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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静脉吸毒人群

死亡率及死因的前瞻性队列研究
张莉

阮玉华

【摘要】

姜正清

目的

杨正宁

周枫

刘石柱

何益新

尹潞

秦光明

了解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静脉吸毒人群死亡率及死因。方法

邵一呜

于２００２年１１

月筛选和招募静脉吸毒人群队列３７６人，调查其社会人口学和吸毒行为特征。队列随访时间为１年，
计算静脉吸毒人群的死亡率和死因构成，对死亡危险因素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ＣｏＸ回归分析。结果
队列随访１年中，死亡２８人，死亡率为７７．３２／１０００人年（９５％Ｃｊ：４８．６８～１０５．９５），标准化死亡比为

４７．６２（９５％ａ：３１．６３～６８．７１）。主要死因是吸毒过量，占全部死因的６４．３％（１８／２８）。多因素ＣｏＸ回
归分析未发现与死亡（包括全部死因）有统计学关联的变量；但发现社会人口学因素中的单身和吸毒
行为中的吸毒年限（≥９年）两个变量与吸毒过量死亡有统计学关联（Ｐ＜０．０５），其危险比分别是４．５１

（９５％ａ：１．０３～１９．６７）和２．７７（９５％ＣＪ：１．１０～７．００）。结论

吸毒过量致死是凉山州静脉吸毒者的

主要死亡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与吸毒过量死亡有关的因素以及干预对策。
【关键词】静脉吸毒人群；队列研究；死因；标准化死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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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脉吸毒人群中的高死亡率在国外许多队列研

究中都有报道，比一般人群高１３～３０倍ｕ剖，其中吸
毒过量死亡是主要原因之一，占总死亡率的５０％～

基金项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资助项目
（２００１ＢＡ７０５８０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１７０８２３）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０５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张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
心（阮玉华、刘石柱、周枫、何益新、尹潞、邵～鸣）；四川省西昌市皮肤
病性病防治站（姜正清、杨正宁）；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秦光明）
通信作者：邵一鸣，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
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７０％旧’“。吸毒者的人口学状况、毒品质量、吸毒行
为和吸毒环境等因素与吸毒过量死亡密切相关Ｈ’７ ｏ。
国内目前有对静脉吸毒人群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感
染者的死亡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报道旧Ｊ，较少见

静脉吸毒人群死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报道。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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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次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报道静脉吸毒人群

亡时间、死亡地点、死因及死亡现场情况等。将收集

的死亡率及死亡原因，为将来开展针对性的干预措

的原始死亡原因按照国际疾病分类（ＩＣＤ。１０）标准进

施提供一定科学依据。

行分类。本研究中因吸毒过量死亡的判断依据为：

对象与方法

死者生前健康状况良好，无暴力、自杀及其他明确疾
病诊断的死因，体表可见多处新旧不一的静脉注射

１．研究对象：２００２年１１—１２月间，在四川省凉

痕迹，死亡现场一般遗有注射器具和／或毒品残留；

山彝族自治州某市筛选、招募静脉吸毒人群队列，研

吸毒伙伴可提供死者生前大剂量注射毒品或戒毒后

究对象的纳入标准为：１８周岁及以上、自我报告近３

复吸的信息∽·。

个月内有静脉吸毒行为且体表可见新、旧注射痕迹，

（３）危险因素的估计：根据文献报道与生物学意

并能够和愿意提供书面知情同意书者。本研究通过

义方面考虑，吸毒者的人口学状况包括性别、年龄、

以下途径招募研究对象：一方面通过工作人员在社

民族、职业、婚姻状况与住房情况等因素，吸毒行为

区中宣传，将该项目信息传播到社区中，使吸毒人群

特征包括毒品种类、吸毒频率等因素均可能与吸毒

知道该研究项目；另一方面通过种子（即帮助招募和

过量死亡存在一定关系Ｈ。７｜。

随访通知的队列参加者）推荐研究对象来参加项目；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

Ｄａｔａ

３．０建立数据库，

同时在开展知情同意过程中，建议参加者将项目信

由两人分别录入数据后，进行一致性比较并修改错

息传播到社区的吸毒人群中以便其他吸毒人员前往

误录入数据。统计分析采用ＳＡＳ ８．２软件，采用

参加。

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静脉吸毒人群死亡的单

２．研究方法：

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在单因素分析和生物学意义基

（１）基线资料收集：在西昌市皮肤病性病防治站

础上，采用逐步回归法筛选变量，建立模型。删失变

内分别由接受过研究项目有关技术培训的不同专业

量定义为：当以总死亡（包括全部死因）为结局变量

人员、在不同单独的房间内，以一对一的方式依次对

时，以所有样本中未死亡人群为删失变量；当以吸毒

研究对象开展知情同意、危险评估调查、检测前咨

过量死亡为结局变量时，则以剔除其他死因的样本

询、采集血样和检测后咨询。调查内容包括：研究对

中所有未死亡人群为删失变量。年龄、吸毒年限等

象的性别、出生时间、民族、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婚

变量根据队列人群基线资料的中位数或平均数划分

姻状况、住房情况，口吸吸毒、静脉注射吸毒方式及

为二分类变量；吸毒频率变量根据其生物学意义亦

其近３个月内吸毒频率、共用注射器具吸毒方式以

划分为二分类变量分析。

及使用的毒品种类等。检测内容包括：采集血样进

结

行ＨＩＶ抗体（ＥＬＩＳＡ初筛、ｗＢ确认）、丙型肝炎抗
体、梅毒抗体和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检测。

（２）随访资料收集：招募后每隔６个月随访一次

果

１．基线人口学和毒品使用特征：２００２年１１—１２
月共招募３７６名静脉吸毒人员进入研究队列，招募

研究对象，共随访４次，本研究为１２个月第二次随

时平均年龄（２８．８±５．４）岁，男性３１０人（８２．４％）；

访。随访窗口期为入选日期后每隔６个月的目标日

汉族２４１人（６４．１％），彝族及其他少数民族１３５人

期前１４天和后３０天内。随访方法：在每次随访期

（３５．９％）；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１５６人（４１．５％）；无

前１个月左右给参加者发放随访通知，接近随访窗

业者２１１人（５６．１％）；结婚或同居者２３４人

口期时进行访谈预约，对在约定日期未回访的参加

（６２．２％）；自己拥有住房且不与父母同住者１３１人

者由外勤组工作人员联系寻找，方法包括电话联系、

（３４．８％）。实验室检测结果：ＨＩＶ抗体阳性４３例

家庭访问、街道寻找和种子帮助寻找等。随访内容：

（１１．４％），丙型肝炎抗体阳性２６９例（７１．５％），梅毒

包括调查研究对象近３个月内吸毒频率、共用注射

抗体阳性５８例（１５．４％），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

器具吸毒方式及毒品使用种类等，完成检测前咨询、

６４例（１７．０％）。

采集血样和检测后咨询；未回访者，通过其家属、朋

从毒品使用特征看，口吸吸毒年限平均（６．３±

友、吸毒伙伴或种子确认去向及是否死亡。死亡资

３．３）年，静脉吸毒年限平均（３．４±２．８）年；招募前３

料通过死者家属、朋友和吸毒伙伴提供的信息以及

个月内，３７６人均静脉注射使用过海洛因，其中单独

当地公安、卫生部门的死亡报告系统，收集死者的死

使用海洛因每周≥７次者１４９人（３９．６％），海洛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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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其他毒品使用（如可卡因、鸦片、丁丙诺非、安非

模型分析，最终进入模型的变量是：单身和吸毒年限

他明、吗啡、镇静剂等）每周≥７次者１９６人

（≥９年），危险比（ＨＲ）分别是４．５１（９５％ＣＪ：

（５２．１％）。

１．０３～１９．６７）和２．７７（９５％Ｃｊ：１．１０～７．００），其Ｐ

２．死亡情况及死因：在静脉吸毒人群队列１年

值分别是０．０４５３和０．０３ｌｌ；根据多因素分析结果绘

随访期间，３７６人中，回门诊访问２５４人，死亡２８

制静脉吸毒人群吸毒过量死亡的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

人，死因均已经家属核实，其中５人亦从当地公安和

存曲线（图１）。

卫生部门死亡报告系统核实。队列粗死亡率为

７７．３２／１０００人年（９５％ａ：４８．６８～１０５．９５，２８／３６２．１５

讨

论

人年）。经以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四川省１９９９年

前瞻性研究队列３７６名静脉吸毒人员随访到１

１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３１日年龄别死亡人口资

年时粗死亡率为７７．３２／１０００人年，ｓＭＲ为４７．６２，即

料进行标化’１ ０Ｉ，该人群预期死亡人数为０．５９人，标

为一般人群的一４８倍。Ｄａｖｏｌｉ等…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陆续

准化死亡比（ＳＭＲ）为４７．６２（９５％ａ：３１．６３～

在罗马招募了４２００名静脉吸毒人员，随访到１９８６年

６８．７１）。主要死亡原因为吸毒过量１８人（６４．３％），

时死亡率为７．８／１０００人年，到１９９２年时死亡率上升

吸毒过量死亡率为４９．７０／１０００人年，因吸毒过量死

为２７．７／１０００人年，男性ＳＭＲ为１５，女性ＳＭＲ为３０。

亡时的平均年龄（３１．６±６．２）岁；意外伤害（均为吸

Ｈｉｃｋｍａｎ等。２ ｏ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在伦敦开展的８８１人海

毒刺破股动脉）４人（１４．３％），自杀、肺炎、心肌病、

洛因吸毒者的队列研究中报道死亡率为１６／１０００人

发热、胆囊结石并发急性
胆囊炎和病因不明死亡各
１例（３．６％）。其中，队列
基线检测ＨＩＶ抗体阳性
的４３例中死亡４例，无艾
滋病死亡病例；１年随访
时ＨＩＶ血清阳转８例。
３．死亡的危险因素：
分别分析队列基线资料中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和
吸毒行为学特征与死亡的
关系，当以总死亡（包括全
部死因）为结局变量时，单
因素ＣｏＸ回归分析没有
发现与总死亡相关有统计
学意义的变量（Ｐ＜
０．０５）；但当以吸毒过量死
亡为结局变量时，发现社
会人口学因素中的单身和
吸毒行为特征中的吸毒年
限（≥９年）两个变量与吸

毒过量死亡有关系且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在单因素分析基础上
对Ｐ＜０．２０的变量进行多
因素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

表ｌ

四川省凉山州静脉吸毒人群吸毒过量死亡危险的单因素Ｃｏｘ回归分析

史堡煎笪疸兰苤查！！！！至！旦箜！！鲞笙ｉ塑堡！也』垦逝！！里ｉ！！！坚！竺！；！！！！ｙ！！：！！！塑！．！

·

１９３·

年，熟很为１７。虽然不同暴露组问ＳＭＲ不能直接比

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但可以从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曲

较，但可以确定，静脉吸毒人群中确实存在与一般人

线中看到死亡率随静脉吸毒年限（０—１４年）的延长

群相比较高的死亡率。本研究中吸毒过量的人年死

而升高趋势；Ｏｒｔｉ等。１２ １９８５一１９９１年在西班牙加泰

亡率为４９．７０／１０００人年，占全部死因的６４．３％，是静

罗尼亚开展的１５ ７１１名阿片类成瘾者的队列研究中

脉吸毒人群队列中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其次为意外

也报告了死亡率随吸毒年限延长而升高的趋势。单

伤害死亡，均为注射毒品时刺破股动脉致死，占

身在本研究结果中也是与吸毒过量死亡有统计学关

１４．３％；Ｈｉｃｋｍａｎ等幢。开展的海洛因吸毒者队列研究

联的变量，躲为４．５１，但由于死亡样本量较少而

中报道了吸毒过量人年死亡率为１０．２／１０００人年～

９５％ａ较大（１．０３～１９．６７），因而存在一定局限性。

１２．１／１０００人年，吸毒过量死亡占全部死因的５２％；

Ｄａｖ０１ｉ等ｕ ３。以１９８０一１９８８年罗马４２００名静脉吸毒人

ｏ

ｏ

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等‘６ １９６９年招募的１２８名海洛因吸毒者

员中开展的队列研究为基础，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

随访２２年的队列研究报道，吸毒过量和其他与毒品

法，报道了单身是与吸毒过量死亡有关的危险因素

相关的死亡占全部死因的６８％。

（０Ｒ＝２．４８，９５％Ｃ，：１．３ｌ～４．６８）。
我们初步分析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某地区

静脉吸毒人群的死亡情况，但由于队列观察人年数
较少，死亡样本量不大，以及吸毒人群非正常死亡的

确认与核实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使得本研究存在一
定局限性，在今后的研究中尚需进一步探讨静脉吸
毒人群中高死亡率的原因及其有关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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