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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洛酮治疗急性乙醇中毒 120例治疗体会 

周明华 赖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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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 1998年 6月一2OO2年 11月对 

收治的 12O例急性 乙醇中毒患者采用以 

纳洛酮为主的治疗，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病例：12O例均为一次性过量饮酒 

致意识改变的急性乙醇中毒者，其中男 

96例，女 24例；年龄 19～58岁；既往无 

特殊病史。按急性乙醇中毒的I临床表现 

分期 分为：兴奋期 18例，共济失调期 

52例，昏睡期 5O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 

的呕吐，伴 呕咖啡 样物或呕 血48例，血 

压偏 低 [< 90／60 mm Hg(1 mm Hg一 

0．133 kPa)318例，呼吸抑制8例。有饮 

酒 史 1O5例 ，饮 酒 量 1OO～ 1 000 ml，醉 

酒至来院时间 0．5～6．0 h。 

1．2 治疗方法 ：全部患者均给予常规静 

脉输液(葡萄糖液及含钠液、速尿等)；同 

时给予纳洛酮治疗：兴奋期 0．4 mg，共 

济失调期 0．8 rng，昏睡期 1．2 rng，分别 

加入质量分数为 5 的葡萄糖 250 ml中 

静脉滴注，40 min内滴完。根据病情 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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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未清醒者重复使用 0．4～O．8 mg直至 

清醒。呕吐频繁者予灭吐灵 10 mg肌 肉 

注射 止吐 ；呕吐伴呕 咖啡样物或呕血者 

同时静脉滴注西米替丁 0．4 g或雷尼替 

丁注射液 250 ml；止血敏 1～2 g，每 日 

1～2次。 

1．3 结果 ：兴奋期及共济失调期患者一 

般在 1～3 h清醒。昏睡期及呼吸抑制患 

者经上述治疗后意识逐渐清醒，呼吸恢 

复正常 ，病情在 3～18 h恢复 ，呕咖啡样 

物 及呕血者停止，低血压者经补液后血 

压回升至正常。12O例患者全部治愈 。 

2 讨 论 

急性乙醇 中毒系由一次饮酒过量而 

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由兴奋转为抑制的 

状态 ，急性 乙醇 中毒时迅速吸收的乙醇 

超过肝脏的氧化代谢能力而蓄积，并经 

过血一脑脊液屏障进入大脑，此时机体正 

处于应激状态 ，乙醇刺激下丘脑释放大 

量 p一内啡肽。 ，p一内啡肽与吗啡受体结 

合使中枢神经系统 出现先兴奋后抑制作 

用 ，导致运动与神经精神失常 ，严重者发 

生呼吸循环衰竭致死。 

纳洛酮可以拮抗 p一内啡肽的效 

应。 。应用纳洛酮治疗急性乙醇中毒时 ， 

能竞争、阻止或取代吗啡样物质与p一内 

啡肽受体结合 ，从而可解 除乙醇 中毒时 

增高的内啡肽对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作 

用 ，改 善和逆转乙醇中毒的I临床表现并 

催醒 。 

I临床应 用纳洛 酮治疗 急性 乙醇 中 

毒 ，静脉给药 0．4～2．0 mg即可取 得满 

意疗效。但纳洛酮代谢迅速，有效血浓度 

维持时间约 45 min。故对共济失调和昏 

睡期患者以及在 1 h后仍未 清醒者 ，应 

再次用药维持 3～5 h，其效果更佳 。本组 

12O例患者在采用纳洛酮治疗过程中， 

未见不 良反应发生，故 纳洛酮可作为急 

性 乙醇中毒抢救首选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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