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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新精神活性物质形势分析

杨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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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新精神活性物质是国际毒品管制制度法律漏洞和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鉴于毒性大、品种多、变异快、 

欺骗易，打击难等特点，新精神活性物质管控已成为当前国际禁毒的难题之一。客观分析全球新精神活性物质形势是加 

强其管控的必要前提。近年全球新精神活性物质形势呈现：区域蔓延不平衡；品种广泛，更新快；市场活跃易变；合成 

类缴获量总体增长，但植物类缴获量起着支配作用；植物类滥用可能扩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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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9至今，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 

全球新精神活性物质（简称NPS）进入爆发时 

期，种类快速增加，每年有数十种新结构的药物 

出现，以医药中间体、金属除锈剂、浴盐、香 

料、植物肥料的名义出售。新精神活性物质市场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以及多种化学结构的 

精神活性物质，与传统合成毒品共同构成了一个 

复杂的合成毒品市场。截至2218年底，119个 

国家和地区累计报告发现891种新精神活性物 

质，①已超过2219年8月国际禁毒公约列管的 

283种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数目。②③新精神活 

性物质爆发成为一种影响全球的普遍现象，对全 

球禁毒工作构成重大挑战。

NPS既有与毒品相同的危害：作用于人体的 

中枢神经系统，影响思维、情感、意志行为，容 

易导致精神依赖，损害滥用者的健康，发生暴力 

行为和犯罪，危害公共安全。同时又有自身特有 

的危害：多以合法外衣掩盖毒害实质，骗取和吸 

引人们吸食使用；从受管制地域流向非管制地 

域，不断寻找和开拓新的消费市场；在滥用初 

期，虽然其成瘾性不易被察觉，但最终却可能引 

发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

为应对NPS的挑战，联合国和多数国家采 

取监测NPS市场、立法管制NPS和前体化学品、 

寻找NPS鉴定方法、打击NPS犯罪和开展NPS 

预防教育等多种措施遏制新精神活性物质蔓延。 

客观地分析全球新精神活性物质形势，有利于直 

面全球毒品新问题，有利于掌握国际毒情对我国 

禁毒工作的影响，有利于采取有效、综合的禁毒 

措施积极应对。

一、区域蔓延不平衡
新精神活性物质 是一种 的

现象，目前世界64个国家报告发现新精神活性 

物质。④但就不同国家报告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类 

型和数量来看，不同区域发现新精神活性物质出 

现的情况不同。据统计，全球报告新精神活性物 

质数量最多的6个国家是加拿大、芬兰、德国、 

利、 、 、 、 、

国和美国。分别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三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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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而非洲、 洲、近东和中东 南亚等

区域报告新精神活性物质的 仍然。不同 

的国家每年的新精神活性物质

二、品种更新快

新精神活性物质 的易变性、多样

性，翻新品种的速度更是前 。新精神活性

物质品种大 不少于一种的平 度出

。①新精神活性物质 非 的活力，

新性和 性。每年报 的新精神活

性物质 仍在不断，然而 新精神活性

物质却 在合成毒品 的。随着

新精神活性物质新品种的不断 ， 的

品种 来， 的 的流逝而

消失。 2018年底， 报 891种

新精神活性物质，② ， 期合成毒

品中大 80余种的新精神活性物质。

图1表示2005〜2017年UNODC新精神活性 

物质预警 （EWA）报告当年 新

精神活性物质数目变化情况。 ，从

2005 -2015年期间， NPS数目 年 ，

2015 年 503 种 点，2009 年 ，

度 ，即进 期；2016以来，NPS 

目 ， 一种稳定的。当年新

NPS数目最多的年 是2009年117种、 

2013 年 202 种、2015 年 100 种。

600

503

■当年发现■以前发现

图1 2005 -2017年全球报告当年及累计发现新精神活性物质数目③

① United Nations O伍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 Understanding the synthetic drug market: the NPS factor [EB/OL] . https： // 
www. udodt. ors//none/ee/scientists/global - smari - update -2011 - vol -19. html，2011，p. 3.

② Unitet Nations O伍/ on Drugs and Ckme ( UNODC ) . Synthetie Drugs io East and Sonth - East Asic Treedt and Patterus of Ampheta
mine -tyne Stimulants and New Psyc/oactive SuUstances [EB/OL] . https: //www. u/oO/. ors//don//ee/scieehsts//uUlications - smari. html， 
2019.3，p. 12.

③ 数据来源：2009 - 2219 年为 UNODC 数据，Uni tee Na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ume ( UNODC) . Worli Druu RepoU 2019， booblet 
-3 [R] . Vieima： U/mPNnmns, ZU，p66.

2017 年为 UNODC 数据，Unitet Na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ume ( UNODC ) . Curreei NPS Threatt [EB/OL] . httut: //
www. unone. org//none/ee/scieptists/e/rrepS - nps - threats. h.

2005 -2009年为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 的早期预警系统数据，虽然该数据可能要比全球的数据小，但是可以忽略其差距。

1997年6月，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的早期预警系统率先对新精神活性物质开展监测。Unitet Nations O伍/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Woria Drug RepoU 2013 [R] . New YorU： Unitet Nations， 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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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场活跃易变

新精神活性物质是一个动态的、易变的市 

场。部分新精神活性物质出现后会很快地消失, 

不能在毒品市场站稳脚跟。另一部分新精神活性 

物质则能在毒品市场站稳脚跟，建立了自己的利 

润空间。自2213年以来，约有66种新精神活性 

物质从合成毒品市场上消失。相比之下，仅在 

2219年UNODC新报告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就超过 

72种。①目前尚不确定这些新报告的新精神活性 

物质能否在合成毒品市场站稳脚跟。但是部分已 

经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却已在合成毒品市场上 

占有了一席之地。例如，JWH-215和安眠酮等 

已于2219年列入国际禁毒公约进行管制，然而 

目前它们仍活跃于合成毒品市场中。这些已经在 

合成毒品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形成自身优势地位 

的新精神活性物质，并不意味着其已经广泛使 

用。2229年到2219年期间，出现在报告中的 

222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并没有出现在2219年 

和2219年的报告中，这表明这些新精神活性物 

质可能已经退出了国际市场。

四、新精神活性物质涵盖了七大类传统 

毒品的精神作用

新精神活性物质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产生 

类似于传统毒品的精神效果。《1961年麻醉药品 

单一公约》《1979年精神药物公约》列管麻醉药 

品、精神药物的化学结构多种多样，根据它们产 

生的精神效果的不同，可分为七个不同的种类: 

阿片类毒品，如：海洛因、吗啡和芬太尼；大麻 

类毒品，如：大麻和四氢大麻酚；分离剂，如： 

苯环己哌,；典型致幻剂，如：LSD、2C-B； 

镇静剂/催眠药，如：地西泮；兴奋剂，如：可 

卡因和甲基苯丙胺等；其他类，如：DMAA。新 

精神活性物质产生类似于传统毒品的精神效果。 

数目迅速增长的芬太尼同系物模拟了阿片的精神 

效果，合成大麻素类模拟了大麻的精神效果，其 

他新精神活性物质则模拟兴奋剂、致幻剂、镇静 

剂/催眠药和分离剂的精神作用。

新精神活性物质最先模拟摇头丸的精神效 

果，因而摇头丸兴奋剂市场成为首批出现新精神 

活性物质的市场。紧接着,新精神活性物质很快 

出现在其他细化的合成毒品市场，大量拥有不同 

化学结构的合成大麻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在一些欧 

洲国家迅速蔓延。这些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 

物质被冠之“合法兴奋剂”销售，从而使得它 

们比那些被模仿的非法毒品更具吸引力。2029 

年，合成毒品市场中只有32种合成大麻类新精 

神活性物质，到2292年，合成大麻类的品种已 

经超过250种。2219年，欧洲报告发现有着分 

离作用的甲氧胺（MXE）等物质。②2219年以 

来，具有阿片类毒品精神作用的新精神活性物质 

（主要是芬太尼类似物）的数目一直在增长，由 

此导致北美和欧洲的吸毒者因过量使用芬太尼类 

药物致死人数增加。模仿苯二氮卓类镇静催眠作 

用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也发生了上述情况，在南美 

洲，模仿LSD和2C -B致幻作用的新精神活性 

物质的出现也引发一些严重的危害事件。

截至229年底，毒品制贩者已研制出覆盖 

七大类传统毒品精神效果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为 

规避国际禁毒公约及国家禁毒法律法规的管制, 

多数新出现的新精神活性物质采用了模仿传统毒 

品的精神效果的路径制造，而不是通过模拟传统 

毒品相似的化学结构来获得。

五、合成类缴获量总体增长，植物类缴获量 

起着支配作用

一般而言，新精神活性物质缴获数量的多少 

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但是，有关研究表 

明新精神活性物质缴获量与其生产数量以及各国 

的打击效率呈正相关关系。通过分析新精神活性 

物质缴获数量，能够认识其形势的发展变化 

状况。

图2和图3是2220 - 2219年期间，分别按 

2220 ~2022 年、2228 ~2219 年、22H ~2213 年 

和2220 -2216年四个三年，统计全球合成类新 

精神活性物质、 物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年

获量。其中合成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由合成大麻素 

类、合成卡西酮类、氯胺酮或苯环己哌，类、苯

① Uniteg Natious Offi/ ou Dm/t anC Crime ( UNODC) , Worli Drug RegorU 2219 /ooOlei 3 [ R] . Vieca： Uniteg Natious, 2213,

s693
② Uniteg Natious Office ou Dmus anC Crime (UNODC) . Unnerstannina tPe sypthetic dmu mar/ei： the NPS factor [EB/OL] . https： //

www. uuoOe. ors/puoUo/eg/sciegtists/ploOai 一 smarl 一 uppate - 2019 - vot 一 19. htmi. 2219 ,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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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胺类、哌嗪类、色胺类、氨基j满类物质和 质主要由恰特草和卡痛叶组成。

他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构成。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

图2 2005〜2016年全球合成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年均缴获量变化（吨/年）

图2显示，全球合成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年 

从2005〜2057年的10吨/年 跨

2508 〜2010 年的 29. 6 吨/年、2011 〜2013

年的42.5吨/年，持续上升至2014〜2016年 

的55. 1吨/年，增长5.5倍，呈现单边上升

O

500 ---------------------------------------------------------------------------------------------------------------------------------------------------

600 ---------------------------------------------------------------------------------------------------------------------------------------------------

图3 2005〜2016年全球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年均缴获量变化（吨/年）

由图3可见， 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年

的变换 成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不同

步， 波浪形变 。其于2005〜2007年 

的108.3吨/年急速增长至2208〜22W年的 

448. 3 年， 4.5 倍；2011 〜2013 年回落

到177. 6吨/年，减少2.7倍；2014〜2016年回

277.5 吨/年， 1. 5 倍；与 2005 〜2007

年期 ，2014〜2016年期 2. 5倍。

4是2005〜2016年期间， 按2005〜

2207 年、2208 〜2016 年、2211 〜2013 年和 2204 

〜2016年四个三年 ， 成类新精神活

性物质、 物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年 

在新精神活性物质年 总量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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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227 -2219年全球合成类、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缴获量及占比（吨）

0显示，新精神活性物质年 总量主

要受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年

2025〜2212年期间，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 

年 91%,并于2008〜2212年

期 年 488.4吨，成为 最高点。

2211〜2216年期间，合成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 

年 ， 16%,并于

2214〜2216年期 升至50.1吨，成为其历史 

的最高值。但是同期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年 

快， 非管制卡痛叶的缴获 

快。由此 ，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 

蔓延流行。

0是2025〜2216年期间，分别按2025〜 

2222 年、2208 〜2219 年、2211 〜2213 年和 2214 

〜2216年四个三年 ， 成类新精神活性

物质分为氯胺 成类新精神活性物质

组， 年 在合成类新精神活性

物质年 总量的 情况。

79.9
90

氧月安酉同■合成类

图0 2005 -2016年全球氯胺酮和其他合成新精神活性物质年均缴获量及占比（吨）

图0显示，在2025 -2216年期间，其他合 

成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年 在 成 新精

神活性物质年 总 的 大，氯

胺酮的 减少之势。 成类新精神活性

物质年均缴获量由2020 - 2022年的19吨 

（34%），上升到 2208 - 2019 年的 28.6 吨 

（64%），再上升至2211 - 2013年的42.4吨 

（76%），2014 -2016 年的 50.1 吨（69%，占比 

略有下降）。其他合成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年均 

成大 和合成卡 前

由此 ，合成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品种呈现多

O

六、滥用可能扩大

年，一方面对 年等 人群， 对

流浪者和监 刑人员等特定人群的小规模定性

调查的结果表明，新精神活性物质的 正

在扩散。另一方面，从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年

均缴获量（见图2）和缴获国家数目不断增长等 

情况进行推测， 新精神活性物质 人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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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增长，滥用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人群数量 

可能超过滥用合成类精神活性物质。但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是，目前全球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人 

数不明，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现状和趋势难以全 

面评估。在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方面，最令人担 

忧的是由于滥用者不清楚其含量和用量而带来健 

康危害问题。

1-欧盟青少年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率上升

2011年，欧洲晴雨表就12,000名随机选择 

的年轻人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在2至 

24岁人口中，大约有4.8%的青少年曾经使用过 

仿效非法药物功效的合法物质。①其中，按滥用 

率从高到低来排序：英国（22.9%）、波兰 

（16.9%）、法国（13.6%）、德国（11.8%）和 

西班牙（8. 0%）。在欧盟所有尝试仿效非法药 

物功效的合法药物的人口中，前述五国占比将近 

四分之三（73%）。②

在欧洲晴雨表的调查中，仿效非法药物功效 

的 法物质 的新精神活性物质不是 一 

念，但有相似的地方。仿效非法药物功效的合法 

物质的流行率可看作是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流行 

率。主要理由：仿效非法药物功效的合法物质被 

界定为在国家层面不受管制的精神活性物质。由 

于受国家层面管制的精神活性物质通常多于受国 

际层面管制的数目，仿效非法药物功效的合法物 

质的数量略少于新的精神活性物质的数量。因 

此，欧盟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总流行率可能高于仿 

效非法药物功效的合法物质的流行率。另一方 

面，许多以“合法兴奋剂”出售的物质虽在国 

家层面被列管，但由于滥用者可能把其当做合法 

物质使用，因此，仿效非法药物功效的合法物质 

的流行率仍可能非常接近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流 

行率。

2214年进行的欧洲晴雨表调查显示，欧洲 

青少年（15~24岁）吸食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终 

身流行率为8%,上年度流行率为3%。过去12 

吸食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大多 被调查者 是 

从朋友处获得NPS （68%）,还有三分之一是从 

毒贩处获得NPS （23% ）。2015年欧洲学校酒精 

和其他药物调查对15 - 15岁青年的估计显示, 

终身流行率并不高，仅为4%,上年度流行率为 

3%。 人 新精神活性物质吸毒流行 的流 

行病学调查资料仍然非常稀少，最近的少数样本 

之一为德国，其18~64岁人口 2015年的上年度 

流行率为0. 9%。③

2.北美洲部分新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严重

2211年，“监测未来”在美国调查发现，十 

二年级学生（通常十七八岁）合成大麻素的年 

度流行率为11-6%,是除大麻以外，名列第二 

的使用率。此外，美国也存在迷幻鼠尾草滥用问 

题。④2015年，虽然美国中学生的合成大麻素流 

行 , 二年 学生的 成大 素年度流行 

率从2211年的11.9%降至2016年的3.5%,下 

降了三分之二以上。⑤但是，自2215年以来, 

合成鸦片类新精神活性物质——芬太尼年度流行

。

39大 洲 新精神活性物质 严

新西兰的哌嗪类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或许 

是全球最高的。截至2208年4月,N-节基哌 

嗪被 管, 调查 明： 新 15 64 人

的N-节基哌嗪的年度流行率为5.9%,为该国 

苯丙胺年度流行率（2.1%）的两倍多，是可卡 

因年度流行率（0.6%）的九倍。按照国际标 

准，这些流行率都属于较高的流行水平。⑥澳大 

利亚也发现了大量新的精神活性物质，情况与欧 

洲和北美洲相似。⑦

4.亚洲氯胺酮和卡痛叶滥用严重

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氯胺酮滥 

用程度高于美洲和欧洲。⑧多年来，氯胺酮一直 

①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 World Drug Report 2013 [R] .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 123.
②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 (UNODC) , World Drug Repot 2013 [ R] .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3, p. 134.
③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p ( UNODC) , World Drug Report 2013 booklet 4 [ R] . Vienna： United Nations, 2013,

p31.
④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n Crirne (UNODC) , World Drug Repoiu 2013 [ R] . Ned You： United Nations, 2013, p. 141.
⑤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n Crimp ( UNODC) , World Drug Reporu 2013 booklet 4 [ R] . Vienna： United Nations, 2013,

p32.
⑥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n 心五!“(UNODC) , World Drug Report 2013 [ R] . Ned Yol： United Nations, 2013, p. 143.
⑦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n (UNODC) , World Drug Report 2013 [ R] . Ned YorU: United Nations , 2013 , p. 132.
⑧ 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n (UNODC) , World Drug Repol 2013 [ R] . Ned Yol： United Nations , 2013 ,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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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摇头丸”的替代品，有时甚至被当作 

“摇头丸”销售。20 1 1年，氯胺酮的年度流行率 

在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居第二位，在中国居第三 

位，在文莱达鲁萨兰国居第四位，在印度、缅甸 

和日本居第五位，在新加坡居第六位，在印度尼 

西亚、沙特阿拉伯居第七位，在以色列居第一 

位。此外，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卡痛叶的滥用也呈 

增长趋势。22 16年，全球截获的卡痛叶大约为 

500吨，是上一年的3倍。西亚也存在着大规模 

滥用恰特草的传统。

6.非洲恰特草和曲马多滥用严重

非洲历史上以恰特叶的滥用为主，近年形成 

以曲马多为主的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西非、 

中部非洲和北非正经历着滥用曲马多的危机。非 

法曲马多通常是在南亚制造，然后贩运到非洲国 

家和中东部分地区消费。近年全球曲马多缴获量 

不断增加。2210年全球曲马多缉获量不到16公 

斤，2213年增长到近9吨，2217年达到创纪录 

的125吨0 2017年，尼日利亚的一项调查表明， 

在15~64岁人口中，约有4.5%的被调查者报 

一年 多的经 ， 国

马多情况加剧。

7-新型精神活性物质滥用的特点

(1) NPS主要滥用人群以青少年为主，部 

分特殊人群为辅。苏格兰对精神病患者、流浪者 

或乞丐、注射吸毒者以及男男性行为者等特殊群 

体的一项调查表明，55%的被调者承认在过去六

NPS0 此 明， 特

体也特别容易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

(2) NPS 人 在性 性 多，

有的国家男性占其滥用总数的77%以上。然而, 

各国新精神活性物质流行率的性别差异巨大，或 

许不如传统毒品那么明显。

(3) NPS滥用者存在多种毒品混用。虽然 

部分传统毒品吸毒者和合成毒品吸毒者也有多种 

毒品混用问题，但是有关调查发现，多种毒品混 

用的确是新精神活性物质吸毒的特征之一。在英

和 ， 新精神活性物质的 精消

费、其他毒品使用等因素相关。在16-55岁被 

调查的NPS滥用者中，约有94.5%的人报告， 

在使用NPS的同时还使用着其他毒品。2217年, 

在一项对欧洲滥用新精神活性物质的学生调查 

中，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吸食合成大麻，约有四分 

之一的人使用鼻吸剂和安定剂/镇静剂，还有不 

到四分之一的人使用摇头丸等致幻剂。

(4) NPS滥用者感染艾滋病和丙型肝炎病 

毒增加，特别是注射兴奋类的NPS滥用者的感 

染率更高。借助兴奋类新精神活性物质欣快作用 

进行无保护性交等高风险性行为是NPS滥用者 

容易感染和传播艾滋病及丙型肝炎病毒的一个重 

要因素。就合成卡西酮类物质的注射者而言，为 

了增强性体验，他们通常会单独或混合(与甲 

基苯丙胺和可卡因等其他兴奋剂)注射合成卡 

西酮类物质。另外，由于此类物质作用时间较 

短，他们不得不再次注射。因而造成该类吸毒者

NPS 非 者 毒品 者感染

播艾滋 和丙型肝炎 毒的风险 0

(5) NPS滥用者对其危害性的了解较少。 

大多数NPS滥用者对新精神活性物质产品的成 

分、纯度、吸食剂量、吸食风险和危害的知识极 

为缺乏或非常有限，从而使他们在使用新精神活 

性物质时面临着较高的风险。调查还表明：在使 

用新精神活性物质时，吸毒老手(有经验的吸 

毒者)和新手(新生的吸毒者)的风险意识也 

是不同的，吸毒老手似乎更清楚其所用物质的成 

分、效果和剂量，也更加小心；而吸毒新手似乎 

对 物质知之 0

综上所述，全球新精神活性物质形势变化复 

杂，由欧洲、北美、亚洲向非洲、中美洲、近东 

和中东以及西南亚等地区不断蔓延，合成兴奋型 

新精神活性物质产量和种类逐步扩大，植物类新 

精神活性物质贩 ， 物型新精神活性物质 

0 面对 此变 的 新精神

活性物质形势，全球禁毒要不断增强忧患意识, 

坚持未雨绸缪、防患未然，加强新精神活性物质 

管制措施研究，建立创新新精神活性物质管控机 

制，严厉打击新精神活性物质违法犯罪，有效遏 

制新精神活性物质蔓延发展，切实减轻其危害。

(编辑冷琪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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