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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血液灌流救治急性百草枯中毒的
疗效观察及护理措施探析

龚洁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江苏  南通  226000）

0　引言

百草枯（PQ）是全球广泛应用的高效有机杂环类除草剂，

在酸性及中性溶液中稳定，遇碱分解，易溶于水。PQ 对人毒

性极强，具有腐蚀性，至今仍无特效解毒剂，血浆致死浓度低，

口服致死量为 1-3 g；PQ 中毒后未及时治疗可能引起机体全

身脏器功能严重受到损伤，患者可因肺脏受累及发生急性呼

吸窘迫综合征，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MODS）而死亡，

且病死率极高 [1]。血液灌流（HP）技术迅速可降低血中的毒

物浓度，再综合其他基础性治疗的原则上，血液灌流可以在

尽量短的时间内，将机体体内的药物或者毒物清除出体外，

快速终止毒物对机体造成影响，明显减轻甚至能够消除中毒

症状表现；有研究报道血液灌流治疗具有效果良好、疗效快、

中毒副作用少、患者病情恢复快等特点 [2]。在临床上目前血

液净化技术作为清除体内毒物的有效措施已广泛应用于百草

枯（PQ）中毒的救治中的有效手段。有关研究表明，血液灌

流治疗能降低 PQ 中毒患者的病死率，有效保护重要脏器功

能，延长生存时间。因此，医务工作者对急性百草枯中毒患

者应早期进行血液灌流等综合措施救治，具有非常重要的临

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于 2018 年 01 月至 2018 年 08 月，因急

性百草枯中毒收住本院我科的 24 例病例，整理所有病例临床

治疗护理等有关资料，进行系统的回顾性分析。其中男 10 例，

女 14 例；年龄在 34-67 岁，平均（48.7±8.1）岁。均经口服

中毒，服毒到就诊时间为 2 小时至 2 天，来院时均有不同程

度的昏迷。所有患者既往均体健，否认心，肺，肝，肾等疾病。

1.2　护理方法。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治疗护理原则，尽

早急性有效的血液灌流治疗，因为治疗时机越早，其更加有

助于患者体内毒物排泄，治疗护理效果越好。而在临床上每

项诊疗操作都是存在着一定风险，因此在进行灌流治疗前，

应当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明确说明诊疗操作利与弊，需要

征得家属同意，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尽早建立体外循环：血液灌流需要在严格无菌操作条件

下进行，选取患者右侧股静脉，进行中心静脉置管处理，并

且置入双腔导管，能够有效地保证血滤管内，有充足血液进行，

置管处理后使用肝素封管，对穿刺部位进行消毒，保持穿刺

点清洁，定期换药护理 [3]。

对中毒患者体温，脉搏，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进行严

密监测；血液灌流治疗中护理注意需要保持患者呼吸道通畅，

并且留意患者血氧饱和度变化情况，若患者血氧饱和度大于

90% 者，给予吸入氧气处理，在患者情况需要的情况下可以

考虑气管插管，进行呼吸机辅助通气；血液灌流开始阶段由

于血容量会下降，导致血压下降，可以减慢血流速度，同时

适当给予生理盐水 200-300 mL 快速静脉滴注，使机体血容

量保持稳定。必要情况下使用升压药物或肾上腺皮质激素，

维持收缩压大于等于 90 mmHg。护理中观察患者是否发生

寒战，应该给予对应处理；最为重要的是血液灌流过程，需

要防止空气进入机体，一旦发生可能会导致空气栓塞，收治

患者死亡，应立即终止灌流 [4]。

严格掌握血液流速，开始血液灌流引血时流速为 80-100 
mL/min，体外循环建立完成后，可逐渐增加血液流速至

180-200 mL/min；保持血流畅通的前提下，严格控制血流速

度，血液灌流血流过慢，可导致患者的血液在体外循环时发

生凝血；血液罐流血流速度过快，则减少血液与活性炭的接

触时间，可影响灌流的效果。

保持血流通畅，百草枯中毒患者多因呼吸窘迫和恐惧心

理而不安、烦躁；同时催吐药物使患者呕吐不止；各种原因

引起患者体位变化，躁动等，可导致穿刺或者输液针等锐器

刺破血管，可能刺破皮肤、血管而引起出血、血肿等。因此，

在血液灌流治疗进行中，护士应严密监测患者血压情况及血

管情况；对于烦躁者给予沟通或适当约束，以保持引血通畅。

护理中注意清洁患者皮肤，去除患者原有衣物，防止毒

物再次皮肤吸收中毒；此外及时给患者进行全身擦浴，全身

皮肤进行清洗，更换干洁衣物等。特别是因服用催吐剂所吐

的呕吐液，要及时处理，杜绝一切含百草枯毒物的物质对患

者再次造成伤害 [5]。

对心功能不全或肺水肿患者，进行护理，当患者表现为

明显心悸、气促、呼吸困难等症状时，应及时给予患者药物

治疗处理，主要措施减少每日液体入量，适当使用利尿、改

善心功能等治疗，及时缓解患者症状。在血液灌流过程中护

理应当注意，有极少数患者可能发生过敏反应，则应当立即

停止灌流治疗，并告知医师及时处理，必要时可以考虑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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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擦身或者物理降温法进行降温。其次，相关护理人员要

给予正确的评估与正确处理，确保整个护理措施更加具有针

对性与预防性，有效降低患儿病情的转移率，促进患儿病情

康复 [4-5]。

从上述情况来看，对患儿采用良好的护理干预能有效避

免患儿在治疗期间出现不良反应，促进康复，从而有效缩短

患儿住院时间，促进伤口愈合。另外，为患儿提供早期预警

护理能让患儿在生理及心理方面得到良好的医疗体验，改善

护患关系，从而提高护理满意度 [6]。

在本次研究中，实验组采用早期预警护理后，患儿疱疹

消退时间、口腔溃疡愈合时间以及住院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

护理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 < 0.05）。由此可证：对小

儿手足口病患儿应用重症早期预警护理能有效缩短其自身的

疱疹消退时间、口腔溃疡愈合时间，缩短患儿住院时间，同

时显著提高临床护理满意度，具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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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20.0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χ 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收治的 24 例患者其中有 3 例患者在入院后 10-30d 死亡，

死 亡 率 为 12.5%（3/24）， 死 亡 原 因 为 MOF； 其 余 21 例

患者在治疗 3-5 天后，消化道症状好转，存活者好转，病例

影像学有肺间质纤维化征象，血氧饱和度正常，血常规，肝

肾功能及心肌酶谱多在 10-20 天后恢复正常，治疗有效率为

87.5%（21/24）。

3　讨论

血液灌流利用活性炭，树脂等毒物吸附剂，吸附血液中

的毒物，从而清除毒物，减少组织器官的损伤；能够有效吸

附血液中游离的百草枯，降低血液中百草枯的浓度，同时还

可清除炎性因子，减轻炎症的级联反应，保护重要脏器的功能，

提高患者的抢救成功率。本次研究结果：24 例患者死亡率为

12.5%（3/24）；治疗有效率为 87.5%（21/24）。依患者具

体情况在经过血液灌流后，精神神志清醒，积极住院治疗时

间为 4-28 天后出院。每位护理人员都应当熟练的掌握血液灌

流的技术，且学习其护理要点，能够积极配合临床医师进行

紧急抢救；同时护理中需要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尽早发

生并发症并积极的处理，尽可能的保护患者生命健康，降低

患者死率。马丽静 [6] 等研究百草枯中毒行血液灌流治疗的护

理，治疗百草枯中毒其病死率 16.5%，对百草枯中毒的患者，

要尽早彻底反复洗胃。能有效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病死率，

为临床救治百草枯中毒提供新的治疗方法。因此，对急性百

草枯中毒患者早期行血液灌流救治以及采取相应的护理干预

措施，能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病死率，延长患者生存时间，

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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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统一化规范，还有效降低了需要营养支持患者的并发症

发生率促进了患者康复，目前营养支持专科小组组建还需继

续完善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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