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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胶州市暗娼 HIV、梅毒和Ⅱ型
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状况分析
李峥

李东民 刘慧鑫

【摘要】 目的

姜珍霞

朱琳

汪宁

了解山东省胶州市暗娼 HIV、梅毒、Ⅱ型单纯疱疹病毒（HSV-2）感染状况以

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法招募山东省胶州市暗娼人群，通过匿名现场问卷调查收

集相关信息，采集血样进行 HIV、梅毒和 HSV-2 检测，并以梅毒螺旋体 ELISA 检测与 HSV-2 抗体
ELISA 检测均为阳性定义为双重感染。 结果

共调查 460 名暗娼，其中 HIV 感染率为 0.22%，梅

毒感染率为 5.9%，HSV-2 感染率为 43.0%，梅毒/HSV-2 双重感染率为 11.7%。22.8%的暗娼承认
吸食过新型毒品，吸食新型毒品暗娼的梅毒感染率为 12.4%，HSV-2 感染率为 55.2%，梅毒/HSV-2
双重感染率为 22.9%。多因素分析显示：
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有吸食新型毒品（OR＝3.61，95%CI：
1.62～8.06）、第一次商业性行为年龄＞20 岁（OR＝2.80，95%CI：1.15～6.85）、最近 1 个月性服务场
所数≥2 个（OR＝4.37，95%CI：0.83～22.83）；而 HSV-2 感染的危险因素为吸食新型毒品（OR＝
2.30，95%CI：1.43～3.70）、来自低档场所（OR＝2.61，95%CI：1.66～4.10）、在本地工作≥1 年（OR＝
2.01，95%CI：1.28～3.14）、第一次商业性行为年龄＞20 岁（OR＝ 1.77，95%CI：1.16～2.69）、文化程
度为文盲或小学（OR＝ 2.27，95%CI：1.18～4.36）；梅毒/HSV-2 双重感染的危险因素有吸食新型毒
品（OR＝3.95，95%CI：2.09～7.44）、文化程度为文盲或小学（OR＝ 2.43，95%CI：1.10～5.36）、年龄
为 21～30 岁（OR＝2.95，95% CI：1.08～8.03）和 ≥31 岁（OR＝7.05，95% CI：2.48～20.01）。 结 论
胶州市暗娼梅毒、HSV-2 及其重复感染率较高，特别是吸食新型毒品暗娼，应针对感染人群、吸毒
人群进行有效的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
【关键词】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梅毒；Ⅱ型单纯疱疹病毒；暗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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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showed that factors that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yphilis infection would include：
methamphetamine use（OR＝3.61，95% CI：1.62-8.06），having first commercial sex intercourse at
under 20 years of age（OR＝2.80，95% CI：1.15-6.85），more than 2 establishments that the FSWs
worked in the last month（OR＝4.37，95% CI：0.83-22.83）.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HSV-2 infection
were methamphetamine use（OR＝2.30，95% CI：1.43-3.70），having first commercial sex intercourse
at under 20 years of age （OR＝1.77，95% CI：1.16-2.69），working at low-end establishments
（OR＝ 2.61，95%CI：1.66-4.10），working at the local sex-work venues for more than one year（OR＝
2.01，95% CI：1.28-3.14），with low education backgrounds（OR＝2.27，95% CI：1.18-4.36），using
methamphetamine（OR＝3.95，95% CI：2.09-7.44），low education background（OR＝2.43，95% CI：
1.10-5.36），21-30 year-olds（OR＝2.95，95%CI：1.08-8.03），older than 31 years of age（OR＝7.05，
95% CI：2.48-20.01） etc.，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superinfection of
syphilis and HSV-2. Conclusion The prevalence rates of syphilis，HSV-2 and syphilis/HSV-2
superinfection were relatively high among FSWs in Jiaozhou，especially among the FSWs who were
methamphetamine users.
【Key words】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Syphilis；Herpes simplex virus-2；Female sex
workers

异性性传播是我国目前 HIV 新发感染的主要途

控制中心完成，血清 HIV 抗体检测首先用 ELISA 初

径 。由于不安全商业性行为，暗娼一直被认为是

筛，初筛阳性者用 WB 进行 HIV 抗体确认。初筛试

HIV 和性病（STD）传播的高危人群和桥梁人群 。

剂由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提供，确认试剂来

已有研究显示，暗娼人群中最为常见的 2 种 STD 为

自于新加坡 MP 生物医学亚太私人有限公司。血清

梅毒和Ⅱ型单纯疱疹病毒（HSV-2）感染，作为最主

梅毒螺旋体检测首先用 ELISA 试验进行初筛，阳性

要的溃疡性 STD，对于 HIV 感染有着协同作用，增

者再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TRUST）进行复

大 HIV 感染概率

。现有文献多关注这 2 种单独

检，试剂均由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提供。血

感染，并未阐述双重感染情况。胶州市新型毒品贸

清 HSV-2 检测采用 ELISA 法进行检验，试剂由广州

易较多，暗娼存在滥用新型毒品现象，而新型毒品

市康润生物制品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在本研究中，

吸食者一般性行为更加活跃，高危性行为发生率更

以梅毒螺旋体 ELISA 检测与 HSV-2 抗体 ELISA 检

高 。因此本研究对当地暗娼 HIV/STD 感染情况进

测均为阳性者定义为双重感染者。

［1］

［2］

［3，4］

［5］

行调查，了解当地暗娼 HIV、梅毒、HSV-2 和梅毒/
HSV-2 双重感染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
为胶州市卡拉 OK 厅、
歌舞厅、
洗头
房、路边店等场所，过去 3 个月中曾为男性提供过有
偿性服务的暗娼。高中低档场所根据当地性交易价
格划分，其中高档场所暗娼指在桑拿、洗浴中心、夜

4. 统计学分析：用 EpiData 3.1 软件建立数据库，
双人录入数据后，对数据进行一致性检验。用 SAS
9.1 软件对梅毒、HSV-2 及其双重感染的影响因素进
行单因素 logistic 分析；后进行多因素逐步法 logistic
回 归 分 析 ，入 选 标 准 为 P＜0.1，剔 除 标 准 为 P＞
0.12。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总会、
酒店等，
每次性交易价格＞200 元者；
中档场所

1. 基 本 情 况 ：共 调 查 暗 娼 460 人 ，平 均 年 龄

暗娼指在 KTV、酒吧、歌舞厅等，每次性交易价格为

（25.85±8.07）岁；其中 21～30 岁暗娼占 50.4%，主要

50～200 元者；
低档场所暗娼指在出租屋、发廊、路边

来 自 山 东 省（66.52%），文 化 程 度 以 初 中 为 主

店、
街头广场等，
每次性交易价格＜50 元者。

（73.9%），婚姻状况以未婚为主（64.8%）。本次所调

2. 调查方法：2013 年 10－12 月，在取得调查对

查暗娼工作场所以卡拉 OK 厅、
酒吧为主（63.0%），
有

象口头知情同意后，由胶州市健康中心培训合格的

2.4%的暗娼最近 1 个月性服务场所数≥2 个。暗娼

调查员，严格按照现场操作手册的要求，对研究对象

第一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18.13±2.28）岁，第一

进行一对一访谈，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性行

次商业性行为的平均年龄为（23.23±7.20）岁，
最近 1

为、艾滋病认知情况、生殖健康状况以及新型毒品使

周平均每天的客人数为 3～4 人。最近 1 次商业性行

用情况等。同时抽取 3～5 ml 静脉血进行 HIV 抗体、

为有 318 名（69.1%）暗娼使用了安全套；最近 1 个月

梅毒螺旋体和 HSV-2 抗体检测。

商业性行为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暗娼仅占 19.1%。在

3. 实验室检测：实验室检测由青岛市疾病预防

本次调查中，有 289 名（62.8%）暗娼承认有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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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
有 105 名（22.8%）暗娼承认吸食新型毒品。
2. HIV 感染状况：460 名暗娼中，检出 HIV 阳性
者 1 例，感染率为 0.22%。该名 HIV 感染者 16 岁，来

讨

论

梅毒螺旋体和 HSV-2 是生殖器溃疡性疾病主

自云南省，汉族，初中学历，来本地工作不到 1 个月，

要的 2 种病原体，感染后的典型临床表现均是在生

不吸毒，最近 1 个月商业性行为有时使用安全套，有

殖器部位出现脓肿、溃疡或糜烂等，会增大 HIV 传播

固定性伴。梅毒、HSV-2 均为阴性。

的概率［4，6］。调查结果提示，梅毒和生殖器疱疹感染

3. 梅毒、HSV-2 及其双重感染状况：460 名暗娼

其中一种会增加另一种的感染概率。本研究显示，

中 ，检 出 梅 毒 阳 性 者 27 例 ，感 染 率 为 5.9% ；检 出

暗娼梅毒感染率为 5.9%，高于 2004 年山东省青岛市

HSV-2 阳 性 者 198 例 ，感 染 率 为 43.0% 。 梅 毒/

暗娼梅毒感染率［7］。HSV-2 感染率为 43.0%，低于云

HSV-2 双重感染者 54 例，感染率为 11.7%。在吸食

南省暗娼感染率 68.0%［8］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感染率

新型毒品的暗娼中，梅毒感染率为 12.4%，HSV-2 感

54.9%［9］。胶州市高中低档场所暗娼的感染率均明

染率为 55.2%，
梅毒/HSV-2 双重感染率为 22.9%。

显低于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由此可见 HSV-2

4. logistic 分析：
（1）单因素分析：分别以梅毒、HSV-2 及其双重

感染存在地理差异，原因可能是：HIV 感染是 HSV-2
感染的危险因素［9，10］。也可能由于地域不同，暗娼的

感染状况为应变量，对调查对象的年龄、婚姻状况、

社会人口学、地理文化、行为学存在一定的差异，从

吸食新型毒品等 14 个因素进行单因素 logistic 分

而 导 致 了 不 同 地 区 HSV-2 的 地 理 差 异 。 梅 毒/

析。结果显示，①梅毒感染：年龄、婚姻状况、第一次

HSV-2 双重感染率较高为 11.7%。提示若检出梅毒

商业性行为年龄、最近 1 周每天客人均数、吸食新型

或 HSV-2 阳性，应同时对该患者进行 HSV-2/梅毒检

毒 品 情 况 和 HSV-2 感 染 等 特 征 与 梅 毒 感 染 相 关

测和 HIV 筛查，早发现，
早治疗，防止疾病蔓延。

（P＜0.05），见表 1。②HSV-2 感染：年龄、婚姻状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吸食新型毒品暗娼的梅毒、

文化程度、场所档次、本地工作时间、第一次性行为

HSV-2 及其双重感染危险性分别是不吸毒者的 3.6、

年龄、第一次商业性行为年龄、吸食新型毒品情况、

2.3 和 4.0 倍。新型毒品对于性有强烈的刺激作用。

梅毒感染等因素与 HSV-2 感染相关（P＜0.05），见

而新型毒品一般有“群聚群吸”的特点［11］，少则 3～5

表 1。③梅毒/HSV-2 双重感染：年龄、婚姻状况、文

人，多则 10 人以上，且伴有多性伴、群交、无保护性

化程度、本地工作时间、第一次性行为年龄、第一次

行为等［5，12］。吸食新型毒品后，在强烈兴奋作用下，

商业性行为年龄、吸食新型毒品情况与梅毒/HSV-2

判断力下降，疼痛敏感度降低［13］，安全套使用率降

重复感染相关（P＜0.05），
见表 1。

低；新型毒品还会延长性行为时间，造成安全套脱落

（2）多因素分析：采用逐步法对引入变量进行筛

或破裂［14］，从而增加了 STD/HIV 的感染风险。暗娼

选。结果显示，①梅毒感染：吸食新型毒品（OR＝

对于新型毒品的危害认识较少，48.15%不知道吸食

3.61，95%CI：1.62～8.06）、第一次商业性行为年龄＞

新型毒品会增大 STD 传播的风险，59.26%不知道吸

20 岁（OR＝2.80，95%CI：1.15～6.85）、最近 1 个月性

食新型毒品会增大艾滋病传播的风险。因此，应让

服务场所数≥2 个（OR＝4.37，95%CI：0.83～22.83）

暗娼充分认识吸食新型毒品的危害性，主动减少吸

是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见表 2。②HSV-2 感染：

食新型毒品，减少不安全性行为。

吸食新型毒品（OR＝2.30，95%CI：1.43～3.70）、来自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第一次商业性行为年

低档场所（OR＝2.61，95%CI：1.66～4.10）、在本地工

龄＞20 岁是梅毒、HSV-2 感染的危险因素，这可能

作≥1 年（OR＝2.01，95%CI：1.28～3.14）、第一次商

是由于在当地商业性行为年龄＞20 岁的暗娼中，

业 性 行 为 年 龄 ＞20 岁（OR＝1.77，95% CI：1.16～

75.7%工作时间在 1 年以上，且近半数为＞30 岁，该

2.69），文化程度为文盲或小学（OR＝2.27，95%CI：

群体大都服务于低档场所，文化程度较低，更易发生

1.18～4.36）是 HSV-2 感染的危险因素。见表 2。③

不安全性行为，
许多研究证实了这一点［15，16］。文化程

梅毒/HSV-2 双重感染：吸食新型毒品（OR＝3.95，

度较低（文盲、小学）是 HSV-2、梅毒/HSV-2 双重感

95%CI：2.09～7.44）、文化程度为文盲或小学（OR＝

染的危险因素，文化程度较低的暗娼对于 STD 及其

2.43，95% CI：1.10～5.36）、年 龄 在 21～30 岁（OR＝

预防措施了解较少，危险性行为的发生率更高［17］。

2.95，95% CI：1.08～8.03）、年 龄 ≥31 岁（OR＝7.05，

年龄在 21～30 岁、年龄≥31 岁是梅毒/HSV-2 双重

95%CI：2.48～20.01）是危险因素，
见表 2。

感染的危险因素，且呈随年龄增长趋势，可能原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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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胶州市暗娼梅毒、HSV-2 及其双重感染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HSV-2 感染

梅毒感染

研究因素

梅毒/HSV-2 双重感染

OR 值(95%CI)

P值

OR 值(95%CI)

P值

4.21(1.13～15.73)

＜0.05a

7.39(4.13～13.24)

＜0.01a

OR 值(95%CI)

P值

6.26(2.28～17.19)

＜0.01a

3.11(1.17～8.29)

＜0.05a

年龄(岁)
≥31
21～30

2.57(0.72～9.12)

≤20

1

0.14

2.97(1.81～4.85)

a

＜0.01

1

1

婚姻状况
离异或丧偶

2.62(1.02～6.69)

在婚

0.73(0.24～2.24)

未婚

1

＜0.05a
0.59

3.45(1.89～6.29)

＜0.01a

3.49(1.69～7.20)

＜0.01a

3.15(1.98～4.99)

a

1.49(0.74～3.02)

0.26

＜0.01

1

1

户籍
本省

1.82(0.72～4.60)

外省

1

0.21

0.70(0.48～1.04)

0.08

1

1.01(0.55～1.84)

0.98

1

文化程度
文盲、小学

3.78(0.70～20.32)

0.12

4.40(2.07～9.36)

＜0.01a

3.01(1.03～8.78)

＜0.05a

初中

2.13(0.49～9.30)

0.32

1.84(1.08～3.12)

＜0.05a

1.30(0.53～3.22)

0.57

高中、大中专及以上

1

1

1

场所档次
低档

0.67(0.14～3.29)

0.62

2.87(1.22～6.71)

＜0.05a

1.94(0.42～8.94)

0.40

中档

0.34(0.07～1.66)

0.18

0.84(0.37～1.91)

0.68

0.60(0.13～2.79)

0.52

高档

1

1

1

本地工作时间(年)
≥1

1.41(0.58 ～3.41)

＜1

1

0.45

2.52 (1.66～3.83)

＜0.01a

1

2.32(1.13～4.74)

＜0.05a

1

第一次性行为年龄(岁)
＞18

2.13(0.97～4.67)

≤18

1

0.06

1.92(1.31～2.81)

＜0.01a

1

1.90(1.07～3.36)

＜0.05a

1

第一次商业性行为年龄(岁)
＞20

2.69(1.12～6.49)

≤20

1

＜0.05a

2.68(1.83～3.92)

＜0.01a

1

1.92(1.06～3.50)

＜0.05a

1

最近 1 个月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
每次都用

0.32(0.08～1.39)

不是每次都用

1

0.13

1.22(0.76～1.94)

0.42

1

0.82(0.39～1.76)

0.62

1

最近 1 周每天客人数
≥4

0.34(0.12～0.91)

＜0.05a

1.29(0.71～2.34)

0.41

0.46(0.20～1.03)

0.06

2～3

0.33(0.12～0.87)

＜0.05a

1.36(0.75～2.45)

0.31

0.64(0.29～1.37)

0.25

0～1

1

1

1

最近 1 个月性服务场所个数
≥2

3.77(0.77～18.38)

1

1

0.10

1.59(0.48～5.30)

0.45

1

2.93(0.75～11.39)

0.12

1

是否有固定性伴
是

0.90(0.41～1.99)

否

1

0.80

1.26(0.859～1.835)

0.24

1

0.82(0.46～1.46)

0.50

1

吸食新型毒品
是

3.42(1.55～7.53)

否

1

＜0.01a

1.80(1.17～2.77)

＜0.01a

1

1

HSV-2 感染
阳性

2.79(1.23～6.35)

阴性

1

＜0.05a

梅毒感染
阳性

2.79(1.23～6.35)

阴性

1

注：a P＜0.05

3.19(1.77～5.75)

＜0.05a

＜0.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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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山东省胶州市暗娼梅毒、HSV-2 及其双重感染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HSV-2 感染

梅毒感染

研究因素
吸食新型毒品
是
否
第一次商业性行为年龄(岁)
＞20
≤20
最近 1 个月性服务场所个数
≥2
1
文化程度
文盲、小学
高中、大中专及以上
本地工作时间(年)
≥1
＜1
场所档次
低档
高档
年龄(岁)
≥31
21～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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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 J Epidemiol，October 2014，
Vol. 35，
No. 10

梅毒/HSV-2 双重感染

OR 值(95%CI)

P值

OR 值(95%CI)

P值

OR 值(95%CI)

P值

3.61(1.62～8.06)
1

＜0.01

2.30(1.43～3.70)
1

＜0.01

3.95(2.09～7.44)
1

＜0.01

2.80(1.15～6.85)
1

＜0.05

1.77(1.16～2.69)
1

＜0.01

2.27(1.18～4.36)
1

＜0.01

2.43(1.10～5.36)
1

＜0.05

2.01(1.28～3.14)
1

＜0.01

2.61(1.66～4.10)
1

＜0.01

7.05(2.48～20.01)
2.95(1.08～8.03)
1

＜0.01
＜0.05

4.37(0.83～22.83)
1

0.08

随着年龄的增长，暗娼提供商业性服务时间较长，存

。由于对于该病的了解不够，即使出现症状仍不

［20］

在一定的叠加效应。另外，高年龄组暗娼大都服务

知道已患病［21］。本研究作为横断面研究，无法确定

于低档场所，其梅毒/HSV-2 双重感染率也较高。在

感染疾病与危险行为时间先后顺序，且受样本量所

HSV-2 感染的多因素分析中，来自低档场所、在本地

限，梅毒感染人数较少，掩盖了部分因素的作用。本

工作时间≥1 年是 HSV-2 感染的危险因素，与既往

研究以梅毒与 HSV-2 检测均为阳性者定义为双重感

研究结果一致［9］。

染者，
但无法判断是同时感染还是先后感染。

最近 1 个月性服务场所数≥2 个是该调查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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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常用医学词汇缩略语
本刊对以下较为熟悉的一些常用医学词汇将允许直接用缩写，
即在文章中第一次出现时，
可以不标注中文和英文全称。
A值
AIDS
ALT
AST
BMI
CHD
CI
COPD
CT
DBP
DNA
ELISA
FPG
GMT
HAV
HBV
HCV
HDV
HEV

吸光度值
艾滋病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体重指数
冠心病
可信区间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
舒张压
脱氧核糖核酸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空腹血糖
几何平均滴度
甲型肝炎病毒
乙型肝炎病毒
丙型肝炎病毒
丁型肝炎病毒
戊型肝炎病毒

HBcAg
HBeAg
HBsAg
Hb
HC
HDL-C
HFRS
HI
HIV
HPV
ICU
IDD
IFG
LDL-C
M值
MRI
MS
MSM
OR

乙型肝炎核心抗原
乙型肝炎 e 抗原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血红蛋白
臀围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肾综合征出血热
血凝抑制试验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人乳头瘤病毒
重症监护病房
碘缺乏病
空腹血糖受损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中位数
磁共振成像
代谢综合征
男男性行为者
比值比

PBS
PCR
RR
RT-PCR
SARS
SBP
SCr
T2DM
TC
TG
UA
WBC
WC
WHR
WHtR
WHO
抗-HBs
抗-HBc
抗-HBe

磷酸盐缓冲液
聚合酶链式反应
相对危险度
反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收缩压
血清肌酐
2 型糖尿病
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
尿酸
白细胞
腰围
腰臀围比值
腰围身高比
世界卫生组织
乙型肝炎表面抗体
乙型肝炎核心抗体
乙型肝炎 e 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