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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持续血液灌流（HP）对敌草快（DQ）中毒患者可溶性 CD14 亚型（sCD14-st）和中性粒

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水平的影响及其意义。方法  选择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哈励逊国际和平

医院急救医学部 2018 年 5 月至 2021 年 8 月收入院的急性 DQ 中毒患者 86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间断 HP

组（40 例）和持续 HP 组（46 例）。所有患者入院后均给予基础治疗，24 h 内均给予持续静脉 - 静脉血液滤过

（CVVH）治疗；间断 HP 组在此基础上于 2 h 内行 HP 治疗，每次持续 2 h，8 h 1 次，连续 3 次；持续 HP 组在此

基础上行持续 HP 治疗，直至尿液中无 DQ 成分。所有患者均在治疗前及治疗 3、12、24 h 及 2、3、5、7 d 检测血

清 NGAL 水平，同时在治疗前及治疗 24 h、3 d、7 d 检测血清 sCD14-st、血乳酸（Lac）、动脉血氧分压（PaO2）、血

肌酐（SCr）、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和白细胞介素 -18（IL-18）水平。绘制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分析两组

患者 28 d 生存结局。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NGAL、sCD14-st、Lac、PaO2、SCr、CK-MB 及 IL-18 水平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随治疗时间延长，间断 HP 组患者血清 NGAL、sCD14-st、Lac、SCr、CK-MB 和 IL-18 水平

均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血清 NGAL、sCD14-st、CK-MB 和 IL-18 水平均于治疗 24 h 时达峰值，Lac 和 SCr 水平

均于治疗3 d时达峰值，且持续HP组治疗各时间点上述指标水平均明显低于间断HP组〔治疗24 h：NGAL（μg/L）
为 345.90±30.75 比 404.24±38.79，sCD14-st（ng/L）为 1 941.88±298.02 比 2 656.35±347.93，CK-MB（U/L）为

30.67±9.11 比 43.28±8.06，IL-18（ng/L）为 139.49±16.29 比 177.98±27.85；治疗 3 d：Lac（mmol/L）为 2.98±0.26

比 3.72±0.49，SCr（μmol/L）为 125.01±24.24 比 156.74±28.88；均 P＜0.05〕；但两组间治疗各时间点 PaO2 水

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Kaplan-Meier 生存曲线显示，持续 HP 组患者 28 d 病死率明显低于间断 HP 组

〔26.09%（12/46）比 52.50%（21/40）；Log-Rank 检验：χ2＝7.288，P＝0.007〕。结论  持续 HP 治疗能有效降低

DQ 中毒患者的血清 sCD14-st 和 NGAL 水平及 28 d 病死率，疗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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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18；  持续静脉 - 静脉血液滤过；  血液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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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ntinuous hemoperfusion (HP) on the levels of soluble CD14 
isoform  (sCD14-st)  and 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  (NGAL) on patients with diquat  (DQ) poison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Methods  A total of 86 patients with acute DQ poisoning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edicine, Harrison International Peac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May 2018 to August 2021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into the intermittent HP group (40 cases) and the continuous HP group (46 cases)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All patients  received basic  treatment and 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 
(CVVH) within 24 hours after admission. On this basis, the intermittent HP group received HP treatment within 2 hours, 
lasting 2 hours each time for every 8 hours, 3 times in all; the continuous HP group received continued HP treatment until 
there was no DQ component in urine samples. Serum NGAL levels were detected in all patients before treatment and at 
3 hours, 12 hours, 24 hours, 2 days, 3 days, 5 days, and 7 days after treatment. At the same time, serum sCD14-st, blood 
lactate (Lac), 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PaO2), serum creatinine (SCr), MB isoenzyme of creatine kinase (CK-MB)  
and  interleukin-18  (IL-18)  levels were detected before  treatment and at 24 hours, 3 days, and 7 days after  treatment.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was drawn to analyze  the 28-day survival of patients.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rum NGAL,  sCD14-st,  Lac,  PaO2,  SCr,  CK-MB  and  IL-18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treatment,  the serum  levels of NGAL, sCD14-st, Lac, SCr, CK-MB and  IL-18  in  the 
intermittent  HP  group  increased  at  first  and  then  decreased.  Serum  levels  of  NGAL,  sCD14-st,  CK-MB  and  IL-18 
reached their peaks at 24 hours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Lac and SCr levels reached their peaks at 3 days aft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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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ddition,  the  levels of  the above indexes at each time point  in  the continuous HP group were al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intermittent HP group [after 24 hours of treatment: NGAL (μg/L) was 345.90±30.75 vs. 404.24±38.79, 
sCD14-st  (ng/L)  was  1 941.88±298.02  vs.  2 656.35±347.93,  CK-MB  (U/L)  was  30.67±9.11  vs.  43.28±8.06,  
IL-18 (ng/L) was 139.49±16.29 vs. 177.98±27.85; 3 days of treatment: Lac (mmol/L) was 2.98±0.26 vs. 3.72±0.49, 
SCr (μmol/L) was 125.01±24.24 vs. 156.74±28.88; all P < 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aO2 
level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 each time point after treatment. The Kaplan-Meier survival curve showed that the 28-day  
mortality of patients in the continuous HP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intermittent HP group [26.09% 
(12/46) vs. 52.50% (21/40); Log-Rank  test: χ2 = 7.288, P = 0.007].  Conclusion  Continuous HP could effectively 
reduce serum sCD14-st, NGAL levels and 28-day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DQ poisoning, with good curative effect.

【Key words】  Acute  diquat  poisoning;  Soluble  CD14  isoform;  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   
Interleukin-18;  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  Hemoper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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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草快（diquat，DQ）是一种作用迅速的联吡啶

类除草剂，其除草效果与百草枯（paraquat，PQ）相

似，随着 DQ 在农业中应用逐渐增多，DQ 中毒将是

继 PQ 中毒后急诊科面临的新挑战。DQ 可以通过

多途径吸收，主要是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皮肤黏膜

接触等途径，肾脏是 DQ 的主要排泄器官，也是受

损伤的主要靶器官，因此早期识别和治疗急性肾损

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成为治疗的关键。有

研究表明，DQ 中毒可能与炎症反应、氧自由基损

伤、氧化 / 抗氧化失衡、细胞的网络激活以及诱导细

胞凋亡等机制相关［1］。可溶性 CD14 亚型（soluble 

CD14 subtype，sCD14-st）是一种新发现的炎症指标，

能诱导巨噬细胞激活并释放炎症因子引发全身炎

症反应［2］；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

（neutrophil gelatinase-associated lipocalin，NGAL）可

由肾小管细胞受到伤害性刺激后产生，是一种新型

的 AKI 早期标志物［3］。本研究旨在探讨持续血液

灌流（haemoperfusion，HP）治疗对急性 DQ 中毒患

者血清 sCD14-st 和 NGAL 水平的影响及意义，现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择河北医科大学附属哈励逊国

际和平医院急救医学部 2018 年 5 月至 2021 年 8 月 

收治的 86 例急性 DQ 中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

中男性 42 例，女性 44 例；年龄 23～56 岁，平均

（39.57±10.43）岁；所有患者均符合《急性敌草快中

毒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4］诊断标准。

1.1.1  纳入标准：① 有明确口服 DQ 农药史；② 入

院后存活时间＞7 d。

1.1.2  排除标准：① 年龄＜18 岁或＞58 岁；② 其

他药物或农药中毒；③ 既往有严重心肺疾病或肝肾

功能损伤、脓毒症、脑梗死、脑出血、代谢性疾病；

④ 服毒至首次血液净化时间＞12 h；⑤ 不同意行血

液净化治疗。

1.1.3  伦理学：入选患者均对本研究目的和治疗

方案知情，且自愿参加。本研究方案符合伦理学相

关要求，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

2019-1-014），患者或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分组及治疗方法：将患者随机分为间断 HP 组

（40 例）和持续 HP 组（46 例）。所有患者入院后均

给予基础治疗，24 h 内均给予持续静脉 - 静脉血液

滤 过（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CVVH）

治疗。间断 HP 组在此基础上于 2 h 内行 HP 治疗，

每次持续 2 h，8 h 1 次，连续 3 次；持续 HP 组在此

基础上行持续 HP 治疗，直至尿液中无 DQ 成分。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于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3、12、

24 h和2、3、5、7 d抽取肘静脉血10 mL，以3 000 r/min 

（离心半径 r＝10 cm）离心 10 min，并将提取的血

清置于 -80 ℃冰箱备用。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血

清 NGAL 浓度，采用化学发光酶联免疫法检测血

清 sCD14-st 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 测 白 细 胞

介素 -18（interleukin-18，IL-18）、肌酸激酶同工酶

（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CK-MB）和血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水平。抽取患者动脉血 1 mL，采用

血气生化分析仪检测血乳酸（lactic acid，Lac）和动

脉血氧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PaO2）

水平。

1.4  统计学处理：应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 检验。绘制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分析两组患者 28 d 生存结

局。检验水准 α＝0.05，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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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表 1）：两组患者的

性别、年龄、服毒剂量、中毒至首次 HP 时间、中毒

至首次洗胃时间、中毒至入院时间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

2.2  两组患者治疗各时间点血清 sCD14-st、Lac、

PaO2、SCr、CK-MB和IL-18水平比较（图1）：治疗前，

两组间血清 sCD14-st、Lac、PaO2、SCr、CK-MB 及

IL-18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 sCD14-st、Lac、SCr、CK-MB

表 1 不同 HP 治疗方式两组急性 DQ 中毒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男性

〔例（%）〕

年龄

（岁，x±s）
服药剂量

（mL，x±s）
中毒至首次 HP 时间

（h，x±s）
中毒至首次洗胃时间

（h，x±s）
中毒至入院时间

（h，x±s）
间断 HP 组 40 21（52.50） 38.68±10.34 29.83±15.76 3.68±0.84 1.72±0.63 2.44±0.33
持续 HP 组 46 24（52.17） 39.35±  9.56 29.35±18.61 3.76±0.88 1.76±0.71 2.46±0.37

χ2/ t 值 0.001 1.953 0.968 1.315 2.203 1.848
P 值 0.976 0.326 0.675 0.874 0.265 0.773

注：HP 为血液灌流，DQ 为敌草快

表 2 不同 HP 治疗方式两组急性 DQ 中毒患者血清 NGAL 水平比较（x±s）

组别
例数

（例）

治疗各时间点血清 NGAL 水平（μg/L）

治疗前 治疗 3 h 治疗 12 h 治疗 24 h 治疗 2 d 治疗 3 d 治疗 5 d 治疗 7 d

间断 HP 组 40 177.75±22.36 246.96±26.38 282.72±32.45 404.24±38.79 390.71±38.57 385.62±34.66 393.68±43.23 381.31±34.68
持续 HP 组 46 175.28±22.35 209.73±24.97 243.75±30.25 345.90±30.75 338.09±36.19 327.53±36.13 336.14±32.43 339.40±34.13

t 值 0.150 4.585 5.836 4.699 6.144 5.016 6.145 5.269
P 值 0.88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注：HP 为血液灌流，DQ 为敌草快，NGAL 为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

和 IL-18 水平均呈先升高后降低趋势，且持续 HP 组

治疗各时间点上述指标水平均明显低于间断 HP 组

（均 P＜0.05）。但两组间治疗各时间点 PaO2 水平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3  两组患者治疗各时间点血清 NGAL 水平比较

（表 2；图 2）：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NGAL 水平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血清 NGAL 水平均逐渐升高，持续至治疗后 24 h，

随后保持稳定，其中持续 HP 组治疗各时间点血清

NGAL 水平均明显低于间断 HP 组（均 P＜0.05）。

注：HP 为血液灌流，DQ 为敌草快，sCD14-st 为可溶性 CD14 亚型，Lac 为血乳酸，PaO2 为动脉血氧分压，SCr 为血肌酐， 
CK-MB 为肌酸激酶同工酶，IL-18 为白细胞介素 -18；与间断 HP 组比较，aP＜0.05；1 mmHg≈0.133 kPa

图 1  不同 HP 治疗方式两组急性 DQ 中毒患者治疗各时间点血清 sCD14-st、Lac、PaO2、SCr、CK-MB 及 IL-18 水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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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两组 28 d 病死率比较（图 3）：Kaplan-Meier

生存曲线显示，持续 HP 组患者 28 d 病死率明显低

于间断 HP 组〔26.09%（12/46）比 52.50%（21/40）；

Log-Rank 检验：χ2＝7.288，P＝0.007〕。

3 讨  论

  DQ 化学名称为 1，1'- 亚乙基 -2，2'- 联吡啶阳

离子或二溴盐，分子式为 C12H10Br2N2，属联吡啶

类除草剂，是第三大灭生性除草剂，人的致死量约为

6～12 g［1］。急性 DQ 中毒是我国常见的急危重症，

病死率高，中毒的机制尚不明确，且无特效解毒药，

DQ 中毒的早期病情评估和治疗成为急诊医务人员

关注的热点。

  有研究报道，DQ 中毒机制复杂，可能与炎症反

应、氧自由基损伤、氧化 / 抗氧化失衡、细胞的网络

激活以及诱导细胞凋亡等相关［1］。DQ 中毒后通过

氧化还原反应产生大量氧自由基，导致炎症反应及

氧化应激甚至细胞死亡，DQ 中毒诱导的炎症反应

可促进血清炎症因子的分泌和表达［1，5］。sCD14-st

为近年来发现的新型炎症指标，一种急性时相反应

标记物［6］，是介导脂多糖发挥病理生理学效应的主

要受体，可诱导巨噬细胞激活并释放炎症因子，从

而引发全身炎症反应［7］。但目前国内外尚未见有

关 sCD14-st 与 DQ 中毒的研究，目前有研究报道，

sCD14-st 是急诊危重症患者早期诊断、病情程度

评估以及预后判断的早期标志物，是脓毒症患者发

生 AKI 及预后评估的预测因子［8］。本研究显示，在

DQ 中毒早期，患者 sCD14-st 水平已高于健康对照

组，治疗后 24 h、3 d、7 d，间断 HP 组 sCD14-st 水平

均明显高于持续 HP 组，因此可通过检测 sCD14-st

水平来判断 DQ 中毒患者病情，并进行早期干预以

降低病死率。因此，我们将 sCD14-st 作为预测急性

DQ 中毒患者治疗效果的观察指标，以期为临床医

师诊治提供指导。

  DQ 口服后可广泛分布至机体各个器官，胃和

小肠是毒物吸收的主要器官［9］，肾脏是 DQ 吸收后

的主要排泄器官，DQ 中毒后主要导致肾脏损伤，而

非肺损伤，目前临床常用非特异性指标 SCr 对 AKI

进行诊断，但 SCr 水平在 AKI 发生 48～72 h，甚至

更长时间才会升高［10］，这对 AKI 的早期诊断是不利

的。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迅速发展，NGAL 作

为 AKI 损伤早期的敏感指标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

但 NGAL 与 DQ 中毒所致 AKI 相关性的研究较少。

NGAL 是中性粒细胞表面表达的分泌性蛋白，发生

AKI 时 NGAL 才被诱导而高表达［11］，是区分 AKI 与

慢性肾功能不全的生物标志物［12］。本研究结果显

示，急性 DQ 中毒患者入院时血清 NGAL 水平升高，

提示 DQ 中毒早期即出现 AKI，且 Lac 和 IL-18 水平

也有所升高；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 NGAL 水平均逐

渐升高，持续至治疗后 24 h，随后保持稳定，其中持

续 HP 组治疗各时间点血清 NGAL 水平均明显低于

间断 HP 组，提示可通过测定 NGAL 水平来指导早

期干预治疗，以期改善患者预后。

  DQ 中毒的治疗以尽早采取措施清除毒物、加

快已吸收毒物的排泄为基础，血液净化可有效清除

血液中的毒物，从而减轻毒物对多器官的损伤，尤

其是 HP，是清除体内毒物的有效手段，可明显降低

血浆 DQ 浓度，且早期 HP 的清除率较高，2～4 h 内

实施者效果较好［13］。CVVH 为持续性肾脏替代疗

法，早期多用于肾衰竭治疗，近几年在系统性炎症、

注：HP 为血液灌流，DQ 为敌草快，NGAL 为中性粒细胞明胶酶 
相关脂质运载蛋白；与间断 HP 组比较，aP＜0.05

图 2  不同 HP 治疗方式两组急性 DQ 中毒患者 
血清 NGAL 水平比较

注：HP 为血液灌流，DQ 为敌草快， 
NGAL 为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

图 3  不同 HP 治疗方式两组急性 DQ 中毒患者 
28 d Kaplan-Meier 生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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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重症胰腺炎等疾病治疗中得到广泛应用，

能有效清除血液中的细胞炎症介质、代谢产物、毒

性物质等，是治疗急性中毒的重要手段［14-15］。本研

究采用 HP 联合 CVVH 清除毒物，取得良好疗效，

同时将 Lac 作为判断患者预后的指标进行动态观

察，结果显示，患者血清 NGAL、sCD14-st、Lac、SCr

及 IL-18 水平在入院时已有所升高，而在治疗后虽

有不同程度升高，但持续 HP 组上述指标水平均明

显低于间断 HP 组，患者 28 d 病死率也明显降低。

本研究中多数 DQ 中毒患者早期合并 AKI，可通过

NGAL、sCD14-st、Lac、SCr、CK-MB 及 IL-18 水平的

变化判断患者器官功能损伤的程度，以早期干预，指

导临床治疗。

  综上所述，DQ 中毒患者的治疗强调早期、综

合、规律、全程治疗，早期给予持续 HP 序贯 CVVH

治疗，能够减轻机体炎症反应，降低血清 NGAL、 

sCD14-st、Lac、SCr、CK-MB 及 IL-18 水平，减轻肾

损伤，降低患者 28 d 病死率，改善患者预后。但因

本研究病例数量有限，仍需大样本量、多中心临床

研究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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