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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5 例致命性地芬尼多中毒病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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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分析5例致命性地芬尼多（眩晕停）中毒病例，为临床急救提供实践数据和经验。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10 月北京朝阳中西医结合急诊抢救中心急诊科收治的 5 例地芬尼多中
毒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患者的一般资料、临床症状及体征、血气分析、心电图检查结果、治疗经过及转归
等。结果  5 例致命性地芬尼多中毒患者中，男性 2 例，女性 3 例；年龄 20～30 岁，平均 22.4 岁；服药剂量为 
750～6 250 mg，平均 3 580 mg。1例患者的血液毒物检测结果显示其地芬尼多血药浓度为2.4 mg/L，服药剂量为 
750 mg。在 5 例地芬尼多中毒的患者中，2 例入院时已无生命体征且复苏无效，表现为复合性酸中毒（pH 值
分别为 6.48 和 6.71）、高钾血症（血 K+ 分别为 6.5 mmol/L 和 6.5 mmol/L）和高乳酸血症〔血乳酸（Lac）分别为 
25.0 mmol/L 和 29.0 mmol/L〕。3 例患者经积极抢救后存活，患者共同的临床表现为昏迷、代谢性酸中毒（pH 值
分别为 7.11、7.19、6.75）、低钾血症（血 K+ 分别为 3.0、3.0、3.4 mmol/L）和高乳酸血症（Lac 分别为 12.6、11.0，
25.0 mmol/L）；其中 2 例记录到室性心律失常和心脏停搏；3 例患者在救治 24 h 后生命体征趋于稳定。最终 
3 例患者痊愈出院。结论  地芬尼多中毒能引起严重不良反应甚至死亡，且多在中毒后 24 h 内发生，主要临床
表现为昏迷、室性心律失常和内环境紊乱，早期识别和恰当处理是救治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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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5 patients with fatal Diphenidol toxication to provide clinical data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for  clinical  emergency  rescue  of  such  patients.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for  the 
clinical  data  of  5  cases with Diphenidol  toxication  rescued  in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of Beijing Chaoyang  Integrated 
Medicine Emergency Medical Center  from June 2019  to October 2020. The patients' general data, clinical symptoms and 
signs, blood-gas analysis, electrocardiogram results, therapeutic processes and prognosis were recorded.  Results  Among 
the  5  patients  with  fatal  Diphenidol  toxication,  there  were  2 males  and  3  females,  aging  from  20-30  years  old  and  the 
mean age was 22.4  years. The drug  taken overdoses  varied  from 750 mg  to 6 250 mg with  an  average  of  3 580 mg. The 
detection of blood concentration of Diphenidol showed 2.4 mg/L in one case and the administrated overdose was 750 mg. 
Among the 5 patients with fatal Diphenidol toxication, 2 cases had no vital signs on admission and failed in resuscitation, 
manifesting compound acidosis with the pH of 6.48 and 6.71, hyperkalemia (blood K+ of 6.5 mmol/L and 6.5 mmol/L) and 
hyperlactacidemia  [lactic  acid  (Lac)  of  25 mmol/L  and  29 mmol/L]  respectively.  The  other  3  cases  were  recovered  after 
rescue. The commo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 3 survivors were coma, metabolic acidosis with pH of 7.11, 7.19 and 6.75, 
hypokalemia (blood K+ of 3.0, 3.0 and 3.4 mmol/L) and hyperlactacidemia (Lac of 12.6, 11.0 and 25.0 mmol/L), respectively. 
Two survivors with ventricular arrhythmia and cardiac arrest during resuscitation were recorded. All of the 3 survivors were 
revived and their vital signs tended to be stabilized after 24 hours of management. Finally, the 3 patients were cured and disc
harged.  Conclusions  Diphenidol toxication is liable to cause severe adverse reactions and even death, and mostly occurs 
within 24 hours after toxication.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re coma, ventricular arrhythmia and internal environment 
disorders.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proper management are crucial to the patients' successful rescue and survival.

【Key words】  Diphenidol;  Toxication;  Ventricular arrhythmia;  Hypokal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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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芬尼多是第 1 代组胺 H1 受体拮抗剂，具有强大的抗

眩晕、止吐作用，多用于晕动病的预防和治疗。地芬尼多作

为非处方药，很容易获得。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10 月北

京朝阳中西医结合急诊抢救中心急诊科接诊 5 例地芬尼多

中毒患者，其中 3 例抢救成功并最终痊愈，2 例死亡。说明

地芬尼多中毒有较高的死亡风险。本研究对该 5 例中毒病

例进行分析总结，旨在从中获取有益经验，为临床提供参考。

1 病例介绍 

1.1  病例 1（表 1）：患者女性，20 岁。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

服用地芬尼多 3 000 mg（共 120 片）并饮红酒后被发现呼叫

无反应 15 min 入院。入院查体：意识丧失；双侧瞳孔散大

固定，直径约 5.0 mm，对光反射消失；颈动脉搏动消失；无

自主呼吸；四肢湿冷。立即给予胸外心脏按压、气管插管、

呼吸机辅助呼吸、纠酸及血管活性药物，经 1 h 心肺复苏

（CPR）未能恢复自主心律，最终死亡。

1.2  病例 2（表 1）：患者男性，30 岁。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

服用地芬尼多 4 900 mg（共 196 片）并饮红酒 500 mL 致意

识不清 4 h 入院。入院查体：昏迷状态；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GCS）5 分（E1V1M3）；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4.0 mm，

对光反射消失。心率126次/min，律齐，双侧巴宾斯基征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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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电图显示窦性心动过速（图 1）。经急诊抢救后收入重症

监护病房（ICU），给予血液滤过、呼吸支持治疗，5 d 后痊愈

出院。

1.3  病例 3（表 1）：患者女性，20 岁。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

因意识不清伴抽搐 1 h 入院。入院查体：昏迷状态；GCS 评

分 6 分（E1V2M3）；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 4.0 mm，对

光反射迟钝。心率 90 次 /min，律齐，双侧巴宾斯基征阴性。

血液毒物检测：地芬尼多 2.4 mg/L（后证实服用地芬尼多 

750 mg, 约 30 片），患者入院 3 h 后出现室性心律失常，心率、

血压下降，随后出现心室停搏，经 CPR 后很快恢复自主心

律，此后多次发生室性心律失常（图 2），反复进行 CPR，24 h

后患者生命体征逐渐稳定，意识恢复，3 d 后自行出院。

1.4  病例 4（表 1）：患者女性，21 岁。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

因服用地芬尼多 3 000 mg（共 120 片）后意识不清 1 h 入院。

入院查体：意识丧失；双侧瞳孔散大固定，直径约 7.0 mm，

对光反射消失；颈动脉搏动消失；无自主呼吸。立即给予胸

外心脏按压、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纠酸及血管活性

药物，于 30 min 后患者恢复自主心律。心电图显示室性心

动过速（图 3），给予利多卡因、胺碘酮纠正室性心律失常并

给予床旁血滤，于2 d后恢复窦性心律，5 d后拔除气管插管，

7 d 后痊愈出院。

注：心电图显示为窦性心动过速，右束支传导组织，QT 间期延长

图 1 1 例 30 岁男性地芬尼多中毒患者的心电图表现

注：心电图显示为室性心动过速

图 2 1 例 20 岁女性地芬尼多中毒患者的心电图表现

注：心电图显示为室性心动过速

图 3 1 例 21 岁女性地芬尼多中毒患者的心电图表现

表 1 5 例地芬尼多中毒患者的一般资料、服药剂量及急诊就诊时临床指标

例序  性别
年龄
（岁）

服药剂量
（mg）

GCS 评分
（分）

瞳孔直径
（mm）

血压
（mmHg）

心率
（次 /min）

SpO2

（%）
pH 值

Lac
（mmol/L）

PaO2

（mmHg）

病例 1 女性 20 3 000 3 5.0     0 6.48 25.0 118.0
病例 2 男性 30 4 900 5 4.0 141/76 126 90 7.11 12.6   92.3
病例 3 女性 20    750 6 4.0 110/62   90 96 7.19 11.0 239.0
病例 4 女性 21 3 000 3 7.0     89/62 a    120 a    95 a 6.75 25.0 142.0
病例 5 男性 21 6 250 3 5.0     0 6.71 29.0   16.2

例序
PaCO2

（mmHg）
HCO3

-

（mmHg）
BE

（mmol/L）
血 K+

（mmol/L）
血 Na+

（mmol/L）
ALT

（U/L）
AST

（U/L）
SCr

（μmol/L）
BUN

（mmol/L）
WBC

（×109/L）
Hb

（g/L）
住院时间
（d）

预后

病例 1 129.0   9.0 -26.6 6.5 145 222 235   69.3 2.67 血凝未出 血凝未出 死亡
病例 2   38.3 11.6 -16.0 3.0 145   13   18 114.0 7.22 17.11 172 5 存活
病例 3   43.9 15.9 -10.9 3.0 147   10   18   65.0 7.74   7.99 117 3 存活
病例 4   50.5   6.6 -25.1 3.4 145   17   26   72.5 3.54 13.69 132 7 存活
病例 5 125.0 14.8 -19.2 6.5 151   31   36 117.9 6.53 11.49 174 死亡

注：GCS 为格拉斯哥昏迷评分，SpO2 为脉搏血氧饱和度，Lac 为血乳酸，PaO2 为动脉血氧分压，PaCO2 为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HCO3
- 为碳

酸氢根，BE 为剩余碱，K+ 为钾离子，Na+ 为钠离子，ALT 为丙氨酸转氨酶，AST 为天冬氨酸转氨酶，SCr 为血肌酐，BUN 为血尿素氮，WBC 为
白细胞计数，Hb 为血红蛋白；a 代表患者复苏后指标；1 mmHg≈0.133 kPa；空白代表无此项

1.5  病例 5（表 1）：患者男性，21 岁。于 2020 年 10 月 18 日

服用地芬尼多 6 250 mg（共 250 片）后呼吸心跳停止 30 min 

入院。入院查体：意识丧失；双侧瞳孔散大固定，直径约 

5.0 mm，对光反射消失；颈动脉搏动消失；四肢皮肤花斑。

立即给予胸外心脏按压、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纠酸

及血管活性药物，经 1 h CPR 未能恢复自主心律，最终死亡。

2 讨 论 

  地芬尼多主要成分为 α，α- 二苯基 -1- 哌啶丁醇盐酸

盐。除阻滞 H1 受体外，还可抑制毒蕈碱和多巴胺受体，抑

制心肌细胞 K+ 外流，使 QT 间期延长。同时，抑制希 - 普氏

纤维 Na+ 快速通道，减缓心肌细胞除极，导致 QRS 波增宽和

束支传导阻滞［1］。研究表明，地芬尼多有抑制炎症反应和呼

吸道分泌的作用［2］。通过解除血管痉挛，增加椎基底动脉血

流量［3］，调节前庭神经系统功能，阻断前庭神经末梢传出的

冲动，抑制呕吐中枢和（或）延脑催吐化学感受区，从而发挥

抗眩晕及镇吐的作用［4］。该药为脂溶性，体内分布容积大，

摄入后约2～3 h血浆药物浓度达峰值，药物半衰期约4 h ［5］，

组织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心、肝、脾、肺、肾、脑及肌肉，90%



·  218  ·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21 年 4 月第 28 卷第 2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April   2021，Vol.28，No.2 

以上以原形经肾脏排出［6-7］。地芬尼多中毒相关文献极为

少见，国内外共报道 20 余篇（包括法医报道 6 篇），且以个案

居多。主要见于小儿误服和成人自杀事件，据现有资料，服

用地芬尼多自杀事件中以年轻女性居多［8］。

  本院急诊救治的 5 例地芬尼多中毒患者中，女性 3 例，

男性 2 例；年龄 20～30 岁，平均 22.4 岁；均为自杀服药。服

药剂量为750～6 250 mg，平均3 580 mg。除 1例服药750 mg 

外，其余均在 3 000 mg 以上。2 例死亡患者在送达医院时

已无生命迹象，服药剂量分别为 3 000 mg 和 6 250 mg，平均 

4 625 mg。最终存活的 3 例患者平均服药剂量为 2 883 mg，

提示死亡预后与服药剂量呈正相关。Radovanovic 等［9］发

现，摄入地芬尼多超过 3 000 mg 即可引起心电异常，这可能

与地芬尼多的奎尼丁样作用致 QT 间期延长有关。一项实

验室研究也证实，地芬尼多可致室性心律失常［10］。本研究

3 例存活患者中 1 例入院时没有生命体征，经复苏后恢复自

主心律；1 例在急诊救治期间出现心搏骤停。服药剂量分别

为 3 000 mg 和 750 mg。这 2 例患者在急诊时均记录到了室

性心律失常。我们推测，这可能是主要致死原因。摄入地芬

尼多超过 1 000 mg 可能出现幻觉和精神异常，超过 1 500 mg

即可导致意识障碍、抽搐和昏迷［9］，本报道中的所有患者在

入院时均为昏迷状态，其中 1 例服药量仅为 750 mg，即出现

癫痫发作及室性心律失常和心脏停搏，我们考虑可能个体对

药物存在敏感性差异。3 例存活的患者均存在严重的高乳

酸血症、代谢性酸中毒和低钾血症。乳酸是反映细胞水平

氧代谢的重要指标，同时也反映了微循环状态，乳酸水平升

高往往与组织细胞缺氧和灌注不足有关［11］。由于明显升高

的乳酸水平与循环状态及缺氧程度不成比例，高乳酸血症除

与循环障碍有关外，药物是否也影响乳酸的代谢目前尚无资

料证实，故不能排除此种情况。低钾血症或与药物抑制细胞

膜钾通道有关，国内的一项研究也观察到了相似的结果［12］。

中毒后出现的严重并发症，如心搏骤停、室性心律失常、休

克、癫痫持续状态等多出现在服药后 24 h 内［13-14］，由于该药

物的半衰期是 4 h，理论上 5 个半衰期后体内药物基本排出，

死亡风险降低。我们救治成功的病例均在 24 h 后病情趋于

平稳，意识恢复，并最终痊愈。

  地芬尼多目前尚无特效解毒药，治疗措施包括洗胃、循

环和呼吸支持、补液利尿促进体内药物排泄、纠正水和电解

质及酸碱失衡、治疗心律失常、抽搐或癫痫发作时使用苯二

氮卓类药物镇静。国内一项针对急性重度百草枯中毒的研

究表明，给予大量补液和强化利尿的“水化疗法”可大幅提

高百草枯中毒患者的治愈率［15］。本组病例中亦有采用，我

们认为“水化疗法”同样适用于大剂量地芬尼多中毒患者。

另有国外报道静脉输注脂肪乳可减少地芬尼多过量引起的

并发症［16］，改善预后。但其效果存在争议，本组病例均未采

用。透析和血液净化并不能有效清除体内残余药物成分，只

在需要肾脏替代治疗时采用［2］。

3 结 论 

  地芬尼多过量可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一次摄入超过 

750 mg 即存在死亡风险，主要死亡原因为恶性心律失常。

严重中毒的临床表现包括意识障碍、代谢性酸中毒、高乳酸

血症和休克。地芬尼多过量的治疗除常规中毒处理外，还应

关注生命支持和对症处理，其最初的 24 h 是死亡高风险期，

因此早期的识别和恰当的管理是救治成功的关键。服用地

芬尼多自杀人群主要为青年，原因尚不清楚，我们救治的患

者平均服药剂量多达百片以上，说明药物容易获取，限制单

次购买量，增加药物收集难度，或许是一种简单的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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