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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江西省青少年药物滥用现状ꎬ为青少年药物滥用的预防干预提供依据ꎮ 方法　 采用自编问卷调

查的方法ꎬ对江西省 ４ 家戒毒机构收治的青少年戒毒人员(１５~ ２５ 岁)４２６ 名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４２６ 名青少年药物滥用

者以男性(８６.３８％)、初中学历(６２.４４％)、无业(６１.２７％)和未婚者(８０.０５％)为主ꎮ 在过去 １２ 个月曾经非医疗目的和主要

滥用的精神活性物质中合成毒品的使用频率均高于传统毒品ꎬ其中使用占比最高的均是冰毒(分别为 ６９.９５％和 ６７.８４％)ꎻ
初次滥用药物的平均年龄为(１８.２７±２.１５)岁ꎻ使用方式主要是烫吸(６０.８０％)ꎻ获得途径以同伴提供(７３.７１％)为主ꎻ使用场

所多为宾馆 / 饭店(５０.４７％)ꎬ使用原因以追求欣快 / 刺激(４０.３８％)为主ꎮ 结论　 应重视青少年滥用合成毒品和非医疗目

的使用精神活性药物的现象ꎬ而低年龄段、低学历、无业、未婚的男性青少年是药物滥用的重点干预和监测人群ꎮ
【关键词】 　 物质滥用ꎬ静脉内ꎻ健康教育ꎻ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 　 Ｇ ４７９　 Ｆ ７５２.５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８)０４￣０５５７￣０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ｕｓｅ ｏｆ ｐｓｙｃｈｏ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ｎ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 ＸＩＡＯ Ｈｕｉ∗  ＬＩ Ｌａｎ ＷＵ Ｌｅｉ. ∗ Ｍｅｄｉ￣
ｃ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３３０００６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ｄｒｕｇ ａｂｕｓｅ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ｕｇ ａｂｕ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ｓｅｌｆ￣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ｍｏｎｇ ｊｕｖｅｎｉｌｅ ｄｒｕｇ ａｄｄｉｃｔｓ  １５－２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ｆｒｏｍ ４ ｄｒｕｇ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４２６ ａｄ￣
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ｄｒｕｇ ａｂｕｓｅｒｓ ｍａｌｅ  ８６.３８％  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ｅｇｒｅｅ  ６２.４４％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６１.２７％ ａｎｄ ｕｎｍａｒｒｉｅｄ  ８０.０５％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２ ｍｏｎｔｈ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ｕｇ ｕｓｅ ｆｏｒ ｎ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ｙｎ￣
ｔｈｅｔｉｃ ｄｒｕｇ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ｗｅｒｅ ｂｏ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ｕｇｓ ａｍ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ｔｈａｍｐｈｅｔａｍｉｎｅ ｗ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６９.９５ ｐｅｒ ｃｅｎｔ ｆｏｒ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６７.８４ ｐｅｒ ｃｅｎｔ ｆｏｒ ｆｅｍａｌｅ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ｄｒｕｇ ａｂｕｓｅ ｗａｓ １８.２７±
２.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ｗａｙ ｔｏ ｕｓｅ ｉｔ ｉｓ ｔｏ ｂｕｒｎ  ６０.８０％ .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ｅ ｗ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７３.７１％  Ｍｏｓｔ ｄｒｕｇ ａｂｕｓｅ ｗ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ｈｏｔｅｌ /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５０.４７％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ｅｕｐｈｏｒｉｃ /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４０.３８％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ｔｔｅｎ￣
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ａｉ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ｄｒｕｇ ａｂｕ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ｒｕｇ ｕｓｅ ｆｏｒ ｎ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ａｒｅ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ｓｓ ｅｄｕｃａｔｅｄ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ａｎｄ ｕｎｍａｒｒｉｅｄ ｍａｌ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ａｂｕｓｅ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６ 年江西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 ( ＹＣ２０１６ －
Ｓ１１３)ꎻ２０１６ 年南昌大学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

(ＣＸ２０１６３６９)ꎮ
【作者简介】 　 肖惠(１９９２－　 )ꎬ女ꎬ江西吉安人ꎬ在读硕士ꎬ主要研究方

向为药物流行病学ꎮ
【通讯作者】 　 吴磊ꎬＥ￣ｍａｉｌ:ｗｕｌｅｉ２０６０＠ ａｌｉｙｕｎ.ｃｏｍ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２

　 　 近年来ꎬ国内青少年使用成瘾物质人数不断增

多ꎬ青少年药物滥用已成为当今世界严重的公共卫生

问题之一[１] ꎮ 青少年时期是成长的关键时期ꎬ青少年

的药物滥用行为会导致严重的身心损害以及各种违

法犯罪行为的发生[２] ꎮ 本文对江西省青少年药物滥

用现状进行分析ꎬ为青少年药物滥用的预防和控制提

供参考和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７ 年 ５—６ 月对江西省 ４ 家戒毒机

构 １５ ~ ２５ 岁青少年进行问卷调查ꎬ问卷采用匿名独立

填写ꎬ知情同意原则ꎬ保证所获资料比较真实可靠ꎮ 共

调查 ４２６ 人ꎬ其中男性 ３５８ 人ꎬ女性 ５８ 人ꎻ农村户口

２３９ 人ꎬ城市户口 １８７ 人ꎮ 平均年龄(２２.０７±２.４５)岁ꎮ
１.２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ꎬ经过专家修订

后ꎬ在专业人士的陪同下进行调查ꎮ 调查问卷参照国

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设计的 « 药物滥用监测调查

表» [３] ꎬ并结合江西省实际情况设计而成ꎮ 通过问卷

调查获取江西省青少年非医疗目的使用各种精神活

性物质的现状及其危险因素ꎬ具体内容包含一般人口

学信息(性别、年龄、民族、吸烟、饮酒状况等)和非医

疗目的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的情况(包括使用的种类、
频率、方式、原因ꎬ使用药物的来源、场所等)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软件建立数据库ꎬ

７５５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第 ３９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４



双人双录入ꎬ经逻辑查错后进行数据分析ꎮ

２　 结果

２.１　 药物滥用行为特征分析 　 ４２６ 名青少年药物滥

用者男性占 ８６ ３８％ ( ３６８ 人)ꎬ初中学历占 ６２ ４４％
(２６６ 人)ꎬ无业占 ６１ ２７％(２６１ 人)ꎬ未婚者占 ８０ ０５％
(３４１ 人)ꎬ初次滥用药物年龄平均为( １８ ２７ ± ２ １５)
岁ꎬ主要为 １６ ~ ２０ 岁(占 ５０ ９４％)ꎻ使用方式主要是烫

吸(６０ ８０％ꎬ２５９ 人)ꎻ获得途径以同伴提供(７３ ７１％ꎬ
３１４ 人)和娱乐场所(２４ ４１％ꎬ１０４ 人)为主ꎻ使用场所

多为宾馆 / 饭店 ( ５０ ４７％ꎬ ２１５ 人)ꎬ 其次是朋友家

(２６ ５３％ꎬ１１３ 人)、居家场所(１８ ３１％ꎬ７８ 人)和夜总

会 / ＫＴＶ(１８ ０８％ꎬ７７ 人)ꎻ使用原因以追求快感 / 刺激

(４０ ３８％ꎬ１７２ 人)、满足好奇(３０ ０５％ꎬ１２８ 人) 和空

虚无聊(２６ ５３％ꎬ１１３ 人)为主ꎮ
２.２　 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情况　 在过去 １２ 个月曾经使

用和主要滥用的精神活性物质中ꎬ合成毒品的使用频

率均高于传统毒品ꎬ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是冰毒ꎬ分
别为 ６９ ９５％ 和 ６７ ８４％ꎬ 其次是 Ｋ 粉 ( ２３ ４７％ 和

２０ ４２％)、 海 洛 因 ( １６ ６７％ 和 １３ １５％) 和 麻 古 丸

(１３ ８５％和 １１ ０３％)ꎮ 除合成毒品和传统毒品外ꎬ青
少年药物滥用者中有 １６ ２０％过去 １２ 个月曾非医疗

目的使用如美沙酮口服液、丁丙诺啡片、安定、复方甘

草片等精神活性药物ꎮ 见表 １ ~ ２ꎮ

表 １　 调查对象过去 １２ 个月

非医疗目的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报告率

精神活性物质 男(ｎ ＝ ３６８) 女(ｎ ＝ ５８) 合计(ｎ ＝ ４２６)
传统毒品
　 海洛因 ５４(１４.６７) １７(２９.３１) ７１(１６.６７)
　 大麻(麻烟) １０(２.７２) ２(３.４５) １２(２.８２)
　 可卡因 ４(１.０９) ０ ４(０.９４)
　 鸦片 ３(０.８２) ０ ３(０.７０)
合成毒品
　 甲基丙苯胺(冰毒) ２７０(７３.３７) ２８(４８.２８) ２９８(６９.９５)
　 氯胺酮(Ｋ 粉) ８９(２４.１８) １１(１８.９７) １００(２３.４７)
　 麻古丸 ４８(１３.０４) １１(１８.９７) ５９(１３.８５)
　 摇头丸 １２(３.２６) １(１.７２) １３(３.０５)
医用麻醉药品
　 美沙酮口服液 ２１(５.７１) ６(１０.３４) ２７(６.３４)
　 吗啡 ３(０.８２) ２(３.４５) ５(１.１７)
　 二氢埃托啡 ３(０.８２) １(１.７２) ４(０.９４)
　 度冷丁 １(０.２７) ０ １(０.２３)
医用精神药品
　 丁丙诺啡片 ３(０.８２) ２(３.４５) ５(１.１７)
　 安定 ３(０.８２) １(１.７２) ４(０.９４)
　 曲马多 ２(０.５４) １(１.７２) ３(０.７０)
　 三唑仑 １(０.２７) ０ １(０.２３)
　 －羟丁酸(Ｇ 毒) １(０.２７) ０ １(０.２３)
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复方甘草片 ６(１.６３) ３(５.１７) ９(２.１１)
　 复方地芬诺酯 ３(０.８２) １(１.７２) ４(０.９４)
　 联邦止咳露 ２(０.５４) １(１.７２) ３(０.７０)
　 其他止咳水 １(０.２７) ０ １(０.２３)
多组分合并物质
　 底料＋黄皮 １(０.２７) ０ １(０.２３)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２　 青少年药物滥用者主要精神活性药物使用报告率

精神活性物质 男生(ｎ ＝ ３６８) 女生(ｎ ＝ ５８) 合计(ｎ ＝ ４２６)
传统毒品
　 海洛因 ４４(１１.９６) １２(２０.６９) ５６(１３.１５)
　 大麻(麻烟) ７(１.９０) １(１.７２) ８(１.８８)
合成毒品
　 甲基丙苯胺(冰毒) ２６４(７１.７４) ２５(４３.１０) ２８９(６７.８４)
　 氯胺酮(Ｋ 粉) ７７(２０.９２) １０(１７.２４) ８７(２０.４２)
　 麻古丸 ３８(１０.３３) ９(１５.５２) ４７(１１.０３)
　 摇头丸 ８(２.１７) １(１.７２) ９(２.１１)
医用麻醉药品
　 美沙酮口服液 ８(２.１７) ４(６.９０) １２(２.８２)
　 吗啡 ３(０.８２) １(１.７２) ４(０.９４)
医用精神药品
　 曲马多 ２(０.５４) ０ ２(０.４７)
　 安定 １(０.２７) ０ １(０.２３)
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复方甘草片 ３(０.８２) ２(３.４５) ５(１.１７)
　 联邦止咳露 ２(０.５４) １(１.７２) ３(０.７０)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３　 讨论

本调查结果表明ꎬ在青少年药物滥用者过去 １２ 个

月曾经使用和主要滥用的物质中ꎬ合成毒品的使用频

率均高于传统毒品ꎮ 从药物滥用的使用方式来说ꎬ青
少年的滥用方式主要是烫吸、溜冰和鼻吸ꎬ与其他研

究结果[４－６]相符ꎮ 合成毒品具有高隐蔽性、高危险性

和兴奋、致幻等特殊功效ꎬ被越来越多的药物滥用者

所喜爱ꎬ而青少年由于好奇心强、喜欢追求刺激且精

力旺盛ꎬ已变成易滥用合成毒品的高危人群之一[７] ꎮ
建议加大对合成毒品滥用危害的宣传和对药物滥用

者的教育力度ꎬ加强对毒品犯罪的打击和各环节(如

生产、流通、使用等环节)的监管ꎬ切断毒源ꎬ减少可获

得性ꎮ
除了传统毒品和合成毒品外ꎬ１６ ２０％的青少年药

物滥用者曾使用过美沙酮口服液、丁丙诺啡片、安定、
复方甘草片等精神活性药物ꎮ 根据国外相关文献报

道ꎬ有 ６ ２％ ~ ２０ ０％的青少年曾非医疗目的使用处方

药及非处方药[８－９] ꎻ而近年来ꎬ我国一些地方也出现了

青少年非医疗目的使用精神活性药物的现象[１０－１２] ꎮ
欧水招等[１１]调查发现ꎬ２２ ４％的中学生在非生病时有

自我用药行为ꎻ王婉馨等[１２] 调查发现ꎬ１０ ３７％的学生

曾非医疗目的使用精神活性药物ꎬ其中复方甘草片

(４ ５％)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药物ꎮ 由此可知ꎬ青少年

非医疗目的使用精神活性药物和使用合成毒品的情

况已不容乐观ꎬ应对此加以重视ꎮ
本次调查还发现ꎬ青少年药物滥用者使用 / 滥用

的精神活性物质获得途径除了同伴提供( ７３ ７１％)
外ꎬ主要是娱乐场所( ２４ ４１％)ꎻ使用场所主要是宾

馆 / 饭店(５０ ４７％)、夜总会 / ＫＴＶ(１８ ０８％)和网吧 / 游
艺厅(１０ ０９％) 等娱乐场所ꎮ 因此ꎬ建议相关部门应

加大对娱乐场所的监督查处力度ꎬ减少毒品的可获

得性ꎮ

８５５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第 ３９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ꎬＶｏｌ.３９ꎬＮｏ.４



本调查结果显示ꎬ江西省青少年药物滥用者主要

是 男 性 ( ８６ ３８％)、 初 中 学 历 ( ６２ ４４％)、 未 婚

(８０ ０５％) 和无业人员 ( ６１ ２７％)ꎬ 与很多研究结

果[１３－１５]相似ꎮ 男性、青少年喜欢追求新奇和刺激ꎬ更
易沉迷于精神活性物质带来的刺激ꎻ而无业、低学历

者易由于知识的匮乏而产生药物滥用行为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青少年药物滥用者中ꎬ初次非医

疗目的使用精神活性物质的年龄 １５ 岁者占 ４１ ０８％ꎬ
与王婉馨等[１２] 对广东省的调查结果相似ꎮ 青少年初

次发生药物滥用行为的年龄小ꎬ可能是因为缺乏相关

的知识和经验、面临众多压力、盲目的从众心理和自

控力不足ꎬ而家长、学校未对此加以关注或未能及时

给予正确的引导ꎬ因此发生药物滥用行为[１６－１９] ꎮ 与成

年人相比ꎬ青少年接触精神活性物质后产生的依赖性

更大ꎬ不良精神症状也更严重[２０] ꎮ 因此ꎬ低年龄段、低
学历、无业、未婚的男性青少年是药物滥用的高危人

群ꎬ应对这部分人群进行重点干预和防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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