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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了解农村育龄妇女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知识知晓情况遥 方法院采用自设问卷调查了江苏省 员 怨园苑 名农村育龄

妇女袁分析方法主要用 字圆 检验尧多因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遥 结果院农村育龄妇女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知识知晓率为 远苑豫袁项目县

和非项目县的知晓率分别为 苑圆援远豫和 远员援猿豫袁苏南尧苏中和苏北的知晓率分别为 苑远援远豫尧远愿援远豫和 缘远援猿豫遥 有 苑缘援圆豫的人认为电视

新闻是获取该知识最主要途径遥 教育程度尧家庭收入与知晓率都呈现正相关遥 结论院项目实施明显提高了育龄妇女艾滋病知识
知晓率袁不同地区的知晓率存在差异袁知晓率受教育程度尧职业尧收入尧婚姻状况的影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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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袁目前每天感染人类免疫
缺陷病毒渊澡怎皂葬灶 蚤皂皂怎灶燥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 增蚤则怎泽袁匀陨灾冤的人
数达 苑 园园园 人以上袁圆园员园 年全球共有 猿 源园园 万人新
感染 匀陨灾袁艾滋病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社会热点问题
和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 咱员暂遥 据报道袁中国大陆 匀陨灾
感染者女性所占的比例 圆园园愿 年达 猿缘豫袁 比 员怨怨愿
年翻了 缘 倍袁其中近九 成为育龄女性咱圆暂遥 女性感染
者不但可以把 匀陨灾 传染给下一代袁 也增加了异性
恋人感染的机会袁匀陨灾 传播形成难于控制的恶性循
环袁后果非常严重咱猿原源暂遥 在孕期不能及早进行艾滋病
及其他母婴传播性疾病的检测咱缘暂袁不能及时有效地
预防干预袁可能导致母婴途径传播从而影响出生人
口素质咱远原苑暂遥 为最大程度地减少因艾滋病母婴传播
造成的儿童感染袁 国家于 圆园员园 年将预防艾滋病母
婴传播工作作为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内容之一袁还制
定了叶预防艾滋病尧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实施
方案曳遥 江苏省深入贯彻执行了该方案袁圆园员园 年先
行选择 怨 个试点区县袁后在全省启动袁为接受孕产期
保健服务的孕产妇提供全面尧系统的预防艾滋病母婴
传播的综合干预服务遥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遇到新情
况尧新问题袁需要开展研究遥本文以江苏农村育龄妇女
为研究对象袁调查了解她们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知识
知晓情况袁为更好地实施项目提供依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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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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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对象
调查对象是江苏农村地区 员缘耀源怨 岁育龄妇女遥
圆园员圆 年 远耀愿 月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袁在苏南尧
苏中尧苏北农村地区各抽取 员 个开展预防艾滋病母
婴传播工作的项目县和非项目县袁共抽取了 猿 个项
目县和 猿 个非项目县袁分布于 远 个省辖市遥 在样本
县内袁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好中差袁分别各抽取 猿
个乡镇袁在样本乡镇里随机抽取 圆 个中等发展水平
的行政村袁共抽取了 猿远 个村袁在村里随机抽取 缘园
户居民袁 调查在家的育龄妇女袁 实际调查了 员 愿员圆
户袁有效调查了 员 怨园苑 人遥 定性访谈了各样本镇专
门人员尧 县妇幼保健所责任人及卫生局分管领导袁
以了解他们工作开展情况尧遇到的困难等遥
员援圆 方法
依据叶中国艾滋病预防知识调查问卷曳袁结合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工作内容袁设计调查问卷袁问
卷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尧 艾滋病传播知识以
及获取相关信息途径等袁 由经过培训合格的调查
员袁入户面对面询问调查袁并采取措施袁保障调查
质量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用 耘责蚤凿葬贼藻猿援员 建立数据录入库袁双人录入和一
致性检验遥 利用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软件进行统计袁主要采用
描述性分析尧字圆 检验尧 多因素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回归分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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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圆援员

调查对象简况
员 怨园苑 名农村育龄妇女院 平均年龄 猿愿 岁袁源园

岁以上者最多占 源远援圆豫曰 职业以体力劳动者的农

民和农民工为主占 缘苑援怨豫曰 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
主占 源源援员豫曰 家庭月收入在 猿 园园园耀缘 园园园 元的最

多占 源园援远豫曰已婚者占 愿愿援源豫曰有 愿苑援苑豫的人生过
孩子遥
圆援圆 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圆援圆援员 知晓总体情况

为了便于综合考察农村育龄妇女对艾滋病知

识知晓情况袁本研究进行打分计算袁即每答对一个
正确选项得 员 分袁 最后将总得分又换算成 员园园 分
制袁得分逸远园 分者定义为知晓袁知晓人数占调查总
人数的比例为知晓率遥 结果为平均 渊远猿援源 依 圆员援缘冤
分袁最低 员愿 分袁最高 怨园 分遥猿园 分以下者尧猿员耀缘怨 分尧
远园 分及以上者分别为 愿援圆豫尧猿源援愿豫和 远苑豫袁艾滋病
知识知晓率为 远苑豫遥
圆援圆援圆 不同地区的知晓情况
为考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育龄妇女艾滋病知
识知晓情况的影响袁将苏南尧苏中尧苏北的知晓情况
进行比较袁知晓率不尽相同袁苏南最高约为 苑远援远豫袁
苏北最低约为 缘远援猿豫遥 经卡方检验有统计学意义
渊字圆越远园援苑苑源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表 员冤袁说明三地知晓率总体
上不同遥再经两两比较 月燥灶枣藻则则燥灶蚤 检验袁均是 孕 约 园援
园缘遥 综合前述袁可以认为三地育龄妇女的艾滋病知
晓情况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现一致性袁即苏南好
于与苏北尧苏中好于苏北遥
表 员 不同地区的农村育龄妇女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咱灶渊豫冤暂
员
员
员
员

知晓情况

源苑缘 渊苑远援远冤
源猿员 渊远愿援远冤
猿苑员 渊缘远援猿冤
圆苑苑 渊远苑援园冤

不知晓情况
员源缘 渊圆猿援源冤
员怨苑 渊猿员援源冤
圆愿愿 渊源猿援苑冤
远猿园 渊猿猿援园冤

学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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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圆 项目县与非项目县农村育龄妇女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咱灶渊豫冤暂

果

区域名称
苏南
苏中
苏北
合计

大

合计
远圆园
远圆愿
远缘怨
员 怨园苑

圆援圆援猿 项目县与非项目县的知晓情况
为了解项目实施对育龄妇女艾滋病知识知晓
情况的影响袁将两者进行比较袁项目县的知晓率为
苑圆援远豫袁要高于非项目县的 远员援猿豫袁经卡方检验有统
计学意义渊字圆越圆苑援源远圆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袁表 圆冤袁可认为项目
实施有利于育龄妇女增长艾滋病知识遥
圆援圆援源 不同知识的知晓情况

区域名称
项目县
非项目县
合计

知晓情况
员 远怨远 渊苑圆援远冤
员 缘愿员 渊远员援猿冤
员 圆苑苑 渊远苑援园冤

不知晓情况
圆远猿渊圆苑援源冤
猿远苑渊猿愿援苑冤
远猿园渊猿猿援园冤

合计
怨缘怨
怨源愿
员 怨园苑

农村育龄妇女艾滋病知识点知晓情况院员 怨园苑 人

中袁知道有传染性的占 怨源援猿豫曰知道是由 匀陨灾 病毒引

起的占 源怨援缘豫曰知道传播途径是性传播尧血液传播尧母
婴分娩传播的占比袁 分别为 苑园援怨豫尧远猿援猿豫和 源缘援员豫曰

认为使用避孕套可大大降低被感染机会的占 苑苑援圆豫曰
知道会传染给胎儿的占 愿缘援员豫曰 知道对胎儿有危害性

的占 愿苑援源豫曰知道孕前检查重要的占 愿愿援怨豫曰知道孕期

检查重要的占 愿缘援缘豫曰 知道阻断母婴传播的方法是母
亲治疗尧婴儿随访治疗和安全助产的袁占比分别为
猿猿援猿豫尧圆缘援怨豫和 员远援愿豫曰 不清楚艾滋病产妇分娩婴儿
喂养方式的占 源员援苑豫袁选择纯母乳喂养尧人工喂养尧混
合喂养的人分别有 圆援圆豫尧缘缘援源豫和 园援远豫曰艾滋病患者
的配偶 辕 性伴侣袁认为需要检测的占 怨园援源豫袁需要同时
治疗的占 愿怨援怨豫曰认为艾滋病患者准备怀孕需要检查
的占 愿愿援源豫曰认为艾滋病患者发现怀孕可以继续妊娠
的占 猿园援缘豫曰知道患有艾滋病需要治疗尧到传染病医
院治疗的袁分别有 怨员援园豫和 圆愿援怨豫曰知道艾滋病产妇怀
孕后政府给予母子免费治疗的袁占 源源援愿豫遥 将这些核
心知识点袁按回答正确和不正确袁进行卡方检验有统
计学意义渊字圆越缘圆援远猿愿袁孕 约 园援园园员冤袁可认为育龄妇女艾
滋病核心知识点知晓总体上是有差异的遥
圆援圆援缘 知识来源途径
农村育龄妇女获取艾滋病知识信息的途径袁位
居前三位的是电视新闻占 苑缘援圆豫袁通过医生了解的
占 远圆援远豫袁固定的宣传栏占 缘源援员豫遥 其他途径相对
少些袁如广播 源园援猿豫尧网络 猿缘豫遥 她们印象深刻的
是袁每年都有电视节目特别报道过艾滋病渊如艾滋
病日冤袁包括中央台新闻报道国家领导人参与相关活
动袁呼吁社会要特别关爱艾滋病的感染者和患者遥 其
次是在婚前检查尧怀孕时建大小卡等时候袁特别是近
几年袁会听到医务人员介绍或看一些影像资料遥
圆援猿 艾滋病知识知晓的影响因素探讨
圆援猿援员 单因素分析
经单因素分析袁 统计学有意义的因素有年龄尧
职业尧教育程度尧家庭收入尧婚姻状况袁结果见表 猿遥 这
里主要对年龄和孕产情况进行分析遥 圆园耀猿园 岁的育龄
妇女是生育高峰袁知晓率最高达 苑愿援员豫袁远高于其他
年龄段知晓率袁这可能与近几年国家日益重视艾滋病
的防控袁加大财政投入袁将其纳入重大妇幼卫生项目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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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对孕产妇加强了宣传教育有关遥没有生育过的育

照组遥将变量引入回归模型袁进行逐步回归袁结果见

有生育过一般较为年轻袁信息获取能力总体上比生育
过的年龄大的妇女获取要强袁 艾滋病知识知晓要高

皂藻则 葬灶凿 蕴藻皂藻泽澡燥憎 拟合优度检验袁字圆 越员援缘圆园袁孕 值为
园援怨怨圆袁表明模型拟合较好遥

龄妇女的知晓率为 苑圆援猿豫袁比有生育的高出 源援缘豫遥 没

些袁但这种差异没有统计学的意义遥
表 猿 影响农村育龄妇女艾滋病知识知晓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类别渊分组冤

人数

年龄
臆圆园 岁
愿远
耀猿园 岁
源怨苑
耀源园 岁
源源猿
跃源园 岁
愿愿员
职业
农民和农民工 员 员园缘
圆源愿
餐饮商业者
员猿缘
家务及待业者
圆圆圆
师生医生干部
员怨苑
其他
教育程度
员员圆
文盲半文盲
猿圆员
小学
愿源员
初中
猿愿源
中专高中
圆源怨
大专及以上
家庭月收入
臆猿 园园园 元
远源缘
猿 园园员耀缘 园园园 元 苑源远
跃缘 园园园 元
缘员远
婚姻状况
未婚
圆圆员
已婚
员 远愿远
孕产情况
未生育过
圆猿缘
生育过
员 远苑圆

知晓
率渊豫冤

不知晓
率渊豫冤

远员援远
苑愿援员
远远援愿
远员援猿

猿愿援源
圆员援怨
猿猿援圆
猿愿援苑

远员援苑
苑愿援圆
远愿援员
愿猿援愿
远圆援源

猿愿援猿
圆员援愿
猿员援怨
员远援圆
猿苑援远

猿猿援怨
缘员援源
远远援远
苑怨援源
愿猿援怨

远远援员
源愿援远
猿猿援源
圆园援远
员远援员

缘缘援愿
苑园援怨
苑缘援圆

源源援圆
圆怨援员
圆源援愿

苑园援远
远远援缘

圆怨援源
猿猿援缘

苑圆援猿
远苑援愿

圆苑援苑
猿圆援圆

字圆 值

孕值

源员援远员苑 园援园园园

表 源遥 模型对数似然比渊原圆蕴蕴越员 源缘苑援圆远源冤袁经 匀燥泽鄄

经多因素分析袁 统计学有意义的因素有职业尧
教育程度尧家庭收入尧婚姻状况遥 不同职业知晓情况
有差异袁师生医生干部知晓最高 愿猿援愿豫袁而农民和农

民工尧及其他个体自由职业者相对较低袁只有 远员援苑豫
和 远圆援源豫遥 教育程度尧家庭收入与知晓率都呈现正
相关袁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袁知晓率越高曰家庭月收入
越高知晓率也越高遥 未婚者知晓率比已婚者要高袁

这可能与年轻人从网络尧电视上能获取较多的信息
缘愿援圆缘愿 园援园园园

有关遥
猿

员源怨援愿猿园 园援园园园

缘苑援猿园员 园援园园园

员援源愿源 园援园源圆
员援怨源缘 园援员远猿

圆援猿援圆 多因素分析
以育龄妇女对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为因变量
再蚤袁以可能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 载蚤袁运用多因素非
条件 蕴燥早蚤泽贼蚤糟 模型估计遥 设 再蚤越园 表示不知晓渊得分
在 远园 分以下冤袁再蚤越员 表示知晓 渊 得分在 远园 分以
上冤袁 建立计量模型 孕蚤越渊再蚤 越员渣 载蚤冤越员 辕 咱员垣藻原渊茁员 垣
茁蚤载蚤冤暂遥 变量及赋值院除年龄尧家庭月收入引入其数
值外曰农民和农民工尧餐饮商业者尧家务及待业者尧
师生医生干部和其他渊个体自由职业者冤袁文盲半文
盲尧小学尧初中尧中专高中尧大专及以上袁都分别为
员尧圆尧猿尧源尧缘曰臆猿 园园园 元尧猿 园园员耀缘 园园园 元尧跃缘 园园园元袁
分别为 员尧圆尧猿曰已婚尧未婚袁生育过尧没有生育过袁都
分别为 员 和 园遥 上述赋值变量都是把最后一个为对

讨

论

猿援员 项目工作促进了育龄妇女预防艾滋病母婴传
播知识知晓
通过项目县与非项目县的比较袁育龄妇女艾滋
病知识知晓率要高出 员员 个百分点袁有统计学意义遥
通过访谈得知袁与非项目相比袁项目县更加重视这
项工作袁有更多更稳定的经费保障袁专门设立管理
办公室袁有专兼职人员开展工作袁并纳入绩效考核
等措施遥 结合人员访谈综合认为袁项目实施有利于
卫生部门开展社会动员尧促进广泛参与袁采取媒体尧
学校尧家庭参与等多种宣传形式袁开展群众性艾滋
病防治知识的健康教育袁提高大众的防治能力遥 但
尚未形成以卫生部门为主体尧其他相关部门积极参
与的协作互动的长效机制袁缺乏科学统一的适宜于
基层使用的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项目工作的监测
评估体系咱愿暂遥
猿援圆 育龄妇女艾滋病知识点的知晓情况有差异
在 员远 个知识点问题中袁 有 怨 个知识点知晓比
例在 愿缘豫耀怨缘豫遥 但总体上知晓率好不高袁 仅为
远苑豫袁与野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耶十二五爷行动计
划冶目标还有不少差距渊到 圆园员缘 年 员缘耀源怨 岁妇女达
到 愿缘豫以上冤遥 随着性传播逐渐成为女性感染艾滋
病的主要途径袁其配偶或性伴的行为特征也成为影
响妇女是否感染 匀陨灾 的重要因素咱怨暂遥 有调查显示袁
妇女感染 匀陨灾 与其性生活是否使用安全套尧 性伴
数量等相关咱员园暂遥 本次调查显示袁育龄妇女对艾滋病
性传播尧性伴侣方面的知识知晓率均在 苑园豫以上遥
但有些知道的比例较低袁 如阻断母婴传播的方法尧
分娩婴儿喂养方式尧是否可以继续妊娠尧政府给予
母子免费治疗等袁均在 源缘豫以下遥 这些结果提示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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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源 影响农村育龄妇女艾滋病知识知晓的多因素逐步回归结果
社会学特征
职业
农民和农民工
餐饮商业者
家务及待业者
师生医生干部
受教育程度
家庭月收入
已未婚
常数项

回归系数
原
原园援源远愿
园援愿圆员
园援远猿源
员援园远远
园援缘源圆
园援猿缘猿
园援源苑愿
原圆援源怨远

标准误
原
园援圆园怨
园援圆远圆
园援圆苑怨
园援猿员圆
园援园苑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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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援圆员愿
园援猿怨怨

宰葬造凿字圆 值
员远援园员缘
园源援怨怨源
园怨援苑怨源
园缘援员源猿
员员援远源苑
缘远援苑缘苑
员远援苑源园
园源援苑愿远
猿怨援员缘员

要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宣传袁 特别是要对妊娠妇女袁
积极提高知识知晓率袁提高预防能力遥
猿援猿

育龄妇女艾滋病知识知晓受多种因素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袁江苏省三地农村育龄妇女预防
母婴传播知识知晓率不同袁苏南高于苏中袁苏中高
于苏北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袁可认为社会经济发展
综合影响育龄妇女预防母婴传播知识知晓袁这与吕
柯等咱员员暂研究结论一致遥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综合分
析袁可认为育龄妇女的教育程度尧家庭收入与知晓
率均呈现正相关袁即受教育程度越高袁知晓率越高曰
家庭月收入越高知晓率也越高袁这与何波等咱怨暂研究
结果类似遥婚姻状况尧不同职业的育龄妇女袁知晓情
况也都有差异遥这些结果提示袁文化程度低者尧已婚
者尧流动性大的农民工尧个体自由职业者是将是艾
滋病健康教育和行为干预的薄弱和重点人群咱员圆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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