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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艾滋病抗病毒治疗

患者生存状况分析
王奇杨文杰朱谦王哲

孙定勇

【摘要】

目的

了解河南省艾滋病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的生存状况及影响患者治疗后生

存时间的因素。方法利用国家成年人ＤａｔａＦａｘ抗病毒治疗信息系统，收集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全省抗
病毒治疗者的生存、死亡信息，采用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影响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生存时
间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共收集２４ ６６９例有效接受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流行病学信息，其
中存活１８ ６８３例，死亡５９８６例。艾滋病患者总病死率从２００３年的２０．１／１００人年降到２００８年的
５．１／１００人年。艾滋病患者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水平不同、合并机会性感染情况不同的感染者生
存曲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Ｃｏｘ回归分析显示，影响艾滋病患者乍存时间的危险因素是：
基线ＣＤ４＋Ｔ淋巴细胞＜５０ ｃｅｌｌｓ／ｇｌ（ＨＲ＝４．４）、ＣＤ４＋Ｔ淋巴细胞在５０～１９９ ｃｅｌｌｓ／ｐｌ（ＨＲ＝２．０）、血红

蛋白＜９０９／Ｌ的中度贫血（删ｋ１．８）、基线合并机会性感染症状数多者死亡风险高（ＨＲ＝１．７）。其
他影响艾滋病治疗者生存时间的危险因素为年龄／＞６０岁、男性、未婚或离异、谷丙转氨酶值较高、
性传播或注射毒品传播（ＨＲ值分别为２．２、１．６、１．５、１．３、１．２）。影响艾滋病患者治疗后生存时间的保
护因素：开始抗病毒时间较早（ＨＲ＝Ｏ．８）和抗病毒治疗前配偶也是ＨＩＶ感染者（ＨＲ＝Ｏ．８）。结论
河南省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降低了艾滋病死亡率，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问；需要进一步监测艾滋
病患者的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数量变化及机会性感染情况，及时开展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
【关键词】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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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艾滋病患者进行高活性抗反转录病毒药物

４．资料收集：①关键信息：免疫印迹法（ｗＢ）确

联合治疗（ＨＡＡＲＴ）是目前治疗艾滋病的有效手

认时间、艾滋病确诊日期、抗病毒治疗时间及退出治
疗原因、死亡时间及死亡原因、失访时间、观察终点

段ｎ１。该疗法可有效的抑制ＨＩＶ的复制，从而重建
机体的免疫功能，推迟ＨＩＶ感染到艾滋病的发病时
间，降低病死率乜１，河南省自２００３年开始在全省对

状态；②人口学特征：性别、出生日期、婚姻状况、文

符合抗病毒治疗指征的患者开展免费抗病毒治疗，

③疾病状态：机会性感染症状（包括发热、腹泻、鹅口

从而使艾滋病患者提高了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时

疮、口腔毛状白斑）、艾滋病指征疾病、ＣＤ４＋Ｔ淋巴
细胞计数、随访状态。

间。本次研究通过总结河南省艾滋病患者的抗病毒
治疗及生存情况，评价抗病毒治疗效果和探讨影响
治疗效果的因素。

化程度、职业、感染途径、现住址（或户籍所在地）等；

．

５．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
库双录人进行数据质量控制，用ＳＰＳＳ １ ７．０软件对数
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计算病例
生存时间，多因素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

对象与方法

１．对象：以截至到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为观察终

艾滋病抗病毒者生存的有关因素。

点，河南省累计报告的接受国家免费抗病毒治疗的
艾滋病患者共２４ ６６９例作为研究对象，并均有完整
抗病毒治疗信息及有关随访记录。
２．方法：抗病毒治疗者的观察起点为开始接受

结

果

１．基本情况：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２４ ６６９
例中，截至观察时间死亡５９８６例，存活１８ ６８３例。

治疗的时间，截止时间为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观察期
间的资料来自现场历史记录（包括当地艾滋病病例

其中男性１２ ７８２例，女性１１ ８８７例，男女性别比

报告随访资料、抗病毒药物治疗资料）及回顾调查

４．９％；３０～４５岁１４ ５５４例，占５８．９％；４５～６０岁８３８７

（核补缺失有误的必要信息）。现场历史记录主要依
据《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管理手册》中规定

例，占３３．９％；６０岁以上占２．ｏ∞。已婚１９ ９８１例

的表格内容、随访和质控要求收集，每３个月随访１
次。按照患者基线机会性感染疾病种类的多少和

上的占３６．ｏ％，文盲占１２．ｏ％；超过８０．ｏ％的患者传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分别进行分组。

２．抗病毒治疗者生存时间及病死率：２４ ６６９例
抗病毒治疗者从开始治疗到观察终点，队列观察时

３．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有关变量确定（表１）：①艾
滋病确诊时间：按ＣＤ４＋Ｔ淋巴细胞＜２００ ｃｅｌｌｓ／ｇｌ最
早检测Ｅｌ期或艾滋病指征疾病最早调查日期为准，

以此对历史记录进行核补排误；②死亡时间及原因：
依据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院、家属或其他知情
人提供的历史记录，因死于艾滋病以外其他原因的
病例数较少，故本研究为全死因分析。

１．０８：ｌ；平均年龄４１．３岁，其中１８～３０岁１２３３例，占

（８０．９％）；４２．０％的患者文化程度是小学，高中及以

播途径为血液传播。

间为０～７年，平均（２．４±１．７）年。死亡率从２００３年
的２０／１００人年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５／１００人年，中位生
存时间为６个月。开始抗病毒治疗１２个月后死亡率
迅速下降至５．３％，并保持稳定（图１）。基线ＣＤ４＋Ｔ
细胞计数水平的不同，生存曲线有差异，计数越高，
生存率越高（图２）；患者基线机会性感染的疾病数

表１抗病毒治疗者生存资料变量赋值

的不同，生存曲线亦有差异，基线机会性感染疾病数

因素

越多生存率越低（图３）。
３．单因素分析：经单因素分析患者的年龄、性

变量及赋值

性别

女＝Ｏ，男＝１

诊断艾滋病时年龄（岁）

＜５０＝０．≥５０－－－－１

婚姻状况

非在婚－－０，在婚＝ｌ

别、婚姻状况、感染途径、ＡＬＴ水平、Ｈｂ水平、ＣＤ４＋Ｔ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上－－０，小学及以下＝１

淋巴细胞水平等对生存时间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传播途径

血液＝０，性或注射毒品＝１

ＨＩＶ诊断地点

疾控系统＝Ｏ，医疗系统＝１

配偶感染状况

感染＝Ｏ，未感染＝１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水平（ｃｅｌｌｓ／９１）

≥２００＝１。５０～１９９＝２，＜５０＝３

基线血红蛋白（Ｈｂ，ｇ／Ｌ）

≥９０＝０．＜９０－－１

谷丙转氨酶（ＡＬＴ，ｐ１）

≤１００＝０．＞１００＝１

入选时机会性感染数

１种＝１，２～３种＝２，４～５种＝３

开始抗病毒治疗时间（年）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Ｉ．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３

生存结局

删失＝Ｏ，死亡＝１

（表２）。

４．多因素分析：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以Ｐ＜
ｏ．０５为人选标准将有意义的变量引入多因素Ｃｏｘ回
归模型，用逐步向前回归法筛选变量，在该模型中生
存状态指是否死亡，死亡为结局事件，存活在访、失
访或退出治疗为截尾删失；生存时间为最后联系日
期（指死亡、失访或退出治疗末次随访日期）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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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２

表２河南省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生存率Ｃｏｘ单因素分析
变量

０ ３ ６ ９ １２

１８

２４

３０

３６

４２

４８

５４

６０

６６

７２

７８

８４

接受抗病毒治疗时间（月）

图１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河南省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者
生存状况趋势

口

曲Ｐ值

ＲＲ值（９５％ｃ，）

男性０．４０６

０ １ ２５

０

３

５

４

～

ｌ ６

诊断艾滋病时年龄≥５０岁

Ｏ．５３ｌ

Ｏ ２ １３

＜Ｏ

ｌ

７

５

～

１ ８

非在婚（未婚、离异、丧偶）

Ｏ．３０７

０ １ ２３

Ｏ

２

３

ｌ

～

１ ４

小学及以下的文化程度０．１８２

Ｏ Ｏ４５

＜０

ｌ

２

ｌ

～

ｌ ３

传播途径是性传播或注射毒品Ｏ．６４２

０ ２２ ｌ

０

４

９

７

～

２ ｌ

在医疗系统诊断ＨＩＶ

Ｏ ２ １３

Ｏ

４

７

６

一

１ ９

～

０ ９

～

４ ８

Ｏ．５３ ｌ

ｉ｝０ ｝；Ｏ

抗病毒治疗前配偶是感染者一Ｏ．２２３

Ｏ １ １６

Ｏ

３

８

７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水平

１．４８５

０ ３５ ０

Ｏ

１

４

Ｏ

基线Ｈｂ＜９０

Ｏ．５８８

Ｏ ２ １８

＜＜ Ｏ

ｌ

８

５～ ２ ２

ＡＬＴ＞１００ ｕｌ

Ｏ．４７１

Ｏ ｌ ４７

Ｏ

３

６

３

人选时机会性感染症状数

０．５３ １

Ｏ ２ｌ ３

Ｏ

１

７

３～ ５２

一０．２２３

Ｏ １１６

８

７～ Ｏ ８

ｇ／Ｌ

开始抗病毒治疗时间

＜＜ Ｏ ∞ 叭∞ 叭吆∞ ∞ ∞ ｌ

４｝Ｏ ４｝Ｏ

～

１ ９

表３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生存率Ｃｏｘ多因素分析

数高，患者生存率就高；而机会性感染症状数多，患
者的生存率低。河南省根据大量艾滋病患者集中发
病，而且主要呈现灶状分布在农村的特点，及时建立
图２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河南省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者
不同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水平的生存趋势

了艾滋病救治主要依托县乡村基层医疗机构开展，
重症转诊的救治制度。提高艾滋病患者获得医疗服
务的可及性，提高了治疗的覆盖率，降低了病死率，
改善了患者的生存质量ｎ’３’引。
影响艾滋病治疗效果的因素很多，本研究显示，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水平数、机会性感染症状数、抗病
毒治疗开始时间是死亡的影响因素（表３）。因此，
最关键的因素仍然是治疗时机的选择。多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接受治疗者主要死亡风险为患者的晚期治
疗，此时机体免疫系统已经严重受损，治疗不能使
免疫功能得到有效重建，合并较多的机会性感染。
与一些国家相关研究结果类似胁］。

图３

２００３－－２００９年河南省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者

机会性感染症状数量不同的患者生存趋势

一些研究表明，如果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有
良好的依从性可以保持体内药物浓度的稳定ｎ＇…，
增加疗效，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２００６年以前相关

时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水平数、机会性感染症状数、抗

患者的治疗信息收集还不完善和系统，对治疗的依
从性关注较少，统计结果与一些研究结果有差距，故

病毒治疗开始的时间是死亡的影响因素（表３）。

没有进一步阐述。由于历史资料回顾性研究局限，

抗病毒治疗日期之差（月），最终结果表明，治疗开始

讨

论

信息偏倚不可避免，因考虑伦理因素未设未治疗组
作为对照，且２００５年以前艾滋病诊断主要依据指征

我国从２００３年开始实施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

疾病，而２００５年以后主要依据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

疗政策，评价该政策效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研

（＜２００ ｃｅｌｌｓ／９１），病例诊断偏倚可能使２００５年以前
临床诊断艾滋病中晚期者多而高估其病死率。上述

究显示，抗病毒治疗者队列观察时间为０—７年，艾
滋病死亡率在逐年下降，基线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水平

不足和局限，使本研究结果外推受限，本研究现场为

·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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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途径传播为主的地区，不能反映性和吸毒传播

１ｎｆ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ｍｅｒ ｕｎｓａｆｅ

为主的地区其抗病毒治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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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智慧，于兰，赵红心，等．我国５３０例既往不安全有偿供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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