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芬太尼是一种阿片类止痛药，高剂量服用会导致严
重的呼吸问题或死亡。

需要注意的迹象  
以下症状可能表明您或您认识的人服用了高剂量
的芬太尼或其他阿片类药物：

• 反应迟钝/失去知觉或昏倒。
• 没有呼吸或呼吸缓慢。
• 嘴唇和指甲颜色异常。
• 窒息或咳嗽。
• 皮肤冰冷或湿冷。
• 眼睛瞳孔非常小。
• 头晕或定向障碍。

如何帮助
纳洛酮，也称为 NARCAN®，这种药物可以通过阻断
阿片类药物对大脑的影响并快速恢复呼吸以逆转
阿片类药物过量的影响，从而挽救生命。纳洛酮是
安全的：如果给没有服用阿片类药物的人服用，它
不会造成任何伤害，而且紧急医疗专业人员使用纳
洛酮已有 40 多年了。

请注意：纳洛酮不能自行给药。

如果您认为您或其他人处于紧急危险中，请拨打 
911。

身处危机？ 致电 1-800-662-HELP (4357) 或发送短信 
“4HOPE” 至 741741。

如果您目睹用药过量，即使您担心会被捕，也请务
必寻求帮助。俄亥俄州的《好撒玛利亚人法 (Good 
Samaritan Law)》会为您提供保护，它允许在药物过量
期间拨打 911 进行报告的人获得不同程度的豁免。

警告：在俄亥俄州发现危险的假冒处方药片
类似阿普唑仑 (Xanax®) 和羟考酮 (Oxycontin®) 的假冒/
伪造处方药片正在俄亥俄州销售。它们含有芬太尼
（一种可以致人死亡的强效药物）以及其他可能导
致死亡的成分。

假药片上的数字和字母标记、颜色和刻痕线看起来
与真正/合法药片完全相同。使用肉眼几乎不可能分
辨出两者的区别。

获得许可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不会提供假药片，它们
通常是通过社交媒体或“暗网”地下网站在线销售，
以及由声称这些药品为真品的卖家面对面销售。 

切勿服用不是来自获得许可的医疗保健提供者的
药片或任何处方药。

注意：致命药物的含量因药片而异，即使它们来自
同一批次。如果您有任何不是来自获得许可的医
疗保健提供者的药片，请不要再服用。

可能是假药片的迹象：  

• 药片不是来自获得许可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 药片没有处方包装（例如，贴有标签的药瓶）。 

• 药片是单独销售或以异常少量销售。  

• 药片是以异常大量销售。

药片是合法的还是假冒的通常难以确定。请看以下
示例。

阿普唑仑/Xanax®

在俄亥俄州缉获了假冒处方阿普唑仑和 Xanax® 药片。

合法药片 假冒药片 常用俚语

标有 S 90 3 的 
绿色药片。

Zannies

Xan/Zan

Bars

Hulks

Ladders

标有 B 707 的 
蓝色药片。

标有 G 372 2 的
白色药片。

标有 R 039 的 
黄色药片。

标有 XANAX 2 的
白色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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羟考酮/OxyContin®

在俄亥俄州缉获了假冒处方 M 30 和 A 215 羟考酮药片。

合法药片 假冒药片 常用俚语

标有 M 30 的 
蓝色药片。

Oxy

Roxy

30s
标有 A 215 的 
蓝色药片。

无可用 
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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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疗保健提供者
由于含有芬太尼和其他潜在致命成分的假冒处方药
片越来越多，Ohio Department of Health 向急救人员、
医疗保健提供者、药物滥用治疗专业人员、基于社
区的 Project DAWN（Deaths Avoided With Naloxone）计划
以及与使用非法药物的人接触的其他人员提出这些
建议。

帮助个人获取和携带纳洛酮
鼓励使用非法药物的患者/客户及其家人和朋友携
带纳洛酮。将他们转介到当地 Project DAWN 基于社
区的纳洛酮教育和分发计划，或者将他们转介到分
发纳洛酮的当地药房。有关从何处获取纳洛酮的更
多信息，请访问 www.odh.ohio.gov/projectdawn。大多数
俄亥俄州药店无需处方也可购买纳洛酮。 俄亥俄
州提供纳洛酮的药房名单详情见 www.pharmacy.ohio.
gov/stopoverdose。

当怀疑/指示使用非阿片类药物时，对药物过量情
况使用纳洛酮       
尽管纳洛酮不能有效治疗仅由兴奋剂（如可卡因和
甲基苯丙胺）引起的药物过量，但使用纳洛酮可能
有助于缓解由兴奋剂和阿片类药物（如芬太尼及其
类似物）组合引起的药物过量。

对使用非法药物的患者/客户进行教育：混有芬太
尼的药物的危险 
强调用药过量和死亡的风险增加。关键要点
见下一栏。与社区成员共享的信息也可通过 
www.OHAgainstOD.ohio.gov 获得。

可能混有芬太尼的非法药物的危险
• 芬太尼经常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其他药

物混合使用。     

• 芬太尼很有可能致命，因为它的效力很强，而且
在体内停留的时间长。    

• 避免混合药物（包括酒精），这会增加药物过量
的风险。      

• 不要在独处时使用药物，这样在药物过量时其
他人可以提供帮助/获得帮助。   

• 使用药物者以及其家人和朋友都应当接受关于
药物过量的迹象和症状、从哪里获得纳洛酮、如
何给药、如何进行人工呼吸以及立即拨打 911 的
重要性（即使是使用纳洛酮时）的培训。  

• 在服用纳洛酮以逆转药物过量的影响之后，不
要违背医疗建议离开救护车或医院。纳洛酮可
能会在阿片类药物效力消退之前消退，您可能
会因此再次陷入药物过量状态，从而导致意识
丧失、呼吸减慢或停止。

其他贡献者  
• Miami Valley Regional Crime Lab. 

• Ohio State Highway Patrol Crime Lab. 

• Lake County Crime Lab. 

• Columbus Division of Police Crime Lab. 

• Ohio Bureau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Drug Chemistry 
Unit.

物质使用治疗和行为健康服务 
医疗保健提供者可以帮助转介使用非法药物的患
者/客户接受治疗，或者俄亥俄州居民可以拨打 Ohio 
Department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Services 免费
帮助热线 1-877-275-6364，服务时间为 周一到周五 
（上午 8 点至下午 6 点）。

您所在社区的当地酒精、毒瘾和心理健康服务委员
会 (ADAMH) 也可以帮助俄亥俄州居民获得低成本的
行为健康服务。可通过 www.mha.ohio.gov/wps/portal/
gov/mha/community-partners/adamh-boards 找到您当地
的 ADAMH 委员会。

俄亥俄州服务热线为 1-800-720-9616，由经过培训的
行为健康专业人员提供 24/7 全天候服务，他们可以
为面临个人或家庭危机，为应对生活困难而挣扎的个
人提供保密支持。如果求助者需要额外服务，他们将
获得帮助并被转接到当地供应商。

俄亥俄州居民还可以通过 www.findtreatment.gov 联系
行为健康治疗提供者。

其他资源  
• 有关获取纳洛酮的信息（包括通过邮购方式）： 

odh.ohio.gov/wps/portal/gov/odh/know-our-programs/
project-dawn/project-dawn-programs。 

• U.S. Drug Enforcement Agency (DEA) One Pill Can Kill: 
www.dea.gov/onepill。 

• DEA 关于假冒处方药片的新闻发布：  
www.dea.gov/press-releases/2021/09/27/dea-issues-
public-safety-al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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