验，分别计算方法的精确度，其相对标准偏

差分别为 5.901%、6.400%和 7.912%。标本显色后若放置时间

过长会褪色。

1.2 临床资料

1.2.1 一般资料：选择 2010 年 2 月 1 日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入住本院的口服百草枯中毒患者，在口服药物后 2～6 h 取

血标本，且在取标本之前未进行血液净化治疗。剔除标准：入

院时中毒已超过 6 h 或已行血液净化治疗；不能完成 3 个月

后随访的患者。共入选 90 例患者，男性 38 例，女性 52 例；年

龄 14～59 岁，平均 32.3 岁。11 例患者除咽部疼痛外基本无

其他症状，70 例患者有咽部疼痛、恶心呕吐，9 例患者有频繁

呕吐、大汗、表情淡漠或烦躁不安痛。估计服毒剂量（以 20%百

草枯计）5～200 mL，按估计中毒剂量分型：轻型（＜20 mg/kg）

12 例，重型（20～40 mg/kg）48 例，爆发型（＞40 mg/kg）30 例。

以 3 个月后随访结果分为生存组 36 例，死亡组 54 例。另取

健康查体者 27 例，男性 12 例、女性 15 例，以其血样测得的

J 值作为正常基线。

1.2.2 治疗方法：所有患者入院时均给予清水洗胃，随后均

给予活性炭或蒙脱石散吸附并给予甘露醇、硫酸镁等导泻。

入院时所有患者均抽取肝素抗凝静脉血 8 mL，离心 5 min 制

备血浆待测。有尿的患者留取尿标本。入院后所有患者均给

予甲泼尼龙、环磷酰胺、血必净［4］、乌司他丁［5］等治疗。在取得

患者和家属同意后给予床旁血液灌流。

1.3 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并

分别列出每组的最低值、最高值。两两比较用 t 检验。P＜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正常体检者的 J 值为 -0.010～0.020，平均 0.005±0.009，

以均数 + 2 倍的标准差作为正常的上限，即 0.023 以下为正

常。服毒＜20 mg/kg 者 J 值为 0.088±0.072（0.040～0.220），

服毒 20～40 mg/kg 者 J 值为 0.394±0.218（0.085～0.800），服

毒＞40 mg/kg 者 J 值为 0.913±0.505（0.135～1.470）。表 1 结

果显示，中毒者 J 值明显高于健康体检者（t＝-12.460，P＜

0.001）；死亡组 J 值明显高于生存组（t＝-9.720，P＜0.001）。

3 讨 论

百草枯中毒的预后与染毒剂量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临床

上判断染毒剂量有时并不容易。临床医生一般根据患者或家

属的描述来估计服毒量，但受患者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

这种估计很不准确。有时即使这种描述比较准确，也可能因

百草枯浓度不同而对实际服药量的估计造成影响。我们曾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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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用比色法检测百草枯中毒患者血中百草枯浓度

注：健康体检者与全体患者比较 t＝-12.46，P＜0.001；生存组

与死亡组比较 t＝-9.720，P＜0.001

组别
例数

（例）

比色增量（J 值）

范围 x±s

健康体检者 27 -0.010～0.020 0.005±0.009
全体患者 90 0.040～1.470 0.259±0.282

生存组 36 0.040～0.170 0.114±0.037
死亡组 54 0.140～1.470 0.356±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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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过一份百草枯样本的实际浓度只有 6.6%，仅为标注浓度的

1/3，而且这种百草枯在某一地区的市场也较大。因此我们有

理由推断，在这一时间段这一地区百草枯中毒患者的总体严

重程度较轻，救治的成功率也相对较高。如果仅以救治的成

功率来评价救治水平的高低恐有失偏颇。只有用统一的客观

标准才能对病情做出精准的判断，从而对各种治疗方法进行

比较。

百草枯在碱性环境中与连二亚硫酸钠生成蓝色基团而

使溶液呈蓝色，且对 396 nm 处的光波有最大吸光度。在化学

分析时常用这一特性测定溶液中的百草枯浓度。上述方法测

定尿中百草枯浓度在临床上也得到了广泛应用［6-7］，其特异性

很高。但尿中百草枯浓度受多种因素的干扰，影响了对病情

评估的准确性［8-10］。另外，尿标本也不像血标本一样随时可以

获取。因此临床上仍以血中百草枯浓度作为评估百草枯中毒

的重要客观指标［11］。如前所述，目前检测血中百草枯的常用

方法有气质联用法［2］、高效液相色谱法［12］等，这些方法所需设

备昂贵、检测费用较高、操作复杂、结果延迟，限制了临床广

泛的使用。近年来人们在探索一种简单实用的方法。Koo 等［13］

用连二亚硫酸钠显色法对血标本显色，来评估患者的预后，

结果显示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它只是一种肉眼观察的定性检

验方法，不能满足临床定量评估的要求。李恒等［6］也曾报道用

连二亚硫酸钠判断百草枯中毒的程度和预后。虽然文中没有

详细描述实验的方法，但就实验所需的 5 mL 血清标本来说

临床上将受到一定限制：首先血清标本的制备周期较长，不

符合急诊检测的要求；其次所需血量较大，患者难以接受。

本实验在上述方法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第一，用血浆

作为检测标本，缩短了检测时间。第二，用等量的碳酸钠 - 碳

酸氢钠溶液稀释标本，既能碱化标本，又能使标本中的蛋白

析出，经离心后可以去除这些蛋白絮状物。这样在加入连二

亚硫酸钠后就可以生成均质的蓝色溶液，从而使分光光度计

比色成为可能。第三，以前有人以氢氧化钠来碱化溶液［6］。氢

氧化钠为强碱，对操作人员有潜在危险。用碳酸钠 - 碳酸氢

钠代替氢氧化钠避免了这种危险。

本方法直接用比色增量（J 值）作为计量单位，省略了换

算成百草枯质量浓度的过程，简化了实验方法。从上述临床

结果看，J 值在健康者与患者之间有着显著不同，可以为诊断

提供有力证据；在百草枯中毒生存者与死亡者之间 J 值存在

明显的统计学差异，可以为临床判断预后提供依据；且不同

程度服毒量患者间 J 值也存在明显差异，可以为临床判断病

情提供依据。

总之，本方法较为准确、简单、实用，值得临床推广，尤其

适合广大基层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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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常用的不需要标注中文的缩略语（三）

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载脂蛋白
（neutrophil gelatinsa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

天冬氨酸转氨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
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
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lutathione peroxidase，GSH-Px）
二胺氧化酶（diamine oxidase，DAO）
羟丁酸脱氢酶（hydroxybutyrate dehydrogenase，HBDH）
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
肠脂肪酸结合蛋白（intestinal fatty acid binding protein，IFABP）

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il）
直接胆红素（direct bilirubin，DBil）
间接胆红素（indirect bilirubin，IBil）
N 末端 B 型钠尿肽前体
（N-terminal pro-B-type natriuretic peptide，NT-proBNP）

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
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cysteine-containing aspartate-specific proteases，caspase）

闭合蛋白 5（Claudin-5）
咬合蛋白（Occlu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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