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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主要性交往场所与男男性行为者
艾滋病高危行为关系的研究
储全胜王丽欣李民

史同新李秀芳李洋张北川

于增照

目的探讨在不同主要场所进行性交往的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艾滋病高危行为状

【摘要】

况。方法采用定向抽样（“滚雪球”）法进行横断面调查，对９城市１８３４例ＭＳＭ的有效匿名问卷
进行分析，比较以互联网、酒吧、浴池为主要性交往场所ＭＳＭ的艾滋病高危行为差异。结果浴

池纽累计同性性伴数、累计同性肛交性伴数、累计同性口交性伴数、近６个月同性肛交性伴数（膨
分别４０、１６、２０、４例）均显著高于互联网组和酒吧组（Ｐ＜０．０１）。浴池组２８．９％的人近１年曾参加
群交，显著高于酒吧组和可联网组（Ｐ＜０．０１）；互联网组３６．４％的人近１年性交出过血，显著高于酒
吧组和浴池组（Ｐ＜０．０１）。酒吧组和浴池组分别有１４．９％和１３．３％的人为性工作者，显著高于互联
网组（Ｐ＜０．０１）。浴池组分别有７９．６％的人与ＭＳＭ性交和４５１３％的人与女性性交时使用过安全
套，均低于其他两组（分别Ｐ＜０．０ｌ，Ｐ＜０．０５）。浴池组ＨＩＶ感染率为４．２％，显著高于其他两组
（Ｐ＜０．０１）。结论在不同主要性交往场所的ＭＳＭ具有不同的艾滋病高危行为，需针对不同亚
人群制定相应的艾滋病干预策略，尤应加强对浴池等场所的艾滋病干预。

【关键词】男男性行为者；性交往场所；艾滋病；高危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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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６

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是我围艾滋病毒／艾滋病

检验；对有关性伴数的计量资料经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

（ＨＩＶ／ＡＩＤＳ）侵袭的主要人群之一。由于社会歧视

Ｓｍｉｍｏｖ检验均呈偏态分布，数据用Ｍ（Ｑ一）表示，并

等文化因素的影响，ＭＳＭ比较隐匿，性交往场所不

采用非参数Ｋｒｕｓｋａｌ Ｗａｌｌｉｓ及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

同于一般人，从而增加了艾滋病干预工作的难度。

结

１９９０年代晚期以来，酒吧和浴池成为ＭＳＭ性交往

果

的主要场所。近年间，互联网也渐成为ＭＳＭ性交往

共收回ＭＳＭ有效问卷２２５０份，有４１６人对结识

的主要场所之一（１矗］，通过互联网交往的ＭＳＭ存在

性伴（侣）的主要场所未作明确回答被剔除，实际研

诸多高危性行为口１。本研究对不同主要性交往场所

究对象为１８３４人，占问卷的８１．５％。其中，互联网组

ＭＳＭ的艾滋病相关行为问的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

９９３人，酒吧组３１７人，浴池组５２４人，分别占研究对

以便为制定针对ＭＳＭ不同亚人群的艾滋病防治策

象的５４．１％、１７．３％和２８．６％。

１．ＭＳＭ基本人口学特征：互联网组、酒吧组、浴

略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池组平均年龄分别为２６．０岁４－６．１岁、２８．１岁±７．９岁、
３５．８岁±１１．１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２５０．６８０，

１．调查对象：研究对象取自“朋友”项目组承担

Ｐ＝Ｏ．０００）。三组有各自不同的人口学特征，受教育

的有关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所调查的ＭＳＭ人

程度、婚姻状况、户籍所在地、职业属性、经济收入、性

群；包括我围的东北（哈尔滨、沈阳）、西北（西安）、华

取向认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Ｏｌ ｏ见表１。

北（郑州）、华东（南京、上海）、中南（武汉）、西南（重

表１

庆、成都）９城市的ＭＳＭ活动场所以及与当地专门
从事ＭＳＭ健康干预的民间组织所接触和动员参与
调查的ＭＳＭ。根据被调杏对象对问卷中“自己结识

男性伴（侣）的最重要场所”一题的回答情况，分为互
联网组（即通过同性爱网站及聊天室）、酒吧组、浴池
组（包括类似的地下俱乐部及公园公厕）；比较３种
性交往场所ＭＳＭ的高危行为差异。
２．调查方法：采用“行为监测”（中英ＳＴＤ／ＡＩＤＳ
防治合作项目）等推荐对ＭＳＭ调查适宜的非概率抽
样法中的定向抽样“滚雪球”法进行横断面调查。问
卷内容设计时参照了性病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行为资
料的收集、第二代艾滋病检测指南、发展中国家的艾
滋病检测、性传播感染监测指南、行为监测、
ＵＮＡＩＤＳ关于ＨＩＶ／ＡＩＤＳ的知识、态度和实践（ＫＡＰ）
调查内容等专业资料；《金赛性学报告》、《同性爱》、
《Ａ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ｆｏｒ Ｍｅｎ－－Ｉｎ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ｓ ｏｆ Ｇａｙ

教育程度

互联网组洒吧组
９９ｌ

３１６

浴池组
５２０

ｆ值Ｐ值
２７７．１３３ ０．０００

小学和初中４４（４．４）４２（１３．３ｒ １４８（２８．５）“。
高中（含中专）

２５７（２５．９）１２９（４０．８）２０７（３９．８）

大学及大学以上６９０（６９．６）１４５（４５．９）１６５（３１．７）
９９０
３１５
５１３
婚姻状况

１６８．４０３ ０．０００

未婚８０５（８１．３）２３０（７３．０）６ ２５７（５０．１Ｐ
已婚
１３８（１３．９） ７０（２２．２）２１７（４２．３）
离婚４７（４．７）
户籍所在地
９８０

１５（４．８）
３１３

３９（７．６）
５１９

大城市

５９４（６０．６ｙ ２０６（６５．８）３１８（６１．３）

中等城市

１８５（１８．９）３７（１１．８）
１３２（１３．５）４１（１３．１）

小城市
乡镇、农村
职业

６９（７．Ｏ）
９５１

体力劳动者

１０３（１０．８）ｄ

２９（９．３）
３０７

２９．７８７ ０．０００

６３（１２．１）
６８（１３．１）
７０（１ ３．５）
４８６

４１．３４２ ０．０００

５８（１８．９）１１４（２３．５）

非体力劳动者８４８（８９．２）２４９（８１．１）３７２（７６．５）

个人经济收入伍狷）９８４

３１５

＜１０００

４１８（４２．５）１３９（４４．１１

１０００—

３５２（３５．８）

＞２０００

２１４（２１．７）

自认性取向

Ｓｅｘ））等专著和国内外晚近公开发表的论文所涉及的

同十掌爱
双性爱

调查内容。调查前对９市项目组成员（含志愿者和

异性爱

从事该工作的卫生人员）集中培训。填写问卷前先

９城市不同主要性交往场所ＭＳＭ人口学特征

变量

９８４

５２０

１８ｌ（３４．８ｙ

９５（３０．２）１９６（３７．７）
８１（２５。７）１４３（２７．５）
３１５

５２１

６２ｌ（６３．１）１４１（４４．８）６ ２７３（５２．４）“。
３３９（３４．５）１２５（３９．７）２１７（４１．７）
２４（２．４）４９（１５．６）
３１（６．０）

注：括号外数据为回答“是”的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个人每月经济收入指各种收入总计，不含男性性－亡作者接客收入：

向被调查者解释有关调查内容，经对方同意并签署

４该组与其他两组行×列表）ｃ２分割榆验Ｐ＜０．ｏｌ；６浴池组、洒吧组分

知情同意书（调查员亦签字）。调查时问为２００５年

别与互联网组相比较Ｐ＜０．０１；。浴池组与酒吧组比较Ｐ＜Ｏ．０１

１２月至２００６年ａｆｔ。

２．ＭＳＭ高危行为分布：

３．对比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性伴

（１）性伴数：三组在累计同性性伴数、累计同性

数、艾滋病高风险性活动／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

肛交和口交性伴数、近６个月同性性伴数和肛交性

ＨＩＶ感染率等。

伴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２。

４．统计学分析：使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建立数

（２）艾滋病高风险性活动／性行为比较：互联网

据库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相应资料进行Ｆ检验、＃

组超过半数目前有固定男性伴、超过ｌ／３近１年性交

史望速堑疸兰盘查！！！！堡！旦箜！！鲞箜！塑堡塾垫！墅ｉ虫里ｉ！！！！坠堡！！！！！迪！：！！！堕里：！

·６４４·

时出过血，显著高于其他两组。约１／１０曾向同性

套，以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ｚ２＝９．２４３、３．７３８，

“买”性、８．７％为性工作者，显著低于其他两组；浴池

Ｐ＞Ｏ．０５）。

组近１年参加群交的百分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组。以

（４）ＨⅣ从ＩＤＳ：三组认为自己感染ＨＩＶ的可能性

上各行为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见表３。

为没有或很小、有一定可能、非常大、没想过的百分率

（３）安全套使用情况：互联网组约ｌ／５认为安全

分别为４６．９％、３７．３％、２．９％、１２．９％，５５．５％、２４．６％、３．６％、

套能够完全预防ＨＩＶ感染，显著低于其他两组，近１

１６－３％，５４．９％、２６．１％、２．９％、１６．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次与女性性交时用安全套率显著高于其他两组；浴池

（ｆ＝２８．１６７，Ｐ＝０．０００）。其中已采取一些预防措施避
免自己感染ＨＩＶ的百分率分别为９４．４％、９０．２％、

组不足５０．０％与女性性交时使用过，显著低于其他两
组。以上各行为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Ｏ １）。

８９．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１３．８１９，Ｐ＝０．００１）。本

见表４。三组在近６个月性交时用安全套率的比较：

研究确证ＨＩＶ阳性４３例，其中浴池组２２例，互联网组

近１／３。１／２同性肛交时每次用安全套，约１５．０％～

１５例，酒吧组６例；阳性率分别为４．２％、１．５％、１．９％，浴

２５．Ｏ％经常用，约３０．０％～４０．０％有时用，约５．０％一

池组显著高于其他两组（Ｚ＝１１．０１２，Ｐ＝０．００１

８．０％从不用，酒吧组显著高于其他两组（Ｚ＝３３．５８ ｌ，

讨

Ｐ－－０．ｏｏｏ）；已婚者与配偶性交时只有约１０．０％～

ｏ

论

２５．０％每次用套，５０．０％～７０．０％从不用套，浴池组低

据估测，我国ＭＳＭ中ＨＩＶ感染数占总感染数

于其他两组（ｆ＝１６．８３８，Ｐ＝０．０１５）。只有约１／１０同

的构成比，已从２００７年的１１．０％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

性口交时每次用套，超过半数从不用套；分别有约

１４．７％¨Ｊ１，成为ＨＩＶ感染率上升速度较快的人群。

２５．０％和４０．０％与非配偶女性性交时每次用和从不用

性交往场所是影响ＨＩＶ传播的因素之一，但有关性

表２

交往场所对ＨＩＶ传播影响

９城市不同丰要性交往场所ＭＳＭ性伴数比较

的研究较少见。国内以往

研究在研究对象或内容或
样本含量等方面存在一定
局限性㈨】。浴池、地下俱
乐部及公园公厕卫生环境
较差，随意发生性行为的
注：浴池组、酒吧组分别与互联网组相比较：４Ｐ＜Ｏ．０５，中＜Ｏ．Ｏｌ；浴池组与酒吧组比较：‘Ｐ＜Ｏ．０１

表３

９城市不同主要性交往场所ＭＳＭ高风险性活动胜行为比较

现象非常普遍，在部分国
家被法律禁止；酒吧多有
文艺演出，环境较好，消费
相对较高；互联网是ＭＳＭ

寻找性伴的新场所。本研
究基本涵盖了ＭＳＭ的主

要性交往场所。
以往研究中，王明等ｎ３
注：儿童期性虐待经历指１６岁前遭遇过由成年男性实施的强迫性交（含手交、口交和肛交）；４该组

与其他两组行×列表ｆ分割检验Ｐ＜０．０１；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表４
项

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在

浴室活动的ＭＳＭ以高中

９城市不同丰要性交往场所ＭＳＭ安全套知识和使用情况

目

互联网组

酒吧组

浴池组

）［２值

Ｐ值

２８．３８８

０．０００

５ｌｌ

４６４（９０．８）０．２９１

０．８６５

５０６

４０３（７９．６）“‘７４．０８８

０．０００

２５８

１１７（４５．３）‘

８．３０７

０．０１６

人数

答“是”

人数

答“是”

人数

答“是”

安全套能完全预防ＨＩＶ感染

９８５

１９４（１９．７广

３１４

９４（２９．９）

５１２

１８５（３０．９）

安全套可基本预防性病

９９０

９０６（９１．５）

３１５

２８９（９１．７）

与同性性交时使用过

９７５

９１ ９（９４．３）

３１３

２７９（８９．１ｒ

与女性性交时使用过

３】８

】７８（５６．Ｏ）

１７７

１０１（５７．】）

近１次同性口交时使用

３６３

１４１（３８．８）

ｌｌｌ

５３（４７．７）

近１次同性肛交时使用

７９０

５７３（７２．５）

２４３

１９２（７９．０）

３３９

近１次与女性性交使用

１７３

１３２（７６．３）４

９６

５５（５７．３）

１１３

１７５

发现，在公园交往的ＭＳＭ

７９（４５．１１

３．６９７

０．１５７

２５“７５．５１

４．３８６

０．１１２

７３（６４．３）

１１，１４７

Ｏ．００４

注：４同表３；６浴池组、洒吧组分别与互联网组相比较Ｐ＜Ｏ．０５；‘浴池组与酒吧组比较Ｐ＜０．０ｌ；括
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自．分比（％）

和大专为主。邢建民等随１
发现，通过互联网交往的

ＭＳＭ平均年龄２５．２岁，低
于在酒吧、浴池、公园和公
厕等场所活动者，且７９．４％
未婚；两组在受教育程度、
性取向方面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本研究发现，不同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ｌｏ年６月第３１卷第６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ｎｅ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６

主要性交往场所的ＭＳＭ有各自不同的人口学特征，

·６４５·

交时安全套使用率普遍较低；表明不同性交往场所

与以往研究不完全一致。虽然ＭＳＭ在接受调查时

的ＭＳＭ均未较好意识到口交感染ＨＩＶ的风险‘１７’１８１；

均居住在大城市，但户籍所在地有明显差异。浴池

尤其当口腔黏膜发生溃疡、出血时其危险性更高。

组每月经济收人高于其他两组，可能与该组年龄较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早已强调无论是否射精，口

大，就业时问较长有关，同时表明较高收入者亦不能

交时都应使用安全套。１９｜。在与女性性交时安全套的

抑制其高危行为，不同经济收入者会有多种相似的

低使用率，无疑增加了ＨＩＶ通过男男性行为传给女

高危眭行为一）。有研究认为，双性爱倾向的ＭＳＭ高

性并进入家庭的风险。ＭＳＭ中ＨＩＶ的流行必将对

危性行为是导致ＨＩＶ在ＭＳＭ与普通人群之间传播

女陛产生直接影响‘２Ｊ“。综上所述，不同主要性交往

的主要危险因素１０。。本研究三组亚人群中有约

场所ＭＳＭ的安全套使用率与“１００％安全套”计划仍

３０．０％～４０．０％自认为双性爱者，且酒吧组约１５．０％

有很大差距，需进一步加大干预力度。

为异性爱者。印汪了我国ＭＳＭ中ＨＩＶ的流行将影
响到不同性取向的男性人群特征＋１１｜。提示，针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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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ｉ ＴＸ，Ｚｈａｎｇ ＢＣ，Ｌｉ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ｘｕａｌ ａｃｔｓ ｗａｙ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ＸＦ，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

０１１＿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ｈｉ功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ＩＤ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ｎ．Ｃｈｉｎａ Ｊ ＬｅＤｒ Ｓｋｉｎ Ｄｉ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ｘ

２００３，１９（３）：２３０－２３１．（ｉｎ
史同新，张北川，李秀芳，等．男男性接触途径与艾滋病高危行
为天系研究．中围麻风皮肤病杂志，２００３，１９（３）：２３０—２３１．
７ｌ ＷａｎｇＭ，ＤｅｎｇＹＨ，ＬｉＨＷ，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ｉｓｋ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ｅｔ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Ｋｕｎｍｉｎｇ．Ｃｈｉｎ 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２００７，２３（７）：５１３－５１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工明，邓艳红，李红口，等昆明市男男性接触者不同场所活动人
群危险陛行为状况分析．中围健康教育。２００７，２３（７）：５１３—５１５．

现，三组亚人群对安全套能预防性病有较好的理
８

解。互联网组艾滋病知识理解率较高，可能与该组

Ｘｉｎｇ ＪＭ，Ｗｕ Ｆ，Ｚｈｅｎｇ Ｊ，ｅｔ ａ１．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ＳＭ ｉｎ ｄｉｆｉｅｒｅｎｔ ｖｅｎｕｅｓ．Ｃｈｉｎ Ｊ ＡｌＤＳ ＳＴＤ．
２００７．１３（４）：３４７—３４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且易通过互联网获取艾滋病信

邢建民，武峰．郑军，等．不同活动场所男男性接触人群艾滋病
高危｛ｉ为比较研究．中同艾滋病性病，２００７。１３（４）：３４７—３４９．
９

的人近１次同性肛交时使用安全套，接近于王明等＂］

Ｓｈｉ ＴＸ，Ｚｈａｎｇ ＢＣ，Ｌｉ ＸＦ，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ｌＤＳ ａｍｏ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ｈｉｇ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ｈａｄ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Ｃｈｉｎ
（５）：４２６－４２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对酒吧、浴室及公园６３．５％和８３．８％的研究；高于史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８．２９

史同新，张北川，李秀芳，等．经济收入对男男性接触者艾滋病高
危性行为的影响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９（５）：４２６＿４２９．

同新等［６３对浴池、公园公厕４９．１％的研究；也高于邢
互联网３７．１％的研究。由此认为是近年来艾滋病干

ＨＩＶ，ＡＩＤＳ

郏灵巧．抗艾进入攻坚阶段．健康报，２００９—１ｌ一３０（１）．
【６

使用安全套是控制ＨＩＶ传播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发

建民等［８ ３对酒吧、浴池、公园和公厕等场所６０．４％和

ｏｆ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ＡＩＤＳ．Ｈｅａｌｔｈ Ｎｅｗ￥，
２００９－１１—３０（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在艾滋病尚无疫苗且不能治愈的情况下，正确

息有关。本研究还发现，三组亚人群７０．０％一８０．０％

ＨＩＶ，ＡＩ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Ｊｏｉｎｔ

Ｌ５ Ｊ Ｚｈｅｎｇ ＬＱ．Ｏｎ

ＭＳＭ和普通人群的传播与流行中起到桥梁作用，与
其他亚人群共同构成性网络的一部分ｎ５’１引。总体来

Ｏｌｌ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Ｃａｒ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７：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Ｃｓｅｐｅ Ｐ，Ａｍｉｒｋｈａｎｉａｎ ＹＡ，Ｋｅｌｌｙ ＪＡ．ｅｔ ａ１．ＨＩＶ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ｇａｙ ａｎｄ ｂｉｓｅｘｕａｌ ｍｅｎ ｉｎ Ｂｕｄａｐｅｓｔ，Ｈｕｎｇａｒｙ．ｈａｔ Ｊ ＳＴＤ
ＡｌＤＳ，２００２，１３（３）：１９２－２００．

预工作的深人导致ＭＳＭ风险意识有所提高的结

Ｚｈａｎｇ ＢＣ，Ｌｉ ＸＦ，Ｓｈｉ＂ＩＸ，ｅｔ ａ１．Ｓｕｒｖｅｙ ｍｌ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ＩＤＳ／ＳＴＩ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ｎｌｅｎ（ＭＳＭ）ｉ１１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１）．Ｃｈｉｎ Ｊ

果。但近６个月只有近ｌ／３。１／２ ＭＳＭ肛交时每次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２００２，３５（３）：２１４—２１６．（ｉＥ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使用安全套，互联网组和浴池组明显低于酒吧组，口

张北川，李秀芳，史同新，等．２００１年１１０９例男男性接触者性病
艾滋病商危行为监测与调查．中华皮肤科杂志，２００２，３５（３）：

｛ｌｌ

主堡煎堡痘堂盘查！！！！笙！旦笙！！鲞笙！塑壁！鱼！里巳ｉｇ！堡ｉ！！！！塑！！！！！！迪！：！！！堕殳：鱼

·６４６·

［１６ｊ Ｐａｒｋｅｒ Ｍ．Ｃｏｒ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Ⅳ：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１４—２１６．

［１２］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Ｆａｃｅ

ｕｐ ｔｏ

ＡＩＤ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一６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世界银行．正视艾滋病．牛滓：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５１—６９．
［１３］Ｅｌｉｆｓｏｎ ＫＷ．Ｂｏｌｅｓ Ｊ，Ｓｗｅａｔ Ｍ．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Ｖ
１９９７：５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ｌｅ ｐｒｏ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Ａｍ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ｌ９９３．８３
（１）：７９—８３．
［１４］Ａｇｇｌｅｔｏｎ Ｐ．Ｍｅｎ ｗｈｏ ｓｅｌｌ ｓｅｘ：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ＨｌＶ／ＡＩＤＳ．Ｔｅｍｐ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ｌ ９９９．
ＨＺ，Ｖｅｒｒｎｕｎｄ ＳＨ，Ｗａｎｇ Ｎ．Ｒｉｓｋ ｏｆ ＨＩＶ／ＡＩ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１５

Ｑｉａｎ

ｆｒｏｍ ｍａｌｅ

Ｐｒｅｓｓ，

ｌ７

ｓｅｘ

ｗｏｒｋｅｒｓ．Ｊ

Ｂｉｏｓｏｃ Ｓｃｉ。２００６，３８（１）：１１７一１３１．

Ｒｉｃｈｔｅｒｓ Ｊ，Ｇｒｕｌｉｃｈ Ａ，Ｅｌｌａｒｄ

Ｊ，ｅｔ ａ１．ＨＩＶ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ｇａｙ ｍｅ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ｏｒａｌ ｓｅｘ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ｕｎｃｏｍｍｏｎ ｒｏｕｔｅｓ：ｃａｓ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ＨＩＶ ｓｅｒｏ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ｓ，Ｓｙｄｎｅｙ．ＡＩＤＳ，２００３，１７（１５）：

２２６９－２２７１．

１８】Ｃａｍｐｏ Ｊ，Ｐｅｒｅａ ＭＡ，ｄｅｌ Ｒｏｍｅｒｏ Ｊ，ｅｔ ａ１．Ｏｒ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１９

｝ⅡＶ．ｒｅａｌｉｔｙｏｒｆ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Ｏｒａｌ Ｄｉｓ．２００６．１２（３）：２１９—２２８．
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 ＳＥ，Ｔｈｅ Ｉｎ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ｓ ｏｆ Ｇａｙ Ｓｅｘ．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Ｉｎｃ，１９９９：２０８．

（收稿Ｈ期：２０ｌＯ一０１—１８）

ｓｕｂ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Ｓｅｘ Ｔｒａｎｓｍ 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０５，

（本文编辑：尹廉）

８ｌ（６）：４４２—弛７．

－圜夕卜信，自、·
２０１０年塔吉克斯坦暴发脊髓灰质炎：病例输入的危险性
和对欧洲区脊髓灰质炎监测的影响
［导读：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３日ＷＨＯ确认塔吉克斯坦从７份急

是在位于俄罗斯联邦丘马科夫（Ｃｈｕｍａｋｏｖ）脊灰和病毒性脑

性弛缓性麻痹（ＡＦＰ）病例标本中分离到脊髓灰质炎（脊灰）

炎研究所ＷＨＯ脊灰地区参考实验室完成。基因序列分析表

野病毒血清１型（ＷＰＶＩ）。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开始，塔吉克斯坦

明脊灰病毒最接近于印度北方邦的病毒。１３６例（８０％）ＡＦＰ

就有多个地区发生脊灰聚集性病例，到４月２８日，共从１７ｌ例

来自＜５岁儿童（０。１７岁）。病例主要来自与阿富汗和乌兹

报告病例中分离出３２株脊灰野病毒。大多数病例与印度北

别克斯坦接壤的地区。

方邦（Ｕｔｔａｒ Ｐｒａｄｅｓｈ）的病毒有关。该次暴发表明，脊灰野病

继塔吉克斯坦确认ＷＰＶｌ暴发后，正在组织实施三轮单

毒输入无脊灰地区的高危性仍然存在。］
ＷＨＯ欧洲区已于２００２年证实消灭脊灰，该区最后１例

价ＯＰＶｌ全国免疫接种活动，目标人群为所有＜５岁儿童（１１０

本土脊灰野毒病例是１９９８年土耳其报告的。然而，脊灰从地

努力加强ＡＦＰ监测。最近，阿富汗报告有ＷＰＶＩ和ＷＰＶ３的

方性流行地区输入仍然是一个威胁。１９９６年，随着边境口岸

流行。截止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０日，阿富汗报告８例脊灰（１例

开放引起的移民潮，阿尔巴尼亚曾报告１３８例ＷＰＶＩ引起的

ＷＰＶｌ和７例ＷＰＶ３）。最近１例的发病日期为４月８日。自

实验室确诊病例，其中１６例死亡，同时，在比邻的科索沃省检

２００２年以来，在阿富汗北部未检测到脊灰野毒感染病例，该地

测到２４例确诊病例。主要感染者为ｌｏ一３４岁人群，占７９％，

区ＡＦＰ监测质量比较高。２０１０年以来，巴基斯坦报告１３例由

最低发病率来自ｌ。９岁儿童。在免疫状况清楚的人群中，

ＷＰＶｌ和ＷＰＶ３引起的病例。目前全球还有４个国家为脊灰

９３％的人至少接种了３次口服脊灰疫苗（ＯＰＶ）。欧洲区最后

地方性流行，除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还有印度和尼日利亚。

万），每轮之间的间隔时间为２周，第一轮从５月４日开始。并

一次由ＷＰＶ３引起的暴发，是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报告于荷兰，该次

由于２００９年签发申根（Ｓｃｈｅｎｇｅｎ）护照不足２２００份，塔吉

暴发来自一个拒绝疫苗接种的社区人群。报告７ｌ例麻痹，２

克斯坦人在欧盟（ＥＵ）地区的流动有限。考虑到塔吉克斯坦人

例死亡。欧洲区最后一次脊灰野毒输入报告于２００１年。这

到申根地区的人数较少，由ＷＰＶｌ引起的传播危险性比较有

次输入与来自印度的ＷＰＶｌ有关，保加利亚Ｒｏｍａ族人有３

限。然而，并不能排除病例的输入，要保证３次ＯＰＶ的高疫苗

名儿童，格鲁吉亚有１例非麻痹病例。这些与输入有关的病

接种率以保证病例不再输入欧盟。在欧盟，局部地区确实存在

例未引起本土传播，被ＷＨＯ定义为未阻断的传播并持续至

易感人群，病毒一旦引入，在这些地区引发疾病的危险性仍

少１２个月以上。

高。避免自满情绪并按ＷＨＯ的要求目标在欧盟维持较好的

塔吉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之一，与乌兹别克斯坦
（Ｕｚｂｅｋｉｓｔａｎ）、吉尔吉斯斯坦（Ｋｙｒｇｙｚｓｔａｎ）、中国和阿富汗接

ＡＦＰ或肠道病毒监测是预防ＷＰＶ输入并进一步传播最重要的
一点，尤其是９０％与ｗＰｖ感染有关的病例并没有临床症状。

壤。１９９０年代，该国共报告两次脊灰暴发。１９９１年上报

ＡＦＰ监测是证实消灭脊灰的金标准。如果一个区域开

ＷＨＯ的脊灰病例为１１ｌ例，１９９４年为２６例。最后１例临床

展了高质量、具有证实消灭脊灰标准的监测系统，并在连续３

确诊病例于１９９７年报告。２００８年塔吉克斯坦３次ＯＰＶ报告

年内没有监测到本土脊灰病例，那么这个区域就町证实无脊

接种率为８７％，低于ＷＨＯ ９０％以上接种率目标。２００７年塔

灰。目前塔吉克斯坦的脊灰暴发表明，自２００２年ＷＨＯ欧洲

吉克斯坦卫生部门开展了脊灰免疫接种运动，免疫目标为与

区证实无脊灰后首次输入脊灰野病毒。因此，要保持无脊灰

阿富汗接壤地区＜３岁儿童。

状态，必须开展强有力的措施。目前形势要求所有成员围必

２０１０年年初，塔吉克斯坦ＷＨＯ国家办事处接到在多数
接壤地区有ＡＦＰ病例增加的报告。该国ＡＦＰ年均报告数为

须做出强有力的政治和财政承诺，以保证欧洲区维持无脊灰
状态和在２０１２年全球消灭脊灰。

３５—４０例，发病高峰在７一ｌＯ月。到４月２８日，该国卫生部

［田炳均（单位：６５００２２昆明，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童文

已向ＷＨＯ报告了１７１例ＡＦＰ病例，报告数最近２周急剧增

彬（单位：６１００４１成都，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节译自：ｈｔｔｐ：／／

加，包括１２例死亡，３２例为实验室确诊的ＷＰＶｌ感染。实验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０６．０１０

ｗｗｗ．ｅｕｒｏ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ｏ呵］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５．１２）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