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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结核发病影响因素的
巢式病例对照研究
陈梦施杨华林陈艳芳谭红专
【摘要】

白丽琼张艳辉刘军

李桂平

目的探讨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发生结核病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１：２匹配的巢式病

例对照研究方法分析ＨＷ／ＡＩＤＳ人群发生结核的危险因素。结果对１０１８例未患结核的ＨＩＶ／
ＡＩＤＳ人群随访观察１年，累计观察７３６．７５人年，共检查出结核病患者６２例，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结核病
发病密度为８．４２Ａ／１００人年（６２人／７３６．７５人年）。文化程度（ＯＲ＝Ｏ．４８３）、卡介苗接种史（ＯＲ＝
０．５６１）、ＣＤ。＋Ｔ淋巴细胞数（ＯＲ＝Ｏ．３５６）、无业（ＯＲ－－－－１．９７６）、单身（ＯＲ＝２．６４６）和吸烟（ＯＲ＝２．２１５）
等因素与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发生结核病有关。结论文化程度高、有卡介苗接种史和ＣＤ４＋Ｔ淋巴细
胞数高是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患结核病的保护因素；无业、单身和吸烟是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患结核病的危
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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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ＴＢ）和艾滋病都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

增加了外源性再感染导致继发结核病的风险ｎ’２】。

要传染病。ＨＩＶ感染加快了结核病的进展，同时也

国外有研究发现６０％～７０％的ＨＩＶ感染者会发生结
核ｂ１，我国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的机会性感染中，结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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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日：全球基金中国结核病实施性研究（０７—０６２）

染已经占１５．９％ｔ引。结核已成为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主

作者单位：４１００７８长沙，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室（陈

要的致死原因ｂ】。目前国内关于ＴＢ／ＨＩＶ双重感染

梦施，谭红专、张艳辉）；湖南省结核病防治所（杨华林、白丽琼）；岳

的研究也限于对双重感染人群特征、感染特点以及

阳楼【）（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艳芳）；衡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刘

检出率的分析ｔ６－ｓＪ。为此开展了ＨＩＶ／ＡＩＤＳ患结核病

军）；祁东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桂平）

通信作者：谭红专，Ｅｍａｉｌ：ｔａｎｈｚ９９＠ｑｑ．伽

危险因素的深入研究，为控制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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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例，按照匹配原则共选取非结核病对照１２４例。
在ｌ：２匹配的６２组配伍组中，男性５ｌ组（８２．３％），女

对象与方法

性１１组（１７．７％）；２０—３４岁２２组（３５．５％），３５．４９岁
１．基线情况：在湖南省选取第５轮全球基金ＴＢ／

３６组（５８．１％），５０～５８岁４组（６．４％）。

ＨＩＶ双蕈感染防治项目县衡阳市珠晖区、雁峰区、祁

表１

１０１８例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随访情况

东县，岳阳市岳阳楼区、岳阳县，怀化市洪江市、洪江
区作为研究现场。将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２００７
年１０月１日前登记的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未患结核病）
作为研究队列，随访观察１年；分别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和２００８年ｌ、４、７、１０月进行结核病检查，每次随访检
查均在当月月底之前完成，随访截止日期为２００８年

２．单冈素分析：经ｌ：２匹配资料的单冈素分析。

１０月底。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在文化程度、无业、人均年收入、单身、吸烟、饮酒、结

结核的诊断标准参照《肺结核诊断标准ＷＳ

２８８—

核病患者接触史、卡介莆接种史、ＣＤ。＋Ｔ淋巴细胞

２００８））。采用ｌ：２巢式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发现ｌ例

数、抗病毒治疗等ｌＯ个因素中筛出３个有意义的变

结核病例的同时，在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选择２

量，无业（ＯＲ＝１．９６）、吸烟（ＯＲ＝２．６４）是ＨＩＶ／ＡＩＤＳ

名性别相同、年龄相差３岁以内的未患结核的ＨＩＷ

人群患结核病的危险冈素，卡介苗接种史（ＯＲ＝

ＡＩＤＳ患者作为对照组。采用自制的调查问卷进行

０．５０）是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患结核病的保护因素（表２）。

问卷调查，分析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感染结核的危险因
素。ＣＤ。＋Ｔ淋巴细胞数来源于研究现场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监测的数据。

表２
肉素

熟≤鉴ｏｎｆｌｉ

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患结核病的单【１４素分析
ｆ值Ｐ值

２．主要研究因素的定义：①吸烟：指有半年以上
吸烟史且每日吸烟１支以上。②饮酒：指有半年以
上饮酒史且每日饮酒５０ ｇ以上。③主要研究变量的
赋值：是否患有结核病（０＝否，ｌ＝是），文化程度
（０＝初中及以下，１＝高中及以上），无业（０＝否，１＝
是），人均年收入（０＝＜２５００元，１＝≥２５００元），单
身（０＝否，ｌ＝是），吸烟（０＝否，ｌ＝是），饮酒（０＝
否，ｌ＝是），结核病患者接触史（０＝否，１＝是），卡介
苗接种史（－－否，ｌ＝是），卡介苗疤痕（０＝否，１＝
是），ｃＤ。＋Ｔ淋巴细胞数（０＝＜２００个／ｍｌ，１＝≥２００
个／ｍＩ），抗病毒治疗（Ｏ＝否，１＝是）。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建立数据
库，进行数据录入。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

件进行数据处理，采用１：２【，‘配资料的单因素分析
方法旧］，多凶素分析采用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结

果

１．一般情况：截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在研究现场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登记的ＨＩＶ／ＡＩＤＳ １１２７例，可随访
１０３４例。在随访前进行结核病检查，共发现结核病

３．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同归分析：为排除混杂因

患者１６例，以１０１８例未患结核的ＨＩＶ／ＡＩＤＳ作为研

素的干扰，探索各因素的独立效应，以文化程度、无

究队列，随访观察１年，累计观察７３６．７５人年。共检

业、人均年收入、单身、吸烟、饮酒、结核病患者接触

查出结核病６２例（表１），结核病发病密度为８．４２人／

史、卡介苗接种史、卡介苗疤痕、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数、

１００人年（６２～７３６．７５人年）。其中男性５１例，女性

抗病毒治疗等１１个变量为自变量，以是否患有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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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为因变量，采用“向后逐步法”，进行多因素条件

的代谢，降低机体抵抗力，导致机体感染结核菌后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共筛选出６个有意义的因素，其中

于发病‘１

７｜。

文化程度高（ＯＲ＝Ｏ．４８３）、卡介苗接种史（ＯＲ＝

本研究发现吸烟（ＯＲ＝２．２１５）是ＨＩＶ／ＡＩＤＳ人

０．５６１）和ＣＤ。＋Ｔ淋巴细胞数高（ＯＲ＝Ｏ．３５６）是ＨＩＶ／

群发生结核病的危险因素。经常吸烟可导致呼吸道

ＡＩＤＳ人群患结核病的保护因素。无业（ＤＲ＝

上皮细胞纤毛损害，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受限，影响机

１．９７６）、单身（ＯＲ＝２．６４６）和吸烟（ＯＲ＝２．２１５）是

体对吸人的结核分枝杆菌的清除能力，容易引起感

ＨⅣ／ＡＩＤＳ人群患结核病的危险冈素（表３）。

染¨引。香港的研究也发现吸烟与结核病相关¨副；而

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患结核病影响因素的

且随着每日吸烟量的增加¨“”】，患肺结核的危险随

表３

垒圈耋釜丝！篮堕生型归坌堑
变量
文化程度
无业

卢
－－０．７２８

断

０．２８３

Ｗａｌｄ

ｆ值Ｐ值

６．６１６

０．０１０

之增加。
ＯＲ值（９５％Ｃ／）

０．４８３（０．２７７—０．８４ｎ

卡介苗接种史（ＯＲ＝Ｏ．５６１）是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
发生结核病的保护因素。新牛儿接种卡介苗可以减

０．６８１

０．２８５

５．７１９

０．０１７

１．９７研１．１３１～３．４５３）

单身０．９７３

０．３０６

１０．０９９

０．００ｉ

２．６４６（１．４５２—４．８２∞

少机体感染结核分枝杆菌的风险啪·，从而减少结核

吸烟０．７９５

０．３ １４

６．４０２

０．０１１

２．２１５（１．１９６～４．１０２）

病的发生。新生儿接种卡介苗后１５年内的免疫保

卡介苗接种史

Ｏ．２９０

３．９７２

０．０４６

０．５６１ｆ０．３１８—０．９９０）

护力约为８２％，１５—２４岁人群降至６７％，２５岁以上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数一１．０３４ ０．５０９

４．１２２

０．０４２

０．３５“０．１３１—０．９６５）

－０．５７８

讨

论

人群则降至２０％左右担“。卡介苗对结核保护效率平
均为５０％左右，然而在不同地区进行的研究中，卡介
苗对成年人肺结核的保护效率差别很大（０％～

本研究发现在湖南省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中，结核

７７％）恤１。国内崔喜文等¨州也发现正常人群接种卡

病发病密度为８．４２％，高于国内报道３．６５％的年发病

介苗对结核发病有保护作用。不论是否感染ＨＩＶ，

率’１引。尼日利亚对３９０例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筛查¨川，共

接种卡介苗均可产生保护作用。

检出６５例结核病患者，双重感染率为１６．７％。本研

ＣＤ。＋Ｔ淋巴细胞数是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发生结核

究发现文化程度高（ＯＲ＝０．４８３）是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

病的又一保护因素（ＯＲ＝Ｏ．３５６）；该人群中ＣＤ４＋Ｔ淋

发生结核病的保护冈素。Ｔｅｋｋｅｌ等¨２１及Ｉｌｉｃ【ｌ引也发

巴细胞数≥２００个／ｍｌ时发生结核病的风险为＜２００

现文化程度低的人群结核发病的风险高于文化程度

／？＇／ｍｌ时的０．３５６倍。汪习成等№１也发现当ＣＤ４＋Ｔ淋

高的人群。国内也有报道文化程度低是肺结核的一

巴细胞数＜２００个／ｍｌ时，机会感染明显增加。ＣＤ。＋

个危险因素¨４｜。文化程度可能决定其Ｔ作性质、收

Ｔ淋巴细胞是ＨＩＶ感染的主要靶细胞，其数量的变

入和生活水平及自我保健意识等，它综合影响人们

化一直被用作监测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免疫状态和疾病

的生活行为方式、体质和精神状况等多个方面。

进程的重要指标。目前普遍将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

无、止（ＯＲ＝１．９７６）是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发生结核

＜２００个／ｍｉ作为ＡＩＤＳ的诊断标准，是开始预防机

病的危险因素。俄罗斯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无业人员

会感染的标志妇引。定期监测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数，及

肺结核发病危险度高‘１引。无业必然导致经济收入减

时了解患者的免疫状况，以便尽早采取预防措施，

少、生活水平下降及营养不良，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

降低机会性感染以及结核的发生率。

贫穷与结核病的关系，再ＪＪⅡ上ＨＩＶ／ＡＩＤＳ人群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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