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急性亚硝酸盐中毒事件卫生应急处置技术方案 

急性亚硝酸盐中毒是指短时间内摄入较大量亚硝酸盐后引起

的以血液系统损害为主的全身性疾病，主要表现为高铁血红蛋白

血症。 

1 概述 

亚硝酸盐（常见有亚硝酸钠和亚硝酸钾）为白色或微黄色结

晶或颗粒状粉末，无臭味，易溶于水。亚硝酸盐成人口服的最低

中毒剂量约为 0.1g，口服最低致死剂量约为 1.0g~5.0g。 

急性亚硝酸盐中毒途径为经口摄入，主要接触机会有：食堂或

餐饮业误将其作为食盐使用；进食苦井水、放置过久的腌制食品

或添加剂超标的熟食肉类；大量食用富含硝酸盐和亚硝酸盐的蔬

菜等。 

2 中毒事件的调查和现场处理 

2.1 现场处置人员的个体防护 

    现场处置人员调查和处理亚硝酸盐中毒事件时，一般不必穿

戴个体防护装备；现场采样人员采集食品样品时，需要戴一次性

乳胶手套；现场救护人员在现场救治点救治中毒病人时，一般不

必穿戴个体防护装备。 

2.2 中毒事件的调查 

调查人员到达中毒现场后，应先了解中毒事件的概况，然后

进行中毒事件相关场所、人员等调查工作，并及时向中毒事件指

挥部提出收集并封存所有可疑中毒食品、其他可能导致本次中毒

事件物品以及中毒病人呕吐物的建议。 



2.2.1 中毒事件相关场所的调查 

调查对象包括中毒事件涉及的食品生产、储存、加工至食用

整个过程的各个场所，调查内容包括食品加工过程（包括使用的

原料和配料、调料、食品容器、使用的工具）、环境状况，食品的

分装、储存的条件，人员接触情况等。 

2.2.2 中毒事件相关人员的调查 

调查对象包括中毒病人、目击证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如饭

店负责人、厨师、服务员、食品采购员、同工作场所工人等）。调

查内容包括接触时间、接触物质、接触人数、中毒人数、中毒的

主要症状、中毒事故的进展情况、已经采取的紧急措施、饮食的

加工方法、食品的来源等。同时，还应向临床救治单位进一步了

解相关资料（如抢救过程、临床治疗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等）。 

对现场调查的资料作好记录，进行现场拍照、录音等。取证

材料要有被调查人的签字。 

2.3 现场中毒样品的快速检测 

中毒事件现场采集的可疑中毒食物及中毒病人的呕吐物、胃

内容物、以及血液等样品可在现场进行快速定性检测。可使用固

体格氏试剂法定性测定食品的亚硝酸盐(附件 1)或盐酸萘乙二胺

法半定量、定量测定食品中亚硝酸盐（附件 2）。可使用氰化高铁

血红蛋白测定法现场定量测定中毒病人血中高铁血红蛋白（附件

3）。有条件可选用便携式血氧分析仪测定高铁血红蛋白。 

2.4 中毒事件的确认和鉴别 

2.4.1 中毒事件的确认标准 

同时具有以下三点，可确认为急性亚硝酸盐中毒事件： 



a)中毒病人有亚硝酸盐接触机会； 

b)中毒病人短时间内出现以高铁血红蛋白血症为主的临床表

现； 

c)中毒现场食物样品或中毒病人呕吐物亚硝酸盐含量增高。 

2.4.2 中毒事件的鉴别 

与其他原因引起的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群体事件鉴别（如急性

苯的氨基和硝基化合物、杀虫脒等中毒事件）。 

2.5 现场医疗救援 

对于所有意识清晰的中毒病人立即予以催吐。当出现大批中

毒病人，应首先进行现场检伤分类，优先处理红标病人。 

2.5.1 现场检伤分类  

a) 红标，具有下列指标之一者： 

意识障碍；休克；抽搐。 

b) 绿标，具有下列指标者：   

出现胸闷、心悸、乏力、口唇、指端发绀、恶心、呕吐等症

状。 

c) 黑标，同时具备下列指标者：   

意识丧失，瞳孔散大、无自主呼吸、大动脉搏动消失。 

2.5.2 现场医疗救援 

红标病人要建立静脉通道，吸氧，并立即以 1%亚甲蓝溶液按

1mg/kg～2mg/kg 剂量稀释后缓慢静脉注射，20min～30min 后可根

据病情重复给药 1 次。心跳呼吸骤停者，立即予以心肺复苏等对



症支持治疗。绿标病人暂不予特殊处理，及时采取对症治疗措施。 

2.5.3 病人转送 

中毒病人经现场急救处理后，应立即就近转送医院继续观察

和治疗。 

3 中毒样品的采集与检测 

3.1 采集样品的选择 

可能导致中毒的食物、中毒病人的呕吐物、胃内容物是首选

样品。血中高铁血红蛋白浓度可供急性亚硝酸盐中毒病人的诊治

参考。另外，可根据中毒事件的现场调查结果，确定应采集的其

它样品种类。 

3.2 样品的采集方法 

呕吐物、胃内容物、固体食品和半流质食品使用具塞玻璃瓶

或聚乙烯瓶密闭盛放，采样量 50g～100g；液体样品(血液除外) 使

用具塞玻璃瓶或聚乙烯瓶盛放，采样量 300ml～500ml；血液样品

必须立即采样，若现场不能分析，可带回实验室测定，采样量约

10ml，抗凝剂以肝素为佳，禁用草酸盐。 

3.3 样品的保存和运输 

所有样品(血样除外)采集后最好在 4℃条件下冷藏保存和运

输，如无条件冷藏保存运输，样品应在采集后 24h 内进行实验室

检测。所有实验室检测完毕的样品，应在冷冻条件下保存一周，

以备实验室复核。 

3.4 推荐的实验室检测方法  



食品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定量测定（GB/T 5009.33—2008）。 

4 医院内救治 

4.1 病人交接 

    中毒病人送到医院后，由接诊医护人员与转送人员对中毒病人

的相关信息进行交接，并签字确认。 

4.2 诊断和诊断分级 

救治医生对中毒病人或陪护人员进行病史询问，对中毒病人

进行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确认中毒病人的诊断，并进行诊断

分级。 

诊断分级 

a）轻度中毒：口唇、耳廓、舌及指(趾)甲等发绀，可伴有头

晕、头痛、乏力、恶心、呕吐，血液高铁血红蛋白含量在 10%～30%。 

b）中度中毒：皮肤、黏膜明显发绀，可出现心悸、胸闷、呼

吸困难、视物模糊等症状，血液高铁血红蛋白含量在 30%～50%。 

c）重度中毒：皮肤、黏膜重度发绀，并可出现嗜睡、血压下

降、心律失常，甚至休克、昏迷、抽搐、呼吸衰竭，血液高铁血

红蛋白含量高于 50%。 

4.3 治疗 

接收医院对所接收的中毒病人确认诊断和进行诊断分级后，

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将病人送往不同科室进行进一步救治。轻度

中毒病人留观，中、重度中毒病人可住院治疗，必要时送至危重

症监护病房抢救。 

4.3.1 清除毒物 



中、重度中毒病人入院后进行洗胃，必要时给予导泻。 

4.3.2 解毒药物 

a）亚甲蓝（美蓝）：为高铁血红蛋白血症的特效解毒剂。根

据病情给予 1%亚甲蓝溶液 1mg/kg～2mg/kg 稀释后缓慢静脉注射，

注射0.5h～1h后血液中高铁血红蛋白含量无明显下降或发绀不见

缓解，可重复用药一次全量或半量，直至高铁血红蛋白血症消失。 

b）维生素 C：可给予维生素 C 5.0g 加入葡萄糖溶液中静脉滴

注。 

4.3.3 氧疗 

可采用鼻导管或面罩给氧。 

4.3.4 对症支持治疗 

        注意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密切监护心、肺、脑等脏器功

能，及时给予相应的治疗措施。 

5 应急反应的终止 

中毒食品和其他可疑毒物已经完全收缴和销毁，中毒相关危

险因素已被有效控制，未出现新的中毒病人且原有病人病情稳定

24h 以上。 

 

 

 

 

 



附件 1 

固体格氏试剂快速测定食品的亚硝酸盐 

1 适用范围 

适用于食品中亚硝酸盐的定性测定。测定结果可作为初步判

断事件性质的重要参考，不能作为确定事件性质的依据。重大突

发事件性质的判定，建议采用分光光度法加以确认。 

2 原理 

亚硝酸盐在酸性介质中与对氨基苯磺酸起重氮化反应，所生

成的重氮化合物再与α-萘胺耦合，生成红色偶氮染料，颜色深浅

与亚硝酸盐氮含量成正比。 

3 方法重要参数 

检测限：0.1mg/g 样品 

4 仪器 

10ml 具塞比色管；小试管；滤纸；50μl 微量注射器。 

5 试剂 

5.1 固体格氏试剂：称取0.1gα-萘胺，1.0g对氨基苯磺酸及8.9g

酒石酸于乳钵中研成细末，贮于棕色瓶中备用。 

5.2 亚硝酸钠标准溶液（制备纸片用）：每毫升含600μg亚硝酸钠。 

5.3 亚硝酸钠标准溶液（测试纸片用）：每毫升含10μg亚硝酸钠 

5.3 亚硝酸钠纸片制备：取滤纸剪成1cm
2
的小片，用50μl微量注

射器于每张滤纸上滴加5μl的亚硝酸钠标准溶液。使每张纸片上

含有3μg亚硝酸钠。自然晾干后，置棕色试剂瓶中保存备用。保



存期为一个月。 

5.4 纸片含量试验:取制备好的纸片10张，置于10支10ml的比色管

中，分别取每毫升含10μg亚硝酸钠的标准溶液0.0ml、0.1ml、

0.3ml、0.5ml分别置于10ml比色管中，以上各管均加水至5ml，各

加格氏试剂0.2g，混匀，放置5min后，目视比色。若纸片有半数

未达到2.5μg～3.0μg,该批纸片则需重做。 

6 操作 

取均匀切碎的试样1g左右（水样取1ml左右）于烧杯中，加水

100ml，浸泡5min过滤。取三支小试管，一管加样品滤液2.5ml，

一管加亚硝酸钠标准纸片一张，另一管则为空白。三管分别加水

至5ml，各加格氏试剂0.2g左右，混匀，放置5min左右。目视比色，

若样品管颜色与标准管颜色相近（桃红色）或深于标准管，则有

亚硝酸盐中毒的可能性。若浅于标准管，则亚硝酸盐引起中毒的

可能性不大。 

7 说明和注意事项 

7.1 纸片亚硝酸钠剂量设计：设定成人摄入1kg含亚硝酸盐的白菜

发生中毒，按亚硝酸盐中毒0.1g计算，取样品1g，加水至100ml，

则每2.5ml样液中含相当于2.5μg亚硝酸盐。 

7.2 显色后颜色很深且有沉淀产生，或者很快退色变成浅黄色，

说明样品中亚硝酸盐含量很高，需稀释后重新测试，否则会得出

错误结论。 

 



附件 2 

盐酸萘乙二胺半定量、定量测定食品中亚硝酸盐 

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食品中亚硝酸盐的半定量和定量测定。 

2 原理 

样品由沉淀剂沉淀蛋白，在酸性条件下（pH 2.5～3.5），亚

硝酸盐与氨基苯磺酰胺重氮化后，再与盐酸萘乙二胺偶合，呈现

偶氮色素的红紫色, 与标准色阶进行目视半定量或使用分光光度

计比色定量。 

3 主要参数 

3.1 测定范围：（0.0～100.0）mg/kg。 

3.2 检出限:1.0mg/kg（目视法）和 0.2mg/kg（分光光度法）。 

3.3 回收率:75%～105%。 

3.4 相对标准偏差:≤10%。 

3.5 全程测定时间:30min。 

3.6 干扰：5mg/L亚硝酸钠的溶液中，0.5g/L的Na
+
、Ca

2+
、Mg

2+
、Zn

2+
、

Cr
3+
、Cl

-
、SO4

2-
、F

-
等共存离子对测定无明显干扰。 

4 试剂 

4.1 亚硝酸钠(优级纯)、氢氧化钠、硫酸锌、活性碳、酒石酸、

对氨基苯磺酸、N-1-萘乙二胺 

4.2 亚硝酸钠标准贮备液：准确称取 0.1g 干燥恒重的亚硝酸钠，

加水溶解，移入 1000ml 容量瓶中，并稀释至刻度。此溶液浓度为



100mg/L。 

4.3 亚硝酸钠标准使用液：准确吸取 5.0ml 亚硝酸钠标准贮备液，

于 100ml 容量瓶中，加水稀释至刻度。此溶液浓度为 5mg/L。 

4.4 格氏试剂：取 80℃～100℃干燥后的酒石酸 60g，研细，与 N-1-

萘乙二胺 1g、对氨基苯磺酸 10g 混合，混匀后密封保存。 

5 器材： 

100ml 锥形瓶、100ml 量筒、5ml 比色管、小漏斗、滤纸、分

光光度计。 

6 操作步骤 

6.1 样品前处理 

a) 肉类、粮食(米、面)、奶粉:称取 5.0g 捣碎、研细的样品

于 100ml 锥形瓶中，加水 50ml,摇匀，加约 0.05g 氢氧化钠摇匀，

调节 pH 为 8.0，然后再加 1.2g 硫酸锌，混匀，置 60℃水浴 10min，

取出后用滤纸过滤，弃去初滤液 20ml，收集滤液备用。 

b) 果、菜类样品：称取 5.0g 剪碎、研细的样品于 100ml 锥

形瓶中，加水 50ml，振摇 20min，加少量活性炭，摇匀后，过滤，

滤液备用。 

6.2 测定 

6.2.1 标准工作曲线配制 

吸取亚硝酸钠标准使用液 0.00ml、0.50ml、1.00ml、1.50ml、

2.00ml、2.50ml 分别加水至 5ml 刻度，加格氏试剂 60mg，混匀，

加热促溶，静置 2min 后，取出冷至室温。 



6.2.2 样品测定 

取样品前处理液 2.5ml, 加格氏试剂 60mg，混匀，加热促溶，

静置 2min 后，取出冷至室温。 

6.2.3 目视比色法 

将样品管与标准系列进行目视比色。 

6.2.4 分光光度法 

用零管调零，于分光光度计（550nm）处测定吸光度值同时制

作标准系列，并计算其亚硝酸盐的含量。 

6.3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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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高铁血红蛋白定量测定——氰化高铁血红蛋白测定法 

1 适用范围 

本方法适用于疑似亚硝酸盐中毒病人全血中高铁血红蛋白的

测定。 

2 原理 

高铁血红蛋白在波长 630nm 处有一特有的吸收光带，当加入

氰化物后，高铁血红蛋白即转化为氰化血红蛋白，此吸收光带亦

随即消失。因此加入氰化物前后用分光光度计（或光电比色计）

测定其吸光度之差，按标准计算高铁血红蛋白的含量。 

3 试剂 

3.1 磷酸氢二钠溶液：准确称取Na2HPO4·12H2O 23.87g，用蒸馏水

溶解稀释至 1L。 

3.2 磷酸二氢钾溶液：准确称取KH2PO4 9.07g，用蒸馏水溶解稀释

至 1L。 

3.3 磷酸盐缓冲液：量取磷酸氢二钠溶液 3.75ml，磷酸二氢钾溶

液 6.25ml，蒸馏水 30ml，混合后即可使用（此液临用现配）。 

3.4 5％（W/V）氰化钾（钠）溶液。 

3.5 5％（W/V）高铁氰化钾溶液。 

3.6 1％ Triton X－100（辛烷基酚聚氧乙烯醚）溶液。 

4 操作步骤 

4.1 取 2 支小试管，以“A”、“B”编号，各加磷酸盐缓冲液 4.5ml，



末梢血 40μl，0.5ml 1％Triton X－100。“A”管于 630nm波长，

以磷酸盐缓冲液或蒸馏水调零测得吸光度为D1后，加入 5％氰化钾

（钠）溶液 50μl，混匀，放置 2min，以同样波长测得吸光度为

D2。 

4.2 “B”管加入 5％高铁氰化钾溶液 50μl，在 2min～5min后，

在 630nm波长处测得吸光度为D3，然后加入 5％氰化钾（钠）液 50

μl，混匀，放置 2min，以同样波长测得吸光度为D4。 

5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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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总铁血红蛋白高铁血红蛋白

 

6 方法说明 

6.1 高铁血红蛋白形成后，由于红细胞中还原酶的存在，可使高

铁血红蛋白逐渐还原消退，因此必须立即采样测定。 

6.2 本法必须使用分辨能力强的分光光度计，而且在使用前必须

校验分光器的波长是否准确。 

6.3 全血在加入试剂后，血细胞破坏。由于少量碎片的存在，使

溶液发生混浊，影响吸光度（尤其是正常人会出现负值），使用非

离子表面活性剂 Triton X－100 稀释液，或经过离心步骤可克服

血红蛋白的混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