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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群２００２年对感染性疾病的知识、
态度和行为现状调查
马杰民

陈爱平

刘娜

杨功焕

目的描述２００２年中国人群对感染性疾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流行水平以及在不同

【摘要】

教育水平、职业和地区人群中的分布。方法使用３２个问题，利用２００２年普查人口进行加权计算不
同类别人群对肝炎、性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的知识知晓率、性病的自报患病率、患性病后
绝大多数调查对象都认为肝炎、性病／艾滋病是

的就医情况以及艾滋病预防知识的来源分布。结果

中国的严重卫生问题，但对传播途径并未真正了解，加上恐惧，导致分别有２７．６％和３０．１％的人认为
握手能够感染性病／艾滋病；９．９％的人报告过去１年中使用安全套；有０．２２％的人报告过去５年中患
过性病，男、女性分别为０．３４％和０．０９％，城市和农村人群分别为０．４２％和０．１６％；７５％的性病患者报
告去过专科医院求治，３８．２％的人去过私人诊所，还有２６．７％曾自购药品治疗；４７．０％的人得到过预
防艾滋病的健康教育材料，或从医务人员、各类媒体中得到预防艾滋病的信息，１２．１％的人报告过去
１年医务人员告诉他们使用安全套预防性病／艾滋病。结论

中国人群对肝炎、性病／艾滋病的认识普

遍匮乏，尤其是农村以及西部地区人群。随着普通人群患艾滋病的危险性增加，在今后数十年内，艾
滋病会给中国带来极大的疾病负担。
【关键词】病毒性肝炎；性病；艾滋病；中国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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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肝炎流行比较严重的地区之一，

（２）对艾滋病流行形势的了解率：通过测试是否

人群中大约有超过１０％的乙型肝炎（乙肝）表面抗

知道云南省吸毒者以及河南省卖血者的ＨＩＶ感染，

原携带者…。近年来，性病的发病率以及艾滋病病

测试对我国艾滋病流行形势的了解程度。

毒（ＨＩＶ）感染率也逐年迅速上升，２００３年全国ＨＩＶ

（３）艾滋病传播途径知晓率：使用问题“你认为

感染人数超过１００万，按照目前情况发展，到２０１０

下列哪些途径可以传播艾滋病？”，选项有与艾滋病

年我国ＨＩｖ感染人数将达到１０００万心』。随着吸毒

患者或ＨＩＶ感染者握手、共用牙刷或剃须刀、输了

人员和同性恋人群在ＨＩＶ感染人数中所占的比例

被ＨＩｖ感染的血、献血时接触了被ＨＩＶ污染的血、

逐渐减少，而通过异性性行为和献血导致的ＨＩＶ感

与艾滋病患者或ＨＩＶ感染者发生性关系、共用注射

染比例的不断增加，预示着普通人群感染ＨＩＶ的风

器、患艾滋病或ＨＩＶ感染的妇女怀孕后生的小孩可

险正逐步加大。然而，通过提高人们对这些疾病的

能患艾滋病。分别计算这７种认识比例。

认识以及改善其不良健康行为，这几种感染性疾病

（４）性病传播途径知晓率：使用问题“你认为下

完全是可以预防的。本项研究通过了解我国普通人

列哪些途径可以传播性病？”，选项有与性病患者发

群有关肝炎、性病／艾滋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对判

生性关系，使用了性病患者用过的澡盆、便桶或污染

断这些疾病的发展趋势、分布情况以及提出有针对

的衣裤，性病母亲生小孩会传给他的孩子，与性病患

性地干预策略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者握手。分别计算这４种认识比例。

资料与方法

（５）自报性病患病率：自我报告过去５年内曾经
患过性病的比例。

有关样本框、抽样策略、抽样人群的特点以及分

结

析方法见文献［３］。
１．问卷调查表的设计：对人群中与感染性疾病

果

１．有关肝炎的知识、态度和行为：

相关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问卷设计，参考世界银行

（１）对肝炎的了解和流行严重性的判断：对肝炎

卫生Ⅶ项目健康促进子项目中行为危险因素监测问

的了解主要集中在甲肝和乙肝，听说过这两类肝炎

卷中的性病／艾滋病部分。该部分一共使用了３２个

的人群分别达到７７．９％和８３．５％，人群中对丙、丁、

问题。肝炎部分使用了１３个问题，包括对肝炎的认

戊型肝炎知道的人分别占２６．３％、１４．６％和１２．５％，

识以及有关甲、乙型肝炎传播途径与预防措施的知

其中男性略高于女性（甲、乙肝Ｐ＜０．００１，丙肝

识；艾滋病部分使用了６个问题，分别测试对艾滋病

Ｐ＝０．０２，丁肝Ｐ＝０．１２）。年龄越大，对肝炎的了

的认识、有关艾滋病传播途径与预防措施的知识以

解越少（经趋势性Ｙ２检验，Ｐ值均＜０．００１）；教育水

及知识的来源途径；性病部分使用了１３个问题，了

平越高，了解肝炎人群的比例越高（经趋势性Ｙ２检

解自报性病的患病情况、患病后的就医情况、有关性

验，Ｐ值均＜０．００１）。不同职业人群对肝炎的了解

病传播途径的知识以及安全套使用和献血情况。

不相同，农民对上述型别肝炎的了解比例最低；城市

２．分析指标及定义：

人群对不同类别肝炎的了解均高于农村人群（Ｐ值

（１）对不同类型肝炎的认知率：使用问题“你知

均＜０．００１），即使是流行最普遍的甲、乙以及丙型肝

道下列种类的肝炎吗？”，选项有甲、乙、丙、丁、戊共

炎的认知率相差也很大。在我国西北、西南和中部

５种肝炎，分别计算对这５种肝炎的认识比例。①

省份，人们对肝炎的认识很低，西藏、云南、贵州、福

甲型肝炎（甲肝）传播途径知晓率使用问题“你了解

建、青海、江西、广西和河南省（自治区）均有２０％以

甲型肝炎的传播方式吗？”，选项有使用甲肝患者或

上的人群不了解乙肝，其中西藏有６７％、云南有

甲肝病毒感染者用过的牙刷或剃须刀、餐具，输了被

４９％的人不知道乙肝；西藏、云南、贵州、福建、青海、

甲肝病毒感染的血，与甲肝患者或甲肝病毒感染者

广西、海南、陕西和河南省（自治区）均有３０％以上

发生性关系、共用注射器，患甲肝或甲肝病毒感染的

的人群不了解甲肝，其中西藏有８０％、云南有５５％

妇女怀孕后生的小孩可能感染甲肝病毒。分别计算

的人不知道甲肝（图１）。

这６种认识比例。②乙肝传播途径知晓率：与甲肝

虽然人们对肝炎的了解受到年龄、教育水平、职

的类似，增加了使用被乙肝病毒污染的针头注射的

业和居住地的影响，但都一致认为肝炎在中国是一

选项。

个严重的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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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其余各省对云南省吸毒人群中ＨＩＶ感染事件的

江撕
浙汀
湖北
天津
上二海

了解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西藏，对这两起
事件的了解率分别仅为５．１％和９．６％。

占林
安徽

（２）对性病／艾滋病传播途径的了解：虽然９０％

…西
河北
湖南
四川
…东

以上的人都认为我国性病和ＨＩＶ感染的形势严峻，
且９０％以上的人认为与感染者发生性行为、血源被

甘肃

ＨＩＶ污染、共用注射器会感染ＨＩＶ，以及ＨＩＶ阳性

乌鲁木齐
内蒙古
江西
广东

或患性病的母亲生孩子时会把艾滋病或性病传播给
自己的孩子，但是对性病／艾滋病传播途径的测试，

黑舵江
广西

分别有２７．６％和３０．１％的人认为通过握手能够感染

贵１Ｊ＇ｆ＇『
河南
陕西
青海
海南
福建
五甯
西藏
伞国甲均

性病／艾滋病，表明有相当比例的人并不真正了解性
病的传播途径，不同性别、年龄人群对性病／艾滋病
传播途径的理解水平差别不大（Ｐ＝０．０２）；城市和
农村人群对性病／艾滋病传播途径的错误认识率相
４０

６０

８０

１００

差１倍（Ｐ值均＜０．００１）。不同教育水平的人对性

知晓串（％）

病／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理解差别明显（Ｐ值均＜
２００２年我国不Ｉ司地区人群对肝炎的知晓率

０．００１），４２．２％和５６．１％的文盲、半文盲者认为握手

（２）对甲、乙肝传播途径和控制措施的了解：有

可以传播性病／艾滋病。在职业人群中，农民的错误

９０．８％的人认为与甲肝患者共用餐具会感染甲肝，

认识显著高于其他职业人群（Ｐ值均＜０．００１）。我

但是同样有７７．１％的人认为与甲肝患者发生性关系

国中西部人群对性病／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知识贫乏，

会传播甲肝。人群中有９３．３％的人认为与乙肝患者

尤其是西藏、广西、四川和安徽省（自治区），认为握

共用注射器会感染，有８６．２％的人认为与乙肝患者

手能够传播艾滋病的人达到４０％以上，其中西藏达

共用餐具会感染乙肝。显然只有很少比例的人真正

到５７．８％（图２）。各省都有认识错误率达到５０％以

了解这些疾病的传播途径。在教育水平高的人中，

上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偏僻和贫困地区。

图１

真正了解这些疾病的传播途径比例较高。绝大多数

西藏
广西

人认为接种乙肝疫苗、对血液制品严格管理、与乙肝

四川
安徽

患者或感染者发生性关系时使用安全套、接种疫苗

湖北
吉林
汀苏
山东
十十肃
上海
河南

和免疫球蛋白阻断母婴传播都是控制乙肝感染的有
效措施。
２．有关性病／艾滋病的知识、态度和行为：
（１）对艾滋病流行形势的了解：３５．６％的人知道
云南省吸毒人群中ＨＩＶ感染的事件，３２．３％的人了
解河南省卖血者中ＨＩＶ感染的事件。其中城市人
群分别有６２．４％和５７．６％的人知道这两起事件，农
村中分别有２７．３％和２４．６％了解这两起事件。无一
例外，９０．９％的人都认同ＨＩＶ感染在我国是一个严
重问题。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对上述两事件的了解
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Ｙ２检验，Ｐ值均＜
０．００１）。主要职业人群中，农民对这两起事件的了

福建
青海
河北
黑龙江
湖南
贵州
陕西
江西
云南
『１ Ｊ西
广东
海南
浙江
天津
乌鲁水齐
内蒙古
仝陶、Ｆ均
０

ｌＯ

甘肃省（自治区）对河南省卖血者中ＨＩＶ感染事件
的了解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除云南和福建省外，以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比例（％）

解率低于其他职业人群数倍。西藏、广西、广东、贵
州、四川、云南、安徽、吉林、山东、河北、福建、江西和

２０

图２

２００２年我国不同地区人群认为

握手能传播性病／艾滋病的比例

（３）安全套的使用：调查人群有９．９％过去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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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使用安全套，男性和女性的回答略有差异，分别为

异，对于一般信息而言，年龄越轻，获得信息的人群比

１０．７％和９．１％。安全套使用率最高的人群是２０～

例越大；针对安全套的信息，以２０～３９岁年龄组人群

３９岁年龄组，达到１４．３％；婚姻离异人群使用安全

最高。无论一般的艾滋病预防信息，还是针对安全套

套的比例最高；教育水平越高，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越

的信息，教育水平越高者，获得信息的比例越大。不

大（经趋势性Ｙ２检验，Ｐ＜０．００１）；文盲、半文盲人

同职业人群中，农民获得信息的比例最低，只有

群使用安全套的比例是２．２％，而大学及以上人群中

３６．８％，或从医务人员、各类媒体中得到预防艾滋病

安全套使用的比例是３０．６％。不同职业人群中使用

的信息，７．４％的人报告过去１年医务人员告诉他们

安全套的差异较为明显，农民中使用安全套的比例

使用安全套预防性病／艾滋病。在不同地区人群中获

只有５．４％，显著低于其他人群；城市和农村人群分

得上述信息的差异很大。城市地区６５．５％的人报告

别有２１．０％和６．５％的人在过去１年中使用安全套，

得到过预防艾滋病的健康教育材料，或从医务人员、

城市明显高于农村（Ｐ＜０．００１）。

各类媒体中得到预防艾滋病的信息，２１．４％的人报告

（４）性病及其求医行为：在调查人群中，有

过去１年中医务人员告诉他们使用安全套预防性病／

０．２２％的人报告过去５年中患过性病，男性是女性

艾滋病；而农村地区分别为４１．３％和９．３％。报告得

的３．７倍，分别为０．３４％和０．０９％。城市和农村人群

到该类信息的比例有１１个省（市）超过５０％，上海、天

中报告过去５年中患过性病的比例分别为０．４２％和

津和黑龙江省（市）都高于６０％，其中黑龙江省达到

０．１６％，城市人群自我报告５年患过性病的比例是

７３％。由医务人员有针对性地告之使用安全套预防

农村人群的２．６倍。这些性病患者报告的求医行为

ＨＩＶ传播和普遍的预防艾滋病信息，各地区分布不相

显示，性病患者去过各类医院，包括医疗保险所在地

同。上海、乌鲁木齐、湖南、湖北和山西地区人群由医

医院、普通医院、性病专科医院、私人医院，以及自购

务人员告之使用安全套预防ＨＩＶ传播的比例高于

药品治疗，表明性病治疗是一个迁延性过程，性病患

２０％，但有１０个省，这种信息的传播低于１０％，尤其

者尝试过很多方法，向各类医院求治过。７５％的患

是黑龙江省，通过健康教育材料、大众媒体进行的一

者报告去过专科医院求治，３８．２％的人报告去过私

般ＨＩＶ预防信息的传播达到７３％，但是接受使用安

人诊所，包括没有行医执照的私人诊所，还有２６．７％

全套预防ＨＩＶ的信息只有４％；贵州、甘肃和青海地

曾自购药品治疗性病（图３）。城市里所有的性病患

区也只有６％（图４）。

者都去过自己医疗保险医院，男性去性病专科医院
的比例很高，除城市男性外，农村女性去私人诊所求

乌鲁木齐
上海
湖南

治的比例也比较高。

湖北
山西
西藏

８（）

海南

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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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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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２年我国部分性病患者过去５年的求医行为比例

（５）有关预防艾滋病信息的获得：４７．０％的人报
告得到过预防艾滋病的健康教育材料，或从医务人
员、各类媒体中得到预防艾滋病的信息，１２．１％的人

｝【】』南
青海
州肃
贵州
黑龙江
０

图４

显差异。不同年龄组人群对有关信息的获得，略有差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比例（％）

报告过去１年中医务人员曾告诉他们使用安全套预
防性病／艾滋病。男性和女性得知信息的比例没有明

１０

２００２年我国不同地区人群有关预防
艾滋病信息的获得情况

８０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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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绝大多数调查对象都认为肝炎、性病／艾滋病是
我国严重的卫生问题，但对肝炎、性病／艾滋病的传

在医院和私人诊所治疗的比例很高，选择其他方式
求治的比例较低或无；城市和农村人群性病患者的
求治模式类似，但是城市人群中性病患者的求治频
率高于农村的性病患者。

播途径并未真正了解。有７７．１％的人认为与甲肝患

４７．０％的人报告曾获得预防艾滋病的健康教育

者发生性关系会感染甲肝；有８６．２％的人认为与乙

材料，或从医务人员、各类媒体中得到预防艾滋病的

肝患者共用餐具会感染乙肝；分别有２７．６％和

信息；１２．１％的人报告过去１年内医务人员告诉他

３０．１％的人认为握手能够感染性病／艾滋病。尤其

们使用安全套预防性病／艾滋病。除了进行艾滋病

是受教育水平低、农民、生活在西部地区的人，错误

预防项目的乌鲁木齐市以外的西部地区人群，接受

认识的比例更高。西藏、广西、四川和安徽等省，认

这样健康教育的比例低于其他地区。

为握手能够传播艾滋病的人达到４０％以上，其中西

随着ＨＩＶ传播由特定的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

藏达到５７．８％。这种错误认识普遍流行的结果就是

的转移，农村人群卖血导致的ＨＩＶ感染人数的增

导致社会对肝炎、性病／艾滋病患者的歧视，而这种

加，以及考虑到农村以及我国西部贫困地区人群在

歧视的最终结果就是很难发现感染者，以至于不能

性病／艾滋病知识上的匮乏，农村的艾滋病问题显得

有效切断传播途径，妨碍预防工作的开展。因此，在

日益严重。因此，目前尤为重要的是，采用何种方式

今后的工作中如何消除这些人群对上述疾病的恐

以适合农村和西部地区低教育程度人群掌握有关肝

惧，使其真正了解这些疾病是非常重要的。

炎、性病／艾滋病传播途径和预防措施的正确信息，

有０．２２％的调查对象报告过去５年中患过性

并使其所接受。另外，在进行健康教育的同时，还要

病。大量的研究表明，性病可以加快ＨＩＶ的复制速

增加安全套的供应并能方便地获得，规范性病门诊

度并增加艾滋病的易感性，促进ＨＩＶ的传播Ｈ。。性

的治疗方案，创造宽松匿名的治疗环境以改善就医

病的预防不仅仅在于预防性病本身，而且同样是预

行为，为控制性病／艾滋病创造支持性环境。

防艾滋病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性病／艾滋病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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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这种差异可能有偏差，但是其求医行为的信息值

治，似乎并不担心暴露隐私；到私人诊所求医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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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３杨功焕，马杰民，刘娜，等．中国人群２００２年吸烟和被动吸烟的现

自购药品治疗。由于本次调查中性病患者的例数

得注意。性病患者中多数是去医疗保险所在医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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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１６：５３８—５５６．

报告去过专科医院求治，３８．２％的人报告去过私人
诊所，包括没有行医执照的私人诊所，还有２６．７％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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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最高的为２０～３９岁年龄组（１４．３％），但仍显著
低于美国相同年龄组的使用率。５ ｏ。７５％的性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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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ｐｐｌⅡ）：ｉｉ７４一ｉｉ７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一０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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