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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学在校生男男性行为者ＨＩＶ感染

状况及其相关危险陛行为调查
肖冬吴尊友

郑建东庞琳徐杰柔克明
【摘要】

了解北京市大学在校生男男性行为者的ＨＩＶ感染状况及其相关危险性行

目的

为。方法研究对象主要通过网络招募，采用自填式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信息与艾滋
病相关危险行为等。问卷完成后采集血液样本进行ＨＷ血清学检测。单因素分析采用ｆ检验，多
因素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结果研究成功招募１５７人。平均年龄为（２２．７－－＋２．８）岁，少数民族占
１２．１％，７７．７％自我认同为同性恋。９８．１％曾有肛交行为，７３．９％报告肛交是常采用的性行为方式。
１５７人中近６个月有５８．６％发生过无保护肛交，有５８．Ｏ％口交时从不使用安全套，其中５９．２％存在多
性伴（性伴数≥２）行为。近５０．Ｏ％认为自己不可能感染ＨＩＶ或者风险很小，检测发现ＨＷ阳性率
为２．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曾与陌生人发生性行为（ＯＲ＝１３．１０）、了解“肛交时做主动方
比做被动方感染ＨＩＶ风险小”（ＯＲ＝３．３７）以及曾去同性恋酒吧（０Ｒ＝２．４９）是近６个月发生多性伴
行为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大学在校生男男性行为者无保护肛交和多性伴行为较普遍。亟需
开展有针对性的干预活动，预防ＨＩＶ在该人群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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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显示，在

答率为１００％。年龄１７—３２岁，平均年龄（２２．７±

当年新报告的ＨＩＶ／ＡＩＤＳ中，性接触已超越注射吸

２．８）岁。其中１２．１％为少数民族，近６０．０％为本科

毒成为ＨＩＶ传播的主要方式…。其中男男性行为者

生，３／４以上性取向为同性恋者（表１）。

（ＭＳＭ）在现存ＨＩＶ／ＡＩＤＳ中的比例逐年增加。有研

表１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

究发现，ＭＳＭ普遍存在无保护肛交（ｕｍ）和多性
伴行为，且已出现性病和ＨＩＶ感染并有逐渐升高的
趋势陋］。在大学生中的性行为调查显示，约４％男
大学生曾发生男男性行为且ＭＳＭ性行为活跃ｂ】。
为此本研究对大学在校生ＭＳＭ的ＨＩＶ感染状况及
其相关危险性行为开展了调查。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设计：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现场
选择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集中的北京市海淀区与

２．艾滋病相关危险性行为：

朝阳区交界的一所医院。由于ＭＳＭ属于隐匿人群，

（１）男男性行为方式与角色：１５７名大学生ＭＳＭ

难以确定北京大学在校生ＭＳＭ的总体规模和具体

中曾经采用过的性行为方式比例依次为肛交

分布，因此采用方便抽样样本完成调查。研究时间

（９８．１％）、口交（９３．６％）、手交（６３．１％）、股间性交（生

为２００７年９—１２月。本研究通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殖器在对方双股间摩擦，４２．７％）、吻肛（２４．２％）、指

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

交（手指插入肛门，１４．６％）。常采用的性行为方式比

审核。

例依次为肛交（７３．９％）、口交（７３．９％）、手交

２．研究对象：北京市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读
的大学生ＭＳＭ（大学生ＭＳＭ）。纳入标准：①发生

（４３．３％）、股间性交（１１．５％）、指交（３．８％）、吻肛
（２．５％）。无人采用拳交。

过男男性行为；②在校大学生；③签署知情同意书。

在肛交及口交中，纯粹的主动方（插入方）和被

研究对象通过ＭＳＭ民间组织进行招募，主要通过以

动方（被插入方）所占比例均较低，分别是：仅充当主

下几种方式：①在各大知名的同性恋网站、论坛和聊

动方１３．４％，主要充当主动方２１．Ｏ％，主动方和被动

天室发布招募通知；②利用ＱＱ（一款国内聊天工具）

方相当３０．６％，主要充当被动方２５．５％和仅充当被动

在ＭＳＭ群发布消息；③在部分高校内开发大学生

方９．６％。

ＭＳＭ进行同伴推荐；④使用手机向目标人群发送短
信告知。

（２）安全套使用情况：１５７名大学生ＭＳＭ中近６
个月有１２人未发生肛交，１３人未发生口交，其中既

３．研究方法：自填式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信息
与艾滋病相关危险性行为等。研究对象完成问卷填
写后留取血样进行ＨＩＶ血清学检测。ＨＩＶ首先采用

金标法快速检测，阳性者采用ＥＬＩＳＡ初筛检测，再次

无肛交又无口交者８人。近６０．０％发生过ＵＡＩ，
５８．０％口交时从不使用安全套（表２）。
表２

１５７名大学生ＭＳＭ中近６个月性行为
安全套使用情况

阳性者经蛋白印迹法确认。
４．统计学分析：使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构建和录
入数据库，使用ＳＡＳ ９．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以近６
个月多性伴行为为因变量，以人口学变量与艾滋病
相关危险性行为等为自变量，单因素分析采用＃检
验，多因素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结

果

１．人口学特征：有１６０人自愿参与调查，其中３

最近一次肛交的安全套使用率为７０．７％（１１１／
１５７），其中性伴为陌生人者５１人，安全套使用率为
７２．５％；性伴为熟人者１０６人，安全套使用率为６９．８％。

人由于非学生身份未被纳入。共计１５７名大学生

（３）多性伴（性伴数≥２）情况：大学生ＭＳＭ累计

ＭＳＭ完成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１５７份，有效应

性伴总数为ｌ。２００个不等，中位数为６个；１０．２％（１６／

·３３９·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４ＹＪ第３２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４

１５７）仅有１个性伴，３８．２％（６０／１５７）报告性伴数≥１０

对象较年轻，受教育程度高。ＨＩＶ阳性率为２．５％，

个。近６个月性伴数最少为无性伴，最多９９个，中位

低于近年对北京一般ＭＳＭ的研究结果（３．２％一

数为２个。其中７人（４．５％）无性伴，５７人（３６．３％）单

５．８％）【２’４］。２００５年安徽省合肥市开展的针对年轻

一性伴，１４人（８．９％）报告性伴数≥１０个。

ＭＳＭ的研究，２０２名ＭＳＭ中约２／３为大学及以上学

３．ＨＩＶ感染风险自我评价及ＨＩＶ检测：大学生

历，发现２名（１．０％）ＨⅣ感染者，均为大学生［５】。

ＭＳＭ对自己感染ＨＩＶ的风险，１２人（７．６％）从未考虑

ＵＡＩ是极易感染ＨＩＶ的性行为方式，尤其是被

过，１２人（７．６％）认为无可能，６６人（４Ｚ．０％）认为可能

动肛交。国外一项ＭＳＭ队列研究发现。主动方ＨＩＶ

性很小，５７人（３６．３％）认为有一定的可能，ｌＯ人

阳性时每次无保护被动肛交的感染风险是０．８２％，

（６．４％）认为可能性很大。７０人
（４４．６％）曾做过ＨＩＶ检测，除１人
不知道自己的检测结果，其余均
为阴性。

表３

１５７名大学生ＭＳＭ中近６个月多性伴行为与不同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
变

量

≤２４

１５７名大学生ＭＳＭ中血清学
检测共计发现４名ＨＩＶ感染者，感
染率２．５％。３名ＨＩＶ感染者以往
做过ＨＩＶ检测，为阴性。其中２名
检测时间距本次调查日期在６．
１２个月，另外１名在１２个月以
前。４名ＨＩＶ感染者的共同特征：

＞２４

汉族
少数民族

夜情）；⑤近６个月曾去过同性恋

４．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３个安全性行为知识认知
正确、曾被确诊患有性病、曾经去
过ｇａｙ吧、有过非学生性伴、有过
陌生性伴以及曾酒后发生性行为
的大学生ＭＳＭ中近６个月有多
性伴者所占比例较高（Ｐ＜
Ｏ．０５）。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发
现，了解“肛交时做主动方比做被
动方感染ＨＩＶ风险小”者、曾去过
ｇａｙ Ｐ巴者、曾与陌生人发生性行为

３０（７１．４）

１．００

１３８

８３（６０．１１

１．３６（ｏ．５２—３．５６）

１９

１０（５２．６）

１．００

１００

研究生

５７

５５（５５．ｏ）Ｏ．６１（ｏ．３１一１．２０）
１９（６６．７）

１．００

安全性行为知识

不宜使用油性物质饿安全套｝回哥剂‘
正确
错误／不清楚

１１９

７７（６４．７）２．５２０．２０～５．３１）

３８

２２（４２．１）

１．００

５５

４０（７２．ｎ

２．４７０．２１—５．０１）

１０２

５３（５２．ｏ）

１．００

口交前后半小时不宜刷牙‘
正确

错误／不清楚
肛交时做主动方比做被动方
感染ＨＩＶ风险小４
正确

７６

５４（７１．１）２．６４（１．３７—５．１１）

错误／不清楚

８１

３９（４８．１）１．００

做过

７０

４７（６７．２）

未做过

８７

４６（５２．外１．００

是

２９

２２（７５．９、２．５２（１．Ｏｌ一６．３３）

否

１２８

３．３７（１．５２—７．４８）

ｍＶ检测
１．ｓｚ（ｏ．９５—３．５０）

曾患性病。
７１（５５．５、１．００

男男性行为角色
纯插入／插入为主

５４

３郇３．ｏ）

１．１３ｆｏ．５２—２．４５）

插入、接受相当

４８

２６（５４．２、

Ｏ．７９（Ｏ．３６—１．７２）

纯接受／接受为主

５５

３３（６０．０１

１．００

曾去ｇａｙ吧４
是

９７

６６（６８．ｏ）２．６００．３４—５．０５）

否

６０

２７（４５．ｏｌ

２．４９（１．１６—５．３５）

１．００

最近一次男男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
是

１１１

否

４６

７０（６３．１）１．７１（０．８５—３．４２）
２３（５０．ｏ、

１．００

性伴中的学生比例‘

者，近６个月发生多性伴行为的可

１００％

能性高（表３）。

＜１００％

讨

６３（５４．８）Ｏ．４８（ｏ．２３—１．０４）

４２

专／本科

浴室；⑥酒后和男性发生过性行
为；⑦有过商业男男性行为。

１１５

文化程度

个月均有多性伴行为；④近６－＇／＂月
曾与陌生男性发生性行为（即一

粗０Ｒ值（９５％ｃｔ）调整０Ｒ值（９５％ｃｔ）

民族

①年龄＜２５岁；②累计性伴数多，
最少为９个，最多达７０个；③近６

人数多性伴６

年龄（岁）

１６

３０Ｓ．８）０．１３（ｏ．０４一Ｏ．４８）

１４１

９０（６３．舢

１．００

是

１２１

Ｓ６（７１．１）１０．２０（４．０８—２５．３９）１３．１０（４．８３—３５．４７）

否

３６

与陌生人发生性行为‘

论

本项调查针对北京地区的大
学生ＭＳＭ，目标人群相比较其他
ＭＳＭ研究有一定的区别。调查

７（１９．４１

１．００

酒后发生性行为‘
是

查

３８

２９（７６．３）２．７７（１．２１—６．３５）

一

！１２丛！！：墅！：竺
注：‘单因素分析Ｚ检验Ｐ＜ｏ．０５；＋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一

·３４０‘

±堡煎堡塞堂壅查！里！！堡兰旦箜丝鲞堕！塑￡垄些！墅！堂墅！！！垒趔！！！！：塑！：！！：堕！：，

而主动方ＨＩＶ感染状态未知时则为０．２７％【６】。本次

志愿者进行同伴教育等，让大学生ＭＳＭ充分了解艾

调查显示，肛交是大学生ＭＳＭ中最普遍的性行为方

滋病的防治现状，对于我国年轻人群中的ｍＶ防控

式，近６个月曾发生ＵＡＩ者占到总样本的近６０％。

具有重要的意义。

尽管大学生ＭＳＭ中有肛交行为的比例高出国内一
般ＭＳＭ的调查数据（８９．３％）ｎ３；但近６个月发生ＵＡＩ

（感谢朝阳华人ＡＩＤＳ干预工作组和北京京城皮肤病医院在现
场工作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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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者艾滋病高危行为及相关因素调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２００７，２８（１）：３２—３６．
［８］ＺｈａｎｇＤ。ＢｉＰ，ＬｖＦ，ｅｔ ａ１．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 ＨＩＶ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 ｉｎ ａ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ｙ：２００２－２００６．Ｊ 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０７．５５（５）：４５６－－４６３．
［９］Ｓａｍｕｅｌ Ｍ。Ｈｅｓｓｏｌ Ｎ，Ｓｈｉｂｏｓｋｉ Ｓ，ｃｔ ａ１．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ｗｉｔｈ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 ｓｅｒ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

ｍｅｎ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８４－１９８９．Ｊ ＡＩＤＳ．
１９９３，６（３）：３０３—３１２．

［１０］Ｈｅ ＹＸ，Ｚｈｅｎｇ ＹＪ，Ｗａｎｇ ＤＦ，ｎ ａ１．Ａ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ｅ ｍａｎ ｗｈｏ ｈａｓ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 ｄｕｅ

ｆｏｒ ＨＩＶ
ｔｏ

ｏｒａｌ

参与调查与未参与调查的大学生ＭＳＭ在人口学和

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Ｃｈｉｎ ＪＡＩＤＳ

行为特征方面是否相同，导致本研究结果无法外推

何益新，郑迎军．汪道发，等．１例男男性行为者因口交感染ＨＩＶ

至北京地区所有的大学生ＭＳＭ。
本研究发现尽管调查对象受教育程度较高，但
艾滋病相关危险性行为较普遍，并且近一半人认为
自己不可能感染ＨＩＶ或可能性极小，可见该人群的

的调查报告．中国艾滋病性病。２００８，１４（５）：５２１．
［１１］Ｋｏｂｌｉｎ Ｂ．Ｈｕｓｎｉｋ Ｍ，Ｃｏｌｆａｘ Ｇ，ｅｔ ａ１．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ＨＩ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ＡＩＤＳ。２００６。２０
（５）：７３１—７３９．
［１２］Ｎｉｎｇ ＸＪ．ＭｅｎｇＡＱ。Ｌｕ Ｆ，ｅｔ ａ１．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ＫＡＰ
Ｈｅａｌｔｈ

ＨＩＶ防控形势不容乐观。应及时开展有针对性的健
康教育和行为干预，如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及时发
布有关艾滋病的最新信息，致力于开发大学生ＭＳＭ

ＳＴＤ。２００８。１４（５）：５２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

ＡＩＤ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Ｃｈｉｎ Ｊ

Ｅｄｕ，２００７，２３（６）：４２８－４３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宁秀君，盂爱群，芦飞，等．男男性接触者一般状况及艾滋病知
信行调查．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０７，２３（６）：４２８－－－４３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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