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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 3 种非离子型碘对比剂（NICM）用于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致过敏反

应的发生情况及临床特点。

方法

从北京安贞医院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药物不

良反应报表中筛选出因 PCI 手术中应用碘海醇、碘普罗胺或碘克沙醇发生过敏反应的患者，并通过检
索医院信息系统获取同期行 PCI 手术且术中应用上述 NICM 的患者总数。计算 3 种 NICM 总体和各自
的过敏反应、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并分析其临床特点。

结果

3 种 NICM 的总体过敏反应发生率

为 0.603%（422/69 955），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为 0.024%（17/69 955）。碘海醇、碘普罗胺和碘克沙醇过

敏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0.418%（109/26 097）、0.364%（83/22 787）和 1.092%（230/21 071），严重过敏反应

发生率分别为 0.023%（6/26 097）、0.039%（9/22 787）和 0.009%（2/21 071）。碘克沙醇过敏反应发生率
高于碘普罗胺和碘海醇（均 P<0.001），但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最低，与碘普罗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47）。发生过敏反应的 422 例患者中男性 327 例，女性 95 例；年龄 27~101 岁，平均 59 岁。

373 例患者有过敏反应发生时间记录，
注射 NICM 至发生过敏反应的时间为 30 s~90 h，
中位时间为 5 h；
过敏反应为速发型（潜伏期≤1 h）者 127 例（34.0%），迟发型（潜伏期>1 h）者 246 例（66.0%）。碘普罗胺

导致的过敏反应以速发型为主（79.5%，62/78），而碘克沙醇以迟发型为主（87.7%，193/220）。速发型

过敏反应患者既往有过敏史者占比明显高于迟发型患者［15.0%（15/100）比 7.1%（14/197），P=0.030］。
过敏反应的临床表现以皮疹最为常见［78.0%（329/422）］，严重过敏反应 17 例中过敏性休克 15 例

（88.2%），喉头水肿和呼吸困难各 1 例，均为速发型。过敏反应经治疗均好转，但有 6 例患者因严重过
敏反应未能完成 PCI 手术。

结论

3 种 NICM 用于 PCI 的安全性均较好，过敏反应发生率低，其中

碘普罗胺的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最高。过敏性休克等严重过敏反应会影响 PCI 手术的进行，应予
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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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Wei Juanjuan, Lin Yang, Shi Xiujin
Department of Pharmacy,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Shi Xiujin, Email: xiujinshi@163.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occurrence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induced by 3 non⁃ionic iodine contrast media (NICMs) dur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PCI). Methods The patients who developed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in iopromide, iohexol, and iodixanol
application during PCI were screened out from adverse drug reaction reports of Beijing Anzhen Hospital from
January 1, 2013 to December 31, 2018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patients who underwent the PCI during that
period and received the above NICMs was obtained by searching the hospital information system. The overall
incidences of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and severe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and incidences of those induced
by each of the 3 NICMs were calculated and their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overall incidences of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and severe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induced by the 3 NICMs
were 0.603% (422/69 955) and 0.024% (17/69 955). The incidences of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induced
by iohexol, iopromide, and iodixanol were 0.418% (109/26 097), 0.364% (83/22 787), and 1.092%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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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071), respectively; the incidences of severe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were 0.023% (6/26 097), 0.039%
(9/22 787), and 0.009% (2/21 071), respectively. Iodixanol had a higher incidence of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than iopromide and iohexol (both P<0.001) but the lowest incidence of severe hypersensitivity reac⁃
tion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iopromide (P=0.047). Of the 422 patients who developed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327 were male and 95 were female with an average age of 59 years (range: 27⁃101
years). The time of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occurrence was recorded in 373 patients and time from NICMs
injection to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occurrence were 30 minutes to 90 hours with the median time of 5
hours;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were immediate type (latency ≤1 hour) in 127 patients (34.0%) and delayed
type (latency>1 hour) in 246 patients (66.0%). The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induced by iopromide were
mainly immediate type (79.5%, 62/78), while those induced by ioxamol were mainly delayed type (87.7%,
193/220).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a previous history of allergy in the immediate type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delayed type patients [15.0% (15/100) vs. 7.1% (14/197), P=0.030]. The
most common clinical manifestation of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was rash [78.0% (329/422)]. Among 17
cases of severe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15 (88.2%) were anaphylactic shock, 1 was laryngeal edema, and
1 was dyspnea, all of which were immediate type.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were all improved after treatments,
but PCI failed to be fully performed in 6 patients due to severe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Conclusions
The safety of 3 NICMs for PCI was good and the incidence of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was low; the inci⁃
dence of severe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due to iopromide was the highest. Severe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such as anaphylactic shock might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PCI and caution should be given.
【Key words】 Contrast media;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Anaphylaxis; Iohexol;
Iopromide; Iodixanol
DOI: 10.3760/cma.j.cn114015⁃20200807⁃00852

随着介入技术的发展和增强 CT 的广泛使用，

非离子型碘对比剂（non⁃ionic iodine contrast media，
NICM）的使用日益广泛

，同时其安全性也受到

［1⁃3］

广泛关注。据报道，NICM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0.1%~0.6%，
主要为过敏反应，
多较轻微，
表现为皮疹、
瘙痒、
寒战、
恶心、
呕吐等，
严重不良反应占1%~5%，
表

现为心律失常、血压剧烈变化、过敏性休克等，其中
以过敏性休克最为凶险

。根据发生时间的快

［4⁃7］

慢，
碘对比剂过敏反应分为速发型和迟发型，
前者发

生在用药后1 h内（≤1 h），
后者发生在1 h后（>1 h） 。
［8］

既往关于不同品种 NICM 过敏反应发生情况的比较
性研究较少，且研究的对象均为静脉注射 NICM 行

intervention，PCI）中常用的 NICM 为 碘 海 醇 、碘 普

罗胺和碘克沙醇，为比较这 3 种 NICM 动脉给药致

过敏反应的发生情况及临床特点，我们收集我院相
关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1
1.1

对象和方法
对象
研 究 对 象 选 自 我 院 药 物 不 良 反 应（adverse

drug reaction，ADR）报表报告的患者。ADR 报表纳

入标准：
（1）不良反应的诊断为过敏反应，且过敏反
应发生在接受 PCI 手术并在术中应用碘海醇、碘普

罗胺或碘克沙醇的患者；
（2）NICM 与过敏反应的因
果关系判定结果为“可能有关”或“很可能有关”或

CT 增强检查的患者。Gomi 等 的研究结果显示，

［13］
“肯定有关”
；
（3）患者接受 PCI 手术的时间为

次为碘美普尔（3.9%，69/1 751）、碘普罗胺（3.5%，

（1）不良反应的诊断不是过敏反应；
（2）过敏反应不

［9］

5 种 NICM 所致速发型过敏反应发生率从高至低依

64/1 805）、碘帕醇（2.2%，38/1 697）、碘海醇（2.0%，
36/1 792）和碘佛醇（1.8%，34/1 886）。Kim 等

的

［10］

研究结果显示，
4 种 NICM 所致速发型过敏反应发生
率从高至低依次为碘普罗胺（1.03%，
534/51 685）、
碘帕

醇（0.67%，906/135 882）、碘海醇（0.64%，
418/65 764）
和碘比醇（0.34%，111/32 756）。关于 NICM 经动脉
给药致过敏反应发生情况的研究尚不多见，而碘对

比剂静脉或动脉注射的药代动力学和对组织细胞的
影响不尽相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

［11⁃12］

院 经 皮 冠 状 动 脉 介 入 治 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排除标准：
是发生在接受 PCI 手术并在术中应用碘海醇、碘普

罗胺或碘克沙醇的患者；
（3）碘海醇、碘普罗胺或碘
克沙醇不是导致过敏反应的首位或唯一可疑药物；

（4）患者接受 PCI 手术的时间不在设定的时间段内。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和数据提取
我院药事部有专人负责审核、整理和保存全院

各科室上报的纸质版 ADR报表。由2名研究人员从
存档的 2013—2018 年纸质版 ADR 报表中筛选出符
合纳入标准的报表。为完善患者的临床信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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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R 报表中记录的患者姓名和病历号，从医院信

（50.0%），
≥60 岁 195 例（46.2%）。373 例患者有过敏

息系统，获取同期在我院行 PCI 手术且术中应用碘

时间为 30 s~90 h，中位时间为 5 h；速发型过敏反应

息系统中调取患者的电子病历，并通过检索医院信
海醇、碘普罗胺或碘克沙醇的患者总数。

由 2 名研究人员采用自行设计的 Excel 表格，

从 ADR 报表和电子病历中提取患者的基本信息

（姓名、性别、年龄、既往过敏史等）、NICM 使用情况

反应发生时间记录，注射 NICM 至发生过敏反应的
127 例（34.0%），迟发型过敏反应 246 例（66.0%）。
297 例患者有既往过敏史记录，有过敏史者 29 例

（9.8%）。

3 种 NICM 过敏反应发生率比较

2.2

3 种 NICM 中，碘克沙醇的过敏反应发生率最

（种类、剂量）、过敏反应发生情况（发生时间、临床
表现、严重程度）以及过敏反应的治疗及转归。对

NICM 过 敏 反 应 的 临 床 表 现 根 据 国 际 医 学 用 语

词 典（Medical Dictionary for Regulatory Activities，
MedDRA） 中药物不良反应术语集的首选系统器
［14］

官分类（system organ classification，SOC）及下位首

选术语（preferred term，PT）进行分类。过敏反应严
重程度根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发布的《常

高，与碘普罗胺和碘海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 P<0.001）；
而其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最低，与
碘普罗胺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7），但与
碘海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碘普罗

胺与碘海醇比较，过敏反应和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见表 1。
表1

［15］
见严重药品不良反应技术规范及评价标准》
分为

3 种 NICM 用于冠状动脉介入治疗
致过敏反应的发生情况

Tab 1

Occurrence of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induced

NICM

用药例数

醇、碘普罗胺或碘克沙醇的过敏反应、严重过敏反

碘普罗胺

应发生率进行比较。

碘海醇

22 787

严重过敏反应和非严重过敏反应。
1.2.2 主要分析指标
1.2.2.1

过敏反应发生率

by 3 NICMs dur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计算 3 种 NICM 总体和

各自的过敏反应、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并对碘海

1.2.2.2

过敏反应的临床特点

碘克沙醇

分析 NICM 过敏反

χ²值

应的分型（速发型、迟发型）和不同分型过敏反应的

P值

主要临床表现，对碘海醇、碘普罗胺或碘克沙醇过
敏反应的分型进行比较，并分析患者既往过敏史与
PCI 手术中应用 NICM 后发生过敏反应的关系。
1.2.2.3

过敏反应的转归

分析严重和非严重过

敏反应的临床干预效果及其对 PCI 手术的影响。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

析。碘海醇、碘普罗胺或碘克沙醇过敏反应、严重

反应发生率比较和过敏反应分型比较采用 χ²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果
过敏反应总发生率和患者一般情况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在我院

行 PCI 手术且术中使用碘海醇、碘普罗胺或碘克沙
醇的患者共 69 955 例，发生过敏反应者 422 例，其

中严重过敏反应 17 例，过敏反应发生率为 0.603%，
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为 0.024%，严重过敏反应占

过 敏 反 应 的 4.0%。 422 例 过 敏 反 应 患 者 中 男 性

327 例（77.5%），
女性 95 例（22.5%）；
年龄 27~101 岁，
平 均 59 岁，<40 岁者 16 例（3.8%），40~59 岁 211 例

注
a

26 097
21 071

过敏反应
例数

严重过敏反应

发生率（%） 例数

83

0.364a

9

230

1.092

2

109

0.418

b

120.488
<0.001

发生率（%）
0.039 c

6

0.023
0.009

4.086
0.130

NICM：非离子型碘对比剂，non⁃ionic iodine contrast media；

：与碘克沙醇比较，χ²=81.728，P<0.001；b：与碘克沙醇比较，χ²=

c
74.194，
P<0.001；
：
与碘克沙醇比较，
χ²=3.934，
P<0.047

2.3
2.3.1

过敏反应的临床特点
过敏反应分型及临床表现

422 例过敏反

应患者中可进行过敏反应分型者 373 例，其中速发
型 127 例（34.0%），迟发型 246 例（66.0%）。速发型

过敏反应中严重过敏反应 17 例，非严重过敏反应
110 例，注射 NICM 至发生过敏反应的时间为 30 s~

50 min；迟发型过敏反应均为非严重过敏反应，注
射 NICM 至发生过敏反应的时间为 1.5 h~90 h。另

有 49 例因无过敏反应发生时间记录而未能分型，
均为非严重过敏反应。无论速发型或迟发型还是
未分型过敏反应，临床表现均以皮疹最为常见，发
生率为 78.0%（329/422）；其次为皮肤黏膜水肿，发

生率为 15.9%（67/422）。17 例严重过敏反应包括
过敏性休克 15 例，喉头水肿和呼吸困难各 1 例，发

生在用药后 2~50 min，其中 6 例（35.3%）发生在用

药后 20 min 以内。仅见于速发型过敏反应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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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非离子型碘对比剂用于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时导致过敏反应的临床表现［例（%）
］

Tab 2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induced by non⁃ionic iodine contrast media dur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case (%)]

过敏反应
分型

例数

皮疹

皮肤黏膜
水肿

潮红

瘙痒

过敏性
休克

寒战

呼吸困难
或胸闷

恶心

发热

速发型

127

92(72.4)

14(11.0)a

10(7.9)

6(4.7)

15(11.8)

5(3.9)

5(3.9)b

2(1.6)

0

4(8.2)

1(2.0)

0

0

0

迟发型

193(78.5)

49(19.9)

422

329(78.0)

67(15.9)

49

未分型
合计
注

246

a

44(89.8)

30(12.2)

24(9.8)

41(9.7)

33(7.8)

3(6.1)

0
0

15(3.6)

发型过敏反应的临床表现为发热和乏力。见表 2。
3 种 NICM 过敏反应分型的比较

碘普罗胺

导致的过敏反应以速发型为主（79.5%，62/78），碘

克沙醇以迟发型为主（87.7%，193/220），而碘海醇

导致的过敏反应速发型和迟发型几乎各占一半

［50.7%（38/75）比 49.3%（37/75）］。不同 NICM 间两

两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见表 3。
表3

3 种 NICM 用于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所致过敏
反应的分型比较

Tab 3 Comparison of the types of hypersensitivity reactions
induced by 3 NICMs during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

NICM

过敏反应

速发型过敏反应

迟发型过敏反应

例数

［例（%)］

［例（%)］

碘普罗胺

78

62(79.5)

16(20.5)

220

27(12.3)

193(87.7)

碘海醇
碘克沙醇

χ²值

75

38(50.7)

37(49.3)

127.398

<0.001

P值
注

NICM：非离子型碘对比剂，non⁃ionic iodine contrast media；

碘普罗胺与碘海醇比较，χ²=14.027，P<0.001；碘普罗胺与碘克沙醇
比较，χ²=124.200，P<0.001；碘海醇与碘克沙醇比较，χ²=47.994，P<
0.001

2.3.3

既往过敏史与NICM过敏反应的关系 297例

有既往过敏史记录的患者中，发生速发型过敏反应
者 100 例，
其中既往有过敏史者 15 例（15.0%）；
发生

迟发型过敏反应者197例，
其中既往有过敏史者14例
（7.1%）；
速发型过敏反应患者中既往有过敏史者占
比高于迟发型过敏反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²=
0.691，
P=0.030）。
2.3.4

1(2.0)
8(1.9)

：
其中 1 例喉头水肿为严重过敏反应；：
其中 1 例为严重过敏反应
b

表现除了过敏性休克，还有心慌和呕吐；仅见于迟
2.3.2

2(0.8)

过敏反应的转归

17 例发生严重过敏反应

的患者均立即给予积极救治，救治措施包括全身应

用糖皮质激素（14 例）、静脉泵入多巴胺维持血压
（11 例）、应用肾上腺素（10 例）和采用主动脉内球

2(0.8)
7(1.7)

2(0.8)
4(0.9)

心慌
2(1.6)

呕吐

乏力

2(1.6)

0

0

0

3(1.2)

0

0

3(0.7)

2(0.5)

2(0.5)

0

1(0.4)
1(0.2)

囊反搏术机械性辅助循环维持血压（1 例）。救治

1~72 h 后，17 例患者均好转，无一例死亡。严重过
敏反应发生在用药后 2~15 min 的 6 例患者（过敏性

休克 5 例，严重呼吸困难 1 例）未能完成 PCI 手术，
其中 1 例严重呼吸困难患者因冠状动脉条件不稳
定于 3 d 后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5 例过敏性休
克患者后续行药物保守治疗直至出院。严重过敏

反应发生在用药后 35~50 min 的 11 例患者均在过
敏反应发生前完成了 PCI 手术。未完成及完成 PCI

手术的严重过敏反应患者中，各有 3 例因过敏反应
导致住院时间延长（延长 3~10 d）。

405 例非严重过敏反应患者均在给予抗过敏

药物治疗后症状消失，其中 363 例患者有恢复时间
的描述，为 5 min~7 d，其中 268 例（73.8%）在 24 h 内

恢复，77 例（21.2%）在 24~72 h 内恢复，中位恢复时
间为 22 h。发生非严重过敏反应的患者均完成 PCI
手术，
无一例因过敏反应导致住院时间延长。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 PCI 手术中应用碘海醇、

碘普罗胺或碘克沙醇均可导致过敏反应，
3 种 NICM

的总体过敏反应发生率为 0.603%（422/69 955），严

重过敏反应发生率为 0.024%（17/69 955），过敏反
应中严重过敏反应占 4.03%（17/422）。我院 3 种
NICM 动 脉 用 药 的 过 敏 反 应 发 生 率 高 于 Sodagari

等［7］和 Hunt 等［6］报道的 NICM 静脉用药过敏反应发

生率，与 Wang 等［5］报道的静脉用药过敏反应发生
率相似。Sodagari 等［7］的研究中 NICM 静脉注射造
影时的过敏反应发生率为 0.48%（752/155 234），但

未提供 NICM 的种类，也未对过敏反应的严重程度
进行评价。在 Hunt 等［6］研究中，低渗 NICM 静脉注

射时过敏反应和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0.110%（522/456 930）和 0.004%（19/456 930），未提
供 NICM 的种类。Wang 等［5］研究中所用 NICM 品种

与本研究相同，静脉注射造影过敏反应的发生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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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545/84 928），
但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0.013%，

醇（1.8%，34/1 886）；在 Kim 等［10］的研究中，碘普罗

均低于本研究。这可能与上述研究均为用于诊断的

高于碘佛醇（0.67%，906/135 822）、碘海醇（0.64%，

11/84 928）及其在过敏反应中的占比（2%，11/545）
静脉给药，
给药剂量和对比剂种类存在不同有关。

在我院常用的 3 种 NICM 中，碘克沙醇的过敏

胺的速发型过敏反应发生率为 1.03%（534/51 685），
418/65 764）、
碘比醇（0.34%，
111/32 756）。

已有文献报道，既往有药物或食物过敏史者

反应发生率最高［1.092%（230/21 071）］，与碘普罗

应用碘对比剂后发生过敏反应的概率为正常人的

26 097）］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

的概率更高［9］。本研究结果显示，速发型过敏反应

胺［0.364%（83/22 787）］和 碘 海 醇［0.418%（109/

但其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最低［0.009%（2/21 071）
］，
与碘普罗胺［0.039%（9/22 787）］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47）。这可能与 3 种 NICM 的相对分

子质量和亲水性不同有关。碘普罗胺、碘海醇和碘
克沙醇的相对分子质量分别为 791、821 和 1 550

，

［16］

2~3 倍［19］，有碘对比剂过敏史者再次发生过敏反应

患者中既往有过敏史者占比明显高于迟发型过敏

反应者［15.0%（15/100）比 7.1%（14/197），χ²=0.691，
P=0.030］，提 示 既 往 有 过 敏 史 的 患 者 动 脉 应 用
NICM 后更易发生速发型过敏反应。因此，对既往

有过敏史的患者，推荐使用速发型过敏反应发生率

相对分子质量较大者可能更容易导致过敏反应。

较低的碘克沙醇。

普罗胺、碘海醇和碘克沙醇的羟基数目分别为 4、

非严重过敏反应，症状多较轻，预后较好，均未影响

而 NICM 的亲水性依赖于其结构上的羟基数目，碘

6 和 9 个，其亲水性为碘普罗胺<碘海醇<碘克沙
醇

。由于亲脂性基团更容易与机体蛋白、生物膜

［17］

起作用而产生生物毒性，NICM 的亲水基团包裹越

少，越易与蛋白质、酶结合，可能更容易引起严重过
敏反应。3 种 NICM 中，碘普罗胺分子质量最小，其

过敏反应发生率最低，但其亲水性最小，故严重过
敏反应发生率最高。

以往的研究显示，NICM 导致的过敏反应主要

表现为皮疹，几乎所有危及生命的严重过敏反应均
发 生 在 用 药 后 20 min 内

。 在 本 研 究 中 ，3 种

［5，12］

NICM 动脉给药后所致过敏反应的临床表现以皮肤

损伤最为常见，78.0%（329/422）的患者出现皮疹；
速发型占34.0%（127/373），
迟发型占66.0%（246/373）；
17 例严重过敏反应患者中有 6 例（35.3%）发生在用

药后 20 min 内，这 6 例患者均未能完成 PCI 手术。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碘克沙醇导致的过敏反应以迟

发型为主（87.7%，193/220），而碘普罗胺导致的过
敏反应主要为速发型（79.5%，62/78）。这与以往的
研究结果一致。Sutton 等

的研究显示，使用碘帕

［18］

醇、碘美普尔和碘克沙醇的 PCI 患者迟发型皮肤过

敏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4.2%（31/738）、4.0%（26/644）
和 12.1%（75/619），碘克沙醇的迟发型皮肤过敏反
应发生率是碘帕醇和碘美普尔的 3 倍。而 Gomi 等

［9］

和 Kim 等

的低渗 NICM 用于 CT 造影时速发型过

［10］

敏反应的研究也显示，碘普罗胺的速发型过敏反应
发生率较高。在 Gomi 等 的研究中，碘普罗胺的速
［9］

发型过敏反应发生率为 3.5%（64/1 805），高于碘帕
醇（2.2%，38/1 697）、碘海醇（2.0%，36/1 792）、碘佛

本组 422 例过敏反应患者中 405 例（96.0%）为

PCI 手术的进行。但 17 例发生严重过敏反应的患
者中 6 例（35.3%）未能完成 PCI 手术，其中 1 例因持

续休克而采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术机械性辅助循
环维持血压。提示应重视速发型严重过敏反应的
识别与救治。速发型严重过敏反应可能因血压下

降、胸闷和呼吸困难而阻碍 PCI 手术的顺利完成，
延误疾病的治疗。特别是对于因需要及时开通血
管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冠状动脉条件不稳定的
患者，一旦出现过敏性休克等严重反应，无疑是双
重打击。因此，过敏性休克的早期识别和正确处理
有利于患者的快速恢复和 PCI 手术顺利完成。国

内外严重过敏反应急救指南［20⁃21］均推荐在发生严
重过敏反应早期给予肾上腺素。本研究 17 例严重

过敏反应患者中仅 10 例给予肾上腺素治疗，其原

因可能与部分医师未及时识别过敏性休克或严重
过敏反应救治知识培训不足有关，应加强严重过敏
反应诊治知识的相关培训。

本研究提示，我院 PCI 手术中常用的 3 种 NICM

总体安全性较好，过敏反应及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
均较低，但可能高于静脉用药。3 种 NICM 中，碘普

罗胺的过敏反应发生率最低，但严重过敏反应发生
率最高，严重过敏反应多为过敏性休克，一旦出现
需及时抢救和处理；
而碘克沙醇过敏反应发生率虽
最高，但严重过敏反应发生率最低，主要为迟发反
应，临床表现一般为轻微的皮疹等。因此，PCI 手

术中使用碘普罗胺时，更需关注用药 1 h 内的过敏

反应，在导管室内行介入操作过程中需密切观察有
无过敏反应发生，并做好预防和抢救准备。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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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克沙醇时，更需关注用药 1 h 后的过敏反应，患者

出现皮疹或其他过敏反应表现时往往已经完成
PCI 手术并回到病房，应加强此时间段的监测并及
时给予对症处理。

[12]

和病历中均未记录过敏反应发生时间，125 例均未

[13]

在本研究中，422 例患者中有 49 例 ADR 报表

记录既往有无过敏史，提示医师和药师在填写和审
核 ADR 报表时不够严谨细致，导致数据缺失，可能

影响 ADR 报表数据分析的结果，也会影响到上报
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的质量，今后应进
一步完善 ADR 报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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