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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重庆市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干预效果
初步研究
冯连贵

丁贤彬

【摘要】

吕繁潘传波

易辉容刘虹宏周超卢戎戎

欧阳琳徐世明

目的评估重庆市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的艾滋病综合干预项目实施效果。方法２００６年

与２００７年对ＭＳＭ人群采用“滚雪球”法进行二次面对面的问卷调查，比较干预前后ＭＳＭ人群知识、行为

和ＨＩＶ及梅毒患病率的变化隋况，采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干预后，ＭＳＭ人群艾滋病
防治知识知晓率明显提高，由干预前的７４．３％上升到干预后的８２．４％（尸＝０．０１）；最近一次与男性发生
肛交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由５６．４％上升到６５．５％（Ｐ＝０．００）；最近６个月与男性发生肛交时每次都使
用安全套率也由２００６年干预前的３１．８％上升至４１．９％（尸＝０．００）。干预前后ＨＩＶ感染率分别为１０．４％
和１０．８％，梅毒患病率分别为９．３％和７．３％，干预前后ＨＩＶ和梅毒的患病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ＭＳＭ人群干预后艾滋病防治知识明显提高，安全套使用率也有所提高，干预工作产生明显效果。
【关键词】艾滋病；男男性行为者；干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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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最新疫情估计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中

２００６年７月至２００７年７月对重庆市ＭＳＭ人群开展

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患者占１１．０％川。ＭＳＭ人群社

了为期一年的艾滋病干预工作，并对该类人群接受

会阶层复杂，文化程度不一，对性病、艾滋病预防知

干预前后艾滋病相关知识、行为流行病学及血清学

识缺乏，预防态度消极，性伴数多，性关系异常活跃

进行调查，以评价干预工作的效果。

且复杂，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之一。重庆市的ＭＳＭ
人群相对集中，但目前对该类人群的艾滋病相关知

对象与方法

识以及高危行为干预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组于

１．调查地点与对象：选择重庆市渝中区、九龙坡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１．００５
基金项目：第五轮全球艾滋病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４０００４２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冯连贵、丁贤彬、周超、

区和沙坪坝区ＭＳＭ最为活跃的地区，有ＭＳＭ活动
场所１１个。２００６年在第五轮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的

卢戎戎、欧阳琳、徐世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
制中心（吕繁）；重庆市渝中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潘传波）；重庆市九
龙坡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易辉容）；重庆市沙坪坝区疾病预防控制

资助下，在３个市区针对ＭＳＭ人群开展干预工作。

中心（刘虹宏）

１８岁及以上ＭＳＭ，并要求在本地居住３个月以上。

由于ＭＳＭ相对隐蔽，本研究以“滚雪球”的方式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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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调查方法：研究小组成员采用统一调查表分别

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提供相关的关

于２００６年７—９月（干预前）和２００７年７—９月（干预

怀治疗服务。对于查出的梅毒血清学阳性者经临床

后）在口头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对目标人群进行匿名问

确诊后提供规范的治疗。

卷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资料，有关性病／＝艾

６．统计学分析：ＭＳＭ人群调查的数据经Ｅｐｉ

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两部分，并采集５“静脉血标

Ｄａｔａ

本检测ＨＩＶ抗体和梅毒。招募调查对象选择比较活

后采用ＳＰＳＳ １ 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３．０２软件进行双录入，经逻辑校对和数据清洗

跃的ＭＳＭ为种子，以“滚雪球”的方式进行招募；干预

结

前、后所选择的种子不同，对干预前调查检测已经确

果

认的ＨＩＶ阳性者在于预后调查中不再纳人，而ＨＩＶ阴

１．一般情况：干预前、后分别收集到有效问卷

性的ＭＳＭ可以再次参加调查，在同一次调查期间每

１０００份和７７２份，ＭＳＭ平均年龄（２８．８±９．１）岁和

个人只能参加调查一次，尽可能避免重复。

（２６．４±８．３）岁，均以２０。２９岁年龄组为主，分别占

３．干预方法：研究小组成员于２００６年７月至

５１．３％和５３．６％。干预前、后参与调查的ＭＳＭ文化

２００７年７月针对目标人群开展以预防ＡＩＤＳ的专业

程度较高，以大专及以上为主，分别为４６．２％和

人员为核心，志愿者为主体，ＭＳＭ社区为平台的综

５１．２％；婚姻状况以未婚为主，分别占７４．２％和

合干预工作。具体干预措施包括宣传教育、同伴教

８２．４％；籍贯均以重庆本地为主，分别占７４．９％和

育、行为改变交流、免费提供安全套和润滑剂、规范

７９．３％；民族分布以汉族为主；职业分布涉及１７个职

化性病服务、艾滋病咨询检测服务等。一年来共培

业，其中以学生、公司职员、娱乐场所服务人员、干部

训同伴教育员６５７人次，干预ＭＳＭ

职员、工人和待业人员为主。

２１

２９７人次，免

费提供安全套８０ ９０７个，咨询检测ＭＳＭ １４１７人次，

２．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和接受干预服务的

向ＭＳＭ提供规范化ｆ生病服务３５６人次，干预覆盖辖区

情况：艾滋病知识知晓率采用国家督导评估框架的定

内所有的ＭＳＭ活动场所；并通过网络进一步扩大干预

义，八个问题中回答正确六个即为知晓口，。调查结果

覆盖面，估计干预覆盖ＭＳＭ＾群约２０％。

显示（表１），干预后ＭＳＭ人群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

４．实验室检测：梅毒检测初筛采用快速血浆反应素

８２．４％，较干预前ＭＳＭ人群的知晓率（７４．３％）明显提

环状卡片试验（ＲＰＲ），试剂采用匕海实业科华生物技术有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１６．５，Ｐ＝０．ｏｏ）。接受干

限公司生产的梅毒快速血浆反应素诊断试剂（批号：

预服务的比例定义：接受免费安全套、润滑剂发放、同

２００７０６２２），梅毒确诊试验采用珠海丽珠试剂有限公

伴教育、性病检查或治疗和艾滋疴ｌ生病宣传材料中的

司生产的梅毒螺旋体抗体诊断试剂（批号：ＶＮ７０３０３）。

任一项即为接受干预服务。干预前、后接受干预服务

艾滋病检测初筛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的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ｏ．００，Ｐ＝Ｏ．９８）。

（ＥＬＩＳＡ），试剂为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３．性行为情况：表２显示，最近一次与男性发生

生产的双抗原夹心酶联免疫法抗体诊断试剂（批号：

肛交安全套使用率，干预后（６５．５％）较干预前

２００７０５０８）；艾滋病确认采用蛋白印迹试验（ＷＢ），

（５６．４％）明显上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ｏｏ）；最

试剂采用Ｇｅｎｅｌａｂ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批号：ＡＥ７００５）。

近６个月与男性发生肛交时安全套使用率也由干预

５．质量控制和伦理学问题：合理编制调查表并

前的３１．８％上升至干预后的４１．９％，差异有统计学意

进行预试验；对调查员统一培训；提高研究对象的依

义（Ｐ＝０．００）。ＭＳＭ人群在与女性发生陛行为时安

从性，提高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对问卷进行核

全套使用率较低，干预前、后最近一次与女性发生性

查，剔除无效问卷。调查对
象参与二次调查均在口头
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才进行
问卷调查和采集血样。调
查中不涉及个人信息，如真
实姓名、家庭地址、身份证

等，并保证对其有关的信息
保密。对于检测发现的
ＨＩＶ感染者按艾滋病疫情

表１

重庆市干预前、后ＭＳＭ人群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项目

鼎焉磊）者薯糯翳，艚尸值

一个看上去健康的人有可能携带ＨＩＶ吗？８４５（８４．５】
输入带有ＨＩＶ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会不会感染ＨＩＶ？
９７０（９７．Ｏ）
与ＨＩＶ感染者或患者共用针具会不会感染ＨＩＶ？
９５３（９５．３）
９３９（９３．９）

每次幽守明蛔珂暇朔安全虱｝坏自醉砥ＨＩｖ崩啪勃镒？

保持—化撇ＨＩｖ的幽甬移确掣骶ＨＩＶ传播的雠？８５４（８５．４）

感染ＨＩＶ的孕妇有可能将ＨＩＶ传染给她的孩子吗？
９２４（９２．４）
与ＨＩＶ感染者或患者一起吃饭会不会感染ＨＩＶ？８８２（８８．２）
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ＨＩＶ？
５９６（５９．６）
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
７４３（７４．３）
接受干预服务的情况
７１９（７１．９）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知晓率（％）

６７４（８７．３）

２．８０

０．０９

７４０（９５．９）

１．６９

Ｏ．１９

７４２（９６．１）０．６９

０．４１

２．８９

ｏ．０９

２３．２８

Ｏ．００

８．３４

０．０１

１．０８

０．２９

２９．５５

０．００

１６．４９
６３６（８２．４）
７５１（７１．９）０．００

０．００

７３９（９５．７）
７１６（９２．７）
７３９（９５．７）
６９３（８９．８）
５５６（７２．０）

０．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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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２％和３７．９％，差异无统计
４．ＨＩＶ和梅毒检测情
况：在干预前基线调查的

项

（著蕊）藻翳ｆ值Ｐ值

目

最近６个月你与男性发生肛交时使用安全套的频率？

耄４２４４１０（（２５：２ ４１２２４３（（６１６５．．５０；１２．３５
茇未；４２８３（（４１６３．３）．６）２２９２３（（３１４４．．２）５）１５．６２

差次２３５５０（（７３９１．．５８；２２７３１（（７４６１．．７９；

你最近一次与男性发生肛交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吗？

出率为１０．４％（１０４／ｚｏｏｏ），干

你最近一次与ＭｓＭ发生肛交时使用安全套吗？

预后ＨＩＶ阳性检出率为

最近６个月你与ＭｓＭ发生肛交时使用安全套的频率？茇未 ；（（２１０＂．５；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８１）；

你最近一次与女性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吗？

干预前、后梅毒阳性检出率

最近６个月你与女性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频率？夏未：５１８５（（４６８３．．６８； ：４２（ ４６８２．．５１；

：石；蛊

羹次 ；；箸：岛 ；ｊ：雾孑；

ｏ．ｏｏ

ｏ．ｏｏ

ｏ．９８

ｏ．ｏｏ

１．０１

ｏ．６０

ｏ．１０

ｏ．７５

３．７２

０．１６

７．３％（５６／７７２），差异无统计—１而再歪硒磉悉丽丽雨葙薛丽丽豇孬砑舞甬毒酱裹形毋筹善‰磊茹丽
的认识受我国主流文化的影响，他们感到没有安全
讨

论

感，害怕在工作、生活中暴露自己同性爱的身份，给他

本研究显示，２００６年与２００７年重庆市ＭＳＭ人

们带来不便；这些大大限制了本次ＭＳＭ艾滋病防治

群调查ＨＩＶ感染率分别为１０．４％和１０．８％，均高于国

工作的开展，使得本研究在样本量的选择上只能采用

内其他地区报道的ＨＩＶ感染率ｐ。５】，提示重庆市ＭＳＭ

非概率抽样中的“滚雪球”抽样来替代常见的统计学

人群ＨＩＶ高感染率不容忽视。此外，该类人群间可

抽样方法。虽然该类人群较庞大但也较隐蔽，这使得

能由于没有婚姻、家庭、生育等的约束，或者需要缓

干预前、后调查的人群有所变化。另外，干预项目仅

解社会歧视、心理的压力等，多性伴和一夜情等现象

涉及三个区，而ＭＳＭ人群处于流动状态，干预措施可

普遍存在，这些都将促进艾滋病在ＭＳＭ中的迅速传

能没覆盖到所有调查人群。以上因素会对效果评价

播和蔓延陋，。因此，探索该人群有效可行的干预措施

有一定的影响。但研究者尽量兼顾各类影响因素，采

迫在眉睫，也是开展本项目的原因。

取综合干预措施来影响调查点内的所有ＭＳＭ人群；

干预效果评估发现，通过实施综合干预措施后，
ＭＳＭ人群的艾滋病相关知识与性行为有所改善，多

因此，对干预前、后进行横断面研究，比较其干预效
果，仍可为艾滋病的防治工作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项指标均显示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对该类人群的宣

针对改变ＭＳＭ人群性行为非常困难这一现实，

传干预工作收到一定的效果。干预前、后的血清学

研究者建议持续开展预防艾滋病干预工作，扩大干

检查结果未见明显差异，说明近一年内性病／艾滋病

预覆盖面，提高安全套使用率，特别与女性性伴发生

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感染率没有显著增加。

性行为时的安全套使用率，才能有效遏制艾滋病在

干预后ＭＳＭ人群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国家
督导评估指标）显著上升至８２．４％；干预后ＭＳＭ人

ＭＳＭ人群中的传播。
（感谢参与本次调查的ＭｓＭ人群，以及参与组织工作的重吏市彩虹
工作组、蓝天工作组、花佯年华同心工作组、蓝宇工作组的志愿者们）

群间最近６个月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较干预前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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