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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部地区经不安全采供血感染
艾滋病毒的自然病程研究
李东民王璐
【摘要】

高省

王哲

崔兆麟

王水旺

宋鲁平何文生

陈长宽

汪宁

目的研究中国经不安全采供血感染艾滋病毒（ＨＩＶ）的发病、死亡自然病程。方

法采用双向性队列研究方法，选择河南省上蔡县既往有偿献血员较为集巾的７个村庄中明确诊

断为ＨＩＶ感染者／艾滋病患者（ＨＩＶ／ＡＩＤＳ）或疑似ＡＩＤＳ死亡者，收集其发病、死亡及治疗等信息。
观察终点为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用乘积积限法计算艾滋病潜伏期和生存时间，对结局事件的时点
进行调整分析。结果２５６９例既往有偿献血员ＨＩＶ感染者，其中疑似ＡＩＤＳ死亡者４８３例。快速
进展者２００例（７．８％），长期不进展者３３７例（１３．１％）。ＡＩＤＳ潜伏期为８．５．８．９年，发病率为１１．７—
１２．０例／１００人年；ＨＩＶ生存时间８．８—１０．７年，死亡率为６．９～８．３例／１００人年；ＡＩＤＳ生存时间为
１．２—２．０年，死亡率为３４．９～５１．５例／１００人年。结论通过对结局事件的时点调整，获得相对可靠

的既往有偿献血员ＨＩＶ感染者的ＡＩＤＳ潜伏期、ＡＩＤＳ生存时间和ＨＩＶ生存时间，分别为８．８年、１．２
年和９。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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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前期，由于非法采供血造成了

快速进展者指感染ＨＩＶ后５年内进展为ＣＤ４＋Ｔ淋巴

我国中部省份献血人群中艾滋病的流行，感染暴露

细胞＜２００４＂／ｒａｍ３或者伴有ＡＩＤＳ指征性疾病者；长

的时间集中在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之间。限于当时的检

期不进展者指潜伏期≥ｌｏ年，不伴ＡＩＤＳ相关症状

测条件、医疗水平以及歧视、贫穷等多方面的原冈，

或疾病，ｃＤ４＋Ｔ淋巴细胞≥５００个／埘耐；典型进展者

对部分献血员逐渐开展了艾滋病毒（ＨＩＶ）抗体检

介于快速进展者与长期不进展者之间悃３。

测…，直到２００４年才对既往有偿献血员进行了ＨＩＶ

（２）关键变量确定：①ＨＩＶ感染时间：根据治

感染状况普查乜］。既往对ＨＩＶ感染者发病、死亡规

理整顿单采血浆站的历史、既往对有偿供血员的

律的研究，仅限于ＨＩＶ抗体检测阳性者作为研究对

调查、ＨＩＶ感染者ＨＩＶ基因离散率等判定为１９９５

象，使得一些没等到检测就死亡的ＨＩＶ感染者未能

年［Ｉ，９－ｕ］。＠）ＡＩＤＳ诊断时间：ＡＩＤＳ指征疾病最早出

纳人到研究对象中，造成选择偏倚ｂ。］。本研究通过

现日期或ＣＤ。＋Ｔ淋巴细胞＜２００个／ｍｍ３最早检测日

对既往有偿献血员ＨＩＶ感染者较多的村庄进行全体

期。该时间定义为“ＡＩＤＳ诊断时间ｌ”。部分ＨＩＶ

死亡者的回顾性死因调查，将发现可能死于ＡＩＤＳ的

感染者在未出现症状，或者未诊断为ＡＩＤＳ就已经开

未进行ＨＩＶ检测的有偿献血员，与已检测为ＨＩＶ阳

始了抗病毒治疗，因此，对此部分研究对象的诊断时

性的献血员共同组成一个队列，研究我国经采供血

间应做调整。调整方法１：将抗病毒治疗开始时间

ＨＩＶ感染者在未经抗病毒治疗的情况下的生存时

作为诊断时间，定义为“ＡＩＤＳ诊断时间２”；调整方法

间、潜伏期及发病、死亡规律。

２：将抗病毒治疗开始时间和ＡＩＤＳ指征疾病最早出

对象与方法

现Ｅｔ期或ＣＤ。＋Ｔ淋巴细胞＜２００＋／ｍｍ３最早检测日

期的中间值作为ＡＩＤＳ诊断时间，定义为“ＡＩＤＳ诊断

１．研究对象：河南省上蔡县既往有偿献血员较

时间３”。③死亡时间：根据现场回顾性调查和ＨＩＶ／

为集中的７个村庄中明确诊断为ＨＩＶ感染者／艾滋病

ＡＩＤＳ数据库中记录，该时间定义为“死亡时间ｌ”。

患者（ＨＩＷＡＩＤＳ），或者疑似ＡＩＤＳ死亡者；在１９９５

参考既往文献‘１２·”］，对接受抗病毒治疗者的死亡时

年１月１日时年龄在１５—６０周岁；有过既往有偿供

间做调整。调整方法ｌ：治疗开始时间和死亡时间

血或血浆史。必须同时符合上述３个条件才纳入研

相差＜１年者，死亡时间调整为治疗开始时间和死

究对象。

亡时间的中间值；治疗开始时间和死亡时间相差＞１

２．研究方法：采用双向性队列研究方法。对

年者，死亡时间调整为治疗开始后的１年；治疗后未

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０７年１０月３１日间７个村居民

死亡者，死亡时间假设为治疗开始后的１年。该调

中死亡者进行回顾性调查，通过人户调查，填写死亡

整的死亡时间定义为“死亡时间２”。调整方法２：在

调查表。根据判断标准，找出疑似ＡＩＤＳ死亡者。对

调整方法１的基础上，将治疗开始时间和死亡时间

同期报告的ＨＩＶ／ＡＩＤＳ进行核实调查，找出符合研

相差＞１年、治疗后未死亡者，死亡时间假设为治疗

究要求的ＨＩＶ／ＡＩＤＳ，将这两部分人群组成一个回顾

开始后的２年。该调整的死亡时间定义为“死亡时

性队列。以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日后新报告的ＨＩＶ感染

间３”。

者纳入前瞻性队列，对明确检测为血清ＨＩＶ抗体阳

４．统计学分析：以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建立数据库
和数据录入，以人年为单位计算ＡＩＤＳ发病率、ＨＩＶ

性者和新检出的ＨＩＶ／ＡＩＤＳ，按照ＨＩＶ／ＡＩＤＳ管理要
求，ＨＩＶ感染者每６，ｔ－月随访１次，ＡＩＤＳ每３个月随
访１次，观察终点为２００８年３月３１日。研究内容包

死亡率和ＡＩＤＳ死亡率，用乘积一极限法（Ｋａｐｌａｎ—
Ｍｅｉｅｒ）计算艾滋病潜伏期、ＨＩＶ生存时间和ＡＩＤＳ生

括人口学特征（性别、出生日期、文化程度等）、ＨＩＶ

存时间等指标，统计软件为ＳＡＳ ９．１．３。

感染时间、ＨＩＶ确认时间、ＡＩＤＳ发病时间、ＣＤ４＋Ｔ淋
巴细胞水平、抗病毒治疗时间、死亡时间。
３．诊断标准和关键变量确定：

结

果

１．一般情况：调查ＨＩＷＡＩＤＳ共计２５６９例，其

（１）诊断标准：（ｉ）ＨＩＶ／ＡＩＤＳ诊断标准：ＨＩＶ血清

中疑似ＡＩＤＳ死亡４８３例，其余２０８６例为ＨＩＶ抗体

抗体检测为阳性；ＡＩＤＳ诊断标准依据文献［６］，并根

检测阳性。男性１２１４例，女性１３５５例。平均年龄

据ＣＤ。＋Ｔ淋巴细胞检测计数进行校正。②疑似

（３３．２±９．２）岁；文化程度分布：小学１２５３例

ＡＩＤＳ死亡判断标准：按照ＡＩＤＳ相关死因调查中“艾

（４８．８％），初中及以上８８１例（３４．４％），文盲４３１例

滋病死因推断量表”进行判断’７１。③疾病进展判断：

（１６．８％）；有输血史者１８例（０．７％），接受过抗病毒治

’６３５·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ｌＯ年６月第３ｌ卷第６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ｎｅ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６

年）。对死亡时间调整后，得到ＡＩＤＳ中位生存时

疗１４６５例（５７．０％）。

２．ＡＩＤＳ潜伏期：截至观察终点，以ＡＩＤＳ发病作

间（肘＝１．２—２．０年）。见表３和图３。

为结局变量，有２５３５例发病，占研究对象的９８．７％。

表２基于不同死亡时点计算的ＨＩＶ死亡率
和ＨＩＶ生存时间

其中有５５ｌ例ＨＩＶ感染者在未出现症状或者未诊断
为ＡＩＤＳ就已经开始了抗病毒治疗，占发病人数的
２１．７％，对此部分人群的ＡＩＤＳ诊断时间进行调整。

根据ＡＩＤＳ诊断时间和调整的ＡＩＤＳ诊断时间计算
的发病率和潜伏期见表ｌ，发病规律见图ｌ。按照
“ＡＩＤＳ诊断时间３”调整后，快速进展者２００例
（７．８％），长期不进展者３３７例（１３．１％）。
表１对ＡＩＤＳ诊断时间调整前和调整后计算的

１．Ｏ

ＡＩＤＳ发病率和潜伏期
Ｏ．８

』；ｉＬ

０．６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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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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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Ⅳ生存时间（年）

Ｏ．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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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基于不同死亡时点计算的ＨＩＶ生存时间

蓬¨

表３对ＡＩＤＳ死亡时间凋整前和调整后计算的

臻Ｏ．２

ＡＩＤＳ死亡率和生存时间

Ｏ．０
０

ｌ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ｌｌ

１２

１３

ＡＩＤＳ发病时间（年）

图１对ＡＩＤＳ诊断时ｆ司调整前和调整后计算的
ＡＩＤＳ发病规律

３．ＨＩＶ生存时间：截至观察终点，以死亡作为观
察结局，ＡＩＤＳ死亡或者疑似ＡＩＤＳ死亡９７４例，另有
ｌ·Ｏ

４例死于意外事故，５例死于自杀。接受过抗病毒治
疗有１４６５例（５７．０％）；未接受抗病毒治疗１１０４例；尚

Ｏ．８

存活的有３８７例，占总研究对象数量的１５．１％。因

愁嘶

此，接受过抗病毒治疗和尚存活的未治疗者合计占

掣
器Ｏ．４
碟

总研究对象的７２．１％，这两部分数据均被作为未观

Ｏ·２

察到结局变量的截尾数据，故无法得到中位生存时
间。按照治疗与否分为两组，对未接受过抗病毒治
疗的１１０４例ＨＩＶ／ＡＩＤＳ进行分析，截至观察终点，死
亡７１７例，其中意外事故死亡和自杀各３例（作为剔

０．０
０

ｌ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ＡＩＤＳ牛存时间（年）

图３基于不同死亡时点计算的ＡＩＤＳ生存时间

除数据），得到ＨＩＶ中位生存时间（肘＝８．８年）。对
治疗者的死亡时间进行调整，得到全体ＨＩＶ感染者
中位生存时问（Ｍ－－－－９．８一１０．７年）。见表２和图２。
４．ＡＩＤＳ生存时间：２５３５例ＡＩＤＳ，截至观察终

讨

论

对于艾滋病自然史的研究，要求研究对象未经
过抗病毒治疗；同时，也要求未被治疗的个体能够代

点，发生死亡９６９例，占ＡＩＤＳ的３８．２％。按照治疗与

表ＨＩＶ感染者的总体，即研究对象是从未治疗ＨＩＶ

否分为两组，未接受过抗病毒治疗的１０７４例ＡＩＤＳ

感染者总体中随机抽取的。但是既往的研究，自然

死亡７０６例，得到ＡＩＤＳ中位生存时间（Ｍ＝１．６

史研究对象往往是被治疗筛选剩下者，或者是死亡

史堡逸鱼瘟堂苤查垫！殳堡！旦箜！！鳌笙鱼塑坠垫！坠ｉ堑迦坐！地！！鱼！Ｑ！№！：！！！丝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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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剩下者，研究对象并不是感染者的总体，而只是

细胞检测结果，判断是否发病要相对容易。但调查

生存时间更长的一部分个体”·１４１，即造成研究对象的

地点ｃＤ４＋Ｔ淋巴细胞的检测工作主要是在２００４年８

选择偏倚。本研究通过死亡调查将既往有偿献血员

月对献血员大筛查之后才大规模开展，之前的诊断

中已经死亡的快速进展者和一部分未被诊断就已死

除ＨＩＶ抗体阳性外，主要还是通过临床症状进行诊

亡的典型进展者纳入研究对象中，快速进展者、长期

断，且当地县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诊断能力尚存在一

不进展者分别占７．８％和１３．１％，表明本研究的对象

定差距。因此，尽管本研究得到的ＨＩＶ生存时间与

是一个代表ＨＷ感染者全体的研究样本。

ＡＩＤＳ生存时间相比，可能以前者更为准确。

本次研究发现，由于当地开展免费抗病毒治疗

有研究显示，不同传播途径的ＨＩＶ感染者在潜

是在２００３年底，但是大规模开始治疗是在２００４年

伏期和生存时间上有所差异。１８。９。。但是，本研究获得

对献血员的筛查之后。有的献血员ＨＩＶ感染者在

既往有偿献血人群ＨＩＶ感染者的ＡＩＤＳ潜伏期、生存

未进行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检测就开始了抗病毒治疗，

时间，与国内吸毒人群的研究结果相似。２…，考虑可能

这就影响了ＡＩＤＳ的诊断时间。针对此部分研究对

是相同的种族在ＨＩＶ易感性方面有相似［２１’２引。

象（占２１．７％）的ＡＩＤＳ诊断时间进行了调整。显

本研究是对我国中部省份既往有偿献血员感染

然，以开始抗病毒治疗的时间作为ＡＩＤＳ诊断时间

ＨⅣ的一个回顾性研究，是对既往一段历史的总结，

可能导致诊断时间提前，以开始抗病毒治疗的时间

时间跨度较长。疑似ＡＩＤＳ死亡的发病时点是由回

和出现ＡＩＤＳ症状时间的中间值作为调整的ＡＩＤＳ

顾调查获得，受到调查对象回忆偏倚、对死者生前症

诊断时间则更为合理。以此计算既往有偿献血员

状了解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可能会对

ＨＩＶ感染者的ＡＩＤＳ中位潜伏期是８．８年（９５％ＣＩ：

ＡＩＤＳ发病时间的准确性产生影响。但是，由于当时

８．７～８．８年）。

未能对所有的献血员开展ＨＩＶ检测，因此，这些相关

由于５７．Ｏ％的研究对象都接受了抗病毒治疗，

的信息已经无法弥补，本研究只是基于现有的资料

若简单地将其作为剔除数据处理，将无法获得中位

对调查地区有偿献血员感染ＨＩＶ的一个较为准确和

生存时间。基于既往研究的结果，对接受过抗病毒

全面分析。

治疗的ＨＩＶ／ＡＩＤＳ在没有治疗的情况下假设可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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