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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艾滋病向一般人群蔓延·
山东省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
艾滋病病毒感染流行病学调查
张晓菲

刘学真

【摘要】

陶小润

目的

苏生利

黄涛

钱跃升

尤向东

傅继华

汪宁

了解山东省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感染状况和流行因素分

析。方法２００３年８月在山东省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采取整群抽样方法，对有偿献血员比较集中
在６６１

的一个或数个村庄年龄２０～６０岁的人群进行问卷调查，并采静脉血做ＨＩＶ抗体检测。结果

名调查对象中共检出１９例ＨＩｖ感染者，其中有偿献血员的感染率为３．９８％（１８／４５２），非献血员的感
染率为０．４８％（１／２０９）；４５２名有偿献血员中有单采血浆史者ＨＩＶ感染率（７．２４％）高于既献全血又献
血浆者（２．９０％），献全血者中没有检出感染者；１９９４—１９９５年之间有偿献血员感染率（７．０７％）高于
１９９５年以后有偿献血员感染率（３．８５％）和１９９３年前有偿献血员感染率（０．９９％）；非献血员安全套
使用率（２１．５３％）高于有偿献血员（１６．５９％）；ＨＩｖ自愿检测率，非献血员（８６．２８％）高于有偿献血员
（１３．７２％）。结论示范区内ＨＩｖ感染的主要高危人群为既往有偿献血员，时间主要集中在１９９５年
以前，并且有偿献血员较低的安全套使用率和ＨＩＶ自愿检测率说明他们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匮乏和自
我防护意识的淡薄，因此应加强对这一人群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和行为干预。
【关键词】艾滋病；有偿献血员；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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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于１９９２年在归国劳务人员中发现首例

ｓｕｒｖｅｙ

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感染者，１９９５年在有偿供血（浆）
人群中发现ＨＩＶ感染者¨ｏ。山东省ＨＩＶ感染者主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９南京，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
室（张晓菲）；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制所（刘学真、陶小

要以经血传播为主【２１。根据辖区内是否有高危行为
人群、艾滋病疫情以及疫情严重程度的原则，在各地

润、黄涛、苏生利、尤向东、钱跃升、傅继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汪宁）
通讯作者：傅继华，Ｅｍａｉｌ：ｓｄａｉｄｓ＠ｖｉｐ．１６３．ｃｏ“

自愿申报的前提下，山东省确立了菏泽市牡丹区、成
武县和新泰市为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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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在１９９４年前后均出现过一批有偿献血员。

献血员的ＨＩＶ感染率是非献血员的８倍，两者之间

为了解示范区内有偿献血员ＨＩＶ感染状况，制定针

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６．２８５，Ｐ＝０．０１２），

对性的行为干预措施以及对ＨＩＶ感染者和艾滋病

可以认为有偿献血员ＨＩＶ感染率高于非献血员。

患者进行综合关怀，２００３年８月我们对这三个示范

表１

综合示范区有偿献血员与非献血员的人口学特征

区内的有偿献血员进行了ＨＩＶ感染状况及流行因
素调查。
对象与方法
１．对象：在收集现有资料的基础上，选择山东省
既往有偿献血员比较集中的村庄进行整群抽样，年
龄２０～６０岁的人群均作为调查对象，共抽取６６１

人，其中有偿献血员４５２人。
２．现场调查：由经过培训的卫生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工作人员对研究对象进行一对一问卷调查，同
时抽取静脉血５ ｍｌ，分离血清，将血清移至冷冻管
内一２０℃保存备用。
３．实验室检测：采用北京万泰生物药业公司的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试剂盒，初筛试验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阳性者，再用荷兰生物梅里埃公司的ＥＬＩＳＡ检测试
剂进行复核，两次筛检均是阳性者，再用Ｇｅｎｅｌａｂ公
司生产的ｗｅｓｔｅｍ－ｂｌｏｔ试剂进行确认，试剂盒均在

４．三种献血方式ＨＩＶ感染状况：感染率最高的
为有单采血浆史者７．２４％（１６／２１８），高于既献全血
又献血浆者２．９０％（２／６９），献全血者中没有检出感

有效期内使用。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ｘｃｅｌ进行数据录入，建立
数据库，用ｓＡＳ ６．１２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染者，三者之问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２６．９３７，
Ｐ＜０．０００１），可以认为有单采血浆史者ＨＩＶ感染
率高于既献全血又献血浆者和献全血者。

结

果

５．不同献血时间有偿献血员ＨＩＶ感染状况：不

１．基本情况：在６６１名调查对象中，问卷合格率

同献血时间有偿献血员ＨＩＶ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

达９８．７０％，其中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１０２人、成武

意义，１９９４和１９９５年有偿献血员感染率最高，为

县２１９人、新泰市３４０人；有偿献血员共４５２人，占

７．０７％（１４／１９８），１９９５年及以后组次之，为３．８５％，

总数的６８．３８％，非献血员共２０９人，占总数的

１９９３年及以前组最低，为０．９９％。三组之间感染率

３１．６２％；年龄２０～６０岁，平均年龄４２岁。有偿献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９．６７２，Ｐ＝０．００８），可以认

血员与非献血员的人口学特征情况见表１。

为１９９４和１９９５年之间有偿献血员ＨＩＶ感染率高

２．不同首次献血时间情况：调查对象中首次献

于１９９５年及以后组和１９９３年及以前组。

血时间最早为１９７１年，献血方式为献全血，最晚为

６．不同人口学特征ＨＩＶ感染状况：ＨＩＶ感染者

２００３年，献血方式为单采血浆；１９７５年出现既献全

年龄３０～５９岁，ＨＩＶ感染率在３０～４０岁年龄组最

血又献血浆，单采血浆于１９９０年出现；１９９４年首次

高，为６８．４２％（１３／１９）。男性有偿献血员ＨＩＶ感染

献血人数最多，占总数的４３．８１％，以单采血浆为主

率为５７．９％（１１／１９），略高于女性４２．１１％（８／１９）。

（９２．９３％），其次为１９９３年，占总数的７．０８％，献全

７．安全套使用情况：表２显示，在调查的６６１人

血者占较大比例（４３．７５％）；献血时间主要集中在

中，安全套的使用率仅为１８．１５％。有偿献血员和非

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期间，累计占总数的７２．５７％。

献血员中，安全套的使用率都比较低，不到２５％，其

３．调查对象ＨＩｖ感染状况：６６１人中共检出

中，有偿献血员安全套使用率为１６．５９％，非献血员

ＨＩＶ阳性者１９例，有偿献血员与非献血员ＨＩＶ感

安全套使用率为２１．５３％。两类人群之间安全套使

染率分别为３．９８％（１８／４５２）和０．４８％（１／２０９），有偿

用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Ｙ２＝２．３５，Ｐ＝０．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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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献血员和非献血员安全套使用情况

定的成效。由于目前这批感染者大部分已进入发病
期，所以提供相应的治疗关怀措施对于控制艾滋病
疫情的蔓延，维护社会稳定是非常关键的。
通过本次调查还发现，在献血人群和非献血人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使用军（％）

８．ＨＩＶ自愿检测情况：在调查的６６１人中，共
有１１０人自愿做过ＨＩＶ检测，占总人数的１６．６４％，
有偿献血员和非献血员中的ＨＩＶ自愿检测率均较
低，分别为１３．７２％（６２／４５２）和２２．９７％（４８／２０９），两
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８．８１５，Ｐ＝
０．００３），可以认为非献血人员ＨＩＶ自愿检测率高于

群中安全套的使用率都比较低，说明献血员的自我
保护意识和保护他人意识都很弱，应该加强宣传教
育和行为干预，推广使用安全套，避免ＨＩＶ经过献
血员向一般人群传播。
统计结果显示，非献血员ＨＩＶ自愿检测率略高
于献血员，这与本次调查中献血员与非献血员年龄
构成不同有关，非献血员２０岁以上年龄组的构成比
（１９．１４％）高于献血员（１．７７％），青年人会更注意保

有偿献血员。
９．截止到现在是否停止有偿献血情况：在４５２

护身体健康，另外，非献血员中包括了部分献血员的

例有偿献血员中，有１２例直到现在仍未停止献血，

家属，在了解相关防治知识后，会更容易接受自愿检

占总数的２．６５％。

测，所以在非献血员中ＨＩＶ自愿检测率会高于献血
员。通过开展各种宣传教育和调查工作，ＨＩＶ自愿
讨

论

检测率仍然很低，仅为１６．６４％，表明献血员和非献

此次调查的示范区献血员中ＨＩｖ感染率为

血员对ＨＩＶ自愿检测咨询缺乏足够的认识，应该加

３．９８％，低于其他省份有偿献血员的ＨＩＶ感染率

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人群的整体ＨＩＶ自愿检测

９．１％和１７．０％【３’４｜，但远远高于山东省其他地区献

率。此外，本次调查有偿献血员中有２．６５％的人直

血人群ＨＩＶ感染率（０．４６％）Ｋ。。主要因为ＨＩＶ检

到现在仍未停止献血，故可以认为在示范区内仍然

测工作的开展发现大批的潜在感染者，即曾在１９９４

存在少数地下卖血现象，从而影响了医疗机构血液

年前后有偿献血人群中的感染者，预示着艾滋病发

质量，危害人民健康。因此，加强血站管理，严厉打

病高峰的来临。

击非法采供血活动仍然是在防治艾滋病工作中不可

非献血员中发现ＨＩＶ感染者，说明示范区艾滋

忽视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病疫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蔓延，这与目前我国

综上所述，山东省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有偿

艾滋病流行形势特点一致。由于当地经济发展较落

献血员中存在着一定的ＨＩＶ流行，并且艾滋病流行

后，人们的思想观念较传统，且据当地有关部门证实

危险因素也广泛存在。对于有偿献血，除加强ＨＩＶ

没有发现吸毒者，所以可能的传播途径主要为夫妻

抗体检测外，应该提供必要的医学咨询与指导服务，

问性传播，即由夫妻中因有偿献血感染ＨＩＶ的一方

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

传染给另一方。这些都表明示范区内在实施艾滋病
综合防治时，应该在加强大范围宣传教育与行为干
预的同时，着重对既往有偿献血史者提供医学咨询
与指导，以阻断艾滋病进一步传播。
从本次调查中发现，不同献血时间感染状况不
同，１９９４和１９９５年之间献血者感染率远远高于

（对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成武县、新泰市等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的支持与帮助，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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