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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术期药物过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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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反应的急症处理 



incidence
中国目前没有数据

 Australia:  1/10000-1/20000•
 Thailand:  1/5500•
 France:      1/13000•
 Spain:        1/10263•
 Norway:     1/1700 – 1/20000 •

P.M. Mertes, et al. Perioperative Anaphylaxis. Med Clin N Am 94 (2010) 761–789

死亡率：3%- 6%（9%）



Definitions
Confusing    名词

  Allergy             变态反应

   -- allergen   变应原

   -- allergic reaction  变态反应

 Anaphylaxis    过敏反应  

    --  anaphylactic reaction    过敏反应

    --  anaphylactic shock        过敏性休克

  Hypersensitivity      超敏反应

    --  Delayed/ immediate/ cytotoxic/ immune   

        complex  hypersensitivity



Definitions
Allergic reactions （变态反应/超敏反应）

机体对某些抗原初次应答后，再次接受相同抗原刺激时，

出现生理功能紊乱或组织细胞损伤的特异性免疫应答

Ⅰ型 速发型变态反应/过敏反应

Ⅱ型 细胞毒型变态反应

Ⅲ型 免疫复合物型变态反应

Ⅳ型 迟发型变态反应

围手术期最常见

Ⅳ型



什么是过敏反应？

A precise definition of anaphylaxis is not important for the emergency 
treatment of an anaphylactic reation. There is no universally agreed definition

Anaphylaxis is a severe, life-threatening, generalized or 
systemic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

是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全身性或系统性超敏反应

This is characterised by :

 Rapidly developing, life- threatening , Airway and /or

    Breathing and/or Circulation problems

 Usually with skin and/or mucosal changes



过敏反应过程

致敏阶段

变应原初次进入

刺激B细胞IgE抗体

肥大细胞和嗜碱性

粒细胞表面的IgE 

Fc受体结合

机体呈致敏状态

效应阶段

生物活性介质（组
胺、激肽原酶、白三
烯、前列腺素、蛋白
多糖、蛋白酶、血小
板活化因子等）
作用于效应器官，导
致局部或全身性超敏
反应的发生

变应原再次进入

与IgE分子结合引起

其构象改变

导致细胞内钙离子浓

度升高

细胞脱颗粒并释放介

质

发敏阶段



过敏反应过程



过敏反应诊断

既往史- 不能忘

临床症状、生物学、变态反应学 证据   —— 三要素



既往史

危险因素

对鸡蛋/大豆乳剂过敏

明胶过敏

既往全身麻醉后过敏史

多种药物过敏综合征

既往全麻史

全麻过敏的家族史

对化妆品过敏

可能过敏原

丙泊酚

人工代血浆制品

所有药物

所有药物

肌松药

所有药物

肌松药

女性发生率为男性的2~2.5 倍



围术期常见的过敏原

琥珀胆碱、罗库溴铵

泮库溴铵、维库溴铵、米库氯铵、阿曲库铵、顺阿曲库铵

过敏
发生率



围术期发生过敏反应高危因素

既往围术期曾发生超敏反应



临床表现

诊断主要依靠临床症状和体征

猝然发生

       5min            50%-60%

     20min            40%

     30min            10%

症状出现得越早，病情越严重

起病迅速，在短时间内病情恶化而危及生命



临床表现 A B C D E

A and B (airway and breathing)

气道水肿、分泌物增多

喉或/和支气管痉挛

喉头阻塞感、胸闷、气急、喘鸣、憋气、紫绀

因窒息而死亡

是最多见的表现之一 也是最主要的死因



临床表现 A B C D E

C - circulation

周围血管扩张导致有效循环血量不足

低血压

心动过速

严重心律失常

循环衰竭

10% 病例中，心血管表现为唯一特征



临床表现 A B C D E

D- disability

恐惧、烦躁不安和头昏、意识不清或完全丧失

恶心、呕吐、腹痛、大小便失禁



临床表现 A B C D E

皮肤潮红、瘙痒

各种皮疹（尤其是大风团样丘疹）

皮下血管神经性水肿（深部组织水肿口腔、咽喉）

全身皮肤粘膜水肿（眼睑、嘴唇等）

是严重过敏反应最早且最常（80%）出现的征兆
仅有皮肤表现并不能诊断为严重过敏反应

E - exposure



临床症状分级

I 级：仅表现为皮肤潮红、出现斑丘疹和荨麻疹
II 级：除皮肤症状外，合并低血压、心动过速，呼吸困 

         难和胃肠道症状（无生命危险）

III 级：除皮肤症状外，合并心动过速或心动过缓和心律

          紊乱，支气管痉挛及胃肠功能紊乱等严重并发症

        （危及生命）

IV 级：心脏停搏

过敏反应- 过敏性休克- 心跳骤停



生物学证据

组胺很难测定
血清类胰蛋白酶水平〔回顾性诊断〕

采集三个时间点的样本

半衰期为2小时



变态反应证据

皮肤试验依然是检测IgE介导的过敏反应

的金标准，主要通过患者皮肤上的肥大

细胞与可疑过敏原进行接触来进行诊断

有过敏反应史者,皮试阳性有预测价值

无麻醉药物过敏史者,常规皮试不推荐 

       存在亚临床IgE致敏作用

       刺皮试验本身即激活表皮肥大细胞〔非特异性刺激,假阳性反应〕

   普通人群肌松药皮试阳性率9.3%,可检出四价铵离子特异性IgE



警惕过敏反应的发生

比实施过敏试验更重要！



处理流程- 判断
Guideline

临床上及早发现严重过敏反应的要点

  仔细询问过敏史，包括食物（牛奶鸡蛋过敏者丙

    泊酚过敏发生率较高）

 牢记三联症：皮疹、休克、气道痉挛水肿

具有三联症中的两个（皮疹和气道压升高），基本可确

认是过敏



处理流程- immediate treatment

遵循ABC步骤（气道、通气、循环）。团队合作确保能1.
够同时完成多个任务

去除所有可能的过敏原（包括静脉注射的胶体、乳胶和2.
洗必泰），并且继续保持麻醉，如果必要的话，使用吸
入麻醉

寻求帮助并且留意时间3.

保持气道通畅，给与100%氧气。必要时行气管插管，4.
用氧气进行肺部通气

适当情况下依据高级生命支持指南进行心肺复苏5.

http://drugs.dxy.cn/drug/86999.htm


静脉注射肾上腺素。初始成人计量为50 μg(0.5ml 1.
1:10000溶液)。如果存在严重低血压或支气管痉挛，可
能需要多个剂量注射

如果需要多个剂量注射肾上腺素，考虑开始静脉滴注肾2.
上腺素（肾上腺素半衰期短）

快速静脉滴注0.9%生理盐水或乳酸林格氏液（大容量液3.
体可能是必要的） 

处理流程- immediate management

静注30~50μg，5~10min 重复
必要时静滴1~10μg/min

中国指南



处理流程- secondary management 

静脉注射马来酸氯苯吡胺10mg（成人剂量）1.

静脉注射氢化可的松200mg（成人剂量）2.

如果静脉滴注肾上腺素后血压仍未恢复，可根据经验3.
考虑选用其它血管活性药，例如间羟胺

静脉滴注舒喘宁治疗持续支气管痉挛。如果可以获得4.
合适的呼吸系统连接器，计量吸入器可能更加恰当。
考虑静脉给与氨茶碱（5-6mg/kg)或者硫酸镁

1~2mg/kg，可6h 后重复给予
24h 不超过300mg(氢考）

中国指南



处理流程- secondary management 

送血标本（5-10ml 凝集血） 检测类胰蛋白酶5.

 复苏开始后尽早收集第1份血液标本——不要为收集6.
标本而延误复苏

出现症状1-2h后再次收集血液标本7.

24小时后或者恢复期（例如在过敏诊所随访期间）收8.
集第3份血液标本。由于有的人类胰蛋白酶基础水平比
较高，此次收集的标本检测值作为其类胰蛋白酶的基
线值

确保标本注明日期和时间9.



处理流程





注意肾上腺素的早期使用和剂量合适



根据患者过敏反应的分级使用肾上腺素，直到达到预期目标

Ⅰ级：不需使用•

Ⅱ级：10-20μg滴定注射， 如有需要1-2分钟重复一次•

Ⅲ级：100-200μg滴定注射，如有需要1-2分钟重复一次•

Ⅳ级：心肺复苏，大剂量肾上腺素，1mg每两分钟，如有•
需要，重复给药或加大剂量



激素在过敏反应中的作用主要是减轻水肿

其原理是通过与糖皮质激素受体的结合，影响参与炎症

反应的一些基因转录及相关介质的产生，从而产生抗炎

效应

炎症介质的产生和由此产生的组织水肿只是严重过敏反

应中的部分变化

激素在严重过敏反应中起不到关键的作用

使用激素仍会发生过敏反应



抗组胺药物对于轻度组织胺释放的过敏反应（如单

纯出现皮疹、呼吸道症状没有或很轻）有一定效果



早期发现是关键•

控制气道，纯氧吸入是必要措施•

肾上腺素治疗是基石•

总 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