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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毒物优化清除对重度急性有机磷
农药中毒患者疗效的影响

杨胜张冬惠 王绍谦马汤力 葛燕萍付旭晖

(开封市第二人民医院EICu，河南开封475002)

-论著·

【摘要】目的观察胃肠道内毒物优化清除(GPE0)在救治重度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AOPP)患者中的

作用。方法采用回顾性对照研究方法，选择2009年6月至2015年5月河南省开封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重

症加强治疗病房(EIcu)收治的106例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将人选患者按胃肠道干预治疗不同分为

观察组(50例)和对照组(56例)。所有患者均给予了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了加强胃肠道毒

物优化清除，包括留置胃管，72 h内每4 h 1次反复洗胃；每6 h 1次给予药用活性炭30 g和温开水100 mL搅

拌成的混悬液鼻饲；生大黄粉10～20 g鼻饲或保留灌肠，疗程均为10 d。比较两组患者胆碱酯酶(chE)活性

恢复50％的时间、阿托品平均用量、中间期综合征发生率、呼吸机使用天数、28 d迟发型多发性神经病发生率、

28 d病死率，总住院时间及总住院费用。结果观察组治疗后胆碱酯酶活性恢复50％时间(h：61．6±12．6比

76．6±15．4)、呼吸机使用天数(d：3．6±2．3比7．8±3．9)、总住院时间(d：18．1±3．9比31．3±4．8)均较对照组缩短，

阿托品用量(mg：418．9±128．8比567．6±161．7)、中间期综合征发生率[20．0％(10／50)比37．5％(21，56)]、迟

发型多发性神经病发生率[14．o％(7，50)比30．4％(17／56)]、28 d病死率[8．o％(4／50)比25．o％(14，56)]、住院

总费用(万元：1．90±0．52比2．80±0．76)均较与对照组明显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O．05或P<0．01)。

结论GPEO救治AOPP患者，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胃肠道内残留毒物再吸收，改善器官功能，提高抢救成功率，

改善预后，也节约了医疗资源。

【关键词】有机磷农药中毒；重度中毒； 胃肠道毒物优化清除；预后； 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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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n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tIlempeutic e如cts of gastrointestiml poison elimination

optimizati蚰(GPE0)fDr saving patiems埘tll severe acute organophosphoms pesticide poisoning(AOPP)． MemDds A

retrospective connDl study was conducted，including 106 patients with seveI℃AOPP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IntensiVe Care unit of tll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Kaifeng City f南m January 2009 to February 2015．

According to the d珊brence in inten，en￡ion method8 0f g鹊trointestinal tract，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50 c酗es)蚰d control gmup(56 eases)．All patients in both gmups were百ven mutine theE叩y，the observation

夸9up硐ditionally w髂西ven sn．ength即GPEO treatment，includiI唱indweⅡg路tmtube，repeated g酗tric lavage 4 hours

once witllin 72 h伽鸺，and nasogastric feeding of medically used activated carbon 30 g dissolved in 100 mL water as a

suspe璐ion nuid，∞ce every 6 hollrs，moreover'n鹊al feeding or ret朗tion—enema 0f raw rhllbarb powder 10—20 g w够

applied，tlle小empeutic course being 10 days．Afler treatment，50％ch01inesteL鹊e activity recovery tilfIle，calcIllation of

曲Ie avemge d∞age of a咖pine used for intoxicated patients，the incidence of inteⅡnediate period syndrome，tIle nul】[1ber

of days for usiIlg mechanical ventilation，tlle incidence of delayed polyneumpathy in 28 days，28-day mortaljty，total

expenses and du枷on for hospitalization were obsen，ed in the two groups．I池lIlts Compared稍th tlle contml gmup，

tIle recovery tirne 0f cholinestemse activity to its 50％(}lours：61．6±12．6 vs．76．6±15．4)，days u8ed for ventilator(days：
3．6土2．3 vs．7．8±3．9)，and the total hospitalization time(days：18．1±3．9 vs．31．3±4．8)were shortened significantly

in observation group，the average dosage of atmpine used(mg：418．9±128．8 vs．567．6±161．7)，lhe incidence of

inteⅡnediate pe五od syndrome【20．0％(10／50)vs．37．5％(21，56)]，and tlIe incidence of delayed polyneur叩athy

[14．0％(7，50)vs．30．4％(17／56)】，the incidenee of 28一day mortality[8．0％(4，50)vs．25．0％(14／56)】，the total cost 0f

hospitalization(w蚰yuan：1．90士O．52 vs．2．80±0．76)were decreased si驴mcanⅡy in observation gmup(P<O．01 or

P<0．05)． C蚰dusion CPEO in tlle treatment of 8evere AOPP patients can minimize the gastmintestinal tract

to absorb toxic residue to a greatest extent，impmve o唱aIl function to increase resuscikItion success缸l mte，impmve

pmgnosis and also save tlle medical resources．

【l【ey words】 0曙蚰ophosphoms pesticide poisoning； Severe poisoning； G踮tmintestinal poison elimination

optimization；Pmgnosis； Clinical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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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磷农药中毒是急诊科常见的急危重症之

一，其发病急、变化迅速、病情凶险，如救治不及时常

危及患者生命。对口服中毒患者及时、反复、彻底清

除胃肠道毒物，最大限度地减少胃肠道内毒物再吸

收，是有机磷农药中毒抢救成功最为关键的环节。

本院采用加强胃肠道毒物优化清除(GPEO)治疗重

度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AOPP)患者，取得了良好

的救治疗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患者入选和排除标准

1．1．1入选标准：依据有机磷农药中毒诊断及分

级标准¨’：①有明确服用农药病史，具有特征性的

大蒜臭味。②患者服毒后出现胆碱能兴奋或危象

临床表现，包括瞳孔缩小、流涎、呕吐、多汗、肌纤维

颤动；重度中毒患者可出现肺水肿、抽搐、昏迷、呼

吸肌麻痹、脑水肿等症状。③中毒程度：胆碱酯酶

(ChE)活性下降到正常参考值50％一70％为轻度中

毒；30％～40％为中度中毒；30％以下为重度中毒。

1．1．2排除标准：①有慢性疾病如脑血管病后遗

症、肾功能不全、严重肝病等终末期患者。②原发

性免疫功能低下或长期免疫抑制剂治疗者，恶性肿

瘤晚期患者。③同时口服其他毒物如百草枯、氯氰

菊酯类药物等患者。④治疗48 h内死亡或出院者。

1．2一般资料：采用回顾性对照研究方法，收集

2009年6月至2015年5月本院急诊重症加强治

疗病房(EIcu)救治的符合重度AOPP诊断标准

的106例患者，其中男性47例，女性59例；年龄

18～65岁，平均(38．6±15．9)岁；均为口服有机磷

农药中毒患者，中毒农药包括甲胺磷、敌敌畏、乐果、

氧乐果、辛硫磷、对硫磷、有机磷混合配剂等。按是

否使用GPE0治疗将人选患者分为观察组50例，对

照组56例。两组患者年龄、服毒至救治时间、胆碱

酯酶(ChE)活性、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

系统Ⅱ(APAcHEⅡ)评分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尸>O．05；表1)，有可比性。

表l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孑±s)

删篇瑟慧嚣，c篙性篙鬻?
观察组 50 37 8±16．8 79．9±25．7 58．1±16 8 20．5±8．1 16．84±4．80

对照组56 38．2±15．6 77．7±27．8 56．8±17．2 19．6±9．0 15．8l±5 30

1．3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取得患者家属知情同意。

1．4治疗方法：所有中毒患者均经过常规治疗，包

括：①人院后立即给予大量温水洗胃彻底清除胃内

容物。②及时给予胆碱酯酶复能剂、抗胆碱药物阿

托品，阿托品化后维持。③常规给予输液、吸氧、导

泄、肠内外营养支持，必要时给予抗菌药物、糖皮质

激素、输血、血管活性药物等治疗；合并呼吸衰竭者

(呼衰)给予呼吸机机械通气。④根据患者病情给

予血液灌流(HP)等血液净化治疗，HP一般3～5 d。

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加GPE0治疗包

括。2一。：①在第一次洗胃彻底清除胃内容物后，

给予留置胃管，72 h内间隔反复洗胃，每4 h 1次，

每次用生理盐水500 mL胃管注入，然后接负压

吸引器抽吸。②给予药用活性炭30 g(内蒙古元

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以温开水100 mL搅拌

成混悬液鼻饲，每隔6 h 1次，疗程10 d。③生大

黄粉lo～20 g(产地为甘肃省，由本院中药房提供，

过80目筛)温开水50～100 mL稀释，每日2～

3次鼻饲；同时给予生大黄粉30 g加温开水200～

300 mL稀释后保留灌肠，每日1～2次，疗程10 d。

为维持每日大便在l 000 mL以上，可重复应用生

大黄粉保留灌肠：

1．5观察指标及方法：记录两组患者chE活性恢

复50％时间、阿托品用量、中间期综合征发生率、呼

吸机使用天数、28 d迟发型多发性神经病发生率和

病死率、总住院费用及总住院时间。

1．6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 17．o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i±s)表示，采

用￡检验与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q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y 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表2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后chE活性恢复

50％时问、呼吸机使用天数、总住院时问均较对照

组明显缩短，阿托品用量、中间期综合征发生率，

28 d迟发型多发性神经病发生率、28 d病死率、总

住院费用均较对照组降低(均尸<o．05)。

3讨论

重度有机磷中毒患者病情极其凶险，毒物对患

者的中枢神经系统、呼吸、循环等系统均有严重的

影响‘5 J；如救治不及时易出现呼吸循环衰竭，并发

中毒性脑病，中毒性心肌病、肝病、肾功能不全、弥散

性血管内凝血(DIc)等，甚至并发多器官功能衰竭

(MOF)而死亡，或后期出现迟发型多发性神经疾病

等严重中毒性神经损伤后遗症。本研究显示，在常

规治疗基础上给予患者加强GPEO，可使重度AOPP

患者救治成功率提高，减少并发症，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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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监测指标比较

。。例数 cl，E活性恢复 阿托品用量 中间期综合征 呼吸机使用 迟发型多发性神经28 d病死率总住院时间总住院费用

⋯“(例)50％时间(h，；±s) (mg，；±s) 发生率[％(例)]天数(d，；±s)病发生率[％(例)][％(例)] (rI，；±s) (万元，；±s)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6P<0．0l

多数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虽经早期彻底洗

胃，在洗胃后24～96 h后仍会出现病情反复，这是

因为患者经一次彻底洗胃后，胃肠道内仍有部分农

药残存，不断吸收入血所致。研究表明，有机磷农药

中毒对胃肠道内毒物含量检测与血浆中农药含量呈

正相关’6‘7 o；口服患者24 h后能否抢救成功与胃肠

道内后续毒物再吸收量密切相关，由于毒物致肠道

黏膜损伤，应激性溃疡，加上大量阿托品应用易出现

中毒性胃肠道麻痹，导致毒物能长时间在胃肠道内

残留，不断吸收人血，故一次性洗胃很难清除毒物。

因此给予GPE0，减缓或阻止毒物吸收是救治有机

磷中毒最为关键环节，特别是口服大量有机磷农药

的重度中毒患者，GPE0能显著提高患者抢救成功

率，防止并发症发生。

王芳等。2 o报道，给予留置胃管72 h反复间隔洗

胃，能提高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抢救成功率，减少并

发症和降低中毒病死率，节约医疗资源。有机磷农

药经消化道吸收后，迅速分布在全身各组织器官，以

肝脏中浓度最高，肌肉和脑最少，主要在肝内进行

生物转化代谢，多数经氧化或其他反应毒性反而增

强‘1 J。如对硫磷通过肝细胞微粒体的氧化酶系统

氧化为对氧磷，后者对ChE的抑制作用要比前者强

300倍，内吸磷氧化后首先形成亚枫，其抑制chE的

作用增强5倍。氧化型有机磷农药经胆汁排人肠道

内，重新吸收入血，形成有机磷毒物的“肝胆一肠道

循环”造成二次中毒，在重度中毒患者更为常见，而

且更加严重，易出现呼吸肌麻痹，是发生中间期综合

征的重要原因之一∞1。

药用活性炭是一种多孔隙结构、内表面积相对

大的颗粒性宽谱吸附剂。4’川，其吸附能力强，不被胃

肠道吸收，无刺激性，无不良反应，能吸附各类药物

与毒物。因此药用活性炭能高效吸附肠道内残留毒

物，减缓或阻止毒物吸收，有效降低毒物血液浓度。

有研究报道，应用药用活性炭胃肠道灌洗可有效吸

附胃肠道残留毒物，阻止胃肠道分泌毒物的再吸收，

明显减少阿托品用药总量，显著缩短住院时间【8 j。

现代药理学分析发现生大黄主要含有两种成

分：蒽醌衍生物苷类(大黄酚、大黄素、大黄酸)、鞣酸

及其相关物质，蒽醌类衍生物能刺激肠道蠕动而导

致泻下，鞣酸有收敛作用及肠道保护作用；大黄在

胃肠道分解成的大黄葱酮和大黄酸葱酮苷可使肠蠕

动增加，明显增加Na+向肠道移动，促使水分滞留肠

腔，从而提高肠内容物的渗透压而发挥导泻作用。9 J。

研究也发现：大黄的主要成分大黄素可升高结肠平

滑肌细胞内Ca2+浓度，促使胃肠道平滑肌的收缩，

增加肠蠕动，泻下通便，及时清除腐败物质，减少内

毒素吸收，维护胃肠屏障功能’10 J。

本研究中给予中毒患者GPEO，即在患者人院

给予大量温水洗胃彻底清除胃内容物后留置胃管，

72 h反复间隔洗胃；应用活性炭鼻饲吸附毒物，有

效清除上消化内有机磷农药；同时联合生大黄粉鼻

饲，并保留灌肠。通过活性炭肠腔吸附，大黄下泻通

便，增加肠蠕动，能显著减少或减缓残留毒物在下消

化道的再吸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ChE活性恢

复到正常参考值50％时间明显缩短于对照组，可能

是与阻断了胃肠道残留毒物吸收形成的“胃肠道一

血液一胃肠道循环”有关；同时在治疗期间不问断

地应用活性炭吸附，生大黄泻下通便，也减轻或阻止

了“肝胆一肠循环”代谢的“氧化型毒物”再吸收，

最终降低了中毒患者的毒物血液浓度。

对于中毒患者应用大量解毒药物是双刃剑，既

有治疗作用又有毒副作用。大量应用阿托品、氯磷

定后可造成患者周围呼吸衰竭死亡；大量应用阿托

品后易出现胃肠道功能不全，并可能造成心动过速，

心力衰竭死亡111|。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在

维持阿托品化基础上，能明显减少阿托品用量，减少

毒副作用，中间期综合征发生率也明显降低，呼吸机

使用天数明显缩短。

朱茄英等‘l3。报道，大黄导泻能彻底清除中毒患

者肠道内残留毒物，避免再吸收，对胃肠黏膜有保护

作用。艾莉¨引研究显示，蒙脱石散联合大黄是目前

彻底清除AOPP患者胃肠道残留毒物的方法。贾天

友。14 o报道，通过直肠滴人大黄浸出液治疗重度有机

磷农药中毒能改善患者预后。有研究显示，大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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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活血化瘀、改善微循环、清除肠道内细菌及毒素的

作用，且能增加肠蠕动，泻下通便，促进新陈代谢，保

护肠黏膜，还能拮抗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降

低血中肿瘤坏死因子浓度及其基因表达¨扣181。应

用生大黄在及时清除胃肠道有机磷农药残留毒物的

同时，也能清除腐败物质，减少内毒素吸收，加强胃

肠屏障功能保护，防止胃肠道功能衰竭，阻断多器官

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的发生，减少并发症，使中

毒患者救治成功率提高¨5。1 6I。本研究中患者治疗

28 d后，观察组迟发型多发性神经病的发生率、病

死率均低于对照组，患者总住院费用较对照组明显

减少，总住院时间也明显短于对照组。

综上所述，通过GPEO可阻断重度AOPP患者

胃肠道残留毒物及代谢毒物重吸收，最终可使血液

毒物浓度下降，改善器官功能，减少并发症，提高抢

救成功率，显著降低中毒患者病死率；同时改善了

预后，也使患者总住院时间缩短，总住院费用明显下

降，节约了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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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计量单位及数字的要求

-读者-作者-编者-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执行GB 3100／3101，3102—1993《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所有部分)量和单位》的有关规定，具体执行可参照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编写的《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第3版(人民

军医出版社2001年出版)。量的名称应根据GB 3102．8—1993《物理化学和分子物理学的量和单位》规定使用，如分子量应为

相对分子质量。计量单位使用正体。注意单位名称与单位符号不可混用，如：ng·kFl·天。应改为ng·k手1·d_1；组合单位符

号中表示相除的斜线多于l条时应采用负数幂的形式表示，如：n∥kg，min应采用ng·kg一·min一的形式；组合单位中斜线和

负数幂亦不可混用，如前例不宜采用ng／l【g·min。1的形式。在叙述中应先列出法定计量单位数值，括号内写旧制单位数值；如

果同一计量单位反复出现，可在首次出现时注出法定与旧制单位换算系数，然后只列法定计量单位数值。参量及其公差均需

附单位，当参量与其公差的单位相同时，单位可只写1次，即加圆括号将数值组合，置共同单位符号于全部数值之后。例如：

“75．4 n∥L±18．2 n∥L’’可以表示为“(75．4±18．2)n∥L”。量的符号一律用斜体字，如吸光度(旧称光密度)的符号“A”。根据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卫生部联合发出的质技监局量函[1998]126号文件《关于血压计量单位使用规定的补充通知》，凡是

涉及人体及动物体内的压力测定，可以使用mmHg或cmH：0为计量单位，但首次出现时应注明mmHg或cmH：0与kPa的换

算系数(1 mmHg=0．133 kPa，1 cmH20=o．098 kPa)。

对于数字的表示，本刊执行GB厂I’15835—2001《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计数、计

量均用阿拉伯数字。百分数的范围和偏差，前一个数字的百分符号不能省略，例如：5％一95％不能写成5～95％，(50．2±0．6)％

不能写成50．2±0．6％。附带尺寸单位的数值相乘，按下列方式书写：4 cm×3 cm×5 cm，不能写成4×3×5 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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