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 →药物、草药和补充剂 → 纳曲酮

本⻚⽹址：https://medlineplus.gov/druginfo/meds/a685041.html

纳曲酮
发⾳为 (nal trex' one)

重要警告：

⼤剂量服⽤纳曲酮可能会导致肝损伤。服⽤推荐剂量的纳曲酮不太可能引起肝损伤。如果您患有或曾经患
有肝炎或肝病，请告诉您的医⽣。如果您出现以下任何症状，请停⽌服⽤纳曲酮并⽴即就医：过度疲劳、
异常出⾎或瘀伤、⻝欲不振、胃右上部疼痛持续数天以上、排便颜⾊浅，尿⾊深，或⽪肤或眼睛发⻩。

与您的医⽣和实验室保持所有约会。您的医⽣可能会下令进⾏某些实验室测试，以检查您的⾝体对纳曲酮的
反应。

与您的医⽣讨论服⽤纳曲酮的⻛险。

为什么要开这种药？

纳曲酮与咨询和社会⽀持⼀起使⽤，以帮助停⽌饮酒和使⽤街头毒品的⼈继续避免饮酒或吸毒。纳曲酮不应⽤于
治疗仍在使⽤街头毒品或⼤量饮酒的⼈。纳曲酮属于⼀类称为阿⽚拮抗剂的药物。它的作⽤是减少对酒精的渴望
并阻⽌阿⽚类药物和阿⽚类街头药物的作⽤。

这个药应该怎么⽤？

纳曲酮以⽚剂形式出现，可在家中或在诊所或治疗中⼼的监督下⼝服。在家中服⽤纳曲酮时，通常每天服⽤⼀
次，有或没有⻝物。在诊所或治疗中⼼服⽤纳曲酮时，可以每天服⽤⼀次、隔天服⽤⼀次、每三天服⽤⼀次或除
周⽇外每天服⽤⼀次。仔细遵循处⽅标签上的说明，并请您的医⽣或药剂师解释您不理解的任何部分。完全按照
指⽰服⽤纳曲酮。不要多吃或少吃，也不要⽐医⽣开的更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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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曲酮仅在⽤作成瘾治疗计划的⼀部分时才有⽤。参加所有咨询会议、⽀持⼩组会议、教育计划或医⽣推荐的
其他治疗，这⼀点很重要。

纳曲酮将帮助您避免使⽤药物和酒精，但它不会预防或缓解您停⽌使⽤这些物质时可能出现的戒断症状。相反，
纳曲酮可能会导致或加重戒断症状。如果您最近停⽌使⽤阿⽚类药物或阿⽚类街头药物并且现在出现戒断症状，  
则不应服⽤纳曲酮。

只要您服⽤纳曲酮，它就会帮助您避免吸毒和酗酒。即使您感觉良好，也要继续服⽤纳曲酮。不要在未咨
询医⽣的情况下停⽌服⽤纳曲酮。

该药的其他⽤途

这种药物有时可能会⽤于其他⽤途；向您的医⽣或药剂师咨询更多信息。

我应该遵循什么特殊的预防措施？

在服⽤纳曲酮之前，
如果您对纳曲酮纳洛酮、其他阿⽚类药物或任何其他药物过敏，请告诉您的医⽣和药剂师。

告诉您的医⽣您是否正在服⽤任何阿⽚类药物（⿇醉剂）或街头药物，包括醋酸左美沙酮（LAAM、
ORLAAM）（在美国不可⽤）或美沙酮（Dolophine、Methadose）；以及某些治疗腹泻、咳嗽或疼痛的药
物。如果您在过去 7 到 10 天内服⽤过任何这些药物，也请告诉您的医⽣。如果您不确定您服⽤的药物是否
为阿⽚类药物，请咨询您的医⽣。您的医⽣可能会下令进⾏某些检查，以了解您在过去 7 ⾄ 10 天内是否服
⽤过任何阿⽚类药物或使⽤过任何阿⽚类街头药物。如果您在过去 7 ⾄ 10 天内服⽤或使⽤过阿⽚类药物，
您的医⽣会告诉您不要服⽤纳曲酮。

在纳曲酮治疗期间不要服⽤任何阿⽚类药物或使⽤阿⽚类街头药物。纳曲酮阻断阿⽚类药物和阿⽚类街头药
物的作⽤。如果您以低剂量或正常剂量服⽤或使⽤这些物质，您可能不会感受到这些物质的影响。如果您在
使⽤纳曲酮治疗期间服⽤或使⽤更⾼剂量的阿⽚类药物或药物，可能会导致严重伤害、昏迷（⻓期昏迷状
态）或死亡。

您应该知道，如果您在接受纳曲酮治疗之前服⽤了阿⽚类药物，那么您在完成治疗后可能对这些药物的效果
更加敏感。完成治疗后，请告诉任何可能为您开药的医⽣您之前接受过纳曲酮治疗。

告诉您的医⽣您正在服⽤或计划服⽤的其他处⽅药和⾮处⽅药、维⽣素、营养补充剂和草药产品。⼀定
要提到双硫仑（Antabuse）和硫利达嗪。您的医⽣可能需要改变您的药物剂量或仔细监测您的副作
⽤。

如果您患有或曾经患有抑郁症或肾病，请告诉您的医⽣。

如果您怀孕、计划怀孕或正在哺乳，请告诉您的医⽣。如果您在服⽤纳曲酮时怀孕，请致电您的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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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医疗或⼿术，包括⽛科⼿术，请告诉医⽣或⽛医您正在服⽤纳曲酮。佩戴或携带医疗证明，以便
在紧急情况下为您治疗的医疗保健提供者知道您正在服⽤纳曲酮。

您应该知道，过度吸毒或酗酒的⼈经常会变得抑郁，有时会试图伤害或⾃杀。接受纳曲酮不会降低您试图伤
害⾃⼰的⻛险。如果您出现抑郁症状，例如悲伤、焦虑、绝望、内疚、⽆价值或⽆助感，或考虑伤害或⾃杀
或计划或试图这样做，您或您的家⼈应⽴即就医。确保您的家⼈知道哪些症状可能很严重，这样如果您⽆法
⾃⾏寻求治疗，他们可以⽴即致电医⽣。

我应该遵循特殊的饮⻝说明吗？

除⾮您的医⽣另有说明，否则请继续您的正常饮⻝。

如果我忘记服药该怎么办？

记住后⽴即服⽤错过的剂量。但是，如果您的下⼀次服药时间快到了，请跳过错过的服药并继续您的常规服药计
划。不要服⽤双倍剂量来弥补错过的剂量。

这种药物会引起副作⽤吗？

纳曲酮可能会引起副作⽤。如果这些症状中的任何⼀个严重或不会消失，请告诉您的医
⽣：

恶⼼

呕吐

胃痛或痉挛

腹泻

便秘

⻝欲不振

头痛

头晕

焦虑

紧张

易怒

泪流满⾯

难以⼊睡或保持睡眠

增加或减少能量

睡意

肌⾁或关节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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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疹

⼀些副作⽤可能很严重。如果您遇到任何这些症状或重要警告部分中列出的症状，请⽴即致电
您的医⽣：

困惑

幻觉（看到不存在的事物或听到不存在的声⾳）

模糊的视野

严重呕吐和/或腹泻

纳曲酮可能会引起其他副作⽤。如果您在服⽤这种药物时有任何异常问题，请致电您的医⽣。

如果您遇到严重的副作⽤，您或您的医⽣可以在线向美国⻝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的 MedWatch 不良事件
报告计划发送报告
(http://www.fda.gov/Safety/MedWatch [http://www.fda.gov/Safety/MedWatch]) 或通过电话 
(1-800-332-1088)。

我应该知道这种药物的储存和处置吗？

将这种药物放在它进来的容器中，紧紧关闭，并且放在⼉童接触不到的地⽅。将其存放在室温下，远离过多的
热量和⽔分（不要放在浴室⾥）。

It is important to keep all medication out of sight and reach of children as many containers (such as weekly pill 
minders and those for eye drops, creams, patches, and inhalers) are not child-resistant and young children can 
open them easily. To protect young children from poisoning, always lock safety caps and immediately place 
the medication in a safe location ‒ one that is up and away and out of their sight and reach. http://
www.upandaway.org [http://www.upandaway.org]

不需要的药物应以特殊⽅式处理，以确保宠物、⼉童和其他⼈⽆法⻝⽤。但是，您不应该将这种药物冲⼊⻢桶。
相反，处置药物的最佳⽅式是通过药物回收计划。与您的药剂师交谈或联系您当地的垃圾/回收部⻔，了解您所在
社区的回收计划。请参阅 FDA 的药品安全处置⽹站（http://goo.gl/c4Rm4p [http://goo.gl/c4Rm4p]) 如果您⽆
权访问回收计划，请了解更多信息。

n 紧急情况/过量

如果服⽤过量，请拨打毒物控制热线 1-800-222-1222。信息也可在线获取https://www.poisonhelp.org/help 
[https://www.poisonhelp.org/help]. 如果受害者已经昏倒、癫痫发作、呼吸困难或⽆法醒来，请⽴即拨打 911 
拨打紧急服务电话。

我应该知道其他信息吗？

在进⾏任何实验室检查之前，请告诉您的医⽣和实验室⼈员您正在服⽤纳曲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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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对纳曲酮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您的医⽣或药剂师。

保留⼀份您正在服⽤的所有处⽅药和⾮处⽅药（⾮处⽅药）以及任何产品（如维⽣素、矿物质或其他膳⻝补充
剂）的书⾯清单⾮常重要。每次去看医⽣或住院时，您都应该携带这份清单。这也是在紧急情况下随⾝携带的重
要信息。

兰特名称
雷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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