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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比肠外、肠内营养序贯疗法与全静脉营养（TPN）治疗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伴呼吸衰竭的疗效。方法：回顾性

分析 82例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伴呼吸衰竭患者的临床资料，分为观察组（n=42）与对照组（n=40），观察组予肠外、肠内营养

序贯治疗，对照组予TPN治疗。观察患者治疗前、后血清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淀粉酶（AMS）、前清蛋白（PA）、清蛋

白（ALB）、C-反应蛋白（CRP）水平变化，比较两组并发症发生率、APACHEⅡ评分、胃肠功能评分、机械通气时间和住院时

间。结果：观察组治疗后血清AST、AMS、PA、ALB、CRP水平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P＜0. 05）；腹胀发生率、APACHEⅡ评

分、胃肠功能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0. 05）；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0. 05）。结论：肠外、肠内营养

序贯治疗可有效改善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伴呼吸衰竭患者的营养状况，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促进患者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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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伴呼吸衰竭患者病情危重，

病死率较高。该类患者由于长时间不能正常进食，易

伴随程度不同的营养不良状态，从而影响抢救效果。

全静脉营养（total parenteral nutrition，TPN）是肠外营

养（parenteralnutrition，PN）的种类之一，指的是经深

静脉输注氨基酸、电解质、必需脂肪酸、维生素等高营

养液。与一般静脉营养相比，TPN更能满足患者营养

的需要，但有一定的技术操作难度，需严格执行无菌

要求，否则容易引起多种感染及合并症[1]。近年来，随

着人们对胃肠道结构和功能的认识加深，肠内营养

（enteralnutrition，EN）越来越受到推崇，它是一种通过

胃肠道补充各种营养物质的营养支持方式。EN可直

接经肠吸收利用，具有给药方便、并发症少、费用低等

优点。但对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伴呼吸衰竭患者而

言，由于阿托品的大量使用会对胃肠功能造成一定的

影响，所以早期往往不能耐受EN治疗。为此，本院采

取的决策是由PN向EN逐渐过渡的营养支持治疗，获

得较为满意的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月陕西省榆林市第一医院急诊科收治的 82例重度

有机磷农药中毒伴呼吸衰竭患者的临床资料。病例

纳入标准：（1）有明确的有机磷农药接触史，诊断符合

重度急性有机磷农药中毒诊断标准 [2]；（2）发病 12 h

内入院；（3）有急性呼吸衰竭症状；（4）中毒前身体状

况无明显异常，无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等

疾病。排除标准：（1）APACHEⅡ评分在 10 分以下

者；（2）有胃肠功能衰竭者。所有患者按营养支持方

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 42例，男 16例，

女 26 例；年龄 18～72 岁，平均（41. 6±6. 5）岁；乐果

中毒 19例，敌敌畏 19例，其它 4例；服毒量（109. 5±

13. 6）mL；中毒至入院时间（3. 8±1. 4）h，至呼吸衰竭

时间（18. 3±5. 1）h。对照组 40例，男 13例，女 27例；

年龄 19～69岁，平均（39. 6±7. 4）岁；乐果中毒 14例，

敌敌畏 17例，其它 9例；服毒量（107. 2±10. 6）mL；中

毒至入院时间（2. 9±1. 2）h，至呼吸衰竭时间（16. 9±

6. 2）h。两组资料基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 方法 两组均予常规的急救预案，即迅速评估

病情，及时清除毒物，减少毒物吸收；迅速开通静脉通

道，大量补液利尿，使用适量特效解毒剂、解磷定、阿

托品并达阿托品化；经鼻插胃管，充分洗胃、导泻；放

宽呼吸机使用指征，建立人工气道行呼吸机械通气治

疗；密切观察病情，维持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保护

心肌、肝脏，预防并发症等。

对照组采用TPN单独治疗，入院后24 h即开始采

取 TPN，配制方案：25%葡萄糖、20%脂肪乳，糖与脂

肪的比例为 2∶1；7%必需氨基酸溶液、支链氨基酸溶

液；以糖与胰岛素的比例为 8∶1加入常规胰岛素；维

生素、微量元素适量；按出入平衡予以水、电解质。通

过锁骨下静脉或上、下腔静脉双腔导管缓慢输注，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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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与氮的比例提供氮量，热量与氮的比例约为120∶1，

直到胃肠功能恢复。酌情输注新鲜血浆和白蛋白，肝

功能损害者提高支链氨基酸的比例，肾功能损害者提

高必需氨基酸的比例。

观察组采用肠外、肠内序贯治疗，入院后 24 h同

对照组一样采取TPN，洗胃后 24 h胃肠功能有所恢复

后开始用EN联合TPN，间歇滴入力全平，待至患者病

情完全稳定则可采取全EN至可口服饮食。EN的途

径为在X线下用优质硅胶管行鼻胃插管至空肠上段，

营养液经营养管滴入，控制滴速在25～100 mL/h。

1. 3 观察指标 治疗前及治疗后 2周抽空腹静脉血

3 mL，检测血清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淀粉酶

（AMS）、前清蛋白（PA）、清蛋白（ALB）、C-反应蛋白

（CRP）。采用APACHEⅡ评分 [3]判断病情严重程度。

采用胃肠功能障碍评分标准[4]判断胃肠功能：肠鸣音

及排便正常为 0分；肠鸣音减弱，腹胀为 1分；肠鸣音

微弱甚至消失，腹胀严重为2分；麻痹性肠梗阻为3分。

记录并发症、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8. 0统计软件分析处

理数据，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

较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

示，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以P＜0. 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 果

2. 1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AST、AMS、PA、ALB、CRP

水平变化 治疗前，两组血清 AST、AMS、PA、ALB、

CRP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 05）；

治疗后，两组 AST、ALB、PA、CRP 均明显改善，观察

组改善情况明显优于对照组（P＜0. 05），见表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AST、AMS、PA、ALB水平变化（x ± s）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 05；与对照组比较，#P＜0. 05。

2. 2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治疗期间，观察组

腹胀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 05），两组腹泻、反

流、消化道出血、死亡等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 05），见表2。

表2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n（%）]

2.3 两组APACHEⅡ评分、胃肠功能评分、机械通气

时间、住院时间比较 两组治疗前APACHEⅡ评分、

胃肠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治

疗后观察组以上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 P＜

0. 05），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P＜

0. 05），见表3。

表3 两组APACHEⅡ评分、胃肠功能评分、机械通气时间、住院时间比较（x ± s）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 05；与对照组比较，#P＜0. 05。

3 讨 论

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胃内毒物量重，病情进

展快，可在短时间内出现呼吸衰竭情况，病情凶险，病

死率较高（有报道显示为47. 6%[5]）。这类患者早期机

体呈高分解状态，对外界葡萄糖的利用低下，伴营养

不良的问题比较普遍，机体的免疫功能减低，易感性

增加。因此，中毒后早期（24 h）营养支持治疗显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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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关键。有研究显示，长时间行机械通气的危重患

者存在明显的应激反应，而总体蛋白合成率会降低

33. 3%左右，以及各种酶合成障碍，处于负氮平衡状

态，同时，营养不良会导致呼吸机的张力、收缩力减

弱，容易出现呼吸肌疲劳，而恰当的营养治疗有助于

调节氮平衡，保护脏器功能，进而促进患者尽早脱机，

缩短病程[6]。

胃肠道不仅仅是一个消化吸收器官，而且也是重

要的免疫器官，作为一种更符合生理要求的营养支持

方法，EN能够避免对肠黏膜结构和屏障功能的破坏，

但对于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患者来说，由于受多种因

素的影响，早期并不适合一开始就采取EN治疗，这样

不仅胃肠道的吸收差，反倒还会增加机体的负担，故

主张采取 TPN 支持来补充机体的组织蛋白，以提高

机体免疫力。然而 TPN 并不适宜长时间使用，否则

可能会对肠内的内分泌型 IgA、肠黏膜细胞、绒毛及

肠蠕动等造成明显的影响，即引起所谓的肠源性饥饿

综合征；并进一步会使肠黏膜屏障功能破坏，发生肠

道菌群或内毒素易位，从而增加肠源性感染的风险，

继而诱发多脏器功能衰竭的发生[7-8]。因此，近年来推

崇先TPN、后EN的序贯治疗。

洗胃后 24 h，患者的肠功能逐步恢复，肠鸣音增

强，腹胀减轻，肛门排气或排便后，即可用 EN 联合

TPN，并逐渐以EN为主导，在满足机体营养需求的同

时还有利于维护机体的稳态，减轻因有机磷农药中毒

导致的肝细胞肿胀、肝细胞膜小灶性溶解、线粒体损

伤及细胞核肿胀、溶解，并能促进肠蠕动功能的恢复，

促进体内毒性物质排出，从而改善肝—肠循环，防止

因反跳或“中间综合征”造成再次呼吸抑制[9]。动物实

验表明，含氨基酸、游离氨基酸、肽类等 3种不同形式

氮源的EN制剂能够改善小肠蠕动功能，促进营养物

质消化吸收，使生理功能保持正常 [10]。经鼻肠管 EN

的营养液不会接触到食管、胃、十二指肠的黏膜，营养

成分可直接供给肠黏膜细胞，而且肝脏会吸取营养因

子，能促进门静脉系统血液循环，增加胃肠道激素分

泌，改善肠蠕动功能，同时还能避免肠道细菌易位，降

低胃肠道并发症。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观察组

的有关生化指标和营养指标改善情况更明显，

APACHEⅡ评分、胃肠功能评分明显降低，腹胀发生

率更低（P＜0. 05）。分析原因可能为：PN与EN序贯

治疗有利于恢复患者胃肠功能，降低胃肠并发症，降

低CRP水平，减少消耗，从而改善 PA等营养指标，增

强机体免疫能力，促进患者早期脱机和康复。

综上所述，PN、EN 序贯治疗可有效改善重度有

机磷农药中毒伴呼吸衰竭患者的营养状况，降低并发

症发生率，有助于患者康复出院。在PN与EN序贯治

疗中应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决定营养供应，适时地将

PN向EN过渡，尽量缩短PN时间，以免增加患者的额

外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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