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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在校大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ＭＳＭ)ＨＩＶ 感染风险自我认识及其影响因素ꎬ为控制大学生群体的

ＨＩＶ 感染风险提供参考ꎮ 方法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间ꎬ利用工作组网站、ＱＱ 群、大学生志愿者、同伴介绍等方式ꎬ
在北京和天津市 ３７ 所高校采取滚雪球的方法招募调查对象ꎬ对其进行 ＨＩＶ 抗体自愿咨询检测和问卷调查ꎮ 利用单因素

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大学生 ＭＳＭ 人群自认 ＨＩＶ 感染风险的潜在影响因素ꎮ 结果　 ２００ 名大学生 ＭＳＭ 参与调

查ꎬ其中 ７７.５％性取向为同性恋ꎬ２０.０％认为自己是双性恋ꎬ２.５％不确定自己的性取向ꎮ 入大学后与男性性伴同居者占

１６％ꎻ艾滋病知识 １００％知晓率为 ８０％ꎬ性传播感染知识 １００％知晓率为 ７.５％ꎮ １.０％的调查对象自认感染 ＨＩＶ 风险很高ꎬ
３８.０％认为一般ꎬ５２.５％自觉危险较小ꎬ８.５％认为完全没有风险ꎮ 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中ꎬ与自认感染 ＨＩＶ 风险较小

或无风险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包括性取向(ＯＲ ＝ ２.９９ꎬ９５％ＣＩ ＝ １.４３ ~ ６.１４)、曾有酒后性行为(ＯＲ ＝ ０.１６ꎬ ９５％ＣＩ ＝ ０.０５ ~
０.４８)、通过互联网认识性伴(ＯＲ＝ ２.９６ꎬ９５％ＣＩ＝ １.４５~ ６.１４)、近 １ 年饮酒(ＯＲ＝ ３.２５ꎬ９５％ＣＩ＝ １.４１ ~ ７.５２)、喜欢与年长的同

性发生性行为(ＯＲ＝ ３.０９ꎬ ９５％ＣＩ＝ １.４３~ ６.６６)、近 ６ 个月与同性临时性伴发生口交(ＯＲ＝ ０.２５ꎬ ９５％ＣＩ＝ ０.０８~ ０.７８)和曾被

确诊感染性病(ＯＲ＝ ０.２１ꎬ ９５％ＣＩ＝ ０.０７~ ０.５８)ꎮ 结论　 大学生 ＭＳＭ 人群性病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偏低ꎬ对 ＨＩＶ 感染风险的

认识存在一些误区ꎮ 应加强该人群性病艾滋病的健康教育ꎬ提高风险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ꎮ
【关键词】 　 ＨＩＶꎻ感染ꎻ同性恋ꎬ男性ꎻ认知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Ｇ ４７９　 Ｒ ５１２.９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６)０８￣１１４０￣０４

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Ｖ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 / ＺＨＡＮＧ Ｌｉ∗  ＺＨＯＵ Ｆｅｎｇ ＹＡＮＧ Ｘｕｅｙｉｎｇ ＸＩＡＯ Ｄｏｎｇ ＹＡＮＧ Ｊｉｅ.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１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Ｖ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  ＭＳＭ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ｃｒｕｉｔ ｅｌｉｇｉｂｌｅ 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ｉｎｔｏ ＨＩＶ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 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ｓｎｏｗｂａｌ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ｉｎ ３７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ｔｏ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ｖｉａ ｇａｙ ｗｅｂｓｉｔｅｓ ｑｑ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ｅｅｒ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Ｖ ｒｉｓｋ.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２００ ｅｌｉｇｉｂｌ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ＳＭ ｃｏｍｐｌｅ￣
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ＨＩＶ ｔｅｓｔ ｍｅａｎ ａｇ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ｗａｓ ２１.１±１.８ ｙｅａｒｓ １６％ ｌｉｖ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ｌｅ ｓｅｘ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 ｂｉｓｅｘｕａｌ ｏｒ ｎｏｔ ｓｕ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ｘ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７７.５ ２０.０ ａｎｄ ２.５ ｐｅｒ ｃｅ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ＩＶ￣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８０％ ａｎｄ ７.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Ｏｎｌｙ １.０％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ｓｅｌｆ￣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 ｏｆ ＨＩ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３８.０％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ｍｅｄｉｕｍ ｒｉｓｋ ５２.２％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ｌｏｗ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８.５％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ｎｏ ｒｉｓｋ. Ｉｎ ｍｕｌｔｉ￣
ｖａｒｉａｔ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ｅｌｆ￣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ｌｏｗ ａｎｄ ｎｏ ｒｉｓｋ ｏｆ ＨＩＶ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ｘｕ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Ｒ ＝
２.９９ ９５％ＣＩ＝ １.２５－７.１９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２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Ｒ＝ ３.２５ ９５％ＣＩ＝ １.４１－７.５２  ｈａｄ ｓｅｘ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ｕｓｅ  ＯＲ＝
０.１６ ９５％ＣＩ＝ ０.０５－０.４８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ｓｅｘｕ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ｖｉａ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Ｒ＝ ２.９６ ９５％ＣＩ＝ １.４３－６.１４  ｐｒｅｆｅｒ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ｅｌｄｅｒ ｇａｙｓ ＯＲ
＝ ３.０９ ９５％ＣＩ＝ １.４３－６.６６  ｈａｄ ｏｒａｌ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ｃａｓｕａｌ ｓｅｘｕ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６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Ｒ＝ ０.２５ ９５％ＣＩ＝ ０.０８－０.７８  ａｎｄ
ｈａ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ｌｙ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ＯＲ＝ ０.２１ ９５％ＣＩ＝ ０.０７－０.５８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ＭＳＭ ｗ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ｎｇ ＨＩＶ ｓｐｒｅａｄ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ｉｒ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ｂｏｕｔ ＳＴＩｓ ａｎｄ ＨＩＶ ｗａ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ＨＩ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ｓ ｗｅｒｅ
ｗｉｄｅｌｙ 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ｔ ｉｓ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ＳＭ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ｃｏｎ￣
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ｅｌ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Ｉ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ｌ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基金项目】 　 ２０１０ 年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２０１０－Ａ－４４)ꎮ
【作者简介】 　 张莉(１９７３－　 )ꎬ女ꎬ北京市人ꎬ硕士ꎬ副主任医师ꎬ主要

从事疾病控制工作ꎮ
【通讯作者】 　 周枫ꎬＥ￣ｍａｉｌ:ｍａｐｌｅ２３＠ 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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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男男性行为者(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ꎬ
ＭＳＭ)人群的艾滋病感染率逐年上升ꎬ且感染者中青

壮年占很大比例[１] ꎮ 智能手机和网络的普及很大程

度上帮助了 ＭＳＭ 迅速寻找和频繁更换性伙伴ꎬ大众

眼里是一片“净土”的大学校园中ꎬ男男性行为现象也

０４１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第 ３７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８



不再是一种新闻[２－３] ꎮ 青年学生处于性发育和性活跃

阶段ꎬ但是由于我国在青少年中的性教育缺乏系统

性ꎬ大学生 ＭＳＭ 人群存在着艾滋病防治知识与行为

明显分离的现象[３－４] ꎬ有研究报道超过一半的 ＭＳＭ 自

我感觉不会有感染 ＨＩＶ 的风险[５－６] ꎮ 为此ꎬ本研究在

北京和天津 ３７ 所高校中开展调查ꎬ为探索大学生

ＭＳＭ 人群性病艾滋病的预防干预策略提供参考信息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项目基于“北京高校防艾志愿者发展及

防艾宣传片项目”的防艾志愿者发展活动开展工作ꎬ
为了锻炼和提高志愿者参与防艾活动的工作能力ꎬ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北京和天津两市 ３７ 所高

校通过项目发展和培训的高校防艾志愿者招募自报

曾发生男男性行为的在读大学生、硕士和博士研究

生ꎬ共 ２００ 人参加本次调查活动ꎮ 考虑到大学生 ＭＳＭ
人群在校内的隐蔽性ꎬ高校志愿者与 ＭＳＭ 社区工作

组合作ꎬ利用工作组网站、ＱＱ 群、大学生志愿者、同伴

介绍等方式发布项目信息ꎬ采取滚雪球的方法招募调

查对象ꎮ
１.２　 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　 采用封闭式问卷调查ꎬ由
接受过培训的访谈员在独立房间进行一对一调查并

填写问卷ꎮ 调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性传播疾

病和艾滋病相关知识、吸烟、饮酒、同性和异性性行为

状况、性传播疾病症状和病史、ＨＩＶ 检测史等ꎮ 艾滋病

相关知识知晓率评估含 ８ 个常识性问题ꎬ如全部答对ꎬ
即为 １００％艾滋病知识知晓ꎮ 性传播疾病的知晓情况

以 １００％知道淋病、阴虱、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梅
毒、生殖器疱疹、艾滋病等是性传播疾病为判定标准ꎮ
采用 ＳＡＳ ９.４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研究对象自认 ＨＩＶ
感染风险分为很危险、一般、较小、没有危险 ４ 级ꎬ统计

分析中将很危险和危险一般合并作为参照组ꎬ风险较

小和无危险合并为一组ꎮ 利用单因素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大学生 ＭＳＭ 人群自认感染 ＨＩＶ 风险

的潜在影响因素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２００ 名调查对象平均年龄(２１.１±１.８)
岁ꎬ最小 １７ 岁ꎬ最大 ２７ 岁ꎻ上大学前户籍为本地的占

５８.０％(５６ 人)ꎻ近 １ 年住学生宿舍占 ７５.５％(１５１ 人)ꎻ
入大学后与男性性伴同居者占 １６.０％ꎻ７７.５％(１５５ 人)
性取向为同性恋ꎬ２０.０％ (４０ 人)认为自己是双性恋ꎬ
２.５％(５ 人)还不确定自己的性取向ꎮ

艾滋病相关知识调查结果显示ꎬ除了“与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或病人一起吃饭会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
正答率为 ９４. ５％和“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艾滋病病

毒” 正答率为 ８４. ５％ 以外ꎬ其他知识的知晓率均在

９８％以上ꎮ ８ 个艾滋病相关知识 １００％知晓率为８０.０％
(１６０ 人)ꎮ 对于艾滋病以外的性传播疾病的了解主要

为梅毒和淋病ꎬ知晓率均高于 ９０％ꎬ对其他性病的知

晓率均低于 ５０％ꎮ ６ 种常见性传播疾病的 １００％知晓

率仅为 ７.５％(１５ 人)ꎮ 研究对象相关行为习惯自我报

告情况见表 １ꎮ

表 １　 研究对象艾滋病相关行为报告率(ｎ ＝ ２００)

行为 人数
吸烟 ７４(３７.０)
近 １ 年饮酒 ８８(４４.０)
曾有酒后性行为 ２８(１４.０)
通过互联网认识性伴 １４３(７１.５)
首个性伴为男性 １８６(９３.０)
性伴主要为在校生 ７７(３８.５)
同性性伴总数≥５ 人 １１６(５８.０)
喜欢与年长的同性发生性行为 ７０(３５.０)
是否有固定同性性伴
　 无 １１７(５８.５)
　 有ꎬ稳定维持不足 １ 年 ５１(２５.５)
　 有ꎬ稳定维持超过 １ 年 ３２(１６.０)
近 ６ 个月与同性固定性伴发生口交 ７９(３９.５)
近 ６ 个月与同性固定性伴发生主动肛交 ５５(２７.５)
近 ６ 个月与同性固定性伴发生被动肛交 ５４(２７.０)
近 ６ 个月与同性固定性伴发生肛交时未 １００％使用安全套 ２１(１０.５)
近 ６ 个月与同性临时性伴发生口交 １７３(８６.５)
近 ６ 个月与同性临时性伴发生主动肛交 １２５(６２.８)
近 ６ 个月与同性临时性伴发生被动肛交 １３０(６５.３)
近 ６ 个月与同性临时性伴发生肛交时未 １００％使用安全套 ３１(１５.５)
曾与女性性伴发生性行为 １７(８.５)
曾被临床医生确诊感染性病 ２５(１２.５)
曾检测过 ＨＩＶ １１９(５９.５)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２.２　 自认 ＨＩＶ 感染风险及其影响因素 　 ２００ 名调查

对象中ꎬ２ 人(１. ０％) 自认感染 ＨＩＶ 风险很高ꎬ７６ 人

(３８.０％)自认感染风险一般ꎬ１０５ 人(５２.５％)觉得危险

较小ꎬ１７ 人(８. ５％) 认为完全没有感染 ＨＩＶ 的风险ꎮ
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与自认感染 ＨＩＶ 风险

有关的因素包括性取向、近 １ 年饮酒、曾有酒后性行

为、通过互联网认识性伴、性伴主要为在校生、喜欢与

年长的同性发生性行为、是否有固定同性性伴、近 ６ 个

月与同性固定性伴主动肛交时使用安全套情况、近 ６
个月与同性固定性伴被动肛交时使用安全套情况、近
６ 个月与同性临时性伴发生口交、曾被临床医师确诊

感染性病、曾检测过 ＨＩＶ(Ｐ 值均<０.０５)ꎮ 将单因素分

析中有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

析ꎬ结果显示ꎬ与自认感染 ＨＩＶ 风险较小或无风险有

统计学意义的因素包括性取向(ＯＲ ＝ ２.９９)、近 １ 年饮

酒(ＯＲ ＝ ３.２５)、曾有酒后性行为(ＯＲ ＝ ０.１６)、通过互

联网认识性伴(ＯＲ ＝ ２.９６)、喜欢与年长的同性发生性

行为(ＯＲ ＝ ３.０９)、近 ６ 个月与同性临时性伴发生口交

(ＯＲ ＝ ０. ２５) 和曾被临床医生确诊感染性病 ( ＯＲ ＝
０.２１)ꎮ见表 ２ ~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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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在读大学生 ＭＳＭ 人群自认感染 ＨＩＶ 风险与潜在因素相关关系(ｎ ＝ ２００)

自变量
自认感染 ＨＩＶ
风险较小或无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Ｐ 值

性取向 双性或不确定 ３５(７７.８) １.００
同性 ８７(５６.１) ２.７４(１.２７ ~ ５.９２) ０.０１

近 １ 年饮酒 否 ６１(５４.５) １.００
是 ６１(６９.３) １.８９(１.０５ ~ ３.３９) ０.０３

曾有酒后性行为 否 １１０(６４.０) １.００
是 １２(４２.９) ０.４２(０.１９ ~ ０.９５) ０.０４

通过互联网认识性伴 否 ２５(４３.９) １.００
是 ９７(６７.８) ２.７０(１.４４ ~ ５.０７) <０.０１

性伴主要为在校生 否 ８６(６９.９) １.００
是 ３６(４６.８) ０.３８(０.２１ ~ ０.６８) <０.０１

喜欢与年长的同性发生性行为 否 ６９(５３.１) １.００
是 ５３(７５.７) ２.７６(１.４５ ~ ５.２６) <０.０１

近 ６ 个月与同性固定性伴主动肛交时使用安全套情况 无主动肛交 ９０(６２.１) １.００
每次使用 ６(３３.３) ０.３１(０.１１ ~ ０.８６) ０.０２

近 ６ 个月与同性临时性伴发生口交 否 ２２(８１.５) １.００
是 １００(５７.８) ０.３１(０.１１ ~ ０.８６) ０.０２

曾被临床医生确诊感染性病 否 １１３(６４.６) １.００
是 ９(３６.０) ０.３１(０.１３ ~ ０.７４) ０.０１

曾检测过 ＨＩＶ 否 ５８(７１.６) １.００
是 ６４(５３.８) ０.４６(０.２５ ~ ０.８４) ０.０１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 ％ꎮ

表 ３　 大学生 ＭＳＭ 人群自认感染 ＨＩＶ 风险的多因素回归分析(ｎ ＝ ２００)

因素 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性取向 双向或不确定 １.１０ ０.４５ ０.０１ ２.９９(１.２５ ~ ７.１９)
近 １ 年饮酒 是 １.１８ ０.４３ ０.０１ ３.２５(１.４１ ~ ７.５２)
曾有酒后性行为 是 －１.８３ ０.５６ <０.０１ ０.１６(０.０５ ~ ０.４８)
通过互联网认识性伴 是 １.０９ ０.３７ <０.０１ ２.９６(１.４３ ~ ６.１４)
喜欢与年长的同性发生性行为 是 １.１３ ０.３９ <０.０１ ３.０９(１.４３ ~ ６.６６)
近 ６ 个月与同性临时性伴发生口交 是 －１.３７ ０.５７ ０.０２ ０.２５(０.０８ ~ ０.７８)
曾被临床医生确诊感染性病 是 －１.５５ ０.５２ <０.０１ ０.２１(０.０７ ~ ０.５８)

　 注:性取向以同性为参照ꎬ其他因素均以否为参照ꎮ

３　 讨论

本调查以锻炼高校防艾志愿者工作能力为目的ꎬ
密切结合近年我国 ＭＳＭ 人群 ＨＩＶ 感染率呈不断上升

趋势[１ꎬ７]及大学生 ＭＳＭ 中 ＨＩＶ 感染的报道也越来越

多[８－９] 的现实情况ꎬ通过高校志愿者的工作初步探索

大学生 ＭＳＭ 自认感染 ＨＩＶ 的风险ꎮ 本调查显示超过

半数的大学生 ＭＳＭ 自认感染 ＨＩＶ 风险很低或认为完

全无风险ꎬ略低于北京市社区 ＭＳＭ 人群的认知水

平[６] ꎮ ＭＳＭ 人群自认风险降低是 ＨＩＶ 感染的危险因

素之一[１０] ꎬ因此ꎬ大学生 ＭＳＭ 的风险意识有待提高ꎮ
本调查发现性取向为双向或不确定的大学生

ＭＳＭ 自认 ＨＩＶ 感染风险均较低ꎬ有报道显示性取向为

双性的 ＭＳＭ 感染梅毒的危险性是同性的 ２ 倍[１１] ꎬ而
梅毒感染也是 ＨＩＶ 感染的危险因素[１２] ꎬ因此不能够

简单认为只有同性性行为是危险的ꎮ 本研究还发现

大学生 ＭＳＭ 认为与年长的同性发生性行为感染 ＨＩＶ
风险相对较低ꎬ但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非学生感染

ＨＩＶ 的危险是学生的 １.９ 倍[１１] ꎬ年龄>２５ 岁是 ＨＩＶ 感

染的危险因素[１３] ꎮ 本研究还发现大学生 ＭＳＭ 自认通

过互联网认识性伴感染 ＨＩＶ 风险低ꎬ这些认识上的误

区提示应该加强健康教育内容的针对性ꎬ让大学生认

识到互联网对 ＨＩＶ 传播发挥的潜在作用ꎮ 有研究表

明ꎬ饮酒可能增加 ＨＩＶ 相关的危险行为以及 ＨＩＶ 和其

他性传播疾病的感染风险[１４－１７] ꎬ 本研究中大学生

ＭＳＭ 对酒后性行为的风险有一定认识但并不认为饮

酒会提高感染的危险性ꎮ 在性行为方面ꎬ大学生 ＭＳＭ
认为有性病病史者的 ＨＩＶ 感染风险比较高ꎬ说明大学

生 ＭＳＭ 已具备了一些正确的风险认识ꎬ但是他们对

于高危因素的认知存在误区而且安全套的使用率不

高[２ꎬ１８] ꎮ 考虑高校 ＭＳＭ 群体的隐蔽性ꎬ通过互联网开

展多层次的健康教育会取得更好效果ꎮ
由于本调查以提高高校志愿者防艾工作能力为

主要目的ꎬ因此调查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足ꎮ 首

先ꎬ由于大学生 ＭＳＭ 人群非常隐蔽ꎬ仅能采用方便抽

样的方法获得调查对象ꎬ且调查样本量较小ꎬ因此调

查结果仅代表被调查群体的现况ꎬ不适宜外推ꎮ 其

次ꎬ由于是面对面的调查ꎬ有些敏感问题由于调查者

的提问经验不足和被调查者的心理原因可能导致应

答偏倚ꎮ
总之ꎬ大学生 ＭＳＭ 群体正值性活跃期ꎬ其性病艾

滋病知识水平有待提高ꎬ自我防范和危险意识不够成

熟ꎬ高危性行为依然存在ꎬ应该结合人群特点提高性

健康与性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ꎬ通过建立高校

防艾志愿者队伍ꎬ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并结合多种网

络宣传形式传递艾滋病相关知识和防护策略ꎬ降低艾

滋病对大学生群体的危害ꎮ
(下转第 １１４６ 页)

２４１１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第 ３７ 卷第 ８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６ꎬＶｏｌ.３７ꎬＮｏ.８



而达到控制学生超重与肥胖的目的[１４－１６]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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