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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河北省廊坊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厂陛传播
疾病危险行为与感染率现况调查
郭巍

孟洪德

宋爱军

【摘要】

目的

庞琳

柔克明

吴尊友

了解廊坊市区男男性行为（ＭｓＭ）人群人口学和行为学特征及ＨＩＶ与梅毒感染

率。方法２００７年１０—１１月间在廊坊市、ＭＳＭ场所和网络共招募ＭｓＭ １１８人，采用面对面访谈的
方式完成问卷１０６份，调查收集了同性关系、异性关系、性接触方式以及ＨＩＶ和梅毒的感染信息。
结果不同方式招募的ＭＳＭ在年龄、婚姻状况和职业特征上存在差别（Ｐ＜０．０５）。约９０．０％的人认
同自己的同性性取向，８２．１％的人保持着与男性的性接触，５０．４％的人和女性保持着性关系。该人群
性接触方式的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肛交（８７．７％）、口交（５８．５％）、吻肛（３２．１％）、拳交（１５．１％）和群
交（８．５％）。１７．Ｏ％的人表示曾经发生过性交出血的情况。在ＨＩＶ防范意识方面，仅有３１．１％的人
意识到自己有感染ＨＩＶ的风险，２３．６％的人曾经做过ＨＩＶ检测。参加检测的８４名ＭｓＭ中ＨＩＶ感
ＭｓＭ人群艾滋病广陛传播疾病防治意识较为薄弱，

染率为４．８％，梅毒抗体携带率为２２．６％。结论

ＨＩｖ和梅毒的感染率较高，亟需通过多种方式在该人群中开展针对性干预工作。
【关键词】男男性行为；艾滋病；性传播疾病；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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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性行为（ＭＳＭ）人群是受艾滋病危害最为

（２００７年）”指出，２００７年新发现的ＨＩＶ感染者中，

严重的人群之一，“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

ＭＳＭ占１２．２％…。廊坊市位于河北省中部，是京
津塘走廊的重要通道；２００６年以来廊坊市陆续发现

基金项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福格底国际中心（ＦＩｃ）
资助项目；中国艾滋病多学科培训资助项目（１ｕ２ＲＴｗ００６９１８）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
防控制中心
通讯作者：吴尊友，Ｅｍａｉｌ：ｗｕｚｙ＠２６３．ｎｅｔ

了ＨＩＶ阳性的ＭＳＭ。本研究通过多种途径在廊坊
市区招募ＭＳＭ人群，结合艾滋病和性病的感染状
况对该人群行为特征进行了全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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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接触。另外，前往异地发生性交以及与陌生人性

对象与方法
１．对象：２００７年１０—１１月间通过网络聊天室

和同志场所招募１１８名ＭｓＭ。其中网络招募３７
人，Ａ酒吧招募４９人，Ｂ酒吧４２人。对象纳入标准
为１８岁以上，在本地居住超过６个月的ＭＳＭ。

交的比例分别为１７．９％和３４．９％。
表ｌ

廊坊市区不同招募方式ＭＳＭ人群人口学特征

人口学特征＿＿ｉ而沥＿■ｊ丽■＿１丽ｆ值Ｐ值
酒吧Ａ

网络

数（％）

数（％）

滔吧Ｂ

数

（％）

２．调查内容与方法：由２名具有咨询经验并经

过统一培训的自愿自行检测（ＶＣＴ）访谈人员对符
合纳入标准的ＭＳＭ进行书面知情同意和问卷调
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指标、同性关系、异性
关系、性接触方式、安全套使用情况以及求医行为。

访谈１１８人，关键问题拒答或中途放弃者１２人，实
际有效问卷１０６份。
３．实验室检测：采集血液样本８４份，分别进行
ＨＩＶ抗体初筛实验、ＨＩＶ抗体确认实验、梅毒初筛
和确认试验。主要检测方法与试剂：ＨＩＶ抗体初筛

３．异性关系：ＭＳＭ中５４人（５０．９％）表示自己

采用英科新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批号：

曾经和女性发生过性接触，其中６４．８％（３５人）最近６

２００７０７１２０１）ＨＩＶ抗体诊断试剂盒（胶体金法）；ＨＩＶ

个月与女性发生过性接触。在发生与异性性接触的

确认实验由河北省艾滋病确认中心实验室确认，实

对象中，２５人（４６．３％）表示是与妻子或女朋友，２９人

验方法为ＷＢ法，试剂为Ｇｅｎｌａｂｓ

（５３．７％）则是与其他女性，其中仅有９人（１６．７％）每

ＨＩＶ ＢＬｏＴ２．２＠，

产品批号：ＡＥ７０１２；梅毒初筛试剂为上海科华生物

次都使用安全套，１５人（２７．８％）从来不用。

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梅毒快速血浆反应素诊断试剂

４．性接触方式和安全套使用情况：ＭＳＭ中９３

（批号：２００７０６２０）；梅毒确认试剂为英国ＯＭＥＧＡ

人发生过肛交，３６人（３８．７％）为多性伴肛交。肛交

公司的ＩＭＭＵＴＲＥＰ—ＴＰＨＡ试剂（批号：７０１０８２０）。

中每次都使用安全套为４０人（４３．０％），从来不用为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Ｉｎｆｏ（ＴＭ）３．４．１软件

１５人（１６．１％），６６人（７０．９％）表示习惯使用润滑

建立数据库和数据双录入。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

剂。发生过口交行为的６２人中，３０人（４８．４％）表

计分析，计算人群ＨＩＶ和梅毒感染率，并运用ｘ２检

示和多人发生过口交行为，１５人（２４．２％）曾经使用

验和Ｆｉｓｈｅｒ’ｓ检验进行不同组别感染率的差异比较

过安全套，其余的人均未用过安全套（表２）。

以及危险因素初步分析。
结

表２

廊坊市区ＭＳＭ人群性接触方式

果

１．人口学特征：调查人群年龄１８～５４岁，９０％
年龄集中在１９～４１岁。已婚１９人（１７．９％），有３
人离异。高中及以上学历者７９人（５８．５％），在校学
生２３人，占总人数的２１．７％。表１显示，不同招募
方式和地点招募的ＭＳＭ人群在年龄、婚姻状况和
工作状况上存在的差别。

注：８自己出血；。对方出血

根据人口学指标对ＭＳＭ人群的行为特征进行

２．同性关系：大部分ＭＳ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

分组比较，结果显示不同人口学特征的人群在肛交多

或双性恋，有１１人认为自己是异性恋或者不确定自

性伴、女性性伴数量、性交出血、与陌生人性交等方面

己的性取向。在与男性发生性行为时，充当被插入

无差别。学生组发生吻肛的比例要低于非学生组

方的人数达到７１人，占调查总人数的６７．０％。在性

（Ｙ２＝７．３７，Ｐ＝０．００７），已婚者发生拳交的情况要多

伴数量方面，８７人（８２．１％）承认自己保持同性性接

于未婚者（Ｙ２＝４．０９８，Ｆｉｓｈｅｒ’ｓ确切概率＝０．０３８）。

触；４０人（３７．７％）最近６个月与多人发生过性接

５．求医行为：在ＨＩＶ感染风险认知方面，ＭＳＭ

触；还有１７．９％的人最近６个月没有和男性发生过

人群的风险意识比较薄弱，３９人（３６．８％）认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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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感染ＨＩｖ的风险，３４人（３２．１％）表示从没想

本研究对ＭＳＭ的同性关系、异性关系分别做

过这个问题，２８人（２６．４％）认为自己有可能感染

了调查。１９人（１７．９％）表示最近６个月未发生同

ＨＩＶ，只有５人（４．７１％）认为自己感染ＨＩＶ的风险

性性接触，其中入学不足一年的在校大学生９人，另

很大。在求医行为方面，２５人（２３．６％）曾做过ＨＩＶ

有５个人表示最近正在接受性病治疗。短期无法接

检测，２６人（２４．５％）报告既往有性病检测史。

触到合适男性性伴或者出现性病症状都会影响

６．生物学检测结果：

ＭＳＭ人群男性性伴的数量。本次研究人群的异性

（１）ＨＩＶ抗体检测：在完成问卷的调查对象中，

接触比例也较高，已婚人数为１９人（１７．９％），最近

收集血液样本８４份，占７９．２％，ＨＩＶ初筛阳性４

６个月有女性性伴的比例也达到了３３．０％。在

例，确认实验阳性４例（４．８％）。ＨＩＶ感染状态与

ＨＩＶ／ＳＴＤ的传播过程中，ＭＳＭ人群的桥梁作用不

肛交多性伴、性交出血以及异地性行为等因素的关

容忽视。

联无统计学意义。

本研究对ＭＳＭ人群性接触的方式进行了较为

（２）梅毒抗体检测：梅毒抗体阳性１９例

全面的调查，除了肛交和口交之外，吻肛、拳交、股

（２２．６％），抗体滴度在１：８以上者为１４例。根据危

交、群交也是该人群性接触的重要方式。吻肛、拳交

险性行为暴露情况分组，研究不同行为特征对梅毒

和股交虽然不是ＨＩＶ传播的主要途径，但是在尖锐

感染率的关联，结果显示梅毒的感染状况与多性伴

湿疣、淋球菌等性接触疾病的传播中起着非常重要

肛交、性交出血、异地性交等因素的关联差异均无统

的作用。

计学意义。

本研究中，ＭＳＭ群体梅毒抗体的携带率达到

为了比较不同亚人群ＨＩＶ和梅毒感染状况的

了２２．６％，这个结果远高于在广州报告的１３．４７％和

差别，按照招募方式、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

北京的１１．２％。７１引。这可能与本次研究中大部分调

工作状况等人口学特征分组比较，结果显示ＨＩＶ和

查对象既往从未进行过任何ＳＴＤ检测有关。本研

梅毒感染率与以上因素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究中未发现ＨＩＶ和梅毒的感染状态与ＭＳＭ人群

讨

论

人口学特征和危险行为暴露之间的联系。ＨＩＶ和
梅毒的感染状态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仅仅从个

ＭＳＭ人群的活动较为隐匿，招募工作是在该

体角度来研究性伴数量、异地性交、性交出血等因素

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关键问题。在一些社

与该人群感染率的关联，很难在小样本调查中得到

会认可度较为宽松的沿海和省会城市，ＭＳＭ人群

阳性结果。这一现象提示在以后的研究中要以性伴

艾滋病防治工作开展较早，当地社会工作者通过同

侣为研究单位，通过ＭＳＭ人群性伴网络的绘制来

志刊物、滚雪球抽样和同伴介绍以及性病门诊和外

研究危险行为与感染率的关系。

展服务等方式开展ＨＩＶ的防治和宣传工作幢。５１。近
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同志网站、ＱＱ群和聊天室
也成为发布ＨＩＶ防治信息的重要方式。本研究在

内陆小城市采用多种联系方式，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招募男男性行为者１１８人，实际完成有效问卷１０６
份，网络和不同场所招募的比例分别为３３．０％、
３４．９％和３２．１％，证实了在没有工作基础的小城市
开展ＭＳＭ人群防治工作的可能性。本次研究中不
同方式招募的ＭＳＭ在年龄（Ｐ＝０．０２５）、婚姻状况
（Ｐ＝０．００６）和工作状况（Ｐ＝０．００１）上存在着差
别，这与在北京地区开展的另一项研究结果类似Ｍ ｏ，

参

防治工作的覆盖面，提高人群的ＨＩＶ检测水平。本

研究扩大了ＭＳＭ人群的来源，但是仍较难达到随
机抽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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