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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毒鼠强中毒 46例的治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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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鼠强(tetramine，TEM)化学名为 

四亚甲基二砜四胺，是有机氮化合物，属 

神经毒性高效杀鼠剂，其毒性是氰化钾 

的 100倍。我们采用硫喷妥钠、二巯基丙 

磺酸钠及大剂量维生索 B 、维生素 C联 

合治疗的方法治疗毒鼠强中毒 ，取得较 

为满意的效果，现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 46例，成人 43例 ， 

儿童 3例 ；男性 31例，女性 15例；年龄 

13～49岁，平均 3O岁。中毒至就诊时间 

3～48 h。皮肤接触中毒者 6例，余为口 

服中毒，均为散发中毒。所有患者均表现 

有不同程度的四肢及躯干抽搐 ，均无重 

要器官功能严重损害，均为确诊病例。 

1．2 治疗方法：所有患者入院后立即使 

用硫喷妥钠控制抽搐 ，皮肤接触者给予 

彻底清洗皮肤，口服者给温盐水反复洗 

胃，更换衣物。预防感染，维持生命体征 

及内环境稳定，保护重要脏器，营养支持 

及 1～3 d的脱水或利尿等基础治疗。 

硫喷妥钠 0．5～1．0 g加入质量分 

数为 5％的葡萄糖或 0．9％氯化钠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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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500 ml中，3～8 mg／min静 脉滴 

注，抽搐 控制后以 2～5 mg／min持续 ， 

然后根据病情逐渐减量，一般每 日用量 

不超过 4 g。二巯基丙磺酸钠首剂 0．5～ 

1．0 g，以后 0．25～0．50 g，3～8 h 1次 ， 

根据病情逐渐延长给药时间。每 日3～ 

5 g维生素 C和 B 加入液体中滴注。 

1．3 结果 ：所有患者在滴注硫 喷妥钠 

1～5 min内抽搐得到完全控制 ，用药过 

程中无一例出现呼吸抑制，血压、呼吸、 

脉搏及血氧饱和度均恢复正常。二巯基 

丙磺酸钠最大用量达 39．25 g。未见器官 

功能损害。疗程 3～15 d，患者全部治愈 

出院，无死亡病例。 

2 讨 论 

毒鼠强具有强烈的脑干刺激作用， 

可致阵挛性惊厥，这可能是拮抗抑制性 

神经递质 7一氨基 丁酸(GABA)后 ，中枢 

神经系统呈过度兴奋所致，这种作用是 

可逆的。 。而控制抽搐是救治毒鼠强中 

毒的关键。硫喷妥钠是一种快速短效的 

静脉麻醉药，其脂溶性 高，极易透过血一 

脑屏障 ，作 用迅速 ，静脉注射 30 s内即 

发挥作用。这 可能是因为硫喷妥钠与 

GABA结合，降低了GABA从受体的离 

解率 ，并直接激 活受体，增 加 GABA 

与受体的结 合力。 ，从而对抗 了毒鼠强 

对 GABA 的拮抗 作用，恢复 GABA对 

中枢神经系统 的抑制作用从而控制抽 

搐。加用二巯基丙磺酸钠和维 生素 B ， 

可缩短控制抽搐平均时间，明显降低病 

死率 ，不留后遗症“ 。辅以大剂量维生 

素 C，既能解毒、对抗 自由基 ，又能改善 

心血管、肺及肝功能，减轻组织损伤，促 

进组织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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