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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例溴鼠隆中毒的临床分析
吴从明

符祥俊林丽娥姚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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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毒，溴鼠隆；维生紊Ｋ；凝血功能

数（唧）（４．６～１２．Ｏ）×１０９／Ｌ。

长，排泄缓慢。因此，维生素Ｋ１治疗的

代抗凝血灭鼠剂，误服溴鼠隆中毒的病

１．２治疗效果：７例患者均静脉滴注维

疗程要足够‘“，通常需要数月，而且服药

例也在不断增加，但因服用溴鼠隆后短

生素Ｋ１ ３０～８０ ｍｇ／ｄ，输注新鲜冰冻血

剂量越大，需要治疗的时间越长［２］，停药

期内无特殊不适，患者往往不去医院就

浆２００

ｍｌ，３例输注红细胞悬液

过早，易导致病情反复发作。因文献中缺

诊，而发病时通常有严重的内脏出血，皮

２～６ Ｕ。补充维生素Ｋ１后２～４ ｈ活动

乏溴鼠隆药代动力学的资料，维生素Ｋ１

肤大片瘀斑，抢救不及时，患者会因严重

性出血停止，２４ ｈ内ＡＰｌｖｒ和ＩＸ因子活

的使用时间只能根据临床情况灵活掌

出血而死亡。现将本院２００６年１月至

性恢复正常，２～８周ＰＴ恢复正常。其中

握。单纯加大维生素Ｋ１剂量也不能缩

２００９年６月７例溴鼠隆中毒病例的救

２例在停用维生素Ｋ１治疗后２周再次

短ＰＴ恢复正常所需的时间，因为Ⅶ因

治经验报告如下。

出现严重出血，静脉滴注维生素Ｋ１后

１临床资料

出血症状迅速控制。门诊连续半年给予

１．１病例资料：７例患者中男３例，女

维生素Ｋ１肌肉注射，每次１０ ｍｇ，每周

４例，年龄１８～４５岁，服药后７～１４ ｄ发

ｌ～２次。

病。临床表现：大片皮肤瘀斑７例，消化

２讨论

溴鼠隆是目前毒力最强的一种第二

道出血６例，泌尿道出血５例，阴道出血
３例，腹腔出血４例。实验室检查：凝血
酶原时间（ＰＴ）＞６０～９０ ８，活化部分凝
血活酶时间（ＡＰＴＴ）＞１００～１５０ ８。Ⅶ因
子活性正常，Ⅸ因子活性１．５％～６．５％。
血常规：血红蛋白（Ｈｂ）７０～１２０ ｇ／Ｌ，血
小板计数（１８０～４５０）×１０９／Ｌ，白细胞计
ＤＯＩ 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０６０３．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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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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溴鼠隆是一种慢性抗凝血灭鼠剂，
其作用机制为竞争性对抗维生素Ｋ，抑
制肝细胞合成凝血因子Ｉ、Ⅶ、Ⅸ、ｘ。人

子生物半衰期短，血浆中含量少，维生素
Ｋ缺乏时，Ⅶ因子受影响最大。本组７例
患者ＰＴ恢复较ＡＰＴＴ慢，故监测ＰＴ
对维生素Ｋ缺乏至关重要。在ＰＴ恢复
正常后，继续使用维生素Ｋ１肌肉注射
４～８周，再停药较为安全。口服维生索
Ｋ４治疗无效，其原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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