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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苯丙胺对男性生殖系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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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甲基苯丙胺 (MA)是一种成瘾性极高的精神兴奋剂药物，主要影响大脑的单胺神经递质系统， 

并使人产生高度警觉性，增加人的兴奋性。由于其相对较低的成本和长期的精神作用，该药物特别受年轻 

人欢迎。吸食 HA会给人类带来严重健康问题，不仅限于中枢神经系统，并且会增加吸毒者的其他多个系统 

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同时，促成了一系列心理社会问题，包括医疗和法律问题，造成大量的经济损失， 

影响社会公共卫生安全。也对吸食毒品者的家庭带来危害。本文综述了相关文献对 HA的毒性、分子机制、 

及对男性生殖系统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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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MA的化学结构 

1 MA的流行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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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uN0DC(United Nations O伍ee on Drugs and 

Crime)发布的 《世界毒品问题报告》指出：2016全球 

范围内吸食MA的人数大约在3500万左右⋯。根据《2016 

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数据，目前我国记录在案全国现 

有吸毒人员234．5万名(不含戒断三年未发现在吸人数、 

死亡人数和离境人数 )中，滥用冰毒等苯丙胺人员 占 

73．2％，而且吸毒人员越来越倾 向于低龄化、多元化的 

特点 口】。MA于 1893年由日本科学家 Nagai Nagayoshi在 

安非他明发现，6年后首次由麻黄碱提取并合成。1919 

年，Akira Ogata通过使用红磷和碘减少麻黄碱的方法成 

功合成了晶体MA，为大规模的生产MA提供了依据 。 

此后，苯丙胺类药物陆续出现，主要用于哮喘、鼻炎及 

心理治疗等。1927年，发现 amphetamine可作为雾化剂 

吸入，用于解除鼻炎的阻塞症状，于是在 1932年推出 

一 种含有消旋安非他命 ，品名为 Benzedrine的鼻塞吸人 

剂。同年，第一份发现它具有刺激神经，使人兴奋、不 

觉疲劳的作用的报告出台。20世纪 6O年代，MA开始 

大量生产并于美国西海岸开始流行 『4J。1971年，MA受 

到美国法律的限制，但口服MA在美国仍然被用于治疗 

多种医疗疾病，包括注意力缺陷多动症 (ADHD)和难 

治性肥胖 】。21世纪以来，MA由于其易生产，效果强， 

并在短时间内一定程度上刺激性兴奋，延长性生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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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MA滥用后相关性行为特征 

指标 N(％) 

出现性冲动 (n=375) 

男性 

女性 

性冲动强度 

正常情况下 () 

男性 

女性 

滥用m 后 () 

男性 

女性 

性欲变化 (n=392) 

基本没变化 

性欲减弱 

性欲明显减弱 

性欲消失 

性欲增强 

性欲明显增强 

男性性欲变化 (n=286) 

基本没变化 

性欲减弱 

性欲明显减弱 

性欲消失 

性欲增强 

77 (26．9) 

35 (12．2) 

16 (5．6) 

i(0．4) 

119 (41．6) 

加之 MA为中枢兴奋剂，这一点有别于以海洛因为代表 

的镇静类毒品对人体产生的生理依赖不同，而且吸毒者 

易产生强烈的心理依赖，因此，MA成瘾者的戒断极其 

困难。 

2 MA的病理生理机制 

MA是一种精神兴奋药，具有显著的神经毒性作用， 

MA是一种强效的兴奋剂，主要引起单胺类递质释放多 

巴胺、5一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 。机制包括从突触 

小泡到细胞溶质 (图2)单胺的重新分配，以及通过 

质膜转运蛋白的神经递质的逆向运输。此外，已经显示 

MA阻断多巴胺转运蛋白 (DAT) 的活性，类似于可 

卡因，并减少细胞表面 DAT的表达 [3】。MA可通过抑制 

单胺氧化酶 (MAO)的活性 『4】，增加酪氨酸羟化酶【5】的 

活性和表达来增加单胺的胞质含量 『8】，从而使大量过氧 

化物在细胞质内堆积，造成神经末梢受损 [9,10]o MA进 

入神经元能提高细胞外的5-HT浓度水平，从而使5-HT 

酶的活性被抑制，导致 5-HT能神经突触末梢的破坏 ， 

短期内大量摄人 MA，可产生类似于 5-HT综合征 n”。 

长期大量使用 MA，可使去甲肾上腺素释放，这可能与 

造成心血管损害有关 [12]0 

3 MA对男性生殖系统的危害 

3．I 研究表明MA可影响血清中睾酮水平，并引 

起男性生殖器官包括睾丸、附睾的萎缩。同时通过测定 

还原型和氧化型谷胱甘比值 (GSH／GSSG)进行推测， 

其机制主要是 MA增强了睾丸内氧化应激反应，从而使 

精原细胞等生精细胞发生凋亡 『1 4】。MA可降低男性精液 

中的精子浓度，并且具有破坏精子生物化学的、生理功 

能及生物活性的作用。同时动物实验发现 MA可诱导雄 

性小鼠初级精母细胞以及精原细胞的凋亡 。并引发 

精子 DNA受损、睾丸水肿、生精小管细胞和组织结构 

发生异常 。 

3．2 MA使用初期，滥用者的性欲增强，性接触 

表 2 不同滥用剂量的性行为特征 

秩和检验 ；★三组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其他两组数据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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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MA引起神经递质的释放 

时 间延 长，使得 

滥用 者的性 活动 

频繁 ：这可能是与 

MA神经毒性 及 

雄激素负反馈调节 

机制有关，最终影 

响到了正常男性性 

功能最重要的内分 

泌系统 ，下丘脑一 

垂体一睾丸性腺轴 

的整条传导通路作 

用于儿茶酚胺神经 

细胞突触前膜，促 

使突触前膜内神经递质的释放、阻止递质再摄取、抑制 

单胺氧化酶活性而间接发挥药理或者毒性作用，使得突 

触间隙多巴胺、去甲肾上腺、5一羟色胺的含量升高， 

间接的引起雄激素过度分泌 ” ，这就影响了正常的性 

欲传导途径，从而导致滥用者短期内的性欲增强 ；此外， 

5一羟色胺对射精具有抑制的作用[191,因而使得滥用者 

初期的性接触时间延长。这些因素就导致了MA滥用者 

初期为了提高性快感及性功能，使得 MA使用泛滥。另 

外，频繁的性活动，还增加了危险性行为发生的比率， 

危险性行为比率的增高导致出现 “溜冰妹”及 “开马会” 

等淫乱的社会现象，同时增加了艾滋病与性病通过性接 

触传播的风险 。 

3-3 研究表明，长期滥用 MA可造成了血管内皮 

细胞的损伤，减少了一氧化氮 (NO)的分泌，进而影响 

体内神经反射环路递质 (鸟苷酸)的代谢 旺 ，从而改变 

阴茎的血流动力学效应 ，阴茎的勃起强度及勃起时间受 

到影响，从而使得性生活的进行 、完成和满意度受到影 

响，男性性功能的正常通路紊乱，可能正是如此，MA 

的滥用是造成男性性功能损害的重要原因。此外研究结 

果还显示，在同一年龄段，MFSI的总值与吸毒剂量呈 

显著负相关。这说明了 MA滥用者随着吸毒总量的增加 

后，性功能损害的程度逐渐加重，甚至出现阳痿 (ED) 

等情况。因此可以推测吸毒量的增加可能是导致滥用者 

性功能损害的促进因素 j。 

4 小结 

上述机制以及流行病学的研究表明，短期服用 MA 

会一定程度延长射精时间、增强勃起强度，然而长期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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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MA会使得整体性功能和性生活满意度下降。目前我 

国MA滥用问题已经相当严重，其流行的潜在因素不容 

忽视。以 MA为代表的新型毒品，同海洛因、鸦片等阿 

片类毒品相比，具有成瘾性强，但身体依赖性相对较弱 

f除氟硝西泮外 )的特点，表现在滥用后容易上瘾，从 

尝试性使用很快发展到强迫性滥用阶，但在突然停止使 

用后不出现显著的躯体戒断症状 (22)。滥用除导致严重 

身心损害外，受药物 (毒品)作用影响，在极度兴奋、 

纵欲和放松状况下易发生各种越轨和违法犯罪行为，这 

对个人、社会、国家危害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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