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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毒救治指定医疗机构常用解毒药储备调查与
机制完善的思考

周静，郎楠，袁媛，孙承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北京 100050

摘要：目的 了解我国中毒救治指定医疗机构常用解毒药储备、使用、调用等情况，为解毒药生产、研发、储备提供
依据。 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以全国省、市、县的 150 家省级中毒救治基地及省级、市级、县级中毒救治指定
医疗机构作为调查对象，基于 2018 年全国中毒卫生应急基本情况调查结果，对解毒药储备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结
果 136 家医疗机构填报了解毒药储备情况，124 家填报了解毒药储备清单。 医疗机构解毒药实物储备比例为
79.41%（108/136），按期更新率为 92.65%（126/136）。调查目录中 24 种解毒药中有 14 种的机构储备率低于 10.00%。
认为解毒药储备不能满足工作需要比例为 43.38%（59/136）。 断货为影响医疗机构解毒药储备的主要问题，比例为
44.12%（60/136）。 调查反馈解毒药种类少的机构比例为 63.24%（86/136）。 结论 中毒救治指定医疗机构的解毒药
储备存在困难，药物和种类不能满足日常救治和卫生应急需求。 解毒药生产、供应、储备亟需优化，需加大解毒药研
发支持，建立解毒药审批绿色通道，完善解毒药储备信息获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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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reserve of common used antidotes in the appointed medical
institutions for poisoning treatment in China and thinking on improvement of reserve
mechanism ZHOU Jing, LANG Nan, YUAN Yuan, SUN Chengye (National Institute of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Poison Control,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reserve, application, and transfer of common used antidotes in the appointed
medical institutions for poisoning treatment in China,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reserve of antidotes. Methods Totally 150 provincial poisoning treatment bases and appointed medical
institutions for poisoning treatment at the provincial, municipal and county levels were cross -sectionally surveyed. The
antidotes reserve condition was evaluate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2018 national survey on the basic situation of poisoning
health emergency. Results Totally 136 medical institutions reported their reserves of antidotes, and 124 filled in the
reserve list. 79.41% (108/136) medical institutions reserved antidotes, and 92.65% (126/136) institutions regularly renewed
these antidotes. The proportion of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reserve of 14 drugs listed in catalogue of 24 common used
antidotes was less than 10%. 43.38% (59/136) of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thought the reserves of antidotes did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 44.12% (60/136) medical institutions reported that being out -of -stock was the main problem affecting
their reserve of antidotes. 63.24% (86/136) institutions thought that there were fewer types of antidotes available.
Conclusions The medical institutions appointed for poisoning treatment had difficulties in reserving antidotes. The types of
antidotes can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daily treatment and health emergencies. The mechanisms of production, supply,
and reserve of antidotes urgently need to be optimized. It is necessary to increase support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ntidotes, establish a green channel for antidotes approval, and improve the ways to obtain information on the reserves of
antidotes.
Keywords：poisoning treatment; medical institution; antidote; reserve

基金项目：中国疾控中心职业卫生所国家级化学中毒救治基地及中毒卫生应急队伍运行（1310311090001600007）
作者简介：周静（1976—），女，硕士，研究员
通信作者：孙承业，研究员，E-mail: suncy@chinacdc.cn

论著

28· ·



职业卫生与应急救援 2023 年 2 月 第 41 卷第 1 期 Occup Health & Emerg Rescue， Feb. 2023 Vol.41 No.1

www.oher.com.cn

储备更新
省级中毒
救治基地
（n = 29）

省级指定
医疗机构
（n = 18）

市级指定
医疗机构
（n = 26）

县级指定
医疗机构
（n = 63）

合计
（n = 136）

实物储备 21（72.41） 10（55.56） 23（88.46） 54（85.71） 108（79.41）

按期更新 27（93.10） 13（72.22） 25（96.15） 61（96.83） 126（92.65）

资金储备 2（6.90） 2（11.11） 0 0 4（2.94）
实物和资金 6（20.69） 6（33.33） 3（11.54） 9（14.29） 24（17.65）

表 1 各类医疗机构解毒药储备方式及更新情况
［机构数（占比/%）］

中毒是毒物作用于机体导致组织器官出现器
质性或功能性损伤而引起的全身性疾病［1］。 我国急
性中毒约占同期急诊科就诊患者比例的 2.7% ~
3.6%［2］，急性中毒病死率为 2.06% ~ 2.36%［3-4］。 突
发中毒事件是仅次于传染病的第二大类公共卫生
事件，包括食品安全事件、安全生产事故、环境污染事
件、 社会安全事件等原因造成的群体性中毒事件［5］。
解毒药是中毒救治特效治疗药，中毒救治的原则之
一是早期足量使用解毒药［6-7］， 减轻毒物对机体的
损害，改善患者预后，因此世界各国均将解毒药作
为应急药品储备，并作为有效预防和应对突发事件
的必要储备物资。 为了解我国医疗卫生机构解毒药
储备现况，本研究对承担政府公共卫生职能的中毒
救治基地和中毒救治指定医疗机构进行了调查。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本研究以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州、
区）、 县三级中毒救治基地及中毒救治指定医疗机
构为调查对象。 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机构全部纳
入，市（州、区）、县采取分层抽样，各行政区按 2016
年国内生产总值排序，将全国各省分为 3 层，每层
抽取 3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再将所辖市（州、区）
分 3 层，每层随机抽取 1 个市（州、区），如抽取到直
辖市则每层随机抽取 2 个区且无需再抽取县，最后
将抽取到市（州）所辖县分 3 层，每层随机抽取 1 个
县。 最终纳入的调查对象为 150 家中毒救治指定医
疗机构。 数据来源于 2018 年全国中毒卫生应急基
本情况调查。
1.2 方法
1.2.1 调查方法

制定统一调查方案和调查表，分配被调查机构
账户，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通过“突发中毒事件卫
生应急信息平台”填报网络调查问卷，质量负责人
进行网络数据审核和查看现场资料复核。
1.2.2 调查内容

设定解毒药调查清单，覆盖中毒使用常用解毒
药类别，包括金属及类金属、有机磷酸酯类杀虫剂、
氰化物及高铁血红蛋白形成剂、 有机氟类杀鼠剂、
抗凝血类杀鼠剂、苯二氮艹

卓类药物、甲醇等毒物的
解毒药，以及抗肉毒血清（A、B、E）及检测试剂、抗
蛇毒血清，共 24 种解毒药，调查其储备、使用、调
用、信息获取等情况。
1.2.3 质量控制

调查问卷设计逻辑纠错， 保证数据信息完整、

有效。 采取调查方案论证、预调查、调查员培训、专
家质控、两级网络审核、抽样现场复核等多种措施，
确保调查数据质量。
1.2.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Excel 2019 软件建立数据库，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用率或构成比表
示， 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

全国 150 家中毒救治指定医疗机构包括：由各
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 30 家省级中毒救治基地
（除西藏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 家省级中
毒救治指定医疗机构；30 家市（州、区）级中毒救治
指定医疗机构和 71 家县级中毒救治指定医疗机
构。 其中 136 家医疗机构填报了解毒药储备情况，
124 家机构填报了解毒药储备清单。 除内蒙古自治
区外，29 家省级中毒救治基地均有解毒药储备，储
备率为 96.67%（29/30）。省级、市级和县级的中毒救
治基地及指定医疗机构解毒药储备率分别是
95.92%（47/49）、86.67%（26/30）和 88.73%（63/71），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 2.63，P ＞ 0.05）。
2.2 储备依据

省级中毒救治基地，以及省级、市级和县级指
定医疗机构储备依据主要是参照以往中毒发生情
况， 比例分别是 86.20%（25/29）、72.22%（13/18）、
76.92%（20/26）和 77.78%（49/63）。储备依据中根据
上级规定，省级中毒救治基地，以及省级、市级和县
级 指 定 医 疗 机 构 比 例 分 别 为 51.72%（15/29）、
44.44%（8/18）、46.15%（12/26）和 26.98%（17/63）。
2.3 储备方式与更新

填报了解毒药储备情况的 136 家机构中，省级
中毒救治基地，以及省级、市级和县级指定医疗机
构的解毒药储备方式均以实物储备为主，总占比为
79.41%（108/136）。此外，资金储备总占比为 2.94%，
实物和资金储备总占比为 17.65%。现有解毒药储备
按期更新率为 92.65%。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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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储备种类
填报了解毒药储备清单的 124 家医疗机构中，

省级中毒救治基地储备 1 ~ 5 种解毒药的机构占
34.48%（10/29）， 储备 6 ~ 10 种解毒药的机构占
62.07%（18/29）， 储备 10 种以上解毒药的机构占
3.45%（1/29）。 省、市、县级指定医疗机构解毒药储
备种类在 1 ~ 5 种的占比最多， 分别为 71.43%（10/

14）、72.00%（18/25）和 85.45%（47/55）。储备的解毒
药种类频次前五位依次是维生素 K1（87.90%，109/
124）、 亚甲蓝 （85.48% ，106/124）、 二巯丙磺钠
（68.55% ，85/124）、氟马西尼（56.45% ，70/124）、氯
解磷定（41.94%，52/124），其他类别解毒药机构储
备率均低于 1/4，24 种解毒药中有 14 种储备率低于
10%。 见表 2。

2.5 获取途径和储备信息
医疗机构从医药公司购买解毒药占 83.09%

（113/136），其中省级中毒救治基地，以及省级、市级
和 县 级 指 定 医 疗 机 构 分 别 占 75.86%（22/29）、
83.33%（15/18）、84.62%（22/26）和 85.71%（54/63）；
从生产厂家采购和上级划拨的比例分别为 28.68%
（39/136）和 8.09%（11/136）。
2.6 储备问题

四类机构中认为解毒药储备不能满足工作需
要的占比为 43.38%（59/136）。医疗机构解毒药储备
的问题中供应断货的比例最高（44.12%，60/136），

其中省级中毒救治基地，以及省级、市级和县级指
定医疗机构分别占 51.72%（15/29），33.33%（6/18），
42.31%（11/26）和 44.44%（28/63）。省级中毒救治基
地和省级指定医疗机构储备问题前三位均为断货、
停产和采购渠道不清，市级为断货、停产和无经济
回报， 市、 县级指定医疗机构断货是最主要的原
因， 比例分别为 42.31%（11/26）、44.44%（28/63）。
见表 3。
2.7 调用和使用问题

调查反馈解毒药种类少的机构占 63.24%（86/
136）， 解毒药调用程序复杂的占 19.85%（27/136），

注：① 军药批号； ② 特需生产。

毒物类型 解毒药名称 省级中毒救治
基地（n = 29）

省级指定医疗
机构（n = 14）

市级指定医疗
机构（n = 25）

县级指定医疗
机构（n = 55）

合计
（n = 124） 储备率/%

汞、砷
二巯丙磺钠 7 9 17 52 85 68.55

二巯丁二钠 8 2 0 0 10 8.06

铅 依地酸钙钠 18 4 2 2 26 20.97

铊 普鲁士蓝① 5 2 0 0 7 5.65

钡 硫酸钠② 2 2 0 1 5 4.03

有机磷酸酯类杀虫剂 氯解磷定 20 6 9 17 52 41.94
氰化物，高铁血红蛋白
形成剂 亚甲蓝 27 12 23 44 106 85.48

氰化物

亚硝酸异戊酯 4 2 0 0 6 4.84

亚硝酸钠 3 1 0 1 5 4.03

硫代硫酸钠 7 2 7 6 22 17.74

4-二甲氨基苯酚① 1 1 0 0 2 1.61

有机氟类杀鼠剂 乙酰胺 14 3 4 3 24 19.35

抗凝血类杀鼠剂 维生素 K1 27 12 23 47 109 87.90

苯二氮艹
卓类药物 氟马西尼 19 9 18 24 70 56.45

甲醇 乙醇② 1 2 1 0 4 3.23

肉毒

肉毒抗毒血清 A 1 1 0 1 3 2.42

肉毒抗毒血清 B 2 0 0 0 2 1.61

肉毒抗毒血清 E 1 0 0 0 1 0.81

肉毒诊断血清 1 0 0 0 1 0.81

蛇毒

抗蝮蛇毒血清 4 1 6 15 26 20.97

抗五步蛇毒血清 0 1 2 9 12 9.68

抗眼镜蛇毒血清 0 0 0 1 1 0.81

抗银环蛇毒血清 1 0 0 5 6 4.84

经口吸收毒物 医用活性炭 8 3 1 2 14 11.29

表 2 各类医疗机构解毒药储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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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毒药调用和使用中解毒药储备信息不清的占
14.71%（20/136）。

储备问题
省级中毒
救治基地
（n = 29）

省级指定
医疗机构
（n = 18）

市级指定
医疗机构
（n = 26）

县级指定
医疗机构
（n = 63）

合计
（n = 136）

解毒药停产 13（44.83） 6（33.33） 8（30.77） 7（11.11） 34（25.00）

解毒药供应
断货 15（51.72） 6（33.33） 11（42.31） 28（44.44） 60（44.12）

解毒药无批号 5（17.24） 4（22.22） 5（19.23） 4（6.35） 18（13.24）

采购渠道不清 15（51.72） 5（27.78） 6（23.08） 16（25.40） 42（30.88）

缺储备资金 11（37.93） 4（22.22） 6（23.08） 21（33.33） 42（30.88）

无经济回报 8（27.59） 3（16.67） 9（34.62） 14（22.22） 34（25.00）

表 3 各类医疗机构解毒药储备问题情况
［机构数（构成比/%）］

3 讨论
3.1 解毒药储备不足

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整体布局下，我国已初步
构建由国家中毒控制中心、各级疾控机构、中毒救
治基地及指定医疗机构组成的中毒卫生应急网络
体系［8］，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中毒救治医疗机
构承担公共卫生应急现场和院内中毒救治任务。 本
次调查结果显示这类机构基本能够根据既往中毒
发生情况和政府要求进行解毒药储备，但各级机构
解毒药的储备实际现况不容乐观。 我国已发布了
WS/T 679—2020《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
规范 总则》《卫生应急队伍装备参考目录（试行）》
和《急性中毒的诊断与治疗专家共识（2015 版）》等
标准、规范和专家共识，列出了我国常见类别毒物
中毒的解毒药品种目录，用于指导各队伍、机构开
展中毒救治和卫生应急的解毒药储备。 本次调查结
果显示，四类中毒救治医疗机构只有维生素 K1、亚
甲蓝、二巯丙磺钠、氟马西尼和氯解磷定机构储备
率超过 40%，其他种类的解毒药机构储备率均低于
25%，有 14 种解毒药的储备率均低于 10%。 被调查
的省级中毒救治基地，以及省级、市级和县级指定
医疗机构反馈解毒药储备不能满足工作需要的接
近半数（43.38%）， 反映了我国现有解毒药储备品
种、数量及供应等方面均不能满足临床需求。 国家
卫生健康委卫生应急办公室委托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建设的突发中毒事
件卫生应急信息平台，每半年收集一次全国省级中
毒救治基地常用解毒药储备现况，也仅有二巯丙磺
钠、亚甲蓝、维生素 K1 和氟马西尼四种解毒药储备
率超过 50%。 英国、科威特、黎巴嫩等国家均存在必
备解毒药医院储备不完整的情况［9-11］。美国、英国和
加拿大在内的十多个国家，也已多次发现各种解毒

药库存不足［12］。 解毒药储备不足已成为全世界普遍
存在的问题。
3.2 医疗机构解毒药储备困难

目前我国生产的解毒药分四类情况。 一是有国
药批号，市场供应充足，如维生素 K1、亚甲蓝、依地
酸钙钠等。 二是有国药批号，但目前均为独家生产
供应，如抗蛇毒血清、抗肉毒血清、乙酰胺、亚硝酸
异戊酯等。 三是无国药批号，仅有军药批号，如普鲁
士蓝、4-二甲氨基苯酚等。 四是无国药批号，只能靠
进口或专项组织生产储备，如活性炭粉、硫酸钠等。

虽然《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18 年版）》已将几
种抗蛇毒血清、氰化物中毒解毒药（硫代硫酸钠）、
有机磷酸酯类中毒解毒药（氯解磷定、碘解磷定、戊
乙奎醚）、亚硝酸盐中毒解毒药（亚甲蓝）、阿片类中
毒解毒药（纳洛酮）、鼠药解毒药（乙酰胺）和其他中
毒解毒药（氟马西尼、青霉胺）共 13 种药品列入目
录，但随着药品管理现代化，对生产企业要求具备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车间，生产企业因升
级改造需要加大投入，而解毒药生产利润低，企业
缺乏生产动力， 近年来已发生过多次抗蛇毒血清、
氯解磷定、亚硝酸异戊酯等常用解毒药停产长达半
年或者更长时间。

在市场经济运行下，生产企业或供应商缺乏积
极性，是造成医疗机构无法完成解毒药储备和更新
的重要原因。 此外，解毒药储备常见的问题还包括
断货问题。 由于中毒发生具有不确定性的特点，造
成解毒药临床需求量少，某医疗机构解毒药储备时
往往采购量不多。 军用批号或无批号的定制药品临
床使用受限，也是造成医疗机构储备困难的一个重
要原因。
3.3 解毒药生产、供应、储备亟需优化

约 60%的被调查机构反馈解毒药种类少。 我国
目前仅有 20 余种特效解毒药，近 40 年来无新获得
的国药批准的解毒药，已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
家，解毒药新药研究停滞不前。 由于解毒药的开发、
研制投入多、产出少，病例收集困难，部分临床试验
完成难度大，企业和研究机构均不愿参与，目前只
能由承担储备任务的单位组织企业生产、 储备，仅
限用于突发事件。 如果引进国外产品，也需通过新
药审批程序，同样有各种困难。

解毒药由于其特殊属性，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
命安全，已被列入各级各类应对突发事件应急准备
的物资储备目录中。 针对用量小、企业生产不盈利
的短缺品种，建议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管理部、发
改委、工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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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组织研究制定我国突发事件和生活中毒救治解
毒药清单并建立储备机制，定期定点生产，以稳定
药品供应和专项供应［13］。

建立解毒药审批绿色通道。 鉴于解毒药的使用
具有特殊性，建议在其临床试验、申请、报批、进口
审批、生产、销售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建立
绿色通道。 同时，加快军用药品转国家药品批准文
号的审批速度［14］。 完善部分特殊解毒药物说明书中
适应证及用法用量问题，保障临床使用的合理和合
法性。

协调完善解毒药储备及信息获取途径，建立信
息化数据共享机制［15］。 依托突发中毒事件卫生应急
信息平台现有的资源，加大专业机构解毒药信息共
享和信息利用的力度，同时创建解毒药运送的绿色
通道。

优化解毒药供应与储备，通过研发保障、生产
能力、救援能力和供应保障可提高药品供应能力［8］。
生产储备不足、较为稀缺的、经常使用的或事件发
生时需立即调用的解毒药， 建议采取实物储备［16］。
解毒药应按照地方为主、 国家后备的原则进行储
备。 根据不同地区中毒疾病谱、中毒事件的发生率
以及本地工农业毒物危害现状编制本地解毒药储
备计划，确定储备目录和数量，兼顾突发中毒事件
和中毒个案的需要。 为减少储备浪费，解毒药储备
可遵照控制品种、总量平衡的动态管理原则，根据
解毒药使用的需求缓急建立不同储备模式。 还可借
鉴美国的做法，对医院开展正式的解毒药储备脆弱
性评估，以确定其对解毒药储备的具体需求［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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