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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男，22 岁，汉族，杭州人，“某宝”一氧化二

氮( 咖啡奶油发泡剂) 网店经营者。因“反复吸食笑

气 3 个月，凭空闻人语 2 天”于 2017 年 5 月 16 日入

我院治疗。否认饮酒史，否认其他精神活性物质使

用史，既往史、家族史阴性。患者于 2017 年 2 月开

始吸食“笑气”，多与朋友一起娱乐时使用，开始时

偶尔使用，后逐渐频繁，入院前 2 月开始每周吸食 3
次左右( 具体剂量不详) ，吸食后有愉悦感，自觉“飘

飘然”。入院 2 天前再次吸食“笑气”后，患者出现

兴奋，连续 2 天未睡，打电话给父亲说有人不停地骂

自己“傻逼”，有很多人害自己，要求立即见到父亲，

并不停自言自语，讲周围没有一个好人，有人跟踪自

己，指着家里的烟雾报警器说是窃听器，有人监控自

己。由家人强制住院治疗。入院查体: 生命体征平

稳，心肺腹未见异常，四肢有麻木感，步态平稳，神经

系统病理反射未引出。精神检查: 意识清楚，接触被

动，表情迷茫，存在言语性幻听、关系妄想，情绪不

稳，易激惹，精神运动兴奋，无自知力。相关实验室

检查，红细胞压积: 43% ( 36 － 50 ) ，维生素 B12: 184
pmol /L( 156 － 672 ) ，自身抗体: 阴性，尿毒品筛查:

阴性，电解质: 正常，转氨酶: 正常，梅毒艾滋: 阴性，

脑电图: 未见异常，头颅 MＲI: 未见异常。入院后给

予奥氮平( 再普乐) 5 mg 每日，及补充维生素 B12，

第 5 天上述精神症状缓解，四肢麻木较前减轻，第 7
天出院，1 个月后随访，患者自行停药，再次出现幻

听症状，嘱坚持服药。
一氧化二氮通过氧化维生素 B12 分子上的钴

离子从 1 + 到 3 + ，使维生素 B12 失活，影响维生素

B12 在各种生化过程中发挥生物活性。如蛋氨酸合

成酶不能将同型半胱氨酸转化为蛋氨酸，导致鞘磷

脂合成不足，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增加［1 － 2］。上述病

理生理过程可能在髓鞘炎症、皮质脊髓束和后柱损

伤中起作用［1］。可能导致精神症状的机制还有四

氢生物蝶呤合成增加影响单胺类物质合成 ( 多巴

胺，去甲肾上腺素，五羟色胺) ［3］。脑缺氧，高铁血

红蛋白血症，低动脉血氧分压，酸中毒在神经精神系

统损伤中发挥作用也有报道［1］。在美国有流行病

学报告称 1998 年新增娱乐性使用可吸入气体的人

数是 1991 年的 2 倍，一氧化二氮是最常用的这类物

质［4］。美国国家药物使用与健康调查报告指出，

2003 年包括一氧化二氮在内的特殊可吸入气体终

生使用率是 4. 9% ( 12 － 17 岁，1. 8% ; 18 － 25 岁，

10. 2% ; 26 岁及以上，4. 4% ) ［5］。2013 年报道的终

生使用率是 4. 7% ( 12 － 17 岁，0. 6% ; 18 － 25 岁，

4. 4% ; 26 岁及以上，5. 3% ) ［6］。数据显示一氧化二

氮在美国早期流行有加重的趋势，近十年来的流行

趋势相对稳定，而且在青少年及青年人群中使用率

有所下降。在我国流行趋势尚不明朗。鉴于一氧化

二氮滥用导致的神经精神系统损害，临床医生应加

深认识，收集更多资料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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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若进一分，人民的生命健康便退一寸! 打

赢禁毒人民战争，需要大学生志愿者洁身自好，积极

主动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不仅自身主动拒绝毒品的

诱惑，加强对毒品、艾滋病知识的了解，还要充分利

用“知信行”模式，向社会大众及吸毒人员宣传相关

知识，在禁毒防艾宣传教育工作上有所作为。大学

生志愿者应做好表率，把心思和精力投入到禁毒防

艾志愿中，在“防毒拒毒”宣传教育工作上甩开膀

子、做出“样子”。因此，在大学生志愿者宣传教育

“知信行”行为理论模式的实施中，要按照宣传教育

多样化，宣传教育阶段相延续的思路，建立以学校，

社会组织等社会平台，大学生志愿者为依托，政府管

理部门为保障的立体化宣传活动机制，不断提高社

会大众正确、积极向上的健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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