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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应用ＢＥＤ—ＣＥＩＡ方法估算重庆市静脉吸毒
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发病率
韩梅

王豫林

目的

【摘要】
率。方法

王憨杰

周全华

蒋岩

检测重庆市静脉吸毒人群中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新近感染状况并计算ＨＩｖ发病

收集重庆市两个监测哨点自１９９９

２００６年以来的监测样本共计４７１１份，通过酶联免疫

和蛋白印迹实验检测出ＨＩＶ一１感染的样本，再应用Ｉｇ—Ｇ一捕获ＨＩＶ一１ ＢＥＤ一发病率酶联方法（ＢＥＤ—
ＣＥＩＡ），检测其中的新近感染样本，进而估算该人群的ＨＩｖ．１发病率。结果

共检出ＨＩｖ一１阳性样品

１３０份。哨点Ａ 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ＨＩＶ感染率分别为Ｏ．７３％、２．０２％、１．５４％、２．９６％、２．８０％，发病率分
别为Ｏ．５７％、０．９３％、０、１．２４％、１．６８％；哨点Ｂ

２００６年ＨＩＶ感染率分别为４．２１％、９．９６％、

２００４

８．１３％，发病率分别为Ｏ．９５％、１．０４％、Ｏ．９０％。虽然两个哨点在发病率方面都有起伏，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感染率与发病率变化趋势一致。结论

目前在莺庆市监测哨点发现的ＨＩＶ感染者大部分为

既往感染者，发病率维持在较稳定的范围。
【关键词】艾滋病病毒；ＢＥＤ一酶联方法；发病率；静脉吸毒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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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９８年Ｊａｎｓｓｅｎ等…采用实验室方法检测

转后ＨＩＶ—ＩｇＧ占总ＩｇＧ的比例来识别ＨＩｖ新近感

ＨＩＶ新近感染，进而估算发病率以来，应用实验室

染，估算ＨＩＶ发病率，即ＢＥＤ—ＣＥＩＡ（ＢＥＤ—ｃａｐｔｕｒｅ

方法检测新近感染估算发病率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

ｅｎｚｙｍｅ 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的方法；实验结果表明特异性

关注。Ｐａｒｅｋｈ等㈦于２００２年通过间接检测血清阳

Ｉｇ—Ｇ抗体在血清阳转后２年多的时间内连续增长。

基金项目：中美艾滋病防治合作资金资助项目（５ｕ６２ＰＳ０２２８８３—５）

法引入我国，初步实验研究表明，该方法适用于

作者单位：４０００４２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韩梅、王豫林、周

ＨＩＶ流行株检测，且稳定性和重复性均较好。３。。为

全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ｊ：憨杰、

了更准确有效的评估重庆市高危人群中ＨＩｖ流行

蒋岩）

状况，本文应用ＢＥＤ—ＣＥＩＡ方法对重庆市两个静脉

国家艾滋病参比实验室于２００５年将ＢＥＤ—ＣＥＩＡ方

通讯作者：蒋岩，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０３＠２６３．ｎｅｔ

吸毒人群（ＩＤｕ）监测哨点ＨＩｖ新近感染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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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估算ＩＤｕ人群发病率。

织的ＢＥＤ—ｃａｐｔｕｒｅ ＥＩＡ检测能力验证。使用的标本
和试剂均按要求保存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实验中

材料与方法

使用的仪器酶标仪、洗板机、移液器、孵育箱均定期

１．实验方法：ＢＥＤ—ＣＥＩＡ；ＨＩＶ一１ ＢＥＤ发病率检

维护和校正。②实验中：对于每次实验，试剂内对

测的ＥＩＡ实验是一种Ｉｇ—Ｇ捕获的Ｅ１Ａ实验，在该

照、标化Ａ—ｎ值、最佳拟合曲线、实验内变异系数

实验中，微孔包被羊抗人Ｉｇ—Ｇ来捕获血浆或血清的

（Ｃｖ）、初筛和确认的吻合度均要求在控制范围内。

抗ＨｌＶ一１抗体和非抗ＨＩＶ一１抗体。捕获的抗ＨＩＶ一１

③实验后：对数据的管理采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实验结束

抗体和非抗ＨＩＶ一１抗体的相对数量代表血清中ＩｇＧ

后要求重新清点样本，确定排除非ＨＩＶ一１阳性样本。

抗体水平，可间接检测样品中抗ＨＩＶ一１特异性Ｉｇ—Ｇ

件；应用ＢＥＤ—ｃＥＩＡ方法关于发病率的公式计算获

抗体占总Ｉｇ—Ｇ抗体的比例。
２．试剂：Ｃａｌｙｐｔｅ ＨＩＶ一１ ＢＥＤ发病率检测ＥＩＡ

试剂盒（Ｃａｌｙｐｔｅ

６．统计学分析：实验结果处理均采用Ｅｘｃｅｌ软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ｒ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ＵＳＡ），批号

得ＨＩＶ发病率【４‘５ ｏ；应用感染率公式计算获得ＨＩＶ
感染率１６。：ＨＩＶ一１年发病率＝［（３６５／１５５）×ＨＩＶ一１

近期感染人数］／［ＨＩＶ一１阴性人数＋（３６５／１５５）×

１１１０５Ａ。

３．研究样本：来自两个ＩＤＵ监测哨点样本共计

ＨＩＶ一１近期感染人数／２］×１００％；ＨＩＶ感染率计算

４７１１份，哨点Ａ ３９１６份，哨点Ｂ ７９５份。哨点Ａ监

公式：ＨＩＶ感染率＝某时点高危人群中ＨＩＶ携带者

测时间从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哨点Ｂ自２００３年开始运

总数×Ｋ／该时点暴露人口总数，Ｋ为比例基数，此

行，数据收集从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４７１１份监测样本经

处为１００％。

ＥＬＩＳＡ（Ｖｉｒｏｎｏｓｔｉｋａ—ＨＩＶ
Ｏｒｇａｎｏｎ Ｔｅｋｎｉｋａ，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

Ⅱ

Ｐｌｕｓ

Ｏ；

结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检测，共确认１３０

份为ＨＩＶ一１阳性（ＨＩＶ

果

ＢＬＯＴ２．２，Ｇｅｎｅｌａｂｓ，

１．哨点监测结果（表１）：对哨点Ａ和Ｂ近年的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所有阳性样本冻存于一８０℃。通过查找

监测情况回顾性调查发现，就感染率而言，哨点Ａ

感染者数据库，排除已知感染时间超过１个窗口期，

２００２年较２００１年增幅达３倍以上，此后保持缓慢

即１５５ ｄ的样本（定义为既往感染者）。４。。

增长速度；应用Ｙ２检验，除２００１年发病率与感染率

４．试验步骤：按照Ｃａｌｙｐｔｅ

ＨＩＶ一１

ＢＥＤ说明书

进行操作。将待测样品按顺序排列；按照样品数量

差异不显著外（Ｐ＞０．０５），其余几年监测数据均显
示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配制相应的洗液和稀释液。根据酶联板的布局，首
先在样品稀释管中将对照和样品稀释１００倍；用多

。一

通道移液器取１００扯１稀释后的样品加入酶联反应
板，封板，３７℃孵育１ ｈ后，洗板４次；在每孔中加入

立紫｜《 一

删一解∽一挪粥

１００肚ｌ ＨＩＶ生物素一抗原肽，密封，３７℃孵育１ ｈ后，

洗板４次；在每孔中加入１００肚１稀释的含链亲和素一
ｕ一测数一加趵巧：３

过氧化物酶结合物，密封，３７℃孵育９０ ｍｉｎ后，洗板
４次；确保ＴＭＢ底物已达室温，用多通道移液器在

ｎ
Ｂ

每孑Ｌ中加入１００肚１ ＴＭＢ底物，２５℃下严格孵育
１５

竺兰裟焉淼｜ｉ｜ｉ

ｍｉｎ进行显色。每孔加１００肚ｌ终止液终止反应后，

Ｄ一监人一他 。加弱： ： ｎ”黔

叭一眺馓一。拍，∞卯¨巧躬

黼～瞄馓一。， ¨ 。

Ⅲ邶脚肼瑚

豢岽麓篡麓叭

酶标仪比色。实验分为初筛和确认，初筛样品为单
份检测，吸光度（Ａ—ｎ）值＞１．２被认为是既往感染

２．发病率与感染率：哨点Ｂ ２００５年较前一年感

者，Ａ—ｎ值≤１．２认为可能是新近感染，标本将进行

染率也有１倍以上的增长，此后的２００６年略有回

确认，确认方法是进行三孔复测。在确认试验中，

落，３年的监测数据显示感染率与发病率差异均有

Ａ—ｎ值≤０．８，则认为该份样品是新近感染。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１）。对各年的发病率进行差

５．质量控制：①实验前：选择熟悉ＥＩＡ操作，具

异性检验，虽然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但从图１和２

备基本Ｅｘｃｅｌ知识的操作人员参加新发感染检测的

中可以看到各年的发病率和感染率变化的趋势是一

相关培训，并参加了由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组

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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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点多是多次反复吸毒被关押的；在样本量上，Ａ点更

５０

大，结果更客观，而Ｂ点结果可能存在偏倚。

３ ＯＯ
２

５０

从哨点监测数据来看，２００４年重庆市吸毒人员

§２

００

共用注射器吸毒比例仍然较高（４５．０％），有５６．７％

埒１ ５０

的吸毒者在与他（她）人发生性行为时从未使用安全

。１ ００

套傅。，居高不下的高危性行为可能也是导致吸毒人

Ｏ ５０

员ＨＩＶ一１发病率保持稳定的原因。

Ｏ 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年份

ＨＩＶ发病率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计算
的方法很多１２ ｏ，ＨＩｖ一１ ＢＥＤ—ＣＥＩＡ是目前比较前沿

，

图１

重庆市ＩＤＵ监测点哨点Ａ历年发病率
和感染率变化趋势

的一个可用于ＨＩＶ发病率监测的实验室技术。
ＨＩＶ一１发病率是指一定时间内新发生ＨＩＶ一１感染数

占同期所有新发感染危险数的比例。感染率是指在
某个时间点ＨＩＶ感染者的比例。６ ｏ。人们在讨论艾

滋病的疫情时，总是将感染率混淆于发病率。感染
率适合于测量疾病负担、预测将来的卫生保健需求，
而发病率更适合于预测ＨＩＶ流行趋势以及评估预
防项目的效果。通过对重庆市两个ＩＤＵ监测点的

数据分析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ＨＩｖ的发病率和感染
年份
图２

重庆市ＩＤｕ监测点哨点Ｂ历年发病率
及感染率变化趋势．

讨

论

率之间差异非常显著，所以应用感染率来回顾或预

测疫情的发展稍显片面。从分析数据还可以看出，
随着国家对艾滋病监测力度的加大，特别是２００２。年

以后，感染人数增长很快，但实际上大部分都是既往
感染的，而发病率保持稳定，新近感染的人数增长并

通常认为，发病率低于０．４％，为低发病率，弱流
行；发病率在０．５％～０．９％之间为低水平，可能是稳

不明显，说明对该人群采取的一系列防控措施对遏
止ＨＩＶ流行起到，了一定作用。

定的流行水平。从上述结果来看，哨点Ａ和Ｂ从

通过两个ＩＤｕ监测哨点的两个重要疾病指标

２００４年以来得到的发病率不约而同的都维持在年

的比较及曲线趋势可以预测，在未来１—２年内，重

１．０％左右，可以推断重庆市ＩＤｕ中ＨＩｖ发病率处

庆市ＩＤＵ的发病率可能会保持在１．０％左右，近期

于低且稳定的水平。而同期，乌干达的自愿咨询检

内无明显的下降趋势；这提示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

测人群中，ＨＩＶ发病率达到０．９％～２．３％。７’；此外，

该人群的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力度，进一步推进针

虽然我们没有相应的队列研究来印证该结果，但从

具交换和美沙酮维持治疗。此外，我们还应意识到，

两个监测点得到的结果可以较好的相互印证。Ａ点

随着对吸毒人群行为干预的深入开展，特别是美沙

２００２年较２００１年有较大增长，这可能是真实的流

酮维持治疗的良性运转，这部分人员对注射吸毒的

行水平，也可能是实验室方法局限性的后果，２００３

需求将逐渐减少，这也可能促使其生活方式的改变，

年出现发病率为０的异常结果，可能与当年监测量

比如对性的需求增加，提示我们应该将更多的ＨＩＶ

小有关系，结果未必反映真实情况。因为新近感染

高危人群纳入干预，在推广美沙酮维持治疗的同时

是小概率事件，所以在选择作ＢＥＤ检测的样本时，

也应加大对百分百避孕套计划的推广，并加大对感

应考虑样本量大、预期发病数较大的哨点或横断面

染者的管理力度。ＢＥＤ—ＣＥＩＡ实验是以ＨＩＶ一１９Ｇ

调查。

占总ＩｇＧ的比例为基础，个体间存在差异，并且个

哨点Ａ和Ｂ各年的感染率差异较大，总的来说

体中抗体生成的速度也不同，所以该实验只应用于

Ｂ点都比Ａ点高。可能的原因是各自监测对象的差

人群发病率的估计，目前还不适用于个体临床诊断；

异。哨点Ａ属于公安系统，Ｂ属于司法系统，在监测

并且窗口期在不同的地区和人种会有细微差异，目

对象上Ａ点更局限在一些首次吸毒被关押的人，Ｂ

前中国采用的是一个综合了ＡＢＣＤ以及ＣＲＦ

Ａ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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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０

等许多亚型的均值，它的差异对发病率的结果会有

ａｓｓａｙ

ＡＩＤＳ

影响，但对发病率变化趋势没有影响。此外，在应用
中应更多关注发病率变化趋势。大约２％～３％长期
感染的人群，包括艾滋病患者可被错分为新发感染。

混杂和偏倚也可能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所以我们

ＨＩ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

Ｈｕｍ 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ｕｓｃｓ，２００２．１ ８：２９５—３０７．

法检测性能评价研究中国艾滋病性病，２００７，１３（４）：３０５—３０８．
［４］吕繁，赵金扣，蒋岩，等．ＢＥＤ ＨＩＶ ｌ发病监测方法及其应用．中
围艾滋病性病，２００６，１２（２）：１７９—１８１．
［５］

Ｂｈａｒａｔ ｓ Ｐａｒｅｋｈ，ｓｔｅｖｅ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事件，除了该方法易将晚期艾滋病患者、高７球蛋白
病患者等误判为新近感染的自身局限性外，轻微的

Ｒｅｓ

［３］王憨杰，蒋岩，韩梅ＨＩＶ，１新感染检测实验——ＢＥＤ—ＣＥＩＡ方

工作人员在应用ＢＥＤ方法进行新发感染检测、估算
ＨＩＶ发病率时应谨慎解释凹］。新近感染是小概率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ｃＴ）ｏｕｇａＩ Ｊ．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ｎ ｏｆ

ＨＩＶ １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ｄｉａｎ

Ｊ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Ｍｅｄ Ｒｅｓ，

２００５。１２１：５１０一５１８．

［６］李立明流行病学５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３．
［７］

Ｂａｒｙａｒａｍａ Ｆ，Ｂｕｎｎｅｌｌ Ｒ，ＭｃＦａｒｌａｎｄ

Ｗ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ＨＩＶ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在应用此方法时ｊ定要尽量排除可能的人为混杂因

ｉｎ

素，确保结果更客观。

２００３）Ｊ Ａｃｑｕｉｒ Ｉｍｍｕｎｅ Ｉ）ｅｆｉｃ Ｓｙｎｄｒ，２００７，４４（１）：９９—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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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徐世明，彭传伦重庆市２００４年艾滋病病毒及梅毒的监测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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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本刊统计学符号按ＧＢ ３３５８—１９８２《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一律采用斜体排印，常用：①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
小写ｉ（中位数用Ｍ）；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ｓ；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ｓ，；④￡检验用英文小写ｆ；⑤Ｆ检验用英文大写Ｆ；⑥忙
方检验用希文小写Ｙ２；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ｒ；⑧自由度用希文小写ｕ；⑨概率用英文大写Ｐ（Ｐ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
￡值、ｘ２值、ｑ值等），Ｐ值应给出实际数值，不宜用大于或小于表示，而用等号表示，小数点后保留３位数。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告
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试
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４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耍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
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于±ｓ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Ｍ（Ｑ。）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
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
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２０，要注意区分自‘分率与百分比。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
方法，不应盲目套用￡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
件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肓目套用Ｙ２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
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
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
的解释和评价。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
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ｆ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
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ｑ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３．４５，Ｙ２＝４．６８，Ｆ＝６．７９等）；在用不等式表示Ｐ值的情
况下，一般情况下选用Ｐ＞０．０５、Ｐ＜０．０５和Ｐ＜０．０１三种表达方式即可满足需要，无须再细分为尸＜Ｏ．００１或Ｐ＜０．０００１。
当涉及总体参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９５％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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