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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重庆市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男男性行为人群
ＨＩＶ－１感染发病率调查
韩梅冯连贵蒋岩沈圣凌华
【摘要】

丁贤彬欧阳琳赵金扣

肖瑶张敏

目的用连续横断面调查和ＢＥＤ．捕获酶联试验（ＢＥＤ—ｃＥ认）估算重庆市男男性行

为（ＭｓＭ）人群中ＨＩＶ－１的发病率及其变化趋势。方法利用“滚雪球”和“方便抽样”方法招募得
到样本，用ＢＥＤ—ＣＥＩＡ进行ＨＩＶ－１新近感染检测，并根据标准公式和２种校正公式估算该人群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连续３年的发病率；比较不同抽样场所和不同年龄组所得结果，进行发病率的分层
分析。结果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调查人数分别为１０００、１０４４和９４５，ＨＩＶ－１年感染发病率分别为
７．０１％、７．９８％和７．８０％。不同采样场所的ＨＩＶ－１感染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
ＭＳＭ发病率最高的人群分别来自浴室和通过网络寻找性伴的ＭＳＭ，分别达到１７．８７％和
１２．２２％；２００８年２ｌ～２５岁年龄组ＨＩＶ－１发病率最高，达８．６９％；不同方法的校正降低了对发病率

的估计。结论重庆市ＭＳＭ人群ＨＩＶ－Ｉ新发感染维持在较高水平，但连续３年的发病率经校正
后上升趋势不明显。

【关键词】男男性行为者；ＢＥＤ．捕获酶联试验；新近感染；ＨＩＶ－Ｉ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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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艾滋病是在男男性行为（ＭＳＭ）人群中发

告中，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分别报告有３．１％和３．３％的

现，并首先在该人群中传播。世界上５％～１０％的

ＨＩＶ感染者是ＭＳＭ途径所致ｎ·２｜。２００７年我国新报

ＨＩＶ感染病例是由ＭＳＭ传播，在我国艾滋病疫情报

告ＨＩｖ感染者中，男男性传播占１１％怛】。然而，目前
国内外对ＭＳＭ人群的调查大部分集中在社会学、行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９．００２

基金项目：卫生部２００７年艾滋病防治应用型研究项目（ＷＡ．２００７．
０３）；国家“十一五”重大专项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
治（２００８ＺＸｌ０１０２）

作者ｔ靼位：４０００４２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韩梅、冯连贵、凌华、丁
贤彬、欧阳琳、张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性病预防控制
中心（蒋岩、沈圣、肖瑶）；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赵金扣）
通信作者：冯连贵，Ｅｍａｉｌ：ｆｌｇ＠ｃｑｃｄｃ．ｏｒｇ；蒋岩，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０３＠
２６３．ｃｏｎｌ

为学和患病率的调查，关于ＭＳＭ人群ＨＩＶ－１感染发
病率调查的相关报道很少。第五轮全球基金项目基
线调查数据显示，重庆市估计有ＭＳＭ人群７万人。
本研究利用重庆市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持续３年针对
ＭＳＭ人群中艾滋病流行状况的专项调查，采用实验

室ＨＩＶ－１新近感染检测技术——ＢＥＤ．捕获酶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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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ＢＥＤ—ｃａｐｔｕｒｅ ＥＩＡ，ＢＥＤ—ＣＥ队）对该人群连续３

年的ＨＩＶ－１感染发病率进行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８７９·

Ｈ帮Ｖｅ特异度调整公式．，＝丢意篙等
式中，，：发病率（目标人群中每１００人年新近感染的

对象与方法

数量）；Ｔ：调查的总人数；Ｐ：ＨＩＶ－１检测为阳性的总

１．样本来源：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连续３年采用“滚雪

人数；Ｎ：ＨＩＶ－Ｉ检测为阴性的总人数；Ｒ：ＢＥＤ．ＣＥＩＡ

球”和“方便抽样”的方式，通过ＭＳＭ场所的业主、志

检测为新近感染的总人数；Ｗ：窗口期（从血清阳转

愿者等分别在浴室、酒吧、公园、网络招募在重庆市

到ＢＥＤ—ＣＥＩＡ方法能够判为新近感染的最长时间）；

居住６个月以上，在调查前１２个月内与男性发生过

Ｏｌ：ＢＥＤ—ＣＥＩＡ方法检测新近感染（＜１

口交和／或肛交性行为的１８周岁及以上的ＭＳＭ，３

敏度，这里为ｏ．７６８２；口：ＢＥＤ．ＣＥＩＡ方法对感染时间

Ｗ，１５５

ｄ）的灵

年共调查２９８９名，对每个招募对象在取得知情同意

在１～２ Ｗ样品的特异度，这里为０．７２３１；ｙ：

后进行面对面的问卷调查并抽取５ ｍｌ静脉血进行

ＢＥＤ—ＣＥＩＡ方法对感染时间超过２ Ｗ样品的特异度，

ＨＩｖ．１抗体检测。

ｙ＝１一占，这里为０．９３４８；占：ＢＥＤ．ＣＥＩＡ方法对感染

２．ＨＩＶ－１新近感染检测和判定方法：采用
ＢＥＤ—ＣＥＩＡ方法，对ＨＩＶ－１抗体确证为阳性的样本进

时间超过２ Ｗ样品的误判率，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国家艾滋病参比实验室的参数０．０６５２。

行新近感染检测。ＨＩＶ－１感染者在血清阳转后，其

４．检测试剂：ＨＩＶ－１抗体筛查采用生物梅里埃

体内的ＨＩＶ－１特异性ＩｇＧ抗体与总ＩｇＧ抗体的比例
会随感染时间的增加而增高，与之相一致的是在

公司ＨＩＶ（１＋２）及抗原（ＨＩＶｌＰ２４）联合检测试剂盒

ＢＥＤ实验中其光密度值（Ａ）的增加。从标准ＥｌＡ检

采用ＩＭＰ生物医学亚太有限公司免疫印迹实验试剂

测呈阳性开始到ＢＥＤ．ＣＥＩＡ的标化光密度值（Ａ．凡）

盒（ＨＩＶ

达到一个设定的临界值这段时间，定义为ＢＥＤ方法

ＣＡＬＩＰＹ ＨＩＶ－１

的窗口期。检测结果低于这个设定的光密度值（Ａ＝

（Ｃａｌｙｐｔｅ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ＵＳＡ）。

Ｏ．８）【３１，即表明该样本源感染ＨＩＶ的时间在一个窗口

（ｂｉｏＭｅｎｅｕｘ

ｂｖ，Ｂｏｓｅｉｎｄ １５，Ｔｈｅ

ＢＬＯＴ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确证

２．２），ＨＩＶ－１新近感染检测采用
ＢＥＤ新近感染检测ＥＩＡ试剂盒

５．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２软件录

期以内，该样本即被判定为ＨＩＶ－１新近感染。检测

入，数据分析前进行了清洗，核对后使用ＳＰＳＳ

前排除了ＣＤ。＋Ｔ淋巴细胞＜２００的样本，已确诊为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艾滋病、已出现相关临床症状、明确感染时间已超过

结

１２．０

果

半年的样本和已经接受过ＡＲＴ治疗的样本。
３．发病率估计方法：ＨＩＶ－Ｉ感染发病率＝ＨＩＶ新

１．ＨＩＶ感染率和发病率：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重庆市

近感染人数／（ＨＩＶ阴性人数＋ＨＩＶ新近感染人数）×

ＭＳＭ人群的感染率和发病率持续增长，感染率分别

１００％。此公式计算的是一个窗口期内的发病率，为

为１０．４％、１２．５％、１５．８％，未校正的年发病率分别为

了便于比较，通常将上述公式转化为年发病率，故对

７．９８％（９５％Ｃ／：５．２６％～１０．７０％）、９．１４％（９５％Ｃ／：

ＢＥＤ检测的结果用于ＨＩＶ－１年发病率计算时使用的

６．２７％～１２．０１％）、９．３８％（９５％ＣＩ：６．２７％～１２．４９％）。

公式为：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未校正的年发病率在３年间

ＨＩＶ－１年发病率（％）＝（３６５／ｗ）Ｎｉｎｅ×１００／［Ｎｓｎｅｇ＋

也处在很高水平，但无明显上升趋势（表１）。
２．不同采样场所ＭＳＭ人群的ＨＩＶ－１发病率：对

（３６５／ｗ）Ｎｉｎｅ／２］

式中，Ｎｉｎｅ表示ＢＥＤ方法确定的新近感染人数，

２００７年的调查结果按不同采样场所进行分层分析，

Ｎｓｎｅｇ表示该样品中ＨＩＶ－１抗体阴性数，Ｗ为ＢＥＤ

发现来自浴室的样本ＨＩＶ－１感染率和发病率分别高

方法定义的窗口期，在计算人群发病率时采用

达１９．７％和１７．８７％（９５％Ｃ／：９．６２％一２６．１９％）。其次

ｄ［４１。在对发病率结果进行校正计算时使用了

为既是酒吧又是浴室的场所，单纯的同性恋酒吧的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灵敏度一特异度校正公式和Ｈａｒｇｒｏｖｅ特异

样本显示，虽然感染率很高，但发病率非常低，经矫

度调整公式ｂＪ。

正后的ＨＩＶ－１发病率为０。同性恋酒吧与另两个场

１５５

所的ＨＩＶ－１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７．６２，妒＝

Ｍｃ。。ｕｇａｌ校正公式：，－面干（石Ｆ）页（３磊６５动／ｗ罚）Ｒ而×１００

１９．９８，Ｐ＜０．０５）。ＨＩＶ－１发病率在浴室与既是浴室

调整因子Ｆ＝西历百（Ｒ医／Ｐ＝）＋万ｙｉ－－莉１

又是酒吧场所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２００８年的
×ｌｏｏ

结果显示，通过浴室寻找性伴其ＨＩＶ－１感染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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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重庆市ＭＳＭ人群ＨＩＶ－Ｉ发病率和感染率监测

（２４．１％），但与通过网络或在同性恋酒吧寻找性伴的

群３年ＨＩＶ－１发病率无明显上升趋势（表１和图１）。

样本比较，ＨＩＶ－１感染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
１．０５３，ｚ２＝１．３０８，Ｐ＞０．０５）。而通过网络寻找性伴
的样本，ＨＩＶ－１感染率较通过浴室或同性恋酒吧
寻找性伴的样本低，但发病率更高，达到１３．５７％
（９５％Ｃ１：８．５４％～１８．５９％），另两种方式的发病率（经
灵敏度一特异性校正后）分别为７．４０％（９５％ＣＩ：
０．１５％一１４．６４％）和５．９８％（９５％ＣＩ：０～１７．７０％）。三

种方式结果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２）。
３．不同年龄组的ＨＩＶ－１发病率：对２００８年调查
结果按年龄进行分组比较，≥３１岁年龄组感染率最
高，达到２６．５％，其次为２６～３０岁年龄组。各年龄组

图１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莺庆市ＭＳＭ人群ＨＩＶ－１感染率、
发病率变化趋势

问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３０．２５６，Ｐ＝０．００１）；≥
３１岁年龄组同２ｌ～２５岁及≤２０岁年龄组感染率的

讨

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就发病率而言，≥３１岁年龄组
发病率最低，其他３个组结果相近，差异无统计学意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重庆市ＭＳＭ人群ＨＩＶ－１发病率
分别高达７．０１％、７．９１％和７．８０％，远高于北京和乌鲁

义（表３）。

４．不同校正公式对ＨＩＶ－１发病率的影响：使用

木齐市同期的调查№一］，为目前我国各地报道之最。

两种校正公式对上述发病率结果进行校正，校正后

本次调查结果进一步佐证了２００６年以来重庆市

的结果比未校正前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使用

ＭＳＭ人群高ＨＩＶ－１感染率的报道旧，…，说明该市

ＭｃＤｏｕｇａｌ校正公式得到的结果更低。校正和未校

ＭＳＭ人群的疫情仍在快速蔓延。本次调查还发现，

正发病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经校正，ＭＳＭ人

２００７年来自不同抽样场所调查对象得到的ＨＩＶ－１发

表２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重庆市ＭＳＭ人群按不同抽样场所ＨＩＶ－１发病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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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ｌ·

病率结果差异显著，公共浴室类场所的ＨＩＶ发病率

估的报道ｎ引，但如果严格做好样本招募及实验操作

为目前相关报道之首，此前报道过的ＢＥＤ方法得到

中的质量控制，使用合理的校正系数和公式，优质高

最高ＨＩＶ＿ｌ发病率为１４．７％（９５％ｃ，：７．９％～２７．１％）

效地做好ＨＩｖ－ｌ发病率的估算是可能的。本调查结

是来自美国黑人中的ＭＳＭ人群ｎ引。而对不同地域

果不但在３年不同时点上发现较高发病率，３年问的

的同性恋酒吧监测结果表明，虽然这些场所的样本

发病率经校正后均维持在较高水平，未出现明显的

已显示很高的ＨＩＶ－１感染率，但ＨＩＶ－１发病率并不

快速上升趋势。这为ＢＥＤ用于常规监测和专题调

高，喜好此类场所活动的ＭＳＭ者中新近发生的ＨＩＶ

查的可行性提供了进一步证据。

传播事件尚不多。而２００８年监测的结果与２００７年
相比，感染率最高的仍然是来自浴室的样本，但发病
率最高的人群已经变化为网络人群。该结果提示对
重庆市ＭＳＭ人群的监测和干预策略应做适当调整，
除了对此前一直关注的同性恋酒吧场所继续监测
外，尤其应该关注公共洗浴场所；通过去公共洗浴场
所或借助网络可能是目前ＭＳＭ人群寻找性伴最方
便、快捷的方式，如何开展针对性的网络十预结合其
他干预措施遏制ＨＩＶ在ＭＳＭ人群中的快速蔓延，
将是重庆市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难点与重点。
对２００８年不同年龄组的ＨＩＶ－１发病率分析表
明，高龄组感染率高于低龄组，但２５岁及以下年龄
组的发病率高于２５岁以上年龄组，提示重庆市的
ＭＳＭ中ＨＩＶ－１的发病可能呈现低龄化，应该在今后
的监测工作中更加重视低龄ＭＳＭ人群。
ＨＩＶ的发病率一直是困扰众多流行病学专家的
难题之一，通常获得发病率的方法是队列研究，但队
列研究耗时、耗财，且维持率低。在过去的近２０年
里，用于发病率监测的血清学方法逐渐成为新的研
究热点并不断得以发展，ＢＥＤ是目前研究最多、应
用最广的方法，也是美国疾病监测系统目前常规使
用于特定人群ＨＩＶ发病率估计的血清学方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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