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想情况下，减低危害整个流程如下：

NSP项目→VCT检测→美沙酮维持治疗→戒毒治

疗（如果需要）→职业培训→社会再融入

	 保证综合性减低危害的工作已经取得了积极

的成果。然而，还需要进一步努力，确保所有的

顾客在自己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情况下，能够进

入停止使用毒品的阶段。	

卓有成效的NSP项目

	 目前环境下，NSP项目是艾滋病预防工作中的

重要部分。这种成本低廉的公共卫生服务在未来

仍有需要，以减少艾滋病和丙型肝炎在注射吸毒

人群中的传播，并使IDU能够获得其他的预防服务

以及再融入社会。	

在成都实施NSP的过去数年中，总结出如下经验：

1.	NSP是一个关键的联系起始点。

2.	引入目标人群的参与对于一个持续、满足人		

	 群需要的项目至关重要。

3.	关心、非评判的氛围对于成功接触IDU极其关

	 键，包括通过社工、促进NSP顾客对服务的获

	 取和利用。

4.	与对HIV和HCV感染的治疗相比，NSP是一个主

背景 

	 从2005到2009年，无国界医生组织	(MdM)，与

成都市疾病控制中心(CDC)合作，针对注射吸毒人

群(IDU)实施了一个艾滋病/丙型肝炎预防项目。项

目实施策略是基于减低危害(HR)模型，目的是预

防IDU社区中艾滋病和丙型肝炎的传播。截至2007

年，项目开设了两个社区针具交换中心(DIC)为IDU

人群分发清洁的注射用品，提供健康服务(例如基

础的外伤护理、心理支持、社会活动、健康教育和

卫生服务)。这些固定的针具交换项目点面积约为

50平方米，其中包括会客区和休息区，并配备了齐

全的卫生间设施。	

	 2009年，DIC的活动继续开展，并侧重于与一

些IDU同伴教育者合作。他们在NSP/DIC的支持下，

建立了一个名叫“三叶草”的草根组织。

 

	 28%的注射吸毒者有超过10年以上的注射吸

毒史，很多人遇到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在针具交

换点对IDU人群进行的临床筛查发现，64%的被调

查者需要某种形式的医学治疗和护理。另外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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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具交换点数据 2007年6月 2009年9月

注册门诊顾客总人数 161 2428

一个月内门诊顾客人次数	 185 3167

一个月内门诊顾客人数 85 754

一个月内分发的清洁针头/注射器数量 1835 51098

使用过的针头/注射器的回收率 41.1% 105.2%

	 动、经济和有效的减低危害策略。	

5.	NSP对于接触到对政府机构高度不信任的顾客

	 十分有效。	

6.	NSP有助于稳定IDU的状态，为他们提供能够

	 走向如美沙酮维持治疗等进一步治疗的机会。

7.	NSP不会增加毒品使用，实际上促进了毒品使

	 用的安全性，能够减少HIV和丙肝病毒的传	

	 播，鼓励人人掌握卫生知识，最大程度地减		

	 少或者停止使用毒品。		

	 如果卫生服务和政策能够反映现实情况，结

合适当的资助机制，NSP项目能够充分解决这些

问题。

对项目未来发展的计划

	 中法项目所建立的社区健康咨询服务中心在

项目结束后，将以不同形式在金牛区、成华区持

续开展下去。成都市CDC在项目持续开展中，将调

动本土力量，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与当地艾滋病

防治系统整合，降低项目管理成本，使项目成果

能持续开展。同时积极寻求合作机会，希望能获

得进一步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使成都市社区吸毒

者健康教育及卫生服务能做得更深入，覆盖面不

断扩大。

项目产出

现，许多IDU因为多种原因（例如歧视、经济负

担）通常不会寻求治疗，他们认可的健康标准也

比较低。根据经验来看，许多IDU已经多年没有寻

求过医疗服务1。

项目目标 

●	通过提供清洁的注射器具，信息和培训，提高

	 有关经血液传播病毒的防范意识，从而预防艾

	 滋病/丙型肝炎的流行。
●	在IDU中促进长期的行为改变，促使其采取低危

	 险的行为。
●	在每个针具交换点覆盖500名登记的IDU。
●	作为“门户”和第一接触点，协助孤立的、边

	 缘化的IDU人群利用现有的社会和卫生服务。
●	与IDU人群建立信任，引导其进入减低危害的		

	 下一环节，如美沙酮维持治疗和脱毒治疗。

融入社区

	 两个针具交换中心都靠近成都火车北站，该

处是当地主要的毒品市场。从北站步行就可以到

1 中国四川省注射吸毒者HIV/HCV预防情况调查：针具交换项目的进展和挑战。Md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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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的IEC材料

行为改变

	 由于自2006年起有82%的门诊顾客都累计访

问门诊20次以上，使得交换点工作人员能够持续

地向他们讲授减低危害等健康知识。2009年，顾

客平均每次在门诊的停留时间约为43分钟。这为

顾客和工作人员提供了培养关系和讨论健康问题

的机会。2008年，疾控中心（CDC）在对交换点进

行的一次调查发现，接受门诊服务3个月后，吸毒

者最近一次注射时共用注射器具的比例由32%下降

到4%。与之类似的是，一次艾滋病知识调查（在8

个国家进行，内容为标准问题）发现，针具交换

中心顾客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90%。	

 

同伴参与

	 对于设计一个符合IDU社区需求的干预项目

而言，顾客和同伴教育员的咨询以及在项目设计

和实施阶段有真正意义上的参与是必要的。在项

目设计时引入顾客和同伴教育员的参与具有以下

好处：

●	为项目带来新的顾客。
●	开发有利于新注册顾客的、培养社会责任的相

	 关信息。
●	鼓励和推广回收使用的针具。		
●	协助针具交换点工作人员分发清洁针具。		
●	对顾客聚集的休息区采取符合社区特点的管理

	 方式。
●	结合社区需求开发实用和有趣的IEC宣传材料。
●	保证项目有效触及IDU活跃地区的目标人群。
●	促进顾客转介到自愿咨询检测（VCT）和美沙酮

	 维持治疗（MMT）。
●	对预防性的干预工作和社会活动进行规划。	

	 回顾针具交换的历史经验，同伴教育员和顾

客往往被视为社区方面的“专家”，这确实提高

了针具交换中心提供高质量干预和服务的能力。	

针具交换项目成功的因素

●	社区和伙伴关系的培养，包括与公安机关明

	 确和透明的对话。在本案例中，在针具交换

	 中心设立之前，召开了一次由公安机关领导、

	 CDC领导和MdM专家参加的会议，就交换点的	

	 项目达成共识，明确了各方责任。
●	与CDC建立牢固的关系，促进项目实施，促进与

	 其他机构（如公安机关）建立联系。
●	稳定的资金来源，及时合理的分配。
●	非评判的态度，安全的环境。
●	工作队伍稳定，项目持续性好，例如与CDC和医

	 院的伙伴关系。
●	拥有态度积极，受过良好培训，技能过关的工	

	 作人员。
●	同伴教育员和顾客在项目中的全程参与。	
●	“一站式”服务模式2 以及整合式服务。
●	专用的项目地点，便于寻找，以及能够吸引到

	 相当比例的IDU。
●	规范和一致的营业时间（全天，包括晚上，工

	 作日和周末）。
●	“每次注射，使用新的清洁针具”的政策——	

	 提供足量的注射用品，满足IDU的需要。

联接到替代治疗

	 NSP的一个显著优势是支持IDU融入卫生和社

会体系，建立信任，并促进对其它服务（如美

沙酮替代治疗）的利用。提供清洁注射用品被

用作与IDU建立关系的“工具”将IDU顾客导向

治疗，是项目的主要目标。这种治疗方式的可

取之处在于其为IDU提供了减少或者停止使用海

洛因的机会。长远而言，预防病毒的血液传播

是至关重要的。

	 与CDC的协调对于建立转介网络，保证NSP的

顾客获得包括自愿咨询检测（VCT）和美沙酮治疗

（MMT）等现有的各种预防服务非常关键。	

	 在目前的项目中能够看到针具交换中心的顾

客人数在稳定增长，这说明促使顾客获得MMT的转

介机制还能够进一步完善。目前，一个主要的挑

战是获取MMT服务的准入标准。尽管该标准已经灵

活了一些，但仍然限制了一些潜在的顾客获得MMT

服务（即病人需要当地居委会的介绍信；提供暂

住证；年满20周岁，适当放宽到18岁；申请者个

人信息由门诊送至公安机关备案，验明身份）。

另外，市内所有的MMT门诊已经饱和，也延误了转

介的开展。

达其中一个交换点。位置是成功吸引IDU人群的一

个重要因素。项目初始时设定的覆盖500名门诊顾

客的目标很容易就超额完成了，交换点现在每个

月都在持续的吸引新顾客的加入。现有的针具交

换中心能够成功的吸引和留住主流的IDU，但是对

于覆盖“难以服务到的”和孤立的IDU（例如少数

民族、残疾、安非他明类兴奋剂使用者等），还

是存在困难。	

	 如果不是因为工作人员（例如医生、护士、

社工、同伴和志愿者）表现出的关心和非评判的

态度，交换中心不可能在顾客数量上取得如此巨

大的增长。项目聘用的全职社会工作者发挥了特

别重要的作用。社工在指导同伴教育员和管理针

具交换中心的日常运营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社工起到的独特作用包括支持同伴教育员和培养

门诊顾客的生活技能，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

的问题。在分发清洁注射用品以及传播健康知识

之外，社工使针具交换中心的支持服务额外增加

了一个层面，实践证明其非常有价值，并被同伴

教育员和顾客高度认可。随着交换点顾客数量的

增加，其与当地美沙酮诊所的合作变得非常重

要，因为这样才能够使顾客数量稳定，并促进有

能力、有意愿的顾客从针具交换转移到美沙酮维

持治疗。

	 项目证明，低门槛的服务（即没有准入标

准、不需要提供身份证或检测）对于触及IDU人群

极为重要。这种提供预防和危害减低服务的方法

迅速为当地IDU社区所知，顾客数量不断增加。	

针具分发  

	 到目前，针具交换中心已经分发了853,322

支清洁针具，回收了约4300公斤使用过的注射材

料，为顾客提供服务达54200多人次。针具回收率

为103.2%（2009年），这要归结于采取各种方式

培养顾客的社会责任感，促进他们积极地参与项

目，同时不拒绝他们获取清洁的注射器具。项目

最初设计的是“一对一”的交换策略，但最终没

有执行，原因是顾客能够积极、按时地交回使用

过的针具，并不需要严格的制度约束。

健康教育  

	 到2008年，1,200名顾客参加了由同伴教育

员举行的健康讲座，内容涉及艾滋病、丙型肝

炎、过量使用、静脉护理、脓肿、美沙酮治疗、

新型毒品、IDU日常的健康问题、注射吸毒者和性

工作者，等等。到2009年底，还会有另外的1,500

名顾客参加类似培训。	

信息、教育和交流

	 所有的IEC材料都由交换点的同伴教育员和

顾客开发设计，并进行了相关的测试和修订，将

IEC材料本土化，并使其内容更加贴近交换点的顾

客需求。接受相关培训后，同伴教育员和参与的

顾客更可能与交换点的其他顾客进一步讨论IEC相

关话题，并促进社区的注射器具分发。到目前为

止，已经开发完成9本IEC宣传册以及不同内容的

海报，内容涉及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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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毒品：如何保护健康（30页，口袋书）

新型毒品的危害（宣传册）

丙型肝炎和注射吸毒（宣传册）

远离艾滋病（宣传册）

注射吸毒者常见的健康问题（宣传册）

美沙酮	=	新生活（宣传册）

注射吸毒者和性工作者（宣传册）

角落里的故事（有关注射吸毒者的喜剧，41

页，由同伴教育员和志愿者表演	-	见右图）

女性和毒品使用（宣传册）
2 《活着，但是不好-	中国成都市注射吸毒者健康和社会状况调查》，	MdM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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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的IEC材料

行为改变

	 由于自2006年起有82%的门诊顾客都累计访

问门诊20次以上，使得交换点工作人员能够持续

地向他们讲授减低危害等健康知识。2009年，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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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2008年，疾控中心（CDC）在对交换点进

行的一次调查发现，接受门诊服务3个月后，吸毒

者最近一次注射时共用注射器具的比例由32%下降

到4%。与之类似的是，一次艾滋病知识调查（在8

个国家进行，内容为标准问题）发现，针具交换

中心顾客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90%。	

 

同伴参与

	 对于设计一个符合IDU社区需求的干预项目

而言，顾客和同伴教育员的咨询以及在项目设计

和实施阶段有真正意义上的参与是必要的。在项

目设计时引入顾客和同伴教育员的参与具有以下

好处：

●	为项目带来新的顾客。
●	开发有利于新注册顾客的、培养社会责任的相

	 关信息。
●	鼓励和推广回收使用的针具。		
●	协助针具交换点工作人员分发清洁针具。		
●	对顾客聚集的休息区采取符合社区特点的管理

	 方式。
●	结合社区需求开发实用和有趣的IEC宣传材料。
●	保证项目有效触及IDU活跃地区的目标人群。
●	促进顾客转介到自愿咨询检测（VCT）和美沙酮

	 维持治疗（MMT）。
●	对预防性的干预工作和社会活动进行规划。	

	 回顾针具交换的历史经验，同伴教育员和顾

客往往被视为社区方面的“专家”，这确实提高

了针具交换中心提供高质量干预和服务的能力。	

针具交换项目成功的因素

●	社区和伙伴关系的培养，包括与公安机关明

	 确和透明的对话。在本案例中，在针具交换

	 中心设立之前，召开了一次由公安机关领导、

	 CDC领导和MdM专家参加的会议，就交换点的	

	 项目达成共识，明确了各方责任。
●	与CDC建立牢固的关系，促进项目实施，促进与

	 其他机构（如公安机关）建立联系。
●	稳定的资金来源，及时合理的分配。
●	非评判的态度，安全的环境。
●	工作队伍稳定，项目持续性好，例如与CDC和医

	 院的伙伴关系。
●	拥有态度积极，受过良好培训，技能过关的工	

	 作人员。
●	同伴教育员和顾客在项目中的全程参与。	
●	“一站式”服务模式2 以及整合式服务。
●	专用的项目地点，便于寻找，以及能够吸引到

	 相当比例的IDU。
●	规范和一致的营业时间（全天，包括晚上，工

	 作日和周末）。
●	“每次注射，使用新的清洁针具”的政策——	

	 提供足量的注射用品，满足IDU的需要。

联接到替代治疗

	 NSP的一个显著优势是支持IDU融入卫生和社

会体系，建立信任，并促进对其它服务（如美

沙酮替代治疗）的利用。提供清洁注射用品被

用作与IDU建立关系的“工具”将IDU顾客导向

治疗，是项目的主要目标。这种治疗方式的可

取之处在于其为IDU提供了减少或者停止使用海

洛因的机会。长远而言，预防病毒的血液传播

是至关重要的。

	 与CDC的协调对于建立转介网络，保证NSP的

顾客获得包括自愿咨询检测（VCT）和美沙酮治疗

（MMT）等现有的各种预防服务非常关键。	

	 在目前的项目中能够看到针具交换中心的顾

客人数在稳定增长，这说明促使顾客获得MMT的转

介机制还能够进一步完善。目前，一个主要的挑

战是获取MMT服务的准入标准。尽管该标准已经灵

活了一些，但仍然限制了一些潜在的顾客获得MMT

服务（即病人需要当地居委会的介绍信；提供暂

住证；年满20周岁，适当放宽到18岁；申请者个

人信息由门诊送至公安机关备案，验明身份）。

另外，市内所有的MMT门诊已经饱和，也延误了转

介的开展。

达其中一个交换点。位置是成功吸引IDU人群的一

个重要因素。项目初始时设定的覆盖500名门诊顾

客的目标很容易就超额完成了，交换点现在每个

月都在持续的吸引新顾客的加入。现有的针具交

换中心能够成功的吸引和留住主流的IDU，但是对

于覆盖“难以服务到的”和孤立的IDU（例如少数

民族、残疾、安非他明类兴奋剂使用者等），还

是存在困难。	

	 如果不是因为工作人员（例如医生、护士、

社工、同伴和志愿者）表现出的关心和非评判的

态度，交换中心不可能在顾客数量上取得如此巨

大的增长。项目聘用的全职社会工作者发挥了特

别重要的作用。社工在指导同伴教育员和管理针

具交换中心的日常运营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社工起到的独特作用包括支持同伴教育员和培养

门诊顾客的生活技能，帮助他们解决日常生活中

的问题。在分发清洁注射用品以及传播健康知识

之外，社工使针具交换中心的支持服务额外增加

了一个层面，实践证明其非常有价值，并被同伴

教育员和顾客高度认可。随着交换点顾客数量的

增加，其与当地美沙酮诊所的合作变得非常重

要，因为这样才能够使顾客数量稳定，并促进有

能力、有意愿的顾客从针具交换转移到美沙酮维

持治疗。

	 项目证明，低门槛的服务（即没有准入标

准、不需要提供身份证或检测）对于触及IDU人群

极为重要。这种提供预防和危害减低服务的方法

迅速为当地IDU社区所知，顾客数量不断增加。	

针具分发  

	 到目前，针具交换中心已经分发了853,322

支清洁针具，回收了约4300公斤使用过的注射材

料，为顾客提供服务达54200多人次。针具回收率

为103.2%（2009年），这要归结于采取各种方式

培养顾客的社会责任感，促进他们积极地参与项

目，同时不拒绝他们获取清洁的注射器具。项目

最初设计的是“一对一”的交换策略，但最终没

有执行，原因是顾客能够积极、按时地交回使用

过的针具，并不需要严格的制度约束。

健康教育  

	 到2008年，1,200名顾客参加了由同伴教育

员举行的健康讲座，内容涉及艾滋病、丙型肝

炎、过量使用、静脉护理、脓肿、美沙酮治疗、

新型毒品、IDU日常的健康问题、注射吸毒者和性

工作者，等等。到2009年底，还会有另外的1,500

名顾客参加类似培训。	

信息、教育和交流

	 所有的IEC材料都由交换点的同伴教育员和

顾客开发设计，并进行了相关的测试和修订，将

IEC材料本土化，并使其内容更加贴近交换点的顾

客需求。接受相关培训后，同伴教育员和参与的

顾客更可能与交换点的其他顾客进一步讨论IEC相

关话题，并促进社区的注射器具分发。到目前为

止，已经开发完成9本IEC宣传册以及不同内容的

海报，内容涉及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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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毒品：如何保护健康（30页，口袋书）

新型毒品的危害（宣传册）

丙型肝炎和注射吸毒（宣传册）

远离艾滋病（宣传册）

注射吸毒者常见的健康问题（宣传册）

美沙酮	=	新生活（宣传册）

注射吸毒者和性工作者（宣传册）

角落里的故事（有关注射吸毒者的喜剧，41

页，由同伴教育员和志愿者表演	-	见右图）

女性和毒品使用（宣传册）
2 《活着，但是不好-	中国成都市注射吸毒者健康和社会状况调查》，	MdM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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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情况下，减低危害整个流程如下：

NSP项目→VCT检测→美沙酮维持治疗→戒毒治

疗（如果需要）→职业培训→社会再融入

	 保证综合性减低危害的工作已经取得了积极

的成果。然而，还需要进一步努力，确保所有的

顾客在自己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情况下，能够进

入停止使用毒品的阶段。	

卓有成效的NSP项目

	 目前环境下，NSP项目是艾滋病预防工作中的

重要部分。这种成本低廉的公共卫生服务在未来

仍有需要，以减少艾滋病和丙型肝炎在注射吸毒

人群中的传播，并使IDU能够获得其他的预防服务

以及再融入社会。	

在成都实施NSP的过去数年中，总结出如下经验：

1.	NSP是一个关键的联系起始点。

2.	引入目标人群的参与对于一个持续、满足人		

	 群需要的项目至关重要。

3.	关心、非评判的氛围对于成功接触IDU极其关

	 键，包括通过社工、促进NSP顾客对服务的获

	 取和利用。

4.	与对HIV和HCV感染的治疗相比，NSP是一个主

背景 

	 从2005到2009年，无国界医生组织	(MdM)，与

成都市疾病控制中心(CDC)合作，针对注射吸毒人

群(IDU)实施了一个艾滋病/丙型肝炎预防项目。项

目实施策略是基于减低危害(HR)模型，目的是预

防IDU社区中艾滋病和丙型肝炎的传播。截至2007

年，项目开设了两个社区针具交换中心(DIC)为IDU

人群分发清洁的注射用品，提供健康服务(例如基

础的外伤护理、心理支持、社会活动、健康教育和

卫生服务)。这些固定的针具交换项目点面积约为

50平方米，其中包括会客区和休息区，并配备了齐

全的卫生间设施。	

	 2009年，DIC的活动继续开展，并侧重于与一

些IDU同伴教育者合作。他们在NSP/DIC的支持下，

建立了一个名叫“三叶草”的草根组织。

 

	 28%的注射吸毒者有超过10年以上的注射吸

毒史，很多人遇到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在针具交

换点对IDU人群进行的临床筛查发现，64%的被调

查者需要某种形式的医学治疗和护理。另外还发

针具交换项目在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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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具交换点数据 2007年6月 2009年9月

注册门诊顾客总人数 161 2428

一个月内门诊顾客人次数	 185 3167

一个月内门诊顾客人数 85 754

一个月内分发的清洁针头/注射器数量 1835 51098

使用过的针头/注射器的回收率 41.1% 105.2%

	 动、经济和有效的减低危害策略。	

5.	NSP对于接触到对政府机构高度不信任的顾客

	 十分有效。	

6.	NSP有助于稳定IDU的状态，为他们提供能够

	 走向如美沙酮维持治疗等进一步治疗的机会。

7.	NSP不会增加毒品使用，实际上促进了毒品使

	 用的安全性，能够减少HIV和丙肝病毒的传	

	 播，鼓励人人掌握卫生知识，最大程度地减		

	 少或者停止使用毒品。		

	 如果卫生服务和政策能够反映现实情况，结

合适当的资助机制，NSP项目能够充分解决这些

问题。

对项目未来发展的计划

	 中法项目所建立的社区健康咨询服务中心在

项目结束后，将以不同形式在金牛区、成华区持

续开展下去。成都市CDC在项目持续开展中，将调

动本土力量，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与当地艾滋病

防治系统整合，降低项目管理成本，使项目成果

能持续开展。同时积极寻求合作机会，希望能获

得进一步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使成都市社区吸毒

者健康教育及卫生服务能做得更深入，覆盖面不

断扩大。

项目产出

现，许多IDU因为多种原因（例如歧视、经济负

担）通常不会寻求治疗，他们认可的健康标准也

比较低。根据经验来看，许多IDU已经多年没有寻

求过医疗服务1。

项目目标 

●	通过提供清洁的注射器具，信息和培训，提高

	 有关经血液传播病毒的防范意识，从而预防艾

	 滋病/丙型肝炎的流行。
●	在IDU中促进长期的行为改变，促使其采取低危

	 险的行为。
●	在每个针具交换点覆盖500名登记的IDU。
●	作为“门户”和第一接触点，协助孤立的、边

	 缘化的IDU人群利用现有的社会和卫生服务。
●	与IDU人群建立信任，引导其进入减低危害的		

	 下一环节，如美沙酮维持治疗和脱毒治疗。

融入社区

	 两个针具交换中心都靠近成都火车北站，该

处是当地主要的毒品市场。从北站步行就可以到

1 中国四川省注射吸毒者HIV/HCV预防情况调查：针具交换项目的进展和挑战。Md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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