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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艾滋病向一般人群蔓延·
“中国 江苏／ＷＨＯ １００％安全套推广使用 项目”
效果评价与分析
羊海涛

杜亚平

【摘要】

钱卫娟

丁建平

目的

李雷

周章林

邵婷

汪华

评价“安全套推广使用项目”在目前政策和法制环境下的推广模式。方法

在７６家娱乐场所选择提供性服务女性服务人员（ＦＳｗｓ）和业主各２组，每组６～８人；以访谈形式了
解ＦＳｗｓ的知识、态度、行为等方面信息，同时对部分调查对象采集标本检测衣原体感染情况，在项目
开始、进行中、结束时进行三次重复横断面调查，评价干预工作效果。结果

ＦＳｗｓ报告最近一次提

供商业性性服务时使用安全套比例从基线调查时的７４．９％上升到终期评估时的９２．２％；性传播疾病
（ＳＴＤ）感染率从２５．１％下降到１４．１％；社会市场安全套发放量从２００１年的每季度５万只上升到２００３
年的每季度１０多万只；ＦＳｗｓ的ｓＴＤ／ＡＩＤＳ预防知识知晓率明显提高。结论

“１００％安全套推广使

用项目”试点工作取得明显效果，在目前的政策环境下完全可行，应在娱乐场所大力推广。
【关键词】艾滋病；安全套；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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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ＡＩＤＳ）的传播流行一般都由高危险人

苏省靖江市、湖北省武汉市两地在国内率先进行

群开始，然后传播到一般人群Ｈ卫·。世界各国针对

１００％安全套推广工作试点，旨在借鉴国外经验，在

高危人群，如提供性服务女性服务人员（ＦＳｗｓ）、静

现有政策下，探索我国在娱乐场所推广安全套预防

脉吸毒者、同性恋、性传播疾病（ＳＴＤ）者等，采取了

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可行方法和模式。本文系对

许多干预措施并已经取得了效果。实践证明，完全

江苏省试点工作效果的评价和分析。

可以通过改变行为来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全

对象与方法

世界约有３／４的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感染者是通过性
途径传播的，因此，预防和控制经性传播是控制艾滋

１．研究对象：“中国江苏／ｗＨＯ １００％安全套推

病流行的关键旧’４Ｉ。２００１年，经卫生部批准，江

广使用项目”所在地江苏省靖江市城区所有娱乐场
所的ＦＳＷｓ。

基金项目：世界卫生组织资助项目（ｗＰ／ＩｃＰＭｓｕ３ ５／００１／ＲＢ／０２）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９南京，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
防制科

２．研究方法：
（１）定性研究（集中小组访谈和深入访谈）：在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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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７６家干预场所中选择高、低档场所内ＦＳｗｓ和

一编号（与检测编号相同），并将此号码告知被调查

业主各２组分别进行集中小组访谈，每组６～８人。

对象，以便电话询问检测结果。三次调查均采用同

了解当地娱乐场所现状、服务人员知识、态度、行为

样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且问卷和检测方法前后保

等方面的基本情况，确定需调查的与ＳＴＤ／ＡＩＤＳ有

持一致，使其结果具有可比性。
４．伦理学问题：调查过程中充分尊重被调查者

关的危险行为问题。
（２）定量研究：根据对项目实施区域内娱乐场所
的摸底调查，将所有公共娱乐场所进行整理、归类，

的权利，所有调查需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开展，并对
调查结果严格保密。

然后根据不同种类的娱乐场所的规模按比例分摊需

５．统计学分析：调查所得全部数据输入计算机

调查的ＦＳｗｓ人数（每个场所选择人数不得多于２０

建立Ｅｘｃｅｌ数据库，经整理后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进行

人）。再将娱乐场所进行编号，以娱乐场所为单位进

分析。

行随机选取，并累积所选取娱乐场所内的ＦＳｗｓ数

结

量，直到达到所要求的样本量（参照ｗＨＯ有关推荐

果

标准¨ｏ）。在各类娱乐场所分别进行对Ｆｓｗｓ“一对

１．一般情况：项目确定７６家提供性服务的娱乐

一”的深入访谈，了解每个ＦＳｗｓ的知识、态度、行为

场所作为干预场所，主要是浴室和桑拿中心。基线

等方面的情况，并对配合的ＦＳｗｓ进行阴道分泌物

调查结果显示，提供性服务的人员来自于２０多个

标本采集。

省、自治区、直辖市，外省约占２／３，文化程度以初中

（３）实验室检测：考虑到ＦＳＷｓ中性病感染率、

为主（７ｌ％），未婚占多数，年龄大多２０～３０岁；性行

监测敏感性、现场可操作性等方面因素，本研究确定

为特征：最近一周平均性伴数为６．５４个，中位数为

沙眼衣原体感染为项目效果评价指标之一。现场采

５．０２；除了商业性伴外还有固定男友或情人的占

集的标本在保温的条件下，１ ｈ内送当地性病实验室

５２．６１％。研究过程中共进行过三次横断面调查：基

用“立明”试剂盒（英国ｕｎｉｐａｔｈ公司产品，批号：

线调查、中期评估和终期评估。

２８１９）进行衣原体检测，随机选择部分标本委托全国

２．ＳＴＤ／ＡＩＤＳ知识和态度：终期评估调查结果

性病中心开展衣原体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平行检测

表明：共有５２．９６％的ＦＳｗｓ见过项目工作人员散发

（美国罗氏公司生产的淋球菌／沙眼衣原体双检ＰＣＲ

的宣传材料，其中见过一种和两种者分别占２４．０８和

试剂盒），比较两种检测结果的一致性。

２０．０６％，见过三种及以上者占８．８２％。２８．６８％的

（４）重复横断面调查：在干预工作开展前、进行
中和结束时进行三次横断面调查，获取娱乐场所
ＦＳｗｓ行为学有关资料及调查对象性病感染情况，

Ｆｓｗｓ接受过本项目的１次体检，９．９３％接受过２
次体检。ＦＳｗｓ ＳＴＤ／ＡＩＤＳ知识问卷结果见表１。
表１

娱乐场所Ｆｓｗｓ ＳＤＴ／ＡＩＤＳ知识问卷调查结果（％）

研究干预工作效果。
相关知识

（５）安全套发放总量调查：组织项目工作人员定

蓊繁器罂瑟翟粥

期对城区所有销售或发放安全套单位进行现场调
查，询问及查看进货单，填写调查表，以统计零售部
门销售、计划生育部门免费发放、安全套自动售货机
销售及社会捐赠的市场安全套发放总量。
３．偏倚与质量控制：由于调查对象为特殊人群、
调查内容涉及敏感问题，为确保问卷调查结果的真

３．安全套使用情况：中期评估及终期评估时娱

实性，访谈由经过专门培训、掌握一定咨询技巧的专

乐场所ＦＳＷｓ最近一次提供商业性服务、非商业性

业人员进行，进入场所前先与娱乐场所业主或领班

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与基线调查差异均有统

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取得他们的支持和配合。访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Ｙ２值分别为２７．０３和３２．８３

谈安排在一个比较安静的房间（或小姐的休息室），

（表２）。

确保不受干扰，访谈者首先向ＦＳｗｓ讲明身份和来

４．衣原体感染情况：根据实验室和临床检查结

意，本着尊重、平等、匿名和保密的原则，取得信任和

果，中期、终期评估时ＳＴＤ总感染率（有双重感染）

配合，以获取真实可靠的信息。每个调查表采用惟

分别为２４．７％、１４．１％；衣原体感染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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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１３．７％。ＰＣＲ复核检测：基线调查（５０份标

市获得安全套容易，６８．８％的调查对象赞成在靖江

本）衣原体感染率３２．０％，终期评估（９８份标本）衣

市城区安装安全套自动售货机，５５．１％的调查对象

原体感染率１５．３％（Ｘ２＝５．５７２，Ｐ＝０．０１８）。ＦＳｗｓ

认为有必要在一般人群中推广使用安全套，６８．５％
的调查对象认为有必要在娱乐场所推广使用安全

中衣原体感染率明显下降（表３）。
表２

套，１４．１％的人表示能够接受这一点，５．７％的调查

娱乐场所ＦＳｗｓ使用安全套的比例（％）

对象认为该项目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差凳，，

项目
过去３个月

３１．１（９４／３０２）

过去１周

３８

志塑曩笛

篾塑蚕篙

１（１１５／３０２）７５．１（１７２／２２９）８７ ７（２２２／２５３）

最近１次
与商业性伴

７４．９（１２５／１６７）８９．１（１６３／１８３）９２．２（２２５／２４４）

与非商业性伴２７．２（３１／１１４）
平均

讨

５７．７（１３ｌ／２２９）７４ １（１４６／１９７）

５５．３（２６／４７）

６９．７（４６／６６）

５５．５（１５６／２８１）８２．２（１８９／２３０）８７．４（２７１／３１０）

论

在ＨＩＶ的传播链中，娱乐场所ＦＳＷｓ是“桥梁
人群”。针对桥梁人群的干预工作被认为是艾滋病
预防控制工作的关键，做好此类人群的工作可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２Ｉ。第一个在娱乐场所推广“安
全套项目”于１９８９年在泰国的Ｒａｔｃｈａｂｕｒｉ省进行试
点，２年后在泰国全面推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１９８９—１９９５年避免了２００万人感染ＨＩＶ，１９９０—

淋球菌感染（培养）

７

衣原体感染（立明试剂盒）

７

尖锐湿疣（Ｉ临床）

２

梅毒（临床）

０

“叭“Ｏ

Ｏ

“叭Ｏ

套工作‘６ｊ。在ｗＨＯ的资助下，我国于２００１年在江

ＨＩＶ感染（ＥＬＩＳＡ）

Ｏ

Ｏ

Ｏ

Ｏ

苏省靖江市、武汉市黄坡区第一批启动在娱乐场所

１９９７年每年预防了２６０ ０００例性病病例）。目前，已
３

伸钙们

ｓ｛＂

０

有１０余个国家正在开展在娱乐场所推广使用安全

中“１００％安全套推广使用项目”试点工作，２００２年
一：终期评估时淋球萄培养未开展

５．其他：

又在湖南和海南省启动第二批试点。
靖江市试点项目是在利用现行的政策和现有的

（１）安全套发放量：从２００１年第二季度起，每季

卫生资源基础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

度调查一次靖江市社会发放安全套总数量。结果显

法》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按国务院印发的

示，项目区内安全套发放总量逐季度上升，从第一次

《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和《中国遏制

调查时的５万只直线上升至第九次（２００３年第二季

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要求开展的，完全符合国家

度）调查时的１２．３万只。

政策。项目在运行过程中，各级政府部门给予了高

（２）终期评估对干预场所６９名业主的调查：①

度重视，建立了多部门密切协作的机制。通过不断

７３．５％的业主认为在靖江市开展“１００％安全套推广

的政策倡导和宣传，项目的开展得到了当地群众的

使用项目”十分必要；２５．０％认为必要。②８２．４％的

认同，公众对安全套推广活动接受程度已达到较高

业主对项目工作人员到场所去开展工作表示欢迎、

水平。

全力支持；１７．６％愿意配合。③在督促小姐使用安

ｗＨＯ推荐在监督和评估“１００％ＣＵＰ项目”时

全套方面，表示愿意的占７８．１％。业主认为，对于

采用安全套发放数量、Ｆｓｗｓ提供最近一次性服务

“１００％安全套推广使用项目”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

时报告使用安全套比例、Ｆｓｗｓ的衣原体感染率等

支持的占２２．４％，部门配合的占１１．９％，各娱乐场所

基本指标来测量项目的进展程度¨ｏ。根据此推荐指

配合的占１４．９％，全社会认同的占７９．１％。

标，靖江市试点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和结束时进行了

（３）终期评估时公众对项目的态度：共调查了

效果监测和评价。结果显示，在项目试点地区安全

１５８名群众，包括公安人员（８．９％）、卫生防疫人员

套发放数量明显上升，ＦＳｗｓ报告使用安全套比例

（２０．３％）、医务人员（１４．６％）、中学教师（１６．５％）、

（商业和非商业）均稳步上升，衣原体感染率下降。

高中学生（２２．８％）、记者（９．５％）、普通群众

利用现有政策、多部门配合、借助安全套营销机构力

（７．６％）。结果表明，７３．２％的调查对象认为正确使

量，有十分明显的效果。

用安全套可以预防ｓＴＤ／ＡＩＤＳ，２０．４％的调查对象

靖江市试点项目实践证明，该项目对ＦＳｗｓ有

对该问题不甚清楚；８０．１％的调查对象认为在靖江

益（减少了感染各种性传播疾病的机会），对娱乐场

·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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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业主有益，对公众有益（通过项目的实施，ＳＴＤ／

高危人群中的安全套推广工作，我国艾滋病经性途

ＡＩＤＳ预防知识的广泛深入的宣传，增强了市民的

径传播快速增长的势头一定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自我防范意识和能力）。项目实践也证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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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对此工作有了更多理解。如果各地能务实地看待

（本文编辑：尹廉）

安全套推广工作，建立起有效的工作机制，全面开展

同性爱与艾滋病
张北川

储全胜

某一个体的性欲完全或主要指向同性时，这一性现象和

上已被ＭＳＭ概念取代。

个体分别称同性爱（又称同性恋，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和同性爱者

１．同性爱：在有同性性关系的ＭＳＭ中，最活跃和执着的

（ｈｏｍｏｓｅｘＨａｌ）。同性爱是性取向（性爱倾向）中的一种，与之

是ｇａｙ（含双性爱男子）；人数很少的是变性术前的男变性欲

相近或形成对应的性取向包括双性爱（ｂｉ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异性爱。

者；而占大多数的是异性爱男子，但他们的同性性行为显著

能导致艾滋病病毒／艾滋病（ＨＩＶ／ＡＩＤＳ），有时亦指ＨＩＶ感染

为少。因此，ＭＳＭ概念主要涵盖的是ｇａｙ。国际问自２０世

者／艾滋病患者流行的同性性行为，限于男男性行为（ＨＩＶ经

纪初至晚近的大量调查确认，全社会成年男性人口中绝大多

女女间性行为传播的概率极低，因此常被忽略）。２０世纪８０

数情况下有２％～５％是ｇａｙ。这一百分率明显恒定，不因社

年代国际医学界一般认为男男性行为或男男性关系／性接触

会制度、民族文化、经济发展水平而变化。美国２０世纪４０

引起的ＨＩＶ流行基本限于男同性爱（ｍａｌｅ 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ｓ，ｇａｙ）

年代与９０年代的调查、法国７０年代和９０年代的调查、当代

人群，后来确认流行还发生在双性爱男子（我国学术界通常

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原住民的调查等，所得百分率均如此。１’４１。

把该人群直接笼统地划入ｇａｙ人群）、有变性欲望但尚未行

然而，不同文化背景下既与同性又与异性有性行为史的男子

变性手术的男子（ｍａｌｅ ｔｒａｎＳｓｅＸｕａｌ），以及相当部分异性爱男

所占百分率相差较大。晚近的多中心调查发现，这类男子在

子。这一现实导致了新概念男男性接触者（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男性成年人口中所占百分率在墨西哥为Ｏ．５％～３％、挪威为

ｍｅｎ，ＭＳＭ，又称男同性性行为者）的产生。９０年代

３％、巴西为５％、美国为１０％～１４％、博茨瓦纳和秘鲁均为

ｓｅｘ

ｗｉｔｈ

中期以来论及ＨＩＶ的同性性传播时，ｇａｙ这一概念很大程度

１５％、泰国为６％～１６％”１。
２．国际间ＭＳＭ中的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世界上５％～１０％

作者单位：２６６０１２青岛大学医学院（张北川）；青岛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储全胜）

的ＨＩＶ感染者因男男性行为传播。这个数字明显高于ｇａｙ
在全球人口所占百分率。被确认感染ＨＩＶ的ｇａｙ，主要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