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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我国艾滋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虽然我国在扩大 HIV 检测、促进 HIV 感染者发现

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仍有大量的 HIV 感染者尚未被发现，影响了我国艾滋病总体防治目标的实
现。我国需要在开展常规 HIV 检测的同时进一步推广 HIV 自我检测（自检），并将其作为常规检测模

式的补充，扩大 HIV 检测覆盖率和促进 HIV 感染者发现。本重点号综述了目前全球推广使用 HIV 自

检的总体情况，报告我国 MSM 2013-2018 年 HIV 自检的变化情况，比较不同的自检模式在促进重点

人群进行 HIV/梅毒检测中的作用，以期为我国进一步开展 HIV 自检的应用性研究提供科学依据，推
进我国艾滋病防治总体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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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still challenging in
China. Although China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in expanding HIV testing and promoting case
identification, there are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HIV-infected individuals who have not been identified,
which might influence the overall achievement of the goal of HIV/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us,
China needs to further promote self-testing while conducting routine HIV testing and use it as a
supplement to further expand HIV testing coverage. The articles in this issue focus on the global
situation of HIV self-testing services, reports the changes of self-testing among MSM in China from
2013 to 2018, and compare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HIV/syphilis self-testing models in promoting
HIV/syphilis testing in key popula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verall goal of 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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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检测是近年来我国艾滋病防治的重点策

《
“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指出我国急需加
略 ，
［1］

Chin J Epidemiol, February 2021, Vol. 42, No. 2

队在我国 2 个省份 8 个城市开展一项大型随机对照

试 验 ，探 索 通 过 众 包 方 法 开 发 的 干 预 工 具 促 进

强重大传染病防控，为使我国艾滋病疫情保持在低

MSM HIV 检测的作用，该研究发现，众包方法的干

理。截至 2019 年 10 月，我国报告现存活 HIV/AIDS

是 HIV 自检率。同时，唐卫明团队对我国 HIV 自检

流行水平，需加强 HIV 检测、抗病毒治疗和随访管

预工具能明显提高我国 MSM 的 HIV 检测率，特别

95.8 万例，其中 2019 年 1-10 月，全国新报告 HIV/

现状进行了评论和总结，深入阐述我国推广 HIV 自

划署和 WHO 联合评估，截至 2018 年底，我国估计

广使用 HIV 自检方面存在 3 个重大挑战：一是我国

AIDS 13.1 万例 。另据中国 CDC、联合国艾滋病规
［2］

检方面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建议［9］，指出我国在推

存活 HIV/AIDS 约 125 万 ，还有大量的感染者未被

尚缺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的 HIV 自检

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我国制定了《遏制与防治

理［10］；二是尽管中国 CDC 及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

［3］

发现。为进一步推进艾滋病防治工作，切实维护广
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继续扩大检测服务范

试剂，缺乏对电商平台销售 HIV 自检试剂的有效管

已经大力推广 HIV 自检，以提高我国重点人群 HIV

围，最大限度发现 HIV 感染者和减少传播，探索和

检测率，2019 年 10 月出台艾滋病自检指导手册，但

工作衔接的机制。而如何进一步扩大检测，最大限

自检，多是来源于地方 CDC 资助和社区组织主导

开展 HIV 自我检测（自检），建立健全与随访服务等

度地促进感染者的发现仍是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

在操作层面仍有待完善；三是目前我国开展的 HIV
的形式开展。这种模式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如能够

问题。

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能动性和最大程度地发现

内实现 2020 年“3 个 90%”的诊断和治疗策略，即实

因此，为推动我国艾滋病防治全面目标的实现，需

染者抗病毒治疗、90% 抗病毒治疗 HIV 感染者体内

型的、高效的 HIV 自检模式，充分发挥 HIV 自检策

WHO 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在全球范围

现 90% 的 HIV 感染者被发现、90% 被发现的 HIV 感

HIV 感染者，但是可持续性受到多方面的制约［11］。

根据我国 HIV 自检的应用现状，积极探索并应用新

病毒抑制。而第一个“90%”的实现是“3 个 90%”的

略和效能。

HIV 检测的同时，推广 HIV 自检作为常规 HIV 检测

围绕全球 HIV 自检现状、我国 MSM 的 HIV 自检现

难 点 与 重 点 。 WHO 强 烈 推 荐 各 国 在 开 展 常 规
［4］

本期栏目文章来自全国不同的研究团队，重点

的补充，扩大 HIV 检测覆盖率和促进 HIV 感染者发

状、艾滋病暴露前预防药物（PrEP）使用者 HIV 自检

明确指出，需加强国际合作进一步扩大 HIV 自检和

检在促进 MSM 梅毒检测方面的效能进行相关研究

现。同时，WHO 发布的“2019 全球十大卫生挑战”

探索新的 HIV 自检服务模式。HIV 自检是一种促
进 MSM 检测 HIV 的新型的和可靠的策略，在保护

受检者隐私的同时，克服困难促进 HIV 自检，受检

者自行判定检测结果并及时知晓自身感染状况［5］。
在 WHO 的倡导下，世界各国围绕 HIV 自检开展很

多探索，制定相关 HIV 自检指南 。几项在澳大利
［6］

亚、赞比亚和乌干达开展的大型随机对照试验均证

明，相比于传统的 HIV 检测，HIV 自检能提高重点

现状、不同 HIV 自检模式的作用及 HIV/梅毒联合自

或综述。包浣钰等［12］发现全球范围内已有 57 个国

家明确批准开展 HIV 自检，其中 31 个国家授权使
用、销售和分销 HIV 自检产品，普遍采取 HIV 自检

模式，包括以社区或医疗机构为主导、互联网/线上
模式、二次传递模式、自动贩卖机售卖模式、宗教场

所发放、工作场所发放等模式，总结了 WHO 批准的
几种 HIV 自检试剂的准确性。吴丹等［13］通过多年

的系列横断面调查发现，我国 MSM 的 HIV 自检率

。

呈逐年快速增长趋势，MSM 既往 HIV 自检的比例

在国家重大专项课题支持下，在全国 10 个城市开

自检的比例为 75.2%，充分说明 HIV 自检已成为我

人群的 HIV 检测频率

［6-8］

为推动我国 HIV 自检，中国 CDC 吴尊友团队

于 2018 年达到 58.1%，既往 HIV 检测者中曾经 HIV

展 HIV 自检应用性研究，研究 HIV 自检在扩大 HIV

国 MSM 进行 HIV 检测的一种重要措施。金霞等［14］

结果显示，干预组的 HIV 检测率高于对照组，干预

状，发现使用 PrEP 的 MSM 中曾经 HIV 自检的比例

检测和促进 HIV 感染者发现方面的效能，过程指标
组的 HIV 感染者抗病毒治疗比例、新确诊 HIV 感染

者快速接受抗病毒治疗比例均高于对照组。美国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中国项目办唐卫明团

探索我国参与 PrEP MSM 中 HIV 自检试剂使用现
为 74.5%，但高年龄组、选择事件驱动 PrEP 服药者

和未使用过新型毒品的 MSM 组对 HIV 自检的比例
相对较低。周毅等［15］在 MSM 中探索 HIV 自检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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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服务模式，发现该模式能促进 HIV 自检试剂的

申请者将试剂传递给其社交网络的其他人进行
HIV 检测，扩大了 HIV 检测覆盖面，促进了 HIV 感

染者的发现，为推广 HIV 自检二次传递模式奠定了
基础。赵培祯等［16］通过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相

[3]

比于常规梅毒线下检测模式的对照组，HIV/梅毒联

合自检和彩票激励自检的干预组，明显提高 MSM

最近 1 个月梅毒检测比例，HIV/梅毒联合自检组、
彩票激励自检组和对照组分别为 74.4%、70.0% 和

36.4%。

HIV 自检是对传统 HIV 检测的有益补充，丰富

[4]

了 HIV 检测手段，具有重要的应用和推广价值。当

前，我国 HIV 自检的应用性研究领域仍有一系列科

[5]

HIV 自检应用的政策性研究；识别不同重点人群中

[6]

学问题有待研究和解决［17-20］，例如：我国推广使用

的关键人物，利用其社会网络促进自检的应用性研

究；探索不同 HIV 自检模式的可行性与适用性，为

在不同人群中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依据的应

用性研究；HIV 自检作为性伴检测告知工具，促进
性伴检测告知服务的应用性研究；探索不同 HIV 自

[7]

检模式的成本效益和长期作用研究；HIV 自检付费
体系等政策研究；HIV 自检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8]

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特殊作用和地位，如何扩大

HIV 自检以降低疫情对目前场所 HIV 检测的影响

研究等。展望未来，通过开展 HIV 自检的应用性研

究，包括已经开展或正在开展的队列研究或随机对

[9]

照试验研究，探索 HIV 自检在扩大检测、促进感染

者发现和联动关怀等领域的效能，提供全方位的科
学依据，推动我国防治艾滋病第一个“90%”的实

[10]

现，从而带动我国艾滋病科学防治，助力健康中国
建设［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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