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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血必净联合血液灌流治疗 2 例急性中毒患者临床报道

陈文军  彭云松  闫慧明  魏华娟  多慧玲  张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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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血必净注射液联合血液灌流（HP）治疗急性中毒患者的效果。方法  回顾分析石家
庄市中医院收治的 2 例急性中毒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患者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实验室检查指标、治疗经过及
预后等。结果  病例 1 为急性苯磺酸氨氯地平中毒，因服用过量苯磺酸氨氯地平（200 mg）出现头晕、眼花、乏
力、食欲不振等症状，查体示双下肢轻度指凹性水肿等，初次测量血药浓度为 160 μg/L，入院后迅速给予洗胃和
HP 治疗清除毒素、血必净注射液化瘀解毒、葡萄糖酸钙补充钙剂拮抗、高胰岛素和高糖改善心肌传导、补液升
压维持血液循环，经治疗患者临床症状、炎症指标、凝血指标、苯磺酸氨氯地平血药浓度等指标均较之前好转，
预后尚可，随访未见明显后遗症。病例2为急性溴敌隆中毒，因服用0.5%溴敌隆20 g出现精神萎靡、乏力、头晕、
口干等症状，未见明显出血倾向，及时给予催吐洗胃、HP 治疗清除毒素，血必净注射液化瘀解毒，并补充特效维
生素 K1 及凝血因子等，经治疗患者的临床症状、炎症指标、凝血指标、溴敌隆血药浓度等均较之前好转，预后
尚可，随访未见明显后遗症。结论  经血必净注射液联合 HP 治疗后，急性中毒患者的临床症状减轻、并发症
减少、炎症指标水平降低，总体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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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Xuebiji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hemoperfusion  (HP) 
fo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poisoning.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2 patients with acute poisoning treated 
in  Shijiazhua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signs,  laboratory  examination  indexes,  treatment  process  and  prognosis  were  recorded.  Results  Case  1  was  an 
acute  poisoning  of Amlodipine  besylate.  Because  of  taking  excessive  dose  of Amlodipine  besylate  (200 mg),  she  had 
symptoms  such  as dizziness,  blurred  vision,  fatigue,  loss  of  appetite,  etc.,  physical  examination  showed pitting  edema 
of both lower limbs.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the Amlodipine besylate at the first time of examination was 160 μg/L.  
After admission, the patient was given gastric lavage and HP treatment to remove the toxin, Xuebijing injection to promote 
blood circulation, remove blood stasis and toxins, calcium gluconate supplement to antagonize calcium insufficiency, high 
insulin and high sugar to improve myocardial conduction, rehydration and pressure rise to maintain blood circulation.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symptoms, inflammatory indexes, coagulation indexes, blood concentration of Amlodipine besylate 
and  other  indexes  were  improved when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prognosis  was  acceptable.  No 
obvious sequelae were found during follow-up. Case 2 was suffered from acute Bromadiolone poisoning due to taking 0.5% 
Bromadiolone 20 g, he had symptoms such as spirit depression,  fatigue, dizziness, dry mouth and no obvious bleeding 
tendency. He was timely  treated with emetic gastric  lavage and HP to remove the toxin, Xuebijing  injection to remove 
blood stasis and detoxify, and given supplementation of specific vitamin K1 and coagulation factors, etc. After treatment, 
the  patient's  clinical  symptoms,  inflammatory  indexes,  coagulation  indexes,  the  blood  concentration  of  Bromadiolone, 
etc. were much  improved,  the  prognosis was  fair,  and  no  obvious  sequelae were  seen  in  the  follow-up.  Conclusion   
After  the  treatment  of Xuebiji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HP,  the  clinical  symptoms,  complications  and  inflammatory 
indexes of patients with acute poisoning were reduced, and the overall prognosis was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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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中毒通常具有病因复杂、临床表现各异、病情进展

迅速、毒物种类多样等特征，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早

发现、早诊治对改善患者预后至关重要。血必净注射液是

由古方血府逐瘀汤加减化裁而成的中药验方，可抑制白细

胞介素 -6（IL-6）、降钙素原（PCT）等炎性因子释放，保护血

管内皮，改善血液微循环和器官功能障碍，调节免疫等［1-2］。

血液灌流（HP）是将患者血液引入装有吸附剂的灌流器中，

以吸附、清除患者体内的某些药物、毒物或代谢产物，然后

将净化的血液输回患者体内，是临床常用的血液净化方式之

一。近年来临床研究证实，HP 可清除中毒患者体内的肿瘤

坏死因子 -α（TNF-α）、转化生长因子 -β1（TGF-β1）等炎

性细胞和炎性介质，阻断炎症级联效应，稳定患者生命体征，

阻止药物及毒物中毒的病程进展［3-4］。现分析血必净注射

液联合 HP 治疗在急性中毒患者中的应用并进行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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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其具体作用与机制。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通

过本院伦理批准（审批号：2021-08），所有治疗和检测均获

得过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 病例介绍 

1.1  病例 1（表 1）：患者女性，16 岁。既往体健，2020 年 9 月 

14 日 17：14 主因“自诉口服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约 40 片

（200 mg）24 h”由父母陪同入院，患者自诉约 24 h 前因情绪

低落逐片口服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约 20 片（100 mg），约 22 h 

前一次性口服苯磺酸氨氯地平片约 20 片（100 mg），当时未

见特殊不适症状，约 4 h 前出现头晕、眼花、乏力，遂就诊于

本院急诊科。急诊查体：体温 36.7 ℃，心率 118 次 /min，呼

吸频率 24 次 /min，血压 86/44 mmHg（1 mmHg≈0.133 kPa）；

意识清楚，语言流利；双侧瞳孔正大等圆约 5 mm，对光反

射灵敏；眼睑无水肿，无颈静脉怒张；双肺呼吸动度及语颤

一致，无增强或减弱，叩诊呈清音，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啰

音；心音正常，无增强或减弱，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

杂音；双下肢轻度指凹性水肿；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

引出。血常规：白细胞计数（WBC）8.55×109/L，红细胞计 

数（RBC）4.18×1012/L，血红蛋白（Hb）119 g/L，血小板计

数（PLT）290×109/L；肝功能：总蛋白（TP）79.1 g/L，白蛋白

（ALB）50.4 g/L，丙氨酸转氨酶（ALT）13 U/L，天冬氨酸转氨酶

（AST）17 U/L；肾功能：血尿素氮（BUN）8.31 mmol/L，血清肌

酐（SCr）86 μmol/L，尿酸 404 μmol/L，β2 微球蛋白（β2-MG） 

1.90 mg/L，葡萄糖 6.79 mmol/L；电解质：血钾 3.64 mmol/L，

血钠 137.9 mmol/L，血钙 2.46 mmol/L；凝血指标：凝血酶原

时间（PT）12.8 s，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27.6 s。苯

磺酸氨氯地平药物浓度为 160 μg/L，考虑患者为苯磺酸氨氯

地平中毒，给予洗胃治疗并收入院。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并

行右侧股静脉置管，给予床旁 HP 清除毒素、血必净注射液

化瘀解毒、多巴胺升压、葡萄糖酸钙拮抗、高糖和高胰岛素

改善心肌传导以及补液、保肝、维持水和电解质平衡，并对

患者进行心理疏导。2020 年 9 月 15 日查苯磺酸氨氯地平

药物浓度为 120 μg/L，继续给予 HP 治疗 1 次；9 月 17 日查

苯磺酸氨氯地平药物浓度为 53 μg/L，患者血压逐渐上升，乏

力、头晕症状逐渐消失，化验指标逐渐好转，因费用问题未

再行 HP 治疗，继续内科保守巩固治疗；9 月 25 日患者出院。

之后回访患者未见明显后遗症。

1.2  病例 2（表 2）：患者男性，56 岁。既往有高血压、2 型糖

尿病、白内障病史，2020 年 12 月 7 日 18：22 主因“口服灭鼠

剂 0.5% 溴敌隆 20 g 约 23 h”入院，患者于 23 h 前误服灭鼠剂

0.5% 溴敌隆 20 g，约 10 min 后经人提醒发现，自行口服肥皂

水催吐，后遂于外院急诊就诊。外院急诊查体：体温 36.0 ℃，

心率 93 次 /min，呼吸频率 23 次 /min，血压 163/105 mmHg； 

意识清楚；双侧瞳孔正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双肺呼吸

音清，未闻及干湿啰音；心律规整；腹软，其余无异常。血

常规：WBC 7.36×109/L，RBC 5.46×1012/L，Hb 171 g/L，PLT 

205×109/L；肝功能：TP 61.22 g/L，ALB 41.6 g/L；肾功能：BUN 

8.15 mmol/L，SCr 79 μmol/L；心肌酶：肌酸激酶 177.0 U/L；

电解质：血钾 4.00 mmol/L；凝血指标：PT 13.0 s，APTT 33.7 s，

抗凝血酶 - Ⅲ（AT- Ⅲ）53%；12 月 6 日外院毒物分析报告

提示，送检血液中检出羟基香豆素成分（溴敌隆）3.8 μmol/L，

胆碱酯酶活力 100%，未检出其他毒性成分，迅速给予洗胃、

表 2 病例 2 住院期间的血液生化检查结果及治疗用药情况

入院
时间

WBC
（×109/L）

CRP
（mg/L）

TP
（g/L）

ALB
（g/L）

ALT
（U/L）

AST
（U/L）

BUN
（mmol/L）

SCr
（μmol/L）

PT
（s）

APTT
（s）

FIB
（g/L）

AT-Ⅲ
（%）

FDP
（mg/L）

溴敌隆浓度
（μmol/L）

维生素
K1（mg）

血浆
（mL）

HP

第 1 天 9.17 0.1 62.6 35.8 10 18 4.33 77 19.2 39.3 2.63 94.0 1.81 2.6   90 400
第 2 天 9.20 1.0 68.3 38.8 11 20 4.18 78 21.3 33.6 2.89 99.6 1.37 0.8（灌流后） 180 150 1 次
第 3 天 8.59 71.9 39.4 12 18 4.31 80 19.1 43.1 3.20 87.6 1.32 180 200 1 次
第 4 天 7.48 1.7 59.7 33.0   9 16 5.07 79 15.9 28.0 2.22 63.1 2.10 180 400 1 次
第 5 天 7.57 1.3 67.6 37.7 15 22 4.00 77 12.7 27.9 2.55 73.3 3.66 未检出 120
第 6 天 5.93 0.9 62.5 35.0 39 47 4.68 74 12.8 26.8 3.66 68.1 3.98   80

注：WBC 为白细胞计数，CRP 为 C- 反应蛋白，TP 为总蛋白，ALB 为白蛋白，ALT 为丙氨酸转氨酶，AST 为天冬氨酸转氨酶，BUN 为血尿素
氮，SCr 为血清肌酐，PT 为凝血酶原时间，APTT 为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FIB 为纤维蛋白原，AT-Ⅲ为抗凝血酶 -Ⅲ，FDP为纤维蛋白原降解
产物，HP为血液灌流；空白代表无此项

表 1 病例 1 住院期间的血液生化检查结果及治疗用药情况

入院
时间

WBC
（×109/L）

CRP
（mg/L）

TP
（g/L）

ALB
（g/L）

ALT
（U/L）

AST
（U/L）

BUN
（mmol/L）

SCr
（μmol/L）

PT
（s）

APTT
（s）

FIB
（g/L）

AT-Ⅲ
（%）

FDP
（mg/L）

苯磺酸氨氯
地平（μg/L）

多巴胺
（mg）

羟乙基 
淀粉（mL）

总入量
（mL）

HP

第 1 天   8.07 67.2 43.6 11 18 5.92 59 13.2 61.1 2.10 103.0 1.68 160    220 250 2 574 1 次
第 2 天 10.67 63.6 46.6   9 17 4.45 47 120 1 000 250 5 139 1 次
第 3 天   9.05 54.6 34.2   9 14 2.02 45 13.6 30.5 2.84   66.1 1.83   53 1 000 250 3 953
第 4 天   9.66    900 250 3 820
第 5 天   6.99 13.9 61.4 37.1 19 17 2.02 47    800 3 000
第 8 天   6.20 11.8 63.4 38.0 25 22 3.85 45    500 2 860
第 12 天   5.11   2.1 66.6 44.2 16 15 2.98 45

注：WBC 为白细胞计数，CRP 为 C- 反应蛋白，TP 为总蛋白，ALB 为白蛋白，ALT 为丙氨酸转氨酶，AST 为天冬氨酸转氨酶，BUN 为血尿素
氮，SCr 为血清肌酐，PT 为凝血酶原时间，APTT 为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FIB 为纤维蛋白原，AT-Ⅲ为抗凝血酶 -Ⅲ，FDP为纤维蛋白原降解
产物，HP为血液灌流；空白代表无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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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K1、奥美拉唑、维生素 C 治疗以清除毒素、补充凝血

因子、抑酸护胃；12 月 6 日复查毒物分析报告提示，送检血

液中检出羟基香豆素成分（溴敌隆）2.6 μmol/L，胆碱酯酶活

力 100%，未检出其他毒性成分，之后患者自行要求离院回

家。2020 年 12 月 7 日 18：22 至本院就诊，入院时患者主要

症状为精神萎靡、乏力、头晕、口干、食欲差、睡眠差，周身

皮肤未见出血点，无头痛、咳嗽、胸痛、腹痛、腹胀等，无血

尿、腰痛，二便可。查体：体温 36.6 ℃，心率 81 次 /min，呼

吸频率 18 次 /min，血压 139/95 mmHg；意识清楚，语言流利；

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啰音；心律齐，各瓣膜区未闻及

异常；腹软，无压痛、反跳痛；肝浊音界正常，腹部移动性浊

音阴性，肝肾区无叩痛；肢体活动自如，双下肢无浮肿；肌张

力正常，肌力Ⅴ级；生理反射存在，病理反射未引出。根据

病情给予清除毒素、促进毒物代谢、补充凝血因子、抑酸护

胃、降血压、降血糖等治疗，给予 HP 3 次清除毒素、血必净

注射液化瘀解毒、维生素 K1 肌注补充维生素 K1、去白冰冻

血浆补充凝血因子、维生素 C 预防出血、西咪替丁护胃、脱

氧核苷酸保肝。12 月 8 日患者行床旁血滤 + HP，外院复查

毒物分析报告提示，送检血液中检出羟基香豆素成分（溴敌

隆）0.8 μmol/L，胆碱酯酶活力 100%，未检出其他毒性成分；

12 月 9 日行血液透析 + HP 1 次；12 月 10 日患者行血液透

析 + HP，外院复查毒物分析报告提示，送检血液中未检出

鼠药及其他毒性成分，胆碱酯酶活力 100%。患者自发病起

无皮肤黏膜瘀点和瘀斑，无咳血、吐血，无尿血、便血，无内

脏出血和脑出血等出血表现，乏力、头晕等不适症状逐渐消

失，化验指标逐渐好转，于 12 月 15 日出院。出院后继续肌

注维生素 K1，1 个月后自行停用，电话随访未见后遗症。

2 讨 论 

  苯磺酸氨氯地平为二氢吡啶类钙通道拮抗剂，其作用机

制为选择性抑制钙离子跨膜转运进入心肌和血管平滑肌细

胞，是临床常用的降压药物。常规治疗量的苯磺酸氨氯地平

可安全降血压，且对肾小球系膜细胞有保护作用，可保护肾

功能；过量应用可致外周血管极度扩张，早期表现为反射性

心动过速，后期则为心脏抑制，致循环血容量相对或绝对不

足，周围血管扩张作用显著且持久，可导致严重低血压、急

性肾损伤、多器官功能不全以及致命性休克等［5-6］。苯磺酸

氨氯地平片口服后吸收完全，与蛋白结合率高，使用 HP 和

血液置换的清除效果好［7-8］。病例 1 因服用过量苯磺酸氨氯

地平片，出现头晕、眼花、乏力、食欲不振、双下肢水肿等，初

次测量血药浓度为 160 μg/L，是正常血药浓度（3～11 μg/L） 
的数 10 倍［9］，入院后迅速给予洗胃和 HP 清除毒素、血必净

注射液化瘀解毒、葡萄糖酸钙补充钙剂拮抗、高胰岛素和高

糖改善心肌传导、补液升压维持血液循环、保证重要器官灌

注、注意患者心理疏导等，监测患者生命体征和炎症指标，

苯磺酸氨氯地平血药浓度等指标均较之前好转，患者预后尚

可，随访未见明显后遗症发生。

  溴敌隆属于双香豆素类第 2 代抗凝血杀鼠剂，主要通

过竞争性抑制维生素 K 生物活性，影响肝脏对维生素 K1 的

摄取和利用，抑制凝血因子Ⅱ、Ⅶ、Ⅸ、Ⅹ的合成和利用，造

成凝血功能紊乱；另外，溴敌隆及其代谢产物还可直接作

用于血管内皮细胞，引起毛细血管壁破损，造成内脏出血，

且其脂溶性高、清除缓慢，故极易引起多器官出血和功能障 

碍［10-11］。有文献报道，溴敌隆中毒多在 1～10 d 发现［12］。

病例 2 中毒后未见明显出血倾向，考虑与患者体内凝血因子

半衰期长，溴敌隆及其代谢产物对机体已合成的凝血因子没

有作用，需待其耗竭后才引发凝血异常，且该患者发现中毒

和救治及时，及时给予催吐洗胃、HP、血必净注射液并补充

特效维生素 K1 和凝血因子等因素有关［13-14］。经治疗，患者

的临床症状、炎症指标、凝血指标、溴敌隆血药浓度等均较

之前好转，预后尚可，随访未见明显后遗症发生。

  血必净注射液由丹参、红花、川芎、当归、赤芍 5 味药组

成，具有化瘀解毒的功效，能够抑制炎性因子释放、改善微

循环和器官功能障碍，对临床治疗瘀毒互结、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征、多器官衰竭等的疗效显著。HP 作为临床常用血液

净化方式之一，是清除血液中药物或毒素、及时中止机体损

害、挽救患者生命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能够明显减轻症

状、减少后遗症发生、降低血药浓度、缩短治疗时间、提高患

者生存率。血必净注射液联合 HP 治疗急性中毒患者具有

减轻临床症状、减少并发症、降低炎症指标水平、加快毒素

清除等作用，在临床治疗中可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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