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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２年全国艾滋病哨点吸毒人群血清学

和性行为特征分析
葛琳崔岩

王璐李东民郭巍丁正伟王岚

【摘要】

目的分析全国艾滋病哨点不同类型吸毒人群血清学结果和性行为状况。方法

２０１２年４—６月对监管场所、社区吸毒者、美沙酮门诊最近一个月吗啡尿检阳性者进行问卷调查并
采集血液。结果共纳入分析吸毒者１１６ ２７９人，传统毒品（海洛因等）吸食者的ＨＩＶ、梅毒、ＨＣＶ
阳性检出率分别为５．０％、４．４％、４９．４％，新型毒品（冰毒等）吸食者的检出率分别为０．５％、４．６％、
１５．２％，前者的ＨＩＶ、ＨＣＶ检出率高于后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新型毒品吸食者最近

一个月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为４６．３％，最近一年与固定性伴及商业性伴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分别为
８７．２％、２８．１％，高于传统毒品吸食者（４０．７％、８２．８％、２２．２％）。新型毒品吸食者最近一次与固定性
伴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３３．３％，低于传统毒品吸食者（３６．２％）；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使用安
全套的比例为６５．１％，高于传统毒品吸食者（６２．９％）。传统毒品吸食者最近一年与固定性伴及商
业性伴性行为时从未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分别为４３．２％、１９．０％，高于新型毒品吸食者（４１．３％、
１５．３％），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结论与传统毒品吸食者相比，新型毒品吸毒者性

行为更为活跃，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低，经性传播ＨＩＶ风险更高。
【关键词】吸毒者；哨点监测；血清学；性行为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ｄｒｕｇ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ｓｉｔｅｓ ｉｎ ２０１２
Ｗａｎｇ Ｌａｎ．？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ｉｎ，Ｃｕｉ玩ｎ，Ｗａｎｇ

Ｌｕ，Ｌｉ Ｄｏｎｇｍｉｎ，Ｇｕｏ

ａｔ

ｕｓｅｒｓ

ｔｈｅⅢＶ

Ｗｅｉ，Ｄ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ｗｅｉ，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ＨＩｖ｝ＡＩＤ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吼７ｅｎ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Ｂｅｉｆｉｎｇ １ ０２２０６．Ｃｈｉｎ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ｒｕｌ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耽，瑶Ｌａｎ，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ｌａｎｗ＠１６３．ｃｏ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ｄｒｕｇ ｕｓｅｒｓ（ＤＵＳ）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Ｖ 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ｓｉｔ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ｐｒｉｌ
ａｎｄ Ｊｕｎｅ
ａｎｎｕａｌｌｙ．ＤＵ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ｏｓ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ｃｕｓｔｏｄｉｅｓ．１ｉｖ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ａｔ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ａｄｏｎ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ｌｉｎｉｃ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ｕｒｉｎｅ ｔｅｓｔｓ
ｓｔａｒ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ａｎｄ

ｏｎｅ

ｍｏｎｔｈ ｂｅｆｏｒｅ ｂｌｏｏ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

１１ ６ ２７９ ｄｒｕｇ ａｂｕｓ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ＨＩＶ．

ＨＣＶ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ｕｇ（ｈｅｒｏｉｎ，ｅ￡ｃ．）ｕｓｅｒｓ ｗｅｒｅ ５．０％，４．４％ａｎｄ ４９．４％，ｗｈｉｌｅ

ｎａｒｃｏｔｉｃ（ｍｅｔｈ，ｅｔｃ．）ｕｓｅｒｓ ｗｅｒｅ ０．５％，４．６％，１５．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ＨＩＶ．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ｕｇ ｕ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ａｒｃｏｔｉｃ ｕｓｅｒｓ
（Ｐ＜０．０１）．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ｌａｓｔ ｍｏｎ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ｗｉｔｈ ｃａｓ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ｅｘｕ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ｗｅｒｅ ４６．３％．８７．２％ａｎｄ ２８．１％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ａｒｃｏｔｉｃ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ａｍｏｎｇ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ｕｇ ｕｓｅｒｓ（４０．７％，８２．８％ａｎｄ
ｕｓｅｒ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２２．２％）．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ｄｏｍ ｉｎ ｌａｓｔ ｓｅｘｕ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ｃａｓｕａｌ ｓｅｘｕ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 ｗａｓ ３３．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ａｒｃｏｔｉｃ

ｕｓ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ｕｇ

ｕｓｅｒｓ（３６．２％）．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ｓｅｘｕａＩ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ａｓ ６５．Ｉ％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ｘｕａｌ
ｄｒｕｇ ｕｓｅｒｓ（６２．９％）．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ｖ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ｄｏｍ ｗｉｔｈ ｃａｓｕ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ｏｍ

ｕｓ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ｗａ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４３．２％ａｎｄ

１９．０％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仃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ｕｇ ｕｓｅｒｓ，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ｎｅｗ ｎａｒｃｏｔｉｃ ｕｓｅｒｓ（４１ ３％，１５．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ｒｕｇ ａｂｕｓｅｒｓ．ｔｈｅ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ｎｅｗ ｎａｒｃｏｔｉｃ ｕｓｅｒｓ ｓｅｅｍｅｄ ｍｏ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ｅｓｓ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ｄｏｍ
ｕｓｅ

ｂｕ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 ｏｆ ＨＩＶ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ｅｘｕ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ｒｕｇ ｕｓｅｒｓ；Ｓｅｎｔｉｎｅｌ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截止２０１２年底，中国累计登记在册吸毒人员

２０９．８万，新发现３０．５万名吸毒人员ｎ ３。新型毒品
大部分是通过人工合成的化学类毒品，而鸦片、海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２．００４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

洛因等传统毒品是罂粟等加工而成的半合成类毒

制中心

品心一１。新型毒品激发人的性欲并促使危险性行为

通信作者：王岚，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ｌａｎｗ＠１６３．ｔｏｍ

的发生，从而增加艾滋病与性病传播的风险Ｈ，５｜。国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２月第３５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２

家级艾滋病吸毒者哨点主要设置在强制戒毒所（超

将吸毒者按照吸毒类型分为传统毒品、新型毒

过６０％），其次为社区。２０１２年全国共设立并运行吸

品和混合吸食者。相比传统毒品吸食者，在新型毒

毒者哨点３０１个，覆盖３０个省（未包括西藏）。本研

品吸食者中，女性比例相对较高，年龄段偏低，≤３０

究了解吸毒者一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识知晓率、

岁者占５５．２％；未婚或同居比例超过５０．０％，文化程

吸食毒品方式、性行为状况，并分析、评估该人群艾

度较高，初中及以上文化者超过８０．Ｏ％，但艾滋病知

滋病发生的危险性。

识知晓率相对较低（表１）。
２．吸毒者血清学检测：传统毒品吸食者的ＨＩＶ、
梅毒、ＨＣＶ阳性率分别为５．０％、４．４％和４９．４％，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全国艾滋病哨点（强制戒毒所、社

ＨＩＶ、ＨＣＶ阳性率均高于新型毒品和混合吸食者，

区或美沙酮维持治疗门诊）的吸毒人群（口服、吸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１）；梅毒阳性率在传统毒

和注射海洛因、可卡因、鸦片、大麻、吗啡、冰毒、Ｋ

品、新型毒品和混合吸食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粉、摇头丸、麻古等，最近一个月吗啡尿检呈阳性）。

（Ｐ＞０．０１），见表２。

２．监测方法：２０１２年４—６月采用连续采样方法
收集吸毒人群相关信息，样本量要求４００人，若哨点前
一年ＨＩＶ抗体阳性率超过１０％，样本量＞Ｊ２５０人即可。
３．统计学分析：数据通过直报系统上报至中国

表２

２０１２年吸毒者哨点血清学检测

吸毒类型ＨＩＶ
传统毒品５．０（４

梅毒ＨＣＶ

ｔ７７／８２

９６８）４．４（３

新型毒品ｏ．５０１９／２４ ８６４）
混合

４．６０

６６７／８２

９８０）４９．４（４１

１５１／２４

８６２）１５．２（３

２．１（１５２／７ １４５）４．４（３１７／７ １４４）４５．７（３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使用
ＳＰＳＳ １

８．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

１１６

０２６／８２

７７３／２４
２６７／７

９７４）

８６２）

１４４）

｜｜｜｜，．，０圳｜｜｜｜｜｜｜｜｜｜｜｜

注：分子为ＨＩＶ阳性者，分母为吸毒人数，括号外数据为阳性率
（％）；由于血样不够导致个别对象不会同时检测ＨＩＶ／ＴＰ／ＨＣＶ抗

果

体，导致分母有差别

１．一般人口学特征：２０１２年共纳入分析吸毒者

３．吸毒者行为学情况：传统毒品吸食者中注射

２７９人，其中８７．９％为男性，１２．１％为女性；年龄

吸毒的比例较高，占６６．４％；而在新型毒品吸食者
中，９０％以上采用非注射方式（图１）。

段以２５。４９岁居多，占８２．３％；婚姻状况中“在婚”与
“未婚或同居”比例相近，分别为４５．１％、４１．２％，且大
多数户籍在本地；文化程度相对偏低，初中及以下占
８１．８％（表１）。
表１
项目

２０１２年吸毒者哨点监测人群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传统毒品

新型毒品

混合

性别
男

１０２

女

１４

１６７（８７．９）７３ ９０６（８９．０）２０ ８７３（８３．９）６ ２７１（８７．７）
１１２（１２．１）９ １０６（Ｕ．０）

３

９９６（１６．１）８７６０２．３）

年龄（岁１
≤２４

１６

０６０（１３．８）７ ９２２（９．６）

２５～４９

９５

６１９（８２．３）７１ ３８２（８６．０）

≥５０

４

５０８（３．９１

６ ９２３（２７．９１
１７

３ ６３９（４．４１

１

口非注射

｜｜
雉

口注射
※：２ ２５４：！：；

５５

４

５；；

罐湖
粼

蕊
惑

）４

。

ｌ然

００１（１４．０１

３２５（６９．７）５ ９４３（８３．２）
６０２（２．４）

２００（２．８）

婚姻状况
未婚或同居

４７

９０２（４１．２）３０ ９９５（３７．４）

在婚

５２

４０７（４５．１）３９ ８５６（４８．０）

９

３８１（３７．７）２ ５８０（３６．１）

离异或丧偶

１５

９７００３．７）１２ １６１（１４．６）

２

４４ｌ（９．８）１ １６１（１６．２）

１３

０４７（５２．５）３ ４０６（４７．７）

近一年与固定性伴及商业性伴性行为比例均高于传

户籍所在地
本省
外省或外籍

新型毒品吸食者的最近一个月性行为比例、最

１０６
９

２９９（９１．４）７７ ０４０（９２．８）２１ ６５７（８７．１）６ ４５５（９０．３）
９８０（８．６）

５ ９７２（７．２）

３ ２１２（１２．９）６９２（９．７）

文化程度

统毒品吸食者；最近一次性行为及最近一次与固定
性伴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低于传统毒品吸食

文盲或小学

３２

９５４（２８．４）２５ ９０８（３１．３）４ ９００（１９．８）１ ６８４（２３．６）

者，最近一次与商业性伴性行为使用安全套的比例

初中

６１

９８０（５３．４）４３ ８３０（５２．９）１３ ５１６（５４．４）４ ０２１（５６．４）

高于传统毒品吸食者，而在两类人群中商业性行为

高中及以上

２１

１６４（１８．２）１３ １４８（１５．８）

６ ４１８（２５．８）ｌ

４２４（２０．０）

艾滋病知识知晓１００ ９７８（８６．８）７２ ５４２（８７．４）２１ １７９（８５．２）６ １６２（８６．２）
注：男性吸毒信息不完整或缺失；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
据为构成比（％）

使用安全套比例相对较高，均超过６０％；最近一年与
性伴性行为安全套从未使用率低于传统毒品吸食
者，见表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Ｏ．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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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２

险较新型毒品吸食者高。
在２０１２年我国新发现的
最近一个月是否有过性行为
最近一年与固定性伴有性行为
最近一年与商业性伴是否有性行为

是

２２

３３７（４０．７）１ ０ ４１４（４６．３、２００．７３２

否

３２

５２２（５９．３）１２ ０９９（５３．７）

是

２３

５３２（８２．８１

１０

４１４（８７．２１

否４ ８７９（１７．２）

１

４０９（１２．８）

ｌ １ １．２２１

是

１２ ２０１（２２．２）
６ ３０７（２８．１）２９６．１６２
否４２ ６６４（７７．８）１６ １７６（７１ ９）
是
９ ５３７（４２．７１
１０ ４１４（４０－３１
１７．１１２

最近一次性行为是否使用安全套

否

１ ２

最近一次与固定性伴性行为是否使用安全套是
否

７７７（５７．３）

６

８ ４９４（３６．２）

３

１７３（３３．３）

６

３５０（６６．７）

１４

最近一次与商业性伴性行为是否使用安全套是

７

９４５（６３．８）

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１９１（３４．９）

３

９４８（４１．３）４０．０４０

有时１０ ２８０（４３．９）１０ ４１４（４７．４）
每次３ ０３８（１３．０１
１ ０８１（１１．３１
有时５ ２４２（４３．２）

２

６５５（４２．２）

每次４ ５８７（３７．８）

２

６７２（４２．５）

势。目前，我国艾滋病疫情正由
桥梁人群对艾滋病传播有重要意
义。因此，需要加大对低年龄段
的宣传，增强年轻人对毒品的自

２

９６１（１５．３）

数超过８５％，且有逐年上升趋

人群新型毒品危害和艾滋病知识
９．０３３

１０（４３．２）

最、近＿—手与商业性伴阻行为是否使用安全鳓率从未２ ３０４（１９．０）

ＨＩＶ感染者中，经性传播的患者

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其中
０．０００

２５．２４０ ０．０００

６２５（６２．９）４ ０９３（６５．１）
１

Ｏ．０００

２０３（５９．７）

否４ ５００（３７．１）

最、近＿一鹎固割群眺Ｅｉ＿亍办导刮瓣眶趁：套频率从未１０

Ｏ．０００

我保护意识，促使其形成良好的
性道德观念，避免高危性行为发

５６．１２６ ０．０００

生，同时加强对公共娱乐场所的
监管；对于注射吸毒者进行有力
的监管和治疗，提高安全套使用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率，约束其对性伴的无保护性行为。应继续对吸毒
讨

论

人群加强干预，遏制艾滋病在该人群中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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