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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了解嘉兴市 １５~ ２４ 岁青少年艾滋病病毒(ＨＩＶ)病例的流行特征ꎬ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提供依

据ꎮ 方法　 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ꎬ对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嘉兴市发现的 １５ ~ ２４ 岁青少年 ＨＩＶ 病例的相关资料进行

分析ꎮ 结果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累计报告 ３７５ 例青少年 ＨＩＶ 病例ꎬ平均年龄(２１.２９±１.９０)岁ꎬ其中在校学生 ４２ 例ꎻ男、女性别

比例为 ２.４７ ∶ １ꎻ外地户籍比例较高ꎬ占 ７６％ ( ２８５ 例)ꎮ 校外青少年病例占总病例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χ２
趋势 ＝ ８.２６ꎬＰ ＝

０.００)ꎬ但学生病例所占比例呈上升趋势(χ２
趋势 ＝ １５.７３ꎬＰ<０.０１)ꎮ 校外青少年病例以异性传播为主ꎬ占 ５９.１６％(１９７ 例)ꎬ在

校学生病例以同性传播为主ꎬ占 ８８.１０％(３７ 例)ꎮ 学生和校外青少年病例在性别、年龄、户籍、文化程度、传播途径、晚发现

情况、首次 ＣＤ４ 水平和检测来源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艾滋病疫情在青少年人群、特别是在

校学生人群中的流行值得关注ꎬ校内外青少年 ＨＩＶ 病例感染特征有所不同ꎮ 应采取针对性的防治措施减少艾滋病对该人

群的危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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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人群处于性活跃期ꎬ 属于艾滋病病毒

(ＨＩＶ)感染的高危人群ꎬ且青少年病例预期存活时间

较长ꎬ对于后续随访管理的压力较大ꎮ 特别是该人群

中的在校学生 ＨＩＶ 感染状况更引发社会关注[１] ꎮ 嘉

兴市自 １９９９ 年发现首例青少年 ＨＩＶ 病例以来ꎬ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累计发现 １５ ~ ２４ 岁青少年 ＨＩＶ 病例

３７５ 例ꎬ其中在校学生 ４２ 例ꎮ 本文对嘉兴市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８ 年 １５ ~ ２４ 岁青少年病例数据进行回顾性研究ꎬ分
析该地青少年病例的感染特征ꎬ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嘉兴市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报告的

１５ ~ ２４ 岁 ＨＩＶ 病例ꎬ所有病例个案信息均源自艾滋病

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的监测数据ꎬ不包含患者姓名、
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详细住址等隐私信息ꎬ不涉及

６７５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第 ４０ 卷第 ４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４



人体试验和伦理学问题ꎮ
１.２　 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ꎬ从艾滋病防治基本

信息系统中下载历史卡片ꎬ时间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按
照 １５ ~ ２４ 岁年龄段筛选所有 ＨＩＶ 确诊病例ꎬ确诊时间

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ꎬ排除 “未审

核”或“已删除”卡片ꎮ 对病例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时
间分布、传播行为和检测相关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ꎮ
将报告时即为艾滋病病人或报告时为 ＨＩＶ 感染者但

在当年转为艾滋病病人判定为晚发现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整理采用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ꎬ统计分

析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５.０ꎬ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人口学特征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全市累计发现 １５ ~
２４ 岁青少年 ＨＩＶ 病例 ３７５ 例ꎬ 其中学生病例占

１１.２０％(４２ 例)ꎬ校外青少年病例占 ８８.８０％(３３３ 例)ꎻ
男生占 ７１.２０％(２６７ 例)ꎬ女生占 ２８.８０％(１０８ 例)ꎻ汉
族占 ９０.１３％(３３８ 例)ꎬ彝族占 ３.４７％(１３ 例)ꎬ其他少

数民族占 ６. ４０％ ( ２４ 例)ꎻ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

６０.２７％(２２６ 例)ꎬ高中和中专占 ２１.０７％(７９ 例)ꎬ大专

及以 上 占 １８. ６７％ ( ７０ 例 )ꎮ 平 均 年 龄 ( ２１. ２９ ±
１.９０)岁ꎮ
２.２　 时间分布　 嘉兴市 １９９９ 年发现首例 １５ ~ ２４ 岁青

少年 ＨＩＶ 病例ꎬ２０１２ 年开始该人群报告病例数明显增

加ꎮ 其中学生病例占比呈上升趋势( χ２
趋势 ＝ １５.７３ꎬＰ<

０.０１)ꎬ而校外青少年病例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 χ２
趋势

＝ ８.２６ꎬＰ ＝ ０.００)ꎮ 见图 １ꎮ

图 １　 嘉兴市 １９９９—２０１８ 年 １５ ~ ２４ 岁青少年 ＨＩＶ 病例数

２.３　 地区分布 　 嘉兴市各县(市、区)均有发现青少

年病例ꎬ且外地户籍比例较高ꎬ占 ７６％(２８５ 例)ꎬ本地

户籍占 ２４％ (９０ 例)ꎬ外地户籍以四川、云南、安徽和

贵州等为主ꎮ 各地区间户籍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３. ０３ꎬＰ ＝ ０. ０４)ꎬ其中嘉善县外地户籍比例达

９２.６８％ꎬ平湖市外地户籍比例最低 ( ６０. ００％)ꎮ 见

表 １ꎮ
２.４　 传播途径分布　 青少年病例以性传播途径感染

为主ꎬ其中同性传播占 ４２.６７％(１６０ 例)ꎬ异性传播占

５３.６０％(２０１ 例)ꎬ其他传播途径占 ３.７３％(１４ 例)ꎮ 学

生病例以同性传播为主ꎬ占 ８８.１０％(３７ 例)ꎻ异性传播

占 ９.５２％(４ 例)ꎮ 校外青少年病例中ꎬ同性传播感染

占 ３６.９４％(１２３ 例)ꎬ异性传播占 ５９.１６％(１９７ 例)ꎬ其
他传播途径占 ０.３９％(１３ 例)ꎮ
２.５　 学生病例特征　 ４２ 例学生病例分布主要集中在

嘉兴市区 ( 南湖区、 秀洲区)ꎬ 占全部学生病例的

４７.６２％(２０ 例)ꎬ平湖市和桐乡市也相对较多ꎬ分别占

１６.６７％(７ 例)和 １４.２９％ (６ 例)ꎻ学生病例以男生为

主ꎬ占 ９７.６２％(４１ 例)ꎻ最小 １６ 岁ꎬ最大 ２３ 岁ꎻ汉族占

９５.２４％ꎻ大专及以上学历占 ７８.５８％(３３ 例)ꎬ高中或中

专学历占 ９.５２％(４ 例)ꎬ初中及以下学历占 １１.９０％(５
例)ꎻ均未婚ꎻ有 ８８.１０％(３７ 例)通过男男同性感染ꎻ本
地户籍学生病例高于外地户籍病例ꎬ占比为 ５２.３８％
(２２ 例)ꎮ
２.６　 校内外青少年 ＨＩＶ 病例特征比较　 见表 ２ꎮ

表 １　 嘉兴市报告 １５ ~ ２４ 岁青少年 ＨＩＶ 病例地区分布

地区 病例数 本地户籍 外地户籍
南湖区 １３０ ３０(２３.０８) １００(７６.９２)
秀洲区 ４４ ９(２０.４５) ３５(７９.５５)
嘉善县 ４１ ３(７.３２) ３８(９２.６８)
海盐县 １５ ４(２６.６７) １１(７３.３３)
海宁市 ３９ １１(２８.２１) ２８(７１.７９)
平湖市 ３０ １２(４０.００) １８(６０.００)
桐乡市 ７６ ２１(２７.６３) ５５(７２.３７)
合计 ３７５ ９０(２４.００) ２８５(７６.００)

　 注:()内数字为构成比 / ％ꎮ

表 ２　 嘉兴市 １５ ~ ２４ 岁 ＨＩＶ 病例特征校内外青少年间比较

变量 例数 学生 校外青少年 χ２ 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２６７ ４１ ２２６ １６.１０ <０.０１

女 １０８ １ １０７
年龄 / 岁 １５~ １７ １２ ４ ８ ４.０２ ０.０５

１８~ ２４ ３６３ ３８ ３２５
户籍 本地 ９０ ２２ ６８ ２０.８９ <０.０１

外地 ２８５ ２０ ２６５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２２６ ５ ２２１ １１２.２７ <０.０１

高中或中专 ７９ ４ ７５
大专及以上 ７０ ３３ ３７

传播途径 同性传播 １６０ ３７ １２３ ４０.２５ <０.０１
异性传播 ２０１ ４ １９７
其他 １４ １ １３

民族 汉族 ３３８ ２９８ ４０ ０.８２ ０.３７
其他 ３７ ３５ ２

抗病毒治疗 是 ２８４ ３６ ３４８ ２.５６ ０.１１
否 ９１ ６ ８５

性病史 有 ６５ １０ ５５ ３.０７ ０.２２
无 ２９５ ３２ ２６３
不详 １５ ０ １５

晚发现 是 ８７ ４ ８３ ４.９７ ０.０３
否 ２８８ ３８ ２５０

首次 ＣＤ４ 值 <３５０ １２４ ８ ２１７ ４.２０ ０.０４
　 / ｍｍ３ ≥３５０ ２５１ ３４ １１６
检测来源 检测咨询 ８４ １８ ６６ １１.３９ ０.００

其他 ２９１ ２４ 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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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２ 可见ꎬ学生和校外青少年病例在性别、年
龄、户籍、文化程度、传播途径、晚发现情况、首检 ＣＤ４
结果和检测来源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ꎮ

３　 讨论

嘉兴市艾滋病疫情处于低流行水平[２] ꎬ但青少年

艾滋病疫情随总体疫情出现波动ꎬ已涉及所有县区ꎮ
监测数据显示ꎬ嘉兴每年新报告 １５ ~ ２４ 岁青少年 ＨＩＶ
病例增长较快ꎬ与温州青少年病例占比结果相似ꎬ低
于绍兴[３－４] ꎮ 该病例人群以性传播途径感染为主ꎬ平
均年龄(２１.２９±１.９０)岁ꎬ男生多于女生ꎬ异性传播途径

感染病例数高于同性传播途径ꎬ校外青少年病例数多

于学生病例ꎬ与广西等地[３－５] 报告 １５ ~ ２４ 岁青少年

ＨＩＶ 病例的特征结构一致ꎮ
嘉兴市青少年 ＨＩＶ 病例中 ８８.８％为校外青少年ꎬ

其中 ６６.３７％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ꎬ５９.１６％通过异

性途径感染ꎬ７９.５８％为非本地户籍ꎮ 校外青少年病例

多为外来务工人员ꎬ流动性大ꎬ文化程度较低、艾滋病

预防知识匮乏ꎬ又处于性活跃期、自我约束性差ꎬ容易

放纵自己ꎬ成为艾滋病感染的重点人群[６－７] ꎮ 有研究

发现ꎬ流动青少年的 ＨＩＶ 抗体检测率普遍偏低ꎬ意向

不明确ꎬ寻求主动检测意识薄弱[８－９] ꎮ 本次调查发现ꎬ
校外青少年病例由自愿咨询检测( ＶＣＴ) 发现的比例

仅为 １９. ８２％ꎬ明显低于在校学生病例ꎬ与上述研究

一致ꎮ
嘉兴市学生病例占 １５ ~ ２４ 岁青少年 ＨＩＶ 病例数

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ꎬ且主要以男男同性性传播感染

为主ꎬ与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报道一致[１０－１１] ꎮ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最近公开的数据表明ꎬ我国每年约有

３ ０００例新增学生病例ꎬ其中有 ８１.８％通过同性传播感

染[１２] ꎬ艾滋病在青年学生中的流行值得重点关注ꎮ 嘉

兴市通过近 ３ 年大学生哨点监测发现ꎬ学生人群的性

行为发生率持续上升ꎬ但接收预防服务比例和 ＨＩＶ 检

测率却没有明显提高ꎮ 随着社会的不断开放和同性

文化的盛行ꎬ在校青年学生的性行为较以往更加活

跃[１３] ꎮ 但由于性教育的缺失和相关知识的匮乏ꎬ青年

学生的安全套使用率较低ꎬ从而增高了感染 ＨＩＶ 的风

险[１４－１５] ꎮ 为加强学校艾滋病疫情防控ꎬ嘉兴市卫生行

政部门与教育部门合作ꎬ从 ２０１６ 年开始建立高校艾滋

病疫情通报和会商制度ꎬ加大对学生群体的宣传教育

和监测ꎬ学生病例的晚发现比例低于校外青少年病

例ꎬ首次检测 ＣＤ４≥３５０ ｍｍ３ 的人数比例高于校外青

少年病例ꎬ主动检测和自我保护意识都在增强ꎮ
青少年人群是未来社会的中坚力量ꎬ也是艾滋病

危害的重点人群之一ꎮ 因此ꎬ应完善监测网络ꎬ针对

青少年艾滋病疫情的特点ꎬ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介加强

宣传教育ꎬ增设安全套放置点ꎬ提高相关知识的知晓

率和安全套使用率ꎮ 另一方面ꎬ加快社区和高校 ＨＩＶ
快检点建设ꎬ推动网上预约检测服务ꎬ强化检测前后

的专业咨询服务ꎬ提高 ＨＩＶ 阳性病例确诊后的随访依

从性ꎮ 通过多种措施降低青少年人群艾滋病的新发

感染率和病死率ꎬ从而有效遏制疫情蔓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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