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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从新冠疫情流行以来，所有药商就都开始面临断货危机，再加之几次社群重大案件出

圈带来的严重恶劣影响，自用药跨性别者曾经常常光顾的药商渠道多已消失或远不如之前那

般稳定，故常有跨性别伙伴出现买不起或买不到药物的情况。与此同时，借机坑蒙拐骗的骗

子势力又开始抬头，他们往往会利用部分跨性别者的断药恐慌、贪小便宜、急于求成等心理

来人为制造压力甚至舆论，给大家设下种种陷阱，谋财害命。在本指南中，我们的内容将主

要面向中国大陆自用药跨性别者，并围绕“跨性别社群药品交易诈骗”来进行总结，希望能

够帮助大家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财产和健康损失。 

（v2.0 补充）本指南在 2.0 版本之前已经发放过从 1.0 到 1.3 共 4 个版本，每个版本

都以上一版本为基础进行增补、删改和完善，力图更好的时效性和实效性。该指南的 1.x 时

代（即从 2021 年 12 月 6 日发布 1.0 版本开始，一直到 2.0 版本发布的这段时间）主要针

对的是社群内完全的诈骗案，即“骗完钱就跑路”的情况。但从 2.0 版本开始，本指南根据

“假药泛滥，害人更甚”的现状，也增补了很多针对假药的内容，并将完全的诈骗案与假药

案都视为诈骗，只不过后者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 后，我们希望通过不断完善和推广这个

指南，来逐步净化我们的环境，还大家一个健康发展的社群。感谢大家的支持！ 

注：骗术狡猾多变，本指南尽管会不断更新，但也很难涵盖到所有的情况，故仅作参考。在

实践中更应当随机应变才是！ 

编者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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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纯骗子 

从古至今，诈骗都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各个领域，我们的跨性别社群当然也不可能幸

免于难。本指南中的“纯骗子”，是指通过将自己伪装成药商来骗取钱财的骗子，主要利用

的是“客户”们即将面临断药的恐慌或者贪图小便宜的消费心理来进行诈骗。 

一、常见特征： 

1、账号等级低。大多数纯骗子的账号等级可能会很低。以 QQ 举例的话，可能往往一个太

阳都没有，仅有几颗星甚至半星，其他有账号等级的平台同理。这样的账号应当格外提防，

任何情况下都千万不能轻易相信。 

2、账号信息少。纯骗子的账号往往没有精细地进行过打理和运营，生活痕迹和能翻到的相

关信息都很少，遇到这样的账号应当警惕。 

3、账号信息变更频繁。纯骗子被揭发披露后常采用换头像、换昵称等方式来降低可辨识度，

试图掩人耳目，避免被认出。所以当遇到信息变更很频繁的账号时，应当注意提防。 

4、风险账号。大多数纯骗子的账号由于被受害者们反复举报，会被平台提示为风险账号，

所以带有风险交易提示的账号或者收款方一定不要相信！！  

5、广撒网。纯骗子肯定不会在一棵树上吊死，往往会进很多群，尝试同时骗很多人，哪怕

在每个“客户”身上骗的都比较少，累积起来也会有很多。因此应当十分警惕那种频繁加入

各种群聊还反复发广告或者加好友的“药商”。 

6、好砍价。纯骗子没有任何进货成本，所以有些会比较容易同意砍价，毕竟骗多骗少都只

赚不赔。此外，有时候虽然不会直接同意砍价，但可能给出其他诱人的优惠，吸引“客户”

尽快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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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主动联系。相对比较低端的纯骗子见到群内有人询问购买渠道时，会非常热情地主动添

加好友推销，遇到这种情况应当十分警惕。 

二、惯用伎俩： 

1、低价。低价批发出售往往会很吸引人，纯骗子也懂这个道理，所以会用搞活动打折、低

价甩卖、“退坑出糖”、买的多送得多、“金盆洗手”、一手货源、上游渠道等话术搭配较低

（甚至低到不合常理）的价格来吸引“客户”上钩。 

2、随意发个人隐私信息。很多纯骗子为了博取“客户”的信任，会很不在意地发出很多个

人隐私信息，以作“担保”。然而，成套的个人信息在网上是能轻易买到的，了解的人常称

之为“三件套”，即身份证、银行卡和手机号。 

3、定金。部分纯骗子会用“先付定金，到货再补尾款”的伎俩来骗取“客户”的信任。这

样的情况往往出于该骗子本身可能也没想在你身上骗很多，只想骗个定金就溜之大吉，再

“以量取胜”。 

4、“种类全、渠道稳、现货多”。进口药物渠道不稳已经成为现在的常识，鼓吹渠道稳定的

基本都是骗子无疑。而有些纯骗子竟然还以“种类全、渠道稳、现货多”自称，应当格外提

防！ 

5、套近乎。有的纯骗子不会直接暴露本色，而是会和“客户”先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然

后以“关系价”、“友情价”等低价形式骗取“客户”的信任。 

6、诱敌深入。大多数人在一个完全不熟悉的药商那里并不会第一次就大批量购买，往往会

选择先购买一些小件试探一下，确认能发货后再下大订单。一部分纯骗子们也懂这个路数，

所以他们会在初期先正常发一些别处搞到的货来博取“客户”的信任，“客户”放心后下了

比较大的订单再卷钱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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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借钱。部分纯骗子可能会在暴露发不出来货的情况以后用各种原因急用、资金周转、借

钱垫付成本等名义借钱，试图骗第二波。 

8、中间人/渠道介绍。一些极为狡猾的纯骗子不会自己主动出击，而是通过中间人/渠道把自

己转介给“客户”的方式来积累“客户”数量。充当这样中间人/渠道的第三方可能是群主/

群聊、管理员、频道主/频道、名人大佬/名人博客等令人感觉靠谱的角色/渠道，有的甚至还

声称有“押金”、“身份信息”作为担保等，其目的就是迷惑和诱骗“客户”放松警惕，应当

多加小心。 

9、冒名顶替。有些纯骗子会把账号伪装成一些已经声名在外的药商来骗取“客户”信任，

甚至辅以“老号被封”、“老号被盗”、“注册小号”之类的借口，应当注意用心甄别。 

10、软磨硬泡。骗子横行也是常识，很多纯骗子清楚自己不会轻易被相信，所以往往也并不

会急于求成，而是会反复不断地发广告或者询问“客户”有没有需要。在这样的软磨硬泡中，

很多伙伴可能就会萌生出“试一次也无妨，万一靠谱呢”的侥幸心理，导致受骗。 

三、已经被骗的标志： 

1、转账后被拉黑或再不回复。（跑路了） 

2、单号持续几天查无信息，责任推到快递公司。（准备跑路） 

3、态度冷淡，回复缓慢。（准备跑路） 

4、表面答应一个时间退款，实则一拖再拖。（准备跑路） 

5、先诱导转账，再以各种借口表示自己没货了，暂时发不出。（准备跑路） 

6、提出重新发一批货并再次打款。（试图二次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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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假药与假药贩子 

马克思曾引用这样一句话：“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 10%的利润，

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

了 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

的危险。”正常的商品都是如此，更何况是假药这种成本极其微小而利润却不知道翻了多少

番的东西呢？因此，作为一个几乎把药品作为刚需的群体，跨性别者们也深受假药的荼毒。

但与上一章中的“纯骗子”相比，假药与假药贩子不仅坑骗消费者的钱财，还会危害消费者

的生命健康，在危害性上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应当严加提防，避免在出现财产损失

的同时还要承受更大的身体健康压力！ 

第一节 假药 

本指南中的“假药”，是指非有正规资质企业生产的药品、非药品的其他商品和假冒伪

劣的药品。它们不仅打着莫须有的噱头骗取消费者的金钱，还在消费者不知不觉中蚕食着消

费者的身体，实在应当多加防范！由于针对兄弟们的假药和针对姐妹们的假药差异比较明显，

故我们在文中会适时地分为姐妹篇（MtF/X 向）和兄弟篇(FtM/X 向)两部分来分别进行阐

述。但从一般来讲，针对姐妹们的假药较比针对兄弟们的假药会更加粗制滥造一些，相对也

会更好分辨一些。 

一、常见特征 

（一）姐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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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文包装。针对姐妹们的假药包装上常用的外文有：英文、泰文和日文等，用外文包装

具有更容易掩人耳目的优点。这样的药物更容易制造噱头且更不容易被怀疑，对于大多数的

消费者来说也更难以识别和查找相关信息（比如大多数人都看不懂泰文，也不知道怎么打出

泰文并搜索相关信息）。所以当伙伴们遇到“外国药”时，应当提高警惕。 

2、包装相对劣质/非正规。包装明显与常见的正规药有差异，比如材质的触感或观感很差、

有裸露或怪异的图片、包装方式非常规（如用很普通的塑料瓶子、金属瓶子等非正规药品包

装来进行包装）等。 

3、信息缺失/可疑（包装上）。姐妹们的假药由于相对劣质，大多缺少明确的药物相关信息，

或者信息可疑，这样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主成分、保质期、产地、用法用量、规格、说明

书、产品批号和公司信息等。 

4、信息缺失/可疑（网络中）。假药由于生产非正规，故在网络上能查到的信息很可疑，很有

限，甚至根本没有。常见的正规药物在网上能够轻易检索到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药品公司及

其官方网站、生产厂商、主成分、规格、说明书、进出口情况等。 

5、成分组成异常。一些假药的成分组成有明显的异常，比如以无正规药在使用的物质为主

成分（如庚酸雌二醇，但目前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正规的庚酸雌二醇药物仍在生产），或者

成分组成中添加了所谓的保护成分（如维生素 B12 ，但没有任何药物会在药物本身中添加所

谓的保护成分）等。故遇到类似上述情况应当保持高度警惕。 

6、防伪失效。制作比较劣质的假药可能直接会出现防伪措施失效的情况，这类产品基本可

以断定是假药。 

（二）兄弟篇：

1、外文包装。针对兄弟们的假药包装上常用的外文是英文，用外文包装具有更容易掩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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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效果。这样的药物更容易制造噱头且更不容易被怀疑，对于大多数的购买者来说也更难

以识别和查找相关信息。所以当伙伴们遇到“外国药”时，应当提高警惕。 

2、包装相对精致/美观/诱人。除去少部分包装劣质有破损或者印刷不清的药物可能是假冒伪

劣的产品以外，兄弟们的假药大多拥有比较精致的包装和做工，甚至非常吸引人，具有相当

的欺骗性，应当用心甄别！ 

3、信息缺失/可疑。兄弟们的假药虽然生产非正规，但在包装上和网上的伪装往往都非常完

备，以至于很容易以假乱真，只有检索比较根本的信息时才会出现信息缺失/可疑，从而暴

露其假药本质，如：药品公司和生产厂商的正规资质等。 

4、防伪失效。制作比较劣质的假药可能直接会出现防伪措施失效的情况，这类产品基本可

以断定是假药。 

二、常用噱头 

（一）姐妹篇： 

1、副作用小/无副作用。副作用对于用药者来说总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有些假药就会打着纯

天然、植物成分、“不过肝脏”、保留生育功能（但是 HRT 一定是会影响到生育功能的）、添

加了保护成分等噱头宣传自己副作用小甚至是无副作用，以此来吸引消费者。需要知道的是，

没有任何药物是完全无副作用的，应当时刻对此类噱头保持警惕。 

2、效果好。用药效果一直是跨性别者们都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因此就会有一些假药打着

面部女性化、长胸神器、彻底“废蛋”、水平更稳定、声线女性化、缩短阴茎、降低男性性

欲等噱头来吸引姐妹们的购买欲望。但往往这样的东西并没有保障，都是智商税且对身体伤

害极大，一定要注意规避。 

3、见效快。跨性别者大多希望性征转变的速度越快越好，因而就出现了一些打着半年内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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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十针废蛋、一盒就长胸等噱头的假药，试图诱骗姐妹们购买。 

4、专业配方。近期出现的一些假药还会宣传添加了保护成分、配方更科学、专为跨性别设

计、更适合跨性别等。实际上，世界范围内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款正规药物是针对跨性别者开

发的，遇到打着此类噱头的产品应当警惕。 

5、特定功效。部分跨性别者可能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因而也就有了对应这些需求的假药，

如打着泌乳、“雌堕”、美白、美容、促进性欲、催情/发情等噱头的产品，其中部分可能涉及

成瘾性药物甚至毒品，应当十分警惕！ 

6、国外爆火。有些外国包装的假药可能会被假药贩子以国外表演圈、变装圈、跨性别圈爆

火爆红之类的话术来宣传，遇到这种说法时应当保持清醒。 

7、套用商标。有些假药会在包装上套牌使用其他事实存在的品牌商标来迷惑消费者，如拜

尔（Bayer）、A NEW YOU 等商标都被套牌过。遇到这样的药物应当多挖掘信息，认真防

范。 

（二）兄弟篇：

1、副作用小/无副作用。副作用对于用药者来说总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有些假药就会打着纯

天然、不会有某些特定副作用（如阴道干涩、出血）等噱头宣传自己副作用小甚至是无副作

用，以此来吸引消费者。需要知道的是，没有任何药物是完全无副作用的，应当时刻对此类

噱头保持警惕。 

2、效果好。用药效果一直是跨性别者们都十分重视的一个方面，因此就会有一些假药打着

“可以改变体型”（一种对消费者需求的模糊化肯定暗示）、缩小乳房、“迷你鸡”（阴蒂）增

大/增粗、缩小胯宽、增高、增强体力/体能、增肌减脂明显、体毛浓密、增强性欲、延时、

喉结明显等诱人噱头来勾起兄弟们的购买欲望。但往往这样的东西并没有保障，都是智商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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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身体伤害极大，一定要注意规避。 

3、见效快。跨性别者大多希望性征转变的速度越快越好，因而就出现了一些打着一个月内

声线男性化、迅速长体毛/胡须、“迷你鸡”（阴蒂）加速发育、快速增高、快速增肌等噱头的

假药，试图诱骗兄弟们购买。 

4、圈外爆火。由于雄激素类物质，尤其是合成代谢类固醇，确实有被用于增肌的使用历史，

故很多假药贩子会打着国内/外健身圈爆红、“顺男都在用”等噱头吸引兄弟们的兴趣，但这

类药物大多都是不合规的非法产品，请一定要多加防范！ 

三、假药的危害： 

1、效果差，耽误发育。假药终归是假药，别看各种噱头写得天花乱坠，实际上都是根本无

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完全没有任何效果的“淀粉片”暂且不谈，就算真的添加了某些功效成

分，它们是否有合理的剂型设计、是否能真正在人体中起效、是否能够长期应用这些当然也

都是无从谈起的。所以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尝试假药，它们只会浪费你宝贵的发育时间！ 

2、错过黄金发育期。兄弟姐妹们都清楚在青春期内用药会事半功倍，若是青春期已结束，

则很多方面就已定型，无法再被激素改变。而在这一阶段进行不科学的用药甚至使用假药，

则得不到良好、有效的第二性征转变效果，以至于将这样宝贵的时间白白浪费，十分可惜。

3、伤身体（同时也阻碍发育）。假药之所以称之为假药，就是因为我们不仅不能确定其真实

成分组成，其药厂资质、生产环境、原料来源、制作工艺、加工水准也都完全得不到任何保

障。为了尽可能保证“药效”，有些假药很有可能添加一些非常危险的物质，如会致病、致

癌、成瘾的物质等，对身体的危害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第二性征正常发育依赖于相对健

康的身体条件。身体一旦垮掉，轻者正常生理活动受到干扰，发育受到阻碍速度放缓；重者

由于身体问题不得不完全停止用药，放任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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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浪费大量金钱。大部分的假药并不便宜，有些甚至十分昂贵，给这些假药送钱完全就是

在浪费金钱。 

第二节 假药贩子 

本指南中的“假药贩子”，是指兜售假药的药商，也是导致假药泛滥的始作俑者。因假

药贩子会利用各种不靠谱的噱头和社群伙伴们恐惧断药、贪图小便宜或者急于看到改变的心

理来兜售假药并牟取暴利，而这些假药又极有可能对社群伙伴的身体造成不可预知的伤害，

故本文将假药贩子也看作骗子的一种。 

一、常见营销手段： 

1、贬低或抹黑正规药。用各种可能的话术和手段来贬低或者抹黑正规药的药效，如：效果

差、效果慢、不方便、不经济实惠、副作用太大等说辞或者拿出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所谓证据，

以方便他们利用噱头来推销自己的假药。 

2、极力打压科普工作者。假药贩子害怕科普工作者揭穿他们的骗局，因此会通过各种各样

的手段打压、迫害科普工作者，抹黑科普工作者的形象，或者试图控制社群舆论来攻击科普

团队。 

3、搞自己的独裁小圈子。假药贩子往往需要一个自己主导舆论的环境来蒙骗更多消费者，

因此，假药贩子们基本都会尝试建立自己掌握绝对话语权的圈子，用以对消费者进行不断地

洗脑，并且打压异己，不允许出现任何质疑声。 

4、培养“卫兵/粉丝”。假药贩子往往会尽可能地建立良好的形象，跟顾客拉近关系，甚至通

过洗脑等种种手段让消费者对他所售卖的产品噱头深信不疑，从而成为假药贩子的“卫兵/

粉丝”，并开始源源不断地为假药贩子带来知名度和销量。一旦有人开始揭露他假药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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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就会遭到一大堆“卫兵/粉丝”的联合攻击。消费者一定要警惕这种裹挟群众的无耻手

段！ 

5、“请代言”。为产品请代言能为其带来更多的知名度和销量。假药贩子也懂这个道理。很

多假药贩子可能会请一些第三方为自己的产品做代言，或者作为“成功示例”。这样的第三

方可能是群主、管理员、频道主、名人大佬、颜值高的人等令人感觉靠谱的角色。除此之外，

部分及其狡猾的假药贩子还可能裹挟群众来为他们的非法产品作辩护，这样的情况则迷惑性

更强，一定要注意分辨！ 

二、常见狡辩话术： 

1、换包装。换包装是个很常见的话术，主要用来回应消费者对包装异常的质疑，如：为过

（海关、快递公司等的）检查而更换了包装、药厂更新了新包装等。 

2、刚上市新产品/退市停产老产品。有些药物的信息疑点重重，有些很少或根本查不到任何

信息，假药贩子常以刚上市新产品信息少也很正常、老产品现已停产退市目前都是存货信息

都在撤出之类的话术来回应消费者对信息存疑/缺失的质疑。 

3、背景牛（有专业人员背书）。常有假药贩子甚至是盲目的群众试图通过强调某款产品“虽

然不是正规生产，但它是由某某药学博士大佬研究的，用了多么多么厉害的技术，经过了多

少多少次的筛选”来掩盖它的假药本质。但请记住，假药就是假药，无论有再怎么厉害的“背

景”，没有正规生产资质那就是没有，说破天也是不合规、无保障的假药。 

4、“药商互黑”。一旦有消费者来揭发假药贩子卖假药的事实，部分假药贩子也会声称这些

说法都是“药商互黑”的产物，也就是试图从不合理的市场竞争出发为自己打掩护，或者转

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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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针对诈骗或假药的预防手段及补救措施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既然骗子们如此诡计多端，那么如何预防被骗，以及在已经明确

被骗后应该如何采取补救措施以及时止损，就显得尤为重要。故在本章中，我们将会设置两

小节，分别从“预防”和“补救”前后两方面来进行阐述。 

第一节 预防手段 

在骗子眼里，All Men Are Born Equal（人人生而平等），绝对不会因为你作为一个跨

性别者，生活可能比大多数顺性别者更为艰难，就少骗你一些。所以防患于未然是必须的。

就好像新生儿必须要打预防针来预防一些儿童高发的疾病一样，本节中也会从各个角度给出

对购药相关骗局的预防方式，来帮助那些对骗局仍毫无防备的兄弟姐妹建立基本的反诈防骗

意识和常识。 

一、基本操作： 

1、从正规渠道购买正规常用药物（就医）。尽可能就医并接受来自医院的正规跨性别激素治

疗，先由内分泌医生开具药物处方，再到正规合法渠道（如医院、线上或线下药店等）根据

处方购买正规跨性别激素治疗的常用药物。 

2、从正规渠道购买正规常用药物（自用药）。如缺乏足够条件通过就医接受正规跨性别激素

治疗而迫不得已进行自用药，也应当尽可能在正规合法渠道（如线上或线下药店）购买正规

跨性别激素治疗的常用药物，这样既保真又稳定。购买过程可能会有困难，但应当勇于进行

各种各样的尝试，不要害怕失败。（反正失败了也就是买不到罢了，没什么实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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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方平台交易。尽可能要求对方通过第三方正规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这样买家付款后

款项不会直接流入卖家手中，而是先在平台处暂存，买家确认收货后才会打入卖家账户，如

果付款后对方拒不发货，或者收到货物发现有问题，在没有点确认收货前可以随时求助于平

台方。 

4、滞后支付。要求先货后款或者包裹设置为货到付款。 

5、多多交流。进行交易前，多与对方进行药物相关的交流（例如行情、药品规格、用药常

识等），以此来判断对方是否“懂行”，是否为假冒的“圈内人”。 

6、善用网络搜索。有些纯骗子惯犯的诈骗账号被挂到网上曝光后会暂时停用避避风头，许

久以后或许会重新开始使用，这种情况如果在网络上稍微搜索一下该账号，还是能找到很多

之前曝光的记录的。所以，在进行交易前，可以先尝试在网络上搜索一下对方的账号，或许

会有意外发现（有先例）。 

7、求助群友。进行交易前，如果与对方是在群聊中相识并添加好友的，可以先在那个群聊

中询问是否有人被这个账号骗过钱。就算并不是在群聊中添加的，也可以尝试询问万能的群

友们。 

8、不轻信任何噱头，不急于求成，不贪小便宜。噱头是假药吸引消费者 常见的手段，但

它们往往都是经不起事实推销的。只要不轻信任何听起来很美好的噱头，不急于求成，则能

很大程度上降低被假药骗钱的风险。再加上不贪小便宜，就很难会陷入骗局。 

二、假药的鉴别方法： 

1、溯源。药物的来源很重要，除了来自医院、线上/线下药店等正规渠道的药物以外，来源

于其他非正规渠道的药物无论如何也不能完全保证正品。 

2、官方防伪。部分药物有官方的防伪标识或防伪措施，一般都设置在外包装上很明显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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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或者本身就是一次性防伪包装。伙伴们可以通过官方的防伪来为药物真伪性鉴别作参考。

之所以说是“参考”，是因为防伪措施也可以被伪造，不能盲信！此外，药物官方防伪被人

为破坏的，如被撕掉、被涂花、被拆开等情况也应当保持警惕。 

3、对比。到手的药物若是怀疑有假，可以与之前用过且确认是正品的同款药物进行对比。

一般来说，药物的配方和剂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如果有发现到手的药物质感与正品相比明

显不对劲，如药物出现颜色异常、（注射液）浓稠度异常、（片剂）硬度异常、（片剂）在水/

口中融化速度异常、（片剂）口感/味道异常、气味异常等情况，应当保持警惕。正规药物的

包装虽然可能改变，但一般不会从精致变得劣质，如果包装出现异常破损、信息印刷不清、

材质明显变差、本该相同的颜色却有明显差异等情况，也应当保持警惕。 

4、定期做激素检查。激素检查能直观地反映药物的吸收的效果，如果在正确使用了某种本

该明显导致激素水平改变（如雌激素降低/升高、雄激素降低/升高）的药物后，却没有在定

期的激素检查中得到良好的体现，则应当考虑是否是药物出了问题。但请注意，用药失效不

一定指向假药，它也可能是药物保存不当等原因导致的。 

5、寻找和挖掘信息（ 有用，必须完全掌握！！）。缺乏信息或者信息存疑的假药往往经不住

搜索。一旦发现某种产品在网络上查不到任何信息，应当果断放弃。当遇到自己不懂的语言

文字的时候，可以借助 Ta 人的帮助（如求助于一些语言学习群聊），方便自己将药品包装

上的外文输入到搜索栏中。此外，由于国外友人已经做过很多“打假”工作，我们可以直接

学习，且很多假药也正是打着进口药的名号，故科学上网也是挖掘信息的必备基础技能。以

下是一款药物应具备的各种信息渠道，和该渠道上一般能获取到的有效信息，如果发现某款

药物在这些信息上有缺失或者可疑的情况（如包装上没有适应症或原产地药监局查无此企

业），甚至连获取信息的渠道上都出现缺失（如没有说明书或没有药品公司官网），就基本上

可以断定为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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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渠道 1：包装。

一款药品的包装上一般都会有药品的商品名、通用名（标明了主成分）、规格、适应症、生

产日期、有效期（有效期至 xxx）、公司名称及商标、生产批号等信息。此外，在包装内除

了药物也应附带药品说明书，部分药品包装上还有官方防伪。 

*信息渠道 2：说明书。

一款药品的说明书中一般都会有药品的商品名、通用名（标明了主成分）、成分、规格、适

应症、不良反应/副作用、禁忌症、公司名称及其地址、生产厂商及其地址、注意事项、用法

用量、性状、药物过量、药理毒理、药代动力学、贮藏、包装、有效期、药物相互作用等详

细信息。 

*信息渠道 3：简单网页搜索。（访问部分国外网站查找信息需要用到科学上网）

在网络上，一般可以轻松搜索到一款药物的说明书、说明书中的所有信息、过往及 新包装

样式、药品公司官网等信息。 

*信息渠道 4：药品公司官方网站。（访问部分国外网站查找信息需要用到科学上网）

从药品公司的官网上，一般能找到公司产品数据库及产品介绍、公司详细信息、产品上/退

市 新消息、招聘情况、研发实力等信息。 

*信息渠道 5：各国国家药监局（或同职能部门）官网数据库。（访问部分国外网站查找信息

需要用到科学上网） 

一款药物，如果能在任何国家的国家药监局（或同职能部门）的官网数据库中查到相关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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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至少可以说明它是存在正品的（但不能保证到你手中的就是正品）。此外，这种国家

级的数据库还应该能够查到药品公司和生产厂商的注册和资质审批信息。（例如你可以在我

国国家药监局官网上查到华典醋酸环丙孕酮片所属公司——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的注册和资质审批信息）产品的所属企业是否具有可以在原产地国家药监局（或同职能部

门）官网数据库中查询到的生产资质，可以用来准确判断一款产品是由非法作坊生产还是由

正规企业生产。 

*信息渠道 6：各大网络论坛。（访问部分国外网站查找信息需要用到科学上网）

国内外各大网络论坛上几乎都有跨性别者聚集，不少论坛有比较大的跨性别者社群，在这些

社群中市场能看到一些国外网友搜集到的药品相关信息，其中不乏一些打假帖子和正规药品

上市退市消息等。不过这些国外的民间信息也容易存在谬误或者不适合我们的情况，仅能作

为参考。 

三、关于假药的一些特殊误区： 

1、一定做工劣质。虽然大部分假药给人留下做工劣质的印象，但针对跨性别者的假药做工

不一定很劣质。尤其是针对兄弟们的假药，往往从外表上都看起来非常的精致、美观甚至正

规，以至于会很吸引人，很容易让人轻信。 

2、一定不含有效成分/一定无效。假药如果都无效还怎么留住顾客呢？假药不仅往往都会发

挥一定的作用，有些甚至还能在激素检查中得到良好的反馈，让只知道激素检查的受害者误

以为自己用的药物没问题。实际上，假药为了让自己的产品更加“有效”，更加具有欺骗性，

极有可能添加一些不合规的物质，而这些物质则是不会在激素检查中体现出来的，它们到底

是什么、在体内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使用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潜在影响、有什么不为人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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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性，我们都无从得知。 

3、一定防伪失效。仅有一小部分制作非常粗糙劣质的药物才会出现防伪失效的问题，制作

稍微精良一些的假药都能轻松地伪造出官方的防伪。 

4、一定有大量信息缺失/可疑。相对粗制滥造的假药才会出现大量信息缺失/可疑的问题。很

多假药的相关信息伪造得非常全面和完备，足够以假乱真、掩人耳目，只有对信息不断进行

深度挖掘时才会暴露它们的假药本质。 

第二节 补救措施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在骗局越来越复杂和隐蔽的今天，偶尔中一次圈套当然也是情有

可原的。但请注意，一旦意识到自己已经被骗，及时止损便成了第一要务。只有及时止损，

才能从圈套中早日脱离，避免出现更多不必要的财产甚至是健康损失。在本节中，我们将给

出一些可以用来及时止损的方式，不仅包括如何部分挽回自身损失的手段，也包含如何打击

这些骗局，逐渐净化环境的做法。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参考。 

一、止损方式： 

1、演戏（很重要）。一旦发现自己已经被骗，不要着急与骗子撕破脸，应当继续演戏，也就

是假装仍不知情，并保持与骗子的联系，这样更有利于收集到更多的线索和证据。 

2、要求退款。先软后硬，软硬兼施，使用各种话术和手段不断要求骗子退款，有几率退一

部分。（值得一试，有先例） 

3、立即停用。一旦发现自己正在使用或已经下单的药品是假药，应立即停止使用，并替代

以正规药品，避免对身体造成可能的进一步损伤，并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身体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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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击手段： 

1、举报大法。使用此法的前提是在你已不需要再和骗子保持联系，对方封号也无妨的情况

下。可以找到尽可能多的人一起向平台方举报该账号，也可以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

进行举报，尽可能争取把骗子封号，避免出现更多受害者。 

2、曝光披露，警示众人。收集足够多的证据在尽可能多的平台上发表曝光骗子的文章，以

起到警示大家、在网络上留下该账号售卖假药或进行诈骗的黑历史的作用，并及时提醒自己

的亲友及经常出现在假药贩子周围的人保持警惕，切勿上当。 

3、检举揭发。在骗子经常出没的群聊里公开或私下地检举揭发，并提醒群管理人员及时将

骗子移出群聊，避免骗子的影响力继续扩大，导致更多群友受骗。 

4、联合报警。找到更多的受骗者，累积到可观的金额（诈骗总金额达到 2000-5000 元即达

到诈骗罪的立案标准，普遍起刑点为 3000），保存好所有的证据，尽可能挖掘出更多的骗子

个人真实信息（尤其是纯骗子试图二次诈骗的时候往往更容易暴露信息），做好计划进行联

合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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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次次懈怠又归坚持，次次放下还再拾起，次次气馁却重振奋，次次无奈仍愿相信。 

激励着我们困境中不断重向前、失败后不断再出发的，是心中的理想与信念，也正是这

样的理想与信念，支撑着我们一直以来的指南编写与制作工作。个中固然有苦，但一想到它

将会发挥的积极作用，便乐如泉涌。我们感谢每一位为本指南的编写与制作贡献力量的人，

那些在指南编写与制作的过程中忙前忙后任劳任怨的伙伴，贡献极大，只是在空间评论区里

或私聊中提供内容素材的伙伴，也不可或缺。是你们的共同努力成就了这本指南，也是你们

形成的合力在冲击着那些罪恶与不合理。你们每个人，都真的了不起！ 

文末至此，共计近一万两千字，我们诚挚地希望本手册能真正地给伙伴们带来一些实质

性的帮助，让伙伴们在购药这个关键环节上能够 大程度地规避风险，也让我们每天生活其

中的网络环境逐渐变得更加友善和坦诚。因此，我们欢迎任何人随时来向我们提出您的宝贵

意见，或是指出您希望补充进来的额外内容，甚至是直接加入编写和制作的行列。 

后，我们许下无论如何都将继续更新这份资料的承诺，希望能够不断带来更多更实用

的内容。同时，我们也会公开本手册的 新文稿，以便一旦有那么一天，我们不得已而停止

工作，后来人也可以随时踏着我们的尸体继续向上，继续冲锋。真诚祝愿大家都能在安全交

易中买到放心药物，早日回归本我！ 

愿正义之火永不燃尽，信念之光永恒耀眼！ 

编者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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