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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头碱是乌头类植物的主要毒性成分，有剧毒，成人口

服 200 μg 即可导致中毒，3 000～5 000 μg 即可致死，其主要

机制除兴奋性氨基酸与抑制性氨基酸失衡造成脑损伤［1］外，

还可通过兴奋迷走神经引起各种恶性心律失常等［2］。目前

对于乌头碱中毒尚缺乏特异性有效解毒药物及治疗方法。

血液净化不仅可以快速清除体内有毒物质，还能纠正及维持

内环境稳定等。2016 年 6 月本科收治 1 例乌头碱中毒致心

搏骤停患者，现将治疗经过及救治体会报告如下。

1 病例资料

  患者男性，48 岁，因全身麻木伴乏力 10 h、进行性加重

2 h 入本院急诊科。患者 10 h 前口服草乌酒后出现全身麻

木、乏力、胸闷、心悸，伴大汗淋漓，并出现呕吐，呕吐物为

胃内容物，立即于当地医院就诊并给予洗胃等处理（具体治

疗经过不详）；2 h 前上述症状进行性加重，考虑患者病情危

重转入本院急诊科。查体：体温 37 ℃，心率 172 次 /min，血

压 88/48 mmHg（1 mmHg＝0.133 kPa），呼吸频率 18 次 /min； 

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3 mm，对光反射迟钝；颈软，双

唇稍发绀；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明显干湿啰音；心律不

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腹部平软，上腹部轻微压痛；

四肢肌肉无萎缩，无肌张力增高或减弱，肌力 3～4 级，病

理征阴性。既往有类风湿关节炎病史，长期服用中药治疗 

（具体药物和剂量不详），未见上述症状；否认食物、药物过

敏史，否认精神病及家族遗传病史。心电图提示多形性室性

心动过速（室速）伴房室传导阻滞（图 1）；血常规：白细胞

计数（WBC）14.14×109/L，中性粒细胞（NEUT）0.82，红细胞

计数（RBC）4.19×1012/L，血红蛋白（Hb）135 g/L，血小板计

数（PLT）158×109/L；心肌酶谱：肌酸激酶（CK）892 U/L，肌

酸激酶同工酶（CK-MB）109 U/L，乳酸脱氢酶（LDH）783 U/L； 

肾功能：血肌酐（SCr）409 μmol/L，尿素氮（BUN）15.5 mmol/L。 

考虑患者病情危重，立即转入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

  入 ICU 后立即予以心电监护、吸氧、去甲肾上腺素静脉

滴注（静滴）维持正常血压，并使用利多卡因控制室速；给予

营养心肌的药物。入 ICU 后约 30 min，患者突发心搏骤停 

（距发病约 13 h），血压下降，意识丧失，立即予以胸外心脏按

压，并行 200 J 电除颤后恢复窦性心律（持续约 3 min），但心

电图提示仍为多形性室速伴房室传导阻滞。继续治疗，恢复

自主心律后患者血压恢复正常，意识恢复。反复确认患者

为口服草乌中毒所致，予以 25% 硫酸镁导泻，由于患者中毒

时间较长，且在当地医院已进行洗胃治疗，故入本院时未再

进行洗胃，而是立即建立了血液净化通道，予以床旁血液灌

流（HP）联合连续性静脉 - 静脉血液滤过（CVVH）治疗，治

疗期间患者生命体征未见明显波动，去甲肾上腺素逐渐减量

至停用。24 h 后停止血液净化，患者生命体征相对平稳，复

查心电图示加速性交界性逸搏心律，房性期前收缩（早搏） 

（图 2）；心肌酶谱及肾功能指标数值较前明显下降。患者治

疗 5 d 后痊愈出院，出院前心电图提示心电轴左偏（图 3）；

心肌酶谱及肾功能指标数值已恢复正常。随访 1 个月未出

现后遗症及并发症。

图 1  48 岁男性乌头碱中毒致心搏骤停患者入院时心电图

提示多形性室性心动过速伴房室传导阻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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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 论

  草乌、川乌等属毛茛科植物，其有毒成分为乌头碱，微

溶于水，易溶于乙醇等有机溶剂，民间炮制的药酒中常含有

较高浓度的乌头碱，饮用后经消化道吸收导致中毒，临床表

现以循环系统及神经系统症状为主，其次为消化系统症状；

主要表现为口周、舌及肢体麻木、全身乏力、胸闷、心悸、恶

心、呕吐、腹痛等；重度乌头碱中毒可表现为恶性心律失常

〔以心室纤颤（室颤）多见〕、休克、呼吸抑制及昏迷等。急

性乌头碱中毒的主要机制为乌头碱强烈兴奋迷走神经，使

神经末梢释放乙酰胆碱作用于心脏，抑制窦房结，从而增加

心肌内异位起搏点兴奋性，使心肌传导与不应期不一致，心

肌复极不同步，最终造成各种心律失常，以室性心律失常多

见［2］。乌头碱中毒死亡原因大多为因其心脏毒性而导致的

恶性心律失常，包括多形性室速、房室传导阻滞、室颤、心

房扑动、尖端扭转型室速等［3］。大量临床经验总结得出，抢

救乌头碱中毒的关键是在维持患者生命体征平稳的同时快

速清除体内毒素，如尽早催吐、洗胃、灌肠、利尿等［4］，但对

于服毒剂量大、中毒时间长、毒素已吸收的患者临床疗效不 

佳［5］，而血液净化技术就成为抢救治疗的关键［6］。

  HP 是目前临床上抢救中毒常用的有效方法之一，血液

灌流器根据吸附剂的不同分为活性炭灌流器和树脂灌流器，

对血液中的脂溶性中、大分子物质（相对分子质量大于 300）

具有较强的吸附作用。乌头碱属于双脂型生物碱，具有强烈

的亲脂性，且相对分子质量为 645.74，与血液中蛋白结合后

可形成更大相对分子质量的物质，利用活性炭灌流器清除，

早期使用效果显著。谢媛等［7］在对症支持、控制心律的基

础上给予 HP 治疗，成功救治 5 例急性乌头碱中毒患者；但

也有研究显示，单纯 HP 不能纠正患者内环境紊乱，也不能

清除中毒致肾功能衰竭患者体内的肌酐，而联合 CVVH 可

以弥补这一点［8］。

  本例患者中毒入院后快速发展为恶性心律失常，并出现

心搏骤停，经积极胸外心脏按压及电除颤等抢救后恢复自主

心律，由于患者中毒时间长，且在外院已进行洗胃处理，故在

维持生命体征平稳的同时，快速建立血液净化通道进行 HP

联合 CVVH 治疗，最终抢救成功，痊愈出院。

  综上，抢救乌头碱中毒的关键是快速纠正患者出现的

各种恶性心律失常以及快速清除体内毒素，并维持内环境平

衡；在中毒早期积极予以催吐、洗胃、导泻等措施可大大提

高患者抢救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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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48 岁男性乌头碱中毒致心搏骤停患者经血液灌流联

合连续性静脉 - 静脉血液滤过治疗 24 h 后心电图提示加

速性交界性逸搏心律，T 波改变，房性期前收缩（早搏）　　

图 3　48 岁男性乌头碱中毒致心搏骤停患者治疗 5 d（出院

前）心电图提示心电轴左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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