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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自检 

HIV self test & social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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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捷 
保护隐私 
随时随地 

1，什么是HIV自我检测？ 

 我国MSM人群HIV检测率低 

 HIV自检是一种新型的、可靠的促进MSM人群进行检测的策略 

 作为一种扩大检测的有效方法，HIV自检可以动员检测者在保

护自检隐私的同时克服多种困难进行检测，从而及时知晓自身

的感染状态 

Tang et al, Lancet HIV, 2018 

Tang et al, PLOS Medicin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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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强烈推荐各国推广
自我检测以进一步扩大HIV检测
覆盖率 

“2019全球十大卫生挑战”中明
确指出WHO将和各国、多部门
合作进一步扩大自检，并探索
新的自检模式 

我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

行动计划也明确提出将探索自我
检测模式作为一项重点工作.  

2，国内外HIV自检现状 

WHO,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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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全球已经有77

个国家具有支持开展自检的
相关政策，有38个国家已经
开始了HIV自检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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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经在国际范围内率先在MSM人群
中尝试了推广HIV自我检测 

我国有高达29-35%的MSM曾开展过HIV自
检，且59%的自检者表示他们的首次检测
即为HIV自检 

2，国内外HIV自检现状 

有多个自检模式已经获得了国内外同行
的认可 

Tang et al, HIV Medicin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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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HIV自检 

The existing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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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旭同 

研究团队 

北卡大学中国项目办赛思研究团队 

珠海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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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既有的HIV自检模式 

启动于2016年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宣传—申请—支
付押金—回传结果—返还押金—随
访系统 

较高的结果回传率（3个月回传
率超过90%） 

这些为进一步探索新的服务模
式奠定了基础 

依托志愿者完成筛查阳性咨询转介，
并持续服务到接受治疗 

Click the online link on WeChat  

Follow-up services 

Upload a picture of the completed test 

Deposit refunded 

Received one HIV self testing kit per 
application by mail 

Pay deposit 

Click the section “How to get a free HIV 
self test kit” 

Tang et al, HIV Medicine, 2016 

Chen et al, WHO 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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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点 

蒲公英检测模式的探索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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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种子将自检试剂传递给其
社会网络中的其他人，以促进
更多的人进行HIV检测的过程 

1，什么是蒲公英检测/二
次传递？ 

Harsha et al, Lancet HIV,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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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什么使用蒲公英检测 

人人都是种子，既作为检测者，
又作为动员者 

利用种子的社会网络，最大程
度的动员检测 

最大限度的触及从未进行过检
测的人，以动员其检测 

Wu et al, IAS Mexic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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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HIV自检二次传递在男男性行为人群中的的可接受度、可行性进行
评估 

 

评估基于社交媒体的HIV自检二次传递在促进MSM人群中从未进行
HIV检测的人进行检测、感染者发现方面的效能 

3 本研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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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岁及以上 

出生性别为男性 

既往发生过男男性行为 

愿意完成基线问卷及三个月后随访 

4 纳入和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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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的自检模式 

Distribution 

Click the online link on WeChat  

Upload picture of a completed test by the tester 

Finish an online survey (separate alters and indexes) 

Received  Multiple (up to 5) HIV self testing kits per 
application by mail 

Pay deposit 

Click the section “How to get a free HIV self test kit” 

Deposit ref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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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既往检测模式的不同： 

• 容许申请多份试剂 

• 每一份试剂都需要押金 

• 每回传一份结果退还一份押金 

• 增加对申请者的基线问卷与随访 

• 试剂使用者自己回传结果而非申请者 

• 回传结果时增加问卷 

 

6，与既往模式的区别 

小改动 
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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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结论 

Results & conclu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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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时间: 从2018年6月到2019年3月 

 

申请情况 

 共发起了申请642 人次 （371人），

申请了1150份试剂 

 共计成功发放了1150份试剂，回传

1141份试剂，结果回传有效率为

99.2% 

 1099份回传结果判读为有效结果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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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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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检测者情况： 

 

共计612人进行了检测 

 331人为申请者，281人为受赠者 

 每个申请者成功动员了0.76名其他人员进行检测 

 

既往检测情况 

 331名申请者中，20.8%的人既往未做过HIV检测 

 281名受赠者中，40.3%的人既往未做过HIV检测 (P<0.001)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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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检测结果 

 总体检出阳性率：3.3% （ 20 /612 ） 

 申请者HIV自检阳性率：1.5% (5/331） 

 受赠者HIV自检阳性率：5.3% (15/281，p=0.008) 

 回传结果时，15例初检阳性者已经进行了确证检测并接受了联动关

怀服务 

梅毒检测结果 

 总体检出阳性率：3.4% （ 21 /612 ） 

 申请者梅毒自检阳性率：3.5% (13/331） 

 受赠者HIV自检阳性率：2.8% (8/281） 

结果 



24 

 



25 

随访情况 

 申请者中351人接受了3个月随访，随访率为94.6% 

 92%的申请者自己至少自我检测了一次 

 40%的人给其他人发放了自检试剂并动员其进行了检测 

 70%的人更倾向于使用自我检测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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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赠者情况 

 268名受赠者填写了在线问卷 

 其中114 (42.5%) 人为申请者的性伴，83 (31.0%) 人为固定性伴，

31 (11.6%) 为非固定性伴 

 另外接近一半人 (130, 48.5%) 为申请者的朋友 

 80%的受赠者在收到检测试剂的7天内进行了检测 

 近一半的受赠者(140, 52.2%)和申请者同时进行了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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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V自检二次传递在MSM人群中的应用是可行的 

 HIV自检二次传递成功动员了从未检测者进行了检测，并促进了感染

者发现 

 检测者自检回传检测结果，保护了其隐私 

 基于押金的结果回传模式保障了检测结果的高回传率 

 本模式是在自然状态下开展，需开发新的干预模式促进HIV自检的二

次传递 

 

 

结论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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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研究： 

本研究拟通过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探索更有效的HIV自检试剂的二次
传递模式，为运用二次传递的模式推广HIV自检试剂的使用提供有力
的参考。 
 

本研究主要解决以下两个关键科学问题： 

1）经济激励与心理激励干预是否能更有效地促进HIV自检试剂的二

次传递； 

2）二次传递加推荐申请能否更有效动员更多的MSM进行HIV自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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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设计 

基线问卷+旭同线上平台申请HIV自检试剂 

标准组 

（100人） 

干预组1 

（100人） 

干预组2 

（100人） 

在线随机化分组 

珠海旭同网络平台招募300名M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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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组 
（100人） 

干预组1 
（100人） 

干预组2 
（100人） 

获取1-5个自检试剂 获取1-5个自检试剂 
获取1-5个自检试剂，并将
申请链接转发给1-5个朋友/

性伴 

传递/派发给同伴（线下） 
传递/派发给同伴

（线下），同时赠送
祝福卡片 

传递/派发给同伴（线下），同

时赠送祝福卡片；同时转发申
请链接给同伴，鼓励其申请检
测试剂（线上） 

1个月后随访传递者 
（填写随访问卷） 

受赠者进行自检，
并填写问卷，回

传结果 

受赠者进行自检，
并填写问卷，回

传结果 

受赠者申请自检，
检测后填写问卷，

回传结果 

传递者和受赠者分别
获得20元红包奖励，

每成功传递一份，申
请者获赠20元红包奖

励 

传递者和受赠者分别
获得20元红包奖励；

每成功传递或推荐一
份申请，传递者获赠

20元红包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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