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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艾滋病向一般人群蔓延·

中国中部地区两县既往有偿献血人群
艾滋病回顾性队列研究
吕繁

张丽芬

【摘要】

王哲

乔晓春

李东民

目的研究既往有偿采供血人群艾滋病感染者的发病死亡规律。方法采用回顾性队

列研究的方法，对１７８例确认的通过献血（浆）感染艾滋病病毒（ＨＩＶ）的感染者进行回顾性调查，利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乘积极限法计算平均潜伏期和生存时间及其分布。结果

ＨＩＶ感染者的平均潜伏期为

８．３１年（９５％ａ：８．０４～８．５８）（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感染后艾滋病总发病率为６．４１／１００人年。艾滋病
发病后平均生存时间为９．９０个月（９５％ａ：８．２０～１１．６０）（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结论研究发现既往有
偿采供血人群ＨＩｖ感染者的平均潜伏期短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ｕＮＡＩＤＳ）研究结果（９．５年）；艾滋
病发病率在感染后６年内均显著低于ＵＮＡＩＤＳ研究结果，第７年后高于ＵＮＡＩＤＳ结果。感染者发病
后平均生存时间短于ｕＮＡＩＤＳ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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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不规范采供血（浆）造成我

对象与方法

国部分省份既往采供血人群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感染
严重，近年来部分地区出现了集中发病和死亡的现

１．对象：中部地区某市８个重点村以及某县

象…。为获得该人群艾滋病（ＡＩＤＳ）感染者发病死

ＨＩＶ感染者为调查对象，所有调查对象均符合以下

亡的时间规律，为制订和落实艾滋病患者治疗救助

条件：２００３年６月底前发现并经免疫印迹方法

等防治规划提供依据，我们于２００３年７一１０月对在

（ｗＢ）确认为ＨＩＶ抗体阳性，通过献血（浆）感染，未

中国中部两省的部分地区进行的ＨＩｖ感染者回顾

经抗病毒治疗者。

性队列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

２．方法：采取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观察终
点为２００３年６月３０日。ＨＩＶ感染者队列用于估计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
防控制中心

潜伏期，进入队列时间为感染时间，艾滋病发病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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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事件；感染时间依据首末次卖血浆时间及ＨＩＶ抗

法）。ＡＩＤＳ发病后每３个月累计死亡情况见表３。

体阳性确认时间推断；艾滋病病例队列用于估计艾

表２

中部地区两县ＨＩＶ感染者历年累计发病率

滋病生存时问，艾滋病发病时间为进入队列的时间，
死亡为结局事件。艾滋病病例诊断标准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ＨＩＶ／ＡＩＤＳ诊断标准和处理原则》的临床
部分。
３．统计学分析：以Ｅｐｉ

Ｉｎｆｏ

６．０软件建立数据库

和数据录入，使用ＳＡＳ ８．０软件进行分析。采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乘积极限法（ＰＬ）计算平均潜伏期和
生存时间分布。
结

果
表３

既往有偿献血员感染ＨＩｖ后每３个月累计病死率

１．一般情况：１７８例ＨＩＶ感染者中男性８８例，
女性９０例，在观察期间共有９２例发病，男女各４６
例，其中４０例是在无症状感染期被检出以后发病，
其余在检出时已经发病。感染者年龄１７～５２岁，平
均３２．９４岁，标准差７．２２岁。１７８例ＨＩＶ感染者感
染时的年龄分布见表ｌ。
表１

１７８例ＨＩＶ感染者感染年龄分布

４．调查结果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ｕＮＡＩＤｓ）
成年人艾滋病感染发病进展规律的比较：ＵＮＡＩＤＳ
在综合世界各国ＨＩＶ／ＡＩＤＳ自然史研究结果的基础
上，提出了成人ＨＩｖ／ＡＩＤＳ慢速疾病进展规律，并应
２．感染ＨＩＶ后不同时间发病情况：１７８例ＨＩＶ

用于部分国家和地区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形势的估计和

感染者在观察期间共有９２例发病。截至观察终点，

预测中旧１。本调查感染ＨＩｖ后历年发病率与

８２例处于无症状期，２３例为艾滋病期，６９例死于艾

ｕＮＡＩＤｓ结果比较见表４和图１。

滋病，４例失访，失访时均为无症状感染者。１７８例
ＨＩＶ感染者中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感染ＨＩＶ的例数分别

表４

中部地区两县感染ＨＩＶ后历年累计发病率与
ＵＮＡＩＤＳ研究结果比较

为２１例（１１．８％）、９６例（５３．９％）、４９例（２７．５％）、
１２例（６．７％）。检出感染ＨＩＶ年份在１９９９年底以
前的为３９例，２０００年以后为１３８例，１例检出年份
不明。１７８例ＨＩＶ感染者的平均潜伏期为８．３１年

（９５％ａ：８．０４～８．５８）（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感染后
艾滋病总发病率为６．４１／１００人年。感染ＨＩＶ后历
年累计发病情况见表２。
３．艾滋病发病后不同时间死亡情况：９２例艾滋
病病例中，男女各４６例。发病年龄为２２～５８岁，平均
４０．２８岁，标准差８．２１岁。死亡年龄２２～５９岁，平均
４０．７３岁，标准差８．２６岁。艾滋病发病后平均生存时

研究结果表明，ＡＩＤＳ发病率在感染后６年内均

间为９．９０个月（９５％ａ：８．２０～１１．６０）（Ｋａｐｌ觚一Ｍｅｉｅｒ

显著低于ＵＮＡＩＤＳ研究结果，之后逐渐接近，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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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年以后超过ｕＮＡＩＤｓ结果。ＵＮＡＩＤｓ提出的

明，中位潜伏期为８．３年，与本研究结果接近。在英

成人ＡＩＤＳ发病后当年、第２年和第３年的累计病

国的爱丁堡１９８３—１９８５年感染的吸毒者中位潜伏

死率分别为２５％、９５％和１００％，ＡＩＤＳ中位生存时

期１１．６年ｂ］。郑锡文等№１研究显示我国云南省吸毒

间约１６．３个月；而本次调查发现ＨＩｖ感染者发病后

人群中艾滋病潜伏期为８—１０年。

当年病死率为７０．３％，１．５年内病死率为８７．９％，１．５

既往采供血人群艾滋病平均存活时间短于国际

年后仅１例存活，发病后平均生存时问为９．９０个

同类研究结果。ＵＮＡＩＤｓ提出的成人艾滋病发病

月，短于ＵＮＡＩＤＳ结果。

后平均生存时问约１６．３个月；而本调查发现既往采
供血人群艾滋病感染者发病后平均生存时间为９．９０

一
水

个月，短于ＵＮＡＩＤＳ结果。特别是发病后１年内死

褂
堠
赵
士
嘴

亡的比例明显高于ＵＮＡＩＤＳ研究结果。与

Ｖ

ＵＮＡＩＤＳ研究结果比较，艾滋病发病后死亡时问提
前０．５年。在英国的爱丁堡吸毒者中ＨＩＶ中位生存
时间为１２．６年∞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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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由于研究所在的农村地区的既往有偿采供血人

１２

感染后时间（年）

群中，有些ＨＩＶ感染者未检测发现即已经死亡，这

中部地区两县感染ＨＩｖ后历年累计发病率与

部分病例未能纳入队列分析，可能使本研究的潜伏

ｕＮＡＩＤｓ成人慢速疾病进展规律比较

期和生存时间比实际高估。本研究发现既往有偿采

讨

论

艾滋病自然史的有关数据是测算患者例数、制

供血人群艾滋病平均潜伏期短于ＵＮＡＩＤｓ研究结
果，可能与不同人群感染的病毒量、感染者营养状况
及生活水平等因素有关。７｜，需要进一步研究证明。

订治疗等防治规划的必要变量。疾病自然史是指患

我国既往有偿采供血人群ＨＩＶ感染主要发生

病的人在不接受任何治疗和干预措施的情况下，疾

在１９９２—１９９６年，据ＵＮＡＩＤＳ数据及本研究结果

病从发生、发展到结局的整个过程’３ ｏ。感染ＨＩＶ的

测算，到目前为止，该人群未经抗病毒治疗的ＨＩＶ

自然史是指在没有使用抗病毒药物的情况下，从感

感染者发病的比例已经超过６０％，其中大部分已经

染ＨＩＶ到艾滋病发病（即潜伏期）和死亡（ＨＩＶ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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