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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彝族地区由医务人员主动提供艾滋病
检测与咨询的可接受性及其影响因素调查
孙研王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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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了解凉山彝族地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主动提供艾滋病检测咨询（ＰＩＴＣ）的可

接受性及其影响因素。方法按照疫情轻重选取凉山州２个县４所医疗机构为研究现场，为当日
门诊全部就诊者提供艾滋病检测与咨询服务和问卷调查，计算ＰＩＴＣ的接受率，使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与接受检测相关的因素。结果在４１３名调查对象中，１９７名接受检测，总接受率为
４７．７％（９５％ＣＩ：４２．９％一５２．３％）。男性（ＯＲ＝７．２８３，９５％ＣＩ：３．９３３～１３．４６５）、既往接受过艾滋病相
关宣传教育（ＯＲ＝１．８５５，９５％ＣＩ：１．０１３～３．３９５）、担心自己得艾滋病（ＯＲ＝２．６９９，９５％ＣＩ：１．６１６。
４．５０６）为接受检测的有利因素，既往接受过艾滋病检测（ＯＲ＝Ｏ．２２６，９５％ＣＩ：０．１２４～０．４０９）、害怕
抽血检测（ＯＲ＝Ｏ．０５２，９５％ＣＩ：０．０２４～０．１０６）、知晓艾滋病知识（ＯＲ＝Ｏ．４４６，９５％ＣＩ：０．２５８～０．７７３）
的研究对象，接受率显著低。结论在艾滋病疫情中重度地区，近半数医疗机构门诊就诊者愿意
接受ＰＩＴＣ。可通过强化艾滋病检测前后相关咨询，进行有效的艾滋病宣传教育，倡导正确的血液
认知观念等来提高ＰＩＴＣ的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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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是目前最严重的全球性流行病，然而全

某片区中心卫生院３８名（９．２％），Ｂ县人民医院２０１

球范围内普遍存在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ＨＩＶ／

名（４８．７％）和某片区中心卫生院５１名（１２．３％）；年龄

ＡＩＤＳ）未得到及时检测和诊断的问题ｎ。５］。检测和

１８。６４岁，平均３５．６（３５．６±１１．４）岁，以男性、文盲、

告知是为ＨＩＶ感染者提供相关治疗和预防服务的首
要条件，了解感染状态后感染者的传播风险也显著

农民、低收入者为主（表１）。
２．ＰＩＴＣ接受情况：４１３人中有１９７人（４７．７％）就

下降。研究证实，不知道自己感染状况者的传播率

衰１凉山州４１３名调查对象人口社会学特征

是知道自己感染状况者的３．５倍哺１。为了扩大艾滋
病检测和咨询，ＷＨＯ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Ｊｏｉｎｔ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ｏｎ

ＨＩＶ／ＡＩＤＳ）在求询者

主动寻求ＨＩＶ检测咨询（ＶＣＴ）的基础上，提出了医
务人员主动提供ＨＩＶ检测咨询（ＰＩＴＣ）的模式和策
略，建议在艾滋病广泛流行地区的全部医疗机构中
推广。我国自２００７年已陆续在不同流行强度地区

开展ＰＩＴＣ试点工作。凉山彝族自治州属边远少数
民族贫困地区，其艾滋病流行蔓延的局势严峻。
２００７年底至２０１０年ＰＩＴＣ已覆盖凉山州１７个县／市
及重点乡镇，但在该地区，特别是疫情中重度地区，
ＰＩＴＣ作为一种重要检测策略，其接受率尚未进行系
统评价。本研究调查凉山州医疗机构中ＰＩＴＣ接受
情况和影响因素，为相关工作策略制定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在凉山州艾滋病高流行县选取疫
情相对严重的Ａ县和相对中等的Ｂ县作为研究现

医时接受艾滋病快速检测，其中Ａ县检测接受率为
５３．４％（８６／１６１），Ｂ县为４４．０％（１１１／２５２）；县级医院为

５０，４％（１６３／２３４），乡级卫生院为３８．２％（３４／８９）。

场。每县各选取一家县级医院和片区中心卫生院，

３．接受ＰＩＴＣ相关因素分析：将接受问卷调查者

调查期问对１８～６４岁门诊就诊者全部进行问卷调
查，共计４１３名门诊就诊者参加调查。

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年经济收
入、既往是否接受艾滋病检测、本次就医是否同时做

２．研究方法：调查员为医院内懂得当地彝语的
医护人员和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调

其他检测、医疗机构级别、对抽血检测的态度、是否

查开始前对调查员进行为期１ ｄ的培训，包括标准化

担心自己感染艾滋病、当地疫情、是否发生过性行
为、是否有吸毒行为、最近一次安全套使用情况、是

的问卷调查和快速检测试剂的使用。采用分性别单

否接受过艾滋病相关宣传教育、是否认为艾滋病检

独房间内面对面问卷调查的方法，并选择与调查对
象同性别的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在受试者知情同

测有好处、认为就医是否方便、认为社会上对艾滋病
是否有歧视、是否知晓艾滋病相关知识１９个变量作

意后，调查员针对问卷问题逐一询问。

为自变量，是否接受ＨＩＶ检测作为因变量。首先对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库，双次录入校对。使用ＳＡＳ ９．１软件统计分析。计

上述１９个变量进行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２），
然后纳入多因素模型进行逐步回归。结果显示（表

量资料用孑±ｓ表示，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其

３）：既往接受过艾滋病检测者本次就医接受艾滋病

比较采用Ｚ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影响因素，可能相关的因素采用逐步回归的方

检测的较少（ＯＲ＝０．２２６，９５％ＣＩ：０．１２４～０．４０９）；与

法进行多因素分析。检验水准均为ａ＝０．０５。
结

果

女性就诊者相比有更多的男性在本次就医时接受了
检测（ｏｎ＝７．２８３，９５％ＣＩ：３．９３３～１３．４６５）；既往接受
过艾滋病相关宣传教育者更多的接受了检测（ＯＲ＝

１．人口社会学特征：调查期间共４１３名门诊就

１．８５５，９５％ＣＩ：１．０１３—３．３９５）；担心自己得艾滋病的
人更容易接受检测（ｏｎ＝２．６９９，９５％ＣＩ：１．６１６～

诊者接受调查，包括Ａ县人民医院１２３名（２９．８％）和

４．５０６）；害怕抽血检测的就诊者较少接受检测（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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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表２调查对象是否接受ＰＩＴＣ的单因素分析

醵

人数４髫伽卸５％ｃ／）Ｐ值

表３调查对象是否接受ＰＩＴＣ的多因素逐步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Ｏ．０５２，９５％ＣＩ：０．０２４～０．１０６）；知晓艾滋病相关知识
的就诊者较少接受艾滋病检测（ＯＲ＝Ｏ．４４６，９５％ＣＩ：
０．２５８～ｏ．７７３）。而不同程度疫情、不同受教育水平、
不同收入、不同婚姻状况、吸毒史、艾滋病相关歧视
等因素经多因素分析，对是否接受检测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近半数的患者愿意接受
ＰＩＴＣ，说明ＰＩＴＣ策略有较好的可接受性和可推广
性，可为扩大ＨＩＶ检测和疫情发现提供重要途径。
医生宣传动员、性别、是否担心自己得艾滋病、既往
是否接受艾滋病检测、是否害怕抽血检测、艾滋病知
识知晓情况与接受率相关。金霞等ｎ１在云南省暗娼
调查中有５９．８％的人愿意接受艾滋病常规咨询检
测，这可能与调查对象的行为特征相关。本研究的
县、乡级医疗机构１８～６４岁就诊者中，以在婚、文
盲、彝族、低收入者为主，同时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不
高（５１．１％），安全套使用率低（从未使用安全套的比
例高达６６．１％），且存在艾滋病歧视现象。
本研究发现男性相对于女性更易接受检测，与
ＶＣＴ门诊中男性检测率高于女性（２．７～３．１：１）的情
况相符随］，且高于ＶＣＴ门诊中的男女比例，提示应加
强对女性就诊者的ＰＩＴＣ工作力度。
“害怕抽血检测”是本研究中影响艾滋病检测接
受率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与彝族特殊的民族习俗和
文化背景有关陋１。国外研究表明ｎ…，同时接受其他
医学检测有利于接受艾滋病检测，但是本研究中同
时做其他医学检测对是否接受艾滋病检测并无贡
献。这可能也与彝族特殊的文化习俗相关。‘
本次调查中知晓艾滋病知识的就诊者其检测
接受率低于不知晓艾滋病知识的人群，与国外艾滋
病知识知晓率是促成接受艾滋病检测的因素不
符ｎ“。这可能与研究对象的文化水平和习俗有关，
注：８接受检测人数／调查人数

本研究对象文盲率为６０．５％，导致对ＰＩＴＣ检测的认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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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与接受存在差距。此外，担心自己得艾滋病的就
诊者更容易接受检测，与金霞等＂１研究结果一致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ｉｒ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Ａ．ＡＩＤＳ。２００６。２０（１０）：１４４７－１４５０．

［７］Ｊｉｎ Ｘ，Ｗａｎｇ Ｎ，Ｄｉｎｇ ＧＷ。ｅ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Ｏ．６３，９５％ＣＩ：０．４１～Ｏ．９７）。

本次调查还显示安全套使用率低对接受检测
这一结果并无正向的贡献，与国内外研究中发现性
行为未使用安全套是促进接受艾滋病检测的因素
不同ｎ ２｜。提示当地居民对安全套预防艾滋病传播的

作用认识不足。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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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Ｖ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ａ

ｃ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ｄ

Ｙｕｎｎａｎ

ｔｏ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Ｊ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２００９。３０（２）：２０５—２０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金■．汪宁，丁国伟，等．云南省某市暗娼艾滋病常规咨询检测
接受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３０（２）：
２０５—２０６．

［８］Ｗａｎｇ ＺＹ，Ｑｕ ｗｃ。Ｊｉａｒｌｇ ＭＤ，ｅｔ
ｖｏｕＩｎｔａ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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