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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深圳市男男性行为人群相关高危行为
干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谢妮谭京广孙振球
【摘要】

了解深圳市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安全套使用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目的

２００９年８一１１月招募深圳市同性恋聚集地的同性接触人群作为访谈对象，采用统一调查表进行
问卷调查。对调查的２７３名ＭＳＭ进行人口学和行为特征分析；以近６个月发生性行为时不能坚
持每次使用安全套的行为为应变量，而各类影响因素为自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调
查对象来自全国各地，绝大部分为青壮年，平均年龄２７．９岁，以未婚居多，文化程度较高，但对艾
滋病知识缺乏；安全套使用率低，过去１年每次性行为均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２０．５％；与同性发生

性行为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主要是对方为“稳定的性伴和爱人”、“年轻，看起来没病”、“没有滥
交”。结论深圳市ＭＳＭ危险性行为普遍存在，安全套使用情况和影响因素各不相同，艾滋病极
有可能在该人群中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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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传播已是我国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男男性

方法，探讨该人群与不同性伴对象发生性行为时安

行为者（ＭｓＭ）传播感染数量明显增加¨１。但ＭＳＭ

全套使用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危险性行为干预提

和艾滋病易感性问题仍被忽视。本研究在深圳市不

供依据。

同场所对招募的ＭＳＭ采取个体访谈与问卷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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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现场：２００９年８一１１月对深圳市同性恋
聚集的某健身中心、酒吧等服务集中场所的同性恋
者进行问卷调查。
２．调查方法：首先向调查对象说明调查目的及

其意义，在知情同意后，由经统一培训的调查员进行

表１深圳市２７３名ＭＳＭ的人口学和行为特征

面对面问卷调查。研究对象标准为男性，有过同性
性行为。调查过程取得了同性恋者中重要知情人物
的信任和帮助，并采取尊重、自愿、保密及帮助的原
则，严格的质量控制措施。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软件录入，ＳＰＳＳ
１２．０软件统计分析。以近６个月发生性行为时不能
坚持每次使用安全套的行为为应变量，而各类影响
因素为自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结

果

１．人口学特征和行为状况：２００９年８一１１月共
计调查２７３名有过同性性行为的ＭＳＭ，年龄１７—５８
岁，平均２７．９岁，绝大部分是青壮年（年龄４２５岁者
占５５．３％，＞４０岁者仅占１．８％）。目标人群来自城市
占４１．４％，文化程度中学及中专占５９．０％，７６．２％为在
职人员，个人月均收入１０００。４９９９元者占５７．９％，
婚姻状况以未婚为主（７７．６％）。该人群首次性行为
平均年龄为２０岁；普遍存在性滥交，性伴侣数较多，
５０人以上者占１１．４％，２４．９％的调查对象有两性性
伴，部分调查对象既往有性病症状和感染过性病，
２４．５％曾为他人提供过有偿性服务（表１）。
２．安全套使用情况及相关影响因素分析：以不
是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行为为应变量、各类不使用
安全套的原因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回归分析（表
２）。结果显示，认为对方是“稳定的性伴和爱人”、

表２深圳市ＭＳＭ安全套使用的单因素回归分析

“年轻，看来没有病”、“安全套不易得到，随身携带太

影响因素

ＯＲ值（９５％Ｃ／）

对方是稳定的性伴和爱人

２．９３（１．８２—３．８３）

对方年轻，看来没有病

２．０９（１．２１—２．２５）

安全套不容易得到。随身携带太麻烦

１．７９（０．９５—２．８１１

对方有身份，有文化，没有滥交

１．６１（０．８７—２．７３）

通”、“不喜欢使用”、“公众场合使用不方便”、“受药

会降低快感

１．５４（０．７６—２．６８）

物影响”、“太麻烦、会妨碍感情交流”和其他原因是

兴奋、爱意之下，使用怕遭对方拒绝

１．４７（０．６８～２．５们

影响使用安全套的相关因素。

怕影响彼此感情

１．２８ｒｏ．５４—２．３５）

对方不喜欢使用

０．９９（０．５ １—２．０１）

性接触前难以沟通

０．９５（０．４９—１．８７）

不喜欢使用

０．７７（０．４２一ｔ．７９）

公众场合使用不方便

０．５９（０．３３一１．６４）

受药物影响

０．４８（０．２７—１．３１、

太麻烦、会妨碍感情交流

０．４０（０．１９—１．２６）

其他

０．２９（０．１１—１．１６１

麻烦”、“对方有身份，有文化，没有滥交”、“降低快
感”、“兴奋、爱意之下，使用怕遭对方拒绝”、“怕影响
彼此感情”、“对方不喜欢使用”、“性接触前难以沟

讨

论

我国ＭＳＭ艾滋病感染率（１％～１０％）仅次于吸
毒人群，在高危人群中居第二位，且升高趋势非常
明显。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四单位联合完成的
一项研究提示，至２０１０年，我国ＨＩＶ／ＡＩＤＳ中，ＭＳＭ
所占百分率将超过１５％【２’３】。

建立‘引。

调查显示，８６％的ＭＳＭ有口交，７１％有肛交性

表１分析显示，ＭＳＭ以青壮年为主，该人群绝

行为。同性恋者性伴数较多，性行为方式多样，多有

大部分来自城市，文化程度多数为中学及中专，以未

两性性伴，且肛交时安全套使用率低，有偿性服务非

婚为主的在职人员，个人月均收人为中等水平。本

常严重，艾滋病极易在该人群中传播，桥梁作用容易

研究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ＭＳＭ性行为不使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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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的原因主要对方是“稳定的性伴和爱人”、“年轻，
看来没有病”、“有身份，有文化，没有滥交”。
Ｓｈｕｐｅｒ和Ｆｉｓｈｅｒ【５】，ｖａｎ Ｋｅｓｔｅｒｅｎ和Ｈｏｓｐｅｒｓ【６１研究认

为，性冲动和性欲是影响使用安全套的负面因素，尽
管双方都有危险意识，知道使用安全套的重要性。
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经性传播的重要
策略＂】，泰国的成功经验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本
次调查显示ＭＳＭ人群安全套使用率低，应加强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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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健康教育，尤其是加强正确使用安全套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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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张林东）

·书讯·
《现场流行病学》第３版中译本简介
由美国学者Ｇｒｅｇｇ ＭＢ主编，我国学者主译的《现场流行病学》第３版已经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现在全国发行。
这是一部全球最具权威性、系统介绍现场流行病学理论和方法的学术著作，也是一部如何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实用指
南和操作手册。与前两版相比，第３版对大部分章节的内容做了更新和扩充，突出了现场流行病学的概念、理论体系和基本
方法。原在第２版增加的现场流行病学在生物恐怖应对、自然灾害救援、职业病和职业伤害处置中的作用等内容的基础上，
第３版又增加了免疫预防和环境相关疾病暴发调查两章，并给出应用实例，使现场流行病学的学科体系更加明确。第３版还
邀请更多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的专家撰稿，从而更加突出了本书的主旨。第３版中文译本仍然发扬前两版的特
点，实现忠实原著、通俗流畅的翻译风格，体现了“信、达、雅”。目前正值我国现场流行病学从引进探索、积极推进，进入到
稳步发展的阶段，《现场流行病学》第３版中译本的面世，必将对我国该领域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通信主译者：张顺祥，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ｓｘ＠ｓｚｃｄｃ．ｎｅ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