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阿片类物质使用相关障碍诊断治疗指导原则 

（征求意见稿） 

 

阿片类物质使用相关障碍是一种可以治疗，但难于治愈

的慢性、复发性、复杂性的大脑疾病，治疗应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 

为规范阿片类物质滥用的医疗服务行为，原卫生部于

1993 年发布了《阿片类成瘾常用戒毒疗法的指导原则》，并

于 2009 年 9 月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名称为《阿片类药物

依赖诊断治疗指导原则》（以下称《指导原则》）。随着《中

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和《戒毒条例》的实施，以及新的治

疗方法的问世,《指导原则》已经不能满足不同滥用阶段患

者的治疗需求，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专家再次对《指导原则》

进行了修订，修订后更名为《阿片类物质使用相关障碍诊断

治疗指导原则》。修订后的《阿片类物质使用相关障碍诊断

治疗指导原则》规范和统一了诊断标准和方法等内容，明确

了治疗目的、治疗方法和有效治疗的基本要素，增加了药物



 

维持治疗和防复发治疗内容，并提出了门诊治疗模式和治疗

方法。 

阿片类物质包括从阿片中提取的生物碱吗啡及其人工

半合成或合成衍生物，常见的阿片类物质有吗啡、海洛因、

美沙酮、丁丙诺啡、哌替啶和芬太尼等。具有镇痛镇静、心

境改变（如欣快）、呼吸抑制、镇咳等药理作用，反复使用

可出现耐受性和物质使用相关障碍。 

 

一、临床表现 

（一）阿片类物质使用相关精神障碍 

参照 ICD-10，阿片类物使用相关障碍主要包括：阿片类

物质急性中毒、有害使用、依赖综合征、戒断状态，以及阿

片类物质所致的其它精神和行为障碍。 

1.阿片类物质急性中毒： 过量使用阿片类物质所致的

一种临床急性中毒症状症，主要表现有反应迟钝、意识丧失、

呼吸抑制，甚至死亡。典型临床表现为“三联征”：昏迷、

针尖样瞳孔和呼吸 2-4 次/分钟。其它表现有皮肤湿冷、体

温降低、紫绀、肺水肿、心律减慢、休克、下颌松弛及舌后

坠等。 

2.阿片类物质有害使用： 指因非治疗目的使用阿片类



 

物质导致使用者健康状况受到损害的使用状态，包括躯体、

精神或行为等方面。如注射海洛因所致的肝炎和 HIV感染，

或使用和停止阿片类物质后认知及情绪改变，以及对工作和

学业造成负面影响和导致婚姻、家庭和法律等方面的问题

等。 

3.阿片类物质依赖综合征： 为一组认知、行为和生理

障碍症状群，具有以下表现及特点：① 对阿片类物质具有

强烈的渴求，明知其危害，但仍然不顾后果的、不可控制并

强迫性的反复使用；②阿片类物质使用剂量越来越大，产生

耐受性；③终止或减少使用阿片类物质时出现生理戒断状态

（见戒断状态），使用同类物质可缓解；④ 生活以阿片类物

质为中心，逐渐忽视其它快乐或兴趣，使用阿片类物质并从

其作用中恢复过来所花费的时间逐渐增加。 

4. 阿片类物质戒断状态： 指停止或减少使用阿片类物

质，或使用拮抗剂后所出现的特殊的、令人痛苦的心理和生

理症状群。典型阿片类戒断状态包括主观症状和客观体征：

①主观症状：可表现为恶心、肌肉疼痛、骨痛、腹痛、不安、

食欲差、疲乏、喷嚏、发冷、发热、渴求药物等；②客观体

征：可见血压升高、脉搏和呼吸加快、体温升高、多汗、鸡

皮征、瞳孔扩大、流涕、淌泪、震颤、呕吐、腹泻、失眠、

男性自发泄精、女性出现性兴奋等。 



 

阿片类戒断症状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依所使用的阿

片类药物种类、剂量、半衰期、停药方式和使用拮抗剂的不

同而不同。短效类药物（如吗啡、海洛因）戒断症状一般在

停药后 8-12小时出现，极期在 48-72小时，持续 7-10天；

长效类药物（如美沙酮）戒断症状出现在 1-3天，性质与极

期在 3-8天，症状可持续数周。使用拮抗剂（如纳洛酮或纳

曲酮）后可即刻出现戒断症状，持续数小时到 1天。精神障

碍（例如焦虑、抑郁和睡眠障碍）也是戒断状态的常见特征。 

许多阿片物质成瘾者在急性戒断状态消退数月甚至数

年后，仍可存在稽延性戒断症状，如睡眠障碍、疼痛、情绪

障碍、消化道症状、渴求、全身乏力等，称为稽延性戒断综

合征，是导致复发的主要原因之一。 

5. 其它精神和行为障碍  包括人格改变、抑郁障碍、

焦虑障碍、睡眠障碍、性功能障碍，个别还可能出现精神病

性障碍、记忆障碍和智能障碍。当出现上述临床相时，应结

合上述相关障碍的临床表现予以确认，并注重分析阿片类物

质使用与上述临床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阿片类物质使用所致的躯体和社会功能损害 

阿片类物质可通过影响认知和行为，直接和/或间接的

导致使用者的躯体健康和社会功能受到损害。 



 

1. 躯体损害： 街头滥用的阿片类物质成份复杂，常含

有其它药物或各种杂质等，长期反复使用，可对用躯体各系

统（如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免疫及内分泌

系统等）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并出现相应的症状、体征、

实验室及辅助检查阳性发现。此外，注射使用还可导致感染

性疾病，如躯体感染和性传播疾病感染等。 

2. 社会功能损害：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人际交往能

力和工作能力的损害。社会功能损害从高级到低级依次为人

际交往能力、职业或学习能力、家务能力及生活自理能力等

的降低。 

二、评估与诊断 

（一）评估 

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是诊断的基础和前提，评估主要包

括病史、体格检查、精神检查，以及辅助检查。 

1. 病史：病史采集可通过询问患者、家属及知情人等

获得，重点内容包括：药物滥用史、精神症状史、既往史、

个人史、高危行为、成瘾物质使用导致的功能损害、患者社

会心理功能及康复相关资源等。阿片类物质使用患者往往会

顾虑和恐惧社会的歧视以及一些法律问题，因此病史采集需

要相当的临床访谈技巧，综合运用精神科病史采集、精神检



 

查和成瘾疾病知识，并注意保护患者隐私，采用非歧视性和

中性的态度。在病史采集过程中注意建立、提升医患关系，

提高治疗动机，必要时应用问诊技巧，辨别、对质症状真伪。 

2. 体格检查： 包括常规检查和与阿片类物质使用相关

项目的检查，并注意评估患者是否存在阿片类过量使用或者

中毒的体征。体格检查的阳性结果可以指导临床医生对一些

否认或者回答问题模棱两可的患者进行诊断。 

3. 精神检查：通过对患者的沟通和观察，检查患者的

一般精神状况、认知、情感和意志行为症状，以了解患者过

去或当前有无精神问题存在，是单一的症状或者形成某种综

合征，与使用阿片类物质的关系，以及能否诊断为精神疾病

共病等。 

4. 辅助检查  包括阿片类物质生物学检测、实验室检

查和相关量表评估。 

（二）诊断 

通过全面评估，根据患者物质使用史及相关临床表现，

结合体格检查与精神科检查，以及实验室等辅助检查等结果

进行分析，最后参照 ICD-10进行诊断。 

1.急性中毒 

（1）病史可见于以下四种情况：①停止使用后躯体耐



 

受性下降，再使用与之前同剂量的阿片类物质导致中毒；②

单独使用并未超过耐受量，但合并其他物质导致中毒；③因

共患躯体疾病导致躯体耐受力下降，在未明显增加使用剂量

时中毒；④停止使用后戒断症状出现并迅速达到高峰时补偿

性超量使用。 

（2）临床表现欣快，随即淡漠、心境恶劣、精神激越

或迟缓，判断力缺损、社交或职业观念缺损。瞳孔缩小（严

重超量缺氧时可瞳孔扩大）；嗜睡或昏迷，言语含糊不清，

注意或记忆缺损；呼吸减慢变浅等。 

（3）体格检查 意识障碍快速加重，呼吸抑制和瞳孔缩

小。出现典型的阿片类物质急性中毒“三联症”的表现。 

（4）辅助检查吗啡检测阳性反应。 

（5）排除由其他原因所致的急性意识障碍，如外伤、

感染等。 

2.有害性使用 

（1）病史  有非治疗目的及不规则使用阿片类物质史，

并有过欣快感获得体验。 

（2）临床表现  出现与使用阿片类物质相关的躯体、精

神或行为等方面的损害，如：肝炎和 HIV感染，认知及情绪

改变（欣快、抑郁和焦虑等），以及工作、学业、婚姻、家

庭和法律等方面出现问题等。 



 

（3）体格检查  可见肝炎、HIV感染等相关的体征。 

（4）精神检查  认知及情绪改变（如抑郁、焦虑等）。 

（5）辅助检查  表现出明显的与使用阿片类物质有关的

工作能力降低和学习成绩下降，家庭及婚姻关系紧张和导致

婚姻、家庭及法律等方面的负面结果。 

3.依赖综合征 

（1）病史反复的、强制性、非医疗目的使用阿片类物

质至少 12个月。 

（2）临床表现：① 对使用阿片类物质的渴望；② 耐

受性增加；③ 试图减量或停用时出现戒断反应；④ 对阿片

物质使用行为失控，难以控制使用成瘾物质的数量、速度、

频率及使用时间；⑤ 花费大量时间来获得或者使用阿片物

质，不能成功地减少使用或停止使用，难以控制使用阿片物

质的心理渴求等。可继发和伴有身体损害如传染病和感染性

疾病、精神障碍等。患者的家庭和社会功能受损，并常出现

违法犯罪行为。 

（3）体格检查多有营养不良，浅表静脉注射痕迹甚至

呈现条索状改变，皮肤感染体征，以及合并其它躯体疾病的

相应体征。减量或者停用后可出现阿片戒断症状体征。 

（4）精神检查意识清楚，接触一般较差，态度多冷漠，

情绪敌对或不稳定，一般无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日常



 

作息时间昼夜颠倒，常常合并睡眠障碍。渴求发作时索药行

为明显，甚至夸大或伪装某种躯体不适。 

（5）辅助检查吗啡检测阳性。实验室检查可见贫血、

白细胞升高或下降，肝功能异常，病毒性肝炎、梅毒、HIV

等传染病检测阳性。心电图检查可见异常，胸部影像学可发

现肺部感染征象。抑郁或者焦虑量表可发现抑郁或焦虑症状

（综合征）。 

4.戒断状态 

（1）病史：反复、长期和/或大剂量使用阿片物质，停

止或减少用量时出现急性戒断症状史。戒断状态常常是依赖

综合征的指征之一。 

（2）临床表现：出现与所使用阿片类物质的种类和剂

量有关的戒断症状。 

（3）体格检查：意识清楚，一般呈卷曲姿势。可有血

压升高、脉搏加快、体温升高、立毛肌收缩、瞳孔扩大、流

泪、流涕、震颤、腹泻、呕吐、失眠等。男性可有自发泄精，

女性出现性兴奋等。 

（4）精神检查：烦躁不安，态度不合作，甚至敌对。

焦虑明显，一般无幻觉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严重时行为冲

动激越，索药行为突出。 

（5）辅助检查：吗啡生物学检测阳性。焦虑和抑郁量表



 

评分较高，渴求指数较高。实验室检查可见贫血、电解质紊

乱等。 

三、治疗 

阿片类物质使用障碍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的脑部疾病，

其发生发展是生物、心理及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

对物质使用障碍患者的治疗应该由具备或接受过专业训练

的临床医师、心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社会工作者等共同

协作，采用生物、心理及社会干预在内的综合治疗方法来进

行。其理想的治疗目标是使患者维持物质戒断，促成心理和

社会功能的全面康复。 

（一）概述 

1. 治疗方式：应根据患者的特征，选择对患者伤害最

少、最合理的治疗方式。常见的治疗方式包括住院治疗、部

分住院治疗及门诊强化治疗、门诊治疗、居住治疗和治疗社

区居住治疗、社区康复治疗、强制隔离戒毒、个案管理以及

持续服务等。治疗方式的选择一般基于以下因素：①患者的

合作性及能否从治疗中获益；②患者对所使用物质的控制能

力；③患者对回避高危行为的需求；④患者的病情特点以及

对治疗机构、各种支持的需求。也应根据以上因素来决定患



 

者在不同治疗水平和治疗方式之间转换。 

2. 治疗程序：治疗是一个连续、循环的过程，以个体

化-结局为导向的治疗程序可用下图 1 概括。总体上，应遵

循此治疗程序，直到患者全面康复。 

 

 

 

 

 

 

 

 

 

 

 

 

 

 

 

 

 

全面评估：从生物

-心理-社会多维度

收集患者各方面

的资料。 

确定问题或需要

优先解决的问题；

建立治疗联盟，一

起解决实施治疗

的困难；动员各种

有用资源，实现患

者的合理需求。 

在评估基础上制

定个体化的治疗

计划；提供符合患

者的生物心理社

会综合措施；服务

强度和服务水平

根据患者的状况

决定。 

 

执行治疗计划，多

维度评估治疗效

果，实时反馈对治

疗联盟和处理方

式的评估结果。根

据评估结果及患

者所处的阶段，调

整治疗计划。 

来自不同渠道的

就诊患者 



 

 

 

图 1：个体化—结局为导向的治疗程序（参考美国成瘾医

学协会处置标准） 

3. 治疗方法：具体包括药物治疗方法和非药物治疗方

法。药物治疗包括阿片受体激动剂、阿片受体部分激动剂、

阿片受体拮抗剂、精神药物和其它对症及支持治疗药物。非

药物治疗方法临床常用的有简短干预（包括简易门诊干预）、

行为治疗、认知-行为治疗、动机强化治疗、社区强化治疗、

人际关系治疗、针对青少年药物依赖者的多维度家庭治疗及

多系统治疗等。 

4. 有效治疗的基本要素： ①治疗方案要个体化；②治

疗必须容易获得；③疗程必须足够长；④提供综合治疗措施；

⑤积极治疗精神与躯体疾病共病；⑥重视脱毒治疗；⑦提供

持续监测与评估；⑧确立正确的治疗理念,维持良好的医患

关系与提高治疗动机。 

（二）急性中毒的治疗 

1.一般治疗措施   

清理呼吸道，包括吸痰、清除口腔分泌物和异物，防止

和处理舌后坠，以维持呼吸道通畅。可采用经鼻给氧、面罩



 

正压给氧，对呼吸极慢、肺水肿和使用纳洛酮后呼吸改善不

明显患者，应及时进行气管插管或上呼吸机，确保有效供氧。 

建立双路给药静脉通道，一路保证纳洛酮的及时使用及

维持使用，另一路用于及时进行呼吸、循环衰竭的救治，酸

化尿液并促进阿片类物质的排泄。 

注意维持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保持足够尿量，注意

保暖，持续监护意识状态、生命体征、心肺功能。严重者应

定期进行动脉血气和有关生化检查。对伴有低血压、心动过

缓、非心源性肺水肿和颅内压升高患者，应及时对症处理，

以防止病情加重。病情平稳以后，还应随时注意生命体征和

心肺功能的变化，时间以 24小时为宜，以防止发生意外。 

2. 拮抗剂的使用：尽早、及时、足量和足疗程使用阿

片受体特异性拮抗剂是抢救阿片类物质急性中毒的关键所

在。 

（1）纳洛酮使用：用于抢救阿片类物质中毒并无固定

的剂量范围，主要依据用药后的拮抗效果和个体中毒症状的

缓解程度，并结合生命体征改善情况而确定：① 对无意识

障碍的中毒者可行皮下、肌内或静脉注射，首次剂量 0.4mg

或按 0.01mg/kg 计算，必要时 2-3 分钟重复一次。② 对有

意识障碍，但无明显呼吸抑制者，可先用小剂量纳洛酮

0.4-0.8mg 静脉注射，以防止出现戒断反应。若无反应，可



 

间隔 2-3 分钟重复静脉注射，直到意识恢复；③ 对意识障

碍、呼吸抑制较重者，开始即可静脉注射纳洛酮 2mg，若没

有好转，再注射 2-4mg，必要时重复，总量可达到或超出 20mg。 

（2）纳洛酮使用注意事项：应该注意以下几点：① 如

经反复注射纳洛酮，总量超过 20mg 无效时，应考虑诊断是

否正确，或患者在急性中毒的同时还并有缺氧、缺血性脑损

伤，或合并其它药品或毒品中毒，如合并大量巴比妥类中毒

昏迷者对纳洛酮无效；② 长效阿片类药物（美沙酮）或强

效阿片类药品（芬太尼）所致的过量中毒，须用较大剂量的

纳洛酮，并持续反复用药直到中毒症状完全缓解。如纳洛酮

2-4mg 加入 1000ml 生理盐水静脉滴注维持 24 小时，或视情

况每 2-3小时肌注纳洛酮 0.4mg；③ 持续观察时间应不短于

24-48 小时，以防止一旦有效拮抗作用消失时，再度出现呼

吸抑制；④ 纳洛酮可能诱发戒断症状，部分患者可出现谵

妄、躁动，特别是在大剂量使用纳洛酮后表现更为明显，应

给予重视和加强护理。 

（三）戒断症状的治疗 

按停药后出现的时间，阿片类物质的戒断症状分为急性

戒断症状和稽延性戒断症状。戒断症状轻者可不使用药物，

仅需对症处理。阿片类物质使用障碍者大多伴有多药滥用现



 

象，可影响临床诊断和治疗用药，治疗过程中应多加注意，

防止意外的发生。 

1. 急性戒断症状的治疗：多以同类药物替代治疗为主，

旨在有效控制戒断症状，为进一步的后续治疗奠定基础。 

（1）替代治疗：主要包括美沙酮替代治疗和丁丙诺啡

替代治疗。 

美沙酮替代递减治疗：美沙酮属阿片类镇痛药，通过兴

奋脑内μ-受体产生控制戒断症状作用。该药口服吸收良好，

用药后 30 分钟可在血中测到，达峰时间为 2-4 小时；峰浓

度可维持 2-6小时，单次用药可有效控制戒断症状 12-24小

时以上。美沙酮替代递减治疗的原则为“控制症状、逐日递

减、先快后慢、只减不加、停药坚决”。具体用药方法为：

① 明确阿片类物质戒断状态诊断；② 首次剂量为 20-40mg/

日（口服），4小时后若症状控制不理想可酌情增加 5-10mg/

日，原则上不超过 60mg/日；③ 稳定控制戒断症状后维持原

剂量 1-2天；④ 逐日递减前 1日剂量的 20%，减至 5-10mg/

日时，改为每 1-3 日减 1mg，直至停药。递减程序根据个体

情况制订，多数可在 21日内完成。 

丁丙诺啡（复方丁丙诺啡/纳洛酮制剂）替代递减治疗：

丁丙诺啡系阿片μ-受体的部分激动剂，非肠道及舌下给药

有效，常用其舌下含片。该药用于阿片类物质戒断状态时具



 

有以下特点：①可理想控制戒断症状，作用具“顶限效应”，

用药安全；② 有效控制戒断症状剂量时作用时间可达 24小

时以上；③递减停药过程中戒断症状较轻，停药容易。丁丙

诺啡脱毒治疗包括诱导期与药物减量期两个阶段。诱导期首

次给药一般于末次使用海洛因 12-24小时以上，开始出现轻

度戒断症状时。首次剂量为 4mg，根据情况可在 2-4 小时后

再增加 4mg，随后 2-3天应逐步增加剂量到 12-16mg/日，然

后至少稳定治疗 2天后进入减量期。减量期应根据患者具体

情况可采取不同的减量方案。较慢的减量速度比快速或中速

减量的疗效更佳，只要患者无迫切要求，应尽量减缓减量速

度。通常情况下，丁丙诺啡（复方丁丙诺啡/纳洛酮制剂）

减量停药时间为 10-14 天，如从 8-16mg/日的稳定剂量，按

照每 2-3天减少 2mg的速度逐渐递减直至停药。 

（2）非替代治疗 

可用控制和缓解阿片类物质戒断症状的药物包括中枢

α2-肾上腺素能受体激动剂（可乐定、洛非西定）和某些中

药及成药等非阿片类药物。此类药物对缓解哈欠、流泪、出

汗、呕吐、心慌、鸡皮征等症状有效，对焦虑不安、肌肉痛、

骨痛效果略差，故临床上仅适用于轻中度阿片类物质使用障

碍者。此类药物的特点为：用药时间短（一般不超过 10天），

用药剂量大（多用到极量），药物副作用大（如洋金花的中



 

毒作用），目前临床上已极少使用。 

2．稽延性戒断症状的治疗多为对症治疗，以防止复发。

具体方法为：① 睡眠障碍和情绪障碍，在医师指导下酌情

使用小剂量的镇静催眠及抗抑郁药,避免大剂量苯二氮䓬类

药物，以防成瘾；② 全身乏力、四肢关节和肌肉疼痛，使

用具有缓解戒断症状的中成药。 

（四）药物维持治疗 

阿片类药物维持治疗是减少危害策略的主要构成部分，

即长期应用作用相同的合法药物替代阿片类物质的有害使

用，防止患者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和使用非法物质。主要包括

美沙酮维持治疗、丁丙诺啡维持治疗及丁丙诺啡/纳洛酮复

方制剂维持治疗。药物维持治疗并非单纯服用替代药物，而

是包括患者管理、医疗干预、心理/行为干预和社会支持等

的综合干预与治疗的系统方法。 

药物维持治疗是针对阿片类物质滥用的有效方法之一，

在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境下，均能达到以下效果：①可以

减少/消除阿片类物质的使用；②可以减少 HIV/AIDS的蔓延

和传播；③可以减少阿片类物质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④可

以逐步恢复阿片类物质滥用者的社会职业功能；⑤可以降低

阿片类物质滥用者的全死因死亡率。 



 

1. 美沙酮维持治疗 

（1）引入期：一般为 5-7 天，以有效控制戒断反应和

调整美沙酮到适宜剂量（如达到耐受水平和降低渴求感）为

主要目的。用药原则是“低剂量开始，小剂量增加”。首剂

量的确定应该考虑的因素包括：患者身体状况、对阿片类物

质的耐受程度和共用的药物种类等。美沙酮的首次剂量为

20-40mg，首日剂量一般不超过 40mg；次日后若戒断症状不

能控制可每日增加 5-10mg，直到戒断症状完全控制，渴求感

明显降低。 

（2）维持期：从引入期完成后开始，在使用美沙酮稳

定剂量的基础上，开展系统和综合性康复治疗，帮助患者恢

复个人、家庭、职业和社会功能。美沙酮维持剂量推荐为

60-120mg/日。维持期长短因人而异，至少应该在 1年以上，

通常情况下需要长期甚至终生维持。 

（3） 注意事项： 

1）禁忌症：包括支气管哮喘、支气管肺炎、活动期肝

炎及癫痫等； 

2）药物相互作用：可与 973 种药物产生相互作用，常

见的有 202种； 

3）特殊情况：少数患者为快速代谢型个体，应将一日

剂量应分两次服用，以防止中毒风险增高和控制戒断症状不



 

足 24小时。部分患者会要求维持剂量在 40mg/日左右，可能

会同时使用海洛因，以达到既不出现戒断症状，又可获得欣

快感的状态，对此类患者应提高剂量至足剂量。 

4）个体化用药与最佳剂量：美沙酮维持剂量的个体间

差异极大，须遵循个体化原则。最佳剂量也同样差异极大，

通常的判断标准包括：① 能理想控制戒断症状，充分抑制

渴求感；② 尿液非法阿片类物质监测阴性，治疗依从性良

好；③ 不影响患者正常生活和不出现过量反应。 

5）漏服及其处理：美沙酮维持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漏服现象较为常见，故须弄清原因，调整剂量。处理方法：

① 漏服 1-2天，可维持原剂量；② 连续漏服 3天，美沙酮

剂量低于 30mg/d者，维持原剂量，高于 30mg/d者，剂量减

半，并可快速递增剂量（10mg/d），每 2-3天评估病人一次，

直至理想控制症状；③ 漏服 4 天以上，重新引入，观察反

应后可快速递增剂量，每 2-3天评估病人一次，直至理想控

制症状。 

2. 丁丙诺啡/复方丁丙诺啡维持治疗 

（1）诱导期：首次给药应在末次海洛因使用 12小时后

或末次使用美沙酮 24-48小时后，较好的指征是海洛因使用

者阿片戒断症状评价量表（COWS）评分在 8-10 分，美沙酮

使用者 COWS 评分在 12-14 分。诱导的原则是等待，即无论



 

患者使用海洛因还是美沙酮，直到患者出现轻中度、可观察

到的戒断症状时首次给药。推荐起始剂量为 2-4mg，观察 1

小时后依戒断症状控制情况可增加 2-4mg，第 1 天剂量一般

不超过 12mg。诱导期开始后，应尽快调整丁丙诺啡到合适剂

量。一旦开始丁丙诺啡治疗，应持续给药，直到患者感觉舒

适。 

（2）稳定期：指患者已停止阿片类物质使用，渴求感

降低，且没有明显副作用的时期。该期应根据患者对丁丙诺

啡的反应调整到最佳维持剂量。第一周末时的最佳剂量应为

12-24mg/天。 

（3）维持期：指患者用药剂量稳定，生活正常，治疗

依从性良好和各项功能恢复正常的时期。维持剂量强调个体

化用药，应足以维持到下一个预定服药期（如果是 24小时，

则开出维持 24 小时的量；如果是 48 小时，则开出维持 48

小时的剂量）。丁丙诺啡维持治疗剂量范围在 8-24mg/天，最

大不超过 32mg/天，推荐日剂量为 4-16mg。可每日 1次用药，

也可间隔 1-3日用药。 

（4）注意事项 

1）禁忌症：① 对丁丙诺啡或其复方过敏者；② 严重

呼吸功能或肝功能损害者；③ 孕期及哺乳期患者。 

2）药物相互作用：丁丙诺啡与其它药物之间可能存在



 

有严重的相互作用，特别在与苯二氮䓬类药物、其它镇静药、

阿片类拮抗剂和阿片类激动剂以及通过细胞色素 P450 3A4 

酶系统代谢的药物等合用时必须慎重。 

3）漏服及其处理：① 隔天一次或每周三次服药方案的

患者遗漏了某个“服药日”，而在第二天（非服药日）前来

服药，应提供更低剂量的丁丙诺啡以求顺利过渡，直到另一

个服药日。② 错过治疗不足一周的患者在经医生评估，并

确定没有阿片类物质、酒精或苯二氮䓬类药物急性中毒迹象

的，可以继续丁丙诺啡维持治疗。③ 连续错过一周以上治

疗的患者应重新进行诱导。  

4）其它注意事项：颅脑损伤及呼吸抑制病人、老弱患

者慎用。丁丙诺啡久用可产生依赖性，戒断症状于停药后 30

天后出现，持续 15 天以上。丁丙诺啡过量反应类似吗啡，

在给药后约 3小时发生，程度比吗啡轻，并不随剂量增加而

加重，但持续时间长，需大剂量纳洛酮（10mg）才能逆转其

呼吸抑制作用。 

3. 维持治疗药物的互换与停药 

（1）美沙酮替换到丁丙诺啡/复方丁丙诺啡： 

替换条件：① 患者不能耐受美沙酮的不良反应；② 

患者不能很好地适应美沙酮的门诊服药方式，希望延长服药

间隔；③ 患者希望将丁丙诺啡/复方丁丙诺啡作为一种过渡



 

性的脱毒药物。 

替换方法：① 递减美沙酮剂量到 30mg/天以下；② 停

止使用美沙酮 24 小时以上，患者出现轻中度戒断症状时；

③ 首剂量丁丙诺啡 2mg，观察 2小时，不出现戒断症状者；

④ 重复给药至 24 小时达 8mg；⑤ 第一周末剂量达到

12-24mg/天；⑥ 调整剂量至最佳剂量并维持之。 

（2）丁丙诺啡替换到美沙酮： 

1）替换条件：① 丁丙诺啡不能有效遏制患者使用海

洛因，可能更适合接受高剂量美沙酮的治疗者；② 更易接

受或者习惯于使用美沙酮的患者。 

2）替换方法：① 停止使用丁丙诺啡/复方丁丙诺啡

24 小时以上，出现轻中度戒断症时；② 美沙酮首次剂量

20-40mg，首日剂量一般不超过 40mg；③ 次日后若戒断症状

不能控制可每日增加 5-10mg，直到戒断症状完全控制，渴求

感明显降低；④ 调整剂量至最佳剂量并维持之。 

（3）递减停药 

美沙酮递减停药：① 逐日递减美沙酮剂量，1-10mg/天，

先快后慢，直至停药；② 递减以不出现明显戒断症状为原

则，必要时可辅助可乐定等药物控制戒断症状；③ 递减时

间通常为 30天左右。 

丁丙诺啡/丁复方丙诺啡递减停药：① 逐日递减，以不



 

出现明显戒断症状为原则；② 递减时间通常为 2周。 

（五）药物防复发治疗 

复发指的是停止使用阿片类物质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回到

既往寻找和反复使用阿片类物质的状态。与患者相关的复发

因素主要有：①物质触发，即再次用药获得奖赏而触发：②

情景触发，即由既往使用物质形成的条件发射（海洛因、用

具、场所等）所触发；③应激触发，即由负性或正性情绪改

变触发。上述因素均可唤起患者对既往使用物质的记忆，诱

发强烈的渴求感、觅药和用药行为，进而导致复发。药物防

复发治疗的机制，一是通过阻断阿片类物质的正性强化作

用，抑制患者因反复用药而复发；二是通过缓解应激反应和

治疗精神障碍，避免患者再次使用成瘾性物质 

1. 纳曲酮防复发治疗 

纳曲酮系阿片 µ-受体纯阻断剂，可逆性阻断阿片类药物

的作用，防止机体对吗啡、海洛因和其它阿片类物质产生躯

体依赖，无阿片样作用，无耐受性，停药后不产生戒断症状，

无滥用潜能。 

（1）适应症适用于已解除阿片类药物依赖的康复期辅助

治疗，特别是治疗以防止或减少复发。使用纳曲酮前患者必

须具备以下条件：①停止使用阿片类物质（海洛因、鸦片、

吗啡等）7-10天以上，美沙酮 2周以上；②尿阿片类物质（吗



 

啡、美沙酮、丁丙诺啡、曲马多等）检测结果阴性；③肝肾

功能检查基本正常；④纳洛酮激发试验阴性。 

（2）禁忌症  ①正在接受阿片类镇痛药治疗的患者；② 

正在接受维持治疗的患者；③阿片类物质急性戒断期的患

者；④纳洛酮挑战试验失败患者或尿阿片类物质监测阳性患

者；⑤有纳曲酮过敏史患者；⑥急性肝炎或肝功衰竭患者。 

（3）用药方法  

盐酸纳曲酮片首剂量给予 25mg，若无戒断症状出现则次

日后每天给予 50mg。为安全起见，也可采用逐渐增加剂量的

诱导方案，即：第一天 2.5mg-5mg；第二天 5mg-15mg；第三

天 15mg-30mg；第四天 30mg-40mg；第五天 40mg-50mg。3-5

天完成诱导后转入维持剂量。维持期纳曲酮服药方法可分为

每天服用 50mg和每周服用 350mg（如周一 100mg，周三 100mg，

周五 150mg）法，用药时间长短依患者具体情况确定，原则

上只要存在复吸的可能，即应服用盐酸纳曲酮预防，建议服

用盐酸纳曲酮至少半年以上。 

纳曲酮缓释注射剂该药属长效制剂，仅需臀部深部交替

注射每月一次。 

纳曲酮缓释片埋植：埋置手术切口为 1.5cm，植入纳曲

酮后缝合切口。纳曲酮埋置药物按作用时间长短可分为 2个

月、3个月、6个月和 12个月 4种，可依据患者要求和具体



 

情况确定。纳曲酮埋植存在手术部位感染的可能，应注意使

用抗生素治疗。 

（4）纳曲酮维持治疗的注意事项   

大剂量的阿片类物质可以反转纳曲酮的作用，同时也会

出现阿片类物质过量的风险，甚至死亡。 

停用纳曲酮缓释注射剂治疗的患者对阿片类物质的耐

受性会有所降低，故使用与既往同样剂量，甚至更低剂量的

阿片类物质可导致过量中毒。 

服用纳曲酮治疗患者镇痛可选用局部麻醉、苯二氮䓬

类、非阿片类镇痛药和全身麻醉。若使用阿片类药物镇痛时，

其用量较通常大得多，可能出现呼吸抑制。 

纳曲酮及其代谢产物主要通过肾脏排除，肾功能损伤患

者慎用。 

2. 精神科对症治疗 

抑郁、乏力、渴求等症状严重者可使用抗抑郁药物；焦

虑、失眠等症状严重者可使用苯二氮䓬类药物。 

（五）心理社会干预 

社会心理干预主要是针对影响成瘾物质滥用的心理社

会因素，包括对个体心理行为及家庭社会环境两个方面的干

预，是药物依赖治疗的重要环节。 



 

1. 动机强化治疗：采用一定的治疗策略，以强化患者

做出改变自己成瘾物质滥用行为的动机为目标的治疗方式，

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可以单独使用或者与其他治疗联合使

用。 

2. 认知行为治疗：通过识别和改变患者的不合理认知，

来减少或消除不良的情绪或如物质滥用等适应不良行为。主

要包括预防复发、应对技能训练等，可以有效预防复发。 

3. 行为疗法：应用行为医学的某些理论（如经典条件

反射、学习理论、强化作用、操作条件反射等），帮助患者

消除或建立某种行为，从而达到治疗目的的方法。包括行为

强化治疗、线索暴露疗法、社区强化等。可以提高治疗依从

性，增加治疗效果。 

4. 正念防复吸治疗：将结合正念冥想和认知行为治疗

相结合，通过提高患者对触发因素、习惯性思维模式及自动

反应的自我意识，培养患者接纳目前体验，帮助患者摆脱习

惯性思维模式及自动行为反应，主要用于康复期药物依赖者

的预防复发，适合已经完成住院或者门诊治疗的患者，具有

治疗动机的维持治疗患者。 

5. 家庭干预：包括涉及家庭成员的干预和家庭治疗。

涉及家庭成员的干预主要包括家庭教育、帮助解决家庭危

机、改善家庭关系、促进家庭功能与家庭支持等。家庭治疗



 

指通过利用家庭的力量来治疗包括药物滥用在内的许多问

题，如家庭成员如何面对依赖者以帮助他们康复，如何保持

婚姻关系和相互交流，如何解决分歧，改善人际关系，如何

与药物滥用的同伴接触等。 

6. 社会干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事务中的干预行

为，通过动员社会资源来帮助药物依赖者适应社会，保持毒

品戒断状态，是物质依赖康复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六）特殊情况的处理 

1. 精神障碍共病：指与物质使用障碍者共同发生于同

一个体的精神障碍，常见的有人格障碍、心境障碍、焦虑障

碍、抑郁障碍及睡眠障碍等。这些障碍可能与物质使用障碍

的发生、进展、治疗和转归互为因果，且相互影响。治疗原

则为综合治疗、同时治疗和长期治疗。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药

物治疗和心理行为治疗。 

2. 艾滋病毒感染/艾滋病与丙型肝炎：阿片类物质使用

障碍者是艾滋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和高发

病人群。阿片类物质使用障碍者合并感染 HIV或艾滋病病人，

要及时转介到艾滋病专门治疗机构接受系统和规范治疗，合

并感染丙肝的病人，要倡导和支持他们积极到专业机构寻求

治疗。 



 

3. 疼痛问题：正在接受药物维持治疗患者，可能会因

外伤、各种急慢性疾病或而外科手术而出现疼痛症状，需要

及时和有效的进行治疗与处理。治疗方法：①继续服用原药

物维持剂量的美沙酮（为安全起见可分次服用）；②评估疼

痛级别和镇痛效果，以确定用药剂量；③最好选用其它阿片

类药物（吗啡、羟考酮等）；④禁止使用激动-拮抗剂类药物；

⑤可使用非阿片类镇痛药物作为补充。 

4. 孕产妇/胎儿：孕前和孕期滥用阿片类物质，可导致

胎儿畸形、流产、早产、死胎和未成熟新生儿；阿片类物质

可导致胎儿对阿片类物质产生依赖，可出现新生儿戒断症

状。美沙酮和丁丙诺啡维持治疗可有效降低阿片类物质对孕

产妇、胎儿及新生儿的上述危害，可消除海洛因的戒断症状，

避免子宫收缩引起的流产和早产。 

（七）门诊治疗 

目前，针对阿片类物质滥用者的治疗面临着治疗资源不

足，不能满足物质滥用者治疗需求的现实，因此，探索和开

展门诊治疗模式，可弥补现有戒毒治疗模式的不足，有利于

我国药物滥用防治工作的全面开展。同时，阿片类物质滥用

的干预/治疗越早，患者受到损害的可能性就越小，其恢复

正常（康复）的机会就越大。门诊治疗可在患者“暴露”之



 

前实施早期干预和治疗，有效的阻断阿片类物质成瘾对使用

者个人及其家庭和社会的进行性损害。 

1. 治疗目标：总体目标包括实现操守和行为改变，建

立新的生活模式；识别和处理各类社会心理问题，建立正常

的社会关系；改善患者的问题解决技巧和应对策略。 

2. 治疗对象：包括自愿接受治疗的处于阿片类物质滥

用不同阶段的隐性患者、显性患者以及家庭成员、朋友和相

关人员。 

3. 门诊治疗程序及内容 

治疗程序包括：① 为患者提供咨询、筛查服务，并对

患者进行分级/分类；②按医院门诊的诊疗规范进行检查、

诊断；③准备、干预与治疗：知情同意、签订治疗合同、建

立治疗合作关系：④签订治疗协议，制定初步治疗计划。 

治疗内容与方法： 

（1）早期简要干预：对性患者进行低强度的、短期的

咨询。有效的简要干预时间为 5-10 分钟左右，内容包括 6

部分，可用缩写字母“FRAMES”表示：① 问题反馈：告知

患者目前存在的风险及伤害；② 责任定位：改变的责任在

于患者自己；③ 忠告提出：改变的忠告由医生提出；④ 选

择清单：向患者提供自主选择或是治疗选择的清单；⑤ 共

情方式：咨询者应使用共情方法；⑥ 自我效能：鼓励患者



 

自己的努力。简要干预的作用虽然有限，其主要目的是将相

关信息告知患者，与患者初步建立起信任关系，以便进一步

咨询、复诊和随访。 

（2）药物治疗：通常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完成诊断后，依据具体情况和患者要求制定

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 

第二阶段：药物控制戒断症状，稳定患者状态。 

第三阶段：完成脱毒治疗，或转为维持治疗，为康复治

疗做准备。常用方法有替代递减治疗或中药治疗。 

第四阶段：转入维持治疗，逐渐恢复患者的职业、家庭

和社会功能。 

（3）共患疾病治疗：包括对抑郁、焦虑和睡眠等精神

疾病共病的治疗。 

（4）心理行为治疗：依据不同的病人、不同的病程阶

段和不同的场合及情况，选择使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常见的

心理行为治疗方法主要有认知行为治疗、多维度家庭治疗、

动机访谈、以及动机激励等。 

4.门诊治疗的特殊考虑 

治疗对象多种多样，他们对治疗的认知、理解、预期和

需求等不尽相同，因此，在工作中应该考虑患者的愿望与需

求，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和拥有的治疗资源，以循证治疗为



 

原则，采用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名词解释 

1. 阿片类物质——指作用于阿片受体，产生相同作用的一类

天然和人工合成的精神活性物质。可分为有医疗用途类

（如吗啡、美沙酮、丁丙诺啡和度冷丁等）和无医疗用途

类（如海洛因、鸦片等）。 

2. 毒品——系法律学概念，指能影响使用者的精神活动和行

为，导致成瘾和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功能损害，以及社

会危害的非法物质。 

3. 吸毒者——对使用毒品者的贬义称呼。 

4. 物质（药物）滥用——指非治疗目的使用有治疗用途或无

治疗用途精神活性物质（药物），带有一定程度的贬义性。 

5. 物质成瘾——指长期使用某种精神活性物质后出现的，对

所使用物质的耐受性、渴求感、戒断症状（可以没有），

以及心理行为方面的负性改变。 

6. 物质依赖——与物质成瘾同义，可混用，属中性用词，无

贬义。 

7. 生理依赖——也称躯体依赖，主要表现为停药后的戒断症

状与耐受性增加。 



 

8. 心理依赖——也称精神依赖，主要表现为停药后的渴求症

状。 

9. 依赖综合征——ICD-10 定义的一组生理、行为和认知症

状，主要表现为对所使用物质强烈渴求的、不顾后果的、

不可控制的和强迫性的用药行为。 

10. 戒断状态——ICD-10 的诊断用语，指停止使用某种精

神活性物质后出现的一组性质和程度不同的戒断症状，是

依赖综合征的特征之一，基本意义同戒断综合征。 

11. 急性中毒——ICD-10 的诊断用语，指在使用精神活性

物质后造成的意识水平、认知、知觉、判断、情感或行为，

或其它生理学功能和反应紊乱状态。 

12. 有害使用——ICD-10 的诊断用语，指对健康引起损害

的一种精神或物质使用类型。损害可能是躯体性的（如肝

炎），或者是精神性的（如抑郁）。损害通常伴有不良的社

会后果。 

13. 危险使用——非 ICD-10的诊断用语，指加剧使用者有

害后果的一种物质使用类型。 

14. 戒断症状——指停止使用所依赖物质后出现的一组躯

体和精神方面的不适症状。使用的精神活性物质不同，其

戒断症状也不同。 

15. 药物脱毒治疗——指使用替代或非替代药物消除或减



 

轻戒断症状的过程，作用是帮助患者安全脱离所使用的物

质，是治疗的第一阶段。使用不同的治疗药物疗程可有不

同。 

16. 康复治疗——指对完成脱毒治疗后的患者开展的一系

列恢复个人功能、家庭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训练过程，旨在

帮助患者回归社会，做正常人。 

药物维持治疗——指针对难于完成脱毒治疗或反复复发

的阿片类物质使用障碍患者，使用合法的治疗药物（如美沙

酮、丁丙诺啡、复方丁丙诺啡等）长期服药、防止复发和帮

助患者恢复患者各项功能，做正常人的治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