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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２００５－－２０１ １年注射吸毒人群艾滋病
感染的空间分析
邢健男

郭巍钱莎莎

【摘要】

王岚王璐汪宁

目的分析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中国注射吸毒人群艾滋病流行的空间分布特点及其变化

趋势。方法利用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注射吸毒途径的ＨＩＶ感染者和
艾滋病患者（ＨＩＶ／ＡＩＤＳ）数据，分析其人口学特征，分别以省份和区县为水平进行空间聚集性分

析，并生成热点区县的中心位点。结果注射吸毒ＨＷ／ＡＩＤＳ的性别比、本省户籍与外省户籍比
随时间变化而下降，２０１１年比值分别为６．７５和７．０１，ＨＩＶ与ＡＩＤＳ报告例数比则为上升趋势（ｚ＝
２６．８８０，Ｐ＜Ｏ．０１）。２００５年后全国注射吸毒ＨＩＶ／ＡＩＤＳ例数、以省为水平的空间聚集性及热点省数
量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全国热点省均为２个（四川、云南省）；但以区县为水平的空间分析显
示，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空间聚集性及热点区县数量有所增加，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西部热点区县中心位点局

限于新疆，西南部热点区县中心位点有北移倾向。结论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中国注射吸毒人群ＨＩＶ／
ＡＩＤＳ的人口学特征变化具有规律性，表现为省级水平空间聚集性下降，但区县级水平的聚集性和
局部热点数量有所增加，且热点出现由边境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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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吸毒是我国艾滋病感染的主要途径之一“１。

近年来虽然性接触已成为主要传播途径，但在２０１

１

年我国全部ＨＩＶ感染者和ＡＩＤＳ病例（ＨＩＶ／ＡＩＤＳ）报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２．０１１
基金项目：“十二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２０１２ｚｘｌｏｏ叭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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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中心
通信作者：王璐，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ｌｕ６４＠１６３．ｃｏｍ

告中，经注射吸毒途径感染人数仍占很大比例瞳］。
由于全球毒品主要生产地如缅甸、老挝等与我国西
南边陲省份毗邻ｂ’４１，使一些地区位于边境毒品流通
要道位置，不仅带来毒品的流通，也带来有可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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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艾滋病的高危行为。因此在我国以注射吸毒途

当年病例报告数为权重，利用Ａｒｃｇｉｓ中Ｍｅｄｉａｎ

径的艾滋病感染流行可能与地理因素存在一定相

Ｃｅｎｔｅｒ模块分别求出两区域热点区县的中心位点，

关性ｂ１。本研究旨在通过空间聚集性分析，描述我

以直观地观察两地区热点区县在地理位置上的变化

国２００５—２０１ １年注射吸毒人群艾滋病感染的流行

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中位点是经过计算而在地图

特征，并探索其在空间上的流行趋势。

上得出的坐标点，只体现了热点区县间按当年病例
报告为权重的位置关系，其位置所在地并非代表其

资料与方法

为注射吸毒者艾滋病感染热点的集中区域。

１．资料：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注射吸毒人群ＨＩＶ／

结

ＡＩＤＳ数据来自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历年

果

数据（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并以现住址所

１．基本情况：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我国经注射吸毒途

在省份标记病例地理位置。省份及区县（地级市、市

径感染艾滋病的人数除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小幅上升外，

辖区）电子地图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总体呈下降趋势。吸毒者监测哨点中注射吸毒者

２．方法：

ＨＩＶ抗体阳性平均检出率总体变化趋势与病例报告

（１）人口学特征：分析性别比（男／女）、户籍所在

数的变化趋势相似（图１）。７年间累计病例报告数

地比（本省『夕｝、省）及疾病类别比（ＨＩＶｆｍＤＳ）随时间

分布如图２所示，边境地区（如云南、广西、新疆等）

的变化趋势，使用ＳＡＳ ９．２软件进行趋势检验哺１。

累计报告数最多，内陆地区累计病例报告数少于沿

（２）空间聚集性检验：利用病例报告每条记录中

海地区。

口病仞Ｊ报告数

具有唯一国标码与地理信息系统匹配，使用地理统
计模块进行全局自相关检验（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及局部自相关检验（１０ｃ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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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说明病例呈离散性分布；当Ｍｏｒａｎ’Ｓ，接近于０

０

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 １

年份

且ｚ的取值在一１。９６和１．９６之间，说明病例呈随机性
分布，不存在相关。全局自相关可用来判断研究对

图１

２００５－－２０ １

１年我国经注射吸毒感染艾滋病报告数

象在整个研究区域范围内是否存在相关性，但不能

及吸毒者监测哨点注射吸毒者ＨＩＶ抗体阳性

很确切的指出聚集区域，而空间局部自相关可以侦

平均检出率的时间变化分布

测出具体的聚集区域。空间局部自相关检验选用局
部Ｇ统计量指标，公式ｎ］：

２．人口学特征：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注射吸毒艾滋病
感染者的性别比、本省户籍与外省户籍比总体呈逐

Ｇｉ（ｄ）＝∑Ｗｉ（ｄ）ｘ／∑墨
Ｊ＝１

＾瀑ｕ瓣翅医蛙摄

２

，一１

年下降趋势。其中注射吸毒艾滋病感染者２００５年
性别比为７．６５，至２０１１年底下降至６．７５，趋势检验差

式中，ｉ和ｊ表示相邻的两个区域，职（ｄ）代表在ｄ距
离内的空间相邻权重矩阵。对于局部内数据而言，

异有统计学意义（ｚ＝一３．８６５，Ｐ＜Ｏ．０１）；２００５年本

若ｉ和？相邻，该取矾（ｄ）为ｌ，不相邻则为０。应用ｚ

（Ｚ＝一９．２３６，Ｐ＜０．０１）；ＨＩＶ感染者与ＡＩＤＳ病例报

检验对其进行统计学检验，ｚ≥１，９６表示存在高值聚

告数比则呈上升趋势（Ｚ＝２６．８８０，Ｐ＜Ｏ．０１），见图３。

省户籍与外省户籍比为１０．０９６，２０１１年下降至７．０１

集区域；ｚ≤一１．９６表示存在低值聚集区域，检验水准

３．空间聚集性：

为０．０５。本研究分别以省和区县水平进行全局自相

（１）以省为水平的空间自相关分析：对我国

关检验和空间局部自相关检验，由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１软件
完成。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累计报告经注射吸毒途径感染ＨＩＶ

（３）空间中位点：在以区县水平进行逐年局部自
相关检验得到热点区域后，将热点地区分为西部地

分值为０．１９４，Ｚ＝３．２９８，Ｐ＜Ｏ．０５。逐年全局自相关
检验显示Ｍｏｒａｎ’Ｓ ｆ得分值不断降低，空间聚集性为

区和西南部地区。在两个地区范围内以各热点区县

下降趋势随１（表１）。进一步对逐年经注射吸毒途径

者采用距离矩阵进行全局自相关检验，Ｍｏｒａｎ’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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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我国注射吸毒艾滋病感染
以省和区县为水平的全局自相关检测

水平

年份

Ｍｏ得ｒａ分ｎ＇ｓ，

ｚ值

Ｐ值

省级
２

５

ｍ

２

＜０．００１

２

６

ｎ

５

＜Ｏ．ＯＯｌ

２

７

ｎ

３

２

８

ｎ

５

２

９

ｍ

２

０，３，２

０．００６

７

２

０．００９

２ Ｊ石４ 黔”跎昭盯他＂

Ｏ．０１６

２

０．０００

２

０

ｍ

＜０．００ｌ
盘３石ｍ

０．００２

２ ∞∞∞∞∞仇叭 ｌ

ｎ砣加规＂Ｈ他ｎ ５

２

５

ｎ

２

６

０

０．０００

２

７

３

０．０００

区县级

ＨＩＶ感染者例数
２０一１２８
１２９～４３９
４４０～７１５

２

８

ｎ仉ｍ

６

３ ２２４～２１ ８３５

２

９

ｎ

６

香港、澳门、台湾

２

０

ｍ

６

７１６—３ ２２３

图２

Ｏ

２００５－－２０１

２∞∞∞∞∞叭叭 ｌ

１年我国经注射吸毒感染艾滋病累计报告病例数分布

ｎ ｍ盯∞∞∞晒嘶 ５

０．０００
ｍ石盘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船弘弛勉船”驼 ３五 ＂盯拍筋％∞∞

０．０００

（图５）。其中西部地区的热点中位点局限于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注射吸毒者艾滋病感染的高发区域，如
伊宁、阿克苏市等，而西南地区热点中心位点则呈现
由南至北的变化趋势。
讨

论

与２００５年相比，我国２０１１年经注射吸毒感染艾
滋病者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下降２４．２％），占总报
告病例的百分比也呈下降乜１。同期全国吸毒者监测
图３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我国注射吸毒艾滋病感染者性别比、

哨点中注射吸毒者ＨＩＶ抗体阳性平均检出率除

本省户籍与外省户籍比、ＨＩＶ感染者与ＡＩＤＳ病例

２００８年回升外，总体同样呈下降趋势。７年累计病

报告数比的时间变化趋势

例地区分布呈由边境一沿海一内陆逐渐递减状态，单

感染艾滋病者进行局部自相关检验，显示云南、广

纯从地理位置及距离上比较，距南部和西部边境及

西、新疆、广东、四川为热点省份（图４）。

海岸线越远的地区，报告病例数则越少，这与Ｄｅｓ

（２）以区县为水平的空间自相关分析：对我国

Ｊａｒｌａｉｓ等ｂ１的研究相似，提示地理因素是艾滋病发生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经注射吸毒途径感染ＨＩＶ者进行逐

和发展的一个影响因素。边境地区由于毒品交易猖

年全局自相关检验，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Ｍｏｒａｎ’Ｓ，值呈下

獗易形成注射吸毒途径感染ＨＩＶ的累及地阳１；经济

降趋势，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则略有回升（表１）。逐年局部

发达、人口流动性大则可能是沿海地区报告病例较

自相关检验显示，我国热点区县多集中于云南、新

多的因素Ｈ］ｏ

疆、广西、四川、广东等省份。２００５年全国注射吸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我国注射吸毒的ＨＩＶ／ＡＩＤＳ性别

艾滋病感染热点区县为７５个，之后逐年下降，２００９

比，除２０１０年有小幅回升外，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表

年为２３个。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全国热点区县有所上升，

明因注射吸毒而感染的吸毒人群中，女性所占比例

分别为３４、４２个，主要集中于西南地区的四川省凉

处于上升趋势。该人群中本省户籍与外省户籍之比

山彝族自治州。但全国无冷点区县，表示全国范围

呈波浪状，但与２００５年相比，２０１１年该比值为７．０１，

内无艾滋病报告低值聚集区（图５）。

下降了３。因为社会认同的压力，虽然一些静脉注

（３）空间中位点：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我国注射吸毒者

射吸毒人员选择异地检测ＨＩＶ抗体的可能性¨０｜，但

感染ＨＩＶ的热点区域集中在西部及西南地区省份

仍表明在注射吸毒感染艾滋病人群中，流动人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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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判断我国注射吸毒者ＨＩＶ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

、二●、．．！
·’●■■■■■■Ｐ。’＿

赣■／夕

感染是否存在聚集性；而热点区
域的中位点结合了空间距离，并
以当年注射吸毒ＨＩＶ感染者的

ｔ。

￥、＿／

报告数为权重，求得热点区域的
中心位置，可更直观了解我国注
射吸毒ＨＩＶ感染者的地理分布
变化，为开展综合干预及医疗资
源的分配提供参考。以省为水平
的全局自相关分析表明，逐年的
Ｍｏｒａｎ’Ｓ，分值则呈下降趋势，表

一～一

ｔ。

，‘

ｋｊ／ｊ

示在省级水平上，虽然一些艾滋

．·‘。

≯，／ｊ

病流行较早省份的注射吸毒感染
数量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随
着近年来ＨＩＶ检测的推广，大量
既往未被发现的感染者已经被逐
渐发现，每年新发感染者逐渐减
少，且与其周边省的差异正在缩
小。这与全国监测数据相符，自

’一

’－

●－

董．．，多

●’

１．．ｊｊ◆

２００５年后艾滋病流行热点省份
不断减少。其中广西、广东省区
自２００９年后逐渐成为非热点区
域；云南省报告的经注射吸毒感
染病例数量与周边省的差异逐渐
缩小。但四川省自２００６年后逐
渐成为稳定的热点区域。为更清

热点区域（无统计学意义）

１热点区域（ｚｆｆｉ：１．９６—２．５７）

晰、准确地反映我国注射吸毒
ＨＩＶ感染者的空间分布，本研究

事．．，，，／ｊ

以区县级为单位进行空间分析。
显示逐年的全局自相关系数在经
历下降过程后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
有小幅回升，表明此期间我国经
注射吸毒的ＨＩＶ感染者在区县
水平上的聚集性有所增高。

在增加。秦倩倩等ｎ¨的研究也认为，与流动人口相
比，我国常住人口中因注射吸毒的感染者占全部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热点区域分布在７省１市，分别为云

ＨＩＶ／ＡＩＤＳ数量的比例明显下降，而流动感染病例的

市；热点区县主要为边境或距边境较近的地区，如瑞

流出地主要为四川、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与本研

丽市和陇川县等。以往多项研究表明口ｔｍ川，由“金

究的热点区域分析结果相似。ＨＩＶ感染者与ＡＩＤＳ

三角”地区生产的毒品主要有四条运输线路，其中三

病例报告数的比值随时间不断增加，２０１１年达到

条到达或经过我国云南、广西等边境省份，经四川等

５．５８，ＨＩＶ感染者占总报告病例的８４．８％，这也有可

地流向新疆及其他区域。这与我国注射吸毒艾滋病

能是因为近年来推行的扩大ＨＩＶ检测策略，使注射

感染的热点区域大致相符，说明毒品的流动带来相

吸毒人员较早接受ＨＩＶ抗体检测之故。
全局和局部自相关分析可以分别在整体和局部

关高危行为从而促进艾滋病的传播。

南、新疆、四川、广西、广东、贵州、湖南省区和重庆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我国注射吸毒ＨＩＶ感染的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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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者ＨＷ阳性率为３９．０％，均远
高于四川省其他地区及周边省
份。这与该地区处于境外毒品
运输通道的地理位置相关，而当
地生活习俗ｎ８’１９】、环境等也是促
进注射吸毒艾滋病感染的重要
因素。
综上所述，我国注射吸毒艾
滋病感染者人口学特征变化具
有一定规律性；该人群在全国范
围内总体呈下降趋势；虽然该人
群以省级为水平的聚集性有所
降低，但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以区县级
为水平的热点数及聚集性有所
回升，且存在热点区县由边境向
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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