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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社区美沙酮维持治疗者治疗保持
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的随访研究
刘国武王娟卢红艳
【摘要】

目的了解北京市社区美沙酮维持治疗（ＭＭＴ）者的长期治疗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设计，对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参加ＭＭＴ的５４８名治疗者进行随访研究。采
用Ｌｏｇ．ｒａｎｋ法及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对长期治疗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５４８名研究对
象中男性（７９．６％）、汉族（９４．ｏ％）、无业或待业（８０．８％）为主，平均年龄（３７３±６．７）岁，吸毒时间为
（９．１±４．０）年，参加治疗前６个月以注射吸毒为主（８１．９％）。ＭＭＴ治疗时间中位数为２．１年，随访
终点时保持率为４Ｉ．２％一不同剂量组（Ｌｏｇ．ｒａｎｋｆ＝１０．５２７，Ｐ＝０ ００５）、实际治疗比例（Ｌｏｇ．ｒａｎｋ

ｆ＝１９．０２７，Ｐ＜０．００１）及尿吗啡检测阳性率（Ｌｏｇ．ｒａｎｋ ｘ？＝１５９．４８５，Ｐ＜０．００１）的治疗保持率问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ＨＲ＝Ｏ．７６，Ｐ＝
Ｏ．０２１）、治疗剂量不低于６０ｍｇ／ｄ（ＨＲ＝Ｏ．６ａ，Ｐ＝Ｏ．００２）、尿吗啡检测阳性率在１％～９％（ＨＲ＝Ｏ．３２．

Ｐ＜Ｏ．００１）等因素有助于研究对象长期参加治疗，而尿吗啡检测阳性率＞／２０％时（ＨＲ＝２．９２，Ｐ＜
Ｏ．００１）研究对象很容易退出治疗。结论高治疗剂量（≥６０ ｍｇ／ｄ）有助于治疗者长期保持治疗，

而治疗期间偷吸毒品（≥２０％）则增加治疗者退出治疗的风险。
【关键词】美沙酮维持治疗；吸毒人员；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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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沙酮维持治疗（ＭＭＴ）模式为要求治疗者每

ＭＭＴ能显著减少毒品滥用及相关违法犯罪，减少因

天到医疗机构，在丁作人员监督下口服足剂量的美

吸毒过量造成的死亡，减少ＨＩＶ的传播，且有助于毒

沙酮，并坚持长期治疗¨１。国内外研究与实践表明，

品滥用者家庭及社会功能的恢复ｕ“。我国白２００４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

０２５４—６４５０ ２０１ ２ １２．０１ｌ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１３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信作者：卢红艳，Ｅｍａｉｌ：ｈｏｎｇｙａｎ—ｌｕ＠ｓｉｎａ＋ｔｏｍ

年３月开始在吸毒及艾滋病疫情均较严重的地区开

展ＭＭＴ试点¨。北京市于２００４年１ １月设立了第一
家ＭＭＴ门诊，针对滥用阿片类物质成瘾者（吸毒人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１２４９·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员）开展治疗。截至２０１２年４月底，北京市共设有

采用哑变量的形式进入模型进行分析。统计推断基

１０个ＭＭＴ门诊，累计超过３１００名吸毒人员参加治

于双侧ｃ【＝０．０５水平确定。

疗，目前正在接受治疗者１９５２人。为了解治疗者的

结

长期治疗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对北京市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人组参加ＭＭＴ治疗者进行为期５年的随访研

果

１．一般情况：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参加ＭＭＴ者为５４８
人，平均年龄（３７．３±６．７）岁，吸毒时间（９．１±４．０）

究。结果报告如下。
对象与方法

年。其中男性４３６人（７９．６％）、汉族５１５人（９４．０％）、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２８２人（５１．５％）、无业或待业

１．研究对象：选择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

４４３人（８０．８％）、已婚有配偶２５６人（４６．７％），４４９人

期间进入北京市ＭＭＴ门诊接受治疗的吸毒人员

（８１．９％）在参加美沙酮维持治疗前６个月主要采用

作为研究对象，人组标准符合我国ＭＭＴ入组治疗

注射吸毒方式（表１）。

条件吲。
２．研究方法：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随访入组的

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北京地区５４８名ＭＭＴ者

人口学特征和毒品使用特征

ＭＭＴ者。随访起点为治疗者在ＭＭＴ门诊首次接
受治疗的时间，终点为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结局事
件定义为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３１日未到门诊接受治
疗。随访终点时仍未观察到研究对象出现预期的结
局事件则定义为截尾事件，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３１日期
间仍到ＭＭＴ门诊参加治疗者作为截尾值处理。
入组治疗时，门诊医生根据国家统一制定的调
查表对研究对象进行一对一调查，收集人口学特征、
治疗前吸毒情况等信息。参加ＭＭＴ期间，研究对
象需在医生监督下服用合适剂量的美沙酮口服溶
液，且每月至少接受一次尿吗啡定性检测。工作人
员采用“离线录人、在线传输”的方法，按时将上述信
息录入到全国社区ＭＭＴ信息管理系统中。因此，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治疗前毒品使用特征、随访
期间服药情况、毒品滥用情况等信息均从全国社区
ＭＭＴ信息管理系统中下载获得。
３．相关定义：①随访时间为首次治疗日期与末
次治疗日期的时间间隔；②保持率为随访终点时仍
在接受治疗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③实际治疗比

２．治疗情况：随访时间０．０１—６．３６（Ｍ－－２．１０）

例为治疗期间接受治疗的实际天数占治疗时间的

年。至随访终点时（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２６人仍在

比例；④日均治疗剂量为治疗期间累积治疗剂量除

接受治疗，治疗保持率为４１．２％（直接计算法）。对

以累积服药天数即为日均治疗剂量，一天内多次治

随访时间及实际治疗时间进行分析后发现，随访时

疗，则将当天多次服药剂量合并后再计算日均治疗

间＜１年至≥５年研究对象的比例分别为２０．３％、

剂量。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库，使用ＳＡＳ ９．１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连续性变量采

１０．８％、７．８％、６．９％、９．１％和４５．１％；实际治疗时间＜１
年至≥５年研究对象的比例分别为３４．１％、１９．２％、
１７．１％、９．３％、１１．７％和８．６％（表２）。

用均数（；）±标准差（ｓ）、分类变量采用频数分布的

３．不同特征研究对象治疗保持情况：随访期间

方法进行描述。采用Ｌｏｇ．ｒａｎｋ法及Ｃｏｘ比例风险模
型完成治疗保持及影响因素的分析，通过计算风险

平均治疗剂量为（５５．１±２１．５）ｍｇ／ａ，平均尿吗啡检测
阳性率为１２．９％，实际治疗天数占应治疗天数的比

比估计影响因素与结局变量之间的联系强度，并根
据９５％ＣＩ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判断。多级分类变量

例为６４．７％。低、中、高剂量组研究对象治疗保持率
分别为３７．０％、３５＿３％和４９．３％（Ｌｏｇ．ｒａｎｋ ｆ＝１０．５２７，

·１２５０·

主华流行病学杂志２们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ｉ，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Ｐ＝０．００５）；按实际治疗比例研究对象分为３组（＜

中，但当尿吗啡检测阳性率在９２０％时研究对象易

５０％、５０％一７９％、≥８０％）其治疗保持率分别为

退出治疗（表４）。

４４．７％、４６．Ｏ％和３５．Ｏ％（Ｌｏｇ－ｒａｎｋ

Ｚ ７＝１９．０２７，Ｐ＜

表４北京地区５４８名ＭＭＴ者治疗保持情况影响因素的

０．００１）；治疗期问尿吗啡检测阳性率在０％、ｌ％～

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多因素分析

９％、１０％～１９％、９２０％的研究对象治疗保持率分别
为４５．Ｏ％、７６．２％、４８．１％和１７．９％（Ｌｏｇ．ｒａｎｋ

ｚ ２＝

１５９．４８５，Ｐ＜Ｏ．００１）。见表３，
表２

表３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北京地区５４８名ＭＭＴ者
随访时间及实际治疗时间分布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北京地区５４８名ＭＭＴ者不同特征

研究对象治疗保持情况比较

４．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多因素分析：结合既往研
究结果，将可能对研究对象治疗保持情况产生影响
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度、过去１个
月是否注射吸毒、吸毒时间、治疗剂量、实际接受治
疗比例、尿吗啡检测阳性率等因素作为自变量，将随

讨

访终点时治疗状态作为应变量，治疗时间作为时间

论

变量进行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文化程度、治疗剂量、治疗期间偷吸毒品情况、治

研究与实践表明。服务质量、治疗满意度、治疗
剂量、人口学特征、既往毒品滥用情况及社会接受度

疗比例等因素对研究对象在随访终点时的保持情况
产生影响。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研究对象，

等因素均会对毒品滥用者能否坚持长期治疗产生影

其退出治疗的风险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的０．８６
倍；治疗剂量不低于６０ ｍｇ／ｄ的研究对象退出治疗的
风险仅为治疗剂量低于４５ ｍｇ，ｄ的ｏ．６４倍。尿吗啡

生积极治疗效果具有重要作用。治疗剂量不低于

检测阳性率１％一９％有助于研究对象保持在治疗

好的疗效¨１‘”】。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剂量组间研

响［７“０Ｉ。其中服用足剂量美沙酮对较高的保持率、产
ｍｇ／ｄ对治疗者取得积极的治疗效果非常重要，
如有可能，治疗剂量维持在８０～１００ ｍｇ／ｄ能取得更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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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的治疗保持情况差异很大。治疗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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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退出治疗的可能性仅为治疗剂量＜４５ ｍｇ／ｄ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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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ｇｄ的研究对象经过５年治疗后保持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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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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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国外研究表明，因担心美沙酮成瘾、希望彻底戒

卫生部，公安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海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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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剂量维持治疗。但上述因素是否同样对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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