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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ＨＩＶ阳性服药人员
吸毒过量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
崔宁

曹晓斌王常合

【摘要】

罗巍庞琳柔克明

吴尊友

目的分析影响美沙酮维持治疗（ＭＭＴ）门诊ＨＩＶ阳性服药人员吸毒过量死亡的因

素。方法采用１：ｌ配对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对１ｌＯ例因吸毒过量死亡的服药人员与相应对照
（与病例同性别、同门诊、首次入组时间相近）的社会人Ｅｌ学、吸毒行为、服药行为等特征进行比
较。结果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表明，人组前３个月共用针具（ＯＲ＝５．１９，９５％ＣＩ：１．３９。

１９．３３）、经注射吸毒感染ＨＩＶ（ＯＲ＝３．０８，９５％ＣＩ：１．１６—８．２１）、终点前脱失（ＯＲ＝２．５４，９５％ＣＩ：
１．２３—５．２３）是吸毒过量死亡的危险因素，而治疗依从性好（ＯＲ＝Ｏ．３１，９５％ＣＩ：０．１０．０．９５）为保护

ｌ因素。结论应采取综合措施提高ＭＭＴ门诊服药病例的依从性，并对曾共用针具的病例展开重
点干预，从而减少死亡。

【关键词】美沙酮维持治疗；艾滋病病毒；吸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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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艾滋病，结核病多学科研究培训项目（５Ｕ２ＲＴＷ００６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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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３８万。国内外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ＭＭＴ有效，

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崔宁、曹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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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ＭＭＴ门诊服药人员的死亡率仍然高于一般人
群陋］。研究发现吸毒过量是造成ＭＭＴ人员死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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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变量赋值

为常见的原因㈨，并且ＨＩＶ感染会进一步提高吸毒
过量死亡的风险…。本研究旨在运用配对病例对照

Ｊ

变量

赋

值

生存状态

ｌ＝死亡，０－－－－－存活

民族

１＝汉族，０＝少数民族

婚姻状况

１＝已婚有配偶，０＝未婚／丧偶腐异

文化程度

ｌ＝初中及以下，０＝高中及以上

职业

ｌ＝待业／无业，Ｏ＝有职业

感染ＨＩＶ途径

１＝注射吸毒，Ｏ＝异性传播／不详

入组前半年注射吸毒

ｌ＝是，Ｏ＝否

川、云南、广西、新疆４省（自治区），选取ＨＩＶ阳性服

人组前强制戒毒

ｌ＝是，０＝否

药人员较多的３２个ＭＭＴ门诊作为目标门诊，其中

入组前３个月共用针具

１＝是．０＝否

云南１０个、广西８个、新疆８个、四川６个。２００４年３

参加ＡＲＴ

ｌ＝是，０＝否

终点前脱失

１＝是，Ｏ＝否

参加尿吗啡检测

１＝是，Ｏ＝否

的方法，分析影响ＭＭＴ门诊ＨＩＶ阳性服药人员吸
毒过量死亡的因素。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从我国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四

月２３ Ｅｔ至２０１２年９月３０ Ｅｔ从目标门诊接受ＭＭＴ

的吸毒人员中选择符合下列条件者作为研究对象：
①人组接受ＭＭＴ治疗时ＨＩＶ确证阳性；②研究期

员中，云南４３对（３９．０９％）、广西３３对（３０．００％）、四

间已确定死亡；③死亡原因为吸毒过量。按照１：１

川１９对（１７．２７％）、新疆１５对（１３．６４％）；９８对

配对选择同期人组接受ＭＭＴ治疗时ＨＩＶ确证阳

（８９．０９％）为男性。病例组人员死亡时年龄最小２４

性、未死亡的目标门诊服药人员为对照。对照满足：

岁，最大５４岁，平均（３６．３４±５．８０）岁。病例组与对

①同性别；②在同一门诊入组；③首次人组时间相近

照组在人组年龄（江１．２０）、民族（）ｃ２＝１．０４）、婚姻状

（最近者优先，相差≤６个月）。１０例未找到合适配

况（？Ｃ２＝ｏ．０９）、文化程度（妒＝１．２５）、职业（）ｃ２＝ｏ．２５）

对，最后共１１０对纳入本研究。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研究方法：通过ＭＭＴ信息管理系统收集信

２．单因素分析：将两组服药人员人组前吸毒行

息：一般人口学信息、既往毒品滥用史、服药信息、

为、门诊服药行为等资料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死亡

ＨＩＶ感染情况、尿检信息、退出ＭＭＴ及抗反转录病

组与对照组在经注射吸毒感染ＨＩＶ、入组前３个月

毒治疗（ＡＲＴ）情况；通过数据关联，核实研究对象

共用针具、终点前脱失、总服药天数、治疗依从性、终

ＨＩＶ感染日期、是否死亡及死亡原因。

点前尿检次数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变量定义：①终点：病例终点为病例死亡，对照

见表２、３。

终点为匹配病例死亡。②脱失：在研究期间研究对象

３．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

连续３０ ｄ未接受治疗即为脱失；脱失的研究对象可再

的６个变量纳入线性回归模型，进行自变量间共线

次人组参加治疗。③终点前脱失：指在研究终点时研

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总服药天数分别与治疗依

究对象处于脱失的状态。④治疗依从性：按照ＭＭＴ

从性（ｒｓ＝０．１８，Ｐ＝０．００８）、终点前尿检次数（ｎ＝

的原则，研究对象入组后应每天接受治疗，而实际上研

０．８２，Ｐ＝０．０００）相关。再将总服药天数外的５个变

究对象会出现不同的漏服隋况，治疗依从ｆ生存在差异；
本研究以实际服用美沙酮天数除以应参加治疗天数

量纳入为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采用逐步向
后法进行分析，变量进入标准为０．０５，剔除标准为

的值来表示治疗依从ｊ生，数值越大代表依从ｆ生越好，反

０．１０。结果表明，治疗依从性好，则吸毒过量死亡风

之，越差；若参加治疗天数仅为１，则治疗依从性为０。

险低（ＯＲ－－－－－０．３１，９５％ＣＩ：０．１０一Ｏ．９５），而经注射吸毒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 ６．０软件对数据库进

感染ＨＩＶ（ＯＲ＝３．０８，９５％ＣＩ：１．１６。８．２１）、入组前３

行整理，并在重新赋值和生成新的变量（表１）后进

个月共用针具（ＯＲ＝５．１９，９５％ＣＩ：１．３９～１９．３３）、终

行统计学分析。分类变量采用配对）ｃ２检验、连续变
量采用配对ｔ检验或配对秩和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

点前脱失（ＯＲ＝２．５４，９５％ＣＩ：１．２３。５．２３）则为吸毒

多因素分析运用拟合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使
用ＳＰＳＳ软件中的Ｃｏｘ回归拟合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过量死亡的危险因素，见表４。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静脉吸毒感染ＨＩＶ、入组前
３个月共用针具行为会增加吸毒过量死亡的风险，
与新疆伊犁地区研究结果一致Ｂ ３。本研究中服药人

１．一般情况：１１０对ＭＭＴ门诊ＨＩＶ阳性服药人

员９０％以上参加治疗前半年曾注射吸毒，由于服药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１０月第３４卷第１０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１０
————————————————————－———————————●————————————————————＿＿－—————————－ｈ——————————－————————＿●——一

·９６３·

性，进而降低死亡风险。
［本研究得到四川、广西、新疆３省（自治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殁ｅ．ＭＭＴ门诊
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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