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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苏州、扬州市男男性行为人群
ＨＩＶ感染因素的配比病例对照研究
唐卫明

闰红静刘晓燕汪娜

【摘要】

李雷还锡萍羊海涛赵金扣

张敏赵秀萍张军

目的探讨影响男男性行为人群ＨⅣ传播的危险阂素。方法采用时间序列病例对照

研究的研究方法，病例为江苏省２００８年５—７月在南京、苏州、扬州市同时开展的针对男男性行为者
（ＭｓＭ）调查中发现的所有ＨⅣ感染者，对照为按照地区的入组时间进行ｌ：４匹配的非感染者。调查
问卷以２００８年国家男男性行为人群综合防治试点工作问卷为核心并根据当地情况增加一些变量；采
用拟合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单因素和多闪素分析。结果调查中共发现６２例阳性感染
者。对照组匹配２４８名非感染者。单因素分析显示从未使用安全套、梅毒、性病相关症状及无保护性肛

交为ＨⅣ感染的危险因素，其０尺值分别为５．５６（９５％ｃ，：１．８２一１６．９６）、２．１９（９５％ｃ，：１．１８—４．０５）、２．５０
（９５％ｃ，：１．１３。５．５０）和３．１３（９５％ｃ，：１．６４。５．９８）：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及性角色为０是感染ＨＩＶ的保
护性因素，其Ｄ刚直分别为Ｏ．４７（９５％ｃ，：Ｏ．２２—０．９９８）和Ｏ．６７（９５％ｃ，：０．２３～１．９７）。多因素分析显示患
梅毒、无保护性肛交、首次性行为年龄大是感染ＨＩＶ的独立危险因素。其Ｄ尺值分别为２．２８（９５％ｃ，：
１．０５。４．９４）、４．１６（９５％ｃ，：１．６３。ｌＯ．６６）、１．１ｌ（９５％ｃ，：１．０４～１．１８）；而双性恋为感染ＨＩＶ的保护性阂素
（０尺＝Ｏ．４ｌ，９５％ｃ，：０．１８～０．９７）。结论梅毒、无保护性肛交、首次发生男男性行为的年龄较大等因

素是感染ＨＩｖ的危险阒素，性取向为双性是感染ＨＩｖ的保护性因素。
【关键词】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病毒；感染因素；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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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２００７年艾滋病疫情与防治工作进展报告，估

９，病例８对应的对照编号为１０、１１、１２、１３。调查表

计我国现有ＨＩＶ／舢Ｄｓ中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人群

由２００８年国家男男性行为人群综合防治试点工作

已达到ｌ １．Ｏ％…。近年调查显示，ＭｓＭ人群ＨＩＶ感染

核心问卷和根据江苏省的情况添加的相应变量组

率呈快速上升趋势，深圳市ＨＩＶ感染率由２００２年的

成，主要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年龄、婚姻状况、户

Ｏ．９％上升到了２００５年的２．７％口１；北京市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籍、民族、文化程度、职业、经济收入等）、寻找性伴的

年连续３年用同伴推动抽样法对ＭＳＭ人群开展调

场所、社会网络大小、艾滋病相关知识与态度、预防

查，三轮调查中ＨⅣ感染率分别为０．４％、４．６％和

艾滋病服务覆盖情况、男男性行为基本情况、商业性

５．８％…；重庆市在２００６年用滚雪球法对Ｉ０００名ＭＳＭ

男男性行为情况、异性性行为情况、吸毒情况、性病

进行调查，ＨＩＶ感染率高达ｌ ０．４％，４１，这一数字在２００７

相关情况、评价干预效果相关问题等。

年已经上升到了１２．４％ｃ５Ｊ。种种迹象表明，针对该人

３．主要变量的定义：第一次与男性发生性行为

群采取相应有效的艾滋病预防干预措施控制ＨＩＶ在

年龄的定义为第一次和男性发生插人式性行为（包

该人群和普通人群中的传播扩散迫在眉睫。

括主动捅人和接受插入）时的年龄；性病相关症状定

江苏省从２００３年开始，陆续在南京、苏州、扬州

义为最近一年出现下列症状：排尿痛或烧灼感、尿道

等城市与ＭＳＭ志愿者工作组合作，开展针对该人群

分泌物异常、生殖器或肛门出现皮肤破损或增生物

的行为学特征及ＨＩＶ感染状况的横断面调查。感染

等；梅毒定义为现症梅毒，即ＴＰＰＡ和ＲＰＲ均为阳

率从２００３年的零发展到２００７年的４．７％［６１。诸多危

性；无保护性肛交的定义为在过去６个月与男性肛

险因素的存在使疫情形势日趋严峻：初步统计，约一

交时没有１００％使用安全套。

半的ＭｓＭ存在肛交性行为，仅３０％左右的ＭｓＭ在

４．样本采集及实验室检测：对所有参加调查的

肛交时能够坚持使用安全套，多性伴和性交易现象

ＭｓＭ抽取５ ｍｌ静脉血，进行ＨＩｖ ｌ／２抗体检测、梅毒

普遍存在。为进一步探索与江苏省ＭＳＭ人群感染

螺旋体抗体检测。ＨⅣ抗体检测方法：用艾康生物

ＨⅣ相关的因素，本研究对２００８年５—７月男男性行

技术（杭州）有限公司生产的ＨⅣｌ／２抗体诊断试剂

为人群综合防治试点工作调查期间，发现的ＨＩＶ感

（乳胶层析法）进行初筛，初筛阳性用韩国ｓＤ公司生

染者与同期本地调查发现的ＨＪＶ阴性ＭＳＭ人群进

产的ＨＩｖ抗体诊断试剂（胶体金法）进行复检，对复

行配比病例对照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检阳性用新加坡ＭＰ生物医学亚太私人有限公司生

对象与方法

产的ＨＩＶ

Ｂｌｏｔ

２．２（ｗｂｓｔｅｍ ｂｌｏｔ），梅毒检测使用北京

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梅毒螺旋抗体

１．研究对象：病例为２００８年国家男男性行为人

（觚ｔｉ—ＴＰ）诊断试剂盒（双抗原夹心酶联免疫法），对

群综合防治试点工作调查中江苏省的３个城市（其

阳性结果用日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ＴＰＰＡ）生产

中南京市采用同伴推动法，苏州、扬州市采用滚雪球

的梅毒螺旋抗体诊断试剂盒（凝集法）。

法）第一轮调查（２００８年５—７月）中发现的ＨＩＶ感染

５．统计学分析：在调查结束后，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

者，对照为按照时间序列进行匹配的同时参加调查

件建立数据库，数据的录入采用双轨录入。数据库

本地ＨＩＶ阴性ＭＳＭ。

录入后使用Ｅｘｃｅｌ工作表进行清洗，重新赋值和生成

２．研究设计及方法：将调查中检出的ＨＩＶ感染

新的变量后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分析

者作为病例，以同一调查点同期参加调查的ＨＩＶ阴

方法采用拟合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由

性ＭＳＭ为对照。由于一般用于病例对照配对的变

于ＳＰＳＳ软件无法拟合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量，如年龄，不适用于对ＨⅣ感染危险因素的研究，

（ＣＬＲＭ），以ＳＰＳＳ软件的ｃｏｘ回归模型命令

本研究按时间先后顺序进行配对，即按病例和对照

ＣＯＸＲＥＧ，根据Ｃｏｘ回归模型分层变量控制的理论，

进行调查的时间顺序进行配对一】。将ＨＩＶ感染者作

创造所需要的新的变量（Ｔｉｍｅ和ｓｔｒａ岘）来进行拟合＋８］。

为病例组，将按照ｌ：４匹配的ＨＩｖ阴性ＭＳＭ作为对
照组。对照组和病例组同时（±１ ｄ）参加同一个城

结

果

市的调查，在入组编号上和病例紧密相连的后续４

１．一般情况：３个城市的第一轮调查中，共发现

个ＨＩＶ阴性ＭＳＭ；若遇到连续病例（后续４位中有

ＨＩｖ感染者６２例，其中南京和苏州市各２０例，扬州

阳性病例）编号，则编号顺延一位，如感染者编号分

市２２例。按照ｌ：４兀配，南京、苏州、扬州市分别按

别为４和８，则和编号为４匹配的对照编号为５、６、７、

照调查时间匹配ＨⅣ阴性ＭＳＭ ８０、８０、８８名，共计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５月第３０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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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８名对照。病例组和对照组的一般情况见表１。
表ｌ

２００８年江苏省南京、苏州、扬州市ＭＳＭ人群ＨⅣ

离异或丧偶
户籍
南京苈洲扬州市
江苏省其他市
其他省市
经济收入（元／月）

３３．１６±９．９２ ３０．５８±９．８２

Ｏ．Ｏ中１．０３（１．ｏｏ～１．０６）

５９．３０

３５．５０

３５．５０

Ｏ．６３

０．００

Ｏ．８０

Ｏ．９９

“．３０

４．４０

Ｏ．０３４

１．１７（０．６２—２．２２１

３．５９（１１２—１１．５５）

０．９８
３７．５０

３０．６０

３１．９０

Ｏ．８４

３０．６０

３０．６０

Ｏ．９４ Ｏ．９７（Ｏ．４８。１．９６）
Ｏ．７３

Ｏ．９３（Ｏ．４８一１．８１）

—

１０．９０

１４．５０

ｌＯ．５０

０．９４ Ｏ．９６ｆＯ．３ １—２．９５１

８．１０

８．１０

Ｏ．５ｌ ０．６５（０．１８—２．３７１

１０００一

２９．ｏｏ

３０．６０

２０００＿

２２．６０

２６．２０

Ｏ．３３ Ｏ．６２ｆＯ．２４一１．６１）
Ｏ．２５ ０．５６ｆＯ．２ｌ～１．５１１

３０００—

９．７０

１３．７０

Ｏ．２０ Ｏ．４９（Ｏ．１６～１．４６１

ｌＯＯ．ｏｏ

９８．８０

０．５９ ０．０４ｆＯ．６８．４．３９１

高巾及中专
职业
其他
学生
教师

餐饮食品业人员
商、ｉｋ服务人员
医务人员
工人
民Ｉ＝

干部职员
离退人员
家务及待业人员
公司职员

他结果和单因素分析结果类似；其他因素对感染

一

１６．１０

０．４６
Ｏ．３２

讨

论

本次在江苏省３个城市开展的病例对照研究发
现，感染梅毒、无保护性肛交、首次发生男男性行为

的年龄较大、性角色为“０”、性取向为双性恋与感染
ＨＩｖ具有明显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感染性病
（梅毒）、有性病相关症状是感染ＨＩＶ的危险因素，单

３０．６０

４０．７０

１．６０

０．８０

４．４２ｆ０．２４—８２．１９１

１．６０

Ｏ．２３ ３．０２ｆ０．５０一１８．１９１

３．２０

ＨＩＶ的风险越高。以上结果除年龄和性角色外，其
ＨＩＶ的作用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３８．８０

≥４０００

民族
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
文盲
小学
初中

恋相对于同性恋是感染ＨＩＶ的保护性因素（Ｐ＜

一

Ｏ
１—

３．多因素分析：感染梅毒、有无保护性舡交、首
次发生男男性行为年龄较大是感染ＨＩＶ的危险因素

０．０５）；首次发生男男性行为的平均年龄越大，感染

Ｏ．２０
５３．２０

Ｅｐｉｄ锄ｉｏｌ。Ｍａ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５

（户＜０．０５），而性角色为“Ｏ”相对于未发生肛交、双性

感染调查病例组和对照组一般情况比较
年龄（岁）
婚姻状况
末婚
已婚
同居

Ｊ

一

２２．６０

２３．ｏｏ

Ｏ．４０

１．４４ｆＯ．６ｌ～３．３６１

４１．９０

３３．９０

Ｏ．１ｌ

１．７７（Ｏ．８７～３．５８）

９．７０

８．５０

４．８０

９．３０

Ｏ．２３ Ｏ．３７ｆＯ．０７一１．８５１

Ｉ．６０

１．６０

６．５０

７．３０

Ｏ．９９ Ｏ．９８ｆＯ．０９～ｌＯ．６９１
Ｏ．６２ Ｏ．６９（０．１６～２．９６）

２５．８０

２４．６０

Ｏ．８４

Ｏ．００

０．８０

Ｏ．９９

２１．００

１２．１０

０．４７

０．００

１．２０

Ｏ．９９

０．８２
一

Ｏ．８９（Ｏ．３０～２．６７）
１．５射Ｏ．４８—４．９５）

１．６０

３．６０

Ｏ．３８

０．ｏｏ

１．２０

Ｏ．９９

８．１０

４．００

Ｏ．５４

１．５７（０．３８—６．５５９）

２Ｉ．ｏｏ

２５．８０

０．４６

０．６４（Ｏ．２０一２．０６）

Ｏ．３６（Ｏ．０４．３．６１）

因素分析显示Ｄ尺值＞２（Ｐ＜０．０５）。单因素和多因

素分析结果均显示无保护性肛交是感染ＨＩＶ的危险
因素，这和一些的研究结论基本相同，如美国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在１６个点的监测说明感染ＨＩＶ与未

感染者在无保护性肛交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归’；
Ｈｉｒｓｈｆｉｅｌｄ等¨叫在网络上开展的巢式病例对照研究
得出无保护性肛交的０尺值为３．９（９５％ｃ，：２．２～７．１，
尸＜０．００１）；阮玉华等…１在北京地区开展的相关调
查也证明该观点。

注：除“年龄”外两组数据均为构成比（％）；“民族”以汉族与少数
民族比较；一为对照；。Ｐ＜Ｏ．０５

本研究发现首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也是ＨＩｖ感
染的因素，首次性行为年龄较大是一种危险性因素
（０尺＝１．１ｌ，９５％ｃ，：１．０４～１．１８，Ｐ＜０．０５），这可能是

２．单因素分析：从最近６个月与非同定男性性伴

因为首次男男性行为年龄和无保护性肛交相关，首

发生肛交时使用安全套的频率看，从未使用安全套感

次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概率很低，而年龄较大者首

染ＨＩＶ的危险是每次都用者的５．５６倍（９５％ｃ，：１．８２～

次男男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概率则更低。本研究同

１６．９６，Ｐ＜０．０１），而偶尔使用安全套感染ＨＩＶ的危险

时发现性角色为“０”相对于无肛交行为是一种保护

是每次都用者的２．９７倍（９５％ａ：１．２８～６．９４，Ｐ＜

性因素，与Ａｎｄｒｅａ等¨２１在泰国开展的研究不同，后

Ｏ．０２）；无保护性肛交者感染ＨＩＶ的危险是没有肛交者

者认为性角色为两者皆是或者没有发生无保护性肛

感染危险的３．１３倍（９５％ｃ，：１．６４。５．９８，ＪＰ＜０．０５）。感

交相对于性角色为“ｌ”是保护性因素，产生该研究结

染梅毒者感染ＨＩｖ的危险是没有感染梅毒者的２．１ ９倍

果的原因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同时研

（９５％ｃ，：１．１８～４．０５，Ｐ＜０．０５），自报有性病相关症状而

究发现双性恋相对于同性恋来说是一种保护性因素

感染ＨＩＶ的危险是没有报告性病相关症状者的２．５０倍

（彻＝０．４１，９５％ｃ，：０．１８—０．９７，Ｐ＜０．０５），这与在泰

（９５％讲：１．１３—５．５０，Ｐ＜Ｏ．０５），见表２。

国开展的相关研究结论不同，后者认为其对感染

同时，通过互联网方式寻找性伴感染ＨＩＶ的危

ＨＩｖ没有明显的相关性（Ｄ尺＝１．７４，９５％ｃ，：０．８５～

险是去酒吧、歌舞厅、茶室、会所等地寻找性伴的

３．８４）。产生此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和同性恋者、双

０．４７倍（９５％ｃ，：０．２２—０．９９８，Ｐ＜０．０５）；在最近一次

性恋者的性行为态度有关，从调查结果来看，同性恋

与男性发生肛交性行为时性角色既为“Ｏ”又为“１”

者无保护性肛交率明显高于双性恋者（Ｐ＜０．０５）；同

者，其感染ＨＩＶ的危险是未发生肛交行为者的３．４９

时也可能和双性恋者过去６个月的性伴比同性恋者

倍（９５％ａ：１．１０～１１．１３．尸＜０。０５）。

少有关。过去６个月双性恋者平均性伴为６．６５，同

生堡煎！！塞堂塑查！坚笙！旦箜！！鲞箜！塑垡墅！墅璺曼巴！！！！！！翌兰塑！！塑！：！！：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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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关系模糊，难以确定因

表２病例组和对照组单因素分析

果联系，因而本次研究发现的

Ｈ】【ｖ感染相关因素对今后针对

酒吧、歌舞厅、茶室、会所

３０．６０

２３．００

—

浴池、桑拿、足疗、按摩

３３．９０

２３．００

Ｏ．６６

１．２０∞．５４—２．６４）

４．８０

４．４０

０．９３

０．９４（Ｏ．２２—３．９２１

２９．００

“．００

公同、公厕、草地
互联网

１．６０

其他
一般性角色

５．６０

Ｏ．０４尹Ｏ．４７（Ｏ．２２～Ｏ．９９８）
０．１６

法为基础，病例和对照均来自

９．７０

１４．１０

一

“ｌ，’

１７．７０

３８．７０

Ｏ．４７

０．６７ｆ０．２３～１．９７）

“Ｏ”

２９．ｏｏ

１７．３０

Ｏ．０７

２．６６（Ｏ．９３～７．６２１

４３．５０

２９．８０

Ｏ．１ｌ

２．２５（０．８３．６．１２）

最近６个月与非嬲性性伴Ｊ垃虹啪朗移毪嘻濒率
两个都是

这两种抽样方法，以时间序列
配对的对照可能由病例推荐，

Ｏ．吣

也可能是其性伴，从而可能会

每次都用
未发生肛交

２１．００

３３．９０

一

２２．６０

３３．９０

Ｏ．８９

１．０６（Ｏ．４６—２．４３）

从末使用

１４．５０

５．２０

Ｏ．Ｏ妒

５．５６（１．８２～ｌ ６．９６）

偶尔使用

１ ２．９０

８．９０

０．０８

２．４７（０．８９—６．８６）

２９．００

１８．１０

Ｏ．Ｏｒ

２．９７（１．２８～６．９舢

经常使用
最近一次与男性发生肛交性行为时的性角色

两个都不是

对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从

为１０人，占２４８个对照的比例

１４．１０

一

“１，’

２５．８０

４５．６０

Ｏ．７７

０．８“０．３ｌ一２．３研

“Ｏ”

４５．２０

３１．００

ｏ．１ｌ

２．２３ｆＯ．８３—６．Ｏｏ）

１９．４０

９．３０

Ｏ．０３４

３．４９（１．１０～１１．１３）

两个都是

３３．１６±９．９２ ３０．５８±９．８２ Ｏ．０４４

本文的原始数据分析发现，实

际由病例招募的对照最多可能

Ｏ．Ｏｒ
９．７０

年龄（岁）
感染梅毒

较为重要的依据。同时，本研
究以同伴推动抽样法、滚雪球

Ｏ．２５（Ｏ．０３一１．８３）

Ｏ．Ｏ旷

两个都不是

ＭｓＭ人群的干预设计能提供

不超过４．０３％，因而总体上不
会对结果产生大的影响。

１．０３（１．ｏｏ—１．０６１

３３．９０

１８．１０

Ｏ．０１４

无保护性肛交

７２．６０

４８．００

Ｏ．Ｏ旷３．１３ｒ１．６４。５．９８１

性病相天症状

２２．６０

１１．７０

Ｏ．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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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００４

４．１６（１．６３—１０．６６）
１．１ｌ（１．０４一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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