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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男 性 行 为 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因为无保护的性行为、多性伴等危险因素，近

年来成为全球和中国 HIV 感染的脆弱人群而备受关注
[1-6]。合成毒品是指人工化学合成的致幻剂、兴奋剂类

毒品，是由国际禁毒公约和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管制的精

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常见的类型包括甲基苯丙胺及其衍

生物（冰毒、麻古、摇头丸）氯胺酮类（K 粉）以及亚

硝酸异物质（Rush）。合成毒品滥用后会产生强烈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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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提供依据。方法：运用半结构式访谈，通过社群关键人物推荐符合调查要求的受访者进一对一个人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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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synthetic drugs abuse among MSM, and to provide evidence for further 

quantitative investigation and intervention. Methods: MSM abuse synthetic drugs recruited by key person in the community, 

face-to-face personal in-depth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ere conducted. Results: Respondents haven’t a comprehensive 

and clear understanding of synthetic drugs, nor did they have enough coping skills. Synthetic drug abuse increases the risk 

of unsafety sex. Synthetic drug abuse affected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of respondents. Conclusion: Effective intervention is 

necessary to prevent synthetic drug abuse among M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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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欣快感，导致性欲亢进，滥用者更容易发生高危性

行为，增加了性病艾滋病的传播风险 [7-9]。为了解 MSM

人群滥用合成毒品的基本情况，为下一步定量研究做准

备，昆明市平行性健康支持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平行”）

开展了男男性行为人群合成毒品滥用质性访谈研究。

1　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通过关键人物推荐

的方式对符合本研究研究要求的对象进行一对一个人访

谈。本次访谈共选取了 10 名有过男男性行为的男性作

为受访者，这 10 位受访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合成毒品的

滥用史。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对合成毒品的认识，合成毒

品滥用基本情况，合成毒品滥用与性行为，以及合成毒

品滥用和人际交往的关系。

2　结果
2.1　MSM 对合成毒品的认识

在受访者中，对大麻和合成毒品的冰毒、麻古识别

度较高，但对于 0 号胶囊、Rush 等合成物质，受访者

认知较为模糊。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Rush 就是

一种助性剂；零号胶囊、冰毒、麻古也是助性剂，只不

过现在被国家列为管制药品了。

从受访者的态度可以看出，0 号胶囊、Rush 的危害

尚未在 MSM 人群中普及，大部分 MSM 人群也并未意

识到其潜在的风险。受访者都认为这些物质只是用作性

行为的辅助药，有兴奋、催情的作用。没有任何一位受

访者提到 Rush 会损伤视力、引起窒息以及其他健康危害。

2.2　受访者滥用合成毒品的基本状况

冰毒和 Rush 是受访者中滥用最为普遍的两种合成

毒品。所有受访者物质滥用时间都超过 1 年，最长的在

五年左右。Rush 的滥用较冰毒更为普遍。10 位受访者

都滥用过 Rush，9/10 的受访者都并不认为 Rush 有任何

潜在的风险。这与受访者对 Rush 的认识不足以及 Rush

的可及性更高有关。冰毒的滥用在受访者中也颇为普遍。

只有 1/10 位受访者表示没有滥用过冰毒，其他的受访

者都有冰毒的滥用经历。唯一没有滥用过冰毒的受访者

表示见到过其他人滥用冰毒，只是自己没有滥用。

2.3　受访者首次滥用合成毒品的情境

所有受访者第一次滥用合成毒品都不是自己主动

接触或是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第一次滥用”的

发生都有一个重要“他人”在场。受访者在此之前对合

成毒品大多都是“曾有耳闻”或是“未曾了解过”，在

重要“他人”的带动下，受访者开始接触并滥用合成毒

品。重要他人在访谈中以约炮对象、恋人为主。10 例

受访者中，有 9 例第一次尝试合成毒品是在约炮对象的

邀约下进行的。约炮对象在受访的 MSM 人群中成为了

受访者与合成毒品的一个连接关键。受访者在初次滥用

后开始不同程度地滥用合成毒品。他们有的开始对合成

毒品感兴趣并继续滥用；有的已经上瘾，欲罢不能；也

有一部分意识到需要逐渐摆脱这些“助性剂”。

同时，受访者都表示，在与约炮对象滥用了合成毒

品之后，不可避免地会与他们发生性行为。4/10 的受访

者表示无法保证在与约炮对象发生性行为时采取安全保

护措施，如安全套的滥用。还有受访者在滥用合成毒品

后与多个性伴发生性行为，这都极大的增加了罹患性传

播疾病的风险。有受访者坦言，滥用合成毒品之后发生

的性行为，很少会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2.4　合成毒品滥用与人际交往

合成毒品的滥用会影响到受访者的人际交往。受访

者自身关于合成毒品的态度和偏好直接影响受访者与恋

人、与朋友的社会关系互动。

2.4.1　恋人

目前处于单身状态的受访者占 6/10，所有单身受访

者都表示不能接受恋人滥用合成毒品，尤其是冰毒、麻

古，态度都非常坚决。受访者们表示，自己不会和恋人

一起去滥用合成毒品，并且也不能接受滥用合成毒品的

人做恋人。还有受访者表示，如果自己的恋人滥用合成

毒品，他们会劝说对方不要继续滥用合成毒品，努力说

服对方不滥用合成毒品。如果他们的恋人不接受他们的

意见，他们也将断绝与其发展恋人关系。

处于恋爱状态中的受访者们也表示目前和恋人在

减少滥用合成毒品的次数。滥用合成毒品是为了提高性

生活质量。但现在知道合成毒品的危害比较大，目前也

在弱化合成毒品在他们性生活中的位置。

受访者们对恋人滥用合成毒品一律采取排斥的态

度是因为受访者自身对合成毒品的态度的否定。受访者

坦言合成毒品是一种“不好的东西”，他们自身知道这

种东西是有危害的，并且知道其副作用和其危害。

2.4.2　朋友

大多数受访者对朋友关于合成毒品的滥用情况表

示知情，并且也有朋友主动邀约一起滥用合成毒品的情

况。受访者们表示，在正常情况下，朋友之间并不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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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讨论合成毒品的话题，对合成毒品大家保持缄默的态

度。有受访者表示“我知道你在用，你也知道我在用，

但是我们不会说破。”受访者们也表示，他们不会很大

力度地像劝诫恋人一样去劝诫朋友。有的受访者表示他“根

本就不去讨论毒品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各自有

各自的生活和选择”；“自己也曾是合成毒品滥用者，自

己没有资格去指责其他人”；“喜欢这个东西的人劝再多

也没用，不喜欢的人不用劝他们就不会用”。还有的受访

者表示“根本不会劝诫其他朋友，因为没有必要，一旦上

瘾再怎么劝诫也是没有用的”。因此，受访者们对普通朋

友的劝诫意愿远远低于对于恋人的劝诫意愿。

3　讨论
很多研究结果表明，我国 MSM 中 HIV 感染率持

续上升，高危行为存在较为普遍。 把合成毒品当作“助

性剂”滥用已经是 MSM 感染 HIV 的危险因素之一。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MSM 对合成毒品的潜在风险缺乏

客观全面的认知；滥用合成毒品之后，大大增加了不安

全性行为发生的风险；首次滥用时都是被动邀约；关键

“他人”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干预内容；在同伴教育

过程中，亲密程度会极大的影响干预的力度和效果。

基于以上的访谈结果，在对 MSM 进行合成毒品预

防干预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多种可以触及服务对象的宣

传渠道，在 MSM 社群营造珍爱健康，拒绝“药爱”的

新的社群文化；通过小组活动、线上干预等综合干预措

施，使 MSM 意识到合成毒品的风险和危害，唤醒社群

健康意识；在综合干预服务提供的同时，需要增加相应

的社会技能支持训练，例如：如何识别危险情景、如何

做决定、如何拒绝同伴压力等。通过多种渠道和措施，

改变 MSM 目前对“助性剂”的片面认识，有效预防合

成毒品在 MSM 人群中的滥用。

当然，本研究访谈对象数量有限导致研究结果的代

表性受限。因此，期待更多的相关调查研究结果相互验

证，共同为预防 MSM 药物滥用工作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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