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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血必净对鲍曼不动杆菌脓毒症大鼠肝脏组织

翻译控制肿瘤蛋白表达的影响

何先弟 颜培娥 邹琪 汪华学

【摘要】 目的 探讨血必净对鲍曼不动杆菌脓毒症大鼠肝脏组织翻译控制肿瘤蛋白（TCTP）表达的影

响。 方法 健康清洁级成年雄性Wistar大鼠 42只，随机取 6只大鼠作为对照组；余 36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均分

为脓毒症组和血必净组。通过腹腔注射鲍曼不动杆菌悬液制作脓毒症模型，30�min 后血必净组尾静脉注射血必

净注射液。 脓毒症组和血必净组于制模后 6、12 和 24�h 随机取 6 只大鼠，处死取肝脏组织标本，苏木素 - 伊红

（HE）染色，观察肝脏组织病理学改变；免疫组化法分析肝脏组织 TCTP 表达阳性细胞；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

（Western�blotting）检测肝细胞 TCTP 的表达。 结果 HE 染色显示，脓毒症组肝脏炎性受损，血必净组肝组织炎

性损伤较脓毒症组减轻。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与对照组比较，脓毒症组 6、12 和 24�h�TCTP 阳性细胞表达评分

（分）明显升高（7.33±0.82、 10.67±1.21、 7.67±1.21 比 2.50±1.05，均 P�＜ 0.05）； 与脓毒症组比较，血必净组

6、 12 和 24�h 肝组织 TCTP 阳性细胞表达评分（5.83±0.75、 7.50±1.05、 5.67±1.37） 均降低（均 P＜ 0.05）。

Western�blotting结果显示， 与对照组比较， 脓毒症组 6、12 和 24�h�TCTP 表达量明显增加（1.94±0.59、 3.20±

0.72、 1.96±0.55 比 0.93±0.24，均 P�＜ 0.05）；与脓毒症组比较，血必净组 6、12 和 24�h�TCTP 表达量（1.38±

0.36、 2.03±0.49、 1.30±0.30）明显降低（均 P�＜ 0.05）。 结论 血必净有利于减轻鲍曼不动杆菌脓毒症大鼠肝

脏的炎性损伤，其机制可能与降低肝细胞表达 TCTP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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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Xuebijing� on� liver� expressing� translationally� controlled� tumor�

protein�（TCTP） in�Acinetobacter baumannii�sepsis�rats.�Methods Among�42�healthy�adult�male�Wistar�rats�of�clean�

grade,�6�rats�were�randomly�selected�as�the�control�group， others�were�randomly�divided�into�two�groups�by�the�method�of�

random� digits� table： sepsis� group （n ＝18）， Xuebijing� group （n ＝18）.� Sepsis� model�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intraperitoneal� injecting�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suspension,� and� the� Xuebijing� injection� was� administrated� through�

caudal� vein� 30�minutes� later� in� Xuebijing� group.� After�making�model� for� 6,� 12� and� 24� hours,� 6� ra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from�sepsis�group�and�Xuebijing�group,�and�then�the�rats�were�sacrificed,�liver�tissue�samples�were�extracted�for�

hematoxylin�and�eosin�（HE） staining.�Pathological�changes�of�the�liver�were�observed,�and�immunohistochemical�analysis�

of�liver�tissue�TCTP�expression�positive�cells�and�the�expression�of�TCTP�in�liver�cells�were�detected�by�Western�blotting�

method.�Results HE� staining� of� liver� indicated� that� it� was� inflammatory� injured� in� sepsis� group,� and� inflammation�

decreased� in� Xuebijing� group.�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show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CTP�

positive�cells�expression�score�at�6,�12�and�24�hours�in�sepsis�group�were�significantly�increased�（7.33±0.82， 10.67±

1.21， 7.67±1.21�vs.�2.50±1.05， all�P＜0.05）.�Compared�with�sepsis�group,�liver�tissue�TCTP�positive�cells�expression�

score�at�6,�12�and�24�hours�in�Xuebijing�group�（5.83±0.75， 7.50±1.05， 5.67±1.37） were�significantly�decreased�

（all�P＜0.05）.�Western�blotting�results�showed�that,�compared�with�the�control�group,�TCTP�expression�at�6,�12�and�24�

hours� in� sepsis� group�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1.94±0.59， 3.20±0.72， 1.96±0.55�vs.� 0.93±0.24， all�P＜

0.05）； compared�with�sepsis�group,�TCTP�expression�at�6,�12�and�24�hours�in�Xuebijing�group�（1.38±0.36， 2.03±

0.49， 1.30±0.30）were�significantly�decreased�（all�P＜0.05）.�Conclusion Xuebijing�can�reduce�inflammatory�injury�

in� liver� of� rats�with�Acinetobacter baumannii� sepsis,� and� its�mechanism�may�be� associated�with� reduced�hepatic� cells�

expressed�TC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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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多重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在全球范围

出现散发或暴发流行， 甚至出现了对目前使用的所

有抗菌药物均耐药的菌株， 其所诱发的脓毒症往往

成为临床上难以治疗的危重症。 肝脏是脓毒症最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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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损的器官之一， 脓毒症诱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

征（MODS）时如果同时合并肝衰竭，病死率将显著

增加，且目前临床上缺乏强有效的肝脏支持技术。本

课题组在既往的研究中， 用蛋白质组学技术筛选出

鲍曼不动杆菌脓毒症大鼠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所表达

的差异蛋白有 200余种， 利用生物信息学技术挑选

出关键蛋白 43 种， 发现其中的翻译控制肿瘤蛋白

（TCTP）表达显著上调，表明 TCTP 可能在鲍曼不动

杆菌脓毒症的发病中有着重要作用

［

1

］

。

血必净是目前治疗脓毒症中常用且有效的中药

复方制剂，具有抗炎、抑菌、抗内毒素的作用

［

2-3

］

，其

对脓毒症发病的多个层次、各个环节进行阻断，有利

于降低脓毒症发生率和病死率。但是，血必净作为中

药复方，含有数百种化学成分，它真正的药效物质基

础人们还知之甚少， 其防治脓毒症的分子机制尚未

明确。 本研究通过观察血必净注射液对鲍曼不动杆

菌脓毒症肝脏组织 TCTP 表达的影响， 为临床应用

血必净治疗脓毒症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分组及模型制备： 健康清洁级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 42 只， 随机取 6 只大鼠作为对照组，先

腹腔注射生理盐水 10�ml/kg，30�min 后尾静脉注射

生理盐水 4�ml/kg。 余 36 只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均

分为脓毒症组和血必净组， 并根据处死取肝脏的时

间点再随机分为 6、12和 24�h�3个亚组， 每组 6 只。

脓毒症组先腹腔注射鲍曼不动杆菌悬液 10�ml/kg

（浓度为 7×10

8

�cfu/ml），30�min 后尾静脉注射生理

盐水 4�ml/kg，每 6�h注射 1 次；血必净组同法腹腔注

射鲍曼不动杆菌悬液，但 30�min 后尾静脉注射血必

净注射液 4�ml/kg，每 6�h注射 1次。

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2 肝脏组织标本制备和总蛋白提取

1.2.1 肝脏组织标本制备： 脓毒症组和血必净组分

别在腹腔注射鲍曼不动杆菌悬液后 6、12、24�h 处死

大鼠，开腹，取出肝脏，用 pH�7.4 的磷酸盐缓冲液

（PBS）冲洗 2 遍，一部分放入 10%中性甲醛水溶液

中固定，另一部分以病理袋存于 -80�℃超低温冰箱

保存待测。

1.2.2 总蛋白提取：取肝组织 200�mg，加入 1�ml�免

疫印迹（Western）和免疫沉淀（IP）细胞裂解液及

20�滋l苯甲基磺酰氟（PMSF）制备组织匀浆，吸取中间

层液体转移至小离心管（EP 管）中，冰上静置，每隔

10�min 用超声混匀 10�s，共 5 次。 4�℃、14�000�r/min

（离心半径 15�cm）离心 30�min，取上清用二喹啉甲

酸（BCA）法测定蛋白浓度，存于 -80�℃冰箱中备用。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

1.3.1 肝组织病理学观察：取 10%中性甲醛水溶液

固定后的肝组织进行脱水透明（80%、90%、95%、

100%梯度乙醇脱水 2�h； 二甲苯透明 30�min�2 次）；

常规石蜡包埋后切成厚度约 5�滋m 的切片，铺片、贴

片、烘片，用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中性树脂封片

后于显微镜下观察肝脏组织病理学改变并拍照。

1.3.2 免疫组化法检测肝细胞 TCTP 表达： 将石蜡

组织切片贴附于载玻片上， 置 60�℃烘箱烤片 3�min

以防脱片；二甲苯常规脱蜡 3 遍后梯度乙醇脱水；

自来水冲洗 3 遍， 蒸馏水冲洗 2 遍；3%�H

2

O

2

封闭

10�min后蒸馏水冲洗 3次； 切片放入煮沸的柠檬酸

盐缓冲液中进行抗原修复；蒸馏水及 PBS 冲洗后擦

干多余液体；滴加 5%牛血清白蛋白（BSA）封闭液，

室温封闭 20�min， 加一抗（1∶100） 后将切片放入

4�℃冰箱中过夜；PBS 冲洗吸取一抗后滴加二抗，于

37�℃温箱中孵育 30�min，PBS 冲洗后滴加试剂链霉

素 - 亲和素 - 生物素复合物（SABC），37�℃温箱中

孵育 20�min，PBS 冲洗后， 滴加新鲜配制的 3,3'- 二

氨基联苯胺（DAB）显色试剂。 镜下控制反应时间为

5～30�min；蒸馏水冲洗，苏木素轻度复染，盐酸分化

液分化，梯度乙醇脱水、透明、中性树胶封片。每张切

片随机选择 5～10个高倍视野进行观察， 肝组织细

胞核或细胞质中有棕黄色或棕褐色颗粒的细胞判断

为 TCTP 表达阳性细胞， 先按阳性细胞比例将无、

1％～25％、26％～50％、51％～75％、76％～100％

分别记为 0～4 分；再按染色强度将无、弱、中、强分

别记为 0～3 分，如某片有 25％弱阳性（1×1＝1）、

50％中等阳性（2×2＝4）及 25％强阳性（1×3＝3），

则总分为 1�+�4�+�3＝8，两部分得分相加后进行统计

学分析

［

4

］

。

1.4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blotting）检测肝

细胞 TCTP 表达：蛋白样品用 5×上样缓冲液稀释

使上样量为 60�滋g，沸煮变性（100�℃、5�min）。 上样

后行十二烷基硫酸钠 -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SDS-PAGE），5%浓缩胶 80�V、30�min，12%分离胶

110�V、60�min，聚偏二氟乙烯（PVDF）膜于冰水浴中

转膜（80�mA、110�mim），置 PVDF 膜于 5%�脱脂奶粉

中，摇床室温封闭 1�h。 加一抗〔1∶1000�，用含吐温

20 的三羟甲基氨基甲烷缓冲液（TBST）稀释〕封闭，

37�℃水浴 30�min， 摇床混匀 30�min 后 4�℃孵育过

夜。TBST洗膜 3次（10�min/次）后加二抗（1∶10�000，

用 TBST 稀释），37�℃孵育 1�h， 摇床混匀 3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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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ST 洗膜 3次（10�min/ 次）。 使用 ECL 发光液覆盖

PVDF 膜，用 Bio-Rad 凝胶成像系统成像，拍摄目的

条带，Quantity�one 软件进行半定量分析。以 TCTP 与

内参 茁- 肌动蛋白（茁-actin）的积分吸光度（A）值比

值进行统计学分析。

1.5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用 SPSS�17.0 统计软件

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方差分析和 q 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肝组织病理学改变（图 1）：对照组肝小叶结构

清楚，肝索排列整齐，肝细胞无水肿，肝血窦无扩张，

中央静脉无淤血，未见炎性细胞浸润。脓毒症各亚组

肝小叶结构不清，肝索结构排列紊乱，肝细胞水肿，

发生脂肪变，HE 染色下可见肝细胞胞质内出现大

量大小不等的空泡，肝血窦扩张，可见红细胞浸润，

中央静脉可见淤血，汇管区可见较多炎性细胞浸润。

血必净各亚组肝小叶结构稍微不清晰， 肝索结构轻

度紊乱，肝细胞轻度水肿，未见脂肪变，肝窦轻度扩

张，可见少量红细胞，细胞损伤及炎症程度较脓毒症

对应各亚组减轻。

2.2 免疫组化法检测肝组织 TCTP表达（图 2；表1）：

对照组肝组织中仅可见少量散在的 TCTP 阳性细

胞。 脓毒症各亚组肝组织中可见大量的 TCTP 阳性

细胞存在且颜色较深；TCTP 阳性细胞表达评分明显

高于对照组（均 P＜0.05）。 血必净各亚组较对应脓

毒症各亚组肝组织中 TCTP 阳性细胞数仍较多，但

颜色稍浅；TCTP 阳性细胞表达评分明显低于脓毒症

各亚组（均 P ＜ 0.05）。

2.3 Western�blotting 检测肝组织 TCTP 表达（图 3；

表 2）：与对照组比较，脓毒症各亚组肝组织 TCTP 表

达量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

血必净各亚组肝组织 TCTP 表达量较脓毒症对应各

亚组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5）。

4b

2b 2c 2d 2e 2f 2g 2h

图 1 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肝脏组织病理学改变 对照组（a）肝脏结构基本正常；鲍曼不动杆菌脓毒症组 6、12、24�h（b、c、d）肝小叶结构不

清，肝索排列紊乱，细胞水肿，脂肪变性，细胞胞质内出现空泡，肝窦扩张，可见红细胞浸润，中央静脉淤血，汇管区有较多炎性细胞浸润；血

必净组 6、12、24�h（e、f、g）肝组织病理表现介于对照组和脓毒症组之间 HE��高倍放大

3b 3c 3d 3e 3f 3g 3h

图 2 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肝组织翻译控制肿瘤蛋白（TCTP）阳性细胞表达 细胞核或胞质中存在棕黄色或棕褐色颗粒为 TCTP 阳性细

胞；对照组（a）仅见少量散在的 TCTP 阳性细胞；鲍曼不动杆菌脓毒症组 6、12、24�h（b、c、d）可见大量 TCTP 阳性细胞且颜色较深；血必净

组 6、12、24�h（e、f、g）TCTP阳性细胞数较脓毒症对应各亚组较多，但颜色稍浅 免疫组化 高倍放大

表
1 各组大鼠腹腔注射鲍曼不动杆菌不同时间点

肝组织 TCTP阳性细胞表达评分比较（x±s，n＝6）

注：TCTP：翻译控制肿瘤蛋白；与对照组比较，

a

P＜0.05；与脓毒症

组比较，

b

P＜0.05；空白代表无此项

组别

TCTP表达（分）

6�h 12�h 24�h

对照组 2.50±1.05

脓毒症组

7.33±0.82

a

10.67±1.21

a

7.67±1.21

a

血必净组

5.83±0.75

b

7.50±1.05

b

5.67±1.37

b

TCTP：翻译控制肿瘤蛋白，茁-actin：茁-肌动蛋白

图 3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检测各组大鼠腹腔注射鲍曼不动杆菌后

不同时间点肝脏组织 TCTP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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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鲍曼不动杆菌广泛分布于医院环境中， 通常在

患者免疫力明显下降且进行侵入性操作及使用广谱

抗菌药物的情况下显示其致病性， 在国外重症监护

病房（ICU）均有较高的发生率和病死率

［

5-6

］

。 2011�年

卫生部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Mohnarin）对我国 149�

所医院 ICU�患者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显示，鲍

曼不动杆菌位列第一， 且 2008年至 2011 年对亚胺

培南的耐药性逐年增加， 依次是 58.7%、58.9%、

72.9%�和 79.5%

［

7

］

。 因此，鲍曼不动杆菌脓毒症的临

床治疗是一个亟需解决的迫切问题。

血必净注射液是以血府逐瘀汤为基础，在“菌毒

炎并治”理论指导下研制而出的中药制剂，在脓毒症

治疗过程中有多靶点效应， 弥补了中药复方针对单

靶药效不强的缺陷，表现出整体治疗、治调并举的特

色，发挥了免疫调节和保护器官的作用

［

8-10

］

。 血必净

所含 5味中药均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 归于肝经可

增加肝脏的血液循环，提高肝脏对缺氧的耐受，增强

免疫力，从而减轻肝脏的损伤，保护肝脏

［

11

］

。 研究证

实：血必净注射液可保护脓毒症大鼠肝功能

［

12

］

。实际

上，肝脏是脓毒症最易受损的重要器官之一，且其损

伤在脓毒症早期就可出现。感染诱发脓毒症时，肝脏

可发挥调节细胞因子的合成与释放、控制菌血症、合

成部分急性期相关蛋白等重要作用。

本研究组织病理学观察显示， 脓毒症大鼠肝脏

均明显受损，发生炎性改变；血必净组细胞损伤及炎

症程度较脓毒症组显著减轻。 免疫组化法检测肝组

织 TCTP 的表达显示，脓毒症组肝组织 TCTP 阳性细

胞大量存在，且颜色较深；血必净组 TCTP 阳性细胞

较脓毒症组明显减少。 Western�blotting 检测肝组织

TCTP 表达结果与免疫组化法相符。表明血必净注射

液可减轻肝脏炎症反应， 对肝脏的保护作用可能与

肝脏组织 TCTP 表达减少有关。

TCTP 是一类广泛存在于真核生物、在序列上高

度保守且有很高同源性的高表达多功能蛋白质，是

一种免疫球蛋白 IgE 依赖的组胺释放因子， 可引起

嗜碱粒细胞释放组胺；刺激白细胞介素（IL-1、IL-4、

IL-6、IL-8 和 IL-13）等分泌，促进嗜酸粒细胞趋化

和 B 细胞活化

［

13-14

］

，在炎症反应中起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 应用脂多糖（LPS）及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M-CSF）刺激后，动物体内 TCTP含量显著增加

［

15-18

］

。

Yeh 等

［

19

］

证明，在转基因小鼠研究中，TCTP 的过量

表达可使巨噬细胞增多， 加重过敏和哮喘反应。

Kashiwakura 等

［

20

］

给幼鼠鼻中滴入 TCTP，肺中炎性

细胞显著增多。

总之， 血必净可以减轻鲍曼不动杆菌脓毒症大

鼠肝脏的炎性损伤， 可能与降低肝细胞表达 TCTP

有关，其涉及的确切机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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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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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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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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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1.30±0.30

b

注：TCTP：翻译控制肿瘤蛋白；与对照组比较，

a

P＜0.05；与脓毒症

组比较，

b

P＜0.05；空白代表无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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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小儿亚硝酸盐中毒致反复心搏骤停 1例报告

易先斌

儿童亚硝酸盐中毒临床上并不少见，其症状一般表现为

因组织缺氧所致的全身青紫、呕吐、头晕、意识障碍等，以急

性心脏损害导致心搏骤停为早期症状的情况临床较为罕见。

近期本科成功救治 1 例误食亚硝酸钠食物中毒致反复心脏

停搏患儿，现报告如下。

1 病例资料

患儿男性，1 岁 4 个月，因突发全身青紫 1�h 伴抽搐 2 次

于 2012 年 3 月 13 日急诊入院。 于入院前 2�h 曾食用过用亚

硝酸钠作为食用盐炒熟的莴苣及菜汤，食入量不清。 食用亚

硝酸钠为天津产天津福晨化学试剂厂食品添加剂分厂生产，

生产许可证：XKB-217-01182， 卫生许可证号：津卫证食证字

（2008）第 120100- 添 00126 号，主要成分亚硝酸钠，含量≥

99%， 放入量约 30～50�g。 患儿家属否认外伤史及特殊用药

史，既往无癫痫病史。 送患儿来院的家属也食用过同一碗菜，

并且入院时出现头晕、恶心、口唇青紫等症状，因怀疑亚硝酸

盐中毒已转入内科治疗。 患儿入院查体：体温 37�℃， 呼吸频

率 40�次 /min，呼吸不规则而浅表，意识尚清，烦躁不安，时有

摒气样动作；全身皮肤青紫、口唇及四肢末端为著；双侧瞳孔

等大等圆，对光反射存在，颈软，未见颈静脉怒张，双肺呼吸

音清晰，未闻及干湿啰音，心率 90 次 /min，心律尚齐，未闻及

杂音；腹部平软，肝脾肋下未及，全腹未扪及包块，叩诊无移

动性浊音；四肢肌张力稍高，未引出病理征。 据上述病史及体

征，诊断急性亚硝酸盐中毒，立即准备洗胃及建立静脉通道、

使用解毒剂。 在上述治疗过程中患儿突然出现意识丧失，双

眼上翻，全身扭曲样抽动，随即出现四肢强直，心脏听诊出现

心跳由缓慢逐渐变为心脏停搏，持续约 10～15�s，后恢复缓慢

心跳 30 次 /min 左右。 立即进行双手法托背式心肺复苏术

（CPR）+ 人工气囊面罩辅助呼吸，并肌肉注射（肌注）肾上腺

素 0.3�mg。 约 1�min 后，患儿恢复心跳，心率 80～100 次 /min，

但心律不齐，闻及二联律期前收缩，心音尚有力，心电监护显

示脉搏血氧饱和度（SpO

2

）0.40,低氧血症明显，予以面罩加氧

人工呼吸，静脉给予亚甲蓝 20�mg（按 2�mg/kg）、维生素 C�2�g，

维持约 2～3�min 后，患儿再次出现心脏停搏，症状如前，继续

行 CPR、面罩给氧，抢救约 2�min 后患儿心跳再次恢复，意识

转为清晰，哭吵，烦躁不安。 如此反复 4 次心跳停搏，每次均

出现短暂意识丧失，躯体扭曲样抽动，经积极 CPR 抢救，患儿

于入院约 0.5�h 后病情趋于稳定，未再出现抽搐，意识清楚，

紫绀迅速减轻，面唇渐转红润，心率 90～110 次 /min，律齐，

心音有力，SpO

2

升至 0.95～1.00， 心电图显示：ST-T 改变，

Q-T间期延长，2 度Ⅰ型房室传导阻滞。 入院后 2�h 和 4�h 两

次分别注射亚甲蓝 10�mg，4�h 查血常规结果提示无异常，2�d

心肌肌酸激酶（CK）升至 359�U/L， 乳酸脱氢酶（LDH）升至

282�U/L，血清电解质正常，尿素氮（BUN）正常，二氧化碳结合

力（CO

2

CP）正常，丙氨酸转氨酶（ALT）22�U/L，天冬氨酸转氨

酶（AST）33�U/L， AST/ALT�1.5。 入院后每日静滴 10%葡萄糖

250�ml�+ 维生素 C�2�g，次日患儿生命体征正常，已能正常饮

食。 入院 3�d 心电图检查正常， 4�d 时心肌酶结果全部正常，

5�d 时患儿生命体征正常、痊愈出院。

2 讨 论

小儿亚硝酸盐中毒又称肠源性青紫，临床并不少见。 中

毒机制为亚硝酸钠使血红蛋白中二价铁转换为三价铁、致其

携氧功能丧失，造成全身组织缺氧，心肌酶学变化明显，心肌

损害。 由亚硝酸钠中毒引起反复心搏骤停的情况实属罕见。

本例为典型亚硝酸中毒患儿，其发生反复的心搏骤停而出现

阿 - 斯综合征，由于短时间内心脏射血功能丧失，造成严重

脑缺血，意识丧失、晕厥、抽搐、二便失禁等，患儿扭曲样抽搐

是阿 -斯综合征的表现之一。

亚甲蓝是亚硝酸盐中毒的特效解毒剂，小儿用量为每次

1～2�滋g/kg， 1～2�h 后可重复使用，直至症状消失。 维生素 C

有较强的还原作用，与亚甲蓝有协同作用，可作为救治亚硝

酸盐中毒的一线药物。

（收稿日期：2013-07-30）

（本文编辑：李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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