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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台州市美沙酮维持治疗就诊者
性行为及其网络特征研究
柏鸿凌 吴琼海 沈伟伟
【摘要】 目的

高眉扬

丁盈盈

林海江

何纳

了解浙江省台州市美沙酮维持治疗（MMT）就诊者性行为和性网络特征，探

讨其危险性行为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通过问卷和全国 MMT 信息系统收集数

据，采集尿液快速检测海洛因、冰毒、摇头丸、K 粉，采集血液检测 HIV、丙型肝炎病毒（HCV）和梅
毒。结果

共调查 362 人，以男性（88.7%）、31～岁组（54.5%）、已婚（61.6%），初中（56.6%）为主；共

308 人（85.1%）参加尿检，其中 82 人（26.6%）吗啡阳性，21 人（6.8%）冰毒阳性，19 人（6.2%）摇头丸
阳性，未发现 K 粉检测阳性者；共 279 人（77.1%）参加血液检测，HIV、HCV、梅毒阳性率分别为
1.1%、36.7%和 3.6%；过去 6 个月内有性行为的 MMT 就诊者多性伴发生率为 19.5%（56/287），与亲
人一起居住为其保护因素（aOR＝0.30，95%CI：0.13～0.71），新型毒品尿检结果阳性为其危险因素
（aOR＝5.92，95%CI：1.12～31.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该人群的性网络多数呈双元、线
性、非循环，性网络与吸毒网络重叠交叉。结论

台州市 MMT 就诊者仍存在一定的偷吸毒品行

为和 HIV/性传播疾病（STD）相关危险性行为，性网络与吸毒网络有所交叉，存在一定的 HIV/STD
疾病传播风险，应加大关注并采取相关措施进行有效防控。
【关键词】 美沙酮维持治疗；新型毒品；危险性行为；性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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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isky sexual behaviors，associated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exual network among clients receiving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MMT）
at the clinics in Taizhou prefecture of Zhejiang province. Methods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was
conducted. Data was collect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and from the national unified MMT system.
Urine was collected to test heroin， methamphetamine，3，4-methylenedioxymethamphetamine
（MDMA）and ketamine. Blood was collected to test infections on HIV，hepatitis C virus（HCV）and
syphilis. Results Totally，362 clients were recruited. Most of the clients were male（88.7%），
31-40 year-olds（54.5%），married（61.6%） and having received junior high school education
（56.6%）. 85.1% of them received urine test with 82（26.6%）positive for heroin，21（6.8%）positive for
methamphetamine，19（6.2%）positive for MDMA and none for ketamine. 77.1% of them received blood
test，and prevalence rates for HIV，HCV and syphilis were 1.1% ，36.7% and 3.6% . 19.5% of the
clients who had sex in the past 6 months. Factors as having multiple sexual partners and positive for
club drugs were under higher risk. Sexual networking seemed to be loose，linear and acyclic among
this population but overlapping with the drug-using network. Conclusion Effective and targeted
interventions should be taken among the MMT clients since continuing drug use and HIV/STD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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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xual behavior were found common in them，suggesting there was a risk of HIV/STD transmission
in this population.
【Key words】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New-type drugs；Risky sexual behavior；
Sexual network

截止 2013 年底，浙江省台州市共报告 1 432 例

Fisher 精确检验分类变量间相关性，采用 logistic 回

HIV 感染者。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了解该地

归模型探讨危险性行为的影响因素，计算 OR 值及其

区美沙酮维持治疗（MMT）就诊者危险性行为、性网

95%CI。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结

对象与方法

果

1. 基本情况：共纳入 MMT 就诊者 362 人，以男

1. 研 究 对 象 ：2013 年 11 月 在 浙 江 省 台 州 市

性为主（321 人，88.7%）；平均年龄为（36.1±6.5）岁，

MMT 就诊者相对集中的 5 个门诊点及其服药分点

以 31～岁组为主（197 人，54.4%）；以已婚（223 人，

（椒江区、路桥区、黄岩区、玉环县、温岭市）招募研究

61.6%）、初中文化程度（205 人，56.6%）、月收入＞

对象，入选标准：①根据国际疾病分类（ICD）-10 诊

3 000 元（228 人，63.0%）、与家人一起居住（284 人，

断为阿片类物质成瘾者；②年满 18 周岁；③接受

78.4%）为主。研究对象接受 MMT 的平均时长为

MMT 满 6 个月；④知情同意。本研究经复旦大学伦

（55.1±23.7）个月，治疗＞5 年共 167 人（46.1%）；目
前平均治疗剂量为（44.6±24.2）ml，多数不超过 60

理委员会批准。
2. 研究方法：

ml（282 人，
77.9%），见表 1。

（1）问卷调查：经过培训的研究人员在单独房间

2. 毒品使用情况：共有 308 人（85.1%）接受了尿

中对 MMT 就诊者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内容包括：

检，82 人（26.6%）吗啡阳性，21 人（6.8%）冰毒阳性，

一般人口学特征、毒品使用、性行为和性关系网络特

19 人（6.2%）摇头丸阳性，
未发现 K 粉检验阳性者。

征等。性伴被分为固定性伴（包括配偶及同居者）、

3. 性行为特征：

商业性伴（有性交易的性伴）和临时性伴 3 类；安全

（1）初次性行为：绝大多数研究对象（99.7%）有

套使用频率分为每次都用、有时使用和从不使用 3

过性行为，初次性行为平均年龄为（19.1±2.7）岁，最

类；根据研究对象过去 6 个月性伴数量和类型，构建

小 14 岁。年龄≤35 岁者早于＞35 岁者（χ2＝13.633，

以个体为中心的性关系网络。MMT 情况（治疗时长

P＜0.001），已婚者早于未婚或离异者（χ 2＝10.398，

和剂量）经全国统一的 MMT 系统获得。

P＝0.001）。初次性行为年龄与初次毒品使用年龄

（2）实验室研究：血液检测由专业医务人员无

呈正相关（r＝0.541，P＜0.001）。

菌采集研究对象的外周静脉血，进行 HIV、梅毒及

（2）过去 6 个月的性行为：包括 64 名未婚者在

HCV 的检测。①HIV：采用上海科华检验医学产品

内的 287 名（79.3%）研究对象在过去 6 个月内有性

有限公司抗-HIV 抗体 ELISA 试剂盒进行初筛，阳

行为，是否发生性行为与婚姻状态和居住状况有关

性 者 采 用 新 加 坡 Genelabs Diagnostics 公 司 HIV

（表 1）。其中，266 人（92.7%）至少与 1 名固定性伴发

Blot 2.2 试剂盒进行确证。②梅毒：采用上海科华检

生过性关系；24 人（8.4%）至少与 1 名商业性伴发生

验医学产品有限公司快速血浆反应试剂盒进行初

过性行为，且均为男性；49 人（17.1%）至少与 1 名临

筛，阳性者采用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梅毒螺

时性伴发生性关系，且未婚者居多（χ2＝15.019，P＜

旋体血凝试验试剂盒进行确证。③HCV：采用北京

0.001）。共 63 人（22.0%）过去 6 个月内有过商业性

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抗-HCV 抗体 ELISA 试

行为或临时性行为，10 人同时存在商业性行为和临

剂盒进行筛查。由门诊医生在当地缉毒大队工作人

时性行为。未婚或离婚者（χ2＝11.987，P＝0.001）和

员的协助下采集研究对象新鲜尿液后采用艾博生物

独居或居无定所者（χ 2＝9.128，P＝0.003）更容易在

医药（杭州）有限公司胶体金法进行海洛因、冰毒、摇

过去 6 个月内发生商业性行为或临时性行为。

头丸及 K 粉 4 种毒品的快速检测。按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操作和结果判断。

（3）安全套使用：研究对象与商业性伴、临时性
伴和固定性伴发生性关系时安全套持续使用率依次

3. 统计学分析：使用 EpiData 软件录入数据、
SPSS 13.0 软 件 进 行 统 计 学 分 析 。 采 用 χ 检 验 或
2

递减，分别为 70.8%、27.1%和 23.0%。未婚者与固定
性伴（22.4% vs. 14.8%）、商业性伴（68.4% vs. 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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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及过去 6 个月内性行为和多性伴影响因素
特

征

有性行为 a
多性伴 b
人数
(百分比，
%) 人数 (百分比，
%) 人数 (百分比，
%)

单因素分析 c
OR 值(95%CI)

多因素分析 c
P值

aOR 值(95% CI)

P值

性别(χ2＝0.098，P＝0.755) d
56(22.0)

-

-

-

-

男

321(88.7)

255(79.9)

女

41(11.3)

32(82.1)

21～

72(19.9)

55(77.5)

14(25.5)

1

31～

197(54.4)

158(81.0)

31(15.4)

0.72(0.35～1.47)

0.363

0.84(0.36～1.99)

0.697

93(25.7)

74(80.4)

7(31.8)

0.51(0.21～1.24)

0.136

0.78(0.27～2.28)

0.649

0

年龄(岁，
χ2＝0.421，P＝0.810)

41～58

1

婚姻(χ2＝45.642，
P＜0.001)
未婚

100(27.6)

64(64.0)

18(28.1)

1

已婚

223(61.6)

201(91.4)

31(15.4)

0.47(0.24～0.91)

0.025

1
0.57(0.25～1.30)

0.179

离婚

39(10.8)

22(57.9)

7(31.8)

1.19(0.42～3.41)

0.742

1.33(0.38～4.63)

0.660

88(24.3)
205(56.6)

66(76.7)
165(80.5)

8(12.1)
40(24.2)

1
2.32(1.02～5.27)

0.044

1
2.27(0.91～5.65)

0.079

69(19.1)

56(83.6)

8(14.3)

1.21(0.42～3.46)

0.724

1.37(0.44～4.26)

0.591

文化程度(χ2＝1.138，
P＝0.566)
文盲/小学
初中
高中及以上
月经济收入(元，
χ ＝3.731，
P＝0.053)
2

≤3000

134(37.0)

98(74.8)

17(17.3)

1

＞3000

228(63.0)

189(83.3)

39(20.6)

1.24(0.66～2.33)

1
0.506

1.24(0.59～2.59)

0.567

居住状况(χ2＝14.777，P＝0.001)
69(19.1)

43(64.2)

15(34.9)

1

与家人一起居住

284(78.4)

235(83.3)

40(17.0)

0.38(0.19～0.78)

0.008

0.30(0.13～0.71)

0.006

与朋友一起居住

9(2.5)

1(11.1)

0.23(0.03～2.05)

0.189

0.07(0.01～1.05)

0.054

独居/居无定所

9(100.0)

1

治疗时长(年，
χ2＝1.822，
P＝0.177)
≤5

195(53.9)

159(82.8)

32(20.1)

1

＞5

167(46.1)

128(77.1)

24(18.8)

0.92(0.51～1.65)

≤60

282(77.9)

224(80.3)

43(19.2)

1

＞60

80(22.1)

63(79.7)

13(20.6)

1.09(0.55～2.19)

216(70.1)

1

1
0.770

0.68(0.34～1.36)

0.279

治疗剂量(ml，χ2＝0.011，
P＝0.915)
1
0.799

1.62(0.75～3.54)

0.222

尿检结果(Fisher 精确检验，
P＝0.602)
178(83.2)

35(19.7)

新型毒品阳性

10(3.2)

8(80.0)

4(50.0)

4.09(0.97～17.15)

0.054

5.92(1.12～31.34)

0.036

海洛因阳性

71(23.1)

54(77.1)

9(16.7)

0.82(0.37～1.83)

0.623

0.87(0.37～2.05)

0.752

均为阳性

11(3.6)

10(90.9)

2(20.0)

1.02(0.21～5.02)

0.979

0.97(0.17～5.46)

0.973

均为阴性

1

注：a 4 人性行为信息缺失；b 有性行为者中多性伴发生人数及发生率；c 有性行为者发生多性伴的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aOR 值为调整后
OR 值；d 采用χ2 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探究过去 6 个月内发生性行为的相关影响因素

及临时性伴（44.8% vs. 31.7%）发生性关系时安全套

（aOR＝5.92，95%CI：1.12～31.34），见表 1。

持续使用率高于已婚或离异者，新型毒品尿检阳性

5. 最近 6 个月性网络特征：287 名研究对象共汇

者与固定性伴及临时性伴发生性关系时安全套持

报了 510 名性伴，279 名（54.7%）为固定性伴，82 名

续 使 用 率 低 于 尿 检 阴 性 者（13.3% vs. 17.1% &

（16.1%）为商业性伴，149 名（29.2%）为临时性伴。

28.6% vs. 35.1%）。

固 定 性 伴 中 有 16 人（5.7%）、临 时 性 伴 中 有 7 人

4. 危险性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过去 6 个月内

（4.7%）为吸毒人员。287 名研究对象及其 510 名性

有性行为的研究对象中共有 56 名（19.5%）存在多性

伴构成 510 个双边性关系，性行为发生频率在固定

伴行为。应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对象人口社

性关系中最为频繁，其次在临时性关系和商业性关

会学特征、MMT 情况及尿检结果与过去 6 个月内多

系（P＜0.001）。持续安全套使用在商业性关系中最

性伴行为发生的关联性。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与

为 常 见 ，其 次 为 临 时 性 关 系 和 固 定 性 关 系（P＜

家人一起居住为其保护因素（aOR＝0.30，95% CI：

0.001）。

0.13～0.71），新型毒品尿检结果阳性为其危险因素

510 个双边性关系共组成 287 个独立性网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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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这些网络单元构成较小、呈线性、非循环。其中
80.5%为只包含 2 个网络成员的二分体网络，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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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减少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
本研究除了调查研究对象个人性行为情况外同

包含 3～5 名网络成员，2.9%包含 6～10 名网络成员，

时也调查了该人群性网络构成情况，根据研究对象

3.0%包含＞10 名成员，最大的网络单元包含 17 名网

汇报过去 6 个月内的性伴数量和类型以及性伴毒品

络 成 员（表 2）。 包 含 ≥3 名 成 员 的 网 络 占 比 为

使用情况构建的以个人为中心的性网络多数都是二

19.5%，涵盖整个网络近一半的成员（42.0%）。此

元体、线性、非循环的，网络联结度也较小，提示疾病

外，有 6.6%（19/287）的性网络包含吸毒的性伴，存在

在该人群传播的速度较小［5］。但是该人群的性网络

一定的吸毒网络与性网络交叉，且在男性患者中更

与其吸毒网络的交叉也提示毒品使用与危险性行为

为常见（Fisher 精确检验，
P＝0.011）。

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表2

浙江省台州市 MMT 就诊者过去 6 个月内性网络大小

本次研究存在不足。部分研究对象未参加血检

性网络
大小

个数

百分比
(%)

性网络
大小

个数

百分比
(%)

和尿检，存在一定的选择偏倚，且由于尿检有一定的

2

231

80.5

10

1

0.3

3

16

5.6

11

3

1.0

存在一定的回忆偏倚或对敏感问题有所隐瞒，导致

4

17

5.9

12

1

0.3

毒品偷吸和危险性行为发生率的低估。此外，横断

5

5

1.7

13

1

0.3

面研究的调查方式也得不出新型毒品滥用与危险性

6

1

0.3

16

2

0.7

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在以后研究中有待改进。

7

3

1.0

17

2

0.7

8

3

1.0

9

1

0.3

287

100.0

合计

时限性而性行为情况均为研究对象自我汇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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