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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 氫氟酸灼傷手恐截肢
103年6月29日

健康醫療網／記者林怡亭報導

接觸到不明液體時，可別輕
忽，嚴重恐截肢！一名從事
資源回收的男子，在翻動塑
膠垃圾時，手指遭不明液體
噴濺，感覺到椎心刺骨之痛
，經診斷後發現，是被氫氟
酸液體灼傷。

原文網址: 恐怖！ 氫氟酸灼傷手恐截肢 | ETtoday健康新聞 | ETtoday 新聞
雲 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629/372423.htm#ixzz3Xw1BcjF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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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 - 物理性質
 氟化氫(HF)在常溫和大氣壓力下是無色、有強腐
蝕性的氣體或液體；當濃度超過48％，在與空氣
接觸時，會形成白霧(mist) 。

 純氟化氫的沸點是19.5°C，溶點− 83.38 °C 。在
19.5°C 以下為無色、會冒煙的液體。具刺鼻味。

 純氟化氫也稱作無水氫氟酸。

 氟化氫可溶於水而產生氫氟酸 (hydrofluoric acid) ，
分子式HF·H2O ，外觀與水相同。

 49wt%氫氟酸的沸點是104°C，溶點−37 °C 。

 氫氟酸不燃，但能與大多數金屬反應，生成氫氣
而引起爆炸。



The boiling point and liquid–
vapor composition of the 
system HF–H2O

Physical properties at 20℃

50 wt 

% HF

70 wt 

% HF

Boiling 

point (℃) 105 66

Freezing 

point (℃) -35 -86

Density

(Kg/L) 1.17 1.23



常見物質的pKa數值

物質名稱 化學式 PKa 物質名稱 化學式 PKa 物質名稱 化學式 PKa

強酸 中強酸 弱酸

氟磺酸 HSO3F −15.10 草酸 H2C2O4 1.23 抗壞血酸 C6H8O6 4.04

氟銻酸 HSbF6 −31.30 磷酸 H3PO4 2.12 苯甲酸 C6H5COOH 4.20

高氯酸 HClO4 −10.00 氫氟酸 HF 3.15 醋酸 CH3COOH 4.74

氫碘酸 HI −9.48 甲酸 HCOOH 3.75 碳酸* H2CO3 6.35

氫溴酸 HBr −9.00 乳酸 C3H6O3 3.86 次氯酸 HOCl 7.50

鹽酸 HCl −8.00 硒化氫 HSe 3.89 氫氰酸 HCN 9.30

硫酸 H2SO4 −3.00 酚 C6H5OH 9.99

硝酸 HNO3 −1.64

pKa<0的酸在水中是強酸，介於0與4.0之間為中強酸，其他為弱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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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 - 化學性質
中等強度偏弱的酸

 由於(a)氟原子半徑小，電荷密度高，對氫原子的束縛較

大，(b)H-F共價鍵高度極性，故氟化氫具有分子間氫鍵，

使得氟化氫具有高度能學穩定性，離解度低。因此，離

解生成之水合氫離子濃度較低，使酸度常數Ka 較低。

它比強酸如鹽酸，解離氫離子(H+)的速度約慢1000倍。

HF(aq) + H2O(l)  H3O
+

(aq) + F-
(aq) Ka=7.2X10-4

 當高濃度時，氫氟酸產生下列反應：

2 HF (aq) → H＋
(aq) ＋[FHF]－(aq) Ka=5.2 

[FHF]－內具有特殊的氫鍵，有利於平衡向右，使得氫

氟酸的酸性增加。



HF - 化學性質

 氫氟酸能與一般金屬、金屬氧化物、以及氫氧化
物相作用，生成各種鹽類，但作用不及鹽酸那樣
劇烈。

 金、鉑、鉛、石蠟以及某些塑料（聚乙烯、聚丙
烯等）與它不起作用，所以可作容器。

 氫氟酸不是強酸，卻能夠溶解很多其他酸都不能
溶解的玻璃，其能侵蝕玻璃和矽酸鹽而生成氣態
的四氟化矽和氟矽酸。因此氫氟酸不能盛放於玻
璃容器中。反應式為：SiO2(s) + 4 HF(aq) → SiF4(g) 

+ 2H2O ; SiF4(g) + 2HF(aq) → H2[SiF6](aq) + 2H2O



HF - 用途

 蝕刻(Etching)玻璃、金屬、矽樹脂、瓷器和石頭

 清洗黃銅、水晶、珠寶、大理石、磁磚、磁器、冷
氣機

 製造半導體矽晶片

 搪瓷、鍍鋅鐵、酸洗不銹鋼

 製造塑料、殺菌劑和殺蟲劑

 除鏽、除水垢

 清潔劑(含鋁或鉻之汽車配件、地毯、浴缸、牆壁)

 分離鈾同位素;石油精煉之催化劑;合成含氟有機物



氫氟酸(氟化氫)俗稱

洗鑽水

除鏽劑

酸洗

氟酸

白骨酸

化骨水



氫氟酸的中毒機轉 (I)

 氟離子的毒性作用

氟離子對於體內的鈣和鎂有很強的親和力，

產生不可逆的結合形成難溶鹽血鈣過低、

血鎂過低. (高血鉀??) 

低血鈣心律不整、痙攣、凝血機能異常

 氫離子的酸性作用

局部組織傷害—低濃度時，凝塊(coagulum)

或燒傷的焦痂(eschar)緩慢形成



氫氟酸的中毒機轉 (II)

 氟的滲透係數(permeability coefficient) 

=1.4*10-4cm/sec

 氟離子能深入到骨頭和深層組織：導致骨頭去鈣及
壞死；氟離子與組織中鈣離子結合，逐漸耗盡鈣離子，
局部神經細胞釋出鉀離子，造成神經之強烈刺激。

 心肌存有高濃度之氟離子，會造成心肌損傷。

 氟離子和含金屬的蛋白質酶結合, 破壞氧化磷酸化
(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醣酵解
(glycolysis)和其它細胞的代謝。

 氟離子會抑制神經傳導和具心臟抑制作用。



Fig.  The injury mechanisms of HF burns

Burns 2014; 40: 1447-1457



Mechanism of Action

Tissue penetration

HFA → H+ + F-

F- complex with Mg & Ca 

→ Mg↓, Ca↓

Massive cell dysfunction or death

→ Na↓, K↑

Electrolytes imbalance 

→ arrythmia}

H+F- has direct cardiotoxicity

Death



低血鈣

低血鎂

高血鉀 ?



皮膚接觸氫氟酸致輕度灼傷，遲發性低血鈣、低血鎂、
低血鉀和心跳短暫停止 - 成功搶救案例

 Background: ….., severe systemic toxicity is not common after 

mild dermal exposure. 

 Case: A 36 y/o worker suffered a first degree burn of 3% of his 

TBSA as a result of being splashed on the right thigh with 20% 

HF acid. Immediate irrigation and topical use of calcium 

gluconate gel prevented local injury. However, the patient 

developed hypocalcemia and hypomagnesemia, hypokalemia, 

bradycardia and eventually had asystole at 16 h post-

exposure, which were unusual findings. He was successfully 

resuscitated by administration of calcium, magnesium and 

potassium. 

 Conclusion: This report highlights a late risk of HF acid dermal 

exposure.

Wu ML, et al. Survival after hypocalcemia, hypomagnesemia, hypokalemia and cardiac arrest 

following mild hydrofluoric acid burn. Clin Toxicol (phila) 2010;48:9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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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Sequential changes of serum electrolytes and clinical course

Wu ML, et al. Survival after hypocalcemia, hypomagnesemia, hypokalemia and cardiac arrest 

following mild hydrofluoric acid burn. Clin Toxicol (phila) 2010;48:953-5.



工程師氫氟酸中毒死亡
台灣職業死亡第一例

 26歲男性電子工程師

 12: 47被純氫氟酸潑左手、大腿及腹部，約佔體表面績6.5%

 自行沖水後, 1:10 pm送至醫院

 給予皮下注射Cal. gluconate +lidocaine，血清鈣 8.4 mg/dl

 13:40 抽搐，意識仍清楚，給予靜脈注射氯化鈣 2 amp，
valium 1 amp, 插管, pH 7.167, HCO3 16 

 14:05 深度昏迷:氯化鈣 4 amp, valium 2 amp.

 14:23 氯化鈣 2 amp, valium 2 amp, jusomine 6 amp

 14:45 digoxin;                                        血清鈣8.7, K 3.1…. 

 17:20 VT: lidocaine 50 mg…..cardioversion

 18:40 (6 h): 死亡



除鏽劑自殺死亡
 42 y/o woman, suicidal ingestion of 50-100 ml unknown liquid (rust 

remover from dry laundry shop) in 16:40 

 18:10 ER of LMD: lavage, activated charcoal, vit K

 19:20 vomiting, coffee-ground vomitus, BP 70/40, PR 72;N/S 1500 ml

 20:20 VGH, BP 79/39, PR 101, irritable/cry, limbs/oral numbness, muscle 

cramping;  Dopamine, methylcobal,      WBC 14020, Hb 10.4, Cr 1.8, Na 

142, K 4, Cl 114, AST 78, ALT 23, pH 7.34, HCO3 10.2 

 24:00 free Ca 0.46 mmol/L Ca gluconate 20 ml

Next day

 1:20 (8.6h) seizure, coma, cyanosis; ETT,  ECG: VT, defibrillation X 2,

Cr 2.7, Na 140, K 3.3, Cl 113, amylase 504, free Ca 0.50 mmol/L

 2:30 no pulse, VT, cardioversion x 7, Ca gluconate 8 amp, NaHCO3 4 

amp, lidocaine, epinephrine….

 3:45 (11h): exp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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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化物致高血鉀的機轉

早期的文獻資料都認為氟化物會造成低血鈣、低血鎂以及伴隨高

血鉀。本國毒藥物諮詢中心的研究指出氫氟酸中毒造成高血鉀的

情況很少見，反而是看到低血鉀。

高血鉀, which may be delayed in onset, 被認為是氟化物造

成心律不整的原因之ㄧ。氟離子有兩種方式可造成高血鉀;(1)去

活化細胞的鈉/鉀ATP(adenosine triphosphate)酶幫浦，使細胞

內鈉離子堆積及細胞外鉀離子堆積。(2)活化鈉/鈣離子交換幫浦，

造成細胞內鈣離子堆積，引發依賴鈣離子的鉀離子通道，導致鉀

離子流出細胞(potassium efflux)。

另外，嚴重氟化物中毒之高血鉀可能續發於組織傷害或急救後組

織反應。



低血鉀與氫氟酸中毒
 Gallerani(1988) described an attempted suicide case by subcutaneous 

injection with 5 ml of 7% HF, who had severe tissue damage and 

underwent several surgical interventions. This patient developed low 

serum Ca, Na, Cl, and K (3.4 mmol/L), but did not experience 

arrhythmias.

 Dalamaga(2008) reported an industrial accident that resulted in second 

degree burn of 3.5% BSA from exposure to 70% HF. The patient 

developed low serum Ca, Mg, K (2.1 mmol/L) and ventricular 

tachycardia.

 We report an industrial accident that resulted in first degree burn of 

3% BSA from exposure to 20% HF. The man developed low serum Ca, 

Mg, K (2.6 mmol/L), bradycardia and asystole.

 Vohra et al.(2008)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and noticed that 

hyperkalemia had been conclusively demonstrated only in cases of 

poisoning with sodium fluoride or sodium silicofluoride, but not HF 

there was lack of published evidence of hyperkalemia with HF poisoning.



氫氟酸中毒時低血鉀之可能機轉

低血鉀原因

 攝取的鉀離子不足

 流失增加：

 腎臟流失:礦物皮質酮或醛固酮

（Aldosterone）分泌增加，造

成血液中的鈉離子滯留，腎臟

排出鉀離子；藥物(如利尿劑)。

 腸胃道流失鉀離子。

 鉀離子由細胞外向細胞內移動

 低血鎂會增加腎臟流失鉀而造

成低血鉀。

 氫氟酸中毒時之低血鉀原因：

「鉀離子流出細胞 」的能

力較低、未產生組織傷害

以及低血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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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 Mg++

F-
, H+

K+ Normal, Low, or High

HF Poisoning



1991至2010年毒藥物諮詢中心324位氫氟酸接觸案例

 皮膚暴露84% 、職業性中毒佔80% 。

 電解質不平衡情形不常見，低血鈣、低血鎂、低
血鉀分別佔8.6%、1.2%及1.5%；

 皮膚暴露者有64%接受解毒劑，包括浸泡葡萄糖
酸鈣(49.8%)、靜脈注射鈣離子(20.6%)及局部使用
葡萄糖酸鈣軟膏(13.9%)。

 20位病人(7%)接受手術。

 嚴重度:輕度(56.5%)、中度(36.7%) 、重度 (1.2%,  

4人) 、死亡 (0.6% ,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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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 ML, et al. Acute hydrofluoric acid exposure reported to Taiwan Poison Control Center, 

1991-2010. Hum Exp Toxicol 2014;33:449-54



職業別
%

Wu ML, et al.. Acute hydrofluoric acid exposure reported to Taiwan Poison 

Control Center, 1991-2010. Hum Exp Toxicol 2014;33:449-54.

N=183



Wu ML, et al.. Acute hydrofluoric acid exposure reported to Taiwan Poison Control 

Center, 1991-2010. Hum Exp Toxicol 2014;33:449-54.



氫氟酸中毒症狀及徵象



氫氟酸中毒—皮膚暴露

一般暴露氫氟酸後，皮膚患部可產生明顯的紅、腫、
痛、泛白、水泡；其後可因組織壞死導致指甲或患
部變藍灰、棕、黑，乃至深層難癒合的灼傷。

 傷害的嚴重度及症狀出現的快慢，取於氫氟酸
的濃度、暴露時間長短、及組織穿透度

 濃度<10% →疼痛6-24小時才發生；濃度10-

50%(0.5-6小時)；濃度>50%(立即產生症狀)

 氫氟酸造成的化學性灼燒傷，病患常主訴患處
極度疼痛，但身體檢查發現往往不相對稱



氫氟酸中毒—眼睛暴露

 眼睛傷害：0.5%濃度之氫氟酸即可產生傷害

 可迅速產生疼痛、流淚、結膜發紅、角膜混濁等症候。

 合併症包括角膜混濁、視力變差、葡萄膜炎、青光眼、

結膜結痂、眼瞼變形、眼球穿孔等，嚴重者可能永久

的視力喪失或失明。



氫氟酸中毒—吸入

 呼吸系統
 吸入氣體(50~250ppm)、水氣(mist)、或灰塵
會刺激和灼傷呼吸道，引發喉嚨痛、支氣管痙
攣、喉頭痙攣和上下呼吸道水腫。病患可能產
生咳嗽、氣促、燒灼感、發紺及呼吸困難等症
狀

 產生的症狀依沈澱在呼吸道的位置而定
 水溶性氣體：氟化氫→上呼吸道、作用迅速
 細微氟塵→下呼吸道，可延遲12至24小時才
發生

 導致血氧過低及相關作用



氫氟酸中毒—口服

食入氫氟酸是非常嚴重、不易治療及高死亡
率的中毒

 局部症狀:口咽刺痛、灼傷

 腸胃道燒灼傷:噁心、嘔吐、腹痛、吐血等。
乃至於急性胰臟炎、腸道穿孔、腎傷害

 全身性症狀:頭暈、倦怠、抽搐、躁動、意
識混亂、昏迷、呼吸困難、心律不整、心
臟停止



其他症狀及徵象

 心臟血管系統：呼吸系統吸入性傷害後容易造

成血氧過低，影響心臟功能。而電解質不平衡

如血鈣過低、血鎂過低，引發致命性心律不整。

 神經系統：血鈣過低和血鎂過低，會促進鈉流

入及鉀流出神經細胞和肌肉細胞，導致靜態膜

電位下降，引起自發性放電、興奮、抽搐、肌

肉顫抖和手足搐搦等。



可能產生低血鈣-應視為會危及生命

 皮膚接觸

 濃度 50 HF %：暴露 1% 體表面積(BSA)

 任何濃度HF：暴露5%體表面積

 吸入濃度 60% HF 蒸氣

 口服HF

Greco RJ, et al. Hydrofluoric acid induced hypocalcemia. J Trauma 1988; 28: 1593-6.



Major HF burns with high risk to 

develop lethal electrolyte imbalance 

 1% BSA burn with anhydrous HF, 

 5% BSA burn with >70% HF, 

 7% BSA burn with 50-70% HF, 

 10% BSA burn with 20-50% HF, 

 20% BSA burn with <20% HF, 

 prolonged exposure or long delay for treatment 

in minor HF burns

 ingestion or inhalation of >5% HF. 

Dünser MW, et al. Critical care management of major hydrofluoric acid burns: a case report,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rapy. Burns. 2004;30:391-8.

http://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22D%C3%BCnser%20MW%22%5BAuthor%5D


主要死因

 心室性心律不整和心房顫動

 心臟傳導失能





Day 4

Day 5

Day 16



治療--除污

 適當的現場除污：即病患脫光衣服並經清水
和清潔劑沖洗後，身上看不到任何附著的固
體或液體

 呼吸的除污

 皮膚的除污

 眼睛的除污



皮膚接觸氫氟酸中毒的處置

 除污

 水沖洗 (10-20分鐘)或六氟靈（Hexafluorine)

 局部治療

 塗抹2.5%葡萄糖酸鈣凝膠

 水泡予以弄破、擴傷，水泡底面塗以含鈣或鎂的
凝膠

 Soaking: 2.5%葡萄糖酸鈣溶液浸泡

 靜脈注射10%葡萄糖酸鈣或2%氯化鈣(鎂鹽)



氫氟酸中毒的處置—嚴重局部傷害

calcium gluconate

 局部浸潤注射 (local infiltration)

 靜脈局部灌注 (Intravenous regional 

perfusion)

 動脈灌注 (Intra-arterial infusion)

 10 ml 10% calcium gluconate in 40 mL NS 

infused for 4 hours

Calcium chloride (X)



手術

 打開水泡

 移除指甲 (很少需要)

 清創

 移除壞死組織或骨頭

 重建：皮瓣移植手術



氫氟酸中毒的處置—吸入性中毒

 救離污染源、除污、維持呼吸道暢通

 給予100%氧氣

 監視呼吸狀態予以呼吸治療，如使用輔助呼吸器

或氣管擴張劑

 有建議給予吸入2.5%之葡萄糖酸鈣噴霧治療

 施予鈣或鎂治療全身性氟中毒



氫氟酸中毒的處置—口服

 應視為會致命的狀況處置

 不要催吐

 假如病患有嚴重且顯著的口咽燒傷，則不應進食

任何東西

 可以鼻胃管小心引流/洗胃(加入含鈣或鎂的溶液)

 可給予牛奶、含鈣或鎂溶液或胃乳片、240-300

ml的10%葡萄糖酸鈣溶液等。

 應予以心電圖監視，並考慮給予靜脈注射鈣或鎂

 血液透析(重度中毒)。



氫氟酸的作業環境容許暴露標準

八小時日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TWA)

3 ppm (2.6 mg/m3)

短時間時量平均容許濃度

(STEL)

6 ppm

勞工作業場所容許暴露標準

勞動部民國103年6月27日

Time-weighted average (TWA)

Short term exposure level (STEL): 連續暴露在此濃 度以下任何十五分鐘，
不致有不可忍受之刺激、慢性或不可逆之組織病變、麻醉昏暈作用、事故增
加之傾向或工作效率之降低者。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N0060004


安全使用氫氟酸需知

 使用氫氟酸作業(大於1%氫氟酸)必須宣告週知。

 緊急沖淋及眼沖洗設備 (水或六氟靈)正常運作。

 最好備有葡萄糖酸鈣凝膠(Ca gluconate gel)。

 實驗使用高濃度HF ，必須在抽氣櫃或抽氣場

所處理。

 所有接觸或暴露到氫氟酸的人員，初步處理後

必須儘快就醫。



安全使用氫氟酸需知

 氫氟酸應儲放於聚乙烯塑料，鐵氟龍等材質的容
器。不可使用玻璃容器。

 儲存於陰凉、通風處。如需長期儲存，容器中應
儘可能將空氣排空。

 穿戴耐酸之橡膠(如天然橡膠或氯丁橡膠neoprene)
或塑膠(PE聚乙烯、PP聚丙烯、PVDF聚偏二氟乙烯)手
套。(不要使用布質、棉質或乳膠手套)。

 易飛濺場合應全身防護，眼部使用護目鏡或全面
式面罩，穿長袖實驗衣、長褲或長裙，和封趾式
工作鞋。可使用圍裙、橡膠材質連身式防護衣。

 40%以上HF，需做呼吸道防護。



手套的選擇

最好雙層,內層可使用外科手套

 低濃度HF: 可以短暫使用 nitrile gloves. 

 Nitrile (丁腈)橡膠手套不適用於≥30%HF.

 30-70% HF 耐用4 小時以上: butyl rubber, neoprene 

rubber, Viton® /butyl rubber, Barrier® (PE/PA/PE), 

Silver Shield/4H®  (PE/EVAL/PE), Trellchem® HPS, 

Trellchem® VPS, Tychem® SL (Saranex® ), Tychem®  

CPF3, Tychem® BR/LV, 4 Tychem® Responder® , 

Tychem® TK.

 >70% HF 耐用4小時以上: neoprene rubber, 

Barrier® (PE/PA/PE), Trellchem® HPS, Tychem® TK



結論

 氫氟酸造成的化學灼傷，經常讓病患主訴

患處極度地疼痛，與身體檢查的發現往往

不相稱。

 病患可在沒有明顯前兆的狀況下，突然心

臟停止。

 低血鈣及低血鎂的治療非常重要。

 諮詢中心研究，文獻上提及的高血鉀其實

很少見。



結論

 不論皮膚接觸、口服、或吸入氫氟酸，皆可能造

成嚴重的中毒，甚至死亡。

 如發生大量氫氟酸外洩，可造成大量傷患的災難。

 氫氟酸中毒初期可能沒有明顯的症狀，以致容易

被病患本身或醫療人員延誤了就醫的良機。

 唯有加強工業安全的維護及增加民眾和醫療人員

對氫氟酸中毒的認識，才能降低氫氟酸所造成的

傷害。



臺北榮民總醫院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