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冒药混用、 碘酒红药水
交替使用……这些平时容易忽
略的用药习惯很可能会危及生
命。 用药无小事， 关于安全用
药， 你知道多少？
感冒药 +退烧药 +镇痛药

致肝损伤
许多感冒药、 退烧药和止

痛药中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
如果同时使用两种感冒药， 或
同时吃退烧药和止痛药， 造成
对乙酰氨基酚摄入过量， 可能
会造成急性肝损伤， 严重会引
起肝衰竭甚至致死。
布洛芬 +萘普生 +阿司匹林

致胃肠道出血
布洛芬、 阿司匹林等药物

被称为非甾体类抗炎药。 由于
它们作用机理相似， 同服多种
此类药物， 可能加重副作用， 轻则引起
恶心、 呕吐， 重则引起胃肠道出血。

红霉素 +维 C
降低疗效

因为红霉素在酸性环境中作用明显
降低， 故不宜与偏酸性药物维 C 合用，
否则会降低疗效。

碘酒 +红药水
当心碘化汞中毒

碘酒中含的碘会与红药水中的汞发
生反应， 形成碘化汞， 会沉着在皮肤表
面， 汞本身就具有毒性， 对身体有害。

阿司匹林 +银杏叶类药
当心出血

银杏叶胶囊、 银杏含片等， 黄酮及
银杏内酯类成分含量较高， 与阿司匹林
同服会产生药效增强反应， 可能引起出
血。 如果刚做完手术， 出血的风险更高。

磺胺类药物 +维 C
可致泌尿系统结石

磺胺类药物的种类不少， 包括常用
的百炎净、 双嘧啶， 与维 C 合用， 在酸
性尿中易结出结晶， 形成尿结石， 不易
排出可损伤肾脏。

抗过敏药 +晕车药
加重嗜睡

抗过敏药苯海拉明与晕车药茶苯海
明 （乘晕宁） 合用时要格外小心。 它们相
似的活性成分会加重嗜睡等副作用。 如果
已经服用了抗过敏药， 最好选择配方中不
含嗜睡成分的晕车药， 如氯苯甲嗪。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药学部 金澄滔

湖南省食品药品安全科普教育基地荣誉出品

14 药械指南
２０18年12月6日 星期四�编辑：袁小玉 邮箱：yuanxy123@126.com 版式：谢敏智

������乙肝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 一
般需要注射干扰素或者口服核苷类
药物， 至于具体如何选择， 针对不
同人群还是有一些推荐的。

干扰素不需要长时间用药， 年
轻的患者都可以试一下 ， 虽然说
干扰素的有效率不到 50% ， 但是
一旦治疗有效， 能够停药了， 比如
治疗两年之后， 可能下半辈子就再
也不需要治疗了 ， 这是非常有利
的 。 从肝炎到肝硬化 、 肝癌的进

展， 至少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 所
以可以试上两年， 效果不好再换成
口服药长期治疗， 时间上也是来得
及的。

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情况就有
些不同了。 这类人群可能有肝硬化
的风险， 如果用干扰素治疗两年效
果不好 ， 就可能会耽误治疗时间 ，
导致产生肝硬化甚至肝癌 。 所以 ，
对于年龄在 40 岁以上的患者， 建议
选择口服药长期治疗。

另外， 患者是否有肝硬化的状
态 ， 也是选择药物要考虑的一个
因素 。 因为干扰素对于肝硬化患
者来说副作用太大 ， 可能会造成
这些患者出现非常严重的并发症 ，
甚至造成生命危险 。 所以一旦有
肝硬化的诊断 ， 就只能口服药物 ，
而且口服药物要终身吃 ， 不能打
干扰素。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肝病中心副主任医师 闫杰

������ “中国没有采取足够措施遏
制非法芬太尼类物质流入美国”。
近日，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
审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 对中
国发出最新指责。 外交部发言人
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时表示， 截
至目前， 中国已经列管了 25 种
芬太尼类物质和 2 种芬太尼前
体，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芬太
尼类物质的走私和滥用问题。 芬
太尼在临床属于何种药品范畴？
主要在何种情况下使用？ 患者可
以自行使用吗？ 下面笔者就来谈
谈有关问题。

芬太尼的化学名是 1-苯乙
基-4- （N-丙酰苯胺） 哌啶， 是合
成的苯哌啶类阿片类似物， 属于
麻醉药品管理范畴， 即 “红处方”
药品， 在管理和使用过程中必须
依据国家颁布的 《麻醉药品管理
目录》。 芬太尼主要作用靶点是中
枢神经系统内的阿片受体， 是强
力 μ 阿片受体激动剂， 分布在痛
觉作用传导区及情绪行为相关区
域。 随着该类化合物的深入研究，
以芬太尼为先导设计合成了一系
列活性更高的化合物， 即舒芬太
尼、 瑞芬太尼、 阿芬太尼、 雷米
芬太尼、 卡芬太尼等 20 余种。

芬太尼起效快 （静脉注射 1
分钟即起效）、 作用强 （镇痛效
力约为吗啡的 100～180 倍 ）， 因
此适用于需要迅速镇静麻醉的场
合， 比如手术间的气管内插管的
全身麻醉， 复合麻醉的镇痛、 全
身麻醉大手术的麻醉诱导， 围术
期及重症监护室的镇静、 镇痛中
都有广泛的应用。 正因为芬太尼
的效力强， 几粒白糖大小的药量
就足以致命。 因此， 只有在有资
质的医院/医疗机构， 被授予 “精
麻药品” 处方权的医生方可处方
使用芬太尼 ， 被授予 “精麻药
品” 调剂权的药师方可管理调配
该类药品。 在临床使用中， 纯 μ
阿片受体激动剂 （芬太尼） 的镇
痛作用随着剂量增加而加强， 在
患者身上呈现的功能封顶远大于
临床所需剂量， 因此需要有资质
有经验的医生根据患者的疗效及
不良反应决定使用剂量。

芬太尼除了静脉的针剂， 还
有贴剂。 芬太尼透皮贴剂适用于
无法口服或口服效果不佳的中重
度慢性疼痛患者。 但不推荐于急
性疼痛、 非连续性疼痛或术后疼
痛。 芬太尼透皮贴剂是薄膜贴剂，
通过特殊微孔缓释膜渗透入皮肤，
通过皮肤的血管吸收进入血循环
内达到镇痛的疗效， 而不是哪里
疼贴哪里。 一般贴上后 6 小时能
达到有效的镇痛作用。 贴剂使用
方便， 效果好， 临床应用广泛，
但使用中有一些注意事项必须引
起重视， 比如粘贴处避免热源 ；
72 小时换贴一次， 换贴时间不建
议少于 48 小时； 更换贴剂时应更

换部位使用新贴剂， 以免引起药
物蓄积； 如出现呼吸困难、 嗜睡、
呼吸变慢或头晕等症时必须就医。
总的来说， 在医师指导下正确使
用才能避免用药风险。

药物滥用 ， 我国习惯称为
“吸毒 ”， 指的是 “非医疗目标
的 ” 大量使用有依赖特性的药
物。 滥用者对该药或物质产生依
赖状态 （无止境追求用药）， 带
来严重的个人健康和公共卫生问
题及社会问题， 构成社会公害。
构成毒品的不是单一的药物， 还
包括许多非药物的化学物质。 近
年来， “物质滥用” 这一术语取
代了 “药物滥用” 这一词。

1997 年新 《刑法》 第 357 条
第一款记载： “本法所称的毒品，
是指鸦片、 海洛因、 甲基苯丙胺
（冰毒）、 吗啡、 大麻、 可卡因以及
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
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由此可见， 毒品有两个特性： 一
是成瘾性， 二是法律管制性。 理
解这两点需注意， 国家进行严格
管制的药品， 被非法使用下才能
从药品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毒品。

由于芬太尼合成成本低， 这
种处方药被毒贩当成了毒品的原
料， 被成瘾者以吞服或用鼻子吸
入或注射的形式滥用。 2017 年 2
月， 公安部、 国家食药监总局决
定将卡芬太尼、 呋喃芬太尼、 丙
烯酰芬太尼、 戊酰芬太尼四种物
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
湖南省肿瘤医院副主任药师 龚倩

（王磊 彭璐 整理）

������和所有的慢性病一样， 对
于绝大多数类风湿性关节炎患
者来说， 是需要长期用药的。
那症状缓解了， 是否可以停药
呢？

从上世纪初期开始， 就有
研究者在做症状缓解后是否停
药的相关研究， 国外曾有研究
发现， 一些患者在病情缓解之
后逐渐停药， 结果多数人都在
一年之内重新复发， 且复发后
再次治疗， 使用原来的药未必
有效 ， 治疗的难度会增加 2
倍。 现在临床也发现， 很多病
程长的人， 好了之后停药又复
发， 如此反复， 其治疗难度比
一直病情稳定的患者要大很
多， 用药强度也更大。

所以， 目前对于绝大多数
人来说， 医生不主张减药或者
停药， 特别是病程比较长的人
不建议停药。 当然， 在病情缓
解之后， 是不是有可能尝试慢
慢地减一些药， 达到一个最低
的维持量， 这是可以的。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

主任医师 穆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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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患者情况不同 抗病毒药物有区别

类风湿关节炎
症状缓解后可以停药吗？

芬太尼，药品还是毒品？
专家：正规处方药，被滥用或成毒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