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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h poppers 是 rush 或 poppers 的统称，主要成分是一

系列具有挥发性的烷基亚硝酸盐。吸入 rush poppers 能松

弛全身的平滑肌（包括肛门括约肌和阴道括约肌），所以其
经 常 被 用 于 增 强 性 体 验 。 国 外 研 究 已 表 明 ，使 用 rush
[1]

poppers 与 HIV 相关高危性行为的发生和 HIV 的传播均具有
[2⁃4]

相关性

，其滥用者往往具有多种毒品滥用、性活跃和多性

伴等特征，易发生无保护性行为

[5⁃6]

，从而增加 HIV 传播的可

能性。国内关于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表示大部分时间为被插入方，
“0.5”表示插入方与被插入方

的角色相当，
“0.75”表示大部分时间为插入方，
“1”表示男

男性行为的角色插入方。

3. 质量控制：调查前先经过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的结果

修改问卷，并统一调查口径。调查采取面对面的方式，由专
业人员对来访患者一对一的调查，每次调查均在安静独立
的房间内进行。
4. 统计学分析：使用 Epidata 3.1 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录入

men，MSM）使用 rush poppers 的专题调查较少，本研究从武

问卷，采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相对数采用比例

poppers 使 用 情 况 ，探 索 阳 性 MSM HIV 感 染 者 使 用 rush

示，采用 t 检验比较特征差异；采用 χ2 检验分类变量的差异；

汉市新报告的 MSM HIV 感染者角度出发，探索该人群 rush
poppers 的相关因素。现将结果阐述如下。
一、对象与方法

1. 对象：选取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信息系统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新报告的现住

址为武汉市的 MSM HIV 感染者作为抽样总体，然后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从总体中抽取 207 例 MSM HIV 感染者作为调

查对象。本研究通过了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

会批准（批号：WHCDCIRB⁃K2015008），调查对象均签署了
知情同意书。

2. 问卷调查：采用项目组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收集调

查对象的基本情况、个人成长史、性行为史，既往性伴数量
及来源，既往酒精、毒品及 rush poppers 的使用情况等。本
次调查的“既往”是指调查对象确证感染 HIV 之前的所有时

间；性角色中“0”表示男男性行为的角色被插入方，
“0.25”

表示，计量资料经正态性检验后符合正态分布，采用 xˉ ± s 表

将上述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自变量，以既
往是否使用 rush poppers 作为因变量进行非条件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 基本情况：调查对象的最小年龄为 15 岁，最大年龄为

75 岁，年龄为（32.72±10.94）岁；未婚者为 143 例（69.08%）；
大学及以上者为 133 例（64.6%）。详见表 1。

2. 不同特征调查对象既往使用 rush poppers 情况：调查

对象既往 rush poppers 的使用率为 32.37%（67 例）。使用者
年龄为（28.48±7.10）岁，未使用者为（34.80±13.23）岁（P<

0.001）；使用者临时性伴数量为（9.08±3.86）名，高于未使用

者[（5.45±2.47）名]（P=0.006）；使用者明确性取向的年龄和
首次发生男男性行为的年龄分别为（20.95±5.30）和（14.97±

3.21）岁，均低于未使用者[（25.15±10.97）和（15.93±3.20）

岁]，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使用者与未使用者间文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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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婚姻状态及性角色构成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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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往 参 与 群 交 、使 用 过 毒 品 及 患 过 性 病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使用者[2.14%（3 例）、4.29%（6 例）和 20.00%（28 例）（
]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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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与年龄≤25 岁者相比，>45 岁者既往

207 例 HIV 感染者基本情况[n（%）]

项目

调查例数

文化程度

项目

使用 rush poppers 的 OR（95%CI）值为 0.11（0.02～0.57）；与

调查例数

性角色为“1”者相比，性角色为“0.25”和“0”者既往使用

性角色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学及以上
婚姻状态
未婚/与异性同居
已婚
离异/丧偶
既往患过性病
主要通过网络结识性伴
群交

24（11.59）
50（24.15）

133（64.26）
143（69.08）

0

52（25.12）

rush poppers 的 OR（95%CI）值分别为 6.55（1.33～32.36）和

0.5

70（33.82）

>5 名者既往使用 rush poppers 的 OR（95%CI）值分别为 2.98

0.25
0.75
1

46（22.22） 性取向
18（8.70）

同性

170（82.13）

双性

53（25.60）

异性

11（5.31）

使用毒品

34（16.43）

3.39（1.22～9.44）；与临时性伴数量为 0~2 名者相比，3~5 和

14（6.76）

（1.02～8.68）和 5.78（2.03～16.41）。

37（17.87）

三、讨论

本研究发现，MSM HIV 感染者既往 rush poppers 的使用

127（61.35）
12（5.80）

率为 32.37%，高于近几年沈阳、长沙、南京市等在 MSM 中调

16（7.73）

Rush poppers 是一种由多种挥发性气体亚硝酸盐组成

查的使用率（分别为 19.20%、29.80% 和 19.30%）[5,7⁃8]。

68（32.85）

的催情气体，最早在美国生产，但目前在西方国家已被禁止

注：性角色中“0”表示男男性行为的角色被插入方，
“0.25”表示

生产和销售，在我国 rush poppers 尚未纳入国家《麻醉药品

大部分时间为被插入方，
“0.5”表示插入方与被插入方的角色相当，

“0.75”
表示大部分时间为插入方，
“1”
表示男男性行为的角色插入方

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所以在司法上未认定为毒品[9]，这导
致国内对 rush poppers 的司法监管存在空白，MSM 很容易在

均<0.05）。详见表 2。

网络或者性用品商店购买到，使用该物质后更容易发生无

3. 与 MSM HIV 感染者既往使用 rush poppers 相关的多
表2

项目
a

年龄（岁）
明确性取向年龄（岁）a
a

首次发生男男性行为年龄（岁）
临时性伴数量 a
文化程度

b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学及以上
婚姻状态 b
未婚/与异性同居
已婚
离异/丧偶
既往患过性病 b
主要通过网络结识性伴 b
群交

b

性角色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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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护 性 行 为 、群 交 、滥 交 等 行 为[5]。 相 关 研 究 显 示 ，rush

207 例 HIV 感染者既往使用 rush poppers 情况及其基本特征比较[n（%）]
使用者

未使用者

28.48±7.10

34.80±13.23

20.95±5.30

25.15±10.97

14.97±3.21
9.08±3.86

15.93±3.20
5.45±2.47

4（5.97）

20（14.29）

47（70.15）

86（61.42）

16（23.88）

87（62.14）

3（4.48）

15（10.72）

25（37.31）
63（94.03）
8（11.94）

28（20.00）

107（76.43）
3（2.14）

14（20.90）

38（27.14）

0.5

25（37.31）

45（32.14）

0.75
1

性取向 b
同性
异性
双性
使用毒品 b

15（22.39）
8（11.94）

0.007

6.30

0.045
0.006

24.59

<0.001

9.38

0.009

5.70

0.017

8.34
7.35

0.004
0.007

18.62

<0.001

23.75

<0.001

6.91

0.007

6（4.29）

32（22.86）

51（76.12）

76（54.29）

13（19.40）

55（39.29）

10（14.93）

8.64

4.01

19（13.57）

5（7.46）

3（4.48）

<0.001

38（27.14）

0

0.25

P值

13.37

34（24.29）

56（83.58）
8（11.94）

χ2/t 值

9（6.42）
6（4.29）

b
n（%）；性角色中“0”表示男男性行为的角色被插入方，
“0.25”表示大部分时间为被插入方，
“0.5”表示插入方与被插入方的角色
注：axˉ ± s；

相当，
“0.75”表示大部分时间为插入方，
“1”表示男男性行为的角色插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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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pers 在以网络为主要交友渠道的 MSM 中使用更为普遍，

加之随着近几年国内“同志”交友软件的广泛使用，网络交

友也会使 MSM 的多性伴现象更为突出[10⁃12]，rush poppers 滥
用以及网络交友所致多性伴可能是造成近几年 MSM 人群

[6]

HIV 疫情不断上升的重要原因。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是使用 rush poppers 的相关

因素，年轻 MSM HIV 感染者使用 rush poppers 比例更高，这

[7]

与 朱 正 平 等[5] 研 究 结 果 一 致 ，其 他 一 些 研 究 也 表 明 rush
poppers 在青年人群中有较高的使用率[13⁃15]。

在性角色中，
“0”和“0.25”的角色是使用 rush poppers 的

[8]

相关因素，雷云宵等[8] 的研究结果显示“0”和“0.5”是 rush

poppers 使用的相关因素，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稍有差别。总

的说来 rush poppers 在“0”和以“0.5”为主的 MSM 中使用更

为普遍，该类人群作为男男性行为中的被动方，使用 rush

poppers 可减少性行为时的疼痛感，增强或延长性高潮。对

rush poppers 的错误认知也是导致滥用的主要因素，许多
MSM 认为 rush poppers 是非毒品类物质，使用后对人体无

害，缺乏对 rush poppers 的正确认知[16]。所以在加强对该物
质监管的同时，在 MSM 中开展针对性的知识教育，减少
rush poppers 使用，
以控制该人群 HIV 疫情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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