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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成都高校学生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ＨＩＶ 检测率及影响因素ꎬ为高校制定艾滋病健康教育策略提

供指导依据ꎮ 方法　 ２０１６ 年 ７—１２ 月ꎬ采用同伴推动抽样方法(ＲＤＳ 法)ꎬ在成都市高校招募并一对一问卷调查 ＭＳＭ 学生

２５４ 名ꎮ 对定性资料进行描述性分析ꎬ对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及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结果　 成都高校学生男男

性行为者最近 １ 年 ＨＩＶ 检测率为 ３５.４％(９０ / ２５４)ꎬ６５.４％(１６６ / ２５４)具有明确的 ＨＩＶ 检测意愿ꎬ３７.８％(９６ / ２５４)知晓 ＨＩＶ
检测知识及价值ꎮ ６１.４％(１５６ / ２５４)愿意选择 ＨＩＶ 检测机构进行检测ꎬ１９.７％(５０ / ２５４)倾向自我检测ꎮ 最近 １ 月高危性行

为发生率为 １５.０％(３８ / ２５４)ꎬ８２.３％(２０９ / ２５４)具有较强的风险意识ꎮ 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ꎬ风险意识、最近 １ 月

有无高危性行为发生、检测意愿、周围人有无做过检测、寻找性伴侣的主要途径、是否知晓成都同志酒吧为 ＨＩＶ 检测的影

响因素ꎮ 结论　 成都高校学生 ＭＳＭ 检测率较低ꎮ 建议针对影响因素ꎬ有重点地加强行为干预ꎬ动员 ＭＳＭ 学生参加检测ꎬ
扩大 ＨＩＶ 检测覆盖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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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ꎬ严峻的高校艾滋病疫情成为我国预防艾
滋病的突出问题之一ꎬ青年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简称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病人)增长较快ꎬ尤其是
高校中的男男性行为 ( ｍｅｎ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ａｎꎬ
ＭＳＭ)学生ꎬ由于人群隐蔽、不易干预ꎬ致使 ＨＩＶ 感染
率持续升高[１－３] 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四川省累计报告学生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病人 ９８１ 例ꎬ２０１４ 年比 ２０１０ 年增长 ２. １８

倍ꎻ６６.６７％的感染者为 １９ 岁及以上大中专学校学生ꎻ
６３.８１％的青年学生通过男男同性性传播感染 ＨＩＶ[４] ꎮ
针对学生人群尤其是 ＭＳＭ 学生运用合理、综合的干

预措施ꎬ动员及促进 ＨＩＶ 检测ꎬ是目前高校防艾的重

要一环ꎮ 但目前高校 ＭＳＭ 学生 ＨＩＶ 检测行为处于低

水平ꎬ贵阳高校 ＭＳＭ 学生 ＨＩＶ 检测率仅为 ３８.１％[５] ꎮ
较低的 ＨＩＶ 检测率不仅不利于及时让被检者了解自

身感染情况ꎬ阻碍感染者及早进行抗病毒治疗ꎬ而且

不利于对感染者进行干预和防止二代传播ꎬ加大了高

校艾滋病防控难度[６] ꎮ 本文通过了解成都高校 ＭＳＭ
学生 ＨＩＶ 检测行为现状ꎬ探讨影响检测行为的因素ꎬ
为高校艾滋病监测及防控提供工作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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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同伴推动抽样方法(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ｄｒｉｖｅｎ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ꎬ ＲＤＳ)招募 ＭＳＭ 学生ꎮ ２０１６ 年 ７—１２ 月ꎬ在
成都各高校 ＭＳＭ 学生校内交友 ＱＱ 群等新媒体平台

及校内 ＭＳＭ 学生活动小组中动员并招募 ２０ 名年龄在

１７ ~ ２５ 岁的 ＭＳＭ 学生作为种子ꎮ 种子的推荐条件:
(１)学生 ＭＳＭ 交友新媒体平台或线下活动小组中的

积极分子ꎻ(２) 在本校 ＭＳＭ 学生中具有较高的知名

度ꎻ(３)具有较好的社会活动、沟通、倡导能力ꎮ 每个

种子最多推荐 ３ 名同伴ꎬ被推荐的同伴持有“推荐卡”
进行现场问卷填写ꎮ 在 ２０ 个种子中ꎬ３ 个种子没发

芽ꎻ有 １３ 个成链ꎬ其中发展最好的链条获得 ４３ 个样

本ꎬ招募最长链级达到 １２ 层ꎮ 采用周平衡方法观察样

本的平衡性ꎬ以年龄为 １７ ~ ２０ 岁、肛交中处于的性角

色为被插入方等 ２ 个变量作为平衡变量ꎬ样本招募约

在 １０ 周时达到平衡状态ꎮ
对象纳入标准:年龄在 １７ ~ ２５ 岁ꎻ成都高校在校

学生ꎻＭＳＭꎻ既往 ＨＩＶ 检测结果为阴性或从未接受过

检测ꎻ自述能够理解知情同意及问卷内容ꎮ 共回收问

卷 ２５８ 份ꎬ有效问卷 ２５４ 份ꎬ有效率为 ９８.４％ꎮ
１.２　 方法　 问卷调查选用自编“成都高校 ＭＳＭ 学生

ＨＩＶ 检测现状调查问卷”ꎬ在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后进

行一对一现场问卷填写ꎮ 问卷经过文献查阅、定性研

究、专家评估及预实验等 ４ 个步骤ꎬ反复修改完善ꎮ 调

查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行为风险意识情况、ＨＩＶ
检测意愿现状、ＨＩＶ 检测选择行为特征及性伴侣找寻

途径特点等ꎮ
ＭＳＭ 学生的检测意愿以“你朋友不愿去检测ꎬ你

会劝他进行检测吗”“如果周围人做过检测ꎬ你会进行

检测吗”及“如果你知道学校有学生感染者ꎬ你会参加

检测吗”３ 道题作为衡量标准ꎬ每题选择“会”选项者

得 １ 分ꎬ其余选项不得分ꎬ３ 个题目得分的总分表示检

测意愿ꎮ 依据得分的 ６０％为分界线划分等级:０ ~ １ 分

表示“检测意愿弱或无”ꎬ２ ~ ３ 分表示“检测意愿强”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建立数据库并进行

逻辑检错和双录入ꎮ 利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χ２

检验及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２５４ 名 ＭＳＭ 学生中ꎬ３５.４％(９０ / ２５４)
最近 １ 年通过各种渠道参加过 ＨＩＶ 检测ꎻ２５４ 名 ＭＳＭ
平均年龄(２０.５４±０.２１)岁ꎬ最大 ２５ 岁ꎬ最小 １７ 岁ꎮ 性

角色为 ０ 号的 ＭＳＭ 学生占 ３７.８％(９６ / ２５４)ꎬ为 １ 号的

占 ２１.３％(５４ / ２５４)ꎬ为 ０.５ 号的占 ４０.９％(１０４ / ２５４)(０
号表示在肛交性行为中处于被插入一方ꎬ１ 号表示插

入方ꎬ０.５ 号表示插入及被插入均可的一方)ꎮ 不同年

龄、不同性角色学生的 ＨＩＶ 检测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年龄不同性角色 ＭＳＭ 学生接受 ＨＩＶ 检测率比较

年龄与性角色 人数
最近 １ 年

检测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年龄 / 岁 １７ ~ ２０ １３４ ４６(３４.３) ０.１５１ ０.６９７
２１ ~ ２５ １２０ ４４(３６.７)

性角色 ０ ９６ ３０(３１.２) １.９５３ ０.３７７
１ ５４ １８(３３.３)
０.５ １０４ ４２(４０.４)

　 注:()内数字为检测率 / ％ꎮ

２.２　 行为风险意识 　 ８２.３％ (２０９ / ２５４)的 ＭＳＭ 学生
具有较强的风险意识ꎬ１５.０％(３８ / ２５４)的 ＭＳＭ 学生在
最近 １ 月发生过高危性行为ꎮ 不同风险意识水平间、
最近 １ 个月高危性行为不同的发生情况学生间 ＨＩＶ
检测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行为风险意识与高危险性

行为 ＭＳＭ 学生接受 ＨＩＶ 检测率比较

风险意识与高危性行为 人数
最近 １ 年

检测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风险意识 较强 ２０９ ８１(３８.７) ５.６９４ ０.０１７
较弱 ４５ ９(２０.０)

艾滋病就是因为滥交 同意 ５３ １６(３０.２) ５.２１３ ０.０７４
不同意 １７８ ６１(３４.３)
不知道 ２３ １３(５６.５)

近 １ 个月有无高危性行为 有 ３８ ２５(６５.８) １７.９９９ <０.０１
无 ２１６ ６５(３０.１)

　 注:()内数字为检测率 / ％ꎮ

２.３　 ＨＩＶ 检测意愿及信息知晓现状　 ２５４ 名 ＭＳＭ 学
生中ꎬ６５.４％(１６６ / ２５４)具有明确的 ＨＩＶ 检测意愿ꎬ检
测率在不同检测意愿水平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２７.９８２ꎬＰ<０.０１)ꎮ 在关于 ＨＩＶ 检测知识及信息知晓
情况的条目中ꎬ３７.８％(９６ / ２５４)的 ＭＳＭ 学生知晓 ＨＩＶ
检测知识及价值ꎬ３２.７％(８３ / ２５４)知晓学校疫情通报
制度ꎬ７７.２％(１８５ / ２５４)知晓周围人检测情况ꎮ 检测率
在“检测知识及价值”及“周围人检测情况” 的认知情
况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３ꎮ

表 ３　 不同检测意愿及信息知晓现状 ＭＳＭ 学生接受 ＨＩＶ 检测率比较

检测意愿及信息知晓 人数
最近 １ 年

检测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检测意愿水平 高 １６６ ７８(４７.０) ２７.９８２ <０.０１
低或无 ８８ １２(１３.６)

是否知晓检测知识及价值 是 ９６ ４２(４３.７) ４.６６６ ０.０３１
否 １５８ ４８(３０.４)

周围人检测情况 有做过 １５９ ７６(４７.８) ２８.５７３ <０.０１
没做过 ２６ ３(１１.５)
不知道 ６９ １１(１５.９)

是否知晓学校疫情通报 是 ８３ ３３(３９.７) １.００８ ０.３１５
　 制度 不知晓 １７１ ５７(３３.３)
学校实际感染人数与官方 更多 １６４ ５４(３２.９) ５.８７５ ０.１１８
　 数据相比 更少 １６ １０(６２.５)

差不多 ３１ １２(３８.７)
不知道 ４３ １４(３２.５)

　 注:()内数字为检测率 / ％ꎮ

２.４　 ＨＩＶ 检测选择行为特征 　 ６１ ４％ ( １５６ / ２５４) 的
ＭＳＭ 学生愿意选择 ＨＩＶ 检测机构进行检测ꎮ 愿意接
受的艾滋病检测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占 ８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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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 / ２５４)ꎬ医院占 ６３ ０％ ( １６０ / ２５４)ꎬ社会组织占
３２ ７％(８３ / ２５４)ꎮ 检测机构选择依据中ꎬ能提供准确
的检测结果占 ８３ ９％(２１３ / ２５４)ꎬ能保护被检者隐私
占 ６０ ６％(１５４ / ２５４)ꎬ能提供免费检测服务占 ３４ ６％
(８８ / ２５４)ꎮ 不愿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接受艾滋病检
测的原因中ꎬ害怕身份信息泄露占 ４３ ７％(１１０ / ２５４)ꎬ
担心无法面对阳性检测结果占 ４１ ７％ (１０５ / ２５４)ꎬ缺
乏检测服务信息占 ３７ ３％(９４ / ２５４)ꎬ自觉无感染风险
占 １８ ６％ ( ７３ / ２５４)ꎬ担心要自费检测占 ４ ４％ ( １１ /
２５４)ꎮ １９ ７％(５０ / ２５４)的学生选择自我检测ꎬ排前 ３
位的原因是隐秘性高 ( ８３ ５％ꎬ２１２ / ２５４)、操作简单
(７２ ４％ꎬ１８４ / ２５４)、购买方便(７０ ９％ꎬ１８０ / ２５４)ꎮ 认
为能购买自检试剂包的途径ꎬ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占
６５ ４％(１６６ / ２５４)ꎬ药店占 ５２ ０％ (１３２ / ２５４)ꎬ医院占
５１ ２％(１３０ / ２５４)ꎬ网店占 ４８ ４％ (１２３ / ２５４)ꎬ社交软
件占 ８ ７％(２２ / ２５４)ꎮ 见表 ４ꎮ

表 ４　 不同 ＨＩＶ 检测选择行为 ＭＳＭ 学生接受 ＨＩＶ 检测率比较

检测选择行为 人数
最近 １ 年

检测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推荐去机构检测还是 机构 １５６ ６０(３８.５) ２.９１６ ０.２３３
　 自检 自检 ５０ １８(３６.０)

不知道 ４８ １２(２５.０)
是否愿意去疾病预防控制 是 ２１６ ８０(３７.０) １.６２４ ０.２０３
　 中心检测 否 ３８ １０(２６.３)
是否愿意去医院检测 是 １６０ ６２(３８.８) ２.０７９ ０.１４９

否 ９４ ２８(２９.８)
是否愿意去社会组织 是 ８３ ３１(３７.３) ０.１９８ ０.６５６
　 检测 否 １７１ ５９(３４.５)
选择检测方式时是否 是 １５４ ６６(４２.８) ９.４２４ ０.００２
　 考虑隐私保护 否 １００ ２４(２４.０)
选择某机构检测是否 是 ２１３ ７９(３７.１) １.５８２ ０.２０８
　 因为其结果准确 否 ４１ １１(２６.８)
选择检测方式时是否 是 ８８ ３５(３９.８) １.１０８ ０.２９２
　 考虑费用问题 否 １６６ ５５(３３.１)

　 注:()内数字为检测率 / ％ꎮ

２.５　 性伴侣找寻途径　 在关于找寻性伴的途径知晓
方面ꎬ知晓同志酒吧的 ＭＳＭ 学生占 ３７.０％(９４ / ２５４)ꎬ
知晓同志交友软件的占 ６６.１％(１６８ / ２５４)ꎬＨＩＶ 检测率
在不同知晓情况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ꎮ
在寻找性伴侣的途径方面ꎬ５５.９％ (１４２ / ２５４) 的 ＭＳＭ
学生主要借助交友软件ꎬ１９.７％(５０ / ２５４)没有性伴侣ꎬ
不同性伴侣找寻途径间的 ＨＩＶ 检测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５ꎮ

表 ５　 不同性伴侣找寻途径 ＭＳＭ 学生接受 ＨＩＶ 检测率比较

性伴侣找寻途径 人数
最近 １ 年

检测人数
χ２ 值 Ｐ 值

是否知晓成都同 知晓 ９４ ４７(５０.０) １３.８４１ <０.０１
　 志酒吧 不知晓 １６０ ４３(２６.９)
是否知晓同志交 知晓 １６８ ６８(４０.５) ５.５１６ ０.０１９
　 友软件 不知晓 ８６ ２２(２５.６)
寻找性伴侣的主 交友软件 １４２ ６７(４７.２) ２５.６３８ <０.０１
　 要途径 同志酒吧及其他 ６２ １９(３０.６)

没有性伴侣 ５０ ４(８.０)
　 注:()内数字为检测率 / ％ꎮ

２.６　 ＨＩＶ 检测行为影响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以“近 １ 年有无检测”为因变量(有 ＝ １ꎬ无 ＝ ２)ꎬ将“近

１ 个月有无高危性行为(１ ＝ 有ꎬ２ ＝ 没有)” “有无风险

意识(１ ＝有ꎬ２ ＝没有)” “是否知晓检测知识及价值(１
＝知晓ꎬ２ ＝ 不知晓)” “是否有检测意愿(１ ＝ 有ꎬ２ ＝ 没

有)”“周围人检测情况(１ ＝有做过检测ꎬ２ ＝ 没有做过

检测ꎬ３ ＝不知道)”“选择检测方式时是否考虑隐私保

护(１ ＝是ꎬ２ ＝不是)” “是否知晓成都同志酒吧(１ ＝ 知

晓ꎬ２ ＝不知晓)”“是否知晓同志交友软件(１ ＝ 知晓ꎬ２
＝不知晓)”及“寻找性伴侣的主要途径(１ ＝交友软件ꎬ
２ ＝同志酒吧及其他ꎬ３ ＝没有性伴侣)”等经 Ｐｅａｒｓｏｎ χ２

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 ９ 个条目作为自变量ꎬ进行

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结果显示ꎬ最近 １ 个月有无

高危性行为发生、有无风险意识较强、周围人有无做

过检测、检测意愿、寻找性伴侣的主要途径、是否知晓

成都同志酒吧等因素最终进入模型ꎮ 见表 ６ꎮ

表 ６　 ＭＳＭ 学生 ＨＩＶ 检测行为影响因素

的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ｎ ＝ ２５４)

自变量 Ｂ 值
Ｗａｌｄ
χ２ 值

Ｐ 值 ＯＲ 值(ＯＲ 值 ９５％ＣＩ)

最近 １ 月有无高危性行为 １.４６３ １０.２３５ <０.０１ ４.２３０(１.７６３~ １０.５８７)
风险意识 ０.９７４ ４.２５２ ０.０３９ ２.６４８(１.０４９~ ６.６８１)
检测意愿 １.３７７ １２.２７３ <０.０１ ３.９６４(１.８３４~ ８.５６６)
周围人检测情况 ６.１６２ ０.０４６
　 有做过检测 －０.６０５ ２.０３７ ０.１５４ ０.５４６(０.２３８~ １.２５３)
　 没做过检测 １.００６ １.５３９ ０.２１５ ２.７３４(０.５５８~ １３.３９５)
寻找性伴侣的主要途径 １０.６６０ <０.０１
　 交友软件 －１.８８９ １０.４００ <０.０１ ０.１５１(０.０４８~ ０.４７７)
　 同志酒吧及其他 －１.４８８ ５.４１１ ０.０２０ ０.２２６(０.０６４~ ０.７９１)
是否知晓成都同志酒吧 ０.７０６ ４.６６０ ０.０３１ ２.０２６(１.０６７~ ３.８４６)

３　 讨论
青年学生中持续增加的男男同性性行为发生率

推动了高校艾滋病疫情的进一步发展[２ꎬ７－８] ꎮ 在艾滋

病防控及干预措施中ꎬＨＩＶ 检测是重要措施之一ꎬ不但

能及早发现感染者ꎬ而且能对被检者进行健康教育ꎬ
提高检测对象感染风险的意识ꎬ减少不安全行为的发

生可能ꎬ进而降低艾滋病感染风险[９－１０] ꎮ 在青年学生

中扩大 ＨＩＶ 检测覆盖面ꎬ尤其是动员 ＭＳＭ 学生参加

ＨＩＶ 检测ꎬ促进形成定期检测的行为习惯ꎬ将有效遏制

高校快速上升的艾滋病疫情ꎮ
现阶段高校 ＭＳＭ 学生 ＨＩＶ 检测率总体处于较低

水平ꎮ 本研究发现ꎬＭＳＭ 学生最近 １ 年 ＨＩＶ 检测率仅

为 ３５. ４％ꎬ 高 于 南 昌 高 校 ＭＳＭ 学 生 检 测 率

(１４.１％) [１１] ꎬ低于长沙高校 ＭＳＭ 学生自愿咨询检测

率(７０.５％) [１２] ꎮ 同样ꎬＭＳＭ 学生 ＨＩＶ 检测水平具有

“一高一低”的特征ꎬ即检测率高于当地青年学生却低

于当地 ＭＳＭ 人群检测率[１３－１４] ꎮ 可能原因是 ＭＳＭ 学

生所处较为单纯的交友环境ꎬ自觉感染风险较低[１５] ꎬ
且获取检测服务信息来源单一ꎬ使 ＭＳＭ 学生 ＨＩＶ 检

测率较非 ＭＳＭ 学生人群低ꎮ
本研究发现ꎬ有较强感染风险意识会促进 Ｍ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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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接受 ＨＩＶ 检测ꎬ且最近 １ 个月有高危性行为的学
生更倾向于参加 ＨＩＶ 检测ꎬ与蒋均等[１６] 的研究结果
一致ꎮ 高危性行为的发生或将增大艾滋病暴露风险ꎬ
因此需要在 ＭＳＭ 人群中开展宣传ꎬ使其知晓高危性
行为及其表现ꎮ 但是ꎬ若风险意识淡薄ꎬ不能正确识
别高危性行为ꎬ自觉无感染风险ꎬ将会阻碍其参加 ＨＩＶ
检测ꎮ 故应加强艾滋病感染风险教育ꎬ教导 ＭＳＭ 学
生正确识别高危性行为ꎬ提高风险意识水平ꎻ针对近
期有高危性行为发生的 ＭＳＭ 学生ꎬ应提高其对 ＨＩＶ
检测知识及价值的认知水平ꎬ动员其接受 ＨＩＶ 检测ꎬ
进而有效预防艾滋病的传播与流行ꎮ

ＨＩＶ 检测意愿是 ＨＩＶ 检测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ꎮ
本研究发现ꎬＨＩＶ 检测意愿促进 ＭＳＭ 学生参加 ＨＩＶ
检测ꎬ检测意愿高的 ＭＳＭ 学生 ＨＩＶ 检测率明显高于
检测意愿低者ꎮ 在高校进一步扩大 ＨＩＶ 检测ꎬ必须先
提高 ＭＳＭ 学生 ＨＩＶ 检测意愿ꎮ 本研究中ꎬ ６５. ４％
(１６６ / ２５４) 具有明确的 ＨＩＶ 检测意愿ꎬ高于温萌萌
等[１０]调查结果(３３.３％)ꎮ 可能原因是 ＭＳＭ 学生较全
体学生人群而言ꎬ发生高危性行为的可能性及对艾滋
病的重视程度更高ꎮ 因此ꎬ在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
中ꎬ应宣传检测的知识和意义ꎬ传递 ＨＩＶ 检测服务信
息ꎬ引导 ＭＳＭ 学生正确认识 ＨＩＶ 检测价值ꎬ提高 ＭＳＭ
学生 ＨＩＶ 检测意愿ꎬ进而促进其参加 ＨＩＶ 检测ꎮ

通过交友软件寻找性伴侣的 ＭＳＭ 学生 ＨＩＶ 检测
率远高于其他途径寻找性伴侣者ꎮ 在现阶段ꎬ随着互
联网的快速发展ꎬ同志交友软件等新媒体平台快速普
及ꎬＭＳＭ 学生使用交友软件寻找性伴侣的比例逐年升
高ꎮ 然而交友软件上由于人员构成复杂ꎬ高危性行为
发生率较高ꎬＨＩＶ 检测行为也随之升高ꎮ 知晓成都同
志酒吧是 ＭＳＭ 学生接受 ＨＩＶ 检测的促进因素ꎬ提示
ＭＳＭ 学生有前往同志酒吧寻找性伴侣的可能ꎮ 但酒
吧中男同大多不是学生ꎬ多性伴、临时性伴等高危性
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ꎬ促进 ＭＳＭ 学生在暴露风险
后进行 ＨＩＶ 检测ꎮ 因此ꎬ可联合交友软件对 ＭＳＭ 学生
进行线上知识宣传及行为干预ꎬ在 ＭＳＭ 学生使用率
较高的同志交友软件上定期推送艾滋病防控宣传资
料及 ＨＩＶ 检测服务信息ꎬ引导有检测需求的 ＭＳＭ 学
生及时参加检测ꎻ在同志酒吧等场所开展同伴教育、
外展活动ꎬ宣传 ＨＩＶ 检测的意义及价值ꎬ传递 ＨＩＶ 检
测服务信息ꎬ及时引导有检测需求的 ＭＳＭ 学生参加
ＨＩＶ 检测ꎮ

本研究还发现ꎬ知晓周围人做过检测是 ＭＳＭ 学
生进行 ＨＩＶ 检测的促进因素ꎮ 由于担心检测过程中
个人信息泄露ꎬ不知晓检测过程及机构ꎬＭＳＭ 学生不
愿参加 ＨＩＶ 检测ꎮ 当身边有 ＭＳＭ 学生参加过检测ꎬ
并将检测服务信息及检测体验进行分享后ꎬ打消了不
愿检测的 ＭＳＭ 学生对身份泄露的担忧ꎬ并使其知晓

检测服务点及流程ꎬ检测行为将有所提高ꎮ 因此ꎬ在
促进 ＭＳＭ 学生接受 ＨＩＶ 检测的干预中ꎬ要充分传播
周围同学接受检测的信息ꎬ来影响更多的 ＭＳＭ 学生
接受 ＨＩＶ 检测ꎻ同时ꎬ在 ＭＳＭ 学生人群招募同伴教育
者ꎬ并动员其接受艾滋病的检测ꎬ作为检测的“先驱
者”ꎬ在同伴教育活动中ꎬ传播接受 ＨＩＶ 检测的过程、
经历、体验等ꎬ让更多的 ＭＳＭ 学生知晓周围人“接受
了检测”ꎬ以有效扩大 ＭＳＭ 学生接受 ＨＩＶ 检测的覆盖
面ꎮ 综上所述ꎬ建议根据 ＭＳＭ 学生 ＨＩＶ 检测行为的
影响因素ꎬ开发符合当地 ＭＳＭ 学生特点及需求的健
康教育策略ꎬ宣传 ＨＩＶ 检测服务信息ꎬ加强检测行为
干预ꎬ动员及促进 ＭＳＭ 学生参加 ＨＩＶ 检测ꎬ降低 ＭＳＭ
学生艾滋病新发感染率ꎬ有效防控以男男性传播为主
的高校艾滋病疫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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