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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艾滋病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服药依从性

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
李宏

王哲

【摘要】

崔为国

目的

梁妍

辛天义

李洁

了解河南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ＨＩｖ／ＡＩＤｓ）高效联合抗病毒疗法

（ＨＡＡＲＴ）的服药依从性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抽取了２个ＡＩＤＳ综合防治示范区、１个ＡＩＤＳ高发

县。未服药和服药在２—１２个月的ＨＩＶ感染者作为被调查对象，分别对服药依从性、不良反应及临床
表现，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改善状况及治疗保障措施等项目，通过访谈问卷调查；同时抽取静脉血，测定
评价服药者ＣＤ：Ｔ淋巴细胞，病毒载量，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方法扩增ＨＩｖ－１ ＰＯＬ区
基因，进行基因型耐药性分析。结果

治疗组治疗时间在４—８个月的人数最多占７８．２４％，服药依从

性达到９０％～１００％的占６７．５ｌ％，停服和漏服药物的主要原因是不良反应占６６．９５％，最显著的不良
反应是服药后引起的恶心、呕吐、皮疹等不适。治疗组坚持服药症状明显改善的占８７．５７％，停服和漏
服药症状未明显改善的占１１．０ｌ％。服药依从性对病情趋势变化具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治疗组
服药后ＣＤ？Ｔ细胞总数保持稳定或有所增加，但实际速度较缓慢。抗病毒治疗３个月和６个月时，患
者的病情好转率分别是５５．１％和５０．８％，ｃＤ：Ｔ细胞数较未服药治疗的患者显著提高。耐药性毒株
的流行率显著增加，由未服药人群的１３．９％快速上升到服药３个月的４５．４％和服药６个月的６２．７％，
其中对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ＮＮＲＴＩ）类药物耐药性的增加最为明显，导致中高度以上耐药率的
显著增加。结论采取有效的抗病毒治疗以后，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在接受抗病毒治疗过程中，服药依从
性直接关系治疗效果以及对治疗计划的实施。避免耐药毒株的出现，必须提高服药依从性，这对今后
评价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艾滋病病毒；抗病毒治疗；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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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协同其他研究
单位于２００３年４—７月在河南省艾滋病综合示范区

２．服药不良反应：３个治疗组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
服药后出现的主要不良反应及临床表现见表４。

开展了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ＨＩＶ／

表１

ＡＩＤＳ）抗病毒药物治疗，并分别进行了ＨＩＶ／ＡＩＤＳ

服药依从性及其相关因素的现场研究。
对象与方法

治疗组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获得治疗药物情况

项

目

患者获得治疗药物情况

患者对ＨＡＡＲＴ

所有自愿接受治疗的患者最初对服药的态度都

的态度

是积极配合的

获得药物的方式

患者相对较集中的村庄：省ｃＤｃ一市ｃＤｃ一县

及难易程度

ＣＤＣ一乡卫生院一村卫生室（３８个高发村）一

１．研究对象：在河南省２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

患者
患者相对较分散的村庄：省ＣＤＣ一市ＣＤＣ一

范区和１个艾滋病高发县（地处山区），抽取未服药

县ＣＤＣ一患者

和服药在２—１２个月的部分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作为被
调查对象，将采用两种不同治疗方案的患者分为３

患者持有治疗证，很容易得到免费药品。河南
省对患者的抗机会性感染的药品有１００种
医生是否接受过

２００４年省卫生厅共组织五期对乡村医生ＡＩＤｓ

个治疗组，并在本地区同一村庄抽取未治疗的ＨＩＶ

服药的培训

救治知识的培训近２０００人

感染者（暂不符合抗病毒药物治疗指征，设未治疗组

患者阅读服药宣

县、乡、村医生在发药时会向患者明确交代服药

传材料情况

有关事宜，患者基本明确服药剂量及时间，药品

为获取ＨＩＶ毒株耐药性突变的类型及流行水平的

说明书随药可以得到。省ｃＤＣ向市、县、乡、村
发放过大量的ＡＩＤｓ宣传材料

本底数据）作为对照组，共获得确认ＨＩＶ抗体阳性
监督服药情况

按要求乡村医生每月向患者随访一次，并每月

样本４３３例，接受药物治疗组３５４例，未接受治疗的

向省ｃＤｃ上报随访记录，由省ｃＤｃ录入计算

对照组７９例。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除３例为７～

机存挡

１０岁儿童外，其他年龄均在１８～５５岁；职业为农民；
表２

文化程度有文盲，以小学、初中为主；男性占

ＨＩｖ／ＡＩＤＳ ３个治疗组服药依从性

４１．８０％，女性占５８．１９％；９７％经血液感染ＨＩＶ，感
染时间在１９９５年前后，其他为夫妻间性传播，儿童
为母婴传播。
２．调查方法：被调查者现场知情同意，逐个进行
访谈调查填表，同时抽取静脉血５～１０ ｍｌ，采用流式
细胞技术分析服药者ＣＤｆ Ｔ淋巴细胞水平，检测病

表３

ＨＩｖ／ＡＩＤＳ ３个治疗组停服、问断服药原因

毒载量，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方法扩
增ＨＩＶ．１ ＰＯＬ区基因，进行基因型耐药性分析。
结

果

１．治疗组服药情况：接受治疗的３５４例患者分布
在２个艾滋病示范区（第１组１０８例，第３组１５７例）

和１个艾滋病高发县（第２组８９例）。治疗时间在
０—４个月有６０例占１６．９５％，４—８个月的有２７７例
占７８．２５％，８—１２个月的有１７例占４．８％。第１和第

３．３个治疗组３５４例患者开始用药后自我感觉

３组用药方案是齐多呋定（√岍）＋去羟肌苷（ＤＤＩ）＋

及症状改善状况：用药后症状明显改善的有３１０例，

奈韦拉平（ＮＶＰ），第２组用药方案是司他呋定

占８７．５７％；用药后症状未明显改善的有３９例，占

（Ｄ４Ｔ）＋ＤＤＩ＋ＮＶＰ。ＨＩｖ／ｍＤＳ患者获得治疗药物

１１．０２％；不如以前的有５例，占１．４１％。

情况见表１，服药依从性（实际服用抗病毒药物的总

（１）抗病毒药物治疗的临床效果：按照主要ｌ临床

次数／应服用抗病毒药物总次数×１００）见表２。ＨＩｖ／

表现（持续发热２周以上、生活不能自理、每天３次

ｍＤＳ患者停服与间断药物原因分析见表３。

以上腹泻持续１周以上等）在服药前后的变化，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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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临床效果分为好转（２种或２种以上临床症状

庭护理员培训项目支持，项目人员人村对患者进行

减轻或消失）、病情无变化（治疗前后症状无变化）、

宣传教育，播放ＶＣＤ宣传片，开展个人访谈，服药依

病情恶化（治疗后症状加重）三个等级（表５）ｎ ３。

从性从表２中可以看出坚持服药的人较多。

表４

１．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的服药依从性与自身认识有

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服药后主要不良反应及临床表现

关：采取有效的抗病毒药物治疗以来，接受抗病毒药

豫建知参雹耋；务慧霪鑫务

临床表现
头痛、恶心、呕吐、胸闷、头晕

５９ ５４ ６２

５ ２ ５８

手足麻木或肢体疼痛

３８ ３５

１

４Ｏ

４４

９４

１９ １

视力下降与视觉模糊

１７

１５

７

９

１Ｏ

１ １

２７

过敏性皮疹、搔痒

４３

３９ ８

４９

服药期间间断咳嗽

４２

３８ ９

ｌ４

气短、盗汗

５６ ５１

３７

４１

极度疲惫被迫卧床

１

９

颜面浮肿、少尿

｛Ｖｖ（

８ ８）１）５
５ ９ ＾ ＾）

１ ７
—

一

４
１６

４２

８２

５２

１９

５ ５ ０５

３４ ２ｌ

６５

１５

３１

７３

ｌ９ ７

５

４

２

．５ ４

．Ｊ斗 ９

７

４

４５

；ｖ（ ；＾） ｛ｌ（
４

ｌ ．７

９７）７

ｌ０

９０％～１００％的占６７．５１％，服药后症状明显改善的

２ １Ｏ

ｌ７

．

物治疗的３５４例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服药依从性达到

２２

占８７．５７％，未明显改善的占１１．０％。服药依从性对

ｉ）

６ ３ ６ ４＾ ＾

病情趋势变化具有显著影响（Ｐ＜０．０５）。调查发现
坚持服药时间越长依从性越好症状改善度越好。有
些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初期服药积极性是高的，不良
反应一但出现患者就停服、漏服甚至难以坚持，由于

．

注：有些患者同时出现２种或２种以上症状；括号外数据为例

患者不了解服药依从性，也不知道不规则用药会产

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生耐药株造成治疗失败，这是治疗依从性差的原因。

表５

对一些坚持服药，症状又明显改变的患者，用现身说

抗病毒药物治疗不同时间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的临床变化
组

别

未服药

服药３个月

服药６个月

ｃＤｉＴ细胞数（／出，ｊ±ｓ）２０１．４±８．７ ４５８．４±２７．９。３７１．７±２２．２
病毒载量对数（１９，孟±ｓ）

４．８±１．５

服药依从性（％）

一

４．５±１．３

４．２±１．２

７８．８

３３．９＃

法来进行服药依从性教育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抗病毒药物治疗是需要长期坚持并

终身服药的一个艰难过程，服药依从性的好与差直
接影响抗病毒药物治疗效果和对治疗计划的实施。

病情好转（％）

一

５５．１

５０．８

病情无变化（％）

一

４１．４

４０．３

让患者保持良好的依从性，提高患者对服药依从性

３．４

８．９

的认识就要对患者进行抗病毒药物治疗前的教育。

病情恶化（％）

一

＊Ｐ＜０．０５，与未服药的患者相比（ｆ检验）；＃Ｐ＜Ｏ．００５，与
服药３个月的患者相比（ｘ２检验）

疗就可延长生命、提高生存质量，要让患者理解这一

（２）未接受与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的服药不同
时间耐药性比较：见表６。
表６

抗病毒药物治疗虽不能治愈艾滋病，但如果规范治

点很重要。

２．不良反应是造成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服药依从性

未服药及服药不同时间患者的ＨＩＶ耐药性比较

不高的主要原因：抗病毒药物治疗显著改善了患者
的主要症状，服药后出现的不良反应主要是头痛、恶
心、呕吐等占５２．２２％～５８．４２％，若患者在出现不良

反应时乡村医生应告诉患者随着服药期的延长副反
应会相应减小，对药物不良反应不能耐受的要进行
辅助治疗，大部分是可以缓解的，不应该由于出现药
物的不良反应而停服药物。同时治疗机会性感染也
讨

论

能提高服药依从性。ｃＤ０细胞数（＞５００／肛１）无症状

分组的意义在于观察同一治疗方案在不同地方

的带毒者，急于求治，服药后反应不如以前，应做好

的服药依从性、不同的服药支持系统与抗病毒药物

解释工作，可以暂不服药或中药治疗，一旦需要服抗

治疗的效果有无联系。目前ＡＩＤＳ患者获得药物都

病毒药会发挥较好的作用怛Ｊ。同时不良反应给患者

很容易。１组配有中医药辅助治疗副反应研究组，

带来的痛苦，需要对患者从生活上关怀和给予心理

但服药依从性却相对不好的原因是患者不能很好理

上的支持。

解抗病毒药和抗机会性感染药及中药作用的关系，

３．病毒载量有所降低，ＣⅨＴ淋巴细胞总数有

中药和抗机会性感染药对抗病毒治疗的副反应有很

所增加，但速度较缓慢，不易在短期内看到差别。３

好的支持作用，但患者容易放弃抗病毒药的治疗。２

个治疗组和未治疗组共４３３例，由于医疗原因，治疗

组地处山区患者较分散，抗病毒药物治疗服药副反

组在服药前无条件检测ＣＤ－Ｔ淋巴细胞总数和病

应就很少有群体反应。３组患者较多而集中，有家

毒载量，治疗组在服药后检测的ＣＤｆ Ｔ淋巴细胞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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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病毒载量数无法与服药前比较。因此，将治疗

有关，有待进一步观察。抗病毒药物治疗开始后，随

组与未治疗组ＣⅨＴ细胞总数的均值进行比较，

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耐药性毒株的流行率显著增加，

（第１组）Ｐ＝０．５１３，（第２组）Ｐ＝０．２７８。实验结果

由未服药人群的１３．９％快速上升到服药３个月的

显示，治疗组服药后ＣＤ－Ｔ细胞总数保持稳定或有

４５．４％和服药６个月的６２．７％。其中对ＮＮＲＴＩ类

所增加，但实际速度较缓慢。（第３组）服药３个月

药物耐药性的增加最为明显，导致中高度以上耐药

和６个月患者的病情好转率分别是５５．１％和

率的显著增加…。

５０．８％。服药３个月时，患者的ＣＤＯＴ细胞数较未

４．病毒的耐药性是抗病毒药物治疗中一个重要

服药治疗的患者显著提高（￡检验，Ｐ＜０．０５），但服

问题。已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的患者，如何避免滥

药６个月的患者ＣＤｆＴ细胞数又有所下降。这三

服药物而产生耐药等现象，何时需要调整治疗方案，

类患者的病毒载量基本保持稳定，没有显著变化。
总体上抗病毒药物治疗取得了比较好的临床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能够按照规程服药的患者由治疗３
个月的７８．８％下降到治疗６个月的３３．９％，也就是

这是抗病毒药物治疗中亟待关注的问题，需要现场
研究提供信息，以便及时掌握耐药性发生的特点和
流行的规律，更好的为治疗提供依据，只有这样才可
以及时发现是否治疗失败。否则，如果因为出现耐

到治疗６个月时，大部分患者由于种种原因已不能

药而改换治疗方案，目前国内可选择的药物很有限，

坚持服药…。

因此，必须强调服药依从性，这对今后评价治疗效果

血浆病毒载量大于最低检测限（ＬＤＬ）的患者

具有重要意义。

中，治疗１组和治疗２组分别与未治疗组进行几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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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３例腹泻患者溶组织内阿米巴感染流行情况分析
许礼发

张荣波

李朝品

阿米巴病是由溶组织内阿米巴原虫（Ｅ．矗ｉ５幻泓ｉ∞，Ｅｈ）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腹泻患者中Ｅｈ的男、

引起的一种重要肠道传染性寄生虫病，人感染Ｅｈ后可出现

女检出率分别为４．５６％（１１／２４１）和６．１７％（１０／１６２），差异无

严重的侵袭性阿米巴病症状，危害健康。为了解腹泻患者溶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城乡腹泻患者Ｅｈ检出率分别为

组织内阿米巴感染情况，我们于２００４年夏秋季在肠道门诊

５．４５％（１２／２２０）和４．９２％（９／１８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对此进行了调查，现报道如下。

０．０５）。

腹泻患者共４０３例（男性２４ｌ例，女性１６２例），年龄６～

讨论：阿米巴病呈世界性分布，人群的感染主要通过人

５２岁。询问腹泻病史；采用直接镜检法对患者的粪便、肝脓

际经口传染，主要传播环节是被含有包囊的粪便污染的水

疡患者穿刺物、腹腔积液、脓肿切开引流物进行病原体分离；

源。预防该病早诊断、早治疗是关键。阿米巴病的诊断较

用ＥＬＩＳＡ检测患者血清特异性阿米巴抗体；所有受检患者

难，粪检通常为阴性，从吸出的脓液查见滋养体也不多见，免

进行常规ｘ线摄片检查。腹泻患者粪便４０３份，检出Ｅｈ

２１

疫学诊断虽属间接的辅诊手段，却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高

份，检出率为５．２１％，其中稀便、水样便、黏液脓血便中Ｅｈ检

滴度的特异性抗体是Ｅｈ感染的重要指标，血清ＩｇＭ出现最

出率依次为３．７０％（２１／３０５）、４．２３％（３／８１）和０（０／１７），相互

早，具有早期诊断价值。通过筛查血清中的抗体，粪便、脓液
中的抗原等技术，可大大地降低阿米巴病的误诊和漏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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