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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家庭内配偶经性传播ＨＩＶ
影响因素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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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郭卉

陆林

贾曼红

目的丫解云南省ＨＩＶ“单阳家庭”和“双阳家庭”中配偶间ＨＩＶ性传播现状，探讨主

要影响因素。方法随机选择云南省５个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县和３个疫情中等程度的县，按
时间顺序，对能随访且愿意接受调查的３００户（６００人）已婚ＨＩＶ／ＡＩＤＳ及其配偶开展问卷调查。
结果在３００户接受调查的家庭中ＨＩＶ“双阳家庭”占４０．７％，“单阳家庭”占５９．３％；３００名先感染
ＨＩＶ者以性途径感染为主（占６８．３％），其次为共用注射器吸毒感染（１９．７％）；配偶告知后，６３．４％
ＨＩＶ“单阳家庭”和４７．０％“双阳家庭”的性行为频次减少，ＨＩＶ“单阳家庭”夫妻间安全套使用率从
告知前的１６．８％上升到告知后的９５．０％，“双阳家庭”从８．２％上升到６０．９％；经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州ｎ归分
析，影响配偶间ＨＩＶ性传播的冈素为：安全套使用、性行为频次、先感染ＨＩＶ者患性病（男性）；ＨＩＶ
“双阳家庭”和“单阳家庭”中先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比例分别为５１．６％和４８．３％，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Ｏ．０５）。结论云南省家庭内性传播是配偶中先感染ＨＩＶ者的主要传播途径。安全套
使用、性行为频率、患性病和先感染ＨＩＶ者为男性是配偶间ＨＩＶ性传播的影响因素。配偶告知可
使配偶问性行为频次和安全套使用发生明显变化。
【关键词】艾滋病病毒；配偶；性传播；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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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２月第３３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目前夫妻间性传播已成为非洲和亚洲艾滋病流
行的主要模式，４３．０％的ＨＩＶ新发感染者是单阳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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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初婚为主２１５人（７１．７％），再婚者３６人（１２．０％），
事实婚姻关系者６０人（１５．０％）。

妻中的配偶ｎ。３ ３。配偶（固定性伴）问经性传播ＨＩＶ

２．家庭内配偶感染状况：３００户ＨＩＶ感染者家

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Ｈ“］。云南省ＨＩＶ／ＡＩＤＳ

基数较大，当年报告发现的ＨＩＶ感染者中配偶阳性

庭中，“双阳家庭”有１２２户，占４０．７％；“单阳家庭”有
１７８户，占５９．３％。艾滋病疫情不同的地区所选“单

的比例约占２０．０％。进一步了解配偶问艾滋病性传

阳家庭”和“双阳家庭”数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播相关因素，对减少配偶间艾滋病传播具有重要意
义。为此本研究于２０１０年在云南省开展了针对配

０．４７５，Ｐ＝０．４９１）。３００户家庭中有６２．０％的丈夫
（１８６人）和３８．０％的妻子（１１４人）先确诊感染ＨＩＶ。

偶问ＨＩＶ／ＡＩＤＳ传播的调查。

３．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调查显示６００人中艾

对象与方法

滋病知识知晓率为９５．８％，其中“双阳家庭”为

１．研究对象：随机选择云南省５个艾滋病疫情

９５．１％，“单阳家庭”为９６．４％，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根据中国《防治艾滋病督导与评估框

较为严重的县／市（芒市、瑞丽市、陇川县、盈江县、河

架》的计算标准，正确回答≥６个艾滋病知识问题的

口县）和３个疫情中等程度的县（市）（景洪市、腾冲

人算为知晓）。
４．感染途径：３００例先确诊ＨＩＶ感染者（先感染

县、马关县），研究对象满足以下条件：①报告发现可
随访到的ＨＩＶ／ＡＩＤＳ及其配偶；②现住址在调查的８
个县（市）内；③医学随访时间在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１
年２月；④有稳定婚姻（考虑到研究地区的少数民族
人群中存在一定比例的事实婚姻，除合法夫妻关系
中的男女双方外，未进行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关系同

者）中性传播感染２０５例（６８．３％），注射吸毒传播５９
例（１９．７％），不详３６例（１２．０％）。“双阳家庭”先感染
者中８７例为性传播感染，占７１．３％（其中商业性行为
占６２．ｏ％，临时性行为占３８．ｏ％），注射吸毒感染２２
例（占１８．ｏ％）。“单阳家庭”中先感染者性传播１１８

居生活者也列为调查对象）；⑤“单阳家庭”（夫妻双
方中有一人感染ＨＩＶ）中阴性配偶和“双阳家庭”（夫

例，占６６．３％（其中临时眭行为占５５．９％，商业性行为

妻双方均感染ＨＩＶ）有确诊为阳性者无静脉吸毒、多
性伴、有偿供血等ＨＩＶ感染的危险行为史；⑥夫妻双

和“双阳家庭”先感染者的传播途径经统计学分析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未发现“双阳夫妻”共用注射针具

方均自愿参加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吸毒的情况。

占４４．１％），注射吸毒传播３７例（２０．１％）。“单阳家庭”

２．调查方法及内容：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按时

５．感染性病情况：“双阳家庭”中先感染者曾经

间顺序，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对参与调查的夫妻分
别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直至达到３００户（６００人）的

感染性病的比例（２２．１％）明显高于“单阳家庭”

样本量要求。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性别、年

染者曾经感染性病的比例（１１．５％）也明显高于“单阳

龄、户口所在地、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经

家庭”中的阴性配偶（４．５％）（ｚ２－－－－５．１９１，Ｐ＝０．０４）。

济状况），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感染确认时问、可能

４０．８％（２９／７１）的调查对象在感染性病后选择到正规

感染原因、配偶告知方式、感染性病情况、夫妻问感

医院治疗，３０．９％（２２／７１）到私人诊所，７．０％（５／７１）选
择性病门诊。

情、婚内性生活频次、安全套使用情况以及接受ＨＩＶ
干预、关怀和抗病毒治疗等情况。
３．统计学分析：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
双录人数据，并进行逻辑校正；应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

（１２．４％）（ｘ２＝５．０５８，Ｐ＝０．０２７）。“双阳家庭”中后感

６．配偶告知和性行为改变情况：３００名配偶均
知道家中先感染者的感染状况，配偶被告知方式主

进行数据分析。分类资料采用ｚ２检验或非参数秩和

要由疾控／医务人员告知（６６．３％）和先感染者本人告
知（３３．７％），“单阳家庭”由感染者本人告知的比例

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３８．２％）高于“双阳家庭”（２７．１％）（ｚ２－－－－４．０３２，Ｐ＝

结

果

０．０４８）。

感染ＨＩＶ结果告知后，１７户“单阳家庭”（９．６％）

１．基线特征：６００名被调查对象年龄１８～７５

和７户“双阳家庭”（５．８％）夫妻停止性行为；６３．４％

（３４．５２±８．５６）岁。民族以汉族（５０．７％），和傣族
（２５．５％）为主。初中文化及以下者占９１．３％，大部分

“单阳家庭”和４７．ｏ％“双阳家庭”的性行为频次减少

是农民（７０．５％）。调查家庭中夫妻当前的婚姻状况

次低于“双阳家庭”（ｚ＝一２．８１，Ｐ＝０．０５）。

（ｘ２－－－－７．３４２，Ｐ＝０．０１），“单阳家庭”性行为的总体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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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感染ＨＩＶ结果告知后，“单阳家庭”夫妻间安全

（２）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首先对上述１１个变

套使用率从１６．８％上升到９５．ｏ％，“双阳家庭”从

量进行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然后把Ｐ＜０．０５的变量
纳入多因素模型进行逐步回归。表３显示，家庭中

８．２％上升到６０．９％。对告知前两种家庭安全套使用
情况进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名＝１．８４４，Ｐ＝

先感染者既往感染性病，配偶感染ＨＩＶ可能性越大

０．６５）；告知后“单阳家庭”安全套使用率明显高于

（ＯＲ＝１．９６）；先感染者为丈夫更易将艾滋病传给妻

“双阳家庭”（）ｃ２＝５０．４５７，Ｐ＝０．００）。告知前不使用
安全套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要小孩及没有必要使用，

子（ＯＲ＝２．０８）；性行为频率越高越易导致配偶感染

分别占３８．ｏ％和３４．８％，告知后，“单阳家庭”夫妻问
安全套使用率较高，但是仍有部分“双阳家庭”认为

的可能性越低（ＯＲ＝０．２６）。

ＨＩＶ（ＯＲ＝１．３５）；安全套使用率越高，配偶感染ＨＩＶ

表３配偶间经性传播ＨＩＶ影响因素多因素

夫妻均感染ＨＩＶ，没有必要使用。

逐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相关因素

７．抗病毒治疗和干预、关怀服务：“双阳家庭”和

口ＯＲ值５；

９５％ＣＩ

Ｚ值Ｐ值

先感染者既往感染性疴晴况

０．６８

１．９６

０．３７

０．９５～４．０６

３．３２

０．０７

先感染者性别

０．７３

２．０８

０．２９

１．１８～３．６７

６．３９

０．０１

告知后性行为频率

０．３０

１．３５

０．１５

１．００～１．８２

３．７３

０．０５

庭”获得艾滋病宣传材料的比例（９２．７％）高于“双阳

告知后安全套使用率

１＿３５

０．２６

０．２６

０．１６～０．４３

２７．５２

０．ｏｏ

家庭”（８５．２％）（Ｘ２＝４．３３７，Ｐ＝０．０３７），其他关怀支持

常数项

１０．９６

０．００

“单阳家庭”中先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比例分别
为５１．６％和４８．３％，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单阳家

３．４５ ３１．４１

服务情况详见表１。

讨

１．０４

—

论

表１“单阳家庭”和“双阳家庭”接受干预、关怀支持服务情况

国内外多年研究和防治实践表明，安全套是预
防ＨＩＶ性传播的有效措施ｎ＇８｜。本研究显示，告知
前，“单阳／双阳家庭”配偶间安全套使用率无差异；
告知后“双阳家庭”安全套使用率明显低于“单阳家
庭”，而不使用安全套的原因主要是告知后进行配
偶动员检测结果为ＨＩＶ阳性，认为没有使用的必
注：括号外数据为户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要。因此早期发现ＨＩＶ感染者对预防家庭内传播有

８．配偶ＨＩＶ性传播影响因素分析：

重要的意义。另外，因性生活频次高低与暴露ＨＩＶ

（１）变量说明：将配偶的感染状况作为应变量，

的可能性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每月性生活次数≥

把先感染者性别、文化程度、配偶的文化程度、经济
状况、家中首例ＨＩＶ感染者的确认时问等１１个因素

４次的感染者将病毒传给配偶的概率是每月＜４次

作为自变量，具体变量说明见表２。
表２配偶间经性传播ＨＩＶ影响因素分析的变量及赋值
变量
Ｙ

配偶感染状况：０＝阴性，ｌ＝阳性

Ｘｌ先感染者性别：１＝男，２＝女

加，提示配偶告知可使性行为和安全套使用行为发

Ｘ２文化程度：ｌ＝文盲，２＝小学，３＝初中，４＝高中或中专，５＝大
专及以上
Ｘ３配偶的文化程度：１＝文盲，２＝／Ｉｘ学，３＝初中，４＝高中或中专，
５＝大专及以上
０００～１４ ９９９，

４＝１５ ０００～１９ ９９９。５＝２０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６＝３００００～

ｘ５家中首例ＨＩＶ感染者的确认时间（年）：１＝≤ｌ，２＝２～４，３＝５～
７，４＝≥８

Ｘ６先感染者服用抗病毒治疗药物：０＝否。１＝是
Ｘ７先感染者既往感染性病情况：０＝否，ｌ＝是
Ｘ８配偶既往感染性病情况：０＝否，ｌ＝是
Ｘ９配偶告知方式：１＝配偶本人告知，２＝疾控／医务人员告知（其他
人告知）
Ｘ１０告知后安全套使用情况：ｌ＝未使用，２＝有时使用，ｊ＝多数时
候使用，４＝每次都用
ｘ１１婚内性生活频次：１＝＜１，２＝ｌ，３＝２～３，４＝／＞４

要保护因素。进一步分析发现，感染者配偶告知前
后，夫妻间性行为频次和安全套使用率出现了明显
变化，表现为性行为频次的下降和安全套使用的增

赋值

ｘ４经济状况（元）：１＝０～４６９９，２＝４７００～９９９９，３＝１０

的９．４９倍眇１。本研究结果显示，安全套使用增加和
性行为频次减少是预防配偶间ＨＩＶ性传播的两个主

生明显变化，是减少配偶性传播的重要策略之一。
建议应重点加强发现ＨＩＶ阳性感染者，强化和推广
配偶告知检测策略，减少配偶问ＨＩＶ性传播。
有研究表明，在ＨＩＶ感染者夫妻中，任何一方感
染性病，除了相互传播性病的风险，更重要是增加了
ＨＩＶ传播的风险ｎ ０’“１。本研究结果显示，先感染者
患性病增加了配偶性传播ＨＩＶ的危险；调查还发现，
３８．０％的被调查对象在患性病后未能得到规范治
疗。因此建议对高危人群行为干预的工作应强化性
病诊疗服务，并进一步规范性病诊疗市场，减少性传
播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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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男女性生理结构和社会角色的差异，女性
在ＨＩＶ感染中处于更为弱势和脆弱的地位。本研
究显示，先感染者为男性是配偶问性传播的危险因
素之一；提示丈夫更易将ＨＩＶ传给妻子。建议在宣
传教育中强化男性在艾滋病防治中的社会责任意
识，加强配偶咨询和行为改变的支持力度，选择开
展女用安全套试点和单阳家庭提前抗病毒治疗试
点工作。
近年来，国外的一些研究结果发现，由于抗病毒
治疗减少了ＨＩＶ／ＡＩＤＳ体内的病毒载量，明显减少
了ＨＩＶ二代传播的概率ｎ ２Ｉ，本研究比较了“单阳家
庭”和“双阳家庭”中先感染者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情
况，结果显示，“单阳／双阳家庭”先感染者接受抗病
毒治疗的时间和治疗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该
现象产生的原因还有待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研究还显示，被调查家庭中先感染者的传播

途径主要为商业性行为和临时陛行为，共占６８．３％，
其次为注射吸毒，占１ ９．７％，该发现与云南省艾滋病
性传播逐年上升并成为主要传播途径的情况一致。
因此亟需加强艾滋病性传播的预防和控制，从源头
上减少后续配偶问ＨＩＶ性传播的发生。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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