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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C  拉米夫定

ABC 阿巴卡韦

AIDS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艾滋病

ART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在本指南中简称“抗病毒治疗”）

ARV  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在本指南中简称“抗病毒药物”）

ATV 阿扎那韦

ATV/r 阿扎那韦/利托那韦合剂

AZT  齐多夫定（也称为ZDV）

BMI  体重指数

CD4  CD4+T淋巴细胞

CDC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NS 中枢神经系统

d4T 司他夫定

DALYs 死亡及伤残调整寿命年

DBS 干血斑

ddI 去羟肌苷

DNA  脱氧核糖核酸

DRV 达芦那韦

DRV/r 达芦那韦/利托那韦合剂

EFV 依非韦仑

eGFR 估计肾小球滤过率

ELISA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TV  依曲韦林

FPV 夫沙那韦

FPV/r 夫沙那韦/利托那韦合剂

FTC  恩曲他滨

GNP+  全球艾滋病毒携带者网络

GRADE 推荐分级的评价、制定及评估

HBsAg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

HBV  乙肝病毒

HCV  丙肝病毒

HI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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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TN HIV预防试验网络

HSV  单纯疱疹病毒

INH 异烟肼

IPT 异烟肼预防性治疗

IRIS  免疫重建炎性综合征

LPV 洛匹那韦

LPV/r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合剂

MDR  耐多药结核，至少对异烟肼和利福平耐药

MTCT 艾滋病毒母婴传播

NFV 奈非那韦

NNRTI 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

NRTI 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

NVP 奈韦拉平

OST 阿片类药物替代疗法

PCR  聚合酶链式反应

PI 蛋白酶抑制剂

PICO 人群、干预、对照及结局

PCP/PJP 耶氏肺孢子菌肺炎

PMTCT  预防母婴传播

PrEP 暴露前预防

RAL 拉替拉韦

RBV  利巴韦林

RIF 利福平

RNA  核糖核酸

RTV 利托那韦

sd-NVP 单剂量奈韦拉平

TAM  胸（腺嘧啶脱氧核）苷类似物突变

TB  结核病

TDF  替诺福韦

TPV 替拉那韦

UNAIDS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ODC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WHO 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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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术语
艾滋病毒（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包含HIV-1和HIV-2两种类型。

HIV-1是引起全世界绝大多数HIV感染的病毒类型。在本指南中，除特别注明，HIV均指
HIV-1和HIV-2两种类型病毒。

年龄组和人群

使用以下对成人、青少年、儿童和婴儿的定义以保证本综合指南和世卫组织其他指南相关定
义相互一致。其他机构所使用的相关定义可能有所不同。

成人指年龄19岁以上，除非国家法律规定以其他较小年龄作为成人标准。

青少年指年龄为10岁至19岁之间。

儿童指年龄19岁及以下，除非国家法律规定以其他较小年龄作为成人标准。但是，本指南中
年龄10岁～19岁之间归类为青少年（见“青少年”定义）。

婴儿指不满1岁的儿童。

本指南中定义的“重点人群”包括脆弱人群和高危人群。这些人群对于特定环境中HIV的传
播变化至关重要，同时也是有效应对流行的关键合作伙伴。在各种流行水平下，HIV感染者均为
重点人群。

本指南中定义的“高危人群”指男男性接触人群、注射吸毒人群以及性工作者。高危人群几
乎在所有HIV流行水平情况下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脆弱人群指在特定环境或情况下特别容易感染HIV的人群，如青少年（特别是青少年女性）、
孤儿、街头流浪儿、位于封闭环境（如监狱或羁押场所）中的人员、残疾人以及流动人口。每个国
家都应根据本国的HIV流行特征和社会因素状况，确定影响艾滋病流行和应对的脆弱人群和重
点人群。

单阳配偶指一方为HIV感染者而另一方HIV阴性的配偶。配偶指保持性关系的两个人；这种
关系中的每个人均为对方性伴。而配偶个体如何定义他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
差别较大。

卫生保健服务

艾滋病关怀体系指对HIV感染者及其家庭提供的综合服务包，包括预防、诊断、治疗和支持
服务，具体服务内容包括：首次HIV诊断及治疗转介；机会性感染和其他并发症诊治；启动、维持
并监测抗病毒治疗；必要时转二线和三线抗病毒治疗；临终关怀。

公共卫生措施指针对人群而非个体的健康需求或解决该人群公共健康问题的措施。一项公
共卫生措施包含卫生系统各部门之间的共同努力，通过包含预防、治疗、保健服务和支持措施等
在内的综合措施来保证公众健康。对于HIV，公共卫生措施包括：简化的抗病毒治疗方案；成人和
儿童的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广泛应用固定剂量复合制剂（FDC）；免费提供关怀服务并使服务下
沉；工作职责转变和简化临床及毒性监测在内的整合服务。

主要术语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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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检测与预防

自愿咨询检测（也称为以患者为中心的检测和咨询）指有了解自己HIV感染状况意愿的个体
主动寻求的检测与咨询服务。目前有多种社区途径提供HIV检测与咨询服务，并且人们寻求检测
的动机常常是混合性的（包括由医务人员建议和个人主动），因此世卫组织提出使用“HIV检测和
咨询”这个术语。所有形式的HIV检测咨询必须是自愿的并坚持“五个C”原则，即同意、保密、咨
询、检测结果提供和确定以及转介至关怀、治疗和预防服务体系中。保证检测和咨询质量对各种
HIV检测咨询策略至关重要。

医务人员主动提供的检测咨询是由临床机构卫生保健人员主动提供的HIV检测与咨询服
务。和所有形式的HIV检测咨询一样，医务人员主动提供的检测咨询必须是自愿的并坚持五个C
原则。

综合性预防指通过行为学、生物医学和结构性HIV预防措施的相互结合，以取得最大化减少
HIV传播的效应。

ART（抗病毒治疗）

抗病毒药物指药物本身而非其应用。

ART指联合应用三种或三种以上抗病毒药物以实现抑制病毒的效果。通常指终身治疗。联
合抗病毒治疗和高效抗病毒治疗为同义词。

预防性抗病毒治疗（ART）指通过抗病毒治疗实现预防HIV传播的效果。

抗病毒治疗入选标准（Eligible for ART）指根据世卫组织治疗指南中临床和免疫学入选
标准，如HIV感染者符合此标准则开始抗病毒治疗。该名词经常用“需要治疗”来替代。这也意即
艾滋病即刻危险性或者必须启动治疗。

病毒抑制是即指抗病毒治疗的目的是保持病毒载量始终处于低于目前试验检测方法可检测
到的水平，通常低于50拷贝/毫升。目前世卫组织关于治疗失败的病毒载量标准是大于等于1000
拷贝/毫升。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ART）普遍可及定义：致力于实现最有效干预措施大面积覆盖的策略方
向（覆盖80%以上的需要治疗的人群），同时满足公平、可及、可负担、综合以及长期可持续的原
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实现100%覆盖。

卫生工作人员

社区卫生工作人员指接受过除护理、产科或医学课程之外的全国性认同的标准化培训的卫
生工作人员。

助产士指接受过助产培训的人员，包括注册助产士和登记助产士。

非医师类临床医生是指具备一名医生各项诊断和临床能力的专业卫生工作者，但并不作为医
生进行培训。这种类型卫生工作者通常担任卫生官员、临床官员、医师助理、执业护理师或临床
护理工作者。

护士包括专业护士、登记护士、辅助护士和其他类型的护士，如牙科或初级卫生保健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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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

HIV集中流行（即HIV中度流行）：HIV在一种或多种亚人群中迅速蔓延，但没有在大众人群
中流行。数值指标：HIV感染率在至少一种特定亚人群中持续高于5%，但在城市地区孕妇人群中
未超过1%。

HIV普遍流行（即HIV高度流行）：HIV在大众人群中持续流行。数值指标：孕妇人群中HIV
感染率持续超过1%。大多数HIV普遍性流行地区其流行方式往往是复合型的，其特定（重点）亚
人群也受到严重影响。

复合流行：HIV逐渐波及一种或多种特定亚人群乃至普通人群。因此合并感染是指普遍性流
行同时并存一种或多种特定亚人群的集中性流行。

低水平流行：全国大众人群的HIV感染率没有持续超过1%，或者任何一种亚人群中HIV感染
率没有超过5%。

抗病毒治疗低、中、高覆盖面/地区分别指需要抗病毒治疗人群中已经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人
群比率不足50%、达到50%～80%和高于80%的地区。

结核病和艾滋病高负担地区指成人HIV感染率≥1%或者结核病人群中HIV感染率≥5%的地
区。

新发HIV感染是指特定时期特定人群中新获得HIV感染的人数。

HIV患病率指特定时间点HIV感染者的数量，常用人群比例来描述。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PMTCT）

本指南中，世卫组织逐渐舍弃了以前的“方案A、B和B+”说法，而是推荐了两种方案：(1)感
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提供终身抗病毒治疗，不论其CD4+T淋巴细胞计数或临床分期如何；或
者(2)母婴传播危险时期对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提供抗病毒治疗（抗病毒药物），进而向符
合治疗入选标准的妇女提供终身抗病毒治疗以保证其健康。尚未为所有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
妇女终身抗病毒治疗的地区，则区分预防（在特定母婴传播危险期提供抗病毒药物以预防母婴传
播）和治疗（以母亲的健康为目的，根据当前成人治疗入选标准而提供抗病毒治疗，以及以预防垂
直传播为目的）也非常重要。

感染HIV孕妇和哺乳妇女的抗病毒药物指孕期和整个哺乳期（当采用母乳喂养时）以预防为
主要目的提供给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的三联抗病毒药物。此方案即分娩完成或者哺乳结
束后，仅感染HIV的母亲CD4+T淋巴细胞计数或临床分期符合抗病毒治疗标准时，则实施终身
治疗，保证健康，即世卫组织前指南中的方案B。

所有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终身抗病毒治疗是指不管CD4+T淋巴细胞计数或临床分期
如何，所有感染HIV的孕妇均接受三联药物抗病毒治疗，以同时达到保证其自身健康及预防垂直
传播的目的，同时还获得HIV预防所带来的其他好处。世卫组织前指南中将此方案称为方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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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世卫组织首次发行应用抗病毒药物预防和治疗艾滋
病毒感染的综合指南。本指南立意深远却又简单易行，而且具有深厚的证据
基础。指南还利用了若干最新趋势，其中包括一种首选治疗方案，将治疗方
案简化为固定剂量复合制剂，每日服用一次，该方案更加安全且更经济。

指南还参考和应用了抗病毒治疗具备多种益处的证据。目前，通过使用
正确的治疗方案，在正确的时间开始治疗，HIV感染者就可以展望更长且更
健康的人生。同时，由于病毒传播风险大大降低，他们还可以保护自己的性
伴和婴儿。

在不断达到更高的目标和获得更好的成绩的大趋势下，指南也有超前的飞跃。截至2012年
底，在非洲受艾滋病流行冲击最严重的地区，估计有750万人正接受治疗，而十年前却只有5万
人。在全球范围内，约有970万人正接受治疗，这表明“到2015年底为1500万人提供抗病毒治
疗”的全球目标具有可行性。现有成绩展示了挽救生命的公共卫生措施史上最飞速的扩展过程。

根据指南的建议，加速进展的重要方法就是更早的开始治疗。现有证据表明，早治疗可以带
来双重收益，既可以使人们获得更长的健康寿命，又可以显著减少病毒传播给他人的风险。

早治疗还有一个益处，即简化规划的运行需求。指南建议孕妇和5岁以下儿童应在诊断后立
即开始治疗，建议包括患有结核病、肝炎和其他合并感染在内的所有成年HIV感染者使用相同的
日服一次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

指南的补充建议旨在使规划服务更贴近患者的家庭，更快获得实验室检测结果，以及将艾滋
病治疗与产前保健、结核病治疗和药物依赖等相关服务更加紧密的整合，通过更大范围内的卫生
工作者提供治疗、随访和关怀服务。

有国家要求世卫组织提供抗病毒药物的简明使用指南。我相信这本综合指南最终能够满足
这一要求。指南适用于所有年龄组和各种人群；综合提出了临床建议、实施和规划方面的建议；涵
盖从HIV检测到患者纳入和保持，从艾滋病一般关怀到并发症的管理等关怀和治疗的重要领域。

新指南要求规划进行一些重大的改变，同时也要求增加投入。我个人深信未来应对艾滋病将
会延续现有模式，即积极主动，持续发展已有成绩，不断迎击新挑战。

世卫组织估计指南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指南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后，从现在开始到2025
年之间将避免300万例的额外死亡，这一数字高于2010年指南的相应数据，指南的应用还将避
免约350万例的新发感染。

这样的前景 ― 这在几年前仍是不可想象的 ― 将成为推动艾滋病流行持续而不可逆的减
弱的动力之源。我强烈建议各国及其发展伙伴抓住这一无可比拟的机会，使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
楼。

前言

世卫组织总干事 
陈冯富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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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综合指南旨在为诊断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毒）感染、关怀艾滋病毒感染者以及使用
抗病毒药物治疗和预防艾滋病毒感染提供指导原则。整个指南的结构按照艾滋病关怀体系提供
流程设计，即艾滋病检测、关怀和治疗。行为学、结构学和生物学干预策略在抗逆转录病药物使
用中并未涉及，因而本指南未涵盖其相关内容。

2013年指南综合并统一了来自世卫组织出台的相关系列指南及其他文件的建议，其中包括
2010年成人、青少年和儿童及婴儿使用抗病毒药物指南，对艾滋病毒感染孕妇进行抗病毒治疗
和预防婴儿感染指南。本综合指南针对所有年龄组和不同人群包括成人、孕妇和哺乳妇女、青少
年、儿童和其它重点人群提供了使用抗病毒药物的指导。本指南还致力于统一及更新临床、服务
提供和规划实施等方面的指导意见。

2013年指南反映了在过去三年在艾滋病应对领域中的重要进展。自2010年以来随着包括
CD4+T淋巴细胞即时检测在内的新技术和新服务提供方式的创新，艾滋病检测和治疗监测得以
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开展，并且可以在更基层的地方开展。更简单、更安全、每日一次、每次一片的
抗病毒治疗方案适合于大部分人群和大多数年龄组，在中低收入国家也越来越可负担，且更易于
获得。各国正在朝着尽早启动三药联用的治疗方案、预防母婴传播项目变得更简单的方向前进；
该强调更长期地促进艾滋病毒感染孕妇/母亲的健康状态，并且预防她们的孩子感染艾滋病毒。
人们已经意识到抗病毒治疗可以带来更多的预防收益，包括：除改善健康状况和延长生命外，抗
病毒治疗可以预防艾滋病毒的性传播；而通过抗病毒治疗进行暴露前预防扩大了艾滋病预防方
法的选择范围，并且在某些特定人群和特定背景中暴露后预防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包括那些遭
受性侵犯的人群。尽管各国的抗病毒治疗覆盖程度和执行2010世卫组织指南的进程不尽相同，
但当前全球的趋势是一致的，那就是及早启动抗病毒治疗。

与之前的世卫指南一致，2013年指南仍以公共卫生措施为基础，进一步扩大了抗病毒药物
在治疗和预防艾滋病毒感染中的使用，该措施考虑了不同资源有限环境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本指南中的新临床建议提倡扩大抗病毒治疗的适用范围，对所有CD4+T淋巴细胞计数等于或
低于500个/mm3的成人、青少年和儿童启动抗病毒治疗。对于严重或晚期艾滋病毒疾病患者和
CD4+T淋巴细胞计数等于或低于350个/mm3的人，可优先启动抗病毒治疗。对感染艾滋病毒
的特定人群，不论其CD4+T淋巴细胞计数是多少，均建议启动抗病毒治疗，包括活动性结核病患
者、乙肝病毒合并感染严重慢性肝病者、单阳配偶、孕妇、哺乳妇女和5岁以下儿童。建议尽可能
统一成人和儿童的抗病毒治疗方案，并且首选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特别强调在成人和青少年一
线抗病毒治疗方案中不再使用司他夫定（d4T）。

推荐将病毒载量检测作为监测抗病毒治疗取得成功或失败的首选方法，同时将接受抗病毒
治疗患者的临床和免疫学指标作为辅助指标进行判断。

本指南强调应该在更广泛的艾滋病关怀服务体系内使用抗病毒药物。本指南还针对社区艾
滋病毒检测和咨询服务，以及青少年艾滋病毒检测提供了新建议。除了新建议，本指南还提供了
关于艾滋病检测咨询、艾滋病预防、艾滋病病人常规关怀、常见的合并合并感染和并发症处理、
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及处理等方面的世卫组织指导意见的总结和关联。需要对当前的一些建议进
行更新，并需要在今后若干年内随着新证据的出现，对这些新建议进行评价。

抗病毒治疗的适用范围得以扩大，抗病毒药物的应用方案更加广泛，这些变化带来挽救
生命、改善临床结局及减少新发感染的新机遇。同时也对许多国家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提出了挑
战。2013年新的实施指南就加强艾滋病治疗关怀、改善整个卫生系统内部的相互联系的关键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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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提供了建议。艾滋病毒该指南的重点是使艾滋病毒感染诊疗服务能够更好地提高抗病毒持续
性和依从性；将提供抗病毒治疗工作下沉分散到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将抗病毒治疗与孕产妇和儿
童健康机构服务整合、与结核病医院和药物依赖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整合。本指南还阐述了新临
床建议对实验室服务以及抗病毒药物和其它物品的采购供应系统的影响。

本指南为艾滋病毒相关规划管理人员提供的指导描述了如何战略性使用抗病毒药物的决策
和规划以及与国家整体进程、艾滋病流行情况、卫生系统能力、可获得的财政资金以及伦理和人
权考量。针对所有主要新建议本指南均列出了与规划管理人员特别有关的实施层面的考量。本指
南还包含了一个关于监测与评估的章节，就如何监测指南的新建议和执行情况提供了初步的指导
意见。

按照世卫组织指南审查委员会建立的程序，对2013年指南进行了复审。根据GRADE（推
荐、评估、制定和评价）方法对证据和决定过程进行了审查，从而建立了本指南中新的临床和操作
建议。建立模型、专家咨询及开展个案研究所获得的建议均为临床、操作及规划指导意见提供了
参考。这些过程也发现了知识鸿沟，将为未来的研究议程提供指导意见。除了根据GRADE系统
方法获得新建议之外，本指南还对当前世卫组织制定的其他相关指南进行了总结。这些指南大部
分根据GRADE系统方法制定，或者根据GRAD系统方法对建议的强度和证据的质量进行分级，
并据此进行修改。

本指南的主要目标人群是国家级别的艾滋病规划管理人员，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的规划管
理人员。本指南旨在协助各国进行决策并制定扩展抗病毒治疗的规划。本指南也为临床工作着提
供了有用的资源；并为发展机构、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合作伙伴在未来若干年内选择优
先领域提供了信息。

2013年指南提出了重要步伐，迈出该步伐可实现可普遍获得用于治疗和预防艾滋病的抗病
毒药物，提高抗病毒治疗规划的有效性、影响力及可持续性，从而实现消除艾滋病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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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毒检测和咨询 
主题和人群 建议

以社区为基础的检测    滋病毒高度流行地区，除医务人员主动提供的检测和咨询外，
建议以社区为基础开展艾滋病毒检测和咨询，并与预防、保健
和治疗服务紧密联系（强烈推荐，低质量证据）。

   同时具有各种艾滋病毒流行类型的地区，除医务人员主动提供
的检测和咨询外，建议以社区为基础对重点人群进行艾滋病毒
检测和咨询，并与预防、保健和治疗服务紧密联系（强烈推荐，
低质量证据）。

青少年艾滋病毒检测和
咨询a

   所有艾滋病流行类型（HIV高度、中度及低流行）地区，建议对
重点人群中的青少年进行艾滋病毒检测和咨询，并与预防、治
疗和保健服务紧密联系（强烈推荐，极低质量证据）。

   高度流行地区，艾滋病毒建议对所有青少年进行艾滋病毒检测
和咨询，并与预防、治疗和保健服务建立联系（强烈推荐，极低
质量证据）。

   HIV低流行和中度流行地区，艾滋病毒我们建议提供艾滋病毒
检测和咨询，并与预防、治疗和保健服务建立联系，使所有青
少年都可以获得（有条件推荐，极低质量证据）。

   我们建议，艾滋病毒向青少年说明公开其艾滋病毒感染状况的
潜在好处和风险，向他们赋权并提供支持，使他们自己决定是
否、何时、如何以及向谁公开其感染状况（有条件推荐，极低质
量证据）。

新建议摘要

下表总结了根据2013年世卫组织指南关于艾滋病检测咨询、抗病毒治疗和艾滋病服务提供
等方面所形成的新建议。下表也对第十章针对规划管理人员的指导意见进行了总结。下表也清楚
地阐明，对抗病毒治疗的指导意见仍与2010年相关指南一致，尚无修改。

该表并非完整列表，未包括本指南中可以查阅的所有世卫组织建议，特别是来自其它摘自现
有世卫组织指南的建议。本指南中可以查阅的现有世卫组织的建议包括：第五章关于艾滋病检测
咨询与预防；第六章关于艾滋病感染者的一般关怀；第八章关于常见的合并感染和其他并发症的
处理；以及第七章第四节（7.4）关于药物毒性的处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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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启动抗病毒治疗？
主题和人群 建议

何时对成人和青少年启
动抗病毒治疗a

   作为重点，应对所有严重或晚期艾滋病（根据世卫组织标准处
于临床三期或四期）患者和CD4+T淋巴细胞计数等于或低于
350个/mm3者启动抗病毒治疗（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应对所有CD4+T淋巴细胞计数高于350个/mm3但等于或低于
500个/mm3者启动抗病毒治疗，不论其根据世卫组织标准处
于临床几期（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应对所有CD4+T淋巴细胞计数高于350个/mm3但等于或低于
500个/mm3者启动抗病毒治疗，不论其根据世卫组织标准处
于临床几期（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患活动性结核病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强烈推荐，低质量证
据）；

   艾滋病毒和乙肝病毒双重感染且出现严重慢性肝病者（强烈
推荐，低质量证据)；

   应向单阳配偶中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以减少
艾滋病毒传播给未感染一方（强烈推荐，高质量证据）。

何时对孕妇和哺乳妇女
启动抗病毒治疗

   艾滋病毒应对所有艾滋病毒感染孕妇和哺乳妇女启动三联抗
病毒治疗，并至少在存在母婴传播风险的整个阶段维持治疗。
符合治疗条件的妇女应终生维持抗病毒治疗（强烈推荐，中等
质量证据）。

   考虑到规划和实施的原因，特别是在HIV高度流行地区，所有
艾滋病毒感染孕妇和哺乳妇女均应启动抗病毒治疗，并终生维
持（有条件推荐，低质量证据）。

   在一些国家，对于那些因个人健康原因，不符合抗病毒治疗条
件的妇女而言，可以考虑在存在母婴传播风险的阶段结束后停
止抗逆转录病毒用药（有条件推荐，低质量证据）。

抗逆转录病毒和哺乳期 与2010年确定的主要原则和建议一致，包括：

应由国家或省市卫生主管部门决定卫生服务机构针对艾滋病
毒感染产妇的策略：母乳喂养同时接受抗逆病毒治疗性干预或者
根据个人情况完全避免母乳喂养。

如国家卫生主管部门决定其孕产妇和儿童健康服务机构将主
要推动并支持母乳喂养和抗逆病毒治疗性干预，因为该做法最有
可能提高已知艾滋病毒感染产妇所生婴儿的无艾滋病毒感染生存
机会，则：

   已知感染艾滋病毒的产妇（及其未感染或不知是否感染艾滋病
毒的婴儿）应进行六个月纯母乳喂养，随后适当添加辅食，并持
续母乳喂养到孩子1岁。只有在能够获得不包括母乳的营养充
足的安全膳食时，才停止母乳喂养（强烈推荐，有关前六个月建
议的证据质量高，有关12个月建议的证据质量低）。

a青少年指10岁至19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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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启动抗病毒治疗？（续）
主题和人群 建议

何时对儿童启动抗病毒
治疗

   应对所有5岁以下艾滋病毒感染儿童启动抗病毒治疗，不论其
CD4+T淋巴细胞计数是多少，也不论其根据世卫组织标准处于
临床几期。

   1岁前确诊的婴儿（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1岁至5岁之间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有条件推荐，极低质量
证据）

   应对所有5岁及以上感染艾滋病毒且CD4+T淋巴细胞计数等
于或低于500个/mm3的儿童启动抗病毒治疗，不论其根据世
卫组织标准处于临床几期。

   CD4+T淋巴细胞计数等于或低于350个/ mm3 
（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CD4+T淋巴细胞计数在350个到500个/mm3之间 
（有条件推荐，极低质量证据）

   应对所有艾滋病毒感染且出现严重或晚期症状，根据世卫组
织标准处于临床三期或四期）的儿童启动抗病毒治疗，不论其
CD4+T淋巴细胞计数是多少（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应对任何临床初步诊断为艾滋病毒感染的18个月以下幼儿启动
抗病毒治疗（强烈推荐，低质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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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抗病毒治疗时应使用哪种用药方案？
主题和人群 建议

成人和青少年一线抗病
毒治疗方案

   一线抗病毒治疗应包括两种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加上一种
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

   推荐用替诺福韦+拉米夫定（或恩曲他滨）+依非韦伦固定剂
量复合制剂作为启动抗病毒治疗的首选方案（强烈推荐，中
等质量证据）。

   如患者情况禁用替诺福韦+拉米夫定（或恩曲他滨）+依非韦
伦，或该复合制剂无法获得，建议选用以下方案之一：

   齐多夫定+拉米夫定+依非韦伦

  齐多夫定+拉米夫定+奈韦拉平

   替诺福韦+拉米夫定（或恩曲他滨）+奈韦拉平 
（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鉴于普遍了解的司他夫定的代谢性毒性，各国应停止在一线方
案中使用司他夫定（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孕妇、哺乳妇女及其婴儿
的一线抗病毒治疗

   建议以一天一次替诺福韦+拉米夫定（或恩曲他滨）+依非韦伦
固定剂量复合制剂作为孕妇和哺乳妇女的一线抗病毒治疗方
案，包括妊娠头三个月的孕妇和育龄妇女。该建议既适用于终
生治疗也适用于为预防母婴传播而启动并于该阶段结束后终
止的抗病毒治疗（强烈推荐，低至中等质量证据：一般而言针
对成人证据质量为中等，但针对孕妇、哺乳妇女和婴儿等特定
人群的证据质量低）。

   母亲正接受抗病毒治疗同时进行母乳喂养的婴儿应每天一次
奈韦拉平进行六周预防性治疗。接受替代喂养的婴儿应进行四
至六周预防性治疗，方案是每天一次奈韦拉平（或每天两次齐
多夫定）。应在婴儿出生后或产后发现艾滋病毒暴露时即启动
预防性治疗（强烈推荐，针对母乳喂养婴儿的证据质量中等；
强烈推荐，针对仅进行替代喂养的婴儿的证据质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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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抗病毒治疗时应使用哪种用药方案？（续）
主题和人群 建议

3岁以下儿童一线抗病毒
治疗

   对于所有3岁（36个月）以下艾滋病毒感染儿童，均应使用以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为基础的用药方案进行一线抗病毒治疗，
不论其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暴露情况如何。如洛匹那韦/
利托那韦方案不可行，则应启用以奈韦拉平为基础的用药方案 
（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在可以进行病毒载量监测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在实现持续抑制
艾滋病毒之后使用一种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替代洛匹那
韦/利托那韦（有条件推荐，低质量证据）。

   对于感染艾滋病毒的3岁以下婴幼儿，如在使用含奈韦拉平或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的治疗方案时出现结核病，建议选择阿巴
卡韦+拉米夫定+齐多夫定方案。一旦完成结核病治疗，即应停
止该方案，并恢复最初的用药方案（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对于感染艾滋病毒的3岁以下婴幼儿，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核苷
类逆转录酶抑制剂骨干用药方案应当是阿巴卡韦+拉米夫定或
齐多夫定+拉米夫定（强烈推荐，低质量证据）。

3岁及以上儿童一线抗逆
转录病毒治疗

   对于感染艾滋病毒的3岁及以上儿童（包括青少年），依非韦伦
是进行一线治疗的首选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奈韦拉平为
其替代选择（强烈推荐，低质量证据)。

   对于3岁至10岁之间（或体重35公斤以下的青少年）感染艾滋
病毒的儿童，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骨干用
药方案应当是以下之一，排列顺序亦为选择优先顺序：

  阿巴卡韦+拉米夫定

  齐多夫定或替诺福韦+拉米夫定（或恩曲他滨） 
（有条件推荐，低质量证据）

   对于体重35公斤及以上的感染艾滋病毒的青少年（10岁～19
岁），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骨干用药方案
应当与成人用药方案一致，为以下之一，排列顺序亦为选择优
先顺序：

  替诺福韦+拉米夫定（或恩曲他滨）

  齐多夫定+拉米夫定

  阿巴卡韦+拉米夫定（强烈推荐，低质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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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抗病毒治疗效果并对治疗失败做出判断
主题和人群 建议

所有人群     建议将病毒载量作为判断并确认抗病毒治疗失败的首选
监测指标（强烈推荐，低质量证据)。

   如不能定期检测病毒载量，应使用CD4+T淋巴细胞计数和临
床监测确定治疗是否失败（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二线抗病毒治疗：转换为何种抗病毒治疗方案
主题和人群 建议

成人和青少年转换为哪
种抗病毒治疗方案 
（包括孕妇和哺乳妇女）

    成人二线抗病毒治疗应包括两种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加上
一种利托那韦增强型蛋白酶抑制剂。

    建议按以下顺序使用二线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方案：

   在以替诺福韦+拉米夫定（或恩曲他滨）为基础的一线用药
方案失败后，二线方案以齐多夫定+拉米夫定为骨干核苷
类逆转录酶抑制剂。

   在以齐多夫定或司他夫定+拉米夫定为基础的一线用药方
案失败后，二线方案以替诺福韦+拉米夫定（或恩曲他滨）
为骨干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

    建议以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固定剂量复合制剂为首选 
（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热稳定固定剂量复合制剂阿扎那韦/利托那韦和洛匹那韦/
利托那韦是进行二线抗病毒治疗的首选增强型蛋白酶抑制剂 
（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儿童应转换为哪种抗病
毒治疗方案 
（包括青少年）

    在以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为基础的一线治疗方案失败
后，建议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使用一种增强型蛋白酶抑制剂
加两种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为首选
增强型蛋白酶抑制剂（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在以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为基础的一线用药方案失败后，建议
3岁以下儿童仍坚持使用一线用药方案，但应采取改进依从
性的措施（有条件推荐，极低质量证据）。

    在以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为基础的一线用药方案失败后，建议
3岁及以上儿童应转换为包括一种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
和两种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的二线用药方案；依非韦伦为
首选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有条件推荐，低质量证据）。

    在阿巴卡韦或替诺福韦+拉米夫定（或恩曲他滨)的一线治疗
方案失败后，二线抗病毒治疗的首选骨干核苷类逆转录酶抑
制剂是齐多夫定+拉米夫定（强烈推荐，低质量证据）。

    在包含齐多夫定或司他夫定+拉米夫定（或恩曲他滨)的一线
用药方案失败后，二线抗病毒治疗的首选骨干核苷类逆转录
酶抑制剂为阿巴卡韦或替诺福韦+拉米夫定（或恩曲他滨） 
（强烈推荐，低质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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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抗病毒治疗
主题和人群 建议

所有人群     各国相关规划应制定三线抗病毒治疗政策（有条件推荐，低
质量证据）。

    三线用药方案应包括与之前所用药物交叉耐药风险最小的新
药，如整合酶抑制剂和二代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和蛋白
酶抑制剂（有条件推荐，低质量证据）。

    二线治疗即将失败且没有新的抗病毒药物可选择的患者应继
续使用可耐受治疗方案（有条件推荐，极低质量证据）

针对儿童的特殊考虑 如二线治疗失败，需探索能够平衡对儿童利弊的策略。大童
有更多的治疗选择，或许可以利用成人所使用的新药（如恩替卡
韦（ETV）、达芦那韦(DRV)和拉替拉韦（RAL））形成三线抗逆
转录病毒用药方案。二线治疗即将失败且没有新抗逆转录病毒选
择的儿童应继续使用耐受用药方案。如已停止抗病毒治疗，仍需
预防机会性感染，缓解症状并减轻痛苦。

业务运作和服务提供
主题 建议

优化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依从性的干预措施

   作为促进依从性策略的一系列措施之一，可考虑利用手机短信
提醒，以提高抗病毒治疗依从性（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服务整合与连接    在艾滋病毒高度流行地区，妇幼保健机构应对符合条件的孕产
妇和婴儿启动并维持抗病毒治疗，并酌情与正在进行的艾滋病
毒诊疗和抗病毒治疗服务建立联系和转介机制（强烈推荐，极
低质量证据）。

   在艾滋病毒和结核病负担高的地区，结核病治疗机构应对艾
滋病毒感染者启动抗病毒治疗，并与正在进行的艾滋病毒艾滋
病毒诊疗和抗病毒治疗服务建立联系（强烈推荐，极低质量证
据）。

   在艾滋病毒艾滋病毒和结核病负担高的地区，艾滋病毒艾滋病
毒诊疗机构应对已确诊结核病的艾滋病毒艾滋病毒感染者提
供抗结核治疗（强烈推荐，极低质量证据）。

   应在提供阿片类药物替代疗法的机构对符合条件的艾滋病毒
感染者启动并维持抗病毒治疗（强烈推荐，极低质量证据）。

治疗和关怀服务下沉 应考虑按以下方案分散启动和维持抗病毒治疗：

   在医院启动抗病毒治疗，在外围卫生机构维持抗病毒治疗 
（强烈推荐，低质量证据）。

   在外围卫生机构启动并维持抗病毒治疗（强烈推荐，低质量证
据）。

   在外围卫生机构启动抗病毒治疗，在社区水平（即卫生机构以
外的场所，如外展服务点、卫生站、居家服务或社区组织）维持
治疗，期间定期到卫生机构就诊随访（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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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运作和服务提供
主题 建议

职责分工调整    可由经过培训的非医师临床工作人员、助产士和护士启动一线
抗病毒治疗（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可由经过培训的非医师临床工作人员、助产士和护士维持抗病
毒治疗（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在定期就诊间隔期，可由经过培训并接受监督的社区卫生工作
者分发抗病毒治疗药物（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给规划管理人员的指导
主题 指导

给规划管理人员的指导 为临床和实施做出决定，建议如下：

   国家主管部门决策时应遵循透明、开放和知情决定的进程。该
进程应包括广泛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包括来自受影响社群的有
意义参与，同时考虑到有关建议的具体情况。

   决策过程应考虑国家和地方艾滋病毒流行病学数据、现行抗病
毒治疗规划现状以及社会经济、政策和法律状况，包括预算和
人力需求以及卫生系统等影响因素，即确定当前有哪些投入和
系统可用以及哪些领域需要额外投资。

   决策过程应考虑伦理、公平和人权以及不同实施方案的影响、
成本效益、机遇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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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背景和环境
世卫组织于2002年首次出版了关于在成人和青少艾滋病感染者中使用抗病毒药物的指南

（1）；于2001年首次出版关于使用抗病毒药物预防HIV母婴传播的指南，并于2004年再次出版
（2）。世卫组织于2006年对这些指南（3-5）进行了更新，引进了公共卫生措施，使用更简单且
统一的抗病毒治疗方案。这些出版物大部分在2010年再次更新（7-9）；各国在过去的十年内已
经在按比例扩展抗病毒治疗规划，这些指南则为各国提供了重要的指导。2013年世卫组织首次
对上述指南以及其他与抗病毒治疗相关的文件进行修订，并且整合到一本综合指南之中，此综合
指南旨在阐明基于广泛的艾滋病关怀服务体系，对所有年龄组及不同人群如何使用抗病毒药物进
行艾滋病预防和治疗。

这些指南于2012年底及2013年初再次更新。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当前可用的抗逆转录病
毒用药方案变得更为安全、简单、更有效且更经济，即使在最贫困的国家亦是如此。目前新的检
测策略和措施使得早期诊断HIV感染成为现实，并且可以在更广泛的机构中获取该服务；同时，
新的更可负担的用于监测抗病毒治疗效果的技术也即将出现。各国正在推广用于预防HIV母婴传
播的三药联用治疗方案和更简单的规划，其强调已感染艾滋病毒的孕妇、母亲及其婴儿的长期
健康。重要的是，新的证据已经表明抗病毒治疗可带来预防HIV传播的显著的收益（10）。尽管各
国抗病毒治疗的覆盖范围及实施世卫组织2010年相关指南（7-9）的进程不尽相同，且在研究领
域仍存在明显差距，但是全球存在一致的趋势，即扩大抗病毒治疗的可及性并及早开始抗病毒治
疗。

抗病毒治疗的适用范围得以扩大，抗病毒药物的应用方案更加广泛，这些变化带来挽救生命
及减少新发感染的机遇，同时也使许多中低收入国家的决策者和执行者面临重要的技术、实施、
规划及伦理方面的挑战。这些机遇和挑战包括实施综合性策略，以确保既可在卫生机构也可在社
区场所及时确诊HIV感染。同时需要在不同治疗机构之间建立有效地衔接和转介，服务下沉、创
新性提供抗病毒治疗服务、有效的依从性支持和干预措施，以确保患者可以维持长期的关怀。可
靠、有质量保证及可负担的实验室监测工具，充足的卫生人力资源以及不间断的药物供应也是必
不可少的。

各国在实施艾滋病防治规划时，经常陷入无法接触最需要抗病毒治疗的人群的困境。他们面
临困难的选择，如何分配有限的资源及如何确定规划的优先领域，以最大限度的利用抗病毒药
物，并与其他艾滋病预防措施一起联合应用，以期获得最佳的治疗和预防效果。国家级艾滋病规
划可能需要通过评估成本及收益，证明抗病毒治疗规划中增加的投入所带来的收益，同时阐明这
些投入对HIV感染率、艾滋病发病人数和死亡率带来何种影响。

1.2 综合指南的理论依据
本综合指南将带来以下预期收益。

在艾滋病相关预防、治疗及关怀体系内使用抗病毒药物的指导意见。除了提供抗病毒治疗
的临床建议，本指南还对艾滋病相关关怀的其他主要环节提出了指导意见。

针对不同年龄组和所有人群的抗病毒药物使用指南。将之前相互独立的世卫组织关于成人
和青少年的抗病毒治疗指南和针对儿童和预防HIV母婴传播的几份指南相整合，统一了抗病毒治
疗方案和治疗手段，以尽可能覆盖不同年龄组和不同人群。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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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新的和现有的指导意见。合并过程使得新建议可与现有的世卫组织相关指导意见相互
统一。

合并过程促使不同机构的措施和衔接相互一致。合并建议的过程有助于促进抗病毒药物及
其相关服务的不同提供机构之间的衔接，并且促进不同机构的相关措施相互统一。这些服务包括
艾滋病特殊关怀，初级保健，以社区为基础的关怀服务，妇幼保健服务，结核病防治服务以及对
吸毒者提供的服务。

更新将变得更加及时并更具综合性。合并指南使得在抗病毒药物应用过程中新学科和新兴
举措在临床、实施及规划等方面所产生的关键影响得以每两年在全人群、不同年龄组及不同环境
中进行一次全面评估。

1.3 目标
本综合指南的目标包括：

   提供最新的、以证据为基础的临床建议，阐明一项在艾滋病关怀体系中提供抗病毒药物用于治
疗艾滋病及预防HIV传播，并特别关注卫生系统能力及资源有限的地区的公共卫生措施;

   为需要解决的实施及服务提供方面的关键议题提供指导意见，以提高艾滋病服务可及性、加强
艾滋病持续关怀，并进而将抗病毒药物供应纳入卫生系统的服务内容当中；

    为国家级别的决策人员和规划制定人员提供有关采纳临床及实施方面的建议，确定其优先领
域，落实并监控其执行情况和影响等方面的系统指导意见。

1.4 目标人群
本指南的主要目标使用对象为国家级的艾滋病规划管理人员。下列目标人群也是本指南所感

兴趣的：

  国家级的艾滋病治疗和预防咨询委员会；

  国家级别的结核病规划管理人员；

  孕产妇、新生儿、儿童健康及生殖健康规划管理人员；

  临床及其他卫生服务提供者；

  国家实验室服务管理人员；

  艾滋病感染者及社区组织；以及

  为资源有限地区的艾滋病规划提供财政和技术支持的国际及双边机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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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范围及内容
本指南应对使用抗病毒药物进行艾滋病治疗和预防所涉及的临床、实施和规划方面的问题 

（详见图1.1）。

1.5.1 概述章节
本指南包括若干概述章节。

第一章：描述本指南的背景、环境、理论依据、目标和目标人群。

第二章：阐明贯穿指南的指导原则。

第三章：描述制定指南的方法和过程。

第四章：阐述用于表达新建议的格式。

1.5.2 临床指南
第五、六、七章的建议针对在艾滋病关怀体系（包含从诊断到治疗与关怀服务）内对所有年龄

组和全人群使用抗病毒药物进行艾滋病治疗和预防所涉及的关键问题。

第五章：通过结合现有世卫组织指导意见，本章总结了艾滋病检测咨询方法。此外，本章还
结合现有世卫组织指导意见，总结了在实施综合艾滋病预防措施的场所中，使用抗病毒药物预防
HIV传播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本章指南不包括行为、组织和生物学干预措施，因为本章所述及
的抗病毒药物的应用过程不涉及这些干预措施。

第六章：总结了针对个体的艾滋病综合关怀措施，从个体被确诊为HIV感染之时起，到其启
动抗病毒治疗，包括将确诊为HIV感染的人群转介至艾滋病治疗和关怀服务的措施，这是综合关
怀服务包的组成部分，促使个体做好启动抗病毒治疗的准备。

第七章：包括针对成人（含孕妇及哺乳妇女）、青少年、儿童的抗病毒治疗建议，包括适合于
大部分人群的关于启动抗病毒治疗的最佳时机的最新建议；关于最有效及最可行的一线及二线抗
病毒治疗方案的最新建议（启动治疗时使用何种方案，转换至何种治疗方案）；监控及处理抗病
毒药物毒性反应的最新建议；以及对三线抗病毒治疗方案进行讨论。

第八章：结合现有的世卫组织指导意见，总结了针对艾滋病相关的常见机会性感染、其他合
并感染和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方法。

1.5.3 实施和服务提供指南
第九章：包含了针对6个主要的实施和服务提供提供的建议，为在整个卫生系统进一步扩展

抗病毒药物规划并确保其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在这些领域所必需采取行动。这些领域包括：使患
者保留在关怀队列中；使患者坚持抗病毒治疗；人力资源；服务提供模型，重点是将抗病毒治疗
分散至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并将抗病毒治疗纳入结核病治疗、产前保健、孕产妇及儿童保健规划
以及药物依赖干预服务；实验室服务；药物供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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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

·  HIV检测与咨询

·  基于抗病毒药物的预
防措施

· 综合艾滋病关怀服务

· 何时启动ART？

·  启动ART时使用何种
方案？

·  如何监测？（ART治疗
效果和毒性）

·  如何换药（二线ART）

·  合并感染和并发症的
处理

怎么做

· ART的依从性

·  使患者保留在关怀队
列中

·  提供服务的创新模式
（整合，分散化，职
责调整）

·  人力资源

·  实验室和诊断服务

·  采购及供应管理系统

规划

运营临床

1.5.4 规划管理者指南
第十章：致力于协助各国决策及规划制定人员。规划实施将涉及各类政策组合，根据当地实

际政策组合不尽相同。需要考虑的当地实际包括：HIV感染流行情况和变化趋势；HIV传播模式；
卫生系统机构和能力；相对收入；以及当前干预措施的覆盖程度。本章提出了在国家层面确保公
平、包容及透明决策的步骤；还就成本核算和制定规划的工具提出了建议。本章还针对指南中所
提及的在整个卫生系统内部实施、特别及重点建议的考虑进行了讨论。

1.5.5 监控与评估
第十一章：提供了针对本指南中重要的新建议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监测的指导意见。本章提

出了用于追踪新建议的执行情况的系列指标，以及用于监控跨持续关怀体系规划的绩效的指标。
第十一章也强调新建议提供了审核及加强监控评估体系的机会。

图1.1 综合指南的主要内容

如何确定该做些什么，在哪里及何时做

· 决策（过程、所需数据和关键参数）

· 实施考虑因素

· 针对成本核算和规划制定的有用工具

监控与评价

· 对新建议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监控

·  监控扩大抗病毒药物可及性的产出和
结局

·  其他监控考虑（耐药性和抗病毒药物毒
性监测）

· 加强监控和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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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对全球卫生目标的贡献
指南的实施有助于达成如下两个政治宣言中阐明的目标，即2006年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

问题的政治宣言（1）和2011年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加大行动力度，消除艾滋
病毒/艾滋病（2），使人们普遍获得HIV的预防、关怀、治疗和支持。指南还将有助于实现2011-
2015年全球卫生部门艾滋病毒/艾滋病战略（3）中设定的卫生部门的具体目标。指南对于致力
在2015年前消除儿童新发HIV感染和使感染HIV的母亲持续生存的全球计划（4），也不无裨
益。2015年的目标包括：与2009年相比，15-25岁青年的HIV感染率减少50%；儿童新发HIV感
染者人数减少90%；HIV相关疾病的死亡人数减少25%；HIV相关的孕产妇死亡人数减少一半；
与2004年相比，结核病死亡人数减少一半；在中低收入国家为1500万人提供抗病毒治疗。从远
期来看，指南将促进实现“人人享有健康”的目标，这是2015年后发展日程的重要支柱之一。

2.2 公共卫生措施
与世卫组织自2002年以来其他的HIV相关指南相同，本指南同样基于公共卫生措施，旨在

扩大抗病毒药物的使用，以治疗和预防艾滋病（5）。公共卫生措施力图通过经简化的标准方法，
确保有需要的人群能够普遍获得高质量的服务，并在实施已证实的最佳关怀标准和资源有限的
地区可能大规模推行的服务之间找到平衡。

2.3  通过学习和创新加强卫生系统
实施指南中与提供服务有关的改革和建议，应以加强HIV持续关怀体系和强化广义的卫生体

系为目的，尤其要加强基本关怀和长期关怀。

在很多高负担地区，艾滋病防治服务已纳入基层卫生机构的日常工作，而预防HIV母婴传播
（PMTCT）服务正日益成为妇幼卫生服务的核心元素。艾滋病、结核病、肝炎、药物依赖和减低
伤害等卫生服务也实现了程度不一的整合。随着接受抗病毒治疗者的老龄化，HIV感染逐渐变为
一种慢性可控的疾病，促进HIV服务与非传染性疾病关怀的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为应对这些趋
势，本指南着力推动服务提供模式的改变，以加强HIV关怀体系，在多种环境和条件下促进需要者
及时开始抗病毒治疗，确保需要者转诊到适宜的服务机构且保持和依从终身治疗。

国家级的艾滋病规划应该考虑进行实施性研究，确定如何更好的采纳指南的建议，使其适应
各地的具体环境，大规模的开展高效而有益的服务。

2.4 提高规划的效率和效果
在资金来源有限、卫生体系受限和存在优先权竞争的地区，面临使用抗病毒药物降低HIV的

发病率、死亡率和减少传播等方面的层出不穷的抉择问题，各国常常进退维谷。本指南的基本原
则是，各国应采取战略性手段应用抗病毒药物，进一步提高和优化艾滋病规划的效率和效果，方
法包括：

       优先向符合治疗标准的最需要帮助的HIV感染者提供抗病毒药物；

    探索机遇，通过在某些人群中更早的开始治疗，加强抗病毒药物预防HIV传播的作用；

2.  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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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性的综合运用有质量保证的多种HIV检测方法，提高治疗依从性和保持率，创新服务提
供方式，将抗病毒治疗与更多且更广泛的机构服务相整合，加强各种服务之间的衔接。通过
这些方法，加强艾滋病关怀体系中抗病毒药物规划的有效性和可及性；

       同时采取短期和长期行动，优化并统一药物治疗方案，同时降低其价格，开发和实施更加简
单经济的即时诊断方法和实验室服务。

2.5 促进人权和卫生公平
应将获得艾滋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服务作为实现人人享有健康权的基础。本指南应在

核心人权和伦理学原则的基础上实施。总之，艾滋病规划应保证包括孕妇、儿童和重点人群在内
的最需要的人群能够获得抗病毒药物及相关干预措施，并应采用可最大限度减少耻辱和歧视的
服务提供方式。应做到知情同意—众所周知应用于HIV检测，但启动抗病毒治疗时也应征得患者
的知情同意。应制定充分的安全措施以做到保密。

一些受资源和本国卫生体系制约的国家在实施指南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重大的伦理挑战，
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可能是需要优先保证为最严重的患者提供抗病毒治疗和为已开始治疗者继
续提供抗病毒药物，而同时又要努力放宽治疗的适用条件。每个国家都需要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
方法，确保现有的抗病毒药物规划不会中断，同时公平合理的提高药物可及性。

2.6 因地制宜
要因地制宜实施指南中的建议，要考虑的当地实际情况包括艾滋病流行形势、可用资源、卫

生系统的组织结构和能力，以及预期的成本效益等。不能简单的认为指南中强烈建议的某项特定
的服务提供方法是公认模型，可以完全替代国内现有的有效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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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概述
本2013年综合指南合并了新建议、现有建议以及其他与艾滋病持续关怀相关的指南。本

指南以公共卫生措施为基础，包括艾滋病毒检测、艾滋病综合关怀和有策略地应用抗病毒药物
治疗和预防艾滋病毒感染。本指南的制定遵守世卫组织指南审查委员会（1）所定规程，且基于
GRADE（推荐、评估、制定与评价分级）体系（2-11），提出了新的临床和实施方面的建议。其中
引自现有指南的建议绝大多数根据GRADE方法编制而成。少数未使用GRADE方法而获得的建
议，在本指南中会注明。由于第十章对规划的指导意见中不包含任何正式的建议，故该章未使用
GRADE方法。

3.2 资料来源
制定新建议时使用了以下来源的资料：

     系统综述。世卫组织指南制定领导小组（3）使用人群、干预、对比和结局原则（Population, 
Intervention, Comparison and Outcome, PICO）对41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综述（网络
附件：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这41个问题涵盖了艾滋
病治疗的全过程（9个问题涉及何时启动治疗；11个问题涉及启动治疗后做什么；4个问题涉
及治疗效果的监测；6个问题涉及毒副反应监测；6个问题涉及服务提供的各个方面；5个问
题涉及依从性干预）。指南制定领导小组与指南制定小组共同讨论，确定了临床证据方面综
述的关键指标（即死亡率、发病率、传染情况和严重不良反应），同时也确定了服务提供方
面综述的关键指标（即死亡率、发病率、传染情况、可及性、治疗持续性、病毒抑制情况以及
依从性）。系统综述委托给了制定检索方案并对现有证据进行审查的研究人员。他们运用相
关的关键词和检索式在电子数据库（MEDLINE/PubMed、Embase、CENTRAL）、会议
数据库（Aegis、AIDSearch、NLM Gateway和手工检索）和临床试验注册中心（http://
clinicaltrials.gov, www.controlled-trials.com和http://www.pactr.org）进行检索。网
络附件（http://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包括检索方案、
有关综述问题的完全清单和GRADE表以及各主题的证据摘要。

      标准化的GRADE证据表。该表用来对临床证据进行定量总结，并以结局为指标对每个PICO问
题进行质量评估。GRADE方法用于评估证据的质量（4-10）和推荐的等级（11）（附件3.1； 
网络附件：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 arv2013/annexes）。

     社区咨询。由国际艾滋病联盟和艾滋病毒感染者全球网络（GNP+）协作，通过在线网络
调查和民间团体网络共同主持论坛讨论，对指南中重点领域的价值观和优先权进行了社区
咨询。并且在乌干达和马拉维进行了专题小组讨论，讨论南非孕妇终生进行抗病毒治疗、
预防母婴传播和儿童抗病毒治疗的相关经验（网络附件http://www.who.int/hiv/pub/
guidelines/arv2013/annexes）。

    国际和民间团体的两次协商。针对HIV中、高流行区域进行持续治疗的服务提供问题，国际社
会团体和民间团体进行了两次磋商。

    咨询卫生工作者。对为成人和儿童服务的卫生工作者进行了一项网络调查，就指南中重点领域
的价值观和优先权进行了咨询。（网络附件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
ann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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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WHO艾滋病药物和诊断服务中心第六次年度调查。调查80个低收入及中低收入国
家的抗病毒药物使用和诊断情况（网络附件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
annexes）。

    数学建模。HIV建模协会对不同人群和环境中早期进行抗病毒治疗的影响和成本效益建立了
数学模型，同时对不同治疗监测策略进行了模型分析，其数据来自于HIV中、高流行的国家（印
度、肯尼亚、南非、越南和赞比亚）（网络附件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
annexes）。

    进行影响评估。基于不同的资格标准，通过谱系模型（Spectrum Model）评估适合接受抗病
毒治疗的成人和儿童的增长数量（网络附件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
annexes）。

    国家经验报告各国的实施经验报告显示，马拉维使用B+方案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赞比亚将
替诺福韦（TDF）引入一线抗病毒治疗；津巴布韦将司他夫定司他夫定司他夫定（d4T）从抗病
毒治疗方案中剔除；非洲南部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则扩展了对病毒载量的监测工作。

    针对国家级终端用户的网络调查为明确世卫组织抗病毒药物使用指南中格式、表达和发布
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专门针对国家级的终端用户进行了一项网络调查（网络附件www.who.
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

3.3 外部参与

3.3.1 指南制定小组和同行评议过程
整个过程由四个相互独立的外部指南制定小组（即成人组，妇幼保健组，实施和服务提供组

以及规划组，共计108人）和一个一百余人的外部同行评议组共同支撑。这些成员将在致谢名单
中列出。小组依照世卫组织指南制定规程（1）组建，成员包括艾滋病专家、调查研究人员、规划
管理人员、指南制定方法学专家、流行病学专家、人权专家、发展机构、联合国合作伙伴以及来自
社会和艾滋病毒感染者网络的代表，并且考虑了地理和性别上的代表性。社会小组成员通过公开
的电话提名进行选择。完整的指南草案将分发给指南制定小组和外部同行评议小组的成员进行
评阅。

3.3.2 利益冲突
指南制定组和外部同行评议组的所有成员都填写了世卫组织利益声明表（包括担任咨询顾

问、获得科研支持和财务投资）。共计21名指南制定小组成员和12名同行评议专家声明曾担任制
药公司或顾问团队的成员，或曾收取咨询费用，23名指南制定小组成员和13名同行评议专家声明
有制药公司通过资助其科研的方式曾对其提供资金支持。

2013年指南旨在制定新的或者更新现有的关于成人、青少年、儿童和孕妇使用抗病毒治疗
药物的建议。世卫组织秘书处和各指南开发组的联合主席认为，潜在利益冲突的重点在于成员被
单独某家制药公司雇佣，或者参与已完成、正在进行或计划进行的试验，在某家制药公司进行抗
病毒治疗期间或评估具体抗病毒治疗效果时担任重要角色。世卫组织指南制定领导小组审查了所
有声明，未发现仅加入一家顾问团队、仅收取一家公司的咨询费用或科研资金仅来自于某一家制
药公司资助的情况。在关键实验和研究中担任审查员的成员以后也会在指南制定小组会议中做
出声明。总而言之，世卫组织指南制定领导小组和各指南制定小组的联合主席已经确认，成员的
利益冲突声明是透明的，没有谁需要从此审议过程中排除。同时也向不同指南制定小组所代表的
广泛的选区的全体选民声明，多数成员没有需要声明的利益驱使。因此所有已填写利益声明的人
员全部继续参加指南制定小组会议或担任同行评议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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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建议的制定过程
2012年11月至2013年1月，指南制定小组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了4次会议（2012年11月，实

施和服务提供指南制定小组会议；2012年12月，成人指南制定小组和妇幼保健指南制定小组会
议；2013年1月，规划指南制定小组会议）。会议讨论了系统综述、用GRADE方法制定的证据表
以及其他在3.2节讨论过的相关内容，并在一个需密码登录的网站上发布。随后针对以下每个主题
（3.1专栏）编制标准化决策制定表，对提出的建议进行考量。这些主题包括：现有和新提出的建
议；证据概要；受益和风险；社区和卫生工作者的价值观和偏好；成本和涉及的资源；成本效果；
可行性和实施障碍；公平、伦理和人权问题；建议推荐强度的等级（强烈推荐或有条件推荐）和证
据质量；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需求；建议的总体依据等。

指南制定小组不仅讨论了建议的措辞，还讨论了其推荐强度（强烈推荐或有条件推荐）。所
有的决议都是在商讨并对建议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推荐的强度、适合的区域、推
荐附带的条件。对于分歧，则通过邮件讨论、电话会议和重新起草推荐及理论依据来解决。指南
各章节的早期草案在指南制定小组成员间传阅，完整草案在指南制定小组成员间和同行评议专家
间传阅，以便做出评价。对于一百余名评议专家所提出的广泛意见，尽可能采纳并整合入的指南
的修订版.

专栏3.1 使用GRADE系统评估证据质量和推荐强度的方法 

世卫组织自2008年开始使用GRADE方法，该方法可以将证据的质量和建议的强度区
分开来。

证据质量是指报告的效应估计值足以支撑某具体决策或推荐的可信程度。GRADE方
法将证据质量分为高、中、低和极低四个级别（表3.1）（4-10）。随机对照试验初始被评定
为高质量证据，但可能会由于某些原因被降级，如研究的局限性、研究结果不一致、间接证
据、结果不精确和报告有偏倚等。观察性研究初始被评定为低质量证据，但若某干预措施
效果显著、多数研究呈现相同效果、证据显示剂量反应关系或者可能导致效果显著降低的
各种偏倚都可被识别时，观察性研究的质量等级可能会被提高（10）。证据的质量等级越
高，越有可能被强烈推荐。

推荐强度反映出指南制定小组认为采纳推荐后获得的理想效果大于潜在的不良效果
的程度。推荐强度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证据的质量、利弊的权衡、价值观和优先权、资源
的利用和干预的可行性（表3.2）。

GRADE方法将推荐强度分为两种：“强烈”和“有条件”（11）。强烈推荐是指南制定
小组确信采纳建议后的受益程度大于不良作用。有条件推荐是指南制定小组认为采纳建议
后获得的受益程度可能大于不良作用，但对收益和风险间的平衡关系不够确定。表3.3总结
了“强烈推荐”和“有条件推荐”分别对个人、临床医生和政策制定者的意义。

有条件推荐的原因包括：缺乏高质量的证据；结果估计不精确；个体对干预结果的价
值观和偏好易改变；收益低；更适应特定环境而非所有环境；收益低而成本高（包括实施该
建议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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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GRADE证据等级分类

证据等级 依据

高 进一步研究也几乎不可能改变我们对预计效果的确信程度

中等 进一步研究可能影响我们对预计效果的确信程度

低 进一步研究很有可能影响我们对预计效果的确信程度，预计效果可
能改变

极低 任何预计效果都很不确定

表3.2 影响推荐强度的关键维度

维度 依据

收益和风险 期望效果（收益）需大于不良影响（风险）。收益比风险大越多，越可
能被强烈推荐

价值观和优先权 
（可接受性）

如果该建议可能被广泛接受或高度评价，则可能被强烈推荐。若有充
分的理由认为该推荐方法很难被接受，则更有可能被确定为有条件
推荐

成本和财务的影响 
（资源使用）

成本（资金、基础设施、设备或人力资源）较低或成本效益较高的将
更可能被强烈推荐

可行性 如果一项干预可实施并且预期可获得最好效果，则更可能被强烈推荐

表3.3 强烈推荐和有条件推荐对个人、临床医生和政策制定者的意义

强烈推荐 有条件推荐

个人 你所处的环境中，绝大部分人希
望拥有所推荐的行动路线，只有
少部分人不希望

你所处的环境中大部分人希望拥
有所推荐的行动路线，但也有很
多人不希望

临床医生 绝大部分人会接受该行动路线 准备帮助个人做出与其价值观一
致的决定

政策制定者 在大多数情况下该建议适于采
纳为政策

需要利益相关者进行大量的讨
论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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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其他方法
现有指南中的推荐。除外基于GRADE方法的新推荐，本指南还总结了现有的世卫组织

其他指南中的相关建议。这些建议多使用GRADE方法制定，或者使用2008年之前的分级标
准（A（强烈推荐）到C（可选推荐））及I–IV（证据等级）（网络附件www.who.int/hiv/pub/
guidelines/arv2013/annexes）。对于现有建议没有重新进行证据审查。对于需要更新的建议
已标注，对于各指南中已计划更新之处也已明确声明。

对于无法进行或不适合通过系统综述和使用GRADE方法评估证据质量来对新建议加以证
明之处，已撰写了定性文献综述并发表。此方法应用于第9章的一些特定议题，包括如何促使患
者保留在艾滋病关怀体系中，但该方法尚不能构成正式的建议。

针对负责规划决策的规划管理人员的指导。第10章和第11章不涉及建议制定或证据质量评
估，因此未使用GRADE方法。该过程涉及了两篇综述，其中一篇属叙述性综述，内容为基于证据
的伦理决策过程和标准；另一篇综述是关于世卫组织相关政策、世界卫生大会决议以及利用数学
建模获得的在不同人群和地区中早期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效果和成本效益。指南制定小组成员还
进行了结构化讨论，以确定不同艾滋病流行形势（艾滋病中流行、高流行区域以及抗病毒治疗覆
盖程度为低、中、高的不同区域）中关键临床建议的优先级别。

3.6 发布
本指南将以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通过出版物和世卫组织网络进行宣传。网上版本将包含所

有附件。精简版概括了新的和现有的关键建议，以便于参考。网站提供了所有的支持文件和证据
库。世卫组织总部将通过区域和分区域会议，与各区域和各国办事处及合作伙伴紧密联系，确保
实现指南的广泛传播，同时将向各成员国提供帮助以实现指南的本土化。

为了解用户对这些建议的理解程度，并发现妨碍指南有效实施的障碍，世卫组织已经开始制
定一项关于用户如何实施指南的评估。本指南将于2015年进行复审。在此期间，如果发现有新的
重要证据，可能会对本指南进行技术层面或规划层面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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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南的结构

关怀体系

纳入关怀

 ■ 持续

第5.1节 第5.2节

第6.4节

HIV咨询和检测

第6.1节

第6.2节

第8.1和8.2节

 ■ HIV预防
 ■ HIV综合关怀
 ■  进行ART准备
 ■  合并感染和 

并发症处

第9.3节

 ■  链接至关怀
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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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依从性和持续性

二线和三线ART

第7.1和7.2节

启动ART

(一线)

第7.3和7.4节 第7.5节

第9.2和9.3节

 ■  监测ART的反应
 ■ 监测A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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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新建议的介绍结构
指南的新建议已用符号 新  标出。在本指南编制过程中重新进行了证据审核，据此对原有

建议进行了更新，这些更新的建议也包含于新建议之中。如果原有建议未改变，也做了清晰的
标示。建议按照如下格式介绍，反映了指南制定小组对新建议充分的证据讨论和审核过程。

      建议。描述了通过GRADE系统评估的新建议的强度和相关证据的质量。

      背景。描述了此前世卫组织在该领域的指南以及最近一次出版相应建议之后的主要进
展。如建议涉及到特定人群，则会对该人群的主要问题进行简要总结。

      建议的依据和支持性证据。概述了建议的新证据和制定建议时在实施和规划方面所考
虑的其他主要问题。

     临床问题或实施考量。列出了某些情况下与建议相关的主要临床实施问题。第10章讨论
了一些主要建议的与规划经理有关的实施考虑。

     主要的研究差距。在某些情况下，描述和列举了需进一步研究的关键问题，这也是建议
内容的一部分。

      各章的参考资料按章节列在指南的最后。

4.2  选自现有指南的建议的介绍结构
有两个章节概述了出自现有世卫组织指南的建议：第5章HIV咨询和检测以及抗病毒药物的预

防性使用；第8章HIV综合关怀，包括合并感染和合并症的预防和处理。大体上按照如下格式介绍：

      背景; 

      建议的来源；

     补充指导（如适宜）；

      现有建议。

介绍了通过GRADE系统（或其他可选方法）评估的建议的强度和相关证据的质量。

4.3 如何将指南应用于特定人群
指南包括了对成人、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青少年、儿童和重点人群的建议。明确而详细地说明

了每条建议所涉及的具体人群，还标记了适当的符号供快速查询。

  成人    
儿童

  
孕妇     

重点人群

  
青少年

表4.1-表4.4总结了对特定人群（孕妇和哺乳期妇女、青少年、儿童和婴儿、重点人群）的重
点建议和指南的相关章节：表格筛选并突出强调了与各人群高度相关的议题。但是，表格并未穷
举所有相关问题，而且，很多建议和指导都是与多个人群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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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孕妇和哺乳期妇女  
表4.1总结了与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相关的主要指导建议在指南中的位置。

表4.1 针对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主要建议和指导意见

章 议题 节

第5章： 
HIV诊断和ARV
药物的预防应用

卫生机构的HIV咨询和检测 第5.1.2节

以社区为基础的HIV咨询和检测 第5.1.3节

特定人群的HIV咨询和检测：配偶 第5.1.4.1节

特定人群的HIV咨询和检测：孕妇和产后妇女 第5.1.4.2节

特定人群的HIV咨询和检测：早期婴儿诊断 第5.1.4.3节

单阳配偶的预防性抗病毒治疗 第5.2.2节

第6章： 
将确诊为HIV感染
的人纳入关怀和
治疗

HIV感染者的综合关怀 第6.3节

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前准备 第6.4节

抗病毒治疗的第一个月会出现哪些情况 第6.5节

第7章： 
抗病毒治疗

孕期和哺乳期妇女何时开始抗病毒治疗 第7.1.2节

抗病毒药物和哺乳持续时间 第7.1.3节

孕妇关怀和管理的特殊考虑 第7.1.3节，

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的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和婴儿的抗
病毒药物

专栏7.1 
第7.2.2节

监测抗病毒治疗的反应和治疗失败的诊断（包括孕期和
哺乳期妇女）

第7.3节

监测抗病毒药物毒性和药物替换（包括孕妇和哺乳期妇
女）

第7.4节

成人和青少年的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包括孕妇和哺乳
期妇女）

第7.5.1节

三线抗病毒治疗（包括孕妇和哺乳期妇女） 第7.6节

第8章： 
常见的合并感染和
合并症的处理

合并感染合并感染的预防、筛查和处理 第8.1节

其他合并症的预防和处理以及HIV感染者的长期关怀 第8.2节

第9章： 
实施和服务提供方
面的指导意见

本章所有指南均与多个人群相关。在此列出与特定人群相关的议题。

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孕妇和产后妇女 第9.2.1节

在产前保健和妇幼保健机构提供抗病毒治疗 第9.4.2.1节

任务下沉和职责分工调整
第9.4.3节和
第9.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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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议题 节

第10章： 
针对规划经理的指
导意见

本章所有指南均与多个人群相关。在此列出与特定人群相关的议题。

主要建议的实施考虑：努力为所有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提
供终身抗病毒治疗

第10.6节， 
专栏10.4

第11章： 
监测和评估

新建议的监测含义 第11.2节

附录 附录1. 世卫组织关于儿童、青少年和成人艾滋病的临床
分期

第12章

附录3. 2013年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的建议原则

附录6. 准备情况评估表：努力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
抗病毒治疗

附录7. 青少年和成人推荐抗病毒药物的剂量（包括孕期
和哺乳期妇女）

表4.1 针对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主要建议和指导意见（续）

4.3.2 青少年 
WHO将青少年定义为10岁～19岁。HIV青少年感染者包括围产期感染的幸存者、因性活跃

而新近感染、或通过注射吸毒和其他不安全注射行为发生暴露，以及通过输血而感染的人。青少
年可以在多种机构获得HIV关怀服务，包括儿科和产前保健门诊、成人门诊。但是很少有卫生系
统提供专门的青少年服务，这种情况对青少年获取卫生保健服务和保持治疗依从性提出了挑战。

总之，指南中针对成人的临床和综合关怀建议也适用于青少年。在针对儿童的建议中涉及
青少年的指导意见时，也有明确指示。有4条针对咨询和检测的具体建议摘自最新的青少年指
南。2013年青少年HIV咨询检测和青少年感染者关怀指南包含了为青少年提供HIV检测咨询和服
务的建议。（表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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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的主要建议和指导

章 议题 节

第5章： 
HIV诊断和ARV
药物的预防性使用

卫生机构的HIV咨询和检测 第5.1.2节

以社区为基础的HIV咨询和检测 第5.1.3节

特定人群的HIV咨询和检测：青少年 第5.1.4.4节

第6章： 
将确诊为HIV感染
的人纳入关怀和
治疗

HIV感染者的综合关怀 第6.3节

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前准备 第6.4节

抗病毒治疗的第一个月会出现哪些情况 第6.5节

第7章： 
抗病毒治疗

成人和青少年何时开始抗病毒治疗 第7.1.1节

三岁及以上儿童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包括青少年） 第7.2.4节

儿童HIV感染者合并结核病的联合治疗 第7.2.5节

监测抗病毒治疗的反应和治疗失败的确定（包括青少
年）

第7.3节

监测抗病毒药物毒性和药物替换（包括青少年） 第7.4节

主要抗病毒药物的相互作用（包括青少年） 表7.16

成人和青少年的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 第7.5.1节

包括青少年的儿童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 第7.5.2节

三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包括青少年） 第7.6节

第8章： 
常见的合并感染和
合并症的处理

合并感染的预防、筛查和处理 第8.1节

其他合并症的预防和处理以及HIV感染者的长期关怀 第8.2节

成人和青少年感染者的营养关怀与支持 第8.2.4.1节

第9章： 
实施和服务提供方
面的指导意见

本章所有指南均与多个人群相关。在此列出与特定人群相关的议题。

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青少年 第9.2.1节

任务下沉和职责分工调整
第9.4.3节和
第9.5.2节

第10章： 
针对规划经理的指
导意见

本章所有指南均与多个人群相关。在此列出与特定人群相关的议题。

规划经理对主要建议的实施考虑：将成人和青少年开始
抗病毒治疗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标准从350个/mm3 

提高到500个/mm3

第10.6节， 
专栏10.2

第11章： 
监测和评估

新建议的监测含义 第11.2节

附录 附录1. 世卫组织关于儿童、青少年和成人艾滋病的临床
分期

第12章

附录2. 2013原则年成人和青少年的建议原则

附录7.青少年和成人抗病毒推荐药物的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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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儿童 
表4.3总结了重要的儿童（10岁以下）专门指导建议的位置。

章 议题 节

第5章： 
HIV诊断和ARV
药物的预防性使用

卫生机构的HIV检测 第5.1.2节

以社区为基础的HIV咨询和检测 第5.1.3节

特定人群的HIV咨询和检测：婴幼儿和儿童 第5.1.4.3节

第6章： 
将确诊为HIV感染
的人纳入关怀和
治疗

HIV感染者的综合关怀 第6.3节

HIV感染着抗病毒治疗前准备 第6.4节

抗病毒治疗的第一个月会出现哪些情况 第6.5节

第7章： 
抗病毒治疗

儿童何时开始抗病毒治疗 第7.1.4节

三岁以下儿童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 第7.2.3节

三岁及以上儿童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 第7.2.4节

儿童HIV感染者合并结核病的联合治疗 第7.2.5节

监测抗病毒治疗的反应和治疗失败的诊断（包括儿童） 第7.3节

监测抗病毒药物毒性和药物替换（包括儿童） 第7.4节

主要抗病毒药物的相互作用（包括儿童） 表7.16

三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包括儿童） 第7.6节

第8章： 
常见的合并感染和
合并症的处理

合并感染合并感染的预防、筛查和处理 第8.1节

免疫 第8.1.7节

其他合并症的预防和处理以及HIV感染者的长期关怀 第8.2节

成人和青少年感染者的营养关怀与支持 第8.2.4.2节

第9章： 
实施和服务提供方
面的指导意见

本章所有指南均与多个人群相关。在此列出与特定人群相关的议题。

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婴儿和儿童 第9.2.1节

任务下沉和职责调整
第9.4.3节和
第9.5.2节

表4.3 儿童的主要建议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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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重点人群 
在本指南中，重点人群包括易受感染的人群和高危人群。高危人群包括男男性行为者、变性

者、注射吸毒者和性工作者等。

重点人群的抗病毒治疗应遵循与成人建议相同的一般原则。以社区为基础的HIV检测中有一
条建议是专门针对重点人群的。

表4.4总结了重点人群（10岁以下）的专门指导建议的位置。

章 议题 节

第2章 
指导原则

保证人权和促进卫生公平 第2.5节

第5章： 
HIV诊断和ARV
药物的预防性使用

卫生机构的HIV检测 第5.1.2节

以社区为基础的HIV咨询和检测 第5.1.3节

特定人群的HIV咨询和检测：重点人群 第5.1.4.5节

第6章： 
将确诊为HIV感染
的人纳入关怀和
治疗

HIV感染者的综合关怀 第6.3节

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前准备 第6.4节

抗病毒治疗的第一个月会出现哪些情况 第6.5节

表4.4 重点人群的主要建议和指导

表4.3 儿童的主要建议和指导（续）

章 议题 节

第10章： 
针对规划经理的指
导意见

本章所有指南均与多个人群相关。在此列出与特定人群相关的议题。

主要建议的实施考虑：扩大儿童治疗
第10.6节， 
专栏10.6

主要建议的实施考虑：逐步淘汰司他夫定司他夫定司他
夫定（d4T）

第10.6节， 
专栏10.7

第11章： 
监测和评估

新建议的监测含义 第11.2节

附录 附录1. 世卫组织关于儿童、青少年和成人艾滋病的临床
分期

第12章

附录4. 2013年的儿童建议原则

附录5. 早期婴儿诊断原则

附录7. 基于体重的儿童抗病毒药物剂量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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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议题 节

第7章： 
抗病毒治疗

成人和青少年何时开始抗病毒治疗（包括重点人群） 第7.1.1节

成人的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包括重点人群） 第7.2.1节

监测抗病毒治疗的反应和治疗失败的诊断（包括重点人
群）

第7.3节

监测抗病毒药物毒性和药物替换（包括重点人群） 第7.4节

成人和青少年的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包括重点人群） 第7.5.1节

三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包括重点人群） 第7.5.3节

第8章： 
常见的合并感染和
合并症的处理

合并合并感染的预防、筛查和管理 第8.1节

合并合并感染和并发症的预防和处理 第8.2节

吸毒及相关疾患 第8.2.3节

第9章： 
实施和服务提供方
面的指导意见

抗病毒的依从性：高危人群（包括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
者、变性者和注射吸毒者）

第9.2.1节

鸦片类毒品替代治疗机构提供抗病毒治疗，整合和链接
相关服务

第9.4.2.3节

任务下沉和职责调整
第9.4.3节和
第9.5.2节

第10章： 
针对规划经理的指
导意见

本章所有指南均与多个人群相关。在此列出与特定人群相关的议题。

社会经济学、政策和法律环境 第10.3.4节

伦理、公平和人权 第10.4.1节

主要建议的实施考虑：将成人开始抗病毒治疗的
CD4+T淋巴细胞计数标准从350个/mm3提高到500
个/mm3

第10.6节， 
专栏10.2

第11章： 
监测和评估

新建议监测的含义 第11.2节

附录 附录1. 世卫组织关于儿童、青少年和成人艾滋病的临
床分期

第12章

附录7. 抗病毒药物的推荐剂量

表4.4 重点人群的主要建议和指导（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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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HIV检测与咨询 62

 5.1.1 前言  62

 5.1.2 医疗机构开展的HIV检测与咨询 63

 5.1.3 社区开展的HIV检测与咨询 64

 5.1.4 特定人群HIV检测与咨询 65

5.2 应用抗病毒药物预防HIV 74

 5.2.1 使用口服药物进行暴露前预防 74

 5.2.2 单阳配偶抗病毒治疗预防HIV传播 74

 5.2.3 职业暴露和非职业暴露的暴露后预防 75

 5.2.4 HIV综合性预防 75

05

本章目标
为广泛实施艾滋病关怀服务体系的地区，特别针对卫生系统能力和资源有限的地区和场所，

总结现有及最新循证临床建议，概述致力于确诊HIV感染以及预防性抗病毒治疗的公共卫生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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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贯穿关怀体系的临床指南： 
HIV感染的诊断与抗病毒药物的 
预防性应用

5.1 HIV检测与咨询      

5.1.1 前言
HIV咨询检测是人们获得HIV治疗、关怀和预防服务的重要入口。据估计，目前全球大约有一

半的HIV感染者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了解自己感染状况的人通常检测较晚，而且HIV检测咨
询到关怀之间的衔接较差―包括未能迅速获得抗病毒治疗准入资格―这意味着很多人开始治疗
时已经明显出现免疫功能低下，因而导致健康结局不理想，同时导致HIV持续传播。对于一个在
全国范围内实施的艾滋病规划而言，HIV检测与咨询服务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尽可能让更多的HIV
感染者在感染后尽早确诊，并及时地通过合适的方式转介至预防、关怀和治疗服务体系。经检测
未感染的人群应转介到合适的预防服务体系，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一些重点国家开展的男性
自愿包皮环切医疗服务，或者对吸毒人群提供减少危害服务，鼓励他们于一段时间后进行重复检
测。

提供多样化的HIV检测咨询服务模式可提高获得HIV诊断服务的可及性，包括在卫生保健机
构设立咨询检测点，设立多个独立的咨询检测服务点以及大范围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服务点。这些
服务模式在《2012年世卫组织HIV检测与咨询策略框架》（1）中有详细叙述。HIV快速诊断试验
可用于现场即时检测，目前已成为一项重要策略，提高了检测可及性和当天获得结果的比例，并
促使患者得以合理转介和随访。各国应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HIV流行现状、成本效果以及可获
取的资源，确定包含不同服务模式的综合策略，使公众得以公平获取HIV检测与咨询服务。这种
综合性的检测服务应促使尽可能多的HIV感染者得以尽早诊断，并且能够及时获得抗病毒治疗服
务。这些策略要覆盖那些最脆弱的人群、高危人群和边缘人群（专栏5.1）。

只开展1次HIV检测不足以确诊HIV感染；必须按照世卫组织于2012年更新的HIV检测策略
（程序）（1）中规定的步骤进行确诊。要将检测结果的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控制到最低，必须建
立一个质量保证体系。否则，将有可能得到不准确的检测结果，从而可能产生长期的严重不良后
果。对于咨询过程而言，质量保证和质量改进措施也非常重要，可保证HIV检测咨询总是采用可
接受的有效方式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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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5.1 HIV检测咨询：指导原则 

所有形式的HIV检测与咨询服务都必须遵循“5C”原则：知情同意（Consent）、保密
(Confidentiality)、咨询（counselling）、结果准确(correct result)以及与关怀、治疗和
预防服务相链接(connections to care, treatment and prevention services)。

检测绝对不能以强制性和胁迫性形式开展，无论这种胁迫是来自于卫生保健人员还是
伴侣或家庭成员。

以下主要原则适用于各种场合、各种形式的HIV检测咨询。

       为人们提供HIV检测咨询服务之前必须征得其知情同意（口头知情同意即可，不要求
必须有书面的知情同意书）。应告知他们HIV检测咨询的过程以及他们有拒绝检测的
权利。

         HIV检测咨询服务是保密的，这意味着未经求询者同意，HIV检测咨询服务人员和求
询者之间的谈话内容不得泄露给任何外人。尽管要尊重保密权，但也不应过于强调秘
密、歧视和羞耻感。咨询员应通过其他议题，了解求询者可能希望把检测结果告知什
么人，以及通过何种方式告知。与一个伴侣或家庭成员分享秘密，相信他人并与卫生
保健人员分享秘密通常是非常有益的。

         HIV检测咨询服务必须配套高质量的检测前咨询（在一些场合下可以通过集体进行检
测前咨询的方式提供）和检测后咨询。为保证提供高质量的咨询服务，必须建立质量
保证机制以及支持性的监督指导体系。

       HIV检测咨询员应力求提供高质量的检测服务，同时建立质量保证机制以保证提供准
确的检测结果。质量保证机制要包括内部和外部措施，并在必要时能够获得国家参比
实验室的支持。

         与预防、关怀和治疗服务的衔接要包含提供有效的转介服务，使患者获得适宜的随访
服务，包括长期的预防和治疗支持服务。

无论采用何种形式的检测咨询服务，质量保证措施均必不可少。

5.1.2 医疗机构开展的HIV检测与咨询

背景

世卫组织建议在医疗机构提供常规HIV检测与咨询服务（即所谓的医务人员主动提供的检
测和咨询，PITC）作为一种高效实用方式，诊断HIV感染者并使之从治疗中获益。

建议依据：

       卫生机构医务人员主动提供HIV检测咨询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2007。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7/9789241595568_eng.pdf)（2）。

635. 贯穿关怀体系的临床指南：HIV感染的诊断与抗病毒药物的预防性应用
5

. 贯
穿

关
怀

体
系

的
临

床
指

南
：

H
IV

感
染

的
诊

断
与

抗
病

毒
药

物
的

预
防

性
应

用



5.1.3 社区开展的HIV检测与咨询
除了医疗机构，还可以在社区多种场所提供HIV检测与咨询服务。

目前建议（2）
在高流行地区，建议向以下医疗机构所有就诊者（成人、青少年和儿童）提供PITC服

务：医疗手术机构；性传播疾病、肝炎及结核门诊；公立及私立医疗机构；住院部及门诊；
流动或外展医疗服务机构；为孕妇提供卫生服务的机构（产前门诊、计划生育门诊和妇幼
保健机构）；重点人群服务机构；婴儿和儿童服务机构；以及生殖健康服务机构。

在中度流行区和低流行地区，建议对所有医疗机构对下列人群提供PITC服务：

       到医疗机构就诊的成人、青少年和儿童，有症状、体征或医学情况可能提示HIV感染，
包括结核病；

       暴露于HIV的儿童、HIV阳性妇女所产婴儿以及有症状的婴儿和儿童。

在性病、肝炎和结核病门诊、产前保健门诊以及重点人群服务点（特别是男男性行为人
群、变性人群、性工作者和注射毒品人群），应考虑提供PITC服务。

最新建议（2013）

       在HIV高度流行区，除了PITC服务之外，建议提供以社区为基础的HIV检测与咨询服
务，并开展预防、关怀和治疗服务。（强烈建议，证据质量较低）

       在不同HIV流行情况下，除PITC服务之外，均建议为重点人群提供以社区为基础的
HIV检测咨询服务，并开展预防、关怀和治疗服务。（强烈建议，证据质量较低）

新

背景

这些指南扩大了感染HIV的儿童、青少年、成人和孕妇及哺乳妇女的抗病毒治疗适用标准。
为使这些建议所提及的个人及公众健康的利益最大化，必须尽可能在HIV感染的早期阶段发现并
转介至治疗关怀服务。尽管在医疗机构开展检测是一个重要途径，但在医疗场所中诊断的HIV感
染者通常已处于感染晚期，同时一些人群包括男性和青少年，特别是重点人群，对卫生保健服务
的利用率通常很低。与医务人员主动提供HIV检测咨询相比，以社区为基础的HIV检测方式可能
在HIV感染早期发现感染者，同时可以将检测服务扩展至那些通常情况下不去医疗机构就诊的人
群。

HIV快速诊断试验应用指尖血检测，可由接受过培训的咨询员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开展检测，
这种方式可促进社区场所HIV检测咨询服务的扩展；社区场所包括家庭、客运站、宗教机构、中
学、大学、工作场所以及运动场馆等重点人群频繁出入的地方。持续扩大社区HIV检测咨询作为医
疗机构HIV检测咨询服务的补充，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策略，有助于实现普遍知晓HIV感染状态、
早期诊断并获得关怀和治疗服务。以社区为基础的HIV检测与咨询服务包括应用流动外展服务、
走家窜户、推荐、开展运动和以工作场所及学校为基础等多种方式提供HIV检测与咨询服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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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依据与支持性证据

这些建议均有证据支持，同时也得到实施规划的证明。系统性综述纳入了四项随机化研究
（3,4）和八项观察性研究（5-10），对高流行区地区的以社区为基础的检测和以医疗机构为基础
检测两者进行了比较（网络附件：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 
研究结论是，以社区为基础的检测方式提高了人们首检率以及CD4+T淋巴细胞计数超过350/mm3 

的成年人的诊断率。但是，医疗机构的阳性结果检出率要高于社区场所。系统综述发现，通过社
区HIV检测咨询服务（通过走家串户方式或者流动外展服务方式）与医疗机构HIV检测咨询服务
相结合的方式，地区级的HIV 检测咨询服务的覆盖率明显提高。

另外一项综述主要针对重点人群，选择了三项研究，对重点人群的社区检测服务和医疗机构
检测服务进行了对比（11-13）。经分析发现，两种方式下调查对象首检率基本相当，而以社区为
基础的检测方式的接受率较高。

15项研究对以社区为基础的检测服务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10，14-25）。这些
研究对检测对象获得阳性结果的经历及其忧虑进行了讨论。8篇文章报告称，少数调查对象拒绝
HIV检测咨询的原因是担心自己的感染状况被暴露或者歧视（10，14-17，21，23，25）。这些研
究并没有对社区检测会减少还是会增加歧视或恐惧或者其他伤害进行阐述。

若干项研究分析比较了医疗机构检测服务和社区检测服务的单位（/人）服务成本，结果
发现，两种方式的单位服务成本基本相当（网站附件：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
arv2013/annexes）。

虽然上述综述提供的总体证据质量较低，但编写组成员一致认为，社区HIV检测咨询具有重
要的规划优势，同时上述综述对社区HIV检测咨询的价值、优势、成本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从而
提供了充足的依据，使指南编写组得以提出重要建议。

社区HIV检测咨询服务应作为医务人员主动提供检测咨询服务的有效补充。同时需要多种方
式并重，包括独立检测点、家庭检测、流动外展服务检测（包括工作场所、学校、大学、专项检测运
动和活动）以及为获得流行病学和社会学基础数据而开展的多种疾病调查活动。

5.1.4 特定人群HIV检测与咨询 

5.1.4.1 配偶    

背景

多个国家开展的研究表明，配偶HIV检测咨询是可接受、可行及有效的检测咨询方式。这种
检测咨询方式可以发现单方阳性配偶，对已感染的一方可转介至治疗服务使之获得治疗依从性
支持。同时，对尚未感染的另一方可提供预防性干预使之受益。这项服务的对象应包括夫妇或同
居配偶、有婚前性行为的情侣、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家庭以及其他伴侣关系的人群。与所有HIV
检测咨询方式一样，伴侣HIV检测咨询也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医务人员必须了解亲密伴侣间发生
暴力的可能性，同时当他们不愿和伴侣同时检测时应提供相应支持。伴侣HIV检测咨询可以在所
有提供HIV检测咨询的场所开展，包括产前保健和结核病门诊。鼓励HIV感染者的伴侣进行检测
也是发现更多HIV感染者的有效途径，如发现其感染还可向其者提供治疗服务而使之受益。伴侣
HIV检测咨询还可作为一种重要的干预方式，使HIV感染者更早获得抗病毒治疗，从而使抗病毒
治疗覆盖更多感染者。通过向单方感染或双方均感染HIV的家庭提供检测咨询，可使更多之前未
知晓感染状态的儿童、青少年和其他家庭成员获得诊断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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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依据：

       伴侣HIV检测咨询，包括单方阳性配偶的抗病毒治疗和预防。日内瓦，世卫组织，2012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12/9789241501972_ eng.pdf）（26）。

5.1.4.2 孕妇及产妇 

背景

医务人员主动对孕妇提供检测咨询并开展预防和关怀治疗，有助于改善母亲健康和预防新
生儿感染，并有助于配偶检测策略的实施。

建议依据：

       卫生机构医务人员主动提供HIV检测咨询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2007 
（http://www.who.int/hiv/pub/vct/pitc2007/en）（2）。

目前建议（26）
       配偶和伴侣的HIV检测咨询应遵循自愿原则，并支持相互告知检测结果（强烈建议，证

据质量较低）。

       在产前保健门诊应为配偶和伴侣提供HIV自愿检测咨询，并支持相互告知检测结果 
（强烈建议，证据质量较低）。

       应对已知晓自身HIV感染状况的个人及其伴侣提供配偶和伴侣HIV自愿咨询检测，并
支持相互告知检测结果（对于所有流行水平下所有HIV携带者均强烈建议，但证据质
量较低；对于HIV阴性人群，则建议根据各国HIV流行状况而定，有条件者开展，但证
据质量较低）。

目前建议（2）

高流行水平地区

       建议将女性PITC服务作为产前保健、分娩、产后及儿科保健场所保健服务包的常规内
容。

       由于孕期感染HIV的危险性较高，建议在孕期后三个月、分娩时或产后短期内重新检
测HIV。

中、低流行水平地区

        应考虑向孕妇提供PITC服务。许多国家将PITC服务作为与加强基本妇幼保健系统同
等重要的优先规划在产前门诊开展，视之为预防HIV母婴传播措施的关键组成部分，
并有效地将HIV检测和梅毒筛查、肝炎检测及与产前检查有关的其他重要检测相结合
协同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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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 婴儿和儿童 

背景
暴露于HIV的婴儿及18月以下儿童在出生四到六周之内要进行HIV检测，以便检测结果阳性

的婴幼儿及时开始抗病毒治疗。感染HIV而未经治疗的婴儿在一岁以内的病死率非常高。因此及
早进行HIV检测、及时反馈结果并迅速启动治疗非常必要。在此类人群中，HIV感染只能通过病毒
学检测进行确认，因为母体HIV抗体可以在儿童体内持续存在15-18个月。病毒学检测包括病毒
核酸检测试验（HIV、DNA、RNA或总核酸）或p24抗原检测试验。目前，最常用的病毒学检测是
干血斑（DBS）样本检测，可通过现场采样，运送至中心实验室进行检测。尽管早期检测比例逐
渐得到提高，但是结果获取、反馈以及结果阳性婴儿的早期治疗问题还面临着更大挑战。进一步
开展现场即时病毒学检测有望极大改善早期诊断和治疗问题。由于一些婴儿的HIV暴露状况未
被发现或者未能给予产后随访，婴儿保健机构因此要开展PITC服务，以便发现更多病例。要确保
在母婴传播的危险期之内（母乳喂养阶段）完成确诊，如果一个已知有过HIV暴露的婴儿其HIV抗
体检测结果为阴性，若无后续暴露则可认为该婴儿没有感染HIV。（见附件5：小于18个月龄幼儿
的HIV感染诊断原则。）

对于18个月龄及以上儿童（未进行母乳喂养或者至少6周前终止母乳喂养），标准的HIV血清
学检测如快速检测可用于有效判断HIV感染状况。世卫组织建议，对所有营养不良、患有结核病、
住院治疗或者有其他HIV感染症状或体征的儿童开展PITC。为提高HIV感染儿童的发现机会，一
些地区也尝试了其他方法，比如对接受儿童免疫接种规划的所有儿童均进行HIV检测。未来期间
将对婴幼儿HIV感染诊断方面的建议进行评估。

表5.1 婴儿HIV检测推荐方法汇总（27)
分类 检测需求 目的 措施

明确HIV暴露史的健
康婴儿

出生后4周 — 6周内开展病
毒学检测

诊断HIV 若感染则开展抗病
毒治疗

HIV暴露史不明确的
婴儿

母亲HIV血清学检测或婴
儿HIV血清学检测

诊断或确定
HIV暴露

若有HIV暴露则需进
行病毒学检测

健康且在9个月月龄时
有过HIV暴露的婴儿

HIV血清学检测（最后一次
免疫接种通常在9月龄开
展）

确定婴儿HIV
抗体持续存在
还是发了生血
清学转变

HIV血清学阳性需要
进行病毒学检测并
持续随访；若HIV阴
性，则认定未感染，
若持续母乳喂养则
需复查

具有HIV感染症状或
体征的婴幼儿

HIV血清学检测 确认暴露 如果<18月龄实施病
毒学检测

> 9 月 且 <18 月 龄 的
HIV血清学阳性的儿
童，不论健康或患病

病毒学检测 诊断HIV感染 应对―启动HIV关怀
和抗病毒治疗

完全终止母乳喂养的
婴幼儿

终止母乳喂养6周或更长时
间后重复检测，通常应用血
清学检测，并对HIV阳性儿
童和不足18月龄儿童进行
病毒学检测

暴露结束后排
除HIV感染

感染HIV的婴儿及5
岁以下儿童，需要启
动HIV关怀，包括抗
病毒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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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依据：

       世卫组织关于婴幼儿HIV感染的诊断建议。日内瓦,世卫组织，2010（http://whqlibdoc.
who.int/publications/2010/9789241599085_eng.pdf）（27）

       12岁以下儿童HIV检测结果告知咨询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2011（http://whqlibdoc.
who.int/publications/2011/9789241502863_eng.pdf）（28）

目前建议（27）
     强烈建议卫生保健机构对所有未知或未确定HIV暴露状况的婴儿在分娩时或分娩前后

或产后第一次随访（通常出生后4周 ― 6周内）时，或在儿童健康随访时，进行HIV暴露
状况确认（强烈建议，证据质量高）。

     强烈建议所有HIV暴露婴儿在出生后4周 ― 6周内或其后及早进行HIV病毒学检测（强
烈建议，证据质量高）。

     对于初次病毒学检测结果阳性婴儿，强烈建议立即开始抗病毒治疗，并同时采集第二份
血样证实最初的阳性病毒学检测结果。不能延误抗病毒治疗。立即启动抗病毒治疗，挽
救婴儿生命，尽管还在等待确证结果，也不能因此推迟治疗（强烈建议，证据质量高）。

     强烈建议具有HIV感染症状或体征的婴儿采取HIV血清学检测，如果结果阳性（应对）
，则开展病毒学检测（强烈建议，证据质量较低）。

     强烈建议有HIV暴露史的健康婴儿在9月龄（或者在最后一次免疫接种随访时）前后采
取HIV血清学检测。9月龄血清学试验阳性反应婴儿应进行病毒学检测，以确证婴儿
HIV感染状况，并对结果阳性者开展抗病毒治疗（强烈建议，证据质量较低）。

     强烈建议疑有HIV感染或HIV暴露的18月龄及以上儿童，按照成人HIV血清学标准诊断
原则开展HIV血清学检测（强烈建议，证据质量高）。

目前建议（28）
     应将学龄儿童的HIV阳性状况告知其本人、父母或监护人；学龄前儿童HIV感染状况的

告知要循序渐进，待其认知能力、情绪逐渐成熟，可以应对全面揭示HIV感染状况之后
再进行告知（强烈建议，证据质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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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建议（2013）（29）
     建议在不同HIV流行水平地区（高、中、低流行），均为重点人群中的青少年提供HIV检

测咨询服务，并提供预防、治疗和关怀服务（强烈建议，证据质量非常低）。

     建议向HIV高度流行区的所有青少年提供HIV检测咨询服务，并提供预防、治疗和关怀
服务（强烈建议，证据质量非常低）。

     建议在中、低流行地区的所有青少年均接受到HIV检测咨询服务，并获得预防、治疗和
关怀服务（建议有条件时开展，证据质量非常低）。

     我们建议向青少年提供相关咨询服务，包括公开自身HIV感染状况可能带来的利益和
风险，同时鼓励和帮助青少年决定是否、何时、如何以及向谁公开自身HIV感染状况 
（建议有条件开展，证据质量非常低）。

5.1.4.4 青少年 

背景

在许多艾滋病规划中，为青少年提供的服务总是匮乏的，为青少年提供服务并未赋予优先级
别；青少年对HIV检测咨询服务的可及性较差，接受检测率低，也难以获得后续的预防及关怀服
务。感染HIV的青少年包括围产期感染后仍存活的和进入性活跃期后通过性传播感染，以及由于
注射吸毒、其他不安全注射感染和输血等途径感染的青少年人群。在高流行地区，通过早期HIV
诊断和治疗将使那些预防母婴传播规划中未诊断出的垂直感染婴儿受益。在许多情况下，青年女
孩和重点人群中的青少年很容易受到HIV感染，但他们可受益于包括HIV检测咨询服务在内的具
有可接受性且有效的HIV服务。在一些地区，知情同意问题可能会成为青少年接受HIV服务的障
碍，2013年世卫组织出版的关于青少年的相关指南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29）。

建议依据：

       青少年HIV检测咨询及青少年HIV感染者关怀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2013，新闻报道（29）。

新

理论依据与支持性证据

这些建议是青少年HIV防治最新指南的一部分，由世卫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人
口活动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全球HIV感染者网络于2013年发布，依据对当前证据的系统
综述、对青少年和卫生保健人员价值和偏好的团体讨论评估以及各个指南编制组的慎重考虑意
见编制而成。大多数情况下，针对青少年HIV防治建议缺少已公开发布的证据；在这些指南中，专
家意见、青少年及其卫生保健人员的价值和偏好以及工作人员的现场经验占据了相当大的分量。
青少年HIV检测咨询和青少年HIV感染者关怀指南（29）中有关证据汇总的部分对此做了详细描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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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5 重点人群 

背景

自最初开发出HIV检测技术以来，HIV检测咨询服务就优先覆盖重点人群。世卫组织于2006
年发布了注射毒品人群HIV检测指南，于2009年发布了羁押人群和难民HIV检测指南，于2011年
发布了男男性行为人群和变性人群HIV检测指南，于2012年发布了性工作者HIV检测指南。

对于重点人群，特别是罪犯，HIV检测咨询服务有时是通过惩罚性或强制性方式提供。因此，
关于这些高危人群和脆弱人群在HIV检测咨询方面的当前建议和最新建议均重点强调知情同意
和保密，并保证HIV检测咨询成为预防、关怀和治疗综合规划的组成部分。

2012年世卫组织HIV检测咨询策略框架（1）对所有这些人群（亚群）的HIV检测咨询指南进
行了汇总（表5.2和表5.3）。

补充指南：

       中低收入国家性工作者HIV及其他性传播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公共卫生措施建议。日内瓦, 
世卫组织，2012（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77745/1/ 
9789241504744_eng.pdf）（30）

       男性行为人群及变性人群HIV及其他性传播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公共卫生措施建议。日内瓦，
世卫组织，2011.(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 2011/9789241501750_
eng.pdf) (31) 

表5.2 高流行地区HIV检测咨询建议汇总

检测谁 何时检测 何地检测 世卫组织相关指南

医疗机构的
所有就诊者

与其他诊疗服务相整
合

所有场所，包括初级卫
生保健机构、门诊和外
科病房、产前保健和妇
幼保健机构、结核病防
治机构、计划生育机构
和性病诊疗机构。

卫生机构医务人员主动提
供HIV检测咨询指南（2）

伴侣和配偶 婚前、孕期、分居后、
有新伴侣时以及开始
抗 病 毒 治 疗 和 关 怀
时；对于HIV单方阳性
配偶中的阴性方，每
6个月～12个月检测
一次

初级卫生保健机构、自
愿咨询检测点、抗病毒
治疗门诊、产前保健机
构、计划生育门诊、性
病诊疗门诊、社区及流
动外展服务点、家里

伴侣HIV检测咨询，包括单
阳配偶应用抗病毒疗法治
疗和预防HIV（26）

成人HIV检测结果告知及重
复检测咨询信息告知（32）

有指示病例
的家庭

在家庭成员诊断HIV
感染后尽早检测

初级卫生保健机构、抗
病毒治疗机构、妇幼保
健机构和产前保健机
构、家里、社区以及流
动外展服务点

HIV检测咨询（HTC）的服
务提供方式：HTC规划策
略框架（1）

家庭HIV检测的计划、实施
和督导（33）

70 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和预防艾滋病毒感染的综合指南



检测谁 何时检测 何地检测 世卫组织相关指南

重点人群：
注射吸毒人
群、男男性
行为人群、
变性人群、
性工作者和
注射吸毒者
的伴侣

每6个月～12个月检
测一次

初级卫生保健机构、性
病诊疗机构和外展服
务点，包括减轻危害服
务点和为重点人群提
供服务的其他场所

中低收入国家性工作者HIV
及其他性传播疾病的预防
和治疗：公共卫生措施建议
（30）

男男性行为人群和变性人群
HIV及其他性传播疾病的预
防和治疗：公共卫生措施建
议（31）

HIV检测咨询（HTC）的服
务提供方式：HTC规划策
略框架（1）

成人HIV检测结果告知及重
复检测咨询信息告知（32）

孕妇和男性
伴侣

首 次 产 前 保 健 就 诊
时；孕期后三个月或围
产期再次检测；为伴
侣提供检测

产前保健机构、分娩机
构和产后保健机构

卫生机构医务人员主动提
供HIV检测咨询指南（2）

成人HIV检测结果告知及重
复检测咨询信息告知（32）

伴侣HIV检测咨询，包括单
阳配偶应用抗病毒疗法治
疗和预防HIV（26）

婴儿及 
＜18月龄
幼儿

母亲HIV阳性或HIV
状况未知婴儿在出生
后4周～6周内进行早
期诊断；18月龄以及/
或者母乳喂养结束后
确证婴儿HIV感染状
况

妇幼保健服务机构； 
儿科门诊； 
计划免疫门诊

世卫组织关于婴儿及儿童
HIV感染诊断的建议（27）

儿童 每次就诊均是为其确
定是否感染HIV的机
会

儿童病房和门诊； 
计划免疫门诊

卫生机构医务人员主动提
供HIV检测咨询指南（2）

青少年 与其他诊疗服务相整
合；

性活跃期每年一次；
有新性伴时

初级卫生保健机构，
门诊病人，住院病人，
自愿咨询检测点，面向
青少年的服务机构，计
划生育机构，性病诊疗
机构

成人HIV检测结果告知及重
复检测咨询信息告知（32）

青少年HIV检测咨询及青少
年HIV感染者关怀治疗指南
（29）

表5.2 高流行地区HIV检测咨询建议汇总（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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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谁 何时检测 何地检测 世卫组织相关指南

具有HIV感染
症状或体征者

与其他诊疗服务相
整合

性病诊疗机构、结核
病防治机构、病房、
其他门诊

卫生机构医务人员主动提
供HIV检测咨询指南（2）

HIV感染者的
配偶

配偶确诊感染HIV
后应对另一方尽早
检测；对单方阳性
配偶中的阴性方，
每6个月～12个月
检测一次

临床机构，包括初级
卫 生 保 健 机 构 、抗
病毒治疗门诊、结核
病防治机构、产前保
健机构、性病诊疗门
诊、自愿咨询检测门
诊

伴侣HIV检测咨询，包括单
阳配偶应用抗病毒疗法治
疗和预防HIV（26）

成人HIV检测结果告知及重
复检测咨询信息告知（30）

有指示病例的
家庭

在 家 庭 成 员 诊 断
HIV感染后尽早检
测

抗病毒治疗门诊、妇
幼保健机构和产前保
健机构、家里、社区
以及流动外展服务点

HIV检测咨询（HTC）的服
务提供方式：HTC规划策略
框架（1）

家庭HIV检测的计划、实施
和督导（33）

伴侣HIV检测咨询，包括单
阳配偶应用抗病毒疗法治
疗和预防HIV（26）

重点人群：注射
吸毒人群、男男
性行为人群、变
性人群 和性工
作者

每6个月～12个月
检测一次

性病诊疗机构、重点
人群外展服务点和减
轻危害服务机构

中低收入国家性工作者HIV
及其他性传播疾病的预防
和治疗：公共卫生措施建议
（30）

男男性行为人群及变性人群
HIV及性传播疾病预防与治
疗：公共卫生措施建议

HIV检测咨询（HTC）的服
务提供方式：HTC规划策略
框架（1）

成人HIV检测结果告知及重
复检测咨询信息告知（32）

孕妇 首次产前保健就诊
时

产前保健机构 卫生机构医务人员主动提
供HIV检测咨询指南（2)

表5.3 中、低流行地区HIV检测咨询建议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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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谁 何时检测 何地检测 世卫组织相关指南

婴儿及＜18月
龄幼儿

母 亲 H I V 阳 性 或
HIV状况未知婴儿
在出生 后4 周― 6
周 内 进 行 早 期 诊
断；18月龄以及/或
者母乳喂养结束后
确证婴儿HIV感染
状况

妇幼保健服务机构； 
儿科门诊； 
计划免疫门诊

世卫组织关于婴儿及儿童
HIV感染诊断的建议（27）

有HIV感染症
状或体 征的儿
童，或者有感染
HIV的家庭成
员的儿童

与其他诊疗服务相
整合

所有医疗场所 卫生机构医务人员主动提
供HIV检测咨询指南（2）

重点人群中的
青少年

每6个月―12个月
检测一次

面向青少年的服务机
构，性病诊疗机构，
外展服务点

成人HIV检测结果告知及重
复检测咨询信息告知（32）

青少年HIV检测咨询及青少
年HIV感染者关怀治疗指南
（29）

表5.3 中、低流行地区HIV检测咨询建议汇总（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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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应用抗病毒药物预防HIV 
1

5.２.1 使用口服药物进行暴露前预防      

背景

使用口服药物进行暴露前预防（PrEP）是指未感染HIV人群每天口服抗病毒药物以避免感
染。临床试验表明，在单方阳性配偶（34）、男男性行为人群（35）、高危异性恋配偶（36）、注射
毒品人群（37）中，每天口服药物进行暴露前预防具有显著效果。

建议依据：

       单方阳性配偶、与HIV高危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和变性女性人群使用口服药物进行暴露
前预防指南：示范规划使用建议。日内瓦，世卫组织，2012.(http://apps.who.int/iris/
bitstream/10665/75188/1/9789241503884_eng.pdf) (38)。

目前建议（38）

世卫组织当前建议（38）是为示范规划中应用口服药物进行暴露前预防而制定，针对

单方阳性配偶、与HIV高危男性发生性行为的男性和变性女性人群。

     单方阳性配偶。当确定单方阳性配偶后，同时需要其他HIV预防选择时，可以每天口服
药物（TDF或TDF+FTC联合用药）进行暴露前预防，并将此作为针对未感染配偶的一
项附加干预措施（建议有条件时开展，证据质量高）。

如果使用口服药物进行暴露前预防的对象是同性恋、男男同性恋的单阳配偶中的未感
染方，则需要TDF+FTC联合用药，因为目前对男男插入性性行为人群的治疗方案中仅此疗
法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得以证实。

     男性和变性女性。男性和变性女性在与男性发生性行为时可传播HIV，如果需要其他
HIV预防选择时，可以考虑将每天口服药物（特别是TDF+FTC联合用药）进行暴露前
预防作为一项有效干预措施（建议有条件时开展，证据质量高）。

1 第七章中详述抗病毒药物预防的其他方面内容，包括预防母婴传播。

5.2.2 单阳配偶抗病毒治疗预防HIV传播    

建议依据：

     伴侣HIV检测咨询，包括单阳配偶应用抗病毒疗法治疗和预防HIV。日内瓦，世卫组织，2012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12/9789241501972_eng.pdf）(26)。

目前建议（26）
     应该在单阳配偶中的HIV感染者为自身健康开始抗病毒治疗时告知，抗病毒治疗也推

荐用于降低将HIV传播给未感染配偶的风险（强烈建议，证据质量高）。

     向单阳配偶中CD4计数≥350/mm3的HIV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降低其将HIV传播
给未感染配偶的风险（强烈建议，证据质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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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职业暴露和非职业暴露的 
暴露后预防

背景

暴露后预防是指无论是由于职业暴露还是性行为，在可能暴露后通过短期使用抗病毒治疗
减少感染HIV的可能性。在卫生系统内部，暴露后预防应作为普遍预防综合服务的组成部分，以
降低发生暴露的工作人员的感染风险。自2006年以来，世卫组织一直未对职业暴露后预防指南
进行评估，2014年将对该指南进行更新。目前建议HIV感染的暴露后预防的疗程是28天，第一
剂药物应在暴露后72小时内尽早应用。暴露后预防药物应根据各国针对HIV的一线抗病毒治疗
方案进行选择。一项最新建议（39）特别提及性侵的暴露后预防。

建议依据：

       针对女性的亲密伴侣间暴力和性暴力应对：临床与政策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新闻报道
（39）。

5.2.4 HIV综合性预防      

背景

人们对预防HIV的需求在其一生中是有所改变的。一套综合措施有助于人们在不同时期获得
最适宜的干预措施。综合措施也可能产生协同效应，较单项干预措施产生更大的影响。尽管抗病
毒药物在HIV预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需与以下多种适宜措施联合应用。

      其他生物医学干预措施，这些措施可减少HIV危险行为和/或每次接触事件传播HIV的可能
性，包括：

       •      男用和女用安全套。如果坚持并正确使用男用安全套，可至少减少80%的异性传播，并
可为64%在男男同性恋人群中进行的肛交行为提供保护。针对女用安全套有效性的数
据很少，但证据表明女用安全套和男用安全套有类似的保护效果（41）。

       •      针具交换规划和注射吸毒人群HIV传播降低高度相关（42）。

       •      美沙酮或丁丙诺啡替代阿片类药物治疗是治疗阿片类药物依赖最有效的方式，同时也
有效减少了HIV高危行为的发生，降低了注射吸毒传播HIV的发生。阿片类药物替代疗
法也提高了抗病毒治疗人群的依从性（43-44）。

       •      男性自愿进行包皮环切使男性感染HIV的风险至少降低了66%，同时可提供显著的终
身保护效果（45）。

目前建议（2013）（39）
女性在遭遇性侵72小时内要考虑采取HIV暴露后预防措施。与受害人共同讨论以决定

HIV暴露后预防是否合适（强烈建议，证据质量非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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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为干预减少了可能导致传播的事件的发生频率，包括以下措施：

        •      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这些规划通过不同的交流方式—例如学校性教育、同伴咨询和
社区咨询及人际咨询—来传播行为改变信息，鼓励人们减少那些可增加HIV风险的行
为、增加保护性行为（如安全药品使用、推迟首次性行为、减少多性伴无保护性行为频
率、正确坚持使用男用和女用安全套、了解自己和性伴的HIV感染状况）。

      结构性和支持性干预可影响行为学和生物医学干预措施的可及性、接受度和持续性。此类干
预措施解决与HIV传播有关的关键的社会、法律、政策和环境问题，包块法律和政策改革、
减少歧视及侮辱、促进性别平等和预防性暴力、加强经济赋权、入学、以及致力于加强转介、
依从、保持力和社区动员的支持性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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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目标
为广泛实施艾滋病关怀服务体系的地区，特别针对卫生系统能力和资源有限的地区和场所，

总结现有及最新循证临床建议，概述致力于确诊HIV感染以及预防性抗病毒治疗的公共卫生措
施。

贯穿关怀体系的临床指南： 
确诊HIV感染者的 
后续关怀与治疗服务



6.1 前言       
对于HIV感染者而言，及早接受HIV关怀治疗至关重要。这样他们就能够尽早接受抗病毒治

疗适宜性评估并及时启动抗病毒治疗，同时获得干预服务，以预防HIV二代传播，预防其他感染和
并发症，从而减少失访。2012年世卫组织HIV检测咨询规划策略框架（1）特别强调，保证HIV检
测咨询规划与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服务之间有效衔接的重要性。

6.2 衔接关怀服务的最佳实践措施
对于能够促进与治疗关怀衔接的干预措施，需要进一步严格评估。但是，多项系统综述和观

察性研究表明，有多种最佳措施可促进与治疗关怀的衔接（2-4）。这些措施包括：将HIV检测咨
询与关怀服务进行整合；提供现场或即时CD4检测并当日反馈结果；如果抗病毒治疗场所和HIV
检测咨询点的距离比较远，要提供交通帮助；利用社区外展工作人员寻找失访人员；保证来自于
有经验病人和同伴病人的支持；以及使用诸如手机短信等新技术。

6.3 HIV感染者的综合关怀服务
各国应专门建立一套针对HIV感染者的综合关怀干预服务包，而不仅限于抗病毒治疗服务，

从而减少HIV传播，预防发病并提高感染者的生活质量。并不是所有的HIV感染者都适合开展抗
病毒治疗，同时也不是所有适合开展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都能及时得到治疗。一些人可能会选择
推迟抗病毒治疗。将HIV感染者纳入关怀范围有利于拉近临床与实验室监测和抗病毒治疗适宜性
评估的距离，及时启动抗病毒治疗，达到最大可能减少失访的目的。许多治疗关怀干预措施在整
个持续关怀过程中是相互关联的，包括HIV暴露个体、HIV感染者治疗前及治疗阶段。

综合关怀包括HIV基本预防、HIV感染者健康促进和筛查、HIV相关合并感染和并发症的预
防和处理。世卫组织对综合关怀和预防措施制定了简要指南（5-7），同时于2008年推荐了一系
列针对资源有限地区感染HIV的成人及青少年的预防干预措施，共包含13项预防干预内容（5）。
这些建议包括：(1)社会心理学咨询及支持；(2)告知及伴侣告知；(3)复方新诺明预防性治疗；(4)
结核病咨询、筛查和预防性治疗；(5)预防常见真菌感染；(6)预防性传播疾病并提供生殖健康支
持，包括预防和筛查宫颈癌；(7)疟疾（复方新诺明、蚊帐以及预防孕妇感染疟疾）；(8)特定疫苗
可预防疾病；(9)营养；(10)计划生育；(11)预防母婴传播；(12)注射吸毒人群的针具交换规划；以
及(13)饮水及清洁卫生问题。

根据各地HIV流行类型、受影响人群和合并感染情况、其他并发症和健康问题的不同，综合
关怀服务也有所差异。表6.1中对HIV感染者关怀服务包要素进行了概括总结。8.1节中根据世卫
组织现有指南，对最常见的合并感染、并发症和其他健康问题的筛查、预防和抗病毒治疗时机等
方面的主要建议进行了总结。

6.  贯穿关怀体系的临床指南： 
确诊HIV感染者的后续 
关怀与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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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规划 HIV诊断
时期w 

关怀登记
时期

启动抗病
毒治疗
时期

实施抗
病毒治疗
期间

治疗失败
及更换方
案期

内容及参考
文献

综合关怀

WHO临床分期

过去及现存HIV
相关问题 

✓ ✓ ✓ 附件1

怀孕状况

计划生育与避孕

预防母婴传播

✓ ✓ ✓ ✓ ✓ 8.2.6.1节

7.1.2节及

7.2.2节

告知和伴侣告知
支持

✓ ✓ ✓ ✓ ✓ 5.1.4节

风险减少咨询与
HIV综合预防措
施

✓ ✓ ✓ ✓ ✓ 5.2.4节

并发症与非传染
性疾病的筛查、
预防和处理

✓ ✓ ✓ ✓ ✓ 8.2.1节

精神卫生和药物
滥用问题筛查、
预防及处理

✓ ✓ ✓ ✓ ✓ 8.2.2节及

8.2.3节

疼痛及症状处理 ✓ ✓ ✓ ✓ ✓ 8.2.5节

营养评估与咨询 ✓ ✓ ✓ ✓ 8.2.4节

儿童和青少年
营养、生长发育
评估

婴儿及儿童喂养

✓ ✓ ✓ ✓ ✓ 7.1.3节

8.2.4节

表6.1 HIV感染者持续关怀综合服务要素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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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规划 HIV诊断
时期w 

关怀登记
时期

启动抗病
毒治疗
时期

实施抗
病毒治疗
期间

治疗失败
及更换方
案期

内容及参考
文献

合并感染的预防和治疗

复方新诺明预防
性治疗

✓ ✓ ✓ ✓ ✓ 8.1.1节

加强结核病例
发现

✓ ✓ ✓ ✓ ✓ 8.1.2节

异烟肼预防性
治疗

✓ ✓ ✓ ✓ 8.1.2节

隐球菌感染筛查
与真菌感染预防

✓ ✓ 8.1.3节

乙肝、丙肝筛查 ✓ ✓ ✓ 8.1.4节

预防疟疾（用杀
虫剂处理蚊帐
并进行预防性治
疗）

✓ ✓ ✓ ✓ ✓ 8.1.5节

性传播疾病筛查 ✓ ✓ ✓ ✓ ✓ 8.1.6节

子宫颈癌预防和
筛查

✓ ✓ ✓ ✓ 8.1.7节

疫苗可预防疾病
评估

✓ ✓ ✓ ✓ ✓ 8.1.7节

表6.1 HIV感染者持续关怀综合服务要素一览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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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HIV感染者持续关怀综合服务要素一览表（续）

服务规划 HIV诊断
时期w 

关怀登记
时期

启动抗病
毒治疗
时期

实施抗
病毒治疗
期间

治疗失败
及更换方
案期

内容及参考
文献

抗病毒治疗准备 ✓ ✓ 6.4节

依从性准备、评估
及支持服务

✓ ✓ ✓ 6.4节 
9.2节

目前的药物治疗 ✓ ✓ ✓ ✓ 7.4.6节

6.4 HIV感染者的抗病毒治疗准备
在开始抗病毒治疗之前，首先要和他们进行一次详细的讨论，包括抗病毒治疗的意愿、是否

做好抗病毒治疗前的准备、抗病毒治疗方案、药物剂量和服药计划、可能的收益及潜在的副作用
以及必要的随访监测等。对于儿童感染者，要直接与其监护人讨论这些问题，同时还要讨论儿童
感染状况的告知问题（见第5章）。在开始抗病毒治疗之前，首先要对HIV感染者重新进行一次检
测，这样可以更好地保证诊断的准确性。启动抗病毒治疗时还应总是考虑患者的营养状况、合并
症以及药物交互作用，以便考虑到禁忌症和药物剂量调整等问题。

最终接受还是拒绝抗病毒治疗还要由患者本人或他/她的监护人来决定，如果他们选择推
迟抗病毒治疗，在后续的的随访过程中可以再次提议开展抗病毒治疗。如果患者存在精神健康问
题、药物滥用或其他影响依从性的重大问题，需要向他们提供适当的支持措施，同时定期评估其
抗病毒治疗准备状况。丰富多彩的有关其他病人的信息材料和社区及病友的支持可帮助患者做
好准备并做出启动抗病毒治疗的决定。

开始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及其监护者要认识到，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具有抑制病毒和修复免
疫系统的最佳效果，而要成功实现治疗效果则需要他们完全按照处方要求服用药物。需要告知他
们许多副作用是暂时的，并可治疗处理，有问题的抗病毒药物通常可用其他药物替换（见9.2节，
抗病毒治疗依从支持策略）。对于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及其监护人，要定期询问其他药物的服
用情况，包括中药和营养制剂。

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要认识到，尽管抗病毒药物可以降低HIV传播的风险，但不能完全依
靠抗病毒治疗来预防他人感染HIV。应建议他们采取安全性行为（包括使用安全套），避免诸如共
用针具等其他高危行为，以防止将HIV传播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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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抗病毒治疗最初几个月的预期效果
尽管抗病毒治疗是一项终生行为，但治疗的前六个月尤为重要。如果患者坚持抗病毒治疗，有

望获得临床和免疫学的改善，实现病毒抑制，但也可能出现机会性感染和/或免疫重建炎性综合征
（IRIS），以及早期药物副作用，例如药物过敏，特别是在抗病毒治疗的前三个月。总体而言，抗病
毒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死率，但在抗病毒治疗的前三个月其病死率是最高的。如果患者开始抗病毒
治疗时已处于艾滋病晚期，存在严重免疫缺陷、合并感染和/或并发症、严重低血红蛋白、低体重
指数以及CD4+T淋巴细胞计数非常低或严重营养不良等问题，这些并发症更常见。

CD4计数恢复

大多数成人和儿童在开始抗病毒治疗及出现免疫重建后，CD4+T淋巴细胞计数会升高。通
常而言，在治疗的第一年，CD4+T淋巴细胞计数会升高并进入增长停滞期，在治疗第二年继续升
高（10）。但是一些治疗患者，特别是那些开始治疗时CD4+T淋巴细胞计数非常低的患者，会持
续出现严重的免疫抑制，而CD4+T淋巴细胞计数未见升高。对于未实现CD4+T淋巴细胞计数
恢复的患者，卫生保健人员应警惕患者是可能存在依从性问题，还是主要由于对抗病毒治疗无反
应，并应考虑对患者继续提供抗机会性感染的预防性治疗，如复方新诺明预防性治疗。

免疫重建炎性综合征（IRIS）

免疫重建炎性综合征通常认为是由于对抗病毒治疗产生应答而引起的，一系列与免疫重建
相关的临床症状和体征。这是一种常见现象，在10%～30%开展抗病毒治疗的患者中都会出现，
通常发生在开始治疗的前4-8周（11,12）。可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出现：“治疗矛盾型IRIS”，在
抗病毒治疗前已经出现机会性感染或肿瘤，最初对治疗产生反应，接着在开始抗病毒治疗后恶
化；“暴露型IRIS”，抗病毒治疗引发了治疗前未出现临床表现的疾病。只有当患者出现一些临床
表现，但不是新感染所致，也不能为已知感染和药物毒性的预期病程所解释时，才应当考虑免疫
重建炎性综合征。

IRIS的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已报道的IRIS包括多种感染性疾病、肿瘤和非感染性疾病（11,12）。 
最严重并造成生命威胁的治疗矛盾型IRIS包括结核病、隐球菌病、卡波济肉瘤和带状疱疹。在
常规接种卡介苗的地区，HIV感染婴儿可能会出现卡介苗相关IRIS（局部或全身）。开展治疗时
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低（<50个/mm3）、扩散型机会性感染或肿瘤以及抗病毒治疗前抗机会
性感染治疗时间过短为主要危险因素（11,12）。免疫重建炎性综合征通常是自限性的，终止抗病
毒治疗基本不会显示效果，但患者出现长期症状时要消除其疑虑，避免终止抗病毒治疗或者治疗
依从性下降。

减少IRIS发生的最重要措施包括：早期诊断HIV感染，并在CD4+T淋巴细胞计数降低到200
个/mm3之前启动抗病毒治疗；提高抗病毒治疗前开展机会性感染筛查，特别是结核病和隐球菌
感染；以及在启动抗病毒治疗前对机会性感染进行合理治疗。存在机会性感染的患者选择抗病毒
治疗时机时要权衡利弊：早期启动治疗出现IRIS风险较大，而一旦延误ART则死亡几率较高。第
8章总结了世卫组织当前关于结核病（见8.1.2节）和隐球菌感染（见8.1.3节）患者抗病毒治疗最
佳时机的建议，这些建议基于临床随机对照试验所获得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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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贯穿关怀体系的临床指南： 
抗病毒治疗

7.1 何时启动抗病毒治疗
尽早启动治疗有利于HIV的预防和治疗，能够在群体水平提高生存率并减少HIV感染的发

生。2013版指南制定小组建议，对于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500/mm3的所有确诊HIV感
染者，国家艾滋病规划都应提供抗病毒治疗。而且，应当对重症或晚期艾滋病患者（见附录1）、以
及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者优先启动抗病毒治疗。另外，对于活动性结核病患者、合
并感染乙肝病毒的重症慢性肝病患者、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不满5岁的HIV感染儿童、以
及HIV单阳配偶中的感染方，无论其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如何，都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见
表7.1）

人群 建议

成人、青少年 
（10岁及以上）

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mm3时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

•    重症或晚期艾滋病患者（WHO临床3期或4期）、或者CD4+T淋巴
细胞计数≤350/mm3者应当优先启动抗病毒治疗

无论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或WHO临床分期如何，都应当启动抗
病毒治疗者包括：

•    活动性结核病患者

•    合并感染乙肝病毒的重症慢性肝病患者

•    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

•    HIV单阳配偶中的感染方（以降低HIV传播风险）

儿童（5岁及以上）

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mm3时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

•    重症或晚期艾滋病患儿（WHO临床3期或4期）或CD4+T淋巴细胞
计数≤350/mm3的患儿应当优先启动抗病毒治疗

无论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如何，都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者包括：

•    WHO临床3期或4期患儿

•    活动性结核病患儿

儿童（1岁～5岁）a

无论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或WHO临床分期如何，均应启动抗病
毒治疗：

•    所有1岁～2岁HIV感染患儿、重症或晚期艾滋病患儿（WHO临床3
期或4期）、CD4+T淋巴细胞计数≤750/mm3或＜25%（以两者之
间的数值较低者为准）的所有患儿都应当优先启动抗病毒治疗

婴幼儿（不满1岁）a 无论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或WHO临床分期如何，均应启动抗病
毒治疗

a  对于临床初步诊断为HIV感染的不满18月龄患儿都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

表7.1 成人、青少年、怀孕及哺乳妇女及儿童何时启动抗病毒治疗的 
建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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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成人及青少年的抗病毒治疗何时启动   

最新建议

       对重症或晚期艾滋病患者（WHO临床3期或4期）以及CD4+T淋巴细胞计数 
≤350/mm3者，应当优先启动抗病毒治疗（强烈建议，中等质量证据）。

       无论WHO临床分期如何，对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 而≤500/mm3 

的所有人，都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强烈建议，中等质量证据）a。

       对于下列HIV感染者，无论其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及WHO临床分期如
何，都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

•  患有活动性结核病的HIV感染者（强烈建议，低质量证据）

•  HIV与乙肝病毒合并感染的重症慢性肝病患者（强烈建议，低质量证据）b

•  HIV单阳配偶中的感染方应当给予抗病毒治疗，以降低对未感染方的HIV
传播风险（强烈建议，高质量证据）

•  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具体建议见7.1.2部分）

新

新

新

新

a  对于下列各种情况，没有充分证据或风险效益评估结果支持在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mm3时，或者不考虑CD4+T
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及WHO临床分期就启动抗病毒治疗：HIV感染者超过50岁、HIV-2型感染者或HIV-1型与HIV-2型合并
感染者、HIV与丙肝病毒合并感染者、以及具有高传播风险的重点HIV感染人群（如注射吸毒者、男男性行为者、变性者以
及性工作者）。因此，对于这些人群，抗病毒治疗的启动应当遵循与其他成人HIV感染者相同的原则及建议。

b  对于HIV与乙肝病毒合并感染者，没有充分证据或风险效益评估结果支持在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mm3时，或者不
考虑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及WHO临床分期就启动抗病毒治疗。因此，不考虑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就启动抗病
毒治疗的情况应当针对肝病进展或死亡风险较高的重症慢性肝病患者。对于没有重症慢性肝病的人群，抗病毒治疗的启动
应当遵循与其他成人HIV感染者相同的原则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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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002年以来，对于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的支持性证据逐渐增多，世卫组织制定的抗病毒治
疗指南也随之不断更新（1）。根据2010版世卫组织关于成人及青少年指南（2）建议，无论其世
卫组织关于HIV感染状态的临床分期（以下简称“WHO临床分期”）如何，对CD4+T淋巴细胞计
数≤350/mm3的所有人（包括孕妇）以及无论其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如何，对所有重症或
晚期艾滋病患者（WHO临床3期或4期），都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这一强烈建议基于一些随机对
照试验（3,4）以及一些观察性研究（5-8）的中等质量证据。这些研究表明，在此CD4阈值及以下
启动抗病毒治疗，能够降低死亡率、延缓疾病（包括结核病）进程、减少HIV垂直传播并避免出现
药物严重不良反应。数学模型模拟结果也显示，如果治疗覆盖率及依从性较高，尽早启动抗病毒
治疗对HIV的性传播和垂直传播都能够产生影响（9）。根据2010版指南（2）建议，对于活动性
结核病患者以及乙肝病毒合并感染并需进行乙肝治疗者，无论其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如何，
都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

至2011年底，对于达到2010版治疗纳入标准（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的所有
人，全球范围的抗病毒治疗覆盖率已达54%，纳入人数超过八百万（10）。但覆盖率随地区不同
有所差异（15%~68%）（11）。仅有9个低收入及中等收入国家报告的覆盖率超过80%。68个国
家报告的覆盖率低于50%。尽管如此，各国相关政策均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最新一项涉及92
个国家的调查（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表明，超
过90%的国家都采纳了CD4+T淋巴细胞阈值350/mm3及以下时启动抗病毒治疗的建议。另有

目标人群 建议

重症或晚期艾滋病患者（WHO临床
3期或4期

无论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如何都应当启动抗病
毒治疗

HIV感染（WHO临床1或2期） 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mm3时启动抗病毒治疗
（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时应当优先启动
抗病毒治疗）

结核病 对于患有活动性结核病的HIV感染者，无论CD4+T 
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如何，都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 
（同2010版建议（2））a

合并乙肝病毒感染 对于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mm3的所有人，都
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

对于重症慢性肝病患者，无论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
果如何，都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b

HIV单阳配偶 对于其中的感染方，无论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如
何，都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以降低对未感染方的HIV
传播风险（现行2012版建议（49））

a  应当首先启动结核治疗，随后尽早（于结核治疗启动头8周之内）启动抗病毒治疗。对于CD4+T淋巴细胞计数＜50/mm3 

的患者，应当于结核治疗启动后的2周之内启动抗病毒治疗（见8.1.2部分）。

b  重症慢性肝病包括肝硬化及终末期肝病，并分为代偿期和失代偿期。失代偿期肝硬化即出现了门静脉高压的严重临床
并发症（腹腔积液、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及肝性脑病）或肝功能不全（黄疸）。

表7.2 成人、青少年何时启动抗病毒治疗的建议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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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国家采用了高于350/mm3的CD4阈值。在几乎所有国家（包括高收入国家），虽然启动抗病
毒治疗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中位数都在上升，但其仍远低于350/mm3（12,13）。而且，治疗
启动的延误会导致较高的过早死亡率及较低的关怀队列维持率（6,14）。提高对HIV感染状况的
知晓率、加强检测与治疗服务间的有效衔接以及确保患者长期维系治疗与依从的理想效果，对于
很多国家而言仍然是主要的挑战。

理论依据与证据支持

自2010年以来，相关证据与规划经验都将风险效益比朝着有利于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的方
向推进。另外，越来越多证据表明，HIV感染状态如果不进行治疗，可能会导致一些非艾滋病范
畴的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肾病、肝病、癌症、神经认知障碍）（15-17），而尽早启动抗病毒治
疗可以减少这些病症的出现并提高生存率。最新的证据（18）还表明，抗病毒治疗能够大大减少
HIV单阳配偶中性传播的发生（但并非所有研究都报道了生存效益）。而且，毒性更低、更为便捷
的治疗方案逐渐被广泛采纳，抗病毒治疗的成本也不断下降。但关于抗病毒治疗的启动应当提早
到什么程度，目前仍在争论当中。指南制定小组也对相关评估予以持续关注，以确定新版建议在
个体水平及群体水平的潜在风险和效益。

对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的有症状及无症状艾滋病患者优先启动抗病毒
治疗

对于有症状的艾滋病患者以及CD4+T淋巴细胞计数更低的患者来说，启动抗病毒治疗具有
最大效益。2013版指南制定小组对2010版指南（2）中这一建议的证据质量与推荐强度未予变
更。来自两项随机对照试验以及几项观察性研究的中等质量证据表明，在CD4+T淋巴细胞阈值
350/mm3及以下启动抗病毒治疗，能够大大降低死亡率、延缓疾病进展并减少机会性疾病（尤
其是结核和非艾滋病范畴的疾病）的发生（2）。

当CD4+T淋巴细胞计数在350～500/mm3之间时启动抗病毒治疗

本指南中，关于CD4+T淋巴细胞计数在350～500/mm3之间时启动抗病毒治疗，其风险
效益分析方面存在一定争议。指南制定小组一致同意，相关证据有力证明了这一建议对HIV传播
的预防作用。由于相关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是观测数据，而且数据大多来自高收入国家，所以采
用GRADE系统进行评估时，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的临床效益证据被确定为中等质量。指南制定
小组强烈建议将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作为一项公共卫生措施加以应用。如果该建议的具体实施
存在可行性问题，指南制定小组建议在实施过程中开展实施性研究，对诸如可行性、治疗服务链
接、治疗维系、依从性以及资源配置等具体问题进行评估。

CD4+T淋巴细胞计数在350～500/mm3之间时启动抗病毒治疗的建议，依据的是一项
采用了GRADE证据评估方法的系统综述（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
arv2013/annexes）。该系统综述涉及21项观察性研究（8,19-39）和3项随机对照试验
（3,18,40），这些研究的结果数据包括发病率、死亡率、免疫学结果及病毒学结果。该系统综述
采用GRADE系统对这些研究的证据质量及强度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当CD4+T淋巴细胞计数
＞350/mm3时启动抗病毒治疗与≤350/mm3时相比，前者降低了病程发展至艾滋病或死亡、结
核及非艾滋病范畴内的疾病的风险，并增加了免疫恢复的可能性。虽然没有研究表明尽早启动抗
病毒治疗会对个体造成伤害，但这些研究所覆盖的时长都相对较短。

对上述观察性研究的汇总分析发现：在13项研究（21-23,26,29-31,34-39）中，尽早启动
抗病毒治疗显著降低了死亡风险；而在9项研究（21,23,26,27,30,33,34,36,39）和3项随机对
照试验（3,18,40）中，则降低了病程发展至艾滋病或死亡的风险。但这些发现的异质性水平都较
低，所以支持尽早启动治疗的这些证据被定为中等质量。进一步的亚组分析表明，将启动抗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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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CD4阈值定为500/mm3能够降低死亡风险。但其对免疫恢复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其证
据被定为低质量或极低质量（20,24,28）。在较高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启动治疗与较低时相
比，在病毒抑制（＜500拷贝/ml）、病毒学失败和病毒反弹风险等方面，2项研究未发现两者之间
存在显著性差异（20,36）。

对两项随机对照试验（3,18）的汇总分析发现：关于在较高CD4阈值启动治疗可以降低死亡
率、减缓疾病进展以及（在其中一项试验中）减少非艾滋病范畴疾病的发生，存在低质量的证据
支持。而在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风险方面没有发现显著性差异。但3级和4级实验室异常ii风险在一
项随机对照试验（40）中有所上升。在其中一项SMART试验中（3），其延迟启动组在CD4+T淋
巴细胞计数达到250/mm3以下时（而非350/mm3时以下）才启动治疗；出于其不精密性和不直
接性，该临床效益证据被定为低质量。

另一系统综述（41）发现，在1项随机临床试验（18）和2项观察性研究（42,43）中，对于
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时启动抗病毒治疗的个体，结核患病风险较低。抗病毒治疗还
会使结核复发率降低50%（44）。动态模型显示，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时启动抗病
毒治疗在群体水平能够更大程度地降低结核患病率（45）。

最后，在一项随机对照试验（18）中，存在高质量的证据表明，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可以显著
降低向阴性配偶或性伴传播HIV的风险。另外一项试验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发现，其中对感染者启
动抗病毒治疗后，向阴性配偶或性伴传播HIV的风险降低了92%（46）。

成本及成本效益

关于在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时、≤500/mm3时以及对于成人HIV感染者无
论其CD4+T淋巴细胞计数如何即启动抗病毒治疗，指南制定小组回顾了针对各自成本及流行病
学效益进行的数学模拟研究。模型显示，将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mm3作为抗病毒治疗
的纳入标准能够产生显著的卫生效益，而且对于疫情高流行和疫情中等流行地区都具有很好的
成本效益。因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所需增加成本，一部分可以由其所带来的成本降低（如减少
住院、提高生产率）及预防新发HIV感染等效益所抵消（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pub/
guidelines/arv2013/annexes）。但是，产生这些效益的前提是高HIV检测率、高治疗覆盖率、
持续依从性以及高关怀队列维持率。模型还显示，由于最大的成本与全面实施2010版抗病毒治
疗指南（2）（当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时启动抗病毒治疗）相关，因此，将启动抗病
毒治疗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标准从≤350/mm3改为≤500/mm3，所需增加的成本其实相对
较小，对于那些已有很多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并且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
者的国家而言就更是如此。同时，这些模型的结果支持对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的成
人及青少年HIV感染者优先启动抗病毒治疗。但是，由于各国的治疗覆盖率彼此不同、各地方政
府也可能出于各种原因有自己的成本考量，所以对地区及国家水平的相关成本问题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

潜在危害

并非所有观察性研究结果都一致支持该结论：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能够降低死亡率，并减少
与慢性炎症及病毒复制相关的非艾滋病范畴疾病的发生。因此，需要更长时间的随访对其潜在危
害与效益进行评估。另外，需要对抗病毒治疗的长期安全性以及尽早启动治疗对药物毒性和耐药
的影响进行密切监测。

ii 3级和4级实验室异常被认为是药物严重不良反应，通常需要中断抗病毒治疗，直至病人状况稳定、并找到合适的替代药物
（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

88 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和预防艾滋病毒感染的综合指南



iii  HIV单阳配偶是指：在一对配偶当中，一方HIV阳性而另外一方HIV阴性。尽管另外一方目前HIV阴性，但并不意味着其已具
有HIV免疫力或能够防止在未来被感染。

iv  活动性结核病是指感染了结核菌且具有症状和临床疾病。潜伏性结核感染是指感染了结核菌但没有症状或临床疾病。并
非所有潜伏性结核感染者都会发展成结核病。但对于HIV感染者来说，感染结核菌后发展成结核病的风险则非常高。

v 重症慢性肝病包括肝硬化和终末期肝病，并分为代偿期和失代偿期。失代偿期肝硬化是指已出现门静脉高压的严重临床并
发症（腹腔积液、食道静脉曲张破裂出血及肝性脑病）或肝功能不全（黄疸）。

可行性

根据国家规划和队列数据，将启动治疗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标准从≤350/mm3改为
≤500/mm3后，需要进行治疗的人数会增加25%（47,48）（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
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但各国经验也表明，如果没有更高的HIV咨询及检测
率、更好的从检测到治疗服务的衔接、足够的治疗监测以及可持续的依从性支持，提高启动抗病
毒治疗的CD4阈值未必能够迅速实现实际接受治疗人数的显著增加。

关于CD4+T淋巴细胞计数在350～500/mm3之间时启动抗病毒治疗，其具体实施可能需
要额外的人员、设施及资金投入，这些具体内容将在第十章予以详细介绍。

无论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如何都启动抗病毒治疗的情况

HIV单阳配偶中的感染方 iii

HPTN052研究（18）的结果强烈支持使用抗病毒治疗来防止HIV在HIV单阳配偶中的传
播。因此，指南制定小组支持2012版指南中关于HIV单阳配偶的HIV检测咨询以及使用抗病毒药
物进行治疗和预防的建议，即对于HIV单阳配偶中的感染方，无论其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如
何，都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

活动性结核病的治疗 iv

2010年，世卫组织建议对于所有患有活动性结核病的HIV感染者，无论其CD4+T淋巴细胞
计数结果如何，都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而且应当首先启动抗结核治疗，随后尽早（于抗结核治疗
启动8周之内）启动抗病毒治疗。根据3项随机临床试验的结果，患有严重免疫缺陷（CD4+T淋巴
细胞计数≤50/mm3）的结核病患者，如果在结核治疗启动头8周之内启动抗病毒治疗，其临床效
益要高于在8周之后再启动抗病毒治疗（50-52）。指南制定小组对这些研究证据进行了回顾，并
对2010版建议给予了支持。整合服务可能有利于艾滋病和结核病管理相关建议的实施（见第九
章）。

HIV与乙肝病毒合并感染的重症慢性肝病患者 v

合并感染HIV几乎对乙肝病毒感染自然病程的方方面面都有影响。其中包括肝病转为慢性
的比例增高、乙肝病毒的自发清除现象减少、肝纤维化进程加快并且伴发肝硬化及肝癌的风险升
高、肝病相关死亡率增加以及抗病毒药物治疗有效性下降（53-56）。肝病已经成为HIV与乙肝病
毒合并感染者的第一死因（57,58）。

2010版世卫组织抗病毒治疗指南建议（2），对于HIV与乙肝病毒合并感染并且需要对其
乙肝病毒感染（即慢性活动性肝炎）进行治疗的所有个体，无论其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及
WHO临床分期如何，都应启动抗病毒治疗。但是，由于缺乏乙肝病毒常规检测，大多数人都不知
道自身的乙肝病毒感染状况。另一方面，需要使用肝病临床分期诊断工具（肝组织活检、间歇性弹
性成像、乙肝病毒DNA及血清生物标记）来确定是否存在慢性活动性肝病以及是否应该进行乙
肝病毒治疗，但这些工具都较为昂贵，因而可及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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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项Meta分析（59）及一项随机对照试验（60）的亚组分析，对于HIV与乙肝病毒合并
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对肝相关疾病患病率及死亡率的总体影响方面，存在低质量的证据支持。但
相关研究并未涉及在较高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启动抗病毒治疗的效益问题。

总体而言，指南制定小组认为，对于HIV与乙肝病毒合并感染者，没有充分证据或风险效益
评估结果支持在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mm3时、或者不考虑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及
WHO临床分期就启动抗病毒治疗。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还可能包含一些相关风险（肝毒性、免
疫重建炎性综合征、肝炎突发等）。

但指南制定小组建议，对于肝病进展或死亡风险较高的重症慢性肝病患者，应当不考虑其
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就启动抗病毒治疗。这里使用“重症慢性肝病”一词、而非2010版指
南中所使用的“慢性活动性肝炎”一词，是因为前者更为广泛理解并且仅通过临床标准就能够明
确判断。如果具体情况下不能为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mm3的所有HIV感染者提供抗病毒
治疗，应当优先考虑对HIV与乙肝病毒合并感染者进行诊断和治疗。

正如2010版WHO抗病毒治疗指南（2）中提到，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的研究数据表明，至少应
当选用两种具备抗乙肝病毒作用的药物（TDF+3TC（或FTC）），以改善病毒载量反应、并减少乙
肝病毒耐药的发生（61,62）。

这一领域的临床研究尚需针对下列问题加强数据收集：资源受限时抗病毒治疗对乙肝病毒
合并感染者肝脏的影响；以及抗病毒治疗对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mm3的早期肝病患者
的影响。

未发布任何新建议的人群

对于下列各人群，指南制定小组没有发现足够证据或风险效益评估结果支持在CD4+T淋巴
细胞计数＞500/mm3时或者不考虑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及WHO临床分期就启动抗病毒
治疗；

HIV感染者超过50岁

针对欧洲及北美13项队列研究的汇总分析表明，超过50岁的HIV感染者具有更高的疾病进
展及死亡风险（26）。但是，这些数据并未针对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进行分层，并且不支持
针对该人群在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mm3时就启动抗病毒治疗。

HIV-2型感染者

目前尚缺乏关于HIV-2型感染者治疗的随机研究，因此很难确定该人群适宜何时启动抗病
毒治疗。一项系统综述（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
对15项研究的观测数据进行了评估，发现在死亡率、疾病进展、CD4+T淋巴细胞计数升高、病毒
学反应以及耐药风险等方面，在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时启动抗病毒治疗与≤500/
mm3时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由于这些研究结果具有不精确性（样本较少）和严重偏倚风险，其
证据被定为低质量至极低质量。

HIV与丙肝病毒合并感染者

相关观察性研究表明，HIV与丙肝病毒合并感染会加速丙肝病毒相关的肝纤维化进展，并造
成终末期肝病发生率（63）及死亡率（63-65）升高。

根据一项Meta分析的结果（66），抗病毒治疗对HIV与丙肝病毒合并感染者的肝病进展及
死亡率具有明确的总体效益，但此方面仅有低质量的观测数据支持。另外9个队列研究探讨了
抗病毒治疗与肝纤维化的关系，对其进行评价时发现，抗病毒治疗与肝纤维化进展速度降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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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但尚未根据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对此进行评价（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pub/
guidelines/arv2013/annexes）。指南制定小组支持2010版指南（2）的特别说明，即针对合
并丙肝病毒感染的HIV感染人群，抗病毒治疗的启动应当遵循与HIV单独感染者相同的原则及建
议。没有发现足够证据支持，因此也不建议无论其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如何就启动抗病毒
治疗。

在无法有效获得丙肝病毒抗体检测、RNA检测、肝病分期诊断工具（如组织活检）及丙肝病
毒治疗的情况下，以及对于某些特殊人群（如注射吸毒者），丙肝病毒感染的诊断和治疗都面临着
不小的挑战。但是，丙肝病毒检测及治疗的可及性问题以及较高的丙肝病毒感染率，都不应成为
启动抗病毒治疗的障碍。

世卫组织将于2014年发布的关于肝炎的指南将在丙肝病毒筛查、治疗和关怀等方面提供具
体指导。由于丙肝病毒药物（如干扰素、病毒唑以及更新的直接效应药物）与抗病毒治疗药物之
间存在潜在的药物相互作用及毒性升高风险，需要对同时接受抗病毒治疗和抗丙肝病毒药物治
疗的HIV与丙肝病毒合并感染者进行密切监测。

重点人群 

为了在重点人群中预防HIV感染并降低人群患病率，已经在群体水平、生态学研究中及数学
模型上，对在相应人群中扩大抗病毒药物使用范围进行了评估（67-79）。其中一些研究发现，在
抗病毒治疗覆盖率较高的地区和抗病毒治疗扩展迅速的地区，群体病毒载量有所降低，但未必同
时伴有HIV感染率的降低。指南制定小组认为，对于重点人群，没有足够证据支持，因此也不建议
无论其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如何就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其抗病毒治疗的启动应当遵循与
其他成人或青少年HIV感染者相同的一般性原则及建议。

临床考量

第十章第六节（10.6部分，清单10.3）介绍了将CD4阈值从350/mm3改为500/mm3后，规
划管理人员要面对的具体实施问题。

尚待研究的主要问题

关于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的临床效益及缺陷，目前尚需进一步研究。目前正在开展两项探讨抗
病毒治疗最佳启动时机的大型随机试验，其结果有望于2014或2015年发布。在一项称作抗病毒治
疗时机策略（START）的试验中，针对未服用过抗病毒药物的18岁及以上成人，是在CD4+T淋巴
细胞计数＞500/mm3时就立即启动抗病毒治疗，还是待CD4+T淋巴细胞计数下降到≤350/mm3 

或病程已发展至艾滋病期后再启动抗病毒治疗，该试验对两种策略进行了比较（80）。在科特迪
瓦进行的TEMPRANO试验（成人HIV感染者早期进行抗病毒治疗和或早期使用异烟肼进行结核
病的预防性治疗- ANRS 1213），考察并比较了两种策略的效益和风险，即策略一是按照2010版
WHO指南的建议（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时再启动抗病毒治疗），策略二是对CD4+T
淋巴细胞计数＞350/mm3的成人立即启动抗病毒治疗（81）。这些试验都将对世卫组织未来的
建议产生影响。

其它急需研究的问题包括：长期进行抗病毒治疗者的药物严重不良反应评估；对于在较高
CD4+T淋巴细胞计数时启动抗病毒治疗者，开展有关治疗的接受程度、治疗率、依从性及长期治
疗维持情况评估；以及对重点人群立即启动抗病毒治疗的预防效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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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孕妇及哺乳妇女的抗病毒治疗何时启动 

最新建议

       所有感染HIV的孕妇及哺乳妇女应当启动三联抗病毒药物治疗，并应当至少持续至母
婴传播风险期结束。达到治疗纳入标准的妇女应当继续进行终身抗病毒治疗（强烈推
荐、中等质量证据）。

       出于规划及实施方面的考虑，尤其是对于HIV高度流行的地区，所有感染HIV的孕妇及
哺乳期妇女都应当进行终身抗病毒治疗（有条件推荐、低质量证据）。

       在一些国家，对于那些由于自身健康问题未达到抗病毒治疗纳入标准的妇女，可以考
虑在母婴传播风险期结束后停止使用抗病毒药物（有条件推荐、低质量证据）。

新

国家级预防母婴
传播规划的治疗
方案

感染HIV的孕妇及哺乳妇女 HIV暴露婴儿

对所有孕妇及哺
乳妇女进行终身
抗病毒治疗（B＋
方案）

无论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及
WHO临床分期如何

哺乳 人工喂养

启动抗病毒治疗，并在分娩及哺乳期
后继续治疗

每日一次NVP
婴儿预防用药
共6周

每日一次NVP 
（或每日两次
AZT）婴儿预防
用药共4-6周

仅对达到治疗纳
入标 准的怀孕及
哺乳妇女进行终
身抗病毒治疗（B
方案）

达到治疗纳入标
准a

未达到治疗纳入
标准a

启 动 抗 病 毒 治
疗，并在分娩及
哺乳期后继续治
疗b

启动抗病毒治疗，
但在分娩及哺乳
期后终止治疗 b c

a  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mm3、或WHO临床3期或4期时启动抗病毒治疗，或者遵循各自国家指南；
b  对于达到临床或实验室治疗失败标准的孕期或哺乳期病人，应当进行二线治疗评估；
c  对于哺乳妇女，在哺乳期结束1周后终止抗病毒治疗；对于采用人工喂养者，在分娩后终止抗病毒治疗。

表7.3 预防母婴传播规划的抗病毒治疗方案

背景

感染HIV的孕妇及哺乳妇女服用抗病毒药物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母亲健康以及保护暴露婴
儿免受感染，同时也可能起到预防HIV性传播的作用。2010版世卫组织关于预防母婴传播指南
（82）建议，对达到治疗纳入标准（根据2010版标准，即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 
或WHO临床3期或4期）的妇女进行终身抗病毒治疗；对未达到治疗标准的感染HIV的妇女采
取预防性抗病毒治疗来实现母婴传播阻断。对于那些未达到治疗标准的妇女，建议采取两种
预防方案：A方案，母亲在孕期采用AZT，在分娩时及产后持续一周采用单剂NVP（sd-NVP）
＋AZT＋3TC；B方案，孕期及哺乳期均采用三联抗病毒药物治疗。建议早在怀孕第14周就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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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用药，且两种方案都应包含针对婴儿的用药方案：围产期4周～6周使用NVP或AZT，无论
母亲是否哺乳。各国应根据实际情况为自己所选的母婴阻断抗病毒治疗方案制订出全国实施策
略。

为了在全球资源受限地区加速推广抗病毒治疗及母婴阻断，保证孕妇公平获得抗病毒治
疗机会，实现消灭婴儿新发感染及维护母亲生命的全球目标（83），需要进一步对建议进行简
化、标准化和一致化。马拉维于2011年实施了一项新策略，即无论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
及WHO临床分期如何，均对所有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进行终身抗病毒治疗，也就是常
说的“B＋方案”（84-86）。世卫组织于2012年4月发布了最新规划信息（87），列出了B方案
及“B＋方案”各自的实施优势。

2013版指南建议，对所有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在母婴HIV传播风险期实施抗病毒治疗
（简化的三联用药方案），并在之后对所有妇女或根据母亲健康状态仅对达到治疗纳入标准的妇
女进行终身抗病毒治疗。不再推荐使用A方案。

基本理论与证据支持

针对所有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采用标准化抗病毒治疗方案的优点

尽管已有数据显示，预防用药A方案和B方案在临床试验中具有相似的效用（88-92），但A
方案的复杂性妨碍了母婴阻断服务在很多国家的推广，包括其治疗和预防用药方案不一致；需要
检测CD4+T淋巴细胞计数来确定是否纳入治疗以及如何用药；产前、分娩时及产后采用不同的
用药方案；母亲产后需要额外的抗病毒药物治疗；以及婴儿需长时间服用奈韦拉平（NVP）进行
预防性治疗。

相比而言，对于所有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使用经优化的、使用固定剂量复合制剂的抗
病毒治疗一线方案（TDF＋3TC（或FTC）＋EFV，具体见7.2.2部分），能够带来一些重要的规划
及临床效益，包括：

     易于实施。对所有怀孕妇女（无论是否达到治疗纳入标准）都采用相同的简化抗病毒治疗方
案，并且在孕期、分娩及产后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如此。

     一致性。经优化的、使用固定剂量复合制剂的一线方案能够与除孕妇之外的成人的抗病毒治
疗建议保持一致。

     抗病毒治疗覆盖率提高。该方案可确保不能进行CD4检测的免疫受损妇女及时接受抗病毒
治疗：

•    垂直传播效益。扩大了抗病毒治疗覆盖面，最大程度预防婴儿感染；

•    母亲健康效益。在治疗过程中延缓疾病进展（93）。

     接受程度。针对上述建议的审查发现，这一治疗策略在社区水平一般具有较高的偏好度和接
受程度。

     性传播预防效益。抗病毒治疗可以降低HIV在性伴之间的传播（18）。

指南制定小组也对一项系统综述所获得的总体证据进行了斟酌；该系统综述包含21项观察
性研究（19-39）及3项随机对照试验（3,18,40），其对成人的抗病毒治疗启动时机进行了评估。
（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见7.1.1部分）。在上述
针对怀孕及哺乳妇女扩大抗病毒治疗适宜范围的建议中，已考虑了资源受限国家的抗病毒药物方
案选择范围有限的问题。同时，指南制定小组也认识到应当对抗病毒治疗对孕妇及哺乳妇女带来
的效益与其在孕期及哺乳期对母亲、胎儿及婴儿所致毒性风险进行权衡。指南制定小组所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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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因素还包括：成本、成本效益及卫生系统负担（94,95）、依从性及关怀队列维持率等相关
问题（96）、HIV耐药、抗病毒治疗失败及未来可选治疗方案以及确保达到现行指南中治疗纳入
标准的所有人能够得到治疗等。

终身抗病毒治疗与在母婴HIV传播风险期结束后停止治疗的比较

目前尚缺乏有关对所有感染HIV的妇女进行终身治疗的影响及有效性的结论性的证据。因
此，对所有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都进行终身抗病毒治疗，或是出于母亲健康考虑仅对达到
治疗纳入标准的妇女继续进行抗病毒治疗，相关建议都是条件性的，需要各国根据本国具体疫
情及国家规划做出抉择。

对于HIV高度流行的地区以及CD4检测受限、性伴检测受限、哺乳期较长、生育率较高等情
况，对所有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都进行终身抗病毒治疗的效益十分显著，其中包括保证所
有出于自身健康需要治疗的人都能够接受治疗，避免反复怀孕时药物治疗的起起停停，为未来妊
娠提供早期母婴传播预防，减少HIV在单阳配偶中的传播风险以及改善母亲健康。根据CD4+T
淋巴细胞计数≤500/mm3的新治疗纳入标准，并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大约60%的HIV感染孕妇
都将达到治疗纳入标准（97）。还可能有至少10%～20%的妇女在产后2年能够到达治疗纳入标
准（尽管不完全符合条件）。

对于HIV中等流行的国家，在方便进行CD4+T淋巴细胞检测、有足够能力为达到治疗纳入
标准的孕妇及哺乳妇女提供抗病毒治疗、生育率较低或者不鼓励HIV感染母亲进行哺乳的情况
下，可以考虑在母婴传播风险期结束后，对未达到抗病毒治疗纳入标准的妇女停止抗病毒药物
治疗。无论采用何种治疗策略，都需要给予专项投入和支持计划，以提高依从性（尤其是在哺乳
期，目前很多规划都忽视了对此期间的随访工作），并确保将感染者有效地衔接到长期治疗服务
系统。针对在终身抗病毒治疗与停止抗病毒治疗之间进行抉择的国家规划，第十章提供了额外指
导（专栏10.4）。

在孕期及哺乳期加强抗病毒药物毒性监测，对妇女、胎儿及婴儿的治疗策略安全性评估而
言十分重要。尤其是当前越来越多正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妇女怀孕，导致胎儿在孕早期就暴露
于较高水平的抗病毒药物（见7.2.2部分：采用何种方案启动抗病毒治疗；和7.4部分：抗病毒药
物的毒性监测与药物替换）。另外，开展实施性研究对于与终身抗病毒治疗相关的很多具体问题
的发现和解决均十分重要。

由2010版指南过渡到2013版指南

最新的2013版指南建议，目前按照2010版指南的要求（82）实施A方案的各国应当在适当
规划下，过渡到对所有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都启动抗病毒治疗。2013版指南不再推荐A
方案。向B方案过渡或已在采用B方案的各国应当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充分考量向所有怀孕及哺
乳妇女提供终身抗病毒治疗的优点和缺点。

临床考量

关于过渡到对所有怀孕及哺乳妇女都进行终身抗病毒治疗，第十章第六节（10.6部分：重要
建议的具体实施问题，专栏10.4）介绍了相关临床考量以及涉及规划管理人员的具体实施问题。
为了有效对该过渡过程进行应对，现已开发出一个包含准备工作评估清单的工具包（98）（附录6）。

尚待研究的主要问题

指南制定小组强调进行更多的研究，以为新版建议提供支持、为规划决策提供信息并为具
体实施提供有效促进。尚待研究的主要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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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病毒药物毒性监测。对孕妇、哺乳妇女及其婴儿进行终身抗病毒治疗，其安全性及可接受
性仍需进行更多研究。尤其是在资源受限的国家，相比富国会存在更多的营养不良及合并症，而
且监测能力也相对不足，则更应重视此方面的研究。关于母亲健康结局、妊娠结局（如死产、出生
低体重及早产）、出生缺陷以及婴儿与儿童的健康结局，都需要更好的研究数据（见专栏7.2）。

母亲及儿童健康结局。在哺乳期结束时对母婴传播和母亲健康等远期结局进行评估方面
尚需进行更多研究。除了近期结局（如常在第6周检测的早期母婴传播率）外，对母亲抗病毒治
疗的远期结局进行评估也同等重要，其中包括哺乳期结束时的最终传播率及无HIV感染生存率、
（HIV感染或未感染）母亲及儿童的健康结局、（高CD4+T淋巴细胞计数及低CD4+T淋巴细胞
计数个体的）关怀队列维持率、抗病毒治疗一线药物的治疗是否成功以及HIV耐药等方面的内
容。

依从性及关怀队列维持。对于怀孕及哺乳妇女的抗病毒治疗（包括由于自身健康原因而未达
到当前治疗纳入标准的妇女，其启动了终身抗病毒治疗），如何改善治疗接受程度、依从性及关怀
队列维持率，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为了对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的终身抗病毒治疗进行优
化，还需要开展更多关于卫生体系与群体干预的研究。另外，关于抗病毒治疗的不同启动策略对
不同人群的潜在影响，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7.1.3 抗病毒药物与哺乳期 

建议
2010年确定的重要原则及建议仍然有效，包括：

国家及下级卫生部门应当做出决定，向已知HIV感染的母亲提供怎样的咨询和支持：
出于其已感染状态，是帮助她们在哺乳的同时接受抗病毒药物干预，还是帮助她们完全放
弃哺乳。

如果国家已经做出决定：其母婴健康服务应当主要致力于在促进和支持在哺乳的同
时进行抗病毒药物干预、并通过这一策略使已知HIV感染的母亲所生婴儿最大可能地获得
无HIV感染生存的机会，那么：

     在其婴儿未感染HIV或感染状态未知时，已知HIV感染的母亲应当在婴儿6月龄之内
只喂母乳，之后应适当引入辅食、并在婴儿12月龄之内继续进行哺乳。而后，哺乳仍应
持续，直至能够提供营养足够的非母乳安全膳食（强烈建议6月龄相关建议具有高质
量证据，12月龄相关建议具有低质量证据）。

背景

世卫组织针对HIV与婴儿喂养问题提出建议，其主要目的是提高HIV暴露婴儿的无HIV感染
生存率，包括（主要采用抗病毒药物）降低HIV经母乳传播风险，同时避免出现营养不良以及由不
安全喂养造成的婴儿及儿童严重疾病风险增加。

世卫组织于2010年建议，在整个哺乳期向母亲或婴儿提供抗病毒药物，以降低产后传播
HIV的风险（82,99）。在推荐哺乳同时进行抗病毒药物干预的国家，建议HIV感染妇女应当在
婴儿12月龄之内继续进行哺乳，直至能够提供营养足够的非母乳安全膳食再终止哺乳（99）。这
一建议的证据包括：哺乳能够预防腹泻、肺炎、及营养不良造成的死亡，这种效益在婴儿12月龄
之内最为显著；而且，在进行抗病毒药物干预的情况下，通过哺乳将HIV传播给婴儿的风险很低
（100,101）。在当时，关于母亲对预防性服用抗病毒药物的依从性，以及她们能否在更长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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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婴儿18～24月龄之内）坚持给其婴儿服用抗病毒药物都是不确定的问题。因此，婴儿12月
龄之后的哺乳能否得到足够的保护以防止HIV传播也是不确定的。最后，婴儿长期暴露于母乳中
的（尽管是低剂量的）抗病毒药物，其可能造成的药物不良反应问题也没有足够数据支持（102-
104）。

自2010年以来，关于HIV感染妇女的哺乳期长短问题，来自推荐哺乳的国家的建议从12个
月至24个月不等，还有些国家并不明确推荐哺乳。关于哺乳期抗病毒药物治疗的覆盖率及依从性
以及产后有效母婴随访问题，目前的研究数据仍然很少。随着母婴阻断规划中产前抗病毒药物覆
盖率的不断增加，因哺乳而感染婴儿的相对比例可能会有所升高，因为哺乳期抗病毒药物的覆盖
率相对不足，这提示制定产后有效预防策略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上文中提到的“无论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及临床分期如何，均对所有HIV感染孕妇
提供终身抗病毒治疗”（见7.1.2部分），这一策略引出一个实际问题，即是否应当对这些母亲的哺
乳期长短进行限制。

所以，如果实施的策略是“无论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及临床分期如何，都对HIV感染孕
妇提供终身抗病毒治疗”，指南制定小组考虑是应当坚持“在婴儿12月龄之内持续进行哺乳”的
建议，还是应当推荐无时长限制的哺乳期。由于延长哺乳期具有潜在的实施优势，指南制定小组
曾考虑对建议进行修订，包括：

      将针对HIV感染母亲的相关建议与针对无HIV感染母亲的建议实现一致化及简明化，可能简
化公共卫生信息、并在整个社区水平改善婴儿喂养；

      减少歧视并可能提高母亲及群体的接受程度。

但是指南制定小组最终还是决定，不对2010版关于HIV与婴儿喂养问题相关建议进行修改。

不对2010版世卫组织关于HIV与婴儿喂养问题相关建议进行修改的基
本理论

总体而言，没有出现新的证据支持对2010版的该建议进行修订。

对于HIV感染母亲推荐无时长限制的哺乳期，其主要顾虑是母亲可能不会在整个哺乳期坚持
抗病毒治疗，从而导致其将HIV传播给婴儿的风险升高。尽管这对于婴儿哺乳期的任何时候而言
均很严重，但在婴儿达到12月龄后尤为令人担忧。另外，在12月龄之前，哺乳能够显著预防腹泻、
肺炎及营养不良造成的婴儿死亡。尽管哺乳在12月龄之后仍然能够继续为婴儿提供很多效益，但
在降低上述各种死亡率方面已效果变得不那么显著了。

世卫组织在其建议中也认识到，在婴儿12月龄之后，如果停止哺乳，一些母亲可能不能提供
营养足够的安全膳食，这也就意味着应当继续进行哺乳。但是，如果此作为一项基本策略，对于额
外引入的HIV感染风险，目前尚缺乏相关研究证据；而且，对于抗病毒药物可能对婴儿造成的不良
健康影响，目前也缺乏相关的药物毒性监测数据。

HIV感染母亲进行哺乳的临床考量

在哺乳期使用抗病毒药物的重要临床考量及具体实施问题包括：

      产后婴儿预防用药仍然很重要：对于已在接受抗病毒治疗并正在哺乳的母亲，其婴儿应当接
受6周NVP预防用药（见7.2.2部分）；

      应当考虑采用某些具体干预措施（如将随访与接种等婴儿卫生服务相结合），以改善目前大多
规划都忽视的产后母婴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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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抗病毒药物治疗的同时进行哺乳的价值以及当地对哺乳期长短的考虑，都应与当事人及
相关群体进行清晰、有效的沟通。

另外，对于长时间使用抗病毒药物可能产生的药物毒性，指南制定小组强调了应当进行有效
监测，包括在婴儿2岁之内进行的婴儿队列哨点现场监测、其后3-5年的继续监测以及引入新药后
的监测，从而对抗病毒药物的效应（尤其是对神经发育、肾脏健康及骨骼健康的影响）进行评估。

尚待研究的主要问题
      对于时长不同的哺乳期和要求不同的规划，在同等抗病毒治疗条件下的产后传播风险是否存

在差异；

      抗病毒药物（尤其是EFV和TDF）经母乳长时间、低剂量暴露的短期及长期婴儿健康结局，包
括神经发育状况、营养状况（包含微量营养素）和骨代谢及发育状况；

      对于在产后接受抗病毒药物干预的同时进行哺乳，提高其依从性的各种干预措施，以及对所
有孕妇及产妇启动终身抗病毒治疗的策略能否提高哺乳期对抗病毒药物的依从性，从而使
HIV感染妇女的哺乳期没有长度限制。

专栏7.1 孕妇治疗和管理的特殊问题
（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

指南参考文献：

     Pregnancy, childbirth, postpartum and newborn care: a guide for 
essential practice.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6 www.
who.int/reproductivehealth/publications/ maternal_perinatal_
health/924159084X/en/index.html).

     Guidance on global scale-up of the prevention of mother-to-child 
transmission of HIV.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 (www.who.
int/hiv/pub/mtct/pmtct_ scaleup2007/en/index.html).

     IMAI/IMPAC clinical training for integrated PMTCT services.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3 (www.who.int/hiv/topics/mtct/training/
en).

一般性指南

     感染HIV的孕妇应当接受的一揽子基本服务包括：推荐的产前保健和孕期保健服务。
另外，还应当接受一些额外的干预措施，包括：性传播感染筛查、营养支持以及婴儿喂
养与计划生育咨询。

     分娩过程中发生HIV传播的风险较高，可以通过下列重要原则和方法来降低风险，包
括：强化推荐的产前就诊，尤其是孕晚期后段的高风险管理；促进产妇到拥有受过培
训、有经验的助产人员的卫生机构进行分娩；采用产程图监测分娩，避免不必要地使
用器械和造成胎膜早破；以及非侵入性吸出鼻及胃分泌物并清洗新生儿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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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7.1 孕妇治疗和管理的特殊问题（续）

其它减少HIV传播的方法包括：

     尽早发现感染HIV的母亲并向其和新生儿提供抗病毒药物，这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在即将分娩时，母亲的HIV感染状况未知，应当在分娩时及分娩后立即进行HIV
快速检测。

     对于检测阳性的妇女，应当根据现行治疗建议与婴儿长期预防用药考量（见7.2.2部
分），向母亲及其婴儿都提供抗病毒药物。

     医疗卫生人员对所有分娩（包括对于感染HIV的母亲）都应当采取通用预防措施。

    在与分娩相关的医护过程中，应当特别注意确保服务中的非歧视及支持态度。

     尽管已有研究结果显示剖腹产能够防止HIV传播（尤其是当缺乏抗病毒药物时，或是
在高病毒载量的情况下）。但是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世卫组织并未特别针对HIV感
染，而是针对产科及其它医疗指征而推荐是否应当采用剖腹产。

对于在医疗卫生机构外进行分娩的HIV感染妇女及感染状况未知妇女，应当鼓励她
们在分娩后尽早去母婴卫生机构进行医疗评估并开始或者继续进行适当的HIV干预。

向HIV感染妇女及其HIV暴露婴儿提供随访、将其衔接到抗病毒治疗服务以及产后医
护服务都十分重要。其婴儿的初始医护计划一般在4周～6周初次免疫接种就诊时确定，
包含加强安全喂养、审查是否接受了抗病毒治疗以及早期婴儿诊断性检测。其母亲的随访
医护计划最好同时确定，并应包含产后检查、计划生育咨询、抗病毒药物方案以及依从性
支持服务。

7.1.4 儿童的抗病毒治疗何时启动  

新最新建议

     对于不满5岁的所有感染HIV的儿童，无论其WHO临床分期及CD4细胞计数结果如
何，都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

•  1岁以内确诊感染HIV的婴儿（强烈建议，中等质量证据）。

•  1岁～不满5岁的感染HIV的儿童（有条件建议a，极低质量证据）。

     对于5岁及以上且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mm3的所有HIV感染儿童，无论其
WHO临床分期如何，都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

•  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者（强烈建议，中等质量证据）。

•   CD4+T淋巴细胞计数在350/mm3与500/mm3之间者（有条件建议b，极低质
量证据）。

     对于患有重症或晚期有症状疾病（WHO临床3期或4期）的所有感染HIV的儿童，无
论其年龄及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如何，都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强烈建议，中等
质量证据）。

     对于不满18月龄，临床初步诊断为HIV感染的所有儿童，都应当启动抗病毒治疗 c 
（强烈建议，低质量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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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婴儿和儿童的HIV感染状态导致不良健康结局的风险非常高。在缺乏任何干预措施的情况
下，52%的儿童在2岁之前死亡（106）。缺乏治疗时的死亡及疾病进展风险在5岁之前逐步降低
至与年轻成人相近的水平（107,108）。

早期婴儿诊断规划的推广提高了感染HIV婴儿的检出率，但在已检出者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
方面还不尽人意。大多数达到抗病毒治疗纳入标准的HIV感染儿童仍然未能得到治疗。全球儿童
抗病毒治疗覆盖率（28%）远远落后于成人（57%）（11）。

另外，对HIV暴露及感染儿童进行诊断并将他们维持在医护服务当中，仍然是相当艰巨的挑
战，因为这些都取决于这些儿童的监护人。儿童在艾滋病关怀体系中的失访率一直相当高（109）， 
对于已接受艾滋病关怀服务但尚未达到抗病毒治疗纳入标准的儿童，其在关怀体系中的保留尤
其成问题。

对于不满5岁的儿童，一些国家根据规划及实施方面的考虑，已经开始引入立即启动抗病毒
治疗的策略（110,111）。

对于5岁以上的儿童，2010版世卫组织指南已将其临床及免疫学治疗纳入标准与成人保持
一致（即在WHO临床3期或4期、或是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时启动治疗）（105）；
并且建议，对于不满2岁的所有HIV感染儿童，无论其临床及免疫学检测结果如何，都应当启动治
疗；对于2岁～5岁的儿童，应当对其中WHO临床3期或4期、或是CD4+T淋巴细胞计数≤750/
mm3或＜25%的儿童启动治疗（105）。

依据2013年的证据审查、具体实施方面的考量以及医护人员的价值观与偏好，最终对先前
的建议进行了修订，对儿童治疗进行了简化和扩展，包括对不满5岁的所有儿童均启动抗病毒治
疗、将5岁及以上儿童的启动抗病毒治疗的CD4阈值提高到与成人的新阈值一致的水平（即同为
≤500/mm3）。

a  这一建议被定为条件性的原因是，在这一年龄组尽早启动治疗尚缺乏证据支持。但一般认为，这一策略在免疫学检测受
限、儿童HIV疾病负荷较高、儿童抗病毒治疗覆盖率较低的情况下，具有显著的规划优势，因为简化的抗病毒治疗启动标
准有可能提高HIV感染儿童的抗病毒治疗覆盖率并改善其健康结局。对于不满2岁的儿童，出于其更高的死亡风险，无论
其WHO临床分期及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如何，都应当优先启动抗病毒治疗。对于患有晚期疾病（WHO临床3期或4
期）的2岁～5岁儿童以及（无论其WHO临床分期如何）对于CD4+T淋巴细胞计数≤750/mm3或＜25%（以两者之间的
较低者为准）的2岁～5岁儿童，都应当优先启动抗病毒治疗（强烈建议、极低质量证据）（105）。

b  这一建议被定为条件性的原因是，在这一人群中尽早启动治疗所产生的个体效益尚缺乏证据支持。但一般认为，这一策略
在儿童抗病毒治疗覆盖率较高以及规划需要与成人抗病毒药物建议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具有显著的规划优势。如果没有采
纳这一建议，则应当在WHO临床3期或4期、或者（无论其WHO临床分期如何）在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时启
动抗病毒治疗（强烈建议、极低质量证据）（105）。

c 见网络附件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

表7.4 儿童的抗病毒治疗何时启动的建议总结

年龄 何时启动

婴儿（不满1岁） 治疗所有个体

1岁～不满5岁 治疗所有个体（儿童不满2岁、或是WHO临床3期或4期、或是
CD4+T淋巴细胞计数≤750/mm3或＜25%时，都应当优先启
动治疗）

5岁及以上 WHO临床3期或4期、或是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mm3

（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时应当优先启动治疗）

997.贯穿关怀体系的临床指南：抗病毒治疗
7
.1

 何
时

启
动

抗
病

毒
治

疗

新



基本理论与证据支持

无论临床分期及CD4结果如何均在婴儿期后继续进行治疗的策略，尽管其在临床效益方面
还缺乏证据支持，但抗病毒治疗启动标准的简化带来了显著的规划和实施优势，并由此成为上述
建议的基础。同样，出于对规划的考虑，并考虑到5岁及以上儿童在疾病进程方面与年轻成人相
近，将其抗病毒治疗启动标准与成人保持一致的策略被认为很有价值。

将立刻进行抗病毒治疗的年龄界限提高到5岁的证据

根据CD4+T淋巴细胞计数与WHO临床分期能够确定那些疾病进展与死亡风险升高的儿
童。先前的建议所依据的观察性研究表明，未经治疗的幼儿在其出生后第二年的患病率及死亡率
仍然高于无HIV感染的幼儿（106）。儿童生存曲线显示，CD4结果超过25%的2岁以上儿童的死
亡率每年为1%～2%（107,108）。

系统性综述只获得一项与此问题相关的随机临床试验（PREDICT）（112）（见网络附录
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该试验研究了300名CD4+T淋巴细
胞计数超过15%、无CDC临床C期疾病的1岁～12岁（年龄中位数为6.4岁）儿童，并将他们随机
分配到立即治疗组和延迟治疗组中，后者直至CD4+T淋巴细胞计数下降到低于15%时才开始治
疗。不同组间的无艾滋病生存率、神经发育状况及生长参数均无差异（113）。

针对5732名24月～59月龄（年龄中位数为3.3岁）未经抗病毒治疗、CD4+T淋巴细胞计
数高于现行治疗纳入阈值（25%或750/mm3）的儿童，IeDEA南部非洲网络收集了前瞻性数
据，并采用这些数据进行了一项因果模型研究（114）（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pub/
guidelines/arv2013/annexes）。这项研究在该人群中未发现尽早进行治疗的任何生存效
益。但由于大多数纳入研究时CD4+T淋巴细胞计数高于750/mm3的儿童在3年之内都达到了
CD4+T淋巴细胞计数的治疗纳入阈值，也就是说该年龄组中有很高比例的儿童都将很快达到现
行治疗纳入标准。更具体而言，在该队列中，上述群体中有32%和60%分别在1年和2年之后达到
了治疗纳入标准。

规划及实施优势

尽管2岁～5岁儿童与2岁以下儿童相比，其疾病进展的风险较低，也尽管为所有5岁以下儿童
提供抗病毒治疗而无需检测CD4+T淋巴细胞计数的策略只有低质量的证据支持，指南制定小组
还是特别强调了这一策略为规划及实施所带来的优势。对5岁以下所有儿童进行治疗的策略使儿
童抗病毒治疗程序得以简化，并促进了儿童治疗覆盖率的显著上升。尽管这一进步并未被作为规
划结果进行评估，但规划数据表明，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儿童与仅接受医护服务但未开始抗病毒治
疗的儿童相比，前者在关怀体系中的维持率比后者要高（109）。提高抗病毒治疗覆盖率并找出这
些儿童并给予HIV持续关怀服务，可能还会促进5岁以内其它可预防的致死性疾病的治疗。这一
策略可能会对当前体系增加较小的负荷（115）。但要注意的是，诊断较迟的现象仍然存在，依据
2010版建议所检出的HIV感染儿童中有很大比例均早已达到了抗病毒治疗的纳入标准。

社区价值观与偏好

对每个5岁以下儿童都进行抗病毒治疗的策略已被广泛接受。对HIV感染人群、看护人员、医
护人员的价值观与偏好进行的评估显示，由于一般认为尽早启动治疗能够促进家庭医护、防止失
访并提高依从性，所以尽早启动治疗的策略广受欢迎（116）。尽管如此，在低龄儿童中很早启动
治疗也存在耐药风险、依从性低以及药物供应差等问题；对于非常低龄的儿童就更是如此，因为
其药物配方和成人非常难以一致化。但是治疗带来的效益有可能超过了上述这些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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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免疫学检测受限、儿童HIV疾病负荷较高及儿童抗病毒治疗覆盖率较低的情况下，抗病毒
治疗启动标准的简化可以显著提高HIV感染儿童的总体健康结局（117）。国家规划需要确定这一
建议的最佳实施方式，是对所有5岁以下儿童全部进行治疗；还是专注于对1岁以下婴儿全部进行
治疗而对1～5岁儿童则采用临床或免疫学方面的纳入标准。当抗病毒治疗从面向婴儿扩展到（无
论其临床及免疫学状况如何而）面向所有5岁以下儿童时，应当对2岁以下儿童给予优先治疗，因
为其具有更高的死亡风险和疾病快速进展风险。另外，扩展抗病毒治疗服务还需要保证关怀队列
维持率，而且应当与提高依从性的干预措施同步扩展。

将CD4阈值提高到500/mm3的证据

5岁以上儿童的抗病毒治疗启动标准与成人相同。关于对CD4+T淋巴细胞计数在350～ 
500/mm3之间的儿童进行治疗，尽管相关临床影响的评估数据有限，而抗病毒药物的性传播预
防效益对于这一人群又不适用，但与成人标准的一致化为这一策略带来了一些规划优势。尤其是
在抗病毒治疗覆盖率高的情况下，其可行性可能达到最高。如同成人一样，对CD4+T淋巴细胞计
数≤350/mm3的所有儿童，都应高度优先予以治疗，因为其疾病进展的风险最高。

HIV与乙肝病毒合并感染

一些同时涉及HIV疫情与乙肝病毒疫情的小型队列研究表明，感染HIV儿童的慢性乙肝病毒
患病率为1%-49%（118）。乙肝病毒一般是在婴儿期或儿童早期感染，并且与成人不同，可能存
在持续于整个儿童期与青少期的免疫耐受期。令人遗憾的是，关于感染HIV儿童中这一疾病的自
然病程，目前还知之甚少。而且，对这些儿童尽早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效益也还有待评估。

扩展儿童抗病毒治疗的临床考量

第十章第六节（10.6部分）介绍了涉及规划管理人员的具体实施问题（见专栏10.6）。对于医
护工作者而言，具体实施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抗病毒治疗扩展成“对于5岁以下儿童，不用考
虑其临床或免疫学指标就启动治疗”，在这一年龄组中免除了启动治疗所需的CD4+T淋巴细胞计
数测定，从而避免了CD4检测受限时抗病毒治疗的延误。但是，CD4检测（包含基线绝对计数及
百分数的测定）在缺乏病毒载量监测的情况下，对于确保治疗得到适当监测而言仍然很重要。

尚待研究的主要问题

尽早启动抗病毒治疗对5岁以下儿童患病率的潜在影响与临床效益问题，以及长时期内的免
疫反应及病毒学反应问题，都仍然需要更多研究数据来证实。对于非艾滋病晚期的儿童，尽早启
动抗病毒治疗对关怀队列维持、依从性及潜在HIV耐药等方面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而对于
合并感染乙肝病毒的儿童，启动抗病毒治疗的最佳方式也需要更多的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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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抗病毒治疗起始方案（一线抗病毒治疗）
一线抗病毒治疗建议采用简化、毒副作用少、更便捷的治疗方案，如固定剂量复合制剂。包

含非胸苷的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RTI）骨干用药（TDF＋FTC或TDF＋3TC）以及一种非核
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EFV）的每日一次用药方案仍然是成人、青少年及3岁以上儿童的首选方
案。对于3岁以下儿童，则首选采用基于蛋白酶抑制剂（PI）的方案（见表7.5）。

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 首选一线方案 备选一线方案 a b

成人 
（包括怀孕及哺乳妇女以及合
并感染TB和乙肝病毒的成人）

TDF＋3TC（或FTC） 
＋EFV

AZT＋3TC＋EFV

AZT＋3TC＋NVP

TDF＋3TC（或FTC）＋NVP

体重35kg及以上的青少年
（10岁～19岁）

AZT＋3TC＋EFV

AZT＋3TC＋NVP

TDF＋3TC（或FTC）＋NVP

ABC＋3TC＋EFV(或NVP)

3岁以上～不满10岁的儿童以
及体重不足35kg的青少年 ABC＋3TC＋EFV

ABC＋3TC＋NVP

AZT＋3TC＋EFV

AZT＋3TC＋NVP

TDF＋3TC（或FTC）＋EFV

TDF＋3TC（或FTC）＋NVP

不满3岁的儿童 ABC或 
AZT＋3TC＋LPV/r

ABC＋3TC＋NVP

AZT＋3TC＋NVP

表7.5 成人、青少年、怀孕及哺乳妇女、及儿童的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一览：

a  对于青少年，应当停止在一线治疗中使用d4T，而且d4T应当仅在无法使用其它抗病毒药物的情况下、在严密监督下且尽
可能短时间地使用。对于儿童，d4T应当仅用于存在疑似或确诊AZT毒性且无法得到ABC或TDF时，而且包含该药的治
疗方案应当尽可能短时间地使用。淘汰d4T的相关指导请见专栏10.7。

b 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ABC或使蛋白酶抑制剂（ATV/r、DRV/r、LPV/r）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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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成人的一线抗病毒治疗  

最新建议

     一线抗病毒治疗应当包含两种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RTI）以及一种非核苷类逆转
录酶抑制剂（NNRTI）。

•  推荐采用TDF＋3TC(或FTC)＋EFV固定剂量联合用药作为启动抗病毒治疗的首
选方案（强烈建议，中等质量证据）。

•  如果不能得到TDF＋3TC(或FTC)＋EFV或存在禁忌症，建议从下列方案选择之一：

•   AZT＋3TC＋EFV

•   AZT＋3TC＋NVP

•    TDF＋3TC(或FTC)＋NVP 
（强烈建议，中等质量证据）。

     由于d4T具有众所周知的代谢毒性，各国应当在一线方案中停止使用（强烈建议，中等
质量证据）。

新

表7.6 成人的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总结a

成人（包括怀孕及哺乳妇女、以及合并结核病和乙肝病毒感染的成人）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

首选方案 TDF＋3TC（或FTC）＋EFV

备选方案 AZT＋3TC＋EFV（或NVP）

TDF＋3TC（或FTC）＋NVP

特殊情况 c 包含ABC、d4T b或增效PI

a 关于青少年的方案，7.2.4部分中介绍了3岁及以上儿童（包括10岁及以上的HIV感染青少年）的一线抗病毒治疗。
b  应当停止在一线治疗中使用d4T，而且d4T应当仅在无法使用其它抗病毒药物的情况下、在严密监督下使用且尽可能短
时间地使用。

c  包括因严重毒性、预期的药物间相互作用、药品采购、供应管理等原因，无法得到或不适于采用首选口服方案的特殊情
况。

背景

2010版世卫组织有关抗病毒治疗指南（2）建议，对于未接受过抗病毒治疗的成人，初始抗
病毒治疗应当包含一种NNRTI（EFV或NVP）和两种NRTI（其中一种为3TC或FTC、另一种为
AZT或TDF）。对于已知具有线粒体毒性的d4T，指南强调避免将其作为一线方案中首选用药的
重要性。同时，指南也强调了采用预期毒性更低、更适合大多数人的方案的重要性。出于临床、
实施及规划效益的考量，最好采用固定剂量制剂用药方案。推荐方案的毒副作用低于d4T，同时
在病毒学功效方面，由于没有证据显示AZT强于d4T、AZT强于TDF、TDF强于d4T或ABC、或
EFV强于NVP，所以推荐方案被认为在功效方面与d4T方案相似。

各国从一线抗病毒治疗首选方案中淘汰d4T的过程各异。有些国家的进展迅速，有些国家则
循序渐进，例如仅对刚启动抗病毒治疗者或孕妇避免使用d4T（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
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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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119,120）推荐的更为廉价、高效的治疗策略，采用简单的、单片剂的、每日服用一
次的抗病毒治疗方案。2013版指南建议，抗病毒治疗应当进一步简化，包括减少首选一线方案的
数目和重点采用适合多种人群的方案。

基本理论与证据支持

将首选一线方案改为TDF＋3TC（或FTC）＋EFV

将6种方案进行比较的系统综述显示，存在中等质量证据支持：每日一次的TDF＋3TC（或
FTC）＋EFV联合用药方案与其它每日一次或两次方案相比，前者更少造成药物的严重不良反
应并且其病毒学及治疗反应更好（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
annexes）。另一系统综述提示，服用NVP者因药物不良反应而终止治疗率为服用EFV者的两倍
（121）。

指南制定小组还对已发表的一项Meta分析及其补充研究（122,123）进行了回顾，上述研究
结果显示：EFV与其它抗病毒药物相比，在孕早期使用时未发现造成出生缺陷风险升高（122）。 
3TC与FTC在药理学方面表现相似（123）。TDF＋3TC（或FTC）＋EFV为不同人群的治疗一致
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TDF/FTC或TDF/3TC是HIV与乙肝病毒合并感染者的首选NRTI骨干用
药，并可用于结核病合并感染者及孕妇。EFV是HIV与结核病合并感染者（因其与结核药物在药
理学方面相容）以及HIV与乙肝病毒合并感染者（因其肝毒性风险更低）的首选NNRTI用药，并可
用于孕妇（包括孕早期者）。

如果不能采用TDF＋3TC（或FTC）＋EFV，对于未接受过抗病毒治疗者，可以采用其它包含
NNRTI的每日一次或每日两次用药方案（AZT＋3TC＋EFV、AZT＋3TC＋NVP、TDF＋3TC（或
FTC）＋NVP）作为备选一线方案。这些方案尽管被作为等价方案使用，但与首选方案相比各自
存在一定的潜在缺陷。ABC及增效PI等药物被用作特殊情况下的潜在后备方案，但鉴于抗病毒药
物的优化原则，不推荐将这些药物用作最佳备选用药。

对孕妇人群使用奈韦拉平（NVP）

一些研究显示，与服用EFV相比，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高的孕妇服用NVP后出现严重肝
或皮肤反应的相对风险较高（124-126）。因此，关于NVP具有更高的药物不良反应风险以及将
其用于CD4+T淋巴细胞计数超过250/mm3的HIV感染妇女方面一直存在广泛担忧。关于NVP
孕妇相关毒性风险的系统综述（127）及其2013年补充研究（134）显示，药物不良反应的出现
频率有所升高，但并不高于一般成年人群的观测结果。关于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高的HIV
感染孕妇与一般HIV感染人群相比具有更高的药物不良反应风险，这一理论的证据支持较为薄
弱。NVP最初使用时需要确定起始用药剂量，并且目前没有NVP与TDF＋3TC（或FTC）的固定
剂量复合制剂，这些都需要予以重点考虑。因此，将NVP应用于孕妇及可能会怀孕的妇女时应当
只有当无法使用NVP时，才可以使用NVP的其它替代选项（如ABC及增效PI）。

备选方案的使用和司他夫定（d4T）的淘汰

目前推荐的备选方案（如用AZT替换TDF、用NVP替换EFV）在治疗功效上与首选方案相
似，但其具有一些临床及规划方面的潜在缺陷。对于采用备选方案后在临床上已经稳定且没有禁
忌症的个体，可以考虑根据国家指南继续使用该方案；或者也可以改用首选方案，以简化治疗管
理、降低成本、改善耐受性、提高依从性并使首选治疗方案得以更好推进。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
采用ABC及增效PI，但必须在没有其它选择时才能使用。

应当停止在治疗方案中使用d4T。d4T应当仅在无法使用其它抗病毒药物的情况下、在严密
监督下且尽可能短时间地使用。当d4T方案仍然作为启动抗病毒治疗的首选方案使用时，应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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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d4T淘汰计划，最好是过渡到使用基于TDF的一线方案（2,128,129）。关于d4T淘汰问题的
详细介绍，请参见第十章第六节（10.6部分，专栏10.7）。

替诺福韦（TDF）毒性

关于TDF毒性的系统综述显示，短期至中期使用TDF时，尤其对于已患有肾病或具有肾病风
险者，会产生低水平的肾毒性。前瞻性队列研究数据显示，TDF与肾功能中度下降（以估算肾小球
滤过率的降低程度来衡量）（130,131）及骨矿物质密度降低相关，但仍需对这些副作用的临床影
响及危害程度（尤其是在长期治疗时）进行进一步研究。对于TDF毒性的实验室筛查与监测应当
日常性开展、还是应当仅针对高危人群（如高血压或糖尿病患者或增效PI的服用者）进行，也还需
要更多的研究。由于TDF的肾毒性通常是肾小管性的，肾小球的功能测定并不能提供直接评价，而
且也没有其它简单试验能够对肾小管毒性进行测定。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介绍，请参见7.4部分。

相关证据显示，对于没有继发性肾病的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所带来的肾功能总体改善可
以抵消TDF的毒性风险。

HIV-2型感染

关于HIV-2感染者治疗方案的系统综述（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
arv2013/annexes）将所有观察性研究的证据都确定为极低质量，具有严重的偏倚、不一致和不
准确的风险。由于HIV-2型病毒对NNRTI具有自然抗性，对于未经治疗的HIV-1型与HIV-2型合并
感染者，应当采用包含三种NRTI的治疗方案（TDF＋3TC（或FTC）＋AZT或AZT＋3TC＋ABC）
或是采用利托那韦增效PI加上两种NRTI。若采用的是基于PI的方案，一线治疗的首选方案应当为
LPV/r，因为这是低收入国家中成人二线治疗及儿童一线治疗的共同采购药品。SQV/r和DRV/r
是增效PI的备选方案，但这些药物都没有具备热稳定性能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

7.2.2  怀孕及哺乳妇女的一线抗病毒治疗 
及其婴儿的抗病毒药物   

最新建议

     对于怀孕及哺乳妇女（包括孕早期妇女及育龄妇女），建议采用每日一次的
TDF＋3TC（或FTC）＋EFV固定剂量联合用药作为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这一方案
对于终身治疗和因母婴阻断启动治疗后又终止治疗的情况都同样适用（强烈建议，低
至中等质量证据：对于一般成人为中等质量证据；对于孕妇、哺乳妇女、以及婴儿等特
殊人群为低质量证据）。

     对于哺乳的同时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母亲，其婴儿应当接受6周的每日一次NVP婴
儿预防用药。如果采用的是人工喂养，婴儿应当接受4至6周的每日一次NVP（或每日
两次AZT）预防用药。婴儿预防用药应当从出生开始，或是从出生后发现HIV暴露时
开始（强烈建议，对于母乳喂养婴儿为中等质量证据；对于人工喂养婴儿为低质量证
据）。

注意：婴儿预防用药的上述建议及其GRADE证据评估结果，均来自于2010版指南，未经新版指南制定 
小组审查。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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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在2010版世卫组织母婴阻断指南中，对于那些达到自身健康原因抗病毒治疗纳入标准的怀
孕及哺乳期的HIV感染妇女，建议从四个方案中进行选择：AZT＋3TC或TDF＋3TC（或FTC）、 
加上EFV或NVP。鉴于担忧NVP可能给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高的孕妇带来较高的毒性风险
（132-134），对于那些出于自身健康状态而未达到抗病毒治疗纳入标准、正在接受母婴阻断三
联抗病毒药物用药方案的孕妇，建议采用AZT＋3TC或TDF＋3TC（或FTC）、加上首选NNRTI
药物EFV。备选方案为AZT＋3TC加上LPV/r或ABC（而非NVP）。尽管推荐使用TDF和EFV，
但关于二者在孕期及哺乳期使用的安全性数据仍然很少。

2010版世卫组织指南（82）还建议，对于正在接受三联抗病毒药物进行预防或治疗的母
亲，其婴儿应当接受4至6周的NVP婴儿暴露后预防用药。如果母亲未在接受ARV三联用药，建
议在整个哺乳期采用每日一次NVP婴儿预防用药。

临床试验显示，当母亲产后未接受或只接受了有限的ARV用药时以及当未达到病毒抑制时，
婴儿预防用药对于母婴阻断的作用尤为显著（135-137）。对于富裕国家的母婴阻断，即使母亲
接受了孕期抗病毒治疗且母亲未哺乳，仍然推荐采用上述建议作为预防分娩中HIV暴露的强化措
施（138）。自2010年以来，这一建议的相关研究数据没有改变。

基本理论与证据支持

2013版指南强调，应当对一线治疗进行简化和统一化。对于所有成人（包括怀孕及哺乳妇
女），推荐采用每日一次的固定剂量联合用药：NRTI首选TDF，NNRTI首选EFV，联用3TC或
FTC，以改善健康结局、提高依从性并促进药物的采购（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pub/
guidelines/arv2013/annexes）。

对于感染HIV的孕妇和哺乳妇女，最佳的一线方案应当价格低廉；能够采用固定剂量联合用
药；对孕妇、哺乳妇女及其婴儿安全；可接受程度较高；监测要求较低、耐药性较低；能够与临床
的其它药物同时使用；并且能够与非孕妇成年人的相关建议保持一致。每日一次的固定剂量复合
制剂TDF＋3TC（或FTC）＋EFV之所以成为成人一线治疗的推荐方案，是因为其简化、低价（自
2010年来成本显著下降）以及对乙肝病毒的功效。

对于怀孕及哺乳妇女及其婴儿以及那些可能会怀孕的女性来说，安全性是至关重要的问
题。尽管将EFV和TDF应用于孕妇的研究仍然有限，但2010年来还是出现了很多相关数据，
进一步肯定了将TDF＋3TC（或FTC）＋EFV作为怀孕及哺乳妇女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的建议
（122,139,140）。关于上面推荐的一线方案，其总体理论依据（包括其毒性及监测问题）将在
7.3.1和7.5.2部分予以详细介绍。

依非韦伦（EFV）的孕期安全性

早期研究（141）显示，灵长类动物在子宫中暴露于EFV能够造成某些出生缺陷，包括无脑畸
形、小眼畸形、腭裂。关于在孕早期、或在可能会怀孕者中使用EFV，一些有关人类神经管畸形的
个案报告及回顾性临床研究（142）提出了质疑。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和欧洲药品管理局反对
在孕早期、或在可能会怀孕者中使用EFV，除非能够获得的效益大于潜在的风险。但是，英国艾
滋病协会最近改变了其原有建议，允许在孕早期使用EFV（143）。

由于神经管畸形风险局限于孕期的头5周至6周、而且很少在如此早期就发现妊娠状况，所
以EFV造成神经管畸形的潜在风险（尤其在资源受限的国家）将主要出现于已经开始服用EFV
后才怀孕的妇女。对人类的前瞻性研究结果进行的评估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最新的系统综述
及Meta分析（涵盖ARV孕期注册规划）（47，134）统计了孕早期服用EFV的妇女的1502名活
产婴儿，显示在孕期使用EFV与其它抗病毒药物相比，未发现总体出生缺陷的上升或其它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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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140）。计算其中发现的一例神经管畸形病例，系统综述中的估算患病率保持在万分之七
（0.07%）的水平，与美国一般人群0.02%-0.2%的估计值相似（138）。由于神经管畸形为相对
罕见事件，而且在ARV孕期注册规划及Meta分析中的暴露例数很少，现有的研究数据足以排除
风险升高3倍以上（达到0.21%）的可能性（即使是2010版指南所涉及的更为局限的研究数据也
足以排除风险升高10倍的可能性）。指南制定小组尽管强调在出生缺陷的研究方面仍然需要更好
的数据，但是也认为在考虑这一较低潜在风险的同时，应当重视EFV能够为预防婴儿HIV感染及
维护母亲健康所带来的规划优势及临床效益。

奈韦拉平（NVP）的孕期安全性（见7.2.1部分）

替诺福韦（TDF）的孕期及哺乳期安全性

TDF的潜在安全性问题包括：肾毒性（见7.4.3部分）、不良出生后果及骨密度影响。系统综
述对孕期TDF暴露对胎儿的毒性进行了评估（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
arv2013/annexes）。在ARV孕期注册规划中，在孕早期有TDF暴露史的1612名活产婴儿中，
总体出生缺陷率为2.4%，与美国的基线值水平没有差别。少数几项研究显示，未发现存在TDF暴
露与否对胎儿发育的影响（144,145）。TDF进入母乳的量很低，可能限制了其在婴儿母乳喂养
中的潜在毒性。但是，至今还没有关于哺乳妇女的TDF研究，而哺乳女性一般会在哺乳期出现骨
丢失，其后逐渐稳定。目前正在进一步开展孕期及哺乳期TDF对母亲及婴儿骨骼及肾脏影响的研
究。

每日一次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用药方案TDF＋3TC（或FTC）＋EFV简单、方便，并且能够将
孕妇及非孕妇女性的建议方案统一化，从而简化了药物供应链管理。基于现有的研究数据及实践
经验，指南制定小组认为，对于怀孕及哺乳妇女（以及可能会怀孕的妇女），这一方案带来的明确
效益已超出其潜在风险（见7.5.2部分）。

婴儿预防用药

表7.7 简化的婴儿预防用药建议剂量总结（由（82）改编）

简化的婴儿预防用药建议剂量：奈韦拉平（NVP）

婴儿年龄 每日剂量

出生 a～6周龄 b

•   出生体重：2000-2499g

•   出生体重≥2500g

10mg、每日一次

15mg、每日一次

＞6周龄～6月龄c 20mg、每日一次

＞6月龄～9月龄 30mg、每日一次

＞9月龄～哺乳结束 40mg、每日一次

a  对于<2000g的婴儿，应当采用kg体重计算mg剂量，建议开始时采用2 mg/kg、每日一次方案。

b 建议持续用药6周；如果采用的是人工喂养，可以考虑持续用药4周。

c  此处是婴儿6周龄之后的用药剂量。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考虑持续用药12周，包括：母亲接受的抗病毒治疗有限、不太可能
达到病毒抑制时；以及婴儿出生后发现HIV暴露、并采用母乳喂养时（表7.8）。这一建议的基础是：在维持婴儿>100ng/
ml药物暴露水平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剂量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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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的婴儿预防用药建议剂量：AZT（建议仅用于人工喂养）

婴儿年龄 每日剂量

出生a～6周龄

•   出生体重：2000-2499ga

•   出生体重≥2500g

10mg、每日两次

15mg、每日两次

a 对于<2000g的婴儿，应当采用kg体重计算mg剂量，建议开始时采用2 mg/kg、每日两次方案。

未发现任何新的研究证据要求对婴儿预防用药建议进行修订。对于母乳喂养的婴儿，建议采
用6周的婴儿NVP用药；对于人工喂养的婴儿，仍然建议采用4至6周的婴儿NVP或AZT用药。如
果婴儿NVP出现药物毒性需要停止用药、或无法得到婴儿NVP时，可以采用婴儿3TC替代。几项
研究（146,147）安全地采用3TC进行了哺乳期婴儿预防用药。

指南制定小组尽管并未正式进行回顾研究，但还是考虑了几种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婴儿预防用
药的情况。由于母亲抗病毒治疗需要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达到病毒抑制，所以在此期间进行母乳
喂养就会造成婴儿缺乏产后HIV传播防护；或者哺乳母亲在怀孕期间很晚（如直到分娩前不足4
周）、或是直至分娩时或产后才启动抗病毒治疗，在这些情况下可以考虑将婴儿NVP预防用药时
间延长至12周。

当哺乳母亲在哺乳期间中断了抗病毒治疗而使其婴儿置于更高的产后传播风险中时，婴儿预
防用药同样很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在母亲的抗病毒治疗中断期间，应当考虑婴儿NVP每日用药，
直至母亲的抗病毒治疗重新开始6周之后（或哺乳结束1周之后 — 以日期先到者为准）再予停止。
表7.8总结了母亲及婴儿预防用药的所有情况。

表7.8 不同临床情况下母亲及婴儿ARV预防用药的总结

不同情况 母亲ARV预防用药a 婴儿 A RV
预防用药b

婴儿ARV预防用药 
时间

孕期诊断为HIV感染的母亲c,d
启动母亲的抗病毒
治疗

NVP c 6周

分娩时及产后不久诊断为HIV
感染、并计划进行哺乳的母亲

启动母亲的抗病毒
治疗

NVP 6周；考虑延长至12周

分娩时及产后不久诊断为HIV
感染、并计划进行人工喂养的
母亲

将母亲转介至艾滋
病关怀体系，并进行
治疗前评估

NVPc 6周

出生后（通过婴儿或母亲HIV
抗体检测）发现HIV暴露、并
正在母乳喂养的婴儿

启动母亲的抗病毒
治疗

NVP

进行PCR婴儿早期诊
断检测、并立即启动6
周的NVP用药—强烈
建议延长至1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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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况 母亲ARV预防用药a 婴儿 A RV
预防用药b

婴儿ARV预防用药 
时间

出生后（通过婴儿或母亲HIV
抗体检测）发现HIV暴露、但
未用母乳喂养的婴儿

将母亲转介至艾滋
病关怀体系，并进行
治疗前评估

不用服药

根 据 国 家 的 婴 儿 早
期诊断政策进行HIV 
PCR检测；不用进行
婴儿ARV预防用药；
若婴儿已感染则启动
治疗

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母亲在哺
乳期间中断了用药（如出于药
物毒性、药物断货、或拒绝继
续治疗）

确定一种抗病毒治
疗替代方案或解决
方法；提供关于继续
进行不间断的ART
方面的咨询

NVP

直至母亲抗病毒治疗
重新开始6周之后、 
或是直至哺乳结束 
1周之后

a  最好在抗病毒治疗启动时或启动后不久获取母亲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结果；应当根据国家指南来确定是进行终身抗
病毒治疗、还是在传播风险结束后终止抗病毒治疗。

b  当婴儿NVP出现药物毒性、或不能得到NVP时，可以采用3TC替代。

c  当母亲采用人工喂养，可以用婴儿AZT替代婴儿NVP；如果存在母亲接近分娩时的病毒抑制记录，对于正在接受抗病
毒治疗、且进行人工喂养的母亲，可以考虑采用为期4周的婴儿ARV预防用药。

d 如果已知母亲在分娩前4周之内才开始抗病毒治疗，对于母乳喂养的婴儿，应当考虑延长婴儿NPV用药。

备选方案：在推荐方案出现药物毒性、不能耐受或获取困难的情况下使用

对于不能得到或耐受TDF的非孕妇女性，建议采用AZT作为备选NRTI。基于AZT用于怀孕
及哺乳妇女的大量安全性和有效性证据，同样建议采用AZT作为怀孕及哺乳妇女的备选NRTI。

对于不能得到或耐受EFV的非孕妇女性，建议采用NVP作为备选NNRTI。但是，对于怀孕
及哺乳妇女，由于目前推荐的抗病毒治疗（ARV三联用药）没有CD4+T淋巴细胞计数的前提要
求，因此仍然存在对NVP用于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高女性的担忧。尽管2010版指南（2,82） 
声明，对于CD4+T淋巴细胞计数在250～350/mm3之间的妇女，NVP带来的效益超过其相关
风险，但是对于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mm3的妇女，目前仍然缺乏安全性研究数据。而
且，当NVP用于未感染HIV个体的职业暴露后预防用药并确定引发致命性肝毒性时，人们对其用
于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高的个体的安全性产生了疑虑。但是，关于NVP对孕妇的相关毒性风
险，最新的系统综述（134）表明，其不良反应发生率并不比一般成年人群高（见网络附录www.
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另外，关于NVP毒性与CD4+T淋巴细
胞计数较高之间相关性的研究，其结果彼此不一致，在大多数研究中的严重肝毒性风险约为3%
（121）。研究表明，对于接受治疗并达到病毒抑制的个体，即使在免疫系统已得到重建后，改为
使用NVP也不会造成毒性升高。最后，EFV出现药物毒性时除了采用NVP替代，也可以采用PI，后
者是推荐的二线治疗方案，其比NNRTI药物的成本要高。再三权衡之后，指南制定小组认为，对于
怀孕及哺乳妇女，当出现罕见的EFV不能耐受情况时，NVP带来的总体效益要超过其潜在风险。

临床考量

维持药物供应链并保证母亲及婴儿在孕期及哺乳期得到不间断的抗病毒治疗，对于母婴阻
断来说十分重要。提供母婴阻断的所有产前医护及妇幼保健机构，都应当有能力启动、支持并监
测母亲及婴儿的ARV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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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待研究的主要问题

抗病毒药物毒性监测：关于EFV、TDF及其它抗病毒药物用于怀孕及哺乳妇女，以及胎儿和
儿童时造成的短期或长期影响，目前尚需相关研究的长期评估，包括对出生缺陷及其它不良妊娠
结果进行监测和对妇女及HIV暴露婴儿TDF相关的肾脏及骨骼影响进行评估。

一线抗病毒治疗中EFV的可接受性：关于EFV的不耐受性水平和是否需要更换为备选的一
线方案，以及在规划中如何对怀孕及哺乳妇女的备选一线方案进行支持，都需要进一步进行研
究。

婴儿预防用药：关于母亲接受抗病毒治疗时婴儿预防用药的最佳时间长短，尤其对于母亲在
妊娠期间很晚或是直至产后才启动抗病毒治疗——从而不太可能在分娩及哺乳开始时达到病毒
抑制的情况，都需要更好的研究数据。为了便于新生儿及婴儿用药，需要采用经过改善、容易服
用的NVP制剂。

哺乳期HIV暴露婴儿的最佳管理方案：此方面的重要工作包括：确定围产期HIV暴露在产前
的避免程度、以及母亲的血清学转化情况；建立适当的HIV暴露婴儿产后筛查策略以及最佳的检
测及预防用药策略。

停止基于NNRTI的抗病毒治疗（“拖尾”的使用）：由于EFV（及NVP）具有很长的半衰期，
突然终止基于NNRTI的方案存在产生NNRTI耐药的风险。对于因药物毒性或其它原因主动要
求、或不得不停用EFV方案的妇女而言，需要更多的研究数据来确定是否需要采用NRTI“拖尾”
来降低这种风险。指南对药代动力学模型的回顾表明，如果NRTI骨干用药中包含了TDF，可能就
不需要该拖尾；但如果NRTI骨干用药包含了AZT，则建议采用2周的拖尾用药（EFV的半衰期比
NVP要长）。

7.2.3 不满3岁儿童的一线抗病毒治疗  

最新建议

     对于所有不满3岁（36月龄）的HIV阳性儿童，无论其是否曾经有过NNRTI暴露史，一
线抗病毒治疗都应当采用基于LPV/r的方案。如果LPV/r不可行，应当采用基于NVP
的方案启动治疗（强烈建议、中等质量证据）。

     当能够进行病毒载量监测时，可以考虑在达到持续性病毒抑制后，采用NNRTI替代
LPV/r。

特别注意：支持这一策略的随机对照试验（148,161）将病毒抑制定义为病毒载量≤400拷贝/mm3，以确定
对于哪些儿童能够更安全地采用NVP来替代LPV/r。对于上述策略，还未曾对在病毒抑制的定义中采用更高
病毒载量阈值的情况进行研究。

     对于不满3岁的HIV阳性儿童及婴儿，如果正在接受包含NVP或LPV/r的抗病毒治
疗方案、同时又患有结核病，则建议采用ABC＋3TC＋AZT方案。一旦抗结核治疗完
毕，应当停止该方案，并重新回到其初始治疗方案（强烈建议、中等质量证据）。

     对于不满3岁的HIV感染儿童及婴儿，抗病毒治疗中的NRTI骨干用药应当为ABC或
AZT＋3TC（强烈建议、中等质量证据）。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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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9 不满3岁儿童的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总结

a  基于在一线方案中使用非胸苷类药物、在二线方案中使用胸苷类药物的一般性原则，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考虑将ABC
作为首选NRTI药物。CHAIN工作组制定了这一建议。应当仔细衡量药物的成本以及是否容易获得。

b  按照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的建议，对于（早于预产期之前一个月出生的）早产儿，在超过其原预产期14天之内都应当
避免服用LPV/r口服液；对于足月儿来说，则应当在其出生后14天之内避免服用。对于6周龄以内的婴儿，应当按照其
体表面积计算药物剂量（附录3）。

c  在这些建议的最后制定阶段，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批准了将EFV用于体重超过3.5kg的3月龄～3岁儿童。由于没有
足够的研究数据表明如何在这一年龄组中使用该药物，所以指南制定小组同意仍然将NVP作为3岁以下儿童的NNRTI
推荐药物。一旦得到相关研究数据，世卫组织将会提供最新的建议。

d  由于3岁以下儿童的选择范围有限，推荐的NRTI药物中仍然包含d4T，但其使用应当仅限于存在疑似或确诊AZT毒性
并且无法使用ABC的情况，而且包含该药的治疗方案应当尽可能短时间地使用。淘汰d4T的相关指导请见专栏10.7。

e  可能的特殊情况：指存在严重药物毒性、药物间相互作用、药物采购和供应管理及其他方面的问题，而不能采用首选或
备选方案的情况。

首选方案 ABC 
a
或AZT＋3TC＋LPV/r b

备选方案 ABC 
a
或AZT＋3TC＋NVPc

特殊情况 c d4T d＋3TC＋LPV/r

d4T d＋3TC＋NVP

背景

对于不满3岁的儿童，在病毒载量水平高、婴儿发育速度快的情况下，一线抗病毒治疗的优化
对迅速、有效地控制病毒复制来说至关重要。需要采用备选治疗方案的可能情形包括：不能得到
足够的、适用剂型的相关药物；抗病毒药物的长期毒性；依从性问题；因母婴阻断中的抗病毒药
物暴露而可能事先就存在的病毒耐药性。

在母婴阻断中有NNRTI药物暴露史的HIV阳性幼童存在明显的耐药性（150），这将有损包
含NVP的一线抗病毒治疗反应（151,152）。因此，2010版世卫组织指南（105）建议，对于曾有
NNRTI药物暴露史的不满24月龄儿童，应当使用基于LPV/r的治疗方案。对于无NNRTI药物暴
露史或者暴露情况不明的幼童，建议使用基于NVP的方案（105）。

最新的证据表明，对于这一年龄组，无论母婴阻断中的暴露史如何，基于LPV/r的治疗方案
都更为理想（153,154）。为了克服采用LPV/r方案所带来的相关问题，或是为了因各种原因（如
结核患病率高）不宜使用LPV/r方案时提供有效的替代方案，也对几种相关的策略进行了一些测
试研究。（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

基本理论与证据支持

这一建议全面考量了幼童采用LPV/r方案的有效性证据以及相关的可行性问题。

婴儿和幼童采用LPV/r方案的有效性

对2项随机试验（153,154）的系统综述表明，对于不满36月龄的儿童，采用LPV/r方案启动
治疗与采用NVP方案相比，前者发生治疗中断、病毒学失败或死亡的风险较低。

无论母婴阻断中的NNRTI药物暴露情况如何，在第24周，LPV/r方案的表现比NVP方案更
为理想（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此外，对不满
18月龄儿童进行的耐药性监测（149,155）进一步发现，即使在没有任何母婴阻断抗病毒药物暴
露史或是暴露情况未知的儿童中，也能够检出NNRTI耐药性，这表明母婴阻断药物暴露史可能并
不是确定HIV阳性儿童NNRTI耐药风险的准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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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知LPV/r的耐药特性能够在不妨碍二线方案中其它PI发挥作用的前提下，防止出现
NRTI耐药性（156,157-159）。另外，LPV/r方案还具有一项潜在优势：在最近进行的一项随机
试验中，对于乌干达接受蒿甲醚＋苯芴醇治疗疟疾的儿童，采用LPV/r方案与NVP或EFV方案相
比，前者能够明显降低疟疾的发生率（160）。

LPV/r方案在资源受限情况下的可行性

在某些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向婴儿及不满3岁儿童提供基于LPV/r的治疗方案面临着挑战。目
前的LPV/r糖浆制剂在分发之前一直需要采用冷链。针对医疗卫生工作者进行的价值观与偏好调
查显示，该糖浆味道较差，可能会影响依从性。而且，对于低龄就开始使用LPV/r方案进行治疗的
儿童，代谢并发症方面的风险尚不明确。另外，LPV/r方案成本较高，在抗结核治疗过程中的使用
方式也较复杂。为了克服这些挑战，出现了一些替代方案的建议。

在最近的一项随机临床试验（148,161）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随机临床试验（162）中，
对初始采用LPV/r方案、其后用一种NNRTI药物（NVP或EFV）替代的治疗策略进行了评估。
这种不含PI的策略旨在减少LPV/r暴露，为维持治疗并将PI留作二线抗病毒治疗使用提供了一种
更为简单的方式。在临床试验的情况下，儿童能够通过LPV/r一线治疗方案获得持续性病毒抑
制，显示出这种方式安全且有效——尤其当抗病毒治疗启动前HIV感染不存在NNRTI耐药性时
（148,161）。但是，这种方式可能会使治疗规划更加复杂，而且可能要求能够进行病毒学监测。
因此，这一策略可能只适用于能够进行病毒载量和基因型检测的地区。

当上述方式都不可行或成本太高时，采用固定剂量二联或三联用药的NVP方案可以作为
有效的替代方案。最新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163）显示，儿童起始采用ABC、3TC及一种
NNRTI药物时，能够获得良好的病毒学结果（不区分年龄情况下，83%在3.7年之内病毒载量小
于400拷贝/ml）。针对这一年龄组，目前没有使用EFV，但是在这些建议制定的最后阶段，美国
食品及药品管理局批准了将EFV用于体重超过3.5kg的3月龄～3岁儿童。附录7提供了该年龄组
的用药剂量。关于如何有效将EFV用作LPV/r或NVP的替代药物，在未来获得更多相关研究数据
后，将会提供更多建议。

NRTI类药物的选择

为了构建有效、持久的骨干用药，NRTI类药物的选择应当全面衡量如何减少毒性、降低成本
以及提高可行性。关于与3TC共同组成三联抗病毒治疗方案的NRTI用药选择（AZT或ABC）， 
目前仅有很少一对一的对照研究（164）。但是，一线NRTI药物的选择会影响二线抗病毒治疗，
而已知AZT的失败会造成胸苷类似物的突变积累，如果存在两个及以上胸苷类似物突变，则后续
治疗中对ABC或TDF的治疗敏感性下降。这种风险在NNRTI方案中更为常见。因此，AZT与基
于LPV/r方案共同使用时可能就不会出现问题。相比而言，艾滋病毒对ABC出现耐药不会造成对
胸苷类似物的耐药，而是会保持、甚至提高艾滋病毒对二线用药中AZT及d4T的敏感性（159）。

尽管ABC对于抗病毒治疗的方案排列（159,165）以及治疗方案与大龄儿童的一致化而言可
能更为理想，但其在资源受限的国家较难获得。另外，尤其是与LPV/r联合使用时，ABC对很多
国家都构成严重的成本障碍。正在进行的一些相关研究有望针对ABC及AZT的有效性对比提供
明确的结果（166）。

由于d4T已知的长期毒性，世卫组织自2010年以来一直建议淘汰d4T。但是，在AZT因贫血
风险较高（如在疟疾疫区）而不建议使用、或是ABC难以获取的情况下，这一特定年龄组的治疗
方案选择范围十分有限，这时d4T仍然是一种可用选择。当存在疑似或确诊AZT毒性并且无法使
用ABC时，d4T仍然具有其重要性。但是，包含该药的治疗方案应当尽可能短时间地使用。淘汰
d4T的相关指导请见专栏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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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布这些建议的同时，指南制定小组强调：

      被证实有效（在这一年龄组的随机对照试验中显示出更好的病毒学反应）的一线方案十分重
要。

      在不满18月龄的儿童中，HIV对NNRTI耐药性证据的增多需要予以重视，当建议针对孕妇母
婴阻断采用EFV方案治疗时更是如此。

      针对不满3岁的儿童设定一个首选方案、同时设有成本更低备选方案的策略十分有效，能够保
留二线方案的后备作用、同时提高治疗的可行性。

      预期在未来几年中出现新型的制剂（内含LPV/r的喷剂或小包装袋剂）。

      在一线方案中使用非胸苷类似物，能够保持二线方案中AZT的药物反应水平、并使大龄儿童
和成人的用药方案一致化。但是，同时的确也存在额外的成本问题。

      正如一项随机试验所提示，找出能够有效利用备选方案从而将PI保持在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
中的那些儿童。

      找到能够进行有效管理的方案（如ABC＋3TC＋AZT）用于合并结核病的治疗，其应能在标
准抗病毒治疗达到病毒抑制后维持良好的临床及免疫学反应。

临床考量

10.6部分（专栏10.6 — 重要建议的实施问题）介绍了涉及规划管理人员的具体实施问题。
而与医护工作者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涉及为低龄儿童提供LPV/r方面的挑战。当医生判断LPV/r
的给药和储藏都存在很大困难时，可以考虑使用NVP（尤其是基于NVP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
另外，对于早产儿以及不满14天的足月儿来说，应当避免使用LPV/r口服液（167）。对于6周龄以
内的婴儿，应当按照其体表面积计算药物剂量（附录3）。

尚待研究的主要问题

对于已经预防性使用抗病毒药物但仍然感染了HIV的儿童，母婴阻断的新方法能够在何种程
度影响其耐药类型，仍需在非试验地区进行深入探讨。另外，当用于一线方案时、或是当缺乏病
毒载量或基因型检测而用于不含PI的方案时，EFV方案的安全性问题以及NRTI药物的优化选择
问题，都还需要更多研究证据。关于婴儿和低龄儿童采用LPV/r方案时的长期性代谢影响也需要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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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3岁及以上儿童及青少年的一线抗病毒治疗   

最新建议

     对于3岁及以上的HIV感染儿童及青少年，一线抗病毒治疗的首选NNRTI是EFV，备选
是NVP（强烈建议，低质量证据）。

特别注意：在选择一线治疗中的NNRTI药物时，国家规划应当考虑EFV（每日一次）及NVP（每日两次）
各自的用药方式、以及如何与NRTI骨干药物的用药方式保持一致。例如，若推荐方案为每日两次的固定剂量
联合用药，NVP可能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对于3岁以上～不满10岁的HIV感染儿童（及体重低于35kg的青少年），抗病毒治疗
方案中NRTI骨干药物的选择应当按照优先次序如下：

• ABC＋3TC

•  AZT（或TDF）＋3TC（或FTC）

（有条件建议，低质量证据）。

特别注意：对于这一人群，应当考虑ABC相对于TDF、更相对于AZT所具有的比较优势。目前没有明确
证据表明哪个应当是首选药物，每种选择都有其各自的风险和效益：ABC可以每日一次用药，对于各个年龄
组都可以与3TC一起固定剂量联合用药，并与TDF在耐药性方面保持一致（168）；AZT的使用面广，可以
与NVP一起固定剂量二联或三联用药，但需每日两次用药，且可造成严重贫血；TDF最近已被批准用于儿童
（169），其优势包括可以每日一次用药，但儿童TDF制剂不易获得，TDF在儿童中的应用经验也有限，且在
长期的骨毒性影响方面存在顾虑（170,171）。支持在国家推荐方案中选用TDF的理由包括：国家规划对于成
人及孕妇采用的是TDF方案，而且有针对儿童的TDF固定剂量复合制剂。

     对于体重不低于35kg的HIV感染青少年（10～19岁），抗病毒治疗的NRTI骨干药物
应当与成人保持一致，按照优先次序选择如下：

• TDF＋3TC（或FTC）

• AZT＋3TC

•  ABC＋3TC

（强烈建议低质量证据）。

特别注意：目前，只有针对成人的TDF固定剂量复合制剂——每日一次的无划痕片剂，对于体重不低于
35kg的青少年，可以采用成人的固定剂量二联或三联用药中的TDF剂量、及固定剂量三联用药中的EFV剂
量。

特殊情况下可以采用ABC或增效PI。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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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0 儿童及青少年的一线抗病毒治疗推荐方案总结

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 3岁～不满10岁儿童及体重低
于35kg的青少年

体重不低于35kg的青少年
（10～19岁）

首选方案 ABCa＋3TC＋EFV TDF＋3TC（或FTC）＋EFVa

备选方案

ABC＋3TC＋NVP

AZT＋3TC＋EFV

AZT＋3TC＋NVP

TDF＋3TC（或FTC）＋EFV

TDF＋3TC（或FTC）＋NVP

AZT＋3TC＋EFV

AZT＋3TC＋NVP

TDF＋3TC（或FTC）＋NVP

特殊情况 c
d4Tb＋3TC＋EFV

d4Tb＋3TC＋NVP

ABC＋3TC＋EFV

ABC＋3TC＋NVP

a  这些建议适用于准备启动一线抗病毒治疗的儿童及青少年。对于已经在采用含ABC方案进行治疗的儿童及青少年，如
果出于规划原因，可以安全采用TDF替代ABC。对于已经在采用含d4T方案进行治疗的儿童及青少年，如果未出现治
疗失败证据，可以安全采用ABC或TDF替代d4T。尽管尚缺乏直接证据，但为了将各年龄组的治疗方案进行简化和统
一化，也可以考虑采用AZT替代ABC或TDF。对于乙肝病毒合并感染的儿童，在其起始抗病毒治疗方案中纳入TDF，
能够降低HIV对3TC的耐药选择，后者可能对未来的乙肝病毒治疗选项造成不利影响。

b  d4T应当仅用于存在疑似或确诊AZT毒性、并无法得到ABC或TDF时，而且包含该药的治疗方案应当尽可能短时间地
使用。淘汰d4T的相关指导请见信息框10.7。

c  可能的特殊情况包括：因严重毒性、预期的药物间相互作用、药品采购、供应管理等原因，无法得到或不适于采用首选
口服方案的情况。

背景

尽管婴儿早期诊断已得到更多推广、而且一些适宜儿童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也广为应用，但
儿童的抗病毒治疗覆盖率比起成人要严重滞后。针对儿童的治疗建议应当在卫生系统的各个层
面（包括在初级医护层面）都能顺利实施，而且提供抗病毒治疗的所有医生（而非仅限于儿科医
生）都应当能够实施。

根据2010版世卫组织指南的建议（105），针对3岁及以上儿童，起始抗病毒治疗应当采用
NVP或EFV方案与NRTI骨干药物联合用药。推荐的NRTI骨干药物按照优先次序为：3TC＋AZT
或3TC＋ABC或3TC＋d4T。对于合并感染乙肝病毒的成人，首选骨干药物为TDF＋FTC或
3TC。2013版指南中的上述新建议依据的是这一儿童群体首选NRTI及NNRTI方面新的研究证
据。

基本理论与证据支持

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172）及欧洲药品管理局（173）批准了在2岁以上儿童中使用TDF，
从而使针对成人和儿童的治疗方案能够一致化。与成人治疗建议保持一致可以改善儿童的抗病毒
治疗覆盖率。TDF的其它益处还包括能够与3TC及EFV进行有效联合，成为每日一次的儿童用药
方案（169）。另外，对于一线至二线方案中的NRTI类药物的排序，由于艾滋病毒对TDF的耐受
性— 特别是K65R ― 能够提高AZT的抗病毒效果，从而使TDF成为一线治疗方案中的一个很
好的选择（165,174-176）。但是，目前TDF在低龄儿童中的使用经验还很有限。针对医疗卫生工
作者进行的价值观与偏好调查显示，尽管已知TDF能够造成骨矿物质密度降低，但还不明确这种
影响是否为持久性、以及未来会如何影响发育模式及骨折风险。另外，针对低龄儿童的TDF制剂
并未得到广泛使用，目前还没有针对儿童的固定剂量TDF联合制剂。ABC具备TDF的很多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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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次用药、良好的耐药特性），但是与TDF相比，其在儿童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研究，而且
在总体上耐受程度较高。ABC的儿童固定剂量复合制剂也广泛存在，但其成本较高。并且，对于
HL A-B*5701人群，ABC可能造成严重的超敏反应。这种情况尽管在非洲儿童中非常罕见，但在
高加索及亚洲儿童中发生率可以达到3%～4%（177）。

对观察性研究的系统综述发现，与NVP相比，EFV的短期毒性特征较好并且具有较高的病
毒学反应（121,178）。大多数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儿童都采用了包含NVP的方案，但对于成
人，EFV正逐渐成为首选的NNRTI药物。这一差异主要源于针对儿童或成人的NVP及EFV固定
剂量复合制剂中哪个更容易获得。对于采用NVP方案治疗、并且病情得到控制且已稳定的儿童，
无需再用EFV替代NVP，但对于那些采用其它的每日一次药物启动抗病毒治疗者，EFV就是一个
更好的选择。

在发布这些建议的同时，指南制定小组强调：

     选用有效的一线方案；

     每日一次用药方法具有便捷性优势，应尽可能采用固定剂量联合用药；

      在一线方案中使用非胸苷类似物（ABC或TDF），从而保持二线方案中AZT的药物反应水
平；

     将大龄儿童及青少年的治疗方案与成人一致化。

扩大儿童抗病毒治疗的临床考量

10.6部分（专栏10.6 — 重要建议的实施问题）介绍了涉及规划管理人员的具体实施问题。
而与医护工作者相关一个重要问题是：针对临床稳定的儿童，是否应当以及如何进行方案变更。
随着儿童的成长，新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不断出现，规划也已改为推荐不同的一线方案。对于临
床指征稳定者，为了简化治疗管理和统一治疗方案，可以考虑对其抗病毒治疗方案进行变更。表
7.11总结了对于无治疗失败史的儿童，抗病毒治疗的简化与统一化所涉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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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1 无任何方案治疗失败史a儿童的抗病毒治疗简化与统一化的考量

方案 指导 个体效益 规划优势

d4T

根据国家规划推荐
方案，将d4T变更
为适合相应年龄的
NRTI药物

•   d4T相关的药物毒性减少

•    每日一次用药（如果选用
ABC或TDF）可能会提
高依从性 

•   与成人方案统一

LPV/r

无需变更，但若
LPV/r有持续性病
毒学反应，则可以考
虑将LPV/r替换为
NVP或EFV

•    更好的味道、以及更易于
管理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
（每日一次划痕片剂）可
能会提高依从性

•   代谢改变风险降低

•    与成人方案统一

•    将PI保留给二线抗
病毒治疗

•    没有冷链要求

•    药物成本降低

AZT

无需变更，但可以
考虑更改为ABC或
TDF

•    每日一次用药（如果选用
EFV）可能会提高依从性

•    重症贫血风险可能会降
低

•    与成人方案统一

ABC

无需变更，但可以考
虑更改为TDF（尤其
对于体重超过35kg
的青少年）

•    可以采用固定剂量复合制
剂（如果选用EFV）

•    与成人方案统一

NVP

无需变更，但可以考
虑更改为EFV（尤其
是从3岁开始）

•    每日一次用药（如果与
ABC或TDF联合用药）
可能会提高依从性

•    与成人方案统一

a 根据国家所采用的治疗失败标准来确定。

尚待研究的主要问题

关于TDF、ABC、EFV以及所推荐联合用药的长期性功效及安全性，都需要进一步进行研
究。关于儿童及青少年的骨骼、发育以及TDF相关肾毒性特征，尤其是当存在营养不良及发育迟
缓时，仍需更多研究数据。同样，青少年中EFV的相关不良反应（例如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也
还需研究，才能确保与成人治疗方案安全地统一。进行抗病毒治疗的同时建立药物毒性哨点监测
系统，能够针对毒性的出现频率和相关临床问题提供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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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艾滋病合并结核病的儿童的治疗    
结核病是影响HIV阳性儿童的最为常见的机会性感染。能够与结核治疗同时开展的抗病毒治

疗方案的选择十分重要。利福平与LPV/r或NVP的相互作用使3岁以下儿童的合并治疗面临很大
挑战。但最近关于儿童抗病毒治疗的一项大型随机对照试验（163）初步证明，尽管缺乏合并结
核病治疗的相关数据，但核苷三联治疗方案的有效性为已在接受抗病毒治疗、同时需要合并抗结
核治疗的儿童提供了一种适合的选择（表7.12）。

对于正要开始抗病毒治疗的确诊结核病患儿，推荐方案与2010版建议一致，其总结详见表
7.12，其中还就艾滋病与结核合并治疗的方案选择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指导。

表7.12 需要合并抗结核治疗儿童的抗病毒治疗推荐方案总结

针对正在接受结核治疗，同时准备启动抗病毒治疗的儿童及青少年的推荐方案 ab

3岁以下
两种NRTI＋NVP（确保剂量为200mg/m2）； 
或是三联NRTI（AZT＋3TC＋ABC）c

3岁及以上
两种NRTI＋EFV； 
或是三联NRTI（AZT＋3TC＋ABC）c

针对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同时准备启动结核治疗的儿童及婴儿的推荐方案 a

接受标准NNRTI
方案的儿童（两
种NRTI＋EFV
或NVP）

3岁以下
继续使用NVP（确保剂量为200mg/m2）； 
或是三联NRTI（AZT＋3TC＋ABC）c

3岁及 
以上

如果儿童正在接受EFV，继续使用同一方案； 
如果儿童正在接受NVP，改为采用EFV； 
或是三联NRTI（AZT＋3TC＋ABC）c

接受标准PI方
案的儿童（两种
NRTI＋LPV/r）

3岁以下
三联NRTI（AZT＋3TC＋ABC）c； 
或是将LPV/r替换为NVP（确保剂量为200mg/m2）； 
或是继续使用LPV/r；考虑添加RTV以达到完全治疗剂量d

3岁及 
以上

如果儿童没有NNRTI方案失败史： 
改为使用EFVe； 
或是三联NRTI（AZT＋3TC＋ABC）c； 
或是继续使用LPV/r；考虑添加RTV以达到完全治疗剂量d； 
如果儿童有NNRTI方案失败史： 
三联NRTI（AZT＋3TC＋ABC）c； 
或是继续使用LPV/r；考虑添加RTV以达到完全治疗剂量d； 
考虑咨询专家以构建二线方案

a  根据新的剂量指南，确保利福平的最佳剂量（见网络附录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
b  根据国家推荐的一线抗病毒治疗，基于适于特定年龄的抗病毒治疗方案对抗病毒药物进行替换。
c  建议三联NRTI用药仅用于抗结核治疗期间。当利福平治疗结束时，应当重新启动适于特定年龄的PI或NNRTI方案。根

据ARROW试验（163）的结果，对于启动抗结核治疗时正在接受LPV/r方案的3岁以下儿童，这一方案应当考虑作为其
首选方案。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批准了在3月龄～3岁之间、体重超过3.5kg的儿童中使用EFV，为三联NRTI策略提
供了一个潜在的替换方案。目前仍然不推荐在3岁以下儿童中使用EFV方案，因为还需要更多的药代动力学研究数据来
确保其与利福平共用时血药浓度不会低于治疗所需水平。对于曾有NNRTI方案失败史的3岁以上儿童，也应当考虑采用
三联NRTI作为首选方案。

d 增加RTV，直至其剂量达到与LPV相同的mg数（比例1:1）。
e  应当考虑改为采用EFV作为首选方案（179）。在抗结核治疗结束后，应当继续使用EFV方案，以简化治疗、并与大龄儿

童的ARV用药方案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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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病毒治疗效果监测及 
治疗失败判断

7.3.1 启动抗病毒治疗前后进行实验室监测
临床评估和实验室检测在患者抗病毒治疗前评估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随后的

治疗效果和抗病毒药物可能出现的毒性反应进行监测。表7.13中对世卫组织推荐的HIV筛查与监
测方法进行了总结，同时也对合并感染和非传染性疾病筛查方法进行了总结。

表7.13 推荐及适合实验室的HIV诊断和抗病毒治疗监测方法

HIV管理阶段 推荐方法 适用方法 (如果具有可行性)

HIV诊断

HIV血清学检测；CD4+T
淋巴细胞计数

结核病筛查

HBV（HBs抗原）血清学检测a

HCV血清学检测

如CD4+T淋巴细胞计数≤100/mm3 

开展隐球菌抗原检测b

性传播疾病筛查

抗病毒治疗前随访
CD4 + T淋巴细胞计数 
（每6个月～12个月）

启动抗病毒治疗

CD4+T淋巴细胞计数 服用AZT后进行血红蛋白检测 d

妊娠试验

血压监测

服用TDF后进行尿糖检测，估计肾小球
滤过率(eGFR) 以及血清肌酐测定 e

NVP用药后进行丙氨酸转氨酶检测 f

接受抗病毒治疗 CD4+T淋巴细胞计数 
（每6个月）

HIV病毒载量检测（启动
ART6个月后，之后每年
一次）

TDF用药后检测尿糖及血清肌酐 c

治疗失败 CD4 + T淋巴细胞计数

HIV病毒载量

HBV（HBsAg）血清学检测a （如果未
进行检测或者基线检测结果为阴性，在更
换ART方案前检测）

a  如果可行，HIV感染者应进行乙肝表面抗原检测，判断患者是否合并HBV，如果是合并感染，则需要启动含有TDF的抗
病毒治疗方案。

b 仅在隐球菌抗原血症流行率（>3%）较高地区考虑开展（180）。
c 用于评估可影响抗病毒治疗的慢性病流行情况，如高血压和其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与结核病。
d 在AZT有关副作用发生风险高的成年与儿童中开展（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低或者BMI较低）
e  在发生TDF相关副作用的高危人群中开展：有肾脏疾病、老年人群、BMI较低、糖尿病、高血压以及合并使用增效PIs或

潜在肾毒性药物患者。
f  在发生NVP相关副作用高危人群中开展：如首次应用抗病毒治疗人群、CD4+T淋巴细胞计数>250/mm3以及合并感染
HCV的女性HIV感染者。但是，肝脏酶水平对于NVP毒性的预测价值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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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抗病毒治疗效果监测及治疗失败判断

最新建议

     建议优先采用病毒载量作为诊断与确定抗病毒治疗失败的监测方法（强烈建议，证据
质量较低）。

     如果病毒载量检测不是常规可用方法，则需要采用CD4+T淋巴细胞计数和临床监测
作为诊断治疗失败的方法（强烈建议，证据质量中等）。

特别提示：治疗失败的定义为，至少应用抗病毒药物6个月之后，病毒载量检测持续超过1000拷贝/ml（即间
隔三个月连续两次病毒载量检测，两次检测之间保持治疗依从性）。通常采用血浆进行病毒载量检测；但是，
某些采用全血作为样本的实验技术，例如实验室干血斑检测方法和病床边即时检测方法，在这么低的阈值时
结果并不可靠，只有在阈值较高的情况下采用。

病毒载量应该在启动抗病毒治疗后尽早检测（6个月），之后至少每12个月检测一次，用于确定治疗是否失
败。如果病毒载量检测不是常规可用方法，则需采用CD4+T淋巴细胞计数和临床监测方法来确定治疗失败，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采用有针对性的病毒载量检测来确认病毒学失败。

新

背景

对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进行监控，是保证治疗成功、确定依从性问题以及在治疗失败时决
定是否更换抗病毒治疗及更换哪种疗法的关键。2010年之前，世卫组织抗病毒治疗手册建议应
用临床效果和CD4+T淋巴细胞计数作为监测抗病毒治疗效果的常规方法。但是，作为一种更灵
敏的早期指标，用病毒载量检测结果来判断治疗失败越来越被人们所认可，已经成为高收入地区
监测抗病毒药物治疗效果的金标准。

世卫组织2010年指南建议各国考虑逐步引入病毒载量检测来监测抗病毒治疗效果，并建议
采用高于5000拷贝/ml作为病毒载量的临界值。如果患者依从性良好，且没有其他导致病毒载量
升高的原因（如药物相互作用、吸收差以及并发疾病），则判断为治疗失败。但是，由于地区资源
受限，许多抗病毒治疗规划还无法开展病毒载量检测，仍需依靠临床和免疫学监测方法。在资源
有限地区，病毒载量检测应用受限被认为是抗病毒治疗方案更换比例低于预期的主要原因。

理论依据与证据支持

尽管临床试验研究中有关病毒载量检测的生存收益方面证据有限，但病毒载量可作为治疗
失败的早期指标，2013年版指南中强烈建议使用病毒载量检测来判断病毒学失败，并且/或者用
来确认根据临床和/或免疫学证据判断的治疗失败（表7.14）。多项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当
患者病毒载量低于1000拷贝/ml时，传播HIV的风险非常低（181），因此，指南编制组还建议将
治疗失败的病毒载量标准从5000拷贝/ml降低到1000拷贝/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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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4 世卫组织判断治疗失败、更换抗病毒治疗方案的临床、免疫学和
病毒学标准

失败 定义 解释

临床失败

成人与青少年

有效治疗6个月后，出现新的或反复
出现提示严重免疫缺陷的临床症状
（WHO临床分期4期）a

儿童

有效治疗6个月之后，出现新的或者反
复出现提示晚期或严重免疫缺陷的临
床症状（WHO临床分期3期和4期，
结核除外）

症状必须与启动抗病毒治疗后出
现的免疫重建炎性综合征b进行
鉴别诊断。

对于成人，某些WHO临床3期症
状（肺结核和严重细菌感染）也
可表明治疗失败a。

免疫学失败

成人与青少年

CD44+ T淋巴细胞计数降到基线值 
(或之下)

或者

CD4计数持续低于100/mm3

无导致CD4+T淋巴细胞计数短
暂降低的并发感染或新近感染。

一项系统综述发现，目前WHO
诊断抗病毒治疗病毒学失败的临
床和免疫学指标的灵敏度和阳性
预测值均较低（182）。随着治疗
的更早启动以及CD4+T淋巴细
胞计数较高的情况下出现治疗失
败，预测值预计可能会更低。

目前对治疗失败还没有提出备选
定义，同时对于免疫失败也没有
经过验证的定义。

儿童

5岁以下

CD44+ T淋巴细胞计数持续低于
200/mm3或<10%

5岁以上

CD44+ T淋巴细胞计数持续低于
100/mm3

病毒学失败
保持依从性的情况下，间隔3个月连续
两次病毒载量检测，血浆病毒载量均
高于1000拷贝/ml。

界定病毒学失败，更换抗病毒治
疗方案需求的最佳临界值目前还
没有确定。

在确定患者抗病毒治疗方案失败
时，必须采取抗病毒治疗至少6
个月以上。

应用干血斑方法和病房即时检测
技术检测病毒载量时，需要应用
更高的指标值。

a 见附件1中与晚期及严重HIV疾病相关的临床症候。
b 第6.1节中对免疫重建炎性综合征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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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学监测（病毒载量）与免疫学监测（CD4+T淋巴细胞计数）和临床监测（WHO临
床分期）的比较

与免疫学监测和临床监测相比，推荐应用病毒学监测作为首选方法的主要依据是，在治疗失
败和更换二线药物需求评估时，病毒学监测可以提供更早更准确的指示，减少耐药变异的积累，
提高临床预后效果。检测病毒载量还有助于辨别治疗失败和依从性差（183），并可作为HIV人群
传播风险评估的指标（76）。

目前还很少有证据表明，对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患者开展病毒载量监测比CD4+T淋巴细
胞计数监测和/或临床监测有任何额外生存收益。一项系统综述对三项随机临床试验研究进行
了分析，研究对病毒学监测与免疫学和临床监测进行了比较分析（184-186）（附件网址：www.
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与免疫学和/或临床监测相比，增加病毒
载量监测与病死率降低之间没有相关关系。其中一项临床试验研究发现（185），三种方法在临
床失败发生率、更换二线治疗方案、耐药变异监测方面未见显著差别。一项在成人中开展的队列
模型研究也发现，在临床和/或免疫学指标的基础上，增加病毒学监测指标，并没有明显改变病死
率和新的艾滋病相关疾病的发生率（187）。尽管随机对照试验未表明病毒载量监测可转化为生
存收益，但由于随访时间有限（不足5年），要验证病毒载量监测对生存状况、耐药情况以及HIV
传播的长期影响，还需要更长时间的随访调查。

一项证据质量中等的系统综述表明，目前世卫组织关于治疗失败的免疫学和临床监测指
南在确定成人病毒学失败时，灵敏度较差，阳性预测值较低（187-200）(网址：www.who.int/
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这就意味着，许多诊断为免疫学失败的患者实际上
还有足够的病毒抑制，有错误分类为治疗失败的风险，并可能被不必要地转换为二线抗病毒治
疗方案。另外一项系统综述使用了儿童治疗的数据，也提供了中等质量的证据，表明免疫学标准
（201-204）在确定儿童病毒学失败时，灵敏度和阳性预测值均较低。

免疫学监测与临床监测对比

在不能获得病毒载量监测的情况下，推荐使用临床监测和CD4监测（205）。一项系统综述
对两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了分析，证据质量适中（184,206），研究发现对于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成
人，相比较于常规临床监测，虽然可获得病死率和发病率方面的收益，但这些试验中CD4+T淋
巴细胞与临床监测的对象很大程度上侧重于接受抗病毒治疗时CD4+T淋巴细胞计数低于200/
mm3的患者（网址：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对于接受抗病
毒治疗时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高的患者，目前的免疫学和临床监测标准可能会降低发现治疗
失败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因此对于这些人群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更准确的免疫学监测标准。

常规病毒载量监测与有针对性的病毒载量监测发现治疗失败能力对比

对艾滋病患者应开展常规病毒载量监测（每6-12月一次），从而确保及早准确发现治疗失
败。在获取病毒载量检测受限制地区，对于免疫学和临床监测标准诊断为疑似治疗失败的患者，
应采取有针对性的病毒载量检测策略，避免不必要地更换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与常规病毒载量
监测相比，有针对性的病毒载量监测成本更低，但和临床和免疫学监测一样，可能会延迟更换二
线抗病毒治疗方案，从而可能加大病情恶化、抗病毒药物耐药性选择以及HIV传播的危险。

确定病毒学失败的临界值

目前还没有制定出确定病毒学失败和更换抗病毒治疗方案的最佳临界值。将病毒学失败的
标准定为1000拷贝/ml主要依据两方面的证据。首先，在有效治疗期间，可能会出现病毒反复或
间断性低水平病毒血症（50-1000拷贝/ml），但与治疗失败风险增高之间无相关关系，除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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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出现低水平病毒血症（207）。其次，临床与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在病毒载量低于1000拷贝/ml
时，HIV传播和疾病恶化的风险非常低（181,208,209）。

根据这种较低的临界值，大多数现有和在建的标准全血和血浆病毒载量检测平台都具有良好
的诊断准确性。但是，按照这个临界值，干血斑病毒载量检测的灵敏度可能会降低（210,211）。 
因此，在没有确立较低临界值的灵敏度情况下，依靠干血斑技术评估病毒载量的规划应考虑保留
较高的临界值（3000-5000拷贝/ml）（212-214）。

图7.1 在成人、青少年和儿童中发现与诊断治疗失败及更换抗病毒治疗方
案的病毒载量检测策略

有针对性的进行病毒载量监测 
（疑似临床或免疫学治疗失败）

常规病毒载量监测 
（病毒学失败的早发现）

病毒载量>1000拷贝/ml

评估依从性问题

3-6个月后重新检测病毒载量

病毒载量≤1000拷贝/ml 病毒载量>1000拷贝/ml

维持一线治疗方案 更换二线治疗方案

检测病毒载量

1237.贯穿关怀体系的临床指南：抗病毒治疗
7
.3

  病
毒

治
疗

效
果

监
测

及
治

疗
失

败
判

断



儿童特别注意事项

这些指南的目的是将儿童监测方法与推荐的成人监测方法进行统一。因为儿童很多开始抗
病毒治疗时间较早，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高，因此开展病毒载量监测来发现治疗失败和依从
性差问题会越来越有利。此外，病毒载量可能有助于指导治疗策略的实施，避免在儿童时期选择
二线药物（例如在病毒抑制持续的情况下从LPV/r换成NNRTI）（见7.3.3节）。

欧洲儿科艾滋病治疗网络与儿科艾滋病临床试验工作组（PENPACT1）在几个国家（包括美
国、欧洲国家、巴西和泰国）开展了一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数据表明，在病毒载量阈值较低
时更换治疗方案并不会得到更好的临床和病毒学效果，但可以将HIV耐药性降低到最低，特别是
使用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为基础的治疗方案时，可以将对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的耐药性
降低到最低。在这项研究中，建议成人抗病毒治疗方案要与病毒载量阈值相结合，这是一项非常
可取的提议。但是，启动ART后最初6个月的病毒载量结果的解释要慎重，婴儿与低龄儿童取得
病毒抑制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因为其基线病毒载量较高。

目前建议对5岁以下儿童全部启动抗病毒治疗，不考虑临床与免疫学标准，这意味着启动抗
病毒治疗时不需要检测CD4+T淋巴细胞计数。但是，在病毒载量检测能力受限或无法获取的地
区，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监测——包括基线检测和5岁以下儿童CD4+T淋巴细胞‘百分比
检测——仍是监测治疗效果的重要措施。

和成人中的情况一样，缺乏病毒载量和CD4+T淋巴细胞检测能力不应妨碍启动儿童抗病毒
治疗。最近完成的一项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开展临床监测和实验室监测的病死率和疾病进展情况
是相当的，特别是在启动治疗的第一年（163）。

扩大病毒载量检测规模的临床考量

第10.6节（见本节专栏10.3，主要建议实施要考虑的因素）讨论了与规划管理相关的临床和
实施注意事项。临床医生与卫生工作人员要考虑的其他事项包括以下。

      患者获得抗病毒治疗为首选优先问题。缺乏监测治疗效果的实验室检测措施不能成为启动抗
病毒治疗的障碍。

      确定优先权。如果病毒载量检测受限，应逐步采用有针对性的方法来确定治疗失败。特别是
那些通过抗病毒治疗减少HIV传播的人群，如孕妇和哺乳妇女以及单方HIV阳性配偶，对于
他们而言，维持病毒抑制状态是保证预防措施有效的关键。 

7.4  抗病毒药物毒性监测 
与药物更换 

7.4.1 指导原则
     实验室监测不是启动抗病毒治疗的必需因素。

     对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可采用针对症状的实验室方法监测药物安全性和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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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抗病毒药物毒性的主要类型
2010年世卫组织抗病毒治疗指南中推荐了一种针对症状的实验室监测方法，监控抗病毒治

疗方案的安全性和毒性。同时，手册还建议对使用毒品的某些特定高危人群使用实验室检测方法
监测抗病毒药的毒性。表7.15中列出了主要抗病毒药物的毒性类型和相关危险因素。

使用针对症状的实验室方法监测药品毒性需要进一步研究，从而优化治疗方案。是否需要对
特定类型的药物毒性（如服用TDF患者的肾功能监测）进行常规或定期监测，对所有患者还是仅
对高危人群监测，我们还需要更多数据来证明。

表7.15 一线、二线及三线抗病毒药物相关的毒性类型

抗病毒药物 药物毒性主要类型 危险因素 推荐处理方法

阿巴卡韦

（ABC）

高敏反应 携带HLA-B*5701 基因 如果一线药物中使用了
ABC，可用TDF或AZT
或d4T替换

如果二线药物中使用了
ABC，可用TDF替换

阿扎那韦/利
托那韦合剂

（ATV/r）

心电图异常 
（PR间期延长）

服药前已有心电传导性疾病

联合使用其他可延长PR间期
的药物 LPV/r或DRV/r。如果

具有使用强化PIs的禁
忌症，且一线治疗中
NNRTIs失败，可考虑使
用整合酶抑制剂

间接性高胆红素血症
（显性黄疸）

患肝病

HBV与HCV合并感染

联合使用肝毒性药物

肾结石和早产危险 危险因素不明

齐多夫定

（AZT）

贫血、中心粒细胞减
少症、肌病、脂肪萎缩
或脂肪代谢障碍

治疗前有贫血或中性粒细胞
减少症

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
mm3

如果一线抗病毒治疗方
案中使用了AZT，可替
换为TDF或ABC

如果二线抗病毒治疗方
案中使用了AZT，可用
d4T替换 

乳酸性酸中毒或伴有
脂肪肝的严重肝肿大

BMI >25（或体重>75 kg）

长期持续暴露于核苷类似物

司他夫定

（d4T）

周围神经病变、脂肪
萎缩或脂肪代谢障碍

老年人

CD4+T淋巴细胞计数≤200/
mm3

联合应用异烟肼或ddI

如果一线抗病毒治疗
使用d4T，可更换为
TDF、AZT或ABC。

如果二线抗病毒治疗使
用d4T，可更换为AZT 
（一线抗病毒治疗使用
TDF或ABC之后）

乳酸性酸中毒或伴有
脂肪肝、急性胰腺炎
的严重肝肿大

BMI >25 (或体重>75 kg)

长期持续暴露于核苷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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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5 一线、二线及三线抗病毒药物相关的毒性类型（续）

抗病毒药物 药物毒性主要类型 危险因素 推荐处理方法

达芦那韦/利
托那韦合剂
（DRV/r）

肝毒性 患肝脏疾病

HBV与HCV合并感染

合并使用肝毒性药物

如果二线抗病毒治疗使
用了DRV/r，可考虑用
ATV/r或LPV/r替换。
当三线抗病毒治疗使用
该药，则可供选择方案
有限。

严重皮肤反应和高敏
反应

磺胺类药物过敏

依非韦仑

（EFV）

持续中枢神经系统毒
性（如异常做梦、抑郁
或精神错乱）

抑郁或其他精神疾病 
（治疗前已有或者开始治疗
时）；白天用药日间剂量

改用NVP。如果患者也
不能耐受NNRTI，可使
用强化PIs。

肝毒性 患肝脏疾病–HBV与HCV合
并感染；同时使用肝毒性药物
联合使用肝毒性药物

抽搐 （脑部疾病）发作史

高敏反应，Stevens-
Johnson 综合征

可能有神经管先天畸
形风险（人类中风险
很低）(122,140)

男性乳房发育症

危险因素不明

依曲韦林
（ETV）

严重皮肤反应或高敏
反应

不明 可供选择有限

洛匹那韦/利
托那韦合剂
（LPV/r）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合
剂（LPV/r）

治疗前有心电传导系统疾病

联合使用其他可延长PR间期
药物

如果一线抗病毒治疗使
用LPV/r ，可使用适应
年龄段的NNRTI（3岁
以下儿童使用NVP，3岁
及以上儿童使用EFV）。 
6岁以上儿童可使用
ATV。

如果成人二线抗病毒治
疗使用了LPV/r ，可用
ATV/r或DRV/r替换。
如果具有强化PIs使用
禁忌症，且一线治疗中
NNRTIs失败，可考虑整
合酶抑制剂

QT间期延长 先天性长QT综合征

低钾血症

联合使用其他可延长QT间期
的药物

肝毒性 患有肝脏疾病

HBV与 HCV合并感染

联合使用其他具有肝毒性药物

胰腺炎 HIV疾病晚期

早产、脂肪萎缩或代
谢综合征、血脂异常
或严重腹泻

危险因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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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5 一线、二线及三线抗病毒药物相关的毒性类型（续）

7.4.3 替诺福韦（TDF）毒性监测
TDF的肾毒性主要表现为近曲小管细胞功能障碍，从而可能导致急性肾损伤或者慢性肾病

（130）。

据一项系统综述显示（网址：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 annexes），
目前还没有研究规划对接受TDF治疗的患者的监测策略专门进行比较，如常规性毒性监测、无监
测或者在察觉到有临床需求时才进行监测。一项临床试验（DART临床试验）对实验室监测和临
床监测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通过平均5年的随访观察，接受TDF的患者出现估计肾小球滤过率
降低的风险增加，而肾衰竭的风险没有增加（证据质量较低）。一些观察性队列研究报告称，使用
TDF与慢性肾脏疾病风险增加之间具有相关关系。但是，所有这些研究中患者暴露于TDF的时间
均太短，因此不能用来说明肾衰竭、骨折发生或脂肪分布改变的长期风险。

抗病毒药物 药物毒性主要类型 危险因素 推荐处理方法

奈韦拉平 
（NVP）

肝毒性 患肝脏疾病

HBV与HCV合并感染

肝毒性药物合并使用

女性CD4 >250/mm3

男性CD4>400 /mm3 

治疗首月（如果未使用初始
剂量）

改用EFV。如果患者也
不能耐受NNRTI，可使
用强化PIs

严重皮疹和高敏反应 
（Stevens-Johnson
综合征）

危险因素不明

拉替拉韦
（RAL）

横纹肌溶解症、肌病、
肌痛

联合使用其他可增加肌病和
横纹肌溶解症风险的药物

可供选择有限

替诺福韦 
（TDF）

(169)

肾小管功能不全，范可
尼综合征

患有肾病

老年人

BMI <18.5（或体重<50 kg）

糖尿病未治疗

高血压未治疗

合并使用肾毒性药物或一种
强化PIs

如果一线抗病毒治疗
使用了TDF，可更换
AZT、d4T或ABC；

如果二线抗病毒治疗使
用了TDF（一线抗病毒
治疗中使用了d4T +  
AZT），可更换ABC
或ddI

骨矿物密度疾病 软骨病史和病理性骨折病史

骨质疏松症或骨质疏松的危
险因素

乳酸性酸中毒或伴有
脂肪肝的严重肝肿大

长期持续暴露于核苷类似物

肥胖

乙肝加重 
（肝炎突发）

由于药毒性中断TDF 更换乙肝治疗药物 
（如恩替卡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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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F相关肾毒性监测的最佳指标还有待于进一步评估；同时，应用肌酐检测进行实验室监
测并不是启动TDF抗病毒治疗的必需条件。但是，建议对高危人群（老年人或具有肾脏疾病的患
者、长期糖尿病患者或高血压未控制患者联合使用强化PIs或具有肾毒性的药物）进行肌酐检测
并控制肾损伤的进一步发展。研究发现，与接受TDF治疗的肾小球滤过率正常患者相比，检测结
果提示出现TDF肾毒性伴随肌酐增高的非糖尿病患者中，糖尿发生的频率非常高，这提示糖尿试
纸可能是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筛查试验方法，可用于监测TDF引发的严重肾损伤（215）。

儿童中发现，TDF与骨矿物质密度降低有相关关系，尽管目前尚未明确骨矿物质密度降低是
如何影响未来生长模式或者骨折风险。此外，测量骨矿物质密度的准确可行方法还有待确定，如
何监测儿童中TDF相关骨毒性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双能量X-线吸收法在大多数机构是无法
实现的，但儿童接受TDF治疗时，建议开展细致的生长发育监测。

临床考量
      实验室监测不是启动TDF抗病毒治疗的强制条件。

      常规血压监测可用于评估高血压。

      尿试纸可用于检测尿糖或使用含TDF抗病毒治疗方案的非糖尿病患者中的严重TDF肾毒
性。

      如果可获得常规肌酐检测，在启动TDF抗病毒治疗前要进行肾小球滤过率a检测，做为基线数
据。

      当估计肾小球滤过率<50ml/分钟、或长期糖尿病、高血压未控制以及肾衰竭时不要启动含
TDF的抗病毒治疗。

      对使用TDF的儿童开展生长发育监测。
a  使用Cockcroft-Gault（CG）或肾脏疾病膳食调整（MDRD）公式进行估计。http://nephron.com/cgi-bin/CGSI.cgi
可提供在线计算。

CG公式：eGFR = (140 – 年龄)×体重(公斤) × 0.85 (如果是女性)/(72×肌酐含量(mg%))

MDRD公式：eGFR = 175×血清肌酐–1.154 ×年龄– 0.203× 1.212 (若黑人) ×0.742 (若女性)

尚待研究的主要问题

如何最佳监测使用含TDF治疗方案患者的肾功能（毒性监测应常规开展还是针对高危人群
开展？是否需要对高危人群采取替代药物治疗？），还需要更多研究数据来评估。此外，我们还需
要更多数据来了解儿童骨矿物质密度减少的频率和临床相关性。对此类特殊人群，我们还需要确
定更准确更可负担的方法来监测TDF对其引发的骨毒性。

7.4.4 其他抗病毒药物的毒性监测

齐多夫定（AZT）

AZT与血液学毒性发生风险有关，在启动抗病毒治疗之前，建议检测血红蛋白，主要是体重
较低、CD4+T淋巴细胞计数低和HIV疾病晚期的成人和儿童。基线状态下严重贫血的HIV患者 
（血红蛋白<7.0克/分升）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中应避免使用A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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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韦拉平（NVP）

实验室检测肝药酶对于含NVP的治疗方案的预测值非常低。但是，我们建议在可能的情况
下检测肝药酶，特别是CD4+T淋巴细胞计数>250/mm3的女性HIV感染者和合并感染HBV和
HCV的HIV患者。7.2.1节中详细阐述了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高患者中NVP的安全性问题。

依非韦仑（EFV）

EFV的主要毒性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副作用，典型表现为几周后消退。但是在一些患者中，这
些副作用可持续数月或永不消退。尽管怀孕期间使用EFV可能具有致畸风险，一项最新meta分析
发现，与其他抗病毒药物相比，EFV暴露患者孕早期先天畸形的发生率整体上并不升高（122）。 
7.3.2节中对孕妇中EFV的安全性进行了详细阐述。

7.4.5 因抗病毒药物毒性更换药物
因药物毒性或者避免药物交互作用，可能需要更换药物方案或单一药物。7.4.3节和7.4.4节

中提供了抗病毒药物特定毒性类型的监测指南。

临床考量
      出现药物严重副作用时，延误药物替代或更换可能导致伤害或者可能影响依从性，从而导致

产生耐药或治疗失败。

      当必须中断药物治疗时，例如出现毒性相关的严重危及生命的副作用，抗病毒药物各种不同
的半衰期是需要重点考虑的注意事项。例如，当需要中断一种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时，
应采用一种分阶段的方式，延长使用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主体药物两到三周。作为一种选
择，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可临时用一种强化蛋白酶抑制剂替代。

7.4.6 主要抗病毒药物的交互作用
启动抗病毒治疗时，医务人员应了解HIV患者服用的所有药物，以及治疗持续期间新加入的

药物。世卫组织网站中对药物之间的多种关键交互作用进行了阐述（网址：www.who.int/hiv/
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

世卫组织抗结核治疗指南对艾滋病合并结核病治疗的重要注意事项进行了综述（216）。利
福平和蛋白酶抑制剂是一项关键的合并用药禁忌。当艾滋病合并结核病患者接受强化PI治疗时，
可能需要将利福平替换为利福布丁。如果利福布丁无法获取，RTV强化剂量增高或LPV/r标准剂
量增倍，那么在抗结核治疗期间可使用LPV/r和SQV/r（见7.6.1节）。对于儿童，也可考虑使用三
联NRTI方案（例如AZT+3TC+ABC）。

利巴韦林和聚乙二醇干扰素α-2a常用于治疗丙型肝炎。这些药物和AZT联合使用时可能具
有增加贫血和肝功能代偿不全的发生风险。合并感染HCV和HIV的患者接受AZT治疗时可能需
要将AZT更换为TDF。

伊曲康唑和酮康唑常用于治疗真菌感染。研究表明，NVP可能将这些杀真菌剂的浓度降低
到达不到治疗剂量。可使用替代性杀真菌剂（如氟康唑）来保证HIV患者的真菌感染得到有效治
疗。

世卫组织建议采用青蒿素类复方疗法治疗无并发症的恶性疟疾（217）。推荐的一项青蒿素
类复方治疗方案是青蒿脂与阿莫地喹联合治疗。EFV可增加阿莫地喹的浓度，可使肝脏转氨酶明
显升高。为预防HIV患者中药物的严重毒性，可使用青蒿素类复方替代治疗方案（如蒿甲醚苯芴
醇、artestunate加甲氟喹或青蒿脂加磺胺多辛-乙胺嘧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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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卫组织建议使用美沙酮和丁丙诺啡治疗阿片类依赖患者（218）。合并服用EFV可降低美
沙酮的浓度，从而可引起患者出现戒断症状并增加患者复吸阿片类毒品的可能性。对同时接受美
沙酮和EFV治疗的患者要紧密观察，对于出现过阿片类物质戒断症状的患者要及时调整美沙酮的
剂量。

抗病毒药物具有升高或降低激素类避孕药中类固醇激素生物利用度的可能性（219）。少量
数据表明，许多抗病毒药物（特别是一些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和RTV强化蛋白酶抑制剂）和
雌性激素为主的激素类避孕药之间可能具有药物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可能会改变激素类避
孕药与抗病毒药物的安全性和治疗效果。如果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妇女决定开始或继续使用激素
类避孕药，从预防HIV传播角度和补偿激素类避孕药可能降低的效果角度来说，我们都建议持续
使用安全套和其他避孕方法。

强化蛋白酶抑制剂及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与一些抗组胺剂（如阿司咪唑和特非那定）合
并用药时，可导致患者出现严重甚至危及生命的反应，如心律失常。可替换的抗组胺剂包括克敏
能和西替利臻。

世卫组织建议对连续10年心血管疾病风险超过30%的患者使用他汀类降胆固醇药物（220）。 
强化蛋白酶抑制剂可导致洛伐他汀和辛伐他汀的浓度增加，这些药物浓度增加可能会引起患者
发生严重副反应如肌病（包括横纹肌溶解）的危险升高。为预防HIV患者出现严重药物毒性反应，
可使用其他降血脂药物替代。

表7.16 抗病毒药物主要药物相互作用及推荐处理方法a

抗病毒药物 主要相互作用 推荐处理方法

齐多夫定
（AZT)

利巴韦林与聚乙二醇干扰
素α-2a

一线治疗方案：用TDF替换AZT

二线治疗方案：用d4T替换AZT

强化蛋白
酶抑制剂
(ATV/r， 
LPV/r)

利福平 用利福布汀替换利福平

调整蛋白酶抑制剂量或者用三联核苷类逆转录酶
抑制剂替换（适用于儿童）

洛伐他汀和辛伐他汀 使用其他降血脂药物替代（如普伐他汀）

雌性激素为主的激素类避
孕药

选择其他或者补充使用其他避孕方法

美沙酮与丁丙诺啡 将美沙酮和丁丙诺菲调整到适宜剂量

阿司咪唑和特非那定 更换抗组胺剂

TDF 监测肾功能

依非韦仑
（EFV）

阿莫地喹 更换其他抗疟疾药物

美沙酮 将美沙酮调整到合适剂量

以雌激素为主的激素类避
孕药

选择其他或者补充使用其他避孕方法

阿司咪唑和特非那定 更换抗组胺剂

奈韦拉平 
（NVP）

利福平 用EFV更换NVP

伊曲康唑和酮康唑 使用其他抗真菌剂替换（如氟康唑

a  该表由利物浦大学药物相互作用图发展而来，该资源可在线获取，网址:www.hivdruginteractions.org。更多抗病毒
药物相互作用可在WHO网站获取（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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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7.2 抗病毒药物毒性监测

世界卫生组织委托专项课题，对主要抗病毒药物特定毒性类别、实验室监测策略进行
系统综述，从而完善更新世界卫生组织的技术指南（140,169）。综述重点强调了目前研究
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之处，包括长期使用抗病毒药物、孕期、哺乳期妇女、儿童、青少年以及
具有相关危险因素人群使用抗病毒药物的毒副反应风险，以及实验室毒性监测方面。

由于研究样本有限、研究时限较短，因此目前可提供的证据受到了研究本身的限制。
目前亟需对资源有限地区抗病毒使用情况进行监测，这些地方药物毒性反应可能与环境
或行为因素、其他疾病的流行、抗病毒药物与其他药物合并使用等因素有关而表现出不同
的模式。实施药物毒性监测将有机会提供特定类型药物毒性的科学证据，增加抗病毒药
物使用的信心，确定具有高危因素的人群并制定有效的预防策略。

指南研发小组鼓励世界卫生组织加强毒性监测活动的实施，促进关键领域药物毒性
的证据收集。这些领域涵盖了长期使用抗病毒药物可能带来的毒性危险、成人和儿童中使
用TDF引发的肾毒性和骨毒性、孕期和哺乳期母亲使用含EFV和TDF治疗方案的安全性，
以及儿童、青少年和具有相关危险因素人群使用TDF的安全性。开发实验室标志物，监测
应用TDF治疗人群的肾功能是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已经启动了多项毒性监测活动，在资源有限地区的监测哨
点通过标准方法对药物毒性进行监测。目前在科特迪瓦开展了一项有针对性的系统监测，
了解一线和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中使用TDF引起的肾毒性，并在三个哨点对实验室监测
需求进行评估。在越南也应用类似的方法评估TDF相关的肾毒性，并对应用抗病毒治疗预
防HIV传播的人群中EFV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毒性进行评估，例如单方阳性配偶。在老挝
人民民主共和国，通过有针对性的系统监测方法对AZT引起的贫血和NVP引起的超敏反
应进行监测。马拉维开展了一项监测规划，对接受TDF治疗的哺乳妇女所产婴儿生长发育
情况进行了监测。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实施怀孕登记，包括出生缺陷监测规划，在可能的情况下评估孕期
抗病毒药物和其他药物应用的的安全性，出现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这些不良妊娠结
局包括产妇健康结局、早产、死产、低出生体重以及先天畸形。世界卫生组织、美国总统艾
滋病援助应急预案、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对马拉维、南非和乌干
达提供了援助，支持这些国家在监测哨点建立抗病毒治疗孕妇登记以及出生缺陷监测制
度，对怀孕妇女中含EFV治疗方案的大规模使用进行评估。

监测抗病毒药物毒性将有助于更好了解抗病毒药物毒性的长期风险，并有助于优化
抗病毒药物管理，更好地对各类人群进行HIV治疗和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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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更换至何种（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
成人、青少年及儿童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中含有NNRTI类药物时，建议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

将“1种增效蛋白酶抑制剂+2种NRTI”作为首选策略。儿童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中如果使用了一
种蛋白酶抑制剂类药物，建议根据年龄二线抗病毒治疗时更换为NNRTI或者维持蛋白酶抑制剂
类药物方案（表7.17）。

表7.17 成人、青少年、孕妇及儿童首选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总结

二线抗病毒治疗 首选方案 备选方案

成人及青少年（≥10岁）， 
含孕妇和哺乳妇女

AZT+3TC+LPV/ra

AZT+3TC+ATV/ra

TDF+3TC 
（或FTC)+ATV/r

TDF+3TC（或FTC）+  
LPV/r

儿童

如果一线抗病毒治疗使用
NNRTI类药物

ABC+3TC+ LPV/r

ABC+3TC+ LPV/rb

TDF+3TC（或FTC）+  
LPV/rb

如果一线抗
病毒治疗使
用PI类药物

＜3岁 不改变一线治疗用药c
AZT（或ABC) +  
3TC+NVP

3岁至10岁
AZT（或ABC） 
+3TC+EFV

ABC（或TDF）+  
3TC+NVP

a  在特定情况下，DRV/r可做PI和SQV/r的备选用药；目前两种药物都没有热稳定固定剂量复合制剂，但一种DRV+RTV
热稳定固定剂量复合制剂正在研发过程中。

b ATV/r可作为6岁以上儿童中LPV/r的备选用药。
c 除非出现因LPV/r口味不好导致依从性差而引起的治疗失败。

7.5.1 成人与青少年的二线抗病毒治疗     

新最新建议

     成人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应由两种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RTIs）+一种利托那韦
增效的蛋白酶抑制剂（PI）组成。

• 建议二线治疗第二选项为NRTI：

•  TDF+3TC（或FTC）为基础的一线方案治疗失败后，二线方案以AZT+3TC作为
NRTI类主要药物。

•  AZT或d4T+3TC为基础的一线方案治疗失败后，二线方案以TDF+3TC（或
FTC）作为NRTI类主要药物。

•  建议将NRTI为主成分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作为首选方法。 
（强烈建议，证据质量中等）。

     含有ATV/r 和LPV/r的具有热稳定性能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是二线抗病毒治疗中首
选的增效蛋白酶抑制剂方案。（强烈建议，证据质量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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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8 成人及青少年二线抗病毒治疗首选方案概括

目标人群 首选二线方案 a

成人与青少年 
（≥10岁)

如果一线抗病毒治疗中
使用d4T或AZT

TDF + 3TC（或FTC）+ATV/r或LPV/r

如果一线抗病毒治疗治
疗中使用TDF

AZT + 3TC + ATV/r或LPV/r

孕妇 与成人及青少年推荐方案相同

患结核病的 
HIV感染人群

如果可获得利福布汀 建议成人及青少年采用含PI类药物的 
标准方案

如果不能获得利福布汀 建议成人及青少年使用同样NRTI类药物为
主的方案，加上二倍剂量LPV/r（即，LPV/r 
800 mg/200 mg 每日两次）或标准LPV
剂量加RTV调整剂量（即，LPV/r 400 mg/ 
400 mg 每日两次）

HIV与乙肝病毒合
并感染人群

AZT + TDF + 3TC（或FTC）+（ATV/r或LPV/r）

a  ABC和ddI可作为NRTI备选药物，但是增加了用药复杂程度和成本，同时无临床优势。在特殊情况下，DRV/r可做PI和
SQV/r的备选用药，但目前两种药物都没有热稳定固定剂量复合制剂，不过一种DRV+RTV热稳定固定剂量复合制剂正
在研发过程中。

背景

2010年世卫组织抗病毒治疗指南建议，成人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中包含一种增效PI加两种
NRTI（根据一线治疗方案中使用过的药物来确定）。这些方案重点强调要使用更简化的二线方
案，理想方案是应用具有热稳定性能的配方剂型和固定剂量复合制剂（可能的情况下使用每天一
次的配方剂型）。

除了对合并结核病的艾滋病患者的治疗提出新建议之外，2013年版指南中针对其他方面的
建议仍然与2010年版指南一致。

理论依据与证据支持

二线抗病毒治疗PI类药物选择

因为一线ART首选NNRTI类药物为主的方案，因此，二线治疗推荐使用PI类药物为主的方
案。在PI类药物中，ATV/r和LPV/r为首选药物。DRV/r是一种备选方案，但目前缺乏具有热稳定
性能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有一种正在研发过程中。其他PI类药物（FPV/r,IDV/r和SQV/r）目前
没有具有热稳定性能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并且/或者用药量大同时副作用发生率较高。

世卫组织指南制定小组强调了简化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的重要性，降低用药量并限制可用
于全人群（包括成人、青少年、儿童、孕妇和合并感染TB、HBV和HCV人群）的首选二线抗病毒
治疗方案的数量。毒性更低、更方便以及更有效的具有热稳定性能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的使用也
被认为是一项关键问题。

一篇系统综述（网址：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对六项比
较二线抗病毒治疗药物（ATV/r、LPV/r和DRV/r）使用的临床试验研究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到的
结论是，目前没有证据支持对2010年指南中提出的治疗方案建议做出改变（221-226）。对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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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ATV/r或DRV/r（每天一次）替代LPV/r（每天两次）作为首选增效PI药物选择，或与之相反以
LPV/r（每天两次）作为首选增效PI药物选择，这些研究提供的证据质量较低或极低（在GRADE
评级体系为低等级，主要为间接不精确数据）。在接受过抗病毒治疗患者中开展的一项试验研究
结果显示，ATV/r与LPV/r效果相当（221）。另一项试验目标人群是未接受ART的患者，其结果
显示，与LPV/r相比，ATV/r治疗的病毒学结果指标较好，同时治疗保持率更好（224）。另两项
试验研究目标人群均同时包含未治疗人群和治疗人群，其结果显示，与接受LPV/r治疗的患者相
比，接受含DRV/r治疗方案的患者也获得了较好的病毒学结果指标和治疗保持率（222,226）。 
在高收入地区，DRV/r已经作为二线治疗方案药物。但是，目前有两个关键因素制约了DRV/r
成为治疗指南中的优先选择药物，其中包括药品费用高和目前尚缺乏具有热稳定性能的固定剂
量复合制剂。目前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确定二线和三线治疗方案中PI类药物的选择次序策
略。ATV/r与LPV/r不同的药物毒性特征、ATV/r与利福平不能同时使用以及世卫组织尚未认
可其在6岁以下儿童中使用，这些因素导致更有理由维持两种PI类药物作为同等选择的建议（表
7.19）。指南制定小组建议，应该将DRV/r保留为三线首选药物。不过，可考虑使用DRV/r作为二
线抗病毒治疗方案中LPV/r或ATV/r的替代药物，特别是在可获得价格优惠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
情况下。

NRTI类主干药物

指南制定小组保留了2010年采用的论据，建议药物选择次序与抗病毒治疗方案优化原则
（特别是作为固定剂量复合制剂的可及性和耐受性）相一致，同时考虑耐药突变风险，根据一
线方案中使用过的NRTI类药物做出选择。如果治疗失败的一线方案中使用了胸腺嘧啶类似物
NRTI（AZT或d4T），二线方案中应该使用TDF。如果一线ART方案中使用的是非胸腺嘧啶类
NRTI（即TDF），则二线ART方案中应使用AZT。其他NRTI类药物如ABC和ddI在特定情况下
可作为备选药物，但不建议作为首选替代药物，因为这些药物无特殊优势而且会增加治疗的复杂
性和治疗费用。

对于合并感染HIV和HBV的患者，如果一线方案中包含TDF + 3TC（或FTC），二线方案中
还要继续使用这些NRTI类药物，因为这些药物具有抗HBV活性同时可降低肝炎发生危险，因此
二线方案应该选择AZT + TDF + 3TC（或FTC）+一种增效PI。

对于接受利福平治疗的活动性结核病患者，所有标准剂量的增效PI类药物都禁忌使用，因为
利福平可明显降低PI类药物的血浆浓度（227-230）。这种情况下，LPV/r和SQV/r可与高度加
强剂量的RTV联合使用（LPV/r 400mg/400mg每天两次或SQV/r 400mg/400mg 每天两
次）或者将LPV/r剂量增倍（LPV/r 800mg/200mg每天两次），但是这样可能出现较强的毒性
作用，需要密切加强临床与实验室监测。使用LPV/r 800mg/200mg 每天两次的建议的证据质
量较低，其与LPV/r 400mg/400mg每天两次方案的毒性作用水平相似（230,231）。但是，这
种方案复杂性较低并且更可行，因为LPV/r作为一种单一制剂具有广泛可及性，而RTV则不具备
这些特点。不过，如果使用利福布汀替代利福平，所有增效PI类药物都可以相应以标准剂量联合
使用（表7.19）。

临床考量

从一线抗病毒治疗向二线抗病毒治疗过渡的过程中，提倡使用临床和规划性简化方案。如果
包含AZT或d4T治疗方案失败，应采取每天一次剂量的增效PI和NRTI类药物构成的二线抗病毒
治疗方案（如TDF+3TC（或FTC）+ATV/r）。如果含TDF的治疗方案失败，应采取每天两次的增
效PI和NRTI类药物构成的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如AZT+3TC+LP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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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待研究的主要问题

目前正在开展的几项研究对不同药物和抗病毒类药物进行对比（232-236），这些研究将为
最佳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选择提供更多的数据，包括不含NRTI类药物方法和限制NRTI类药物
使用的方法（研究结果预计在2014年后获得）。目前还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来探讨DRV在二
线和三线抗病毒治疗方案中的作用（成人与儿童中最佳剂量，每天服用一次还是两次，与其他增
效药物和整合酶抑制剂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以及次序选择策略）。多项临床试验研究正在检验治
疗持续过程中PI/r单药疗法的诱导作用和维持作用。同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使用包含利福
布汀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治疗结核病患者的可能性。

表7.19 阿扎那韦/利托那韦合剂（ATV/r）、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合剂
（LPV/r）和达芦那韦/利托那韦合剂（DRV/r）的比较分析

主要参数 ATV/r LPV/r DRV/r

与儿科疗法一致性 否a 是 否b

每天服用药片数（作为固定剂量复合
制剂的标准剂量）

1 4 2到4

方便性 
(每天一次与每天两次方案对比)

每天一次 每天两次 每天一次或两次

孕期安全性 是 是 是

胃肠道不耐受（腹泻） 不常见 常见 不常见

复合制剂可获得性（作为热稳定固定
剂量复合制剂）

是 是 否d

能否与含利福平的抗结核治疗方案
同用

否 是c 否

高胆红素血症 + – –

血脂异常 ± + ±

未来费用降低可能性 低 低 高

在各国的可及性（登记注册状况） 低 高 低

通用剂型的可获得性 是 是 否

a 仅允许用于6岁以上儿童。

b 仅允许用于3岁以上儿童。

c 只有以较大剂量使用时出现。

d目前正在研发一种热稳定固定剂量复合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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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成人与青少年的二线抗病毒治疗    

最新建议

     含NNRTI类药物的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失败后，建议二线治疗方案使用一种增效PI
类药物加NRTI类药物；LPV/r为首选增效PI类药物。（强烈建议，证据质量中等）

     含LPV/r的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失败后，3岁以下儿童应维持一线方案，同时要采取
提高依从性的措施。（有条件推荐，证据质量极低）

     LPV/r为主的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失败后，3岁及以上儿童应转换为包含一种NNRTI
类药物加两种NRTI类药物的二线方案；EFV为首选的NNRTI类药物。（有条件推荐，
证据质量低）

     含ABC或TDF+3TC（或FTC）的一线方案治疗失败后，以NRTI为主的二线ART首选
方案为AZT+3TC。（强烈建议，证据质量低）

     含AZT或d4T+3TC（或FTC）的一线方案治疗失败后，以NRTI为主的二线ART首选
方案为ABC或TDF+3TC。（强烈建议，证据质量低）

新

表7.20 推荐儿童及青少年一线及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总结

儿童及青
少年

一线ART方案 二线ART方案

以LPV/r为主
的一线方案

3岁以下
ABC + 3TC + LPV/r

不更换方案a

AZT + 3TC + LPV/r

3岁及以上

ABC + 3TC + LPV/r AZT + 3TC + EFV

AZT + 3TC + LPV/r
ABC 或 TDFb + 3TC 
+ EFV 

以 N N RT I 类
药物为主的一
线方案

所有年龄段

ABC + 3TC + EFV (或NVP)

AZT + 3TC + LPV/rc TDFb + 3TC (或 FTC) + EFV 
(或 NVP)

AZT + 3TC + EFV（或NVP）
ABC 或 TDF + 3TCc  
(或 FTC) + LPV/rc

a  建议不更换方案，除非出现临床病情严重恶化或由于LPV/r口味不好而出现依从性差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应考虑转换
为含NVP的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基于最近批准EFV在3岁以下儿童使用，应考虑将含EFV的方案作为备选方案。但
是，还需要更多研究数据来了解如何在此人群中最好地使用EFV。

b TDF只能给2岁以上儿童使用。

c ATV/r可作为6岁以上儿童中LPV/r的一种替代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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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为婴儿及儿童强力有效二线治疗方案选择提供建议特别困难，因为目前缺少资源有限地区
的经验，同时，可获得的制剂也有限。这种情况下，一线治疗方案的选择就至关重要，必须是强力
有效的方案，通过使患者依从性达到最佳状态，保证治疗的持久性和有效性。

2010年世卫组织指南建议，对于一线治疗方案使用两种NRTI药物加一种NNRTI治疗失败
的儿童，使用一种RTV增效的PI类药物结合两种NRTI类药物作为二线治疗方案（105）。对于使
用一种NNRTI类药物作为预防母婴传播干预措施的婴儿及儿童，同时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以PI
类药物为主，建议二线治疗方案使用两种新的NRTI类药物加一种NNRTI类药物，这也是唯一可
获得的一种新药类别。

通过儿科临床试验数据（156,158,237）和观察性数据（157），目前这些建议已经得到了更
多证据支持。指南制定小组也开始考虑这些建议的操作性问题与规划性问题，包括适宜儿童的具
有热稳定性能的制剂和固定剂量复合制剂的可获得性问题。

理论依据与证据支持

通过对成人与儿童研究数据的系统评估，同时考虑到具有热稳定性能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
的可获得性、最佳日剂量、与成人治疗方案的协调问题、替代药物的高成本以及可获得性等因
素，2010年指南中制定的主要建议仍将保留。

对于使用LPV/r为主的一线治疗方案失败的儿童，NNRTI类药物是唯一可推荐的新药。在大
龄儿童中开展的一项随机化临床试验数据提供的间接证据表明（158），以NNRTI为主的二线方案
可安全使用，但在婴儿及低龄儿童中使用这种方法仍存在疑问。由于三岁以下儿童以NVP为主的
方案治疗效果并不能达到最佳化（同时能够获得的关于EFV使用情况的数据有限）（153,154）， 
同时贮存库中NNRTI类耐药HIV病毒株存在快速重现的可能性，因此，以NNRTI为主的二线治疗
方案预计在这个年龄段人群中持续时间有限（238）。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LPV/r为主的一线治疗方案失败的儿童中，主要蛋白酶抑制剂选择
性变异很少见，同时胸腺嘧啶类似物积累变异也非常有限（156,237,239,240）。在这种情况下，
同时由于缺乏高效二线替代方案如含DRV/r的治疗方案，指南制定小组推荐，不管治疗失败与
否，三岁以下儿童应维持LPV/r治疗，直到满三岁。但是，在由于LPV/r口味差而导致依从性差从
而出现治疗失败的情况下，或者患者进展至艾滋病晚期，应考虑尽快更换治疗方案。在这些病例
中，三岁以下儿童应更换为以NVP为主的治疗方案，同时要提供密切监测，保证较好的依从性。

对于一线抗病毒治疗方案主要采用NNRTI类药物的儿童，二线治疗方案仍建议使用PI类药
物为主的方案。LPV/r为首选药物，但如果能够获得更合适的合剂，可考虑使用ATV/r和DRV/r。

尽管具有毒性特征并且对于TB、HIV合并感染作用有限，对于6岁以上儿童，ATV/r仍是一
种很有前景的LPV/r替代药物。相对于LPV/r，ATV/r而言其具有很多优势，包括费用较低以及具
有每天服用一次的可能性。DRV/r是LPV/r或ATV/r治疗失败后PI类药物首选，有望成为三线药
物或作为LPV/r为主一线抗病毒治疗失败的低龄儿童二线治疗药物。但是，ATV/r目前只允许在
六岁以上儿童中使用，DRV/r只允许在三岁以上儿童中使用。ATV/r和DRV/r目前都没有针对儿
童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按照世卫组织体重分级，儿童抗病毒药物工作组将目前成人固定剂量复
方片剂按比例降低，制定了此两种药物适合儿童的剂量。目前亟需开展有效性研究，开发适宜儿
童的制剂。

未增效PIs（如福沙那韦（FPV）、DRV和ATV）以及其他PIs（如IDV/r, SQV/r, FPV/r和 TPV/r）
可降低病毒抑制、用药量大同时/或者副作用频率高，因此不推荐使用（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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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RTV口服液必须冷藏、口味差、具有明显胃肠道不耐受性，同时婴儿与儿童
耐受性差。LPV/r100mg热稳定固定复方片剂对儿童来说耐受性较好，但不能切割或压碎；许多
儿童吞咽整片药较为困难。至于LPV/r是否可每天服用一次，一项正在开展的随机化试验有望很
快提供相关数据（242）。作为一种合适的选择，新的儿童热稳定分散制剂有望在不久的将来能
够上市（243）。

NRTI类药物选择次序要根据抗病毒药物最优原则和抗病毒活性最大需求而定，尽管可能出
现选择性耐药变异。如果使用胸腺嘧啶类似物NRTI类药物（AZT或d4T）的一线治疗方案失败，
二线方案中应选择ABC或TDF。如果使用非胸腺嘧啶类似物NRTI类药物（ABC或TDF）的一线
治疗方案失败，则二线方案中应选择AZT。二线方案中ddI的增效作用目前还不明确；因此首选方
案是继续使用3TC而不考虑3TC耐药存在的可能性。对3TC耐药的HIV出现M184V位点突变可
降低病毒复制，同时也可诱导对AZT或TDF某种程度上的复敏，尽管这是根据体外实验数据得
到的结论（165,244）。

尚待研究的主要问题

对于低龄儿童使用LPV/r为主的一线方案治疗失败后，如何选择二线方案，我们还需要更多
的证据来提供信息。开展有效性研究对ATC/r简化剂量与DRV/r固定剂量复合制剂进行评估，对
于保证未来能够做出有效的替代选择至关重要。儿童中新型二线治疗策略如PI+整合酶抑制剂或
使用PI/r单一疗法的诱导与维持，均需要进一步研究。

7.6 三线抗病毒治疗     

最新建议

     国家艾滋病防治规划应制定三线抗病毒治疗相关政策（有条件推荐，证据质量低）。

     三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应纳入新药，新药与之前方案中使用药物的交互耐药风险应保
证最小化，如整合酶抑制剂以及二代NNRTI类药物和PI类药物（有条件推荐，证据质
量低）。

     二线方案治疗失败患者若无新型抗病毒药物可供选择，则应继续使用一种可接受的
方案（有条件推荐，证据质量极低）。

新

背景

2010年，世卫组织对三线抗病毒治疗提出相关建议，当时能够指导三线抗病毒治疗策略制
定的证据极为有限。尽管当时关于新型药物的研究非常少，但队列研究数据显示，二线抗病毒治
疗失败的人群的病死率极高（245）。

理论依据与证据支持

指南制定小组保留了2010年世卫组织指南中提供的建议。这样做，指南制定小组重点强调，
要保持制定三线抗病毒治疗政策的需求与扩大一线及二线抗病毒治疗可及性需求之间的平衡。
同时，人们也认识到，在许多国家，经济拮据制约了三线治疗方案的实施。

目前已经可以获得关于DRV/r、依曲韦林（ETV）和拉替拉韦（RAL）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数据，但大多数研究都是在资源充足国家或者中高收入国家开展。总而言之，研究数据表明这些
药物在抗病毒治疗时间较长的患者中具有较好疗效。在一项已经发表的汇总亚组分析中，DR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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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一种通过基因分型和表型选择的优化背景方案（OBR）在抗病毒治疗时间较长的患者中，效
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增效PI+OBR，增效PI由研究人员选择）（222）。在经过治疗的人群中，通过
96周观察发现，DRV/r效果同样不亚于LPV/r（246,247）。同样，观察96周后，相比于单独使用
优化背景方案治疗，ETV+OBR可同更好的病毒抑制，并可提高免疫应答（248）。对于多重耐药
的HIV感染者，可供选择的治疗药物很少，联合使用RAL、ETV和DRV/r具有很好的耐受性，同
时，病毒抑制率与未治疗人群预计结果相似（249,250）。

药品上市后报告中提供的证据显示，ETV过敏反应发生率显著高于之前报告（251）。 
“ETV+RAL”方案未获批应用于不满16岁的人群。关于这些新型药物在婴儿、儿童以及孕妇中
使用的数据非常有限，目前数据包括有限的药代动力学数据和安全性方面数据。

儿童治疗需特别考虑的因素  
当儿童中二线抗病毒治疗失败后，需要探寻一项能平衡收益与风险的儿童治疗新策略。对于

年龄较大儿童和青少年，有较多的治疗方式可供选择，可使用成人中使用的新药如ETV、DRV和
RAL，构建出适合他们的三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儿童中这些药物使用的细节可参见：www.who.
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失败的儿童，如果没有新
的抗病毒药物可供选择，则继续采用一种可耐受的治疗方案。如果中断抗病毒治疗，仍需预防机
会性感染、减轻临床症状及减轻患者痛苦。

临床考量

二线抗病毒治疗失败诊断标准与一线抗病毒治疗相同。随着病毒载量监测可及性的提高以
及一线抗病毒治疗的规模继续扩大，二线和三线治疗方案的需求将会不断增长。尽管制定一项有
关三线抗病毒治疗使用的的政策很值得期待，但不能影响一线抗病毒治疗的开展。尽管在资源有
限地区，潜在三线治疗药物如DRV、ETV和RAL的价格尚未确定，但预计会高于一线和二线方案
药物的价格。

尚待研究的主要问题

在资源有限地区，许多领域都需要更多的信息来指导二线和三线抗病毒治疗方案的制定和
实施，包括接受二线抗病毒治疗人群危重结局的监测、研究DRV/r与RAL每日一次剂型，作为二
线抗病毒治疗中以NRTI为主方案的一种选择，以及DRV/r热稳定复合制剂的研发。同时，还需要
开展药物警戒研究，包括药品长期安全性研究和与结核、疟疾、肝炎以及阿片类维持治疗药物之
间可能交互作用方面的研究。随着中低收入国家艾滋病流行的增长，在卫生系统能力与资源有限
地区迫切需要开展试点规划，开展三线抗病毒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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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目标
为广泛实施艾滋病关怀服务体系的地区，特别针对卫生系统能力和资源有限的地区和场所，

遴选现有的临床建议和相关资源档案，概述有关常见合并感染及并发症的预防和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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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贯穿关怀体系的临床指南： 
常见合并感染和合并症的管理

介绍

HIV感染者经常出现各种合并感染，合并症和其他健康状况，因此治疗和关怀，包括抗病毒
治疗药物的选择和使用时机，有重要的意义。本节简要概述了最常见和最重要的一些疾病状况。
从现有世卫组织的指导方针及相关材料中总结了关键的建议，集中在筛查，预防及这些疾病状况
下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时机，不包括更广泛的管理。相关的指南提供了原始资料和链接，包括支持
不同建议的证据基础和原理。建议力度和证据质量使用GRADE系统（强烈建议或在一定条件下
建议，证据质量分为高，中，低和极低）或2008年之前使用的另一种分级方法（建议从A（强烈建
议）到C（可选），证据水平I-IV级）进行评级。在某些情 况下，只提供来源和网络链接。2013年指
导方针中并没有回顾或讨论这些建议，但包括在HIV关怀和抗病毒药物补充指南的部分中。

8.1 常见合并感染的预防，筛查和管理

8.1.1 复方新诺明预防性治疗       
背景

实施复方新诺明预防性治疗（CPT）应作为HIV相关服务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现有的建议
涵盖了在成人，青少年，孕妇和儿童中用复方新诺明预防肺囊虫肺炎，弓形体病和细菌感染，预防
疟疾的优势以及停止使用复方新诺明预防性治疗。

建议来源
      复方新诺明预防儿童，青少年和成人中HIV相关感染的指南：公共卫生措施的建议。日内瓦，

世卫组织，2006（www.who.int/hiv/pub/plhiv/ctx/en/）(1)。

这些建议将在2014年更新。 

本指南选择的现有关键建议

表8.1显示了相关建议。证据质量评级的方法学请参考以下网络附件。（www.who.int/hiv/
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

142 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和预防艾滋病毒感染的综合指南



表8.1 2006年世卫组织指南中有关启动，中止和监测复方新诺明预防性
治疗的标准

年龄 启动标准 终止标准a 复方新诺明 监测方法

H I V 暴 露 的
婴儿

全部治疗,从出生后
4-6周开始（A-III）

直到HIV传播风险结束或
排除HIV感染（A-I）

见附件7 每三个月
临床监测
（A-III）

<1岁 全部治疗 b（A-II) 直到五岁，不考虑CD4百
分比或临床症状 c（A-
IV）或永不终止（A-IV）

见附件7

1–5岁 WHO临床第二，
三，四期不考虑CD4
百分比或WHO任何
阶段但  
CD4 <25%（A-I）
或全部治疗 b（C-IV）

永不终止（A-IV） 见附件7 每三个月
临床监测
（A-III）

≥5岁, 
包括成人

在WHO任何阶段
CD4计数<350
个细胞/mm3时
（A-III）d或WHO
第三，第四阶段不考
虑CD4水平（A-I）

或者

全部治疗b（C-III)

永不终止（A-IV）或者在
使用抗病毒治疗六个月
后CD4计数≥350个细
胞/mm3时(C-IV)e

或者

在使用抗病毒治疗六个
月后CD4计数≥200个
细胞/mm3（B-I）c

见附件7：

<30 kg, 
每天960 mg

每三个月
临床监测
（A-III）)

a  如果患有史蒂文斯 — 约翰逊综合征，严重的肝脏疾病，严重贫血，严重全血细胞减少症或HIV阴性状态则需终止。复方
新诺明预防性治疗的禁忌：磺胺类药物严重过敏，严重的肝脏疾病，严重的肾脏病和葡萄糖-6 — 磷酸脱氢酶（G6PD）
缺乏症。

b 在高HIV流行地区，因传染病和有限的卫生基础设施导致高婴儿死亡率时，不管CD4百分比或临床阶段全部治疗。
c 主要为预防卡氏肺孢子虫肺炎或弓形体病开始治疗。
d 一些国家可能选择CD4阈值为<200个细胞/mm3。
e 在细菌感染或疟疾高度流行时。

8.1.2 结核病      
背景

在HIV感染者中，结核病是最常见的危及生命的机会性感染和死亡的首要原因。抗病毒治疗
应该提供给所有HIV合并活动性结核病患者。艾滋病关怀应实施世卫组织的三个I策略：加强结核
病病例发现，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和为所有结核病患者的接触者实施感染控制措施。

建议来源
      世卫组织的关于TB/HIV联合感染的政策：国家计划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指导方针。日内瓦，世卫

组织，2012(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2/tb_ hiv_policy_9789241503006/e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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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实施利福平耐药实时荧光定量核酸扩增检测技术（Xpert MTB/ RIF）诊断测试：
技术和操作“如何做”。实际问题。日内瓦，世卫组织，2011（whqlibdoc.who.int/
publications/2011/9789241501569_eng.pdf）（21）。

附加指南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加强HIV感染者结核病病例的发现和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指导方针。日

内瓦，世卫组织，2011（www.who.int/tb/challenges/hiv/ICF_IPTguidelines/EN/index.
html）。

      世卫组织关于在卫生保健机构，聚集场所和家庭的结核病感染控制政策。日内瓦，世卫组织
2009（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09/9789241598323/en）。

      治疗肺结核：国家计划的指导方针。第四版。日内瓦，世卫组织，2010（http://whqlibdoc.
who.int/publications/2010/9789241547833_eng.pdf）。

      提高在成人和青少年中涂片阴性的肺和肺外结核的诊断和治疗：对HIV流行和资源约束的地
区的建议。日内瓦，世卫组织，2007（www.who.int/hiv/pub/tb/pulmonary/en/）。

      在中低收入国家调查传染性结核接触人群的建议。日内瓦，世卫组织，2012（http://apps.
who.int/iris/bitstream/10665/77741/1/9789241504492_eng.pdf）。

      耐药性结核程序性管理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2011（http://whqlibdoc.who.int/
publications/2011/9789241501583_eng.pdf）。

      儿童结核病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即将出版（预计2013年）。

本指南选择的现有的关键建议：

结核病患者发现和抗结核治疗

     感染HIV的成人和青少年均应进行结核病症状筛查，报告当前有咳嗽、发热、体重减
轻或盗汗等任一项症状的患者都有可能患活动性结核病，应评估其是否为结核病患者
（图8.1）（强烈推荐，中等质量的证据）（2）。

     感染HIV的儿童有下列任何症状：体重增长过缓、发热或咳嗽，或有结核病人接触史，
可能感染结核，应评估是否为结核病。如果评估显示未患结核病，不论年龄大小，应进
行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图8.2）（强烈建议，低质量的证据）（2）。

     在已知HIV阳性和生活在艾滋病流行地区的结核病患者应接受至少六个月的利福平治
疗（强烈建议，高质量的证据）。

     在强化治疗期和继续治疗期，最佳给药频率是每天服药（强烈建议，高质量的证据）（2）。

     怀疑有艾滋病毒/结核菌双重感染或有耐多药结核病时，应该用利福平耐药实时荧光
定量核酸扩增检测技术（Xpert MTB/ RIF）作为初步诊断检测（强烈建议）（21）。

144 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和预防艾滋病毒感染的综合指南



本指南选择的现有的关键建议：

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2）

     感染HIV的成人和青少年应进行结核病症状筛查，未报告当前有任何咳嗽、发热、体
重减轻或盗汗等症状的患者不太可能有活动性结核病，应提供IPT（强烈建议，中等
质量的证据）。

     IPT的持续时间

•  作为艾滋病综合关怀服务的组成部分，感染HIV的成人和青少年，如果结核菌素
皮肤试验（TST）为阳性或未知，不太可能有活动性结核病，那么应该接受至少6
个月的IPT，不考虑免疫抑制的程度，是否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是否进行过结核
病治疗以及是否为孕妇（强烈建议，高质量的证据）。

•  感染HIV的成人和青少年，如果TST未知或阳性且不太可能有活动性结核病，则
应该接受至少36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不考虑其免疫抑制的程度，是否正在
接受抗病毒治疗，是否进行过结核病治疗以及是否为孕妇（有条件推荐，中等质
量的证据）。

     TST并不是HIV感染者实施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必要条件（强烈建议，中等质量的证
据）。

     感染HIV，TST为阳性的人群对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效果更好，条件允许时可用TST来鉴
别这些人（强烈建议，高质量的证据）。

     给HIV感染者提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不会增加异烟肼耐药的风险。因此，担心发生异
烟肼耐药不应该成为进行IPT的障碍（强烈建议，中等质量的证据）。

     感染HIV的儿童如没有体重增加过缓、发热或正在咳嗽等症状，则不太可能有活动性
结核病（强烈建议，低质量的证据）。

     作为艾滋病预防和关怀一揽子服务内容之一，超过12个月龄的HIV感染儿童，在结
核病症状筛查后确定不患活动性结核病，且无结核病接触史的，应该接受6个月的
IPT（10毫克/公斤/天）（强烈建议，中等质量的证据） 。

     低于12个月龄的HIV感染儿童，有结核接触史，但（经筛查）评估结果显示没有结核病
的，应该接受6个月的IPT（强烈建议，低质量的证据）。

     所有的HIV感染儿童，成功完成结核病的治疗以后，应再接受6个月的异烟肼治疗 
（有条件的建议，低质量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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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在HIV流行且资源有限的地区，感染HIV的成人和青少年的结核病
筛查流程

定期对接触健康工作人员或拜访为生机构的人员进行TB筛查

评估进行IPT的禁忌 C 确定是否为结核 d

否 是 其他诊断 非结核 结核

感染HIV的成人和青少年a

无 有

有以下任何症狀要筛查結核b: 
正在咳嗽，发烧，体重减轻，盜汗

给予IPT 推迟IPT
给予适合的治疗， 

考虑IPT
随访， 

考虑IPT
结核 
治疗

a  每个成人和青少年都应评估是否适合接受抗病毒治疗。在任何情况下提供关怀服务时，都应进行感染控制，以减少结核
杆菌传播。

b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拍胸片，但不依此确定是否患结核病。在HIV高度流行且HIV感染者中的结核病患病率很高（如超过
10％）时，强烈建议进行其他敏感的检查。

c  禁忌症包括：活动性肝炎（急性或慢性），经常和大量饮酒，有周围神经病变症状。有结核病史和目前处于妊娠状态不应
该是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禁忌。尽管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并不是启动异烟肼治疗的必要条件，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作为筛
选方法。

d 筛查结核病应按照现有的国家指导方针进行。 

146 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和预防艾滋病毒感染的综合指南



图8.2 超过1周岁的感染HIV的儿童的结核病筛查流程

定期对接触健康工作人员或拜访为生机构的人员进行TB筛查

评估进行IPT的禁忌症 C 确定是否为结核 d

否 是 其他诊断 非结核 结核

12月龄以上HIV感染儿童a

无 有

有以下任何一项症状，进行结核筛查： 
体重增长过缓b，发热，正在咳嗽， 

结核病例接触史

进行 IPT 推迟IPT
给予适合的治疗， 

考虑IPT
随访， 

考虑IPT
结核 
治疗

a  所有小于1岁的婴儿如果有家庭内结核患者的接触史应进行IPT。

b  体重增长过缓的定义：（1）体重下降或极低体重（小于该年龄体重-3 z-分数），（2）体重过轻（小于该年龄段体重-2个
标准差），（3）比上次体检体重降低（>5％）或（4）生长曲线平坦。

c  禁忌症包括：急性或慢性活动性肝炎和有外周神经病变症状。结核病史不应该是异烟肼治疗的禁忌症。尽管结核菌素皮
肤测试并不是启动异烟肼治疗的必要条件，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作为筛选方法。

d 筛查结核病必须按照现有的国家指导方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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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控制

背景

HIV感染者在卫生保健机构和人员密集场所得结核病的风险很高。国家结核病防治规划和
国家艾滋病防治规划应提供管理方向，落实结核病感染控制规划。每个卫生保健机构都应该有结
核感染控制计划，包括行政，环境和个人防护措施，以减少结核病在卫生保健机构和聚集场所的
传播并密切监视结核病工作人员（专栏8.1）。感染HIV的卫生保健人员如符合条件应进行抗病毒
治疗和异烟肼预防性治疗。

建议来源

      世卫组织关于在卫生保健机构，聚集场所和家庭的结核病感染控制政策。日内瓦，世卫组
织，2009（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09/ 9789241598323/en）（3）。

      耐药结核病程序化管理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2011（http://whqlibdoc.who.int/
publications/2011/9789241501583_eng.pdf）（4）。

      世卫组织关于TB/HIV联合感染的政策：国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指导方针。日内瓦，世卫组
织，2012年（www.who.int/tb/publications/2012/tb_hiv_ policy_9789241503006/
en）（2）。

      儿童结核病指导方针。日内瓦，世卫组织，即将出版（预计2013年）（5）。

专栏8.1 控制感染关键行动的建议总结（3）

管理措施（机构感染控制委员会和草案）

     分诊系统，以确定疑似结核病人

     将疑似和确诊结核病的人群分开

     咳嗽礼仪及呼吸道卫生

     Xpert MTB/ RIF进行快速诊断（及时治疗活动性结核病） 
（强烈建议，低质量的证据）。

针对卫生工作者和护理人员的防护措施

     监测和信息

     为HIV阳性的工作人员提供艾滋病一揽子关怀服务（抗病毒治疗和异烟肼预防性治
疗）

     防护设施（达到或超过N95标准的颗粒物防护口罩）

     将感染HIV的医护人员重新安置到一个低风险区域（强烈建议，高质量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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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8.1 控制感染关键行动的建议总结（3）(续）
环境措施

     通风（机械）

     通风（自然）

     室内上部空间使用紫外线照射杀菌（强烈建议，低质量的证据）。

个人防护措施

     尽量在室外

     咳嗽礼仪

     痰涂片阳性患者应独家一室睡觉

     痰涂片阳性患者应避免去聚集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强烈建议，低质量的证据）。

本指南选择的现有关键建议：

为成人和儿童结核病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时机

     应该对所有结核病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包括那些耐药结核病患者，无论CD4计数如
何（强烈建议，低质量的证据）（4）。

     应首先进行抗结核治疗，然后在抗结核治疗头8周内进行抗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的时
间越早越好（强烈推荐，中等质量的证据）。HIV阳性的结核病患者如果有严重的免疫
抑制（如CD4计数低于50 cells/mm3）应在开始抗结核治疗的头两个星期内立即接
受抗病毒治疗（2）。

     任何有活动性结核的儿童应尽快在开始抗结核治疗的八周内进行抗病毒治疗，不论
CD4细胞计数和临床分期（强烈建议，低质量的证据）（5）。

     在抗结核治疗中开始进行抗逆转录治疗时，依法韦仑应作为优先选择的NNRTI类药物
（强烈建议，高品质的证据）（2）。

      7.2节提供结核和艾滋病共同治疗的更详细信息和建议。

      有关抗病毒治疗药物和结核病药物相互作用的更详细信息和建议可见网络附件 
（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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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多药结核病和艾滋病

背景

耐多药结核病（MDR-TB）的定义是至少对异烟肼和利福平耐药。艾滋病合并耐多药结核病患
者面临复杂的临床管理、治疗方案更少和疗效更差的局面。艾滋病和耐多药结核病在人口水平上
的关联信息有限，尤其因为只有40％的活动性结核病人检测HIV（6）。HIV感染者中出现耐多药结
核病的暴发已有医院和其他机构报告过，尤其是在东欧和非洲南部国家艾滋病高流行地区（7）。

HIV感染者若怀疑有耐药性结核，应尽可能进行XpertMTB/RIF测试，因为这个方法检测
HIV人群中的结核病更敏感，能快速检测利福平耐药，从而大大缩短诊断和治疗耐多药结核病的
时间。

减轻耐多药结核病的负担应通过加强艾滋病预防、提高感染控制和促进艾滋病和结核病控
制之间的合作来完成，特别注意耐多药结核病和HIV感染风险最高的群体，如注射毒品和暴露在
聚集场所的人群。

建议来源
      耐药结核病规划管理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2011（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 

2011/9789241501583_eng.pdf）（4）。

附加指南
      XPERT MTB / RIF诊断测试的快速实施：技术和操作“如何做”，实际问题。日内瓦，世卫组

织，2011（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11/9789241501569_eng.pdf）。 

本指南选择的现有关键建议（4）
     世卫组织建议所有合并耐药结核的艾滋病患者使用抗病毒治疗，在抗结核治疗后尽早

开始（头八周内），无论CD4细胞计数如何；同时患者需要使用二线抗结核药物来治
疗耐药结核病（强烈建议，非常低质量的证据）。

8.1.3 隐球菌感染      
背景

隐球菌脑膜炎是最重要的机会感染之一，是抗病毒治疗开始前后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世卫
组织2011快速建议涵盖诊断，筛查和预防隐球菌感染、诱发、联合治疗和维持方案，监控和管理
毒性，抗病毒治疗的时机和终止维持方案。全部指导方针将在2013年末发布。

资料来源

      快速建议：成人、青少年和儿童HIV感染者合并隐球菌感染的诊断，预防和管理。日内瓦， 
世卫组织，2011（www.who.int/hiv/pub/cryptococcal_ disease2011/e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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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选择的现有的关键建议：

筛查和预防（8）

     给未进行过抗病毒治疗的成人进行常规血清或血浆新型隐球菌抗原（CrAg）筛查，如
果CrAg阳性且无症状则先进行抗真菌治疗，以减少隐球菌疾病的发生。可以考虑隐
球菌抗原血症高度流行的人群中，CD4细胞低于100 个细胞/mm3时开始抗病毒治疗
前进行抗真菌治疗（有条件的建议，低质量的证据）。

     在CD4细胞低于100个细胞/mm3的HIV感染者中，常规使用抗真菌药以一级预防
并发隐球菌病。CrAg阴性或未知不推荐在开始抗病毒治疗前使用抗真菌药（强烈建
议，高质量的证据）。

     未进行过抗病毒治疗的青少年和儿童CD4细胞计数低于100 个细胞/mm3时，不建议
使用常规CrAg筛查或在ART前使用抗真菌治疗（有条件的建议，低质量的证据）。

抗病毒治疗的时机（8）

     不建议给隐球菌性脑膜炎患者立即开始进行抗病毒治疗，因为其患免疫重建炎症综合
征伴枢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很高，可能危及生命（有条件的建议，低质量的证据）。

    HIV感染者近期被诊断出隐球菌性脑膜炎的，应推迟抗病毒治疗，直至

•  两到四周两性霉素结合氟胞嘧啶或氟康唑与诱导和巩固治疗后;

•    四到六周高剂量口服氟康唑诱导和巩固后（有条件的建议，低质量的证据） 
临床上显示有持续的抗真菌治疗效果。

     上述终止二级预防的建议，请参阅资料来源。

8.1.4 乙型和丙型肝炎       
背景

全球3300万HIV感染者合并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占5-20％，而合并丙型肝炎者占5-15％，
这一比例在注射毒品人群中可能高达90％（9,10）。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合并感染的负担是
最大的，乙肝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尤为严重。病毒性肝炎是艾滋病患者发病率和死亡
率增加的一个原因，包括那些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整套方法包括预防、乙肝和丙肝筛查、乙
肝疫苗和HIV感染者合并乙肝和/或丙肝感染的治疗和护理。

附加指南
      在注射毒品的人群中预防乙型和丙型肝炎病毒的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2012（www.who.

int /hiv/pub/guidelines/hepatitis/en/index.html）。

乙型和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的时机指南
     乙型肝炎：何时开始和如何开始。见第7.1.1和7.21部分。

      丙型肝炎：何时开始和如何开始。在HIV感染合并丙型肝炎的人群中启动抗病毒治疗应该遵
循与普通HIV感染者相同的原则（7.1节）。

预计将于2014年发表世卫组织丙型肝炎管理指导方针。该指南将对丙型肝炎的筛查、特异
性治疗和普通丙型肝炎关怀提供详细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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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疟疾       
背景

生活在疟疾流行地区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因免疫抑制而发生疟疾并发症的风险很高，所有的
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及孕妇有特别严重的疟疾和疟疾并发症的风险。

控制疟疾关键的干预措施包括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使用杀虫剂处理过的蚊帐和室
内杀虫剂喷洒残留来控制的病媒蚊的及时有效的治疗。一个额外的干预建议是在怀孕和使用季
节性疟疾预防药物期间在特定高危人群的高传输领域进行间歇性预防治疗。

艾滋病毒感染并患疟疾的病人应该得到及时，有效的抗疟药治疗方案。对所有疑似疟疾病例
应采取寄生虫确认实验，可以使用显微镜或快速诊断进行测试。

用于治疗疟疾和抗病毒治疗药物（特别是磺胺类药物）具有共同毒性，并且可能有重要的临
床药代动力学相互作用（尤其是青蒿素，本芴醇，非核苷逆转录酶抑制物和抗艾滋类药物）。出于
这个原因，接受治疗艾滋病和疟疾的患者，应密切监测药品不良反应，如果可能的话，艾滋病毒感
染者接受AZT或EFV应避免含阿莫地喹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化疗方案，因为与AZT联合治疗增
加中性粒细胞减少的风险，与依非韦伦联合的治疗会增加肝毒性的风险。

建议来源
      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感染了艾滋病毒的成年人和青少年的基本预防和护理干预措施。日内瓦，

世卫组织，2008（www.who.int/hiv/pub/prev_care的/OMS_EPP_AFF_en.pdf）（11）。

附加指南
      疟疾的治疗指南。第二版。日内瓦，世卫组织，2010（www.who.int/malaria/publications/

atoz/9789241547925/en/index.html）。

      世卫组织的政策建议：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的次区域（SMC）季节性很强传播区域对恶性
疟原虫的季节性疟疾化学预防控制。日内瓦，世卫组织，2012（www.who.int/malaria/
publications/atoz/who_smc_policy_recommendation/en/index.html）。

      技术专家组关于怀孕期间的间歇性预防治疗（IPTp）的会议。日内瓦世卫组织2007 
（www.who.int/malaria/publications/atoz/9789241596640/en）。

      在非洲使用磺胺多辛–乙胺嘧啶（SP-IPTI）间歇性预防治疗婴幼儿的疟疾控制：野外实施
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2011（www.who.int/malaria/publications/atoz/whoivb11_07/
en/index.html）。

      测试，治疗和跟踪。扩大疟疾的诊断测试，治疗和监测。日内瓦，世卫组织，2012 
（www.who.int/malaria/publications/atoz/test_treat_track_ brochure.pdf）。

      附加信息：疟疾[网站]。日内瓦，世卫组织，2013（www.who.int/topics/malaria/en）。

本指南选择的现有关键建议（11）a

     在疟疾稳定传播的地区，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对于一般人群）应定期使用杀虫剂
处理蚊帐或进行室内药物喷洒，以减少他们接触感染并疟疾。

     对于接受复方新诺明（I-Ⅲ）治疗的艾滋病患者不应考虑进行磺胺多辛-乙胺嘧啶
（A-I）的治疗或间歇性预防治疗。

a 证据质量评级方法参见网络附件（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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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性传播感染和宫颈癌       
背景

艾滋病，性传播感染和非性传播的生殖道感染经常并存。对妇女而言，这些感染大多是无症
状的。然而，即使无症状的性传播感染也可引起并发症，传播给性伴侣，提高艾滋病毒的传播几
率。此外，HIV感染可改变性传播感染的自然史。性传播感染的诊断和管理的目标包括确定感染，
提供适当的治疗，并防止其传播。进行性传播感染性疾病的筛查，诊断和治疗应成为成人和青少
年全面的艾滋病防护的一部分。

世卫组织关于性传播感染的治疗和管理的指导方针预计将在2014年更新。其他近期的指南
包括了对定期检查和定期对无症状性病感染的性工作者假定治疗的建议，并定期对女性性工作
者，男性性工作者和变性人进行无症状的尿道、直肠淋病奈瑟菌和沙眼衣原体以及无症状梅毒感
染的检测。

宫颈癌是一种可预防的疾病，如果早期诊断和治疗是可治愈的。艾滋病毒感染的妇女具有较
高的原位癌和浸润性宫颈癌的风险。人类乳头状瘤病毒（HPV）感染和持续感染风险的增加伴
随着CD4+T淋巴细胞计数减少和HIV病毒载量的增加。浸润性宫颈癌是一个世卫组织关于艾滋
病毒临床分期第四期的条件。无论是否进行抗病毒治疗或CD4计数和病毒载量检测，感染艾滋
病毒的妇女都应密切关注子宫颈癌癌前变化的迹象。宫颈癌筛查能及早发现宫颈癌前病变和癌
变能够降低宫颈癌严重性和病死率的发生。因此，所有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应不分年龄的进行宫
颈癌筛查。对于出现癌前病变和癌变患者应提供及时的治疗和管理。世卫组织的指导方针包括
HPV疫苗接种和预防，子宫颈癌的筛查、治疗和姑息治疗。到今天为止，我们不应该因为担心安全
或是影响效果而在可能感染HIV的女性中推迟启动大规模的HPV免疫。艾滋病毒检测不应该作
为一个常规HPV免疫前的先决条件。

附加指南

性传播感染

     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感染了艾滋病毒的成年人和青少年的基本预防和关怀干预措施。日内瓦，
世卫组织，2008（www.who.int /hiv/pub/ prev_care/ OMS_EPP_AFF_en.pdf）。

     性传播感染的管理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2004（www.who.int/hiv/pub/sti/pub6/en）。

     性传播感染预防和控制的全球战略：2006-2015年。打破传播链。日内瓦，世卫组织，2007
年（www.who.int/reproductivehealth/publications/ rtis/9789241563475 /en/
index.html）。

     世卫组织会议报告。专家对已更新的最新性传播感染管理的指导方针证据的咨询和审查
报告。日内瓦世卫组织，2011（www.who.int/reproductivehealth/publications/rtis/
rhr_11_37/en）。

     世卫组织从综合征着手的方法，对性传播感染的患者管理和治疗特定性传播感染症状的指
南，预计将在2014年更新。

     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艾滋病毒和其他性传播感染的性工作者的预防和治疗。日内瓦，世卫
组织，2012（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ex_worker /en）。

     艾滋和其他性传播感染的男性性工作者和变性人群的预防和治疗。公共卫生措施的建议。日内
瓦世卫组织2011（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msm_guidelines2011/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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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

     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世卫组织意见书。“流行病学周报”2009，84:118-131（www.who.
int/wer/2009/wer8415.pdf）。

     宫颈癌综合预防和控制：为了女孩和妇女健康的未来。日内瓦，世卫组织，2013（www.who.
int/reproductivehealth/topics/cancers/en/index.html）。

     世卫组织关于使用冷冻治疗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的指引。日内瓦世卫组织2011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11/9789241502856_eng.pdf）。

8.1.7 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疫苗接种

背景
艾滋病毒感染者应在各个护理阶段均进行接种疫苗的资格评估。根据国家的计划免疫程序，

艾滋病毒暴露的婴幼儿及年轻人均应接受所有常规疫苗免疫。在具有严重免疫抑制的艾滋病毒
感染者中活疫苗应用可能会导致较高的并发症风险。灭活疫苗对于那些接受抗病毒治疗并且没
有免疫抑制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而言会更有效，但是灭活疫苗是安全的并且能够应用在所有的患
者组中。

附加指南
     完整的疫苗接种时间表和详细的指导：世卫组织建议的常规免疫接种—汇总表[网站]。日内

瓦，世卫组织，2012（www.who.int/immunization/policy/immunization_tables/en/
index.html）。

     对于每种疫苗的立场文件和陈述疫苗在艾滋病患者中的使用：（www.who.int/
immunization/documents/positionpapers/en/index.html）。

8.2 HIV感染者的其他合并症和慢性疾患的预防和管理

8.2.1 非传染性疾病的筛查和护理   

背景
艾滋病毒感染者会增加一系列非传染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

病，慢性肺病和某些类型的癌症（12,13）的发生风险。随着有效的抗病毒治疗的进行，艾滋病毒
感染者也会延长寿命并且同样发生与衰老相关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HIV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都需要卫生系统能够提供有效的急性和慢性的护理和支持治疗。慢性艾滋病护理也为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筛选、监控和管理提供了机会，尤其是通过初级保健。综合干预措施，如营养评估，膳
食咨询和支持，戒烟，促进锻炼，监测血压和胆固醇作为艾滋病护理的一部分为降低艾滋病毒感
染者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生风险提供了机会。世卫组织已经给出了系列的慢性非传染性疾
病（WHO PEN）的干预措施以及筛查和治疗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推荐意见。对于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的诊断和管理额外的补充指导意见将于2014年推出。

附加指南
     在低资源配置下非传染性疾病（PEN）初级卫生保健必不可少的干预措施。日内瓦，世卫组

织，2010（www.who.int/cardiovascular_diseases/publications/pen2010/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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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防和控制非传染病：在低资源配置下初级卫生保健的指导方针。日内瓦世卫组织2012
（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76173/1/9789241548397_eng.pdf）。

8.2.2 心理健康       
背景

艾滋病毒感染者及其关怀者可能有广泛的心理健康需求。艾滋病毒感染者最常见的心理并
发症包括抑郁症，焦虑症，痴呆症和其他认知障碍和物质使用障碍。艾滋病护理系统为确保检测
和管理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精神障碍提供机会。这些疾病的处理与否会影响到抗病毒治疗的依从
性，关怀的持久性，并有可能涉及潜在的副作用和药物间的相互作用。

世卫组织对艾滋病毒感染者没有精神疾病筛查和治疗的具体建议。心理健康缺口行动计划
（mhGAP）干预指南为非特殊健康情况下的精神、神经和物质使用障碍制定了关于艾滋病毒感
染者常见心理健康的相关建议。针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心理健康状况的其他管理指导计划于2014
年问世。

附加指南
    针对非特殊健康情况下的精神、神经和物质使用障碍的mhGAP干预指南。日内瓦，世卫组

织，2010（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10/9789241548069_eng.pdf）。

8.2.3 吸毒及相关疾患     
背景

吸食毒品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可能会遇到一系列毒品带来的问题，包括毒品依赖，中毒，停毒
和毒品过量。注射毒品会伴随一系列血源性感染和局部感染，除了HIV还包括病毒性肝炎，败血
症和细菌性心内膜炎。

世卫组织已制定了阿片类药物依赖的处理方案和在注射毒品的人群中预防乙型和丙型肝炎
的指导方针。

世卫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共同推荐了全面的艾滋病
预防，治疗和关怀的9个干预方案，包括针头和注射器方案，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方案，艾滋病毒
检测和咨询方案，抗病毒治疗方案，性传播感染的预防和治疗方案，避孕套方案，有针对性的行为
改变交流方案，病毒性肝炎预防和治疗方案和结核病预防和治疗方案。

附加指南
    世卫组织，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针对为注射吸毒者普及艾

滋病预防，治疗和关怀的国家所制定的技术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2012（www.who.int/
hiv/pub/idu/targets_universal_access/en/index.html）。

    社会心理辅助药理治疗阿片类药物依赖的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2009 
（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9/9789241547543_eng.pdf）。

    在注射毒品人群中预防乙型和丙型肝炎的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2012（www.who.int/
hiv/pub/guidelines/hepapatitis/e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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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 营养关怀和支持

8.2.4.1 青少年和成人艾滋病毒感染者    
背景

艾滋病毒能够导致感染者能量摄入低下同时对能量需求增加（14-17），而且相关感染可能
会导致艾滋病相关的体重减轻和消耗。此外，代谢改变，食欲降低和腹泻发病率增高可能会降低
营养物质的摄入和吸收，导致营养损失。在低收入，食品不安全的情况下，这些影响可能混合出
现。身体质量指数低vi的成人（身体质量指数低于18.5kg/m2）和体重减轻和消耗的儿童都是HIV
疾病进展和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18,19）。营养评估（人体测量，临床和膳食评估），辅导和支持
应成为艾滋病关怀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在艾滋病关怀和治疗进行中实行登记和监测。营养不良的
HIV患者，尤其是在食品不安全的情况下，除了进行抗病毒治疗还可能需要补充食物，以确保适当
的补充食物以支持营养恢复。在HIV感染或抗病毒治疗的任何阶段发生体重下降或难以恢复、保
持健康的体重应启动进一步的评估和适当的干预措施。

世卫组织目前正在修订感染艾滋病毒的青少年和成年人营养关怀和支持的建议，包括孕妇和
哺乳期妇女。

8.2.4.2 儿童艾滋病毒感染者  

背景

营养评估是早期识别营养不良和发育迟缓必不可少的。婴幼儿和儿童应进行初步的营养评估
（包括营养状况，饮食和症状），然后在每次随访都参照世卫组织或国家生长曲线称重并测量高
度。生长发育监测也应融入到抗病毒治疗反应的评估（20）。如果确定了增长缓慢，那么应进一
步评估确定原因，并规划相应的对应措施。2009年感染艾滋病毒儿童营养关怀综合方法指南提
供了进行营养干预的详细措施。

附加指南
     青少年和成人艾滋病毒感染者营养评估、教育、辅导和支持指南。日内瓦，世界粮食计划署和

世卫组织，2013年。

     艾滋病毒和婴儿喂养指南。日内瓦，世卫组织，2010年（包含http://whqlibdoc.who.int/
publications/2010/9789241599535_eng.pdf）。

     感染HIV儿童（6个月-14岁）的综合营养关怀指南：手册。国家引进的初步版本。日内瓦；世卫
组织，2009（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2009/9789241597524_eng_
Handbook.pdf）。

     世卫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对HIV感染者/艾滋病人的营养关怀与支持：培训课程。日内瓦，
世卫组织2009（www.who.int/nutrition/publications/hivaids/9789241591898/en/
index.html）。

vi  身体质量指数：表示幼儿、青少年和成人胖瘦程度。计算公式为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成人可接受的范围是
18.5至24.9，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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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姑息治疗：症状处理和临终关怀 

背景

纵观艾滋病的各阶段，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接受治疗时，可能会遇到各种形式的疼痛及其他不
适。关怀人员在缓解病痛的同时应加以识别并且对症治疗。此外，对逆转录病毒治疗副作用的有
效管理对支持治疗依从性非常重要。

附加指南
     AMAI区临床医生手册：对青少年和成人的住院治疗。有限资源配置下常见疾病管理指南。 

日内瓦，世卫组织，2011年（www.who.int/hiv/pub/imai/imai2011/en）。

8.2.6 艾滋病关怀的其他相关指南

8.2.6.1 计划生育，咨询和避孕     
附加指南

     避孕药使用的医学资格标准。第四版。日内瓦，世卫组织，2009年 
（www.who.int/reproductivehealth/publications/family_planning/9789241563888/
en/inde x.html）。

     激素避孕和HIV。技术声明，2012年2月16日。日内瓦，世卫组织，2012年 
（http://whqlibdoc.who.int/hq/2012/WHO_RHR_12.08_eng.pdf）。

8.2.6.2  提供安全的饮用水、卫生设施 
和清洁的环境

附加指南
     感染艾滋病毒的成年人和青少年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基本的预防和关怀干预措施。日内瓦，世

卫组织，2008（www.who.int/hiv/pub/prev_care/ OMS_EPP_AFF_en.pdf）。

     评估家庭用水的治疗方案：基于健康和微生物的性能规范。日内瓦世卫组织2011（www.who.
int/water_sanitation_health/publications/2011/evaluating_water_treatment.pdf）。

     饮用水质量指南。第四版，日内瓦世卫组织2011（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 
2011/9789241548151_e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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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目标
为需要加强和解决的有关实施和服务提供方面的关键问题提供指导，以加强艾滋病关怀体

系，并进一步将抗病毒治疗药物的供应纳入卫生系统服务内容



9.  实施和服务提供指南

9.1 引言       
抗病毒治疗药物及相关服务需要有效、合理、高效地递送，要尽可能优化现有的人力和财力

资源，确保关怀机构和服务之间适当的联系，支持终身治疗的依从性，最大限度地保证患者能获
得持续关怀。本章在六个操作和服务提供方面提供了广泛的指导，以确保抗病毒治疗程序长期有
效和持续。这些方面包括：

    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

    保持持续关怀；

    服务提供，包括艾滋病毒关怀和治疗服务的整合、连接和分散；

    人力资源，包括职责调整；

    实验室和诊断服务，以及

    采购和供应管理系统。

经GRADE系统方法论证，在依从性、服务提供和人力资源方面开发的新建议，包括：通过短
信促进依从性，将抗病毒治疗与妇幼保健、结核病治疗和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服务衔接并整合；
分散抗病毒治疗和职责调整。

9.2 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

9.2.1 依从性的防碍因素
世卫组织将治疗的依从性定义为“一个人对卫生保健人员建议的服从程度，包括服用药物，

节食和/或改变生活方式（1）”。对于抗病毒治疗，持续高水平的依从性对：（1）抑制病毒复制和
提高免疫学和临床疗效；（2）降低发生抗病毒药物抵抗的风险；（3）降低艾滋病毒传播的风险
是必需的。

卫生保健服务提供系统涉及多重因素，加入其他药物和服用抗病毒治疗药物的人都可能会
影响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个人因素可能包括忘记服药、远离家乡、日常生活变动、抑郁或其他疾
病、缺乏服用药物的意愿、药物和酒精的滥用。药物相关因素包括不良事件、给药方案的复杂性；
药片负担和饮食限制。卫生系统的因素可能包括要求艾滋病毒感染者经常到卫生服务机构接受
关怀并获得补充药物、长途跋涉到达卫生服务机构、承担直接和间接的医疗成本。药物准确信息
或使用方法的缺乏，HIV感染和治疗过程中知识有限和出现副作用，都可能成为抗病毒治疗依从
性的障碍。此外，不间断的抗病毒药物供应和关怀的连贯性对坚持服药非常必要。缺乏持续关怀
从长远来看强烈预示着依从性的缺乏。由于艾滋病感染者缺乏支持的环境，以及艾滋病相关的耻
辱和歧视也对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构成挑战（2,3）。

孕妇和产妇  
孕期及产后期出现明显的生物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挑战，都可能会影响治疗依从性。与

妊娠有关的状况，如恶心、呕吐，可能会对治疗依从性产生负面影响。在此期间的其他挑战可能
包括对感染HIV诊断的处理（许多女性是在妊娠期间常规筛查时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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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抗病毒治疗对胎儿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药物负担、在怀孕期间就诊的次数、惧怕告知配偶
HIV感染状况、在诊所等候时间长和在分娩后缺乏随访并转到其他诊所（4,5）。

青少年  

青少年所面临的依从性挑战包括：复治患者存在潜在的巨大药物负担、羞耻和害怕被曝光、
担忧药物的安全性、副作用、同伴的压力和不配合；忘记服药、不规律的日常活动。从儿童关怀向
青少年关怀的转变出现了许多挑战，可能会影响青少年治疗的依从性，包括假设照顾自己的责任
增加（可能会因健忘导致治疗中断）、没有能力驾驭卫生保健系统、缺乏成人和儿童服务之间的
连接、缺乏医疗保险和不够熟练的卫生保健工作者（6,7）。事实证明抑郁和药物滥用也给青少年
依从性带来挑战。

婴儿和儿童   
儿童的依从性是一个特殊的挑战。儿科制剂的选择有限，液体制剂的适口性差，高药片负担

或液体体积负担，药片过大，频繁给药，饮食限制，缺乏第一照顾人，吞药困难和副作用都可能影
响依从性（3，8，9）。成功治疗一个孩子需要一个负责任的照顾者承担和参与。感染艾滋病毒儿
童的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本身可能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家庭成员不理想的关怀和治疗可能会
导致儿童的照顾也不理想。

精神健康障碍

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心理健康并发症，从而导致健忘，对治疗计划的组
织差，理解差。研究已发现，未加以控制的抑郁症状与抗病毒治疗依从性低及疗效差有关。因此，
几种针对抑郁症和心理压力的治疗策略可以提高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范围从HIV和抑郁的共同
辅导到给心理障碍的个体适当的药物治疗（10-13）。

物质使用障碍

物质使用障碍的个体可能对抗病毒治疗有较差的依从性。酒精和其他药物的使用可能与健
忘、组织力差，金钱和时间的优先度转移有关（10,14-16）。

最高危人群（包括性工作者，男男同性恋者，  
变性者，注射毒品的人群）

在某些情况下，最高危人群想要获得卫生服务面临着多重挑战。在很多情况下，提高纵向关
怀和维持最高危人群的依从性的服务仍然存在一个关键性的缺口。经验表明令人的振奋结果基
于同伴的干预包括强大的社会支持，如外展服务团队，同伴教育和卫生工作者提供多学科、无偏
见和礼貌的关怀。

监禁

监禁可能会对关怀的连续性造成负面影响，降低信任感，监禁期间和之后个人财务状况和社
会支持会变差。物质使用失调对这个群体可能是一个额外的挑战。监禁的病人有患结核病的额外
风险，在缺乏有效的艾滋病和结核病的治疗情况下导致高发病率和死亡率（17）。然而，如果在监
狱内有足够的支持和结构化治疗方案就可以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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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通过干预提高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
没有任一依从性干预措施或一揽子干预措施可对所有人群和所有地区均奏效。人们的需求

和情况也可能会随时间而改变，因此，方案和关怀提供者需要量身定制一组可行的干预措施，在
存在个人障碍和机会障碍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

提高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的规划层面的干预措施包括：（1）避免在关怀点强收自付费用， 
（2）抗病毒治疗使用固定剂量的联合方案，（3）加强药物供应管理系统，可靠预测、采购并发放
抗病毒药物，防止断货。

在本节个人层面的依从性干预建议涉及到使用手机短信。手机短信作为众多提高依从性的
工具之一，已经有简单而可信的试验显示其重要性。依从性干预措施，如短信，应明确作为一系列
干预措施的一部分。许多个人层面的干预措施被采用，除了改善抗病毒治疗依从性外还有其他原
因，比如营养支持、同伴支持、抑郁症和药物滥用障碍的管理和患者教育是常规的健康服务和艾
滋病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抗病毒治疗启动前应开始尝试支持依从性工作，使之达到最理想的程度。制定依从性计划
和提供教育是重要的第一步。最初的患者教育应涵盖艾滋病毒的基本信息、抗病毒药物本身、预
期副作用、抗病毒治疗和依从性准备工作。当急需开始治疗时，依从性准备不应该延迟治疗的启
动。

患者的教育、咨询和同伴支持

当抗病毒治疗启动和整个治疗过程中，患者的教育和咨询是必不可少的。通知和鼓励患者接
受抗病毒治疗、他们的家人和同伴都是长期艾滋病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表明，咨询辅导能
够改善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在某些情况下，同伴支持与高比例的依从性及持续治疗有关。

物质滥用和心理健康的干预

研究表明, 通过治疗抑郁、管理物质使用失调提高生活质量能改善艾滋病治疗疗效。对一个
评估阿片类药物替代疗法对提高依从性作用的观察性研究进行系统性回顾发现，该研究结果是
一个非常低质量的证据。12个月后，使用阿片类药物替代注射治疗与未使用替代疗法的患者，其
未抑制的病毒载量比例相似（24）。对一个评估治疗抑郁症对依从性提高的随机试验进行系统性
回顾还发现，该研究结果也是一个非常低质量的证据。12个月后，接受抑郁症治疗和未接受的非
依从性风险相似(25)。世卫组织建议，不考虑HIV的感染状况，同时治疗抑郁和物质使用失调，并
评估联合治疗与抗病毒治疗依从性的关系。为使用药物的艾滋病患者提供的其他服务包括针头
和注射器规划、药物依赖的治疗、同行扩大服务、为支持治疗依从性提供机会。

营养支持

营养评估、关怀和支持是艾滋病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艾滋病方案应确保在必要的情况下
遵守现有的关于营养支持的国家政策，在食品不安全的地区最大限度地提高抗病毒治疗的依从
性，以达到最佳结果。

营养支持可包括营养咨询、发放现金补贴食品花销和/或发放食品券。抗病毒治疗配合营养
支持可以加速康复。对来自中低等收入国家的一项研究进行系统综述发现的低质量证据显示，社
区卫生工作者为处于食品不安全人群中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患者提供营养支持，与标准关怀措施相
比，一年后可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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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支持

财政支持可以包括报销艾滋病关怀服务（包括药物、诊断、临床服务和交通券）的费用，并在
可能的情况下减轻贫困人群患艾滋病的负担。系统综述确定了极低质量的证据，即相对于标准关
怀，财政支持能在干预一年后降低非依从性的风险（27）。方案和关怀提供者应考虑更广泛的规
划措施，降低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医疗成本，包括避免在医疗点产生自付费用、分散和协调关怀服
务、探索到卫生机构就诊次数最少化的条件。在为艾滋病毒感染者进行食品、财政支持或其他类
似的干预时需要考虑伦理学意义和平等，而不是其他。对接受抗病毒治疗人群的支持标准应基于
国家贫困水平进行标准化。

提醒及保持联系的工具

新建议

     作为依从性干预系统的一部分，手机短信可视为提升抗病毒治疗依从性的一个提醒工
具。（强烈建议，中等质量证据）。

新

背景

尽管忘记服药的具体原因可能有所不同，但大多数情况下，依从性差的主要原因是健忘和日
常生活的改变。通过提醒和沟通来督促患者服药是通过行为学的改变提高依从性的重要干预措
施。

由于电话技术的推广，利用手机短信支持依从性和一般的卫生保健服务总体而言已经有所提
高（28）。然而，这就需要出台适当的国家法规以保护接收短信者的隐私（29,30）。可以建立致
力于探索公立机构-私立机构合作伙伴关系的规划，以加速扩展基于手机的干预措施。

理论依据和证据支持

手机技术可能是将艾滋病患者连接至关怀服务的一个方便的提醒工具。而且，手机在全球广
泛使用，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会造成很大的改变。手机短信也相对便宜，没有边际成本，提供了一
种发送信息的简洁方式，无需说话，即可提供消息记录。

该系统综述包括了手机短信改善抗病毒治疗依从性的五个随机试验和两个观察性研究。来自两项
随机试验的高质量证据发现，一年后短信有效帮助降低了病毒载量（之前未达抑制状态）（31,32）。 
这一发现与另外三个随机试验的高质量证据一致，即一年后非依从性下降（31,33,34）。

四项观察性研究评估了使用短信少于一年的情况。一个观察性研究的非常低质量证据显
示，9个月后病毒载量降低（之前未达抑制状态）（35）。尽管来自两项随机试验的中等质量证据
显示，4-6个月后不依从性水平相似（36,37），但来自两个观察性研究的非常低质量证据显示6-9
个月后不依从性降低（35，38）。总体而言，尽管数据质量多变，随访持续时间短（最多一年）， 
系统的回顾还是支持使用短信提醒。

其他提醒患者的方法

其他的患者提醒工具包括闹铃、打电话、日记和日历，会简短地提醒患者服用抗病毒药物的
时间、药物剂量和预约。证据并没有显示这些干预措施对治疗依从性的支持优于标准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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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综述包括了四个随机试验。来自一项随机试验的中等质量证据发现，经过18个月的随
访，闹铃提醒对于病毒载量未达抑制状态的风险与标准关怀相似（19）。一项随机试验的低质量
证据还发现，三个月后，打电话提醒的非依从率和病毒载量未达抑制状态的情况与标准关怀的相
似（39）。来自一项随机试验的非常低质量证据进一步发现，15个月后，使用日记提醒的病毒载量
未达抑制状态和非依从性的风险与使用标准关怀的相似（40）。最后，来自一项随机试验的低质
量证据发现，经过一年的随访，使用日历提醒与标准关怀相比非依从性相似（41）。要应用这些干
预措施需要进一步对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区进行探索。

9.2.3 通过日常规划和关怀机构监测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
有目的地监测抗病毒治疗药物的依从性，对于实现治疗计划的效益和效果以及持续的支持

是必要的。每次现场访问提供了评估和支持治疗依从性的机会。有效监测依从性需要基于人力和
财力资源能力、艾滋病毒感染者和卫生工作者的接受性，还有当地环境制定联合策略。

病毒载量监测

这些指导方针建议通过监测病毒载量来诊断和确认治疗是否成功。尽管治疗失败往往由抗
病毒治疗依从性不佳造成，但也可能由其他因素导致（如药物脱销、药物相互作用或吸收不良）。
然而，病毒载量监测并未给保健提供者实时监测非依从性，并阻止其发展到治疗失败的机会。因
此病毒载量监测必须结合其他方法来监测依从性。

药房填充记录

药房填充记录提供了艾滋病毒感染者何时取走抗病毒治疗药物的信息（42,43）。如果患者
不定期来取药时，则可能提示其未规律服用抗病毒药物。然而，在许多常规关怀服务机构，不管患
者的治疗依从性如何均可提供服务，有的患者来取药是为了接受其他关怀服务。如果关怀服务提
供者仅凭药物填充记录做出判断，那么患者的这种行为则可能导致服务提供者高估其治疗依从
性。最近一项关于评估各种依从性监控方法有效性的确认研究发现，药房记录比自我报告更可靠
（44）。在许多情况下，药房填充记录已成为国家抗病毒治疗监测和评估框架的一部分，当与其他
工具联合应用时也可提供更多有关抗病毒治疗依从性的信息。

自我报告

询问艾滋病毒感染者或他们的照顾者，自从上次就诊（或在过去指定的天数内）漏掉了多少
药量，可以有助于评估非依从性。然而，尽管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但人们可能不记得漏服药物的准
确剂量，或者他们可能希望表现出良好的依从性，避免批评，不报告漏服的剂量。对记住和/或记
录抗病毒药物剂量重要性的辅导，以及一个能够促进诚实报告不良依从性的环境，是常规关怀机
构监测抗病毒药物治疗依从性的重要组成部分（45）。

药片计数

计算药瓶中剩余的药片数量可能有助于评估依从性。药片计数通常在常规健康关怀随访时
进行。但是有些人可能会在就诊前扔掉药片，导致医护人员高估其依从性（45,46）。尽管在事先
未通知的情况下到患者家里拜访会获得更准确的估计，但此做法会面临财政、后勤和伦理方面的
挑战。药片计数也需要医护人员投入大量时间，在常规关怀服务机构未必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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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使患者保留在关怀体系中

9.3.1 背景
要想艾滋病毒感染者达到理想的健康结局，必须使之保留在持续关怀体系中。对于那些没有

抗病毒治疗直接指征的病人，随访关怀服务提供了筛查、预防和治疗其他合并症的机会，包括提
供复方新诺明预防性治疗、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和定期筛查结核病，以及临
床和实验室监测；一旦患者出现治疗指征，则及时向患者启动抗病毒治疗。对于HIV检测结果阳
性，且符合抗病毒治疗条件的患者，立即将患者衔接至治疗机构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已患结核病
或其他机会感染的艾滋病患者，若延迟几天或几周进行治疗均会增加其死亡风险（47,48）。对于
正在接受治疗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不间断的抗病毒治疗和持续的监测对于实现持续的病毒抑制
及最佳治疗效果是必不可少的。

要使艾滋病毒感染者保留在持续关怀体系会面临巨大的挑战，特别是那些尚未符合抗病毒
治疗条件的以及那些符合条件但尚未开始治疗的人群。综合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现有的文献表
明，不符合抗病毒治疗条件的感染者中有54％在出现治疗指征前已失访，而符合抗病毒治疗条件
的感染者中，有32％在启动治疗前已经失去联系（49,50）。根据医疗机构的失访报告，失访患者
的预后可能不同，他们可能自行转移到另一个机构，可能未查明死亡或可能真正失访。那些关怀
服务中断的感染者，尤其是初步评估不符合抗病毒治疗条件的患者，经常到疾病晚期才回归关怀
体系，此类患者在启动抗病毒治疗后早期死亡的概率很高（51,52）。关于中低收入国家患者在不
同时间的维持治疗率的数据显示，大多数治疗中断发生在开始治疗的第一年内。在许多地区，许
多在开始抗病毒治疗头几个月就失访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已经死亡（53）。2011年，在启动抗病毒
治疗后12个月还持续治疗的比例为81%（92个报告国家），24个月平均持续治疗率为75%（73个
报告国家），60个月平均持续治疗率为67%（46个报告国家）（53）。

医疗保健服务系统涉及多种因素，患者可以促进或阻碍艾滋病关怀体系。改善服务衔接和使
患者维系关怀服务的干预措施，从诊断到整个关怀体系，都需要解决由接受关怀服务的患者报告的
问题以及与卫生系统相关的问题，并需要对不同地区和人群开展更有针对性的评估（54 — 57）。

9.3.2 使患者保留在关怀体系的良好实践   
新

艾滋病关怀体系的优化需要在医疗保健系统多个层次进行研究并实施干预。考虑到挑战的
广泛性和不同地区所面临障碍的异质性，没有一种方法可在所有条件下解决所有人的问题。提高
对障碍和创新战略的理解并付诸实施是进行研究和开展公共卫生实践的第一要务。

研究表明，直接和间接的医疗花销影响艾滋病毒感染者维持关怀服务的能力。他们一致报告
与卫生保健场所距离远是其从不同的保健机构维持艾滋病治疗的障碍因素之一。当健康机构远
离人们的住处，交通费用和收入损失会使寻求关怀受挫。在可行情况下，使服务更贴近社区，会减
少艾滋病毒感染者及其家人关怀的间接费用，从而促进关怀体系。

在咨询时等待的时间往往很长，尤其是在艾滋病毒感染高负担的机构（58,59）。重组诸如
预约系统和分诊等服务，将临床咨询和取药服务分开，将不同服务整合及建立连接，并且关注家
庭关怀，这些举措将可减少在卫生机构的等待时间（59,60）。

许多还没有抗病毒治疗指征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不太可能去诊所就诊，或是直到出现症状才
有可能回归关怀体系。定期对这些个人进行随访非常重要，以确保持续的监测和及时开始抗病毒
治疗。国家已采取了相应的方法，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包括提供免费复方新诺明预防性治疗，现
场或立即进行CD4检测并在当天出结果，提供同伴支持以改善持续关怀（22,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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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人群获得健康服务通常会遇到更多的障碍。利用社会支持的干预已经成为一种很有前
景的方法，可以抵消结构、经济、服务提供和心理方面的限制，从而影响持续关怀。

表9.1总结了影响持续性和依从性的卫生系统和接受抗病毒治疗人群的有关因素以及可能的
干预措施。

表9.1 影响持续性和依从性的卫生系统和接受抗病毒治疗人群的有关因
素以及可能的干预措施

卫生系统相关因素 可能的干预措施

接受关怀服务的直接和间
接的高成本

     在关怀点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及相关的诊断和服务

     在可能的情况下分散抗病毒治疗

      严格按时间表到治疗机构就诊

     在机构水平减少等待时间:

•     预约系统

•    将临床咨询和预约取药服务分开

•    连接、整合和协调关怀

•     适当时以家庭为中心的关怀 
（围绕家庭的需求组织服务）

抗病毒药物库存中断 优化药物供应管理系统，以预报、取得并分发ARV药物。使用固
定剂量组合来简化预报和供应管理系统

缺乏监测关怀存留的系统 实现系统对患者持续关怀的监测,包括队列分析和病人跟踪系统

缺乏将患者转移至不同关
怀点的机制

互联的病人监测系统，包艾滋病、结核病、妇幼健康和预防母婴
传播服务；从儿童到青少年和成人服务的过渡系统,从妇幼健康
和结核病的服务到长期HIV关怀

药物负担和复杂的抗病毒
药物方案

使用固定剂量复合制剂来减少药物负担和简化方案

缺乏患者及其家庭的准确
信息，缺乏同伴支持

雇佣并整合社区卫生工作者、志愿者和艾滋病毒感染者进行同伴
支持、患者教育及辅导和社区支持

依从性支持 围绕社区卫生工作者的任务转变与社区水平干预措施和资源相
连,如同伴依从性支持使用已知有效的提醒方法（如短信），同伴
支持还提供面对面提醒的机会

患者和关怀人员之间关
系差

培训健康工作者：如何减少耻辱感，改善治疗的准备、依从性和
维持，为关键人群提供依从性支持和关怀，并提供简化的方法教
育患者及家属

缺乏时间来教育接受艾滋
病关怀的人群

任务转变，同诊所团队共同承担；艾滋病毒感染者作为病人专家
和同伴支持者；使用团队措施予以关怀

药物副作用 准备和理解如何以及何时自我管理副作用，何时需就诊

166 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和预防艾滋病毒感染的综合指南



接受艾滋病关怀患者的相
关因素

可能的干预措施

遗忘，生活压力，耻辱，
歧视

使用手机短信保持患者参与

同伴和家人支持

与社区互助小组关联

合并症，药物和酒精使用
失调以及精神障碍

管理合并精神障碍、酒精和其他物质使用失调的艾滋病患者，与
社区和社会支持相连

病人关于HIV感染、过程
及治疗相关的知识和信念

整合病人及其家庭的教育以及咨询，更广泛的社区文化、教育及
社区管理

表9.1 影响持续性和依从性的卫生系统和接受抗病毒治疗人群的有关因
素以及可能的干预措施（续）

9.4 提供服务

9.4.1 提供长期关怀服务的良好实践（63）
在许多国家，健康服务主要提供不定期发生的急诊服务。由于艾滋病开始成为一个可管理的

慢性疾病，规划管理者和关怀提供者需要考虑如何将目前的健康服务系统进行重组以提供长期
关怀。

患者一旦被诊断，并纳入长期关怀体系，就应计划并严格按时间表进行随访。如果等到患者
出现症状或可预防的并发症时再进行关怀，则代价很高且低效。艾滋病毒感染者需要在关怀的不
同阶段均能获得符合其需求的关怀。与急诊服务模式相比，有计划的长期关怀模型提供了预防、
早期发现问题和及时干预的机会。

长期关怀需要艾滋病毒感染者得到他们所在社区和卫生保健队的广泛支持，以坚持治疗和
应对耻辱。艾滋病毒感染者和他们的家人需要了解艾滋病毒感染和预期的药物副作用，并支持坚
持治疗。卫生保健团队在将艾滋病毒感染者与社区水平干预、资源和支持的连接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建立一个系统存储患者在健康机构接收关怀的信息对确保持续关怀是至关重要的。病人登记
簿为后期随访提供了提醒功能。卫生保健团队可以用它来确定患者的需求，来进行随访、计划关
怀，以监测治疗的反应，评估个体和整体疗效。信息系统可以依据当地的实情用纸张或电子登记。
规划应该制定一个系统性战略来收集关键信息，从而更好地管理病人，并确保高品质的关怀。 
一个坚固的病人信息系统是高质量地监测和评估规划的关键要素，对于供应管理系统亦是如此。

当确定现有的系统中已有有效的操作解决方案，如成功的服务提供模式和关怀流程，应计划
考虑扩大这种关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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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服务整合与衔接
长期关怀需要整合和连接相关服务，以确保长期全面和持续的病人管理，包括在单个机构提

供相关服务，构建在机构和服务提供者之间共享信息和有效的患者转介系统。整合和连接服务
可能会减少错失启动抗病毒治疗的机会，增强长期依从性的支持，并优化持续治疗病人的关怀服
务。有关艾滋病防治、性和生殖健康服务、妇幼保健服务、结核病防治和药物依赖应对的不同规
划需要开展合作，以在卫生系统的不同级别成功实施抗病毒治疗和提供相关服务。要考虑的问题
包括：动员和分配资源，培训，指导和监督卫生工作者，药品和其他医疗用品的采购和管理，监测
和评估。

9.4.2.1 在产前保健和妇幼保健机构提供抗病毒治疗    

新建议

     在HIV高度流行地区，应在妇幼卫生保健机构对符合条件的孕产妇及婴儿启动并维持
抗病毒治疗，在适当的情况下联系并转介至提供持续艾滋病关怀和抗病毒治疗的机
构。（强烈建议，非常低质量的证据）。

新

背景

在2011年，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有效的抗病毒药物疗法在中低收入国家覆盖率达57％。然
而，在同一年中，根据自身健康状态需要抗病毒治疗的孕妇只有30％得到了治疗，而中低收入国
家所有有资格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成年人治疗的覆盖率达54％（53）。确保符合治疗条件的HIV感
染孕妇得到抗病毒治疗仍然是一个挑战，为感染HIV的怀孕少女、女性性工作者和注射毒品的女
性提供抗病毒治疗以预防母婴传播同样是一项挑战。

因为许多女性艾滋病毒感染者只有在怀孕时才获得医疗服务，妇幼保健机构提供关键的机
会使那些需要抗病毒治疗的患者（56,57）增加获得治疗的可能。在大部分HIV高度流行地区的
机构，只提供初级水平的妇幼保健服务，即主要是为孕妇和儿童提供保健服务。世卫组织现有的
指南建议由服务提供者发起的艾滋病毒检测和咨询应在HIV高度流行地区的所有产妇、孕妇和儿
童保健机构实施，并应该考虑中度和低水平流行地区产妇、孕妇和儿童保健机构对重点人群中实
施（64）。

2013年指南推荐对所有感染艾滋病毒的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不考虑CD4+T淋巴细胞计数，
都使用三联药物进行抗病毒治疗或预防性用药，国家决定是否延伸到所有孕妇和哺乳妇女，或那
些自身健康状况符合治疗条件的人。因此，抗病毒治疗应该在妇幼保健诊所获得，或者通过相连
的诊所很容易获得。HIV高度流行的国家可以考虑在孕产妇和儿童健康机构分阶段提供抗病毒治
疗，并将这些机构有效转变成抗病毒治疗点，优先考虑HIV负担最大的机构，建立卫生系统以确
保不间断的抗病毒治疗、依从性和持续性。

度过母婴传播风险期后继续开展抗病毒治疗是一个挑战。并非所有的孕产妇和儿童保健机
构都有能力提供长期HIV关怀并治疗女性、她们的伴侣及婴儿。这些机构将需要评估母亲和婴儿
进行长期HIV关怀的最佳时机。这项评估可包括女性治疗的进展，孕妇和儿童医疗机构HIV关怀
的能力和质量，以及备选的HIV关怀机构可接受性和距离。

理论和证据支持

系统综述评估了在HIV高度流行地区，产前保健和孕产妇及儿童保健机构在获得抗病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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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难度、死亡率、发病率以及维持抗病毒治疗方面提供的HIV关怀和治疗效果。一个群随机试
验和三个观察性研究评估了与将病人转至艾滋病医疗诊所进行抗病毒治疗相比，在产前保健、妇
幼保健机构进行抗病毒治疗的影响。在HIV感染的女性怀孕、纳入关怀并获取抗病毒治疗期间，
明确影响ART的依从性。在产妇死亡率、发病率、免疫反应、婴儿艾滋病毒检测获取、母婴传播、
关怀的满意度方面结果有可比性。因为有些相对较少发生的事件会导致一些研究的质量被降级
（65 -70）。

在产前保健和妇幼保健机构进行抗病毒治疗的备选方案是将符合治疗条件的女性和婴儿转到
HIV机构接受治疗。转诊系统可能与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婴儿抗病毒治疗的低覆盖率有关（57）。 
基于转诊的模式可能进一步要求女性和婴儿在不同的服务提供点接受关怀，可能需要孕妇长途跋
涉并排队等候接受艾滋病关怀和治疗。从马拉维（55）、乌干达（56）和津巴布韦（57）的研究已
经发现，艾滋病诊所候诊时间过长及从家到诊所的交通费用过高是孕妇和哺乳期妇女失访的主
要原因。

尽管艾滋病规划可能为增加就诊机会及减少等候时间而增加投资，在已开展为孕妇和哺乳
期妇女提供艾滋病关怀服务的机构同时开展抗病毒治疗服务仍然可以提高治疗可及性，并提供
了在同一个卫生机构即可获得连续一体化服务的机会，即在提供产前及产后保健的门诊就可以同
时获取从HIV检测到抗病毒治疗的连续服务。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妇女在提供抗病毒治疗的产前保健诊所获得了正向的经验。她们报告
诊所的员工治疗得很好，给予了她们有益的专业建议，她们的孩子也接受了很好的关怀，因此未
感染上HIV。其他研究已经探索了孕产妇和儿童保健机构提供抗病毒治疗操作的可行性和产前保
健诊所医护人员的接受性。关怀提供者认为整合可以提高效率，减少在诊所花费的时间，改善与
关怀提供者的关系，并因为减少了羞耻感，增加了信任度从而提高了抗病毒治疗的依从性。所有
这些因素都增加了接受关怀患者的满意度，并可能有助于提高关怀质量（66,71）。

9.4.2.2  在结核病治疗机构提供抗病毒治疗以及 
在艾滋病关怀机构提供抗结核治疗     

新建议

     在艾滋病和结核病高负担的机构，应在结核治疗机构对艾滋病毒感染的个体启动抗
病毒治疗，并将其转介至提供持续艾滋病关怀服务和抗病毒治疗的机构（强烈建议，
非常低质量的证据）。

     艾滋病和结核病高负担的机构，应在艾滋病关怀机构对感染艾滋病的个体确诊结核
时，提供结核病治疗（强烈建议，非常低质量的证据）。

新

背景

2011年，结核合并艾滋病感染的人群有79％和48％分别接受了复方新诺明预防治疗和抗病
毒治疗（72）。在全球41个艾滋病和结核病负担最重的国家中，只有6个感染结核并有文件记录
的HIV阳性人群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比例超过75%。

自2010年以来，世卫组织推荐所有感染HIV的结核病患者都进行抗病毒治疗，而不考虑其
CD4+T淋巴细胞计数。应首先启动抗结核治疗，然后在开始抗结核治疗的八周内尽快开始抗病
毒治疗。WHO还建议对所有感染艾滋病的结核病患者使用复方新诺明预防治疗。这些服务提供
的建议旨在帮助加大抗病毒治疗在感染艾滋病和结核病人群中的覆盖率，并支持HIV感染者合并
结核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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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结核病的治疗在绝大部分机构已下放到社区水平，但是在很多地方仍然难以获得艾滋病
的治疗。世卫组织的调查数据表明，提供结核病治疗的卫生机构和提供抗病毒治疗的卫生机构数
量比介乎1.3至30.2之间（72）。而且，尽管艾滋病和结核共感染有高负担，但是艾滋病和结核病
治疗服务可以由不同地区的站点提供。虽然艾滋病毒和结核病规划可能需投入财力和人力资源
以提高关怀的机会并减少接受关怀所需时间，但是在一个服务点提供抗病毒治疗和结核治疗可
以增加治疗机会，并通过在一个服务点提供从HIV检测到艾滋病及结核病联合治疗的持续关怀来
提高治疗的依从性。

艾滋病关怀机构要将院内（卫生机构内部）结核病传播风险降到最低，落实结核病感染控制
措施至关重要。世卫组织对卫生保健机构进行结核病感染控制的建议，请参见8.1.2节。

理论和证据支持

由于艾滋病和结核共感染患者不启动抗病毒治疗和复方新诺明预防的死亡率高，并且抗病
毒治疗和复方新诺明联合治疗能提高生存率（73-75），因此增加抗病毒治疗和复方新诺明预防
联合治疗的覆盖率对于降低HIV和结核共感染患者的高死亡率至关重要。系统性综述确定了19
个评估在结核病治疗机构提供抗病毒治疗有效性的观察性研究，其中很多都显示抗病毒治疗的
可得性和启动治疗的及时性均有所增加。然而，死亡率和结核病治疗成功率的数据并不一致。对
五个观察性研究的系统综述评估了在艾滋病关怀机构提供结核病治疗的效果：其中两项研究报
告显示死亡率下降，另一个显示死亡率相似。在研究期间结核病治疗的成功率和抗病毒治疗的进
行具有可比性。证据的质量通过以下方面权衡：方案的风险和益处、可接受性、重要性、优先度、
所含费用、可行性、关键的环境制约因素以及相关因素等。人们一致认为，尽管用GRADE方法评
估的证据质量并不高，但有充足的理由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并予以强烈建议（76 -96）。

9.4.2.3  在提供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的机构 
进行抗病毒治疗

 

新建议

     应在提供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OST）的艾滋病关怀机构对符合条件的HIV感染者启
动和维持抗病毒治疗（强烈建议，非常低质量的证据）。

新

背景

来自49个国家的数据表明，相对于普通人群，注射吸毒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增加22倍，而
东欧国家高达40％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是由于他们或性伴侣注射毒品造成（97）。现有的世卫组
织指南指出，应考虑在艾滋病高度流行、中度流行和低水平流行地区，如果社会接受，且流行病学
方面适宜，建议让所有参与药物依赖性治疗的人进行艾滋病毒检测和咨询。在这样的机构由关怀
提供者发起的检测和咨询计划应强调社会、政策和法律框架的支持（64）。

这些指南对所有成人进行抗病毒治疗的资格推荐相同的标准，而不考虑药物使用情况。重点
人群抗病毒治疗覆盖率的全球性数据有限，然而现有数据显示，注射毒品的人与普通人群的ART
覆盖率往往有差距。2010年，一份囊括了欧洲和中亚19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报告指出，只有22％
有治疗指征的注射毒品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获得了抗病毒治疗（53）。

对于阿片类药物依赖的治疗，世卫组织推荐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美沙酮或丁丙诺啡），并
结合心理援助（98）。有许多阿片类药物依赖的人感染艾滋病毒，阿片依赖的治疗应融入艾滋病
的治疗和管理中。虽然抗病毒治疗的效果在注射毒品和正在进行阿片替代治疗的艾滋病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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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改善，但是引入提供阿片替代治疗的机构不应该是阿片类药物使用者启动和维持抗病毒治
疗的先决条件。尽管如此，在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机构提供抗病毒治疗可能会增加注射毒品的患
者获得抗病毒治疗的机会。

作为降低危害综合干预系列措施之一，也需要向患者提供酒精使用失调，心理疾病，结核病
和病毒性肝炎等常见的合并症的治疗，。这项工作需要一支多技能的员工队伍，并需要医疗机构
不同部门密切协作。

鉴于注射毒品人群的高监禁率，应努力确保将抗病毒治疗纳入监狱医疗服务，并且当患者从
监狱转到社区时应持续提供HIV关怀和抗病毒治疗。

理论和证据支持

在许多国家，注射毒品的是一些边缘人群，他们获得和利用医疗保健服务的机会有限。药物
过量和艾滋病是导致这些人死亡的主要原因（99）。随机试验发现，相比安慰剂组，阿片类药物
替代治疗可以减少非法毒品的使用，并可增加关怀的持续性（98）。观察性研究发现，阿片类药
物替代治疗与不关怀相比能降低死亡率（100）。注射毒品并接受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的HIV感
染者抗病毒治疗的结果也得到改善（16）。系统性回顾发现一个随机试验和三个观察性试验评估
了在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机构提供抗病毒治疗的效果。大多数研究样本量小，统计学方法应用有
限。一些研究观察到有改善病毒抑制和降低死亡率的趋势，而其他研究则发现病毒的抑制率和死
亡率相当（101-103）。

该建议集中于在提供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机构提供抗病毒治疗服务，以增加获得抗病毒治
疗的机会。在许多机构，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的覆盖率仍然很低，政策制定者应评估在提供HIV
关怀和治疗的机构提供阿片类药物替代治疗是否可行。卫生当局或卫生部门不管理药物依赖服
务的地区，艾滋病方案要与社会福利部门、社区和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提供这些服务。

9.4.3 艾滋病治疗和关怀服务下沉   

新建议

下面关于分散抗病毒治疗的启动和维持的措施应予以考虑。

     在医院启动抗病毒治疗，在外围卫生机构维持抗病毒治疗。（强烈建议，低质量证据）。

    在外围卫生机构启动并维持抗病毒治疗（强烈建议，低质量证据）。

     在外围卫生机构启动抗病毒治疗，在常规临床就诊间隔于社区水平维持治疗（在医
疗机构外面，如扩大服务点、健康哨岗、基于家庭的服务，基于社区的组织）（强烈建
议，中等质量证据）。

新

背景

尽管快速扩大的艾滋病防治规划已显著提高获得抗病毒治疗的机会，使艾滋病毒感染者健
康和生存水平得以提高，但它对卫生系统也带来了重大的挑战。将抗病毒治疗分散到初级保健机
构可以减轻卫生系统其他事物常规管理的负担，还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地区获得抗病毒治疗改善
治疗公平性。在某些机构，运输成本是获得并维持关怀的一个重大障碍。在许多艾滋病毒感染高
负担机构，医院等待时间过长，因为有大量病人需要关怀。艾滋病关怀和治疗服务下沉可以减少
医护人员的工作量，从而减少HIV感染者以及在医院治疗其他疾病患者的等待时间，并使艾滋病
服务更贴近人们的家庭。艾滋病相关服务，如结核病关怀和妇幼妇幼保健服务也下沉到一些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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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保健机构。艾滋病毒感染者、受影响的社区以及基于社区的干预在提供艾滋病毒检测、关怀、
治疗和社会支持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艾滋病关怀和治疗服务下沉可以进一步加强社区参
与，将基于社区的干预与保健机构连接起来，使获得服务、求医行为和持续关怀最优化。

理论和证据支持

该系统综述涉及两个观察性研究，就将抗病毒治疗的启动和维持服务下沉至外围卫生机构
的举措对病人流失（病人的死亡和失访）的影响进行评估。由于该举措使得失访病人显著减少，
从而使12个月后病人流失人数得以减少。该系统综述还涉及四个观察性研究，就在外围卫生机构
维持抗病毒治疗对病人流失的影响进行评估。研究结果显示该举措使得患者失访和死亡均减少，
因而12个月后患者流失量减少。该系统综述还涉及两个群随机试验，就以社区为基础维持抗病毒
治疗对病人流失的影响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显示12个月后干预组和对照组的流失率相当（104 
-115）。

当决定实施哪个服务下沉方案时，规划经理可能会考虑（1）可能会加入服务下沉机构的艾滋
病毒感染者人数，（2）服务下沉所提供的服务是否比原来需要长途跋涉接受抗病毒治疗更便利；
（3）抗病毒治疗服务下沉是否减少了中心机构的工作量。此建议有必要与诊断和药品的供应，医
务工作者的服务、培训和监督联系起来，以保持关怀质量。此外，在一些机构，抗病毒治疗服务下
沉将涉及职责调整，以确保外围机构的医护人员合理搭配。

对于在高流行、资源有限地区（116）的初级卫生中心提供艾滋病关怀和治疗，世卫组织的操
作手册提供了额外的指导。

抗病毒治疗服务下沉实施的注意事项

专栏10.5讨论了有关规划管理者在实施方面的注意事项。

9.5 人力资源

9.5.1 人力资源能力建设
过去的十年中，在艾滋病关怀和治疗快速扩增的背景下，在职培训在迅速提升卫生从业者的

的能力方面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所有的卫生工作者，包括社区卫生工作者，需要定期培训、指导和监督，以确保高品质的关
怀，并实施更新的国家建议。鉴于艾滋病关怀和治疗知识的迅速发展，国家需要考虑建议一种支
持卫生工作者继续教育的制度，包括临床指导和定期监督支持。使用新技术，如基于计算机的自
学、远程教育、在线课程和基于电话的咨询可以补充在职课堂培训，支持高效利用卫生工作者的
时间及其他资源（116,117）。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充分接受和加强现有艾滋病关怀和治疗的职前课程，使卫生工作者毕业
并取得不同学科的认证。卫生工作者也需要做相应的准备，将艾滋病作为一种慢性病进行管理，
进行团队合作、熟悉国家指南和关怀服务方案。在一些国家，艾滋病毒感染者、其他社区工作者
和志愿者已经参与到HIV检测、咨询、关怀、治疗和社会支持服务中。此外，艾滋病毒感染者作为
培训专家参与到卫生工作者的培训中去。艾滋病毒感染者既参与培训卫生工作者，又提供艾滋病
服务，可能有克服艾滋病耻辱的额外好处。

各国应考虑长期的改革，在全面的和国家认可的监管框架下（法律和宣言，法规和规章，政
策和指南），可以支持在可持续基础上，关于职责调整和引进新型卫生工作者（如艾滋病毒检测
或同行咨询）的人力资源策略。尽管志愿者们能在短期或兼职的基础上做出宝贵的贡献，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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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提供基本卫生服务的训练有素的卫生工作者，包括社区卫生工作者，都应该得到足够的工资
和/或其他适当和相称的奖金（116）。

9.5.2 艾滋病毒治疗和关怀的职责调整

新建议

     经过培训的非医生的临床工作者、助产士和护士可以启动一线抗病毒治疗（强烈建
议，中等质量证据）。

     经过培训的非医师的临床医生、助产士和护士可以维持抗病毒治疗（强烈建议，中等
质量证据）。

     经过培训和督导的社区卫生工作者可以在定期的临床就诊间隔实施抗病毒治疗 
（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新

背景

重组、整合和分散艾滋病治疗和关怀将需要重新审视提供长期艾滋感染关怀的卫生保健队
伍的角色和任务。任务转变涉及在卫生人力队伍中进行任务的合理再分配。通过这种方法，对特
殊任务进行重新分配，在适当的情况下，从高素质卫生工作者到短期培训的卫生工作者和更少的
有资质的替补人员，以便更高效、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源。任务转变应与其他设计好的战略
一起实施，以提高各类卫生工作者的总人数和能力。

在艾滋病高负担的许多机构医护人员仍然不足。尽管加强国家培训更多卫生保健人员的能力
至关重要，但临床任务仍需分配和转移，以确保有足够的卫生工作者能照顾艾滋病毒感染者。任
务转变增加了在没有医生的站点（如农村医疗机构，结核病服务和孕产妇和儿童保健服务）获得
抗病毒治疗的机会。任务转变也使医生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处理更复杂的临床情况，如合并感染及
其他合并症，抗病毒治疗的毒性或治疗失败。

2008年世卫组织指南（118）建议护士和非医师的临床工作者可以启动并维持一线抗病毒
治疗，社区卫生工作者可以在长期随访过程中监测病人接受抗病毒治疗的情况。由于这些建议主
要基于规划回顾和良好实践，在制定这些统一指南时针对有关抗病毒治疗职责调整的证据进行
了回顾。

在本指南中，“抗病毒治疗的启动”包括评估以确定患者是否符合抗病毒治疗的入选标准
（根据临床和/或免疫标准），评估机会性感染风险，提供依从性咨询和确定一线抗病毒治疗方
案。“抗病毒治疗的维持”包括持续开展临床评估；监测药物毒性，判断治疗失败（临床、免疫学
和病毒学），诊治机会感染及其他合并感染，提供依从性咨询和调整抗病毒治疗方案。“发放抗病
毒治疗药物”包括对患者任何新症状和体征进行评估，监测其依从性并提供依从性支持，为已开
始抗病毒治疗并定期就诊随访的患者发放抗病毒药物。

理论和证据支持

系统综述发现三个随机试验和六个观察性研究探讨了职责调整。总体而言，数据显示，护
士或者非医师的临床工作者启动或维持抗病毒治疗，或社区卫生工作者维持抗病毒治疗，相对
于医生提供这些关怀，死亡率和病人流失无差异。在这些研究中应确保关怀质量有以下措施：
（1）给护士、非医师的临床工作者和社区卫生工作者提供培训、指导、监督和支持；（2）确保
病人转诊时有明确提示；（3）落实转诊制度和（4）实行监测和评估体系。患者教育可以帮助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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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他们的家人了解，由护士和社区卫生工作者提供的关怀质量不比由医师提供的差（106-
108,111,113,114,119-121）。

将抗病毒治疗的启动和维护转移给经适当培训和监督的护士以及社区卫生工作者，可以通
过以下方式切实节约成本：（1）将关怀分散到初级保健机构的能力；（2）不聘用医师，而通过护
士、非医师的临床工作者和社区卫生工作者提供高质量的关怀（水平相当或更好的结果）降低间
接成本；（3）减少机构和通用费用（在健康机构提供关怀，并辅以社区水平的服务）。

9.6 实验室和诊断服务

9.6.1 概述
这些指南建议支持增加获得艾滋病关怀和治疗的机会，这也将需要增加实验和诊断服务。为

确保检测服务准确可靠，需要发展和加强相关的质量保证体系。

在一个国家内，可能存在检测机构多样性，如实验室、孕产妇和儿童保健诊所、艾滋病毒检
测和咨询网站、基于社区的检测，因此应计划和采用多方面及网络化方法来选择诊断和实验室系
统。由于越来越多的新的诊断检测和即时关怀系统正在进入市场，需保证只使用高质量的诊断检
测和设备。应执行为妥善安置和统一测试平台而制定的战略规划，以确保恰当使用及合适的成本
效益。

9.6.2 实施考量和良好实践
本指南旨在加强实验室和诊断服务，强调了领导和管理、高质量实验室服务、扩大检测服务

及发展卫生人力的重要性：

    以加强和扩大实验室和诊断服务；

    以支持专用的标本参照系统；

    以增加HIV病毒载量检测通道；

    以支持扩展诊断服务，包括现场即时检测服务；

    以对执行检测的卫生工作者进行培训和认证；

    以确保高质量诊断和实施计划，包括质量保证。

9.6.3 加强和扩大实验室和诊断服务
以下方面对加强实验室和诊断服务，以实施指南的建议非常重要：

    检测方法标准化，以使采购、质量保证和培训流水作业；

    将新的的检测方法和系统纳入到国家实验室战略计划和政策；

    在引进诊断试剂前先评估其性能及操作特点，使检测方法（通过备用方案）合理化；

    执行计划用于正确安置并协调检测平台的战略规划，以确保恰当的使用和合适的成本效益；

     扩大现有的实验室网络，以支持和监督检测服务的分散和整合，或在服务提供网点无法进行
诊断服务时提供检测；

     分配适当的资源，以确保可获得检测服务，包括人力和财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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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4 支持专用的标本转移系统
需要加强收集和处理样本的实验室转移系统和程序，以增加获得病毒载量检测和其他检测（

例如CD4和婴幼儿早期诊断）的机会。提供和加强专业、高效、安全和经济的标本转移系统需要
可靠的标本运输系统，有合适的条件运输全血、血浆和干血块样本，并将检测结果迅速、可靠地
反馈给与链接关怀服务转介机构。迅速报告结果对及时的关怀是必不可少的。

9.6.5 提高获得HIV病毒载量检测的机会
该指导方针要求用病毒载量检测方法来监测治疗的反应、诊断和确认治疗失败。这将需要加

强现有的实验室服务，并将监控服务逐步扩大到外围机构，可以包括：

    加强并充分利用现有的CD4+T淋巴细胞检测和婴幼儿早期诊断网络；

    确保实验室有配套的基础设施、专门的检测技术、质量保证和质量提升方案；

    确保在偏远地区将高容量集中的实验室检测和关怀机构即时检测适当调配；

    使用干血斑病毒载量检测技术，以增加病毒载量检测的机会。

9.6.6 将诊断服务扩展至关怀服务点
使实验室和诊断服务下沉，需要在落实服务之前实验室检测的所有方面都到位，包括：

    仅使用高质量、经评估证实可靠的诊断检测方法；

    监督及监测关怀点检测的质量和可信度；

    执行供应链管理和设备服务的策略，以及：

    建立数据管理系统，可及时发现质量问题，进行国家和地区数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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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2 为在各级卫生保健服务系统组织检测服务提供了指南。

表9.2 在各级卫生保健服务提供系统分层布置实验室网络

卫生保健服务提供级别 实验室服务 人力资源

国家 酶免疫测定用于诊断

高通量CD4检测

艾滋病毒分子技术包括HIV病毒载量
检测和定量，以及婴儿早期定性诊断

高级实验室专家

区域级或省级 酶免疫测定用于诊断

高通量CD4检测

艾滋病毒分子技术包括HIV病毒载量
检测和定量，以及婴儿早期定性诊断

实验室专家和资深技术员

地区级 酶免疫测定用于诊断

低通量CD4检测

化学，血液学，微生物学检测

实验室技术员和助理

初级保健机构 艾滋病毒快速诊断检测和其他关怀
点的检测

收集DBS

一级培训卫生工作人员如
护士和临床官员

社区机构 艾滋病毒快速诊断测试 社区卫生工作者

来源：改编自：WHO专家会议报告：艾滋病毒相关诊断的短期、中期、长期产品开发的优先
级，2012年6月6-7日,瑞士日内瓦（122）。

9.6.7  为发展卫生工作者的能力,包括员工培训和认证 
提供的指南

国家需要针对执行实验室检测人员资格认证的指南。指南应包括特定检测的培训需求，认证
和重新认证的过程。所有被分配到关怀点做检测的医疗工作者在进行这些服务之前都必须进行
培训，并熟知检测步骤、样本收集和质量保证。

9.6.8 实施全面的质量管理系统
开发一个包含外部质量评价和质量控制的全面的质量管理系统是非常必要的。质量管理体

系应：

    在实验室网络和偏远的检测点实施；

    被纳入常规检测程序并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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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检测点正确实行质量控制；

    确保检测点被纳入外部质量评价体制；(熟知检测方案)；

    确保所有过程都使用标准操作程序，包括样本收集和处理、检测方法、解释结果和报告；

    确保使用标准化的日志或电子数据管理和报告，包括识别错误和潜在的分类错误；

    确保维护仪器设备，预防和纠正兼顾。

9.7 采购和供应管理系统

9.7.1 概述
确保在服务提供点有足够的、可连续获得的高质量及可负担的基本药物、诊断和其他消耗品

是采购和供应管理系统的一个关键性作用。越来越多的人需要长期艾滋病关怀，特别是在艾滋
病毒感染高负担的机构，必需不间断供应艾滋病相关的健康产品。这只能通过加强各级卫生系
统的采购和供应管理系统才能完成。此外，抗病毒药物方案、配方和艾滋病治疗建议需要定期更
新，以应对新的发展和新兴的证据。这需要一个更有效和动态的供应管理系统以防止浪费和短
缺。

9.7.2 理论和证据支持
只有提供抗病毒治疗的所有服务都配备有不间断和持续供应高质量的抗病毒药物，最好是

有WHO预审资格的产品，才可能成为成功的艾滋病防治规划。其他支持抗病毒治疗服务所需的
药物包括预防或治疗机会感染的药物，实验室试剂、诊断HIV和机会性感染的试剂和设备、监测
艾滋病毒感染进展和治疗反应，检测药物不良反应。因为单个的卫生机构不能分发所有需要的药
品,在一些机构，用户需通过转诊系统获取服务。

9.7.3 实施考量和良好实践
管理支持是采购和供应管理循环:选择、采购、储存、配送、使用和监测，每个要素都不可或

缺的。它包括各级卫生保健服务系统的一系列活动：上至国家规划层面，下至药物分发机构和检
测机构。主要活动包括管理信息系统,确保不同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和财务担保以及其他资源之间
及时进行信息交流,包括规划所需的药品和诊断试剂。以下提供了在供应管理循环每个阶段关键
活动的常规指南。

9.7.3.1 选择药物和诊断试剂
国家改编这些指南可能需要更新国家药品清单，以纳入新推荐的抗病毒药物方案和制剂。使

用基本清单概念的优势是可以让卫生系统限制购买其他更昂贵的或被世卫组织摘牌的药品和诊
断试剂，加速登记具有世卫组织预先资格的产品，以促进有质量保证的采购（123）。如果一个选
定的固定剂量组合或其它抗病毒药物疗法不在国家清单上或不在国内注册,艾滋病规划经理需要
与国家药品监督当局协调，要求将这些药物加入清单并注册。

详细的国家抗病毒治疗指南，例如，为管理毒性或治疗失败，以及根据体重和年龄推荐配方
提供建议，可以帮助规范抗病毒药物的处方、分发业务和促进预测。

在引进抗逆转录病毒新药产品淘汰旧药期间，同步引进预测、采购和分发计划新指南，将使
即将淘汰药物的浪费和新推荐药物的短缺最小化。

1779.实施和服务提供指南
9

.7
 采

购
和

供
应

管
理

系
统



在一些机构,儿科制剂不普及。全国医药清单应为儿童抗病毒药物制剂进行优化，采用可促
进依从性和便于供应管理的制剂，包括固定剂量复合制剂,刻痕片或分散片。各国可以考虑摒弃次
优产品，在可能的情况下使儿童制剂与成人一致。

卫生工作者需要在不同水平对管理药品和诊断进行培训，包括预测、采购和配发，并确保对
整个供应系统适当的监督。

9.7.3.2 采购
为有效采购到有质量保证、可承受的抗病毒药物和诊断学试剂，统一协调的国家采购系统

是必需的（124,125）。采购需要基于药物的恰当选择，基于需求的预测、消费的考虑、服务的扩
展、配方的淘汰和引进，新建议的实施。应采用透明化程序以达到价值最大化采购，应实施质量
保证系统来采购、储备、分销高质量药品、诊断产品和其他健康产品（124,126）。

采购系统应该：

    适量、花最少的钱、及时采购到最有效、热稳定、固定剂量、有质量保证的抗病毒药物制剂；

     要求支持国家艾滋病防治规划的合作伙伴，加强和协调抗病毒药物和诊断产品的采购和供应
管理系统，收集抗病毒药物和诊断的要求，探索在一个共同招标系统中收集的选择能力；

    使用一个公开访问数据库,以方便获取关于价格和支持竞争的信息（127—130）；

    针对捐赠药品要遵循联合国跨部门指南所述原则（131）。

9.7.3.3 储存和分配
艾滋病药物、诊断产品和其他物品适当的储存和发放是供应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表

9.3）。在储存和分配时要保证产品的完整性和质量（125,132），应尽量减少由变质和过期产品
造成的浪费。当计划实行分散化治疗，在现有系统上建立并在需要的地方加强能力时，应推进整
合的供应系统。例如，现有免疫计划的基础设施，包括冷链，可以用来扩大儿科制剂的供应，如
LPV/r液体制剂。机构应该有足够的存储空间，训练有素的人员以及可以有效管理供应的工具。
储存量应当合理化，以减少供应传递途径。

应保持准确的库存记录，并创建一个系统，以追踪产品进入和离开供应系统。应该在服务提
供点建立一个常规的基于消费的订购周期。供应系统应引入机动机制，如过剩的抗病毒药物供应
报告和再分配程序，更频繁地订购和补充非常规药品以使过期和缺货最小化。药品和诊断产品应
当保持适量储存，特别是如果抗病毒治疗服务更加下沉化，由越来越多的外围卫生机构来发放药
物的情况下。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需采取措施，，以防止盗窃和欺诈行为，比如车辆跟踪系统、有
安保的储存区、审计，并在抗病毒药物产品上标记由国家艾滋病防治规划采购。

9.7.3.4 使用和监控
强大的信息系统确保能获得准确和及时的抗病毒药物销售数据，以及有效监控整个供应系

统的运转，预测所需抗病毒药物及诊断物资所需的其他信息。通过有效利用早期预警指示监测采
购和供应管理可防止缺货和积压导致的过期（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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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活动 决定

计划 选择产品 更新国家艾滋病防治指南

更新国家清单以纳入新推荐的抗病毒药物

药物方案和配方以及诊断试剂

评估和量化抗病
毒药品的需求

采购 供应商选择和
定位

与商家开放和透明的沟通

供应商资格预审

实施评议机制

保证产品和来源
的质量

制造商资格预审的标准

实施资格预审系统

使用世卫组织认证计划,检查并检测样本质量

装货前随机抽样进行实验室检测来检查

记录和供应监控系统

安排采购 正在进行的采购选择评估

需要特殊标记和包装

需要储备或缓冲库存

分发，合理使用
和监测

接受国家供应 港口清关,包括用于支付关税和税收的资金的可用性

在需要的各级水平保证适当的仓储

每次到货随机抽样进行实验室检测来进行物理检查

国内分发 可及时分发给终端用户的物流系统

合理使用和监控
药品

提供者获得充分的培训

监测和报告系统,包括监控不良反应，并反馈给药物选
择部门；合理的处方和进行测算

在中央层面,应该收集不同级别关于诸如盗窃、产品
召回、产品质量差和药物不良反应等任何问题的报
告，记录并向所有相关机构反馈。这将涉及制定问题
报告表格，明确报告应发送给谁，以及应该采取何种
应对措施

表格9.3 药物供应管理问题的总结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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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规划管理者指南

10.1 引言
本指南中的建议将导致适宜进行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数量增加；促进新的一线和二线治疗

方案的使用；对实验室监测方法和策略提出改进意见，使治疗效果最大化。对于如何更好的将这
些建议转化为国家级举措，关键的国家级利益相关者面临着多个重要抉择。例如，虽然临床效果
的相关证据支持采取某些干预措施，但是还应考虑到其成本和成本效益、伦理和人权问题、各利
益相关者的观念以及法律法规环境等因素（1）。

国家级艾滋病防治规划管理者在促进本国采纳和实施艾滋病防治指南建议的进程中扮演着
独特的角色。首先应召开董事会，通过有包容性的、透明的咨询和商讨，可以确定需进行哪些相关
的和必要的改变，例如修改国家级实验性研究方案、指南和规定。第二，同时，有必要保证实施这
些修改建议的资金和政治支持。第三，需建立相应系统，保证所有的各级别参与者对规划的实施
负责，完整记录规划绩效，为计划决策提供信息和保持规划的政治支持。最后，应支持有关规划
实施和运行的研究，对创新性的方法进行评估和推广。

国家级治疗政策的修订应以人权和伦理原则为指导，确保政策的公平性，使其满足所有受益
者的具体需要。应根据新建议确定艾滋病防治规划的愿景、远期和近期目标，现有的策略方案应
也应进行相应修订以保证规划的可持续性、避免重复和有效利用可能的规模经济效应（2）。

随着艾滋病防治规划的成熟和对预防、治疗、关怀等长期挑战的日益关注，需要在更广阔的
卫生发展背景下考虑国家级的应对措施。通过与其他卫生和非卫生规划建立和加强联系，可以大
大增强艾滋病防治规划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3）。

10.2 决策过程
全球性建议的实施决策应通过公开、透明、各方充分知情的程序进行，应该注意艾滋病响应

的多部门性。国家级艾滋病防治规划应该考虑召集一个多学科的工作组，为更新和实施全国性指
南的相关抉择和决策提出建议。指南工作组的作用包括（1）了解全国HIV和结核病（TB）的流行
现状，包括卫生部门的应对和政策环境；（2）评估新建议在各地和全球的实施证据，为其在地方
具体地区的全面实施提供建议；（3）发现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如估计成本、人力资源、基础设施
需求等，提出解决方案；（4）第10.3和10.5节对详述了此类问题。

国家级规划管理者负责监督决策过程。该过程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政
策制定、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能够保证本国在实施全球性指南的过程中，开展合法的、广泛认
同的、公平有效的艾滋病防治规划，以满足特定群体的需求（1,5）。

工作组的构成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取决于所讨论的具体的建议内容。例如，当
考虑如何改进母婴阻断（PMTCT）规划时，应与负责妇幼保健的领导、专家共同制定相应计划。
表10.1列举了在进行透明的和有包容性的决策过程中需考虑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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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支持决策的数据（5）

10.3.1 概述
应在对本国疾病流行动态和规划效果进行细致评估的基础上，实施本指南的相关决策，发

现规划的优缺点，确定必需的政策变化，遵循“了解流行情况，了解应对措施”的原则（表10.1）
（6,7）。一些国家可以从定期的监测和评估活动或近期的规划评估获得相关数据。还有一些国
家可能会批准进行新的研究，如研究HIV的传播模式，为解决重要的流行病学及应对问题提供线
索。应尽可能将定性和定量数据按照性别、年龄、行政区划（如地区或省市区）等相关类别分层，
获得重点人群的数据，保证政策能够解决在干预措施可及性和提高干预措施覆盖率方面的不公
平问题。加强包括感染者病历登记系统在内的卫生信息系统，将其转化为电子数据库，这是非常
重要的，便于管理日益增加的数据，加强其可用性和利用率，从而为规划决策服务（见11.5节）。

10.3.2 国家和地方艾滋病流行病学分析
流行病学分析应描述一般人群和重点人群的流行水平、HIV感染的增长率，以及包括婴儿、

儿童、孕妇和HIV感染状况不一致的夫妇的各个群体中哪些人感染了HIV。HIV感染率和新发感
染率的估算旨在发现高危人群（包括HIV高度流行的环境）9，应获得足够的人群总体的估计数
据，以对结果进行合理的解释（9）。应收集主要的合并感染（如TB、乙肝和丙肝）和其他疾病的
患病和发病率数据，为决策提供信息。

10.3.3 规划运行情况和应对分析
如要确定现有的抗病毒治疗（ART）规划是否充分解决了现有需求，首先要了解目前哪些人

在接受治疗。规划应评估现有的抗病毒治疗在一般人群和重点人群的覆盖水平，了解感染者进入
治疗时所处的疾病分期，该群体接受关怀和治疗的保持情况，所使用的抗病毒治疗方案，治疗
对抑制病毒载量、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效果等。考虑改变开始抗病毒治疗的CD4+T淋巴细胞
计数标准的规划，最好能够获得感染者在确认HIV感染和开始治疗时分别所处的疾病分期以及
CD4+T淋巴细胞计数的中位数。各种群体的具体分层数据有助于评估抗病毒药物（ARV）的需
求和确定治疗的优先次序。依从性、保持率和病毒载量抑制相关数据是评估治疗服务质量的重要
指标。对传染性和获得性的HIV耐药的监测也是十分有益的，可以为选择最佳治疗方案提供必要
信息（框11.1）。如有可能，应尽量了解相关效果指标，如HIV的感染率、新发感染率、相关的患病
率和死亡率等。

10.3.4 社会经济、政策和法律环境
仅了解流行病学的框架性数据是不够的，还应深入了解HIV感染的驱动因素、各种政治、社

会、经济和法律因素如何作用于各种群体寻求和获得卫生服务的能力和意愿―如男性、女性、青
少年、性工作者、男男性行为者(MSM)、变性者和注射吸毒者。侮辱、歧视、贫穷、性别不平等、
教育和人群流动性状态是制定有效的艾滋病防治规划时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法律环境也会影
响接受干预措施的情况，如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和将同性性行为、暴露和/或传播HIV、使用毒品和
从事性服务定义为犯罪的法律。应审阅这些法律，修改和删除一些歧视性规定，降低HIV易感风
险，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率，保护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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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决策过程和依据

决策过程（10,11）
1.   决策过程是否遵循了下列原则以进行合理决策？

   公开：过程是否公开透明？决策所依据的事实和基本理论是否已公开？

   相关：决策的基本理论是建立在相关的理由、原则和证据之上的，对此，受影响的利益
相关者是否认同？

  修改和申诉：如果出现了新的证据或争论，决策是否可以修改和/或接受申诉？

   加强执行：是否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了解确保决策过程符合以上条件（公开、相关、可修
改）的方法？

2. 是否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代表都参与了决策？

   规划专家和经理，包括来自性和生殖卫生、妇幼卫生、TB和艾滋病防治规划（ART、HIV
咨询和检测和PMTCT）、药物依赖和降低危害等方面的专家和代表

   卫生保健服务提供者包括公立或私立的成人和儿童HIV门诊、监狱卫生规划、妇幼卫生
机构、结核门诊、减低危害和药物依赖服务机构的医生、护士、顾问

   社会群体，包括HIV感染者、妇女和青年团体、宗教领袖、残障人士、以及重点人群的代
表，包括男男性行为者、变性人、性工作者和注射吸毒者

   技术专家，包括特定领域的专家如实验室服务、药理、耐药、毒性管理、供应链和社区卫生

   政府合作伙伴包括其他相关部委（如财政和规划部）、地方政府（如省政府）、国际机
构、信仰团体、其他政府性和社区组织、私营服务机构的代表

  财务和预算专家，如规划预算官员和卫生经济学家

  学术机构，包括操作性研究、实施科学、培训和监督专家

  各领域卫生骨干（如医生、护士和社区卫生工作者）组成的专业协会

3.  是否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够有效参与、自由表达意见和影响决策？

  所有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是否都能够获得合适语种的书面材料？

  决策过程是否能够保证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

   是否发现并解决了潜在社会、文化和法律障碍，促进既往被边缘化的利益相关者的有效
参与？

4. 决策基础的透明度

决策制定的标准是否透明？是否明确的阐述了其理论基础？是否考虑到了：

  科学证据，包括有效性和风险？

  干预的机会成本，包括成本效益？

  公平性（各群体的疾病负担和卫生收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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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决策过程和依据（续）

决策依据

1.   HIV新发感染率和感染率

   HIV的新发感染率和感染率在哪个人群中最高？相关分类标准包括性别、居住地（城市
或农村）、年龄、收入、一般人群和孕妇、重点人群（如男男性行为者、注射吸毒者、性工
作者和在押人员）

   指示病例性伴的HIV血清感染率是多少？HIV感染状况不一致的夫妇HIV感染的发生率
如何？

2. 规划和应对措施分析

决策过程是否考虑了：

  现有的依相关因素分层的HIV咨询检测覆盖率？

  现有的依相关因素分层的ART覆盖率？

  现有的为HIV感染孕妇进行抗病毒治疗和母婴阻断的抗病毒药物的覆盖率？

  开始接受ART的感染者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中位数和疾病分期？

  接受抗病毒治疗者中12、24和60个月后依然存活且仍在继续治疗的感染者的比例？

  接受抗病毒治疗12个月的感染者的病毒抑制率（和治疗失败百分比）？

  刚刚开始和正在接受一线ART药物治疗的感染者的HIV耐药率？

3.  治疗机会的公平性

   基于流行病学和规划效果数据。对于最难获得药物和医疗服务和最需要帮助的群体，新
建议是否提高了他们对抗病毒药物和其他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4. 证据和建议的一致性

  建议是否适合实施地的流行环境？

  建议是否与规划的愿景、远期和近期目标一致且有助于目标的实现？

  建议是否有地方和全国的证据支持？

5. 背景问题

   决策过程是否考虑到贫困、性别不平等、教育、耻辱、歧视和人群流动性状态对HIV
易感性和相关服务可及性的影响？

   国家和地方对传播HIV、提供性服务、使用毒品或同性性行为是否存在惩罚性的法律
或处置？

   是否明确了如何应对这些障碍，对规划计划的制定有何影响？

   是否存在法律法规方面的障碍限制青少年独立接受HIV咨询检测、关怀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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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决策的重要参数

10.4.1 伦理、公平和人权
多种法律、社会和规范性障碍导致了在获得艾滋病关怀和治疗过程中的不平等。例如，来自

19个欧洲中亚国家的数据显示，尽管注射吸毒者在2010年感染途径已知的HIV累积报告病例中
占62%，但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该人群仅占接受抗病毒治疗者的22%（12,13）。

全球和各国的承诺要求遵循非歧视性的、可靠和参与性的人权原则，向每个有需要的人提供
HIV预防和治疗服务，（14-16）。在规划的开始阶段就应设计和实施旨在尽快提供指南中整体服
务和干预建议的全国性HIV策略。

在研究和应用指南的过程中应遵守公平、平等和紧迫性等重要的伦理学原则。设计有效和公
平的政策意味着所制定策略应重点解决人们接受HIV预防、检测和治疗服务的诸多障碍，尤其是
重点人群面临的障碍。调查卫生机构和社区的情况可以了解服务的接受程度及是否符合重点人
群的需求。

10.4.2 影响和成本效益
对某一人群产生积极影响是公共卫生规划和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艾滋病规划的影响包括降低

HIV新发感染率、感染率、患病率和病死率、以及提高生存质量（17）。规划的最终影响经常是一系
列复杂因素和各种投入、活动或过程联合作用的结果，常常不能归功于单一干预措施或规划（5）。

成本效益分析是经济评估工具的一种，用于衡量所提供的特定服务的价值。经济评估衡量
各种规划的成本和结果，再进行互相比较以评估如何能够获得最大的卫生效益。在成本效益分析
中，规划影响常常是用卫生状况的指标变化来衡量的，如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s）的变化，包含
了所避免的感染或死亡的估计数。在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扩大抗病毒治疗的经验表明，卫生干预
措施的成本效益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为随着规模的扩大、技术的进步或设计出更有效的
服务体系，规划成本也就随之降低了。

在指南的开发过程中，由多个研究团体组成的联盟独立开发和比较了多种数学模型，以评估
相关的流行病学和临床作用，以及各种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比，尤其是抗病毒治疗开展初期的相
关措施（专栏10.1）。

虽然评估成本效益和健康影响对系统的比较各种规划的干预措施是十分有用的，但应在考
虑各种活动过程中的伦理、公平和人权的基础上进行评估，尤其在不是所有符合治疗标准的感染
者都能够获得抗病毒治疗的环境中。

投资重点的能力建设规划（如综合治疗和权力教育规划、法律服务、减少耻辱和歧视规划、
卫生保健工作者培训和法律执行培训）是十分有益的，可以帮助人们克服接受艾滋病治疗和其他
相关服务时遇到的障碍，使其得到持续的关怀。这些规划除了达到减少歧视等其他重要的规划目
标之外，还会提高艾滋病防治的整体成本效益（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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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0.1用数学模型评估所选建议的影响和成本效益：独立HIV建模联盟的成果

艾滋病防治规划管理者在实施指南的过程中，在如何使艾滋病治疗的资源达到最佳
分布的问题上可能会面临很多复杂的抉择：例如，在扩展HIV检测服务、加强与关怀服务
的衔接、以及通过扩大抗病毒治疗适合范围提高治疗的可及性时，如何确定资源分配。

HIV建模联盟是一个由多个研究机构组成的独立团体（w w w.h i vmode l l i ng 
Consortium），联盟应用了多种独立的数学模型，研究增加抗病毒治疗适合范围、扩大检
测和提高HIV关怀可及性等多种策略的卫生收益、成本和成本效益。模型的数据库来自于
印度、南非、越南和赞比亚四个国家，这些国家有着不同的流行模式和ART覆盖率（19） 
（网络附件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annexes）。联盟研究了每种
策略的一系列潜在可选因素，包括多种ART的治疗起点和治疗对象（CD4+T淋巴细胞计数
≤500个/mm3，所有的HIV感染者或特定的重点人群），假定维持现状或扩大HIV检测及与
关怀衔接模式后的情况，对每项干预措施的成本以及个体和公共卫生收益都进行了评估，
包括HIV新发感染率的变化、损失的健康寿命年减少和随时间推移的成本变化。这些模型
还考虑了相关策略的成本效益，筛选出哪一个在既定预算下能够获得最大的卫生收益。

研究发现将开始抗病毒治疗的合格范围增加到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个/mm3，
在中低收入地区的成本效益较高。而将扩大治疗的合格范围与大幅提高HIV检测、加强与
关怀的衔接相结合，将会获得最大收益，尤其是在抗病毒治疗覆盖率较低的地区。将抗病
毒治疗的合范围准扩展为所有成人HIV感染者（无论CD4+T淋巴细胞计数如何）与将合格
范围扩展到CD4+T淋巴细胞≤500个/mm3相比，成本效益比较低，因为随着开始抗病毒
治疗的CD4+T淋巴细胞门槛的提高，立竿见影的健康状况改善情况也相应减少了。

解释建模结果时应考虑到一些重要的局限性。成本估计的不同可能导致很多结论发
生重大改变，尤其是与咨询和检测、维持感染者接受ART前期关怀相关的结果。而且，所
建模型没有考虑多种干预措施相结合或只是部分实施，其预计效果或成本效益会有何改
变。模型未研究非抗逆转录干预措施的潜在影响，也未涉及儿童治疗等一些重要问题。

10.4.3 机会和风险
本指南中的建议可能会进一步降低艾滋病相关的死亡率，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艾滋病新发感

染者的数量和加强艾滋病治疗的有效性。实施指南的累积收益很可能大大超出所需的前期投入，
且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HIV的流行进程。然而，内部因素（如预算削减、抗病毒药物失窃、训练有
素的卫生工作者的减少、耐药性的出现）以及外部事件（如外部资金的撤出、政治动荡和自然灾
害）都会影响指南的实施。重要的是，要设计相应策略以减轻类似事件的影响，保证提供持续的
服务，尤其是对最需要帮助的群体的服务（20）。

10.5 卫生系统实施新建议的考虑因素
各国在考虑如何以最佳的方式实施指南时，应分析预算、人力资源需求和其他与卫生系统相

关的问题，确定哪些现有投入或相关体系是可以利用的，哪些需额外投资。世卫组织提出的卫生
体系的6大基本模块是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21）。表10.2提供了各领域内的主要问题清单。这
些应考虑的问题不能决定某一项建议是否纳入国家指南，但是可以以其为工具，了解某项建议的
作用，如何使其更好的适应本国国情，如何更好的调动资源促其实施。当考虑具体建议对预算的
影响时，重要的是，要同时考虑到不作为的成本，如患病率、死亡率的升高和HIV的持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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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应明确规定在某段时间内为达到既定结果所需开展的整套活动，要对所有参与实施规
划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明确分工。

必须有健全的采购和供应管理体系，保证各级卫生系统内必需药品、诊断试剂和其他商品的
持续供应。进行集中或联合采购可以因规模经济效应而获得低价。进行认真的需求预算也是减少
浪费的重要方法。应尽可能使用固定剂量复合剂和每日一次给药疗法，方便接受治疗的感染者及
其护理者，维持感染者的依从性。应审核实验室的能力，加强服务以满足更高的需求。在各地应
用标准的全国卫生信息系统和感染者监测工具。需开展有力的干预措施，通过持续关怀，最大程
度的提高治疗依从性和保持率。在特别的地区可能还需要一些具体措施，如产后对母婴的随访。

在计划和实施过程中，卫生关怀的质量是需考虑的关键问题。过去十年中抗病毒治疗的迅速
扩大导致了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服务质量的差异影响了接受关怀的及时性、治疗的依从率和保
持率。新指南的实施为全面的了解和解决这些差异提供了机会，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有效的监督
和评估系统（见第11章）。健全的质量保证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明确的定义各方面的角色
和职责（如国家、区域、各机构和医生等提供有效服务所需的领导力、筹资、供应链管理、人力资
源，以及承担的监督和评估责任），以使各级别发挥各自的功能和进行相应投入。在HIV的关怀体
系中，为HIV咨询和检测开发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改善框架可以作为其他领域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改
善干预措施的参考（22）。

有效的艾滋病防治规划规划本质上具有多部门性，不仅仅局限于生物医学干预领域。评估如
何更好的将HIV干预措施与其他卫生规划和非卫生服务相衔接，以提高HIV干预措施的覆盖率和
最有效的利用资源，这是十分重要的。规划中应考虑卫生服务提供者的多样性，如公立、私立和
非营利组织等。社区参与和同伴外展策略是十分关键的，可以完善规划设计、增强规划可持续性、
最大化规划覆盖率。

表10.2 卫生系统关键问题的实施清单
新建议的成功实施取决于重要规划领域的若干关键决策

1.   沟通、领导和倡导

   是否确定了谁负责更新现有材料，包括服务提供指南、最新科学实验报告、临床和实验
室的标准操作规程、监测与评估工具、感染者监测机制或系统相关材料、参考手册、卫
生工作者训练材料、工作辅助材料、监督清单以及公共信息、教育和沟通材料？

   是否确定了如何与下列人群沟通新建议的内容？包括（1）地方的公立、私立和非营利机
构的规划管理者；（2）卫生工作者；和（3）HIV感染者等其他利益相关者。

   是否就谁全权负责政治领袖、卫生界人士和媒体等利益相关者的倡导达成了一致？

2. 人力资源和人员配备

   是否确定了实施新建议了需补充多少工作人员？需要哪种类型的卫生骨干（临床医
生、卫生官员、护士、助产士、社区卫生工作者和实验室助理），如何招募？

   是否可进行职责调整和责任分担，以更有效的利用现有人力资源、扩大服务范围？ 
（见第9.5.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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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2 卫生系统关键问题的实施清单（续）
3. 药物和供应

   实施新建议是否需要使用新药（如抗病毒药物）？需要量有多大？

   是否已确定进行需求预测、以最优价格采购药物及其他商品所需的系统？

   是否已经制定了过渡方案，逐步淘汰旧有药物（如司他夫定d4T）和引入新药？

   是否需要加强供应管理体系——尤其是外围体系——以应对需求的增长？

   是否存在相应的管理程序负责新药和新的诊断方法的及时审批和注册？

   是否有运行良好的实验室质量控制和外部质量保证体系？

   国家法律是否允许购买和进口所有的必须物资？是否存在专利问题？是否能够充分利
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弹性条款增加其可及性？

4. 系统架构

   衔接和转诊体系是否健全？

   是否需要分散和/或整合服务以支持政策实施？

   制定政策是否咨询了其他相关规划的经理（如结核病、妇幼卫生和药物依赖服务规
划）？

5. 基础设施

   是否确定了规划实施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如仓库、会议室、咨询室、实验室、药房、管
理区域和相应设备）和交通工具（如车辆）？现有卫生系统是否能够提供这些设施？
是否需要ARV规划进行额外投资？

   是否还需要相应的通讯设施，包括卫生机构、实验室之间，以及卫生工作者和感染者
之间的通讯？

6. 成本

   是否估计了实施新建议的年投资总额（包括后勤及其他服务）？

是否确定了下列规划组成的单位成本？

   抗病毒治疗；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仅包括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或终身ART?）;

   咨询和检测；

   艾滋病关怀；

   临床监测；

   指导、质量保证和监测；

   社区水平的服务。

18910. 规划管理者指南
1
0

.5
 卫

生
系

统
实

施
新

建
议

的
考

虑
因

素



表10.2 卫生系统关键问题的实施清单（续）

7. 筹资

   是否确定了规划的资金来源，如政府预算、社保或健康保险、全球基金、美国总统救
助艾滋病应急计划、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或私人基金会等？（重要的是要考虑到自付
经费可能会限制干预措施的采用和可及性）

   是否需要新的策略以筹集资金，满足预计的投资需求？

   是否能够利用规模经济或与其他干预措施或规划的协同作用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

8. 监测和评估

   监测和评估方案是否清楚的确定了机构和规划水平的指标，以充分监测干预措施的
覆盖率和新建议的作用？是否确定了人力资源、设备和基础设施需求？

   是否能够共用监测和评估系统（中央和地方，以及各捐助者），以减少重复和保证连贯
性？

   是否确定并建立了必要的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强化体系，以优化服务？

9. 实施方案

   方案是否有实现规划目的和目标的时间表？

   方案是否包含具体的结果？

   方案是否明确了参与规划实施的各利益相关者（如中央、省和地方各级政府、非政府
组织、技术合作伙伴、社区、艾滋病感染者和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的角色和职责？

10.6 主要建议的实施考量
专栏10.2到10.7讨论了规划管理者在实施本指南的6个主要建议时需要考虑的问题：（1）将

成人和青少年ART起始治疗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标准从350个/mm3提高到500个/mm3；
（2）加强病毒载量监测;（3）努力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终身抗病毒治疗;（4）ARV服务分散
化;（5）扩大儿童治疗；和（6）逐渐淘汰d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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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0.2 规划管理者需考虑的主要实施因素：将成人和青少年 
ART起始治疗的CD4计数标准从350个/mm3提高到 
500个/mm3（第7.1.1节）

1.  先治疗最严重的感染者。CD4+T淋巴细胞计数低于350个/mm3者和CD4+T淋巴细胞计
数高于该标准者相比，二者的死亡率不同。将建立何种体系，充分保证优先治疗重症感染
者，尤其是在抗病毒治疗覆盖率低的地方？

2.  逐渐淘汰d4T。考虑到d4T的长期毒性和副作用，将开始抗病毒治疗的CD4+T淋巴细胞
标准提高到500个/mm3的规划应尽快淘汰成人和青少年治疗方案中的d4T，优化治疗结
果。

3.  考虑职责调整和服务下沉。应制定或调整人力资源方案，包括进行职责调整和培养新的卫
生骨干，以支持提高开始治疗的CD4+T淋巴细胞标准的决策（见第9.5.2节）。

4.  加强依从性支持。开始抗病毒治疗的门槛降低意味着有更多自我感觉健康的人将成为合格
的治疗对象。应实施哪些干预措施加强其依从性？

5.  提供治疗监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更早的开始抗病毒治疗，维持治疗的时间逐渐增长，监测
病毒抑制情况就显得愈加重要。如果人们使用失败的治疗方案则可能导致耐药水平增高，
这将损害治疗的效果，尤其是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NRTIs）的效果。如何增加病毒
载量监测的可及性？

专栏10.3规划管理者需考虑的主要实施因素： 
加强病毒载量检测（第7.3.2节）

1.  考虑多种可选诊断方法。多种策略均可以提高病毒载量检测的可及性，包括干血斑样本检
测和即将应用的即时检验技术。规划管理者需根据现有的基础设施、在不同关怀治疗层面
接受服务的感染者数量（如中心和外围服务点）等多种因素做出最佳选择。

2.  评估各种感染者监测策略下病毒载量监测的应用情况。应根据相关技术作为治疗失败标
志的特异性、成本和实施技术要求等，在能够获得较多的病毒载量数据的条件下，重新评估
CD4监测的相对收益。例如，如感染者进行了常规的病毒载量检测，规划则可以考虑减少
其CD4+T淋巴细胞计数检测的次数。判断抗病毒治疗的合格性时仍需进行CD4+T淋巴细
胞检测。

3.  提供依从性支持。由于治疗的依从性较差，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的感染者中有相当一部分,
其病毒载量仍在可检测水平以上。如果此时提供充分的咨询服务，病毒载量则可以恢复到
可检测水平以下，从而避免二线治疗方案的不必要使用。

4.  使人们了解与病毒载量相关的治疗知识。由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多数规划自开展以来一直依
赖于CD4+T淋巴细胞监测，卫生保健人员和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的感染者可能对病毒载
量并不熟悉，也不了解其重要性。应提供咨询服务，使他们了解病毒载量在可检测水平以上
或以下的意义，以及病毒载量与依从性的关系。

5.  保证充足的二线抗病毒药物的供应。感染者在接受依从性支持后，如病毒载量仍维持在可
检测水平以上，则可能出现了耐药，需改变治疗方案。规划管理者应该随时准备提供可替换
的治疗方案，包括联合使用二线抗病毒药物，应对此类情况。

6.  实施质量保证策略。随着病毒载量检测的加强，必须同时保证检测的质量。外部质量保证
规划适用于集中式系统，而分散的和即时检测体系则需应用新的质量保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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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0.4 规划管理者需考虑的主要实施因素：努力为所有的孕妇和 
哺乳妇女提供终身抗病毒治疗（治疗方案B+）（第7.1.2和附录6）

1.  研究扩大治疗的适当方法。必须认真评估为所有孕期和哺乳期HIV感染者提供终身抗病毒
治疗的基础设施和运行需求。各国可以考虑采取阶段性的方案，即在全面开展前建立早期
的学习性试点。

2.  确保感染者的转诊和与关怀机构的衔接。在规划实施之前，应该考虑和确定向孕期和哺乳
期妇女提供抗病毒药物的地点并考虑提供长期抗病毒治疗的相关问题。妇女们是持续在提
供母婴阻断（PMTCT）抗病毒药物的地点接受抗病毒治疗，还是转诊到现有的抗病毒治疗
点?应采取哪些策略使妇女们在转移到各抗病毒治疗服务点的过程中，失访率达到最低？

3.  评估人力资源需求。PMTCT点的工作人员接受抗病毒治疗服务的培训有限，尤其是在应用
方案A进行母婴阻断的地方。可能需要进行能力建设、实现职责调整和扩招卫生人员，使母
婴阻断点能够成功的承担起增加的提供终身抗病毒治疗的责任。

4.  加强依从性和提高保持率。提高产后哺乳期母婴关怀过程中的治疗依从性和保持率尤其困
难。应采取哪种策略监测和维持母亲和HIV暴露婴儿的依从性和保持率，并将失访者重新
纳入关怀？

5.  考虑伦理问题。如不考虑CD4+T淋巴细胞计数情况，为所有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终身
抗病毒治疗，则可能导致暂时性的治疗可及性的不平等。例如，某CD4+T淋巴细胞计数较
高的孕妇在分娩后可能继续接受抗病毒治疗，而她的丈夫、家人、邻居或其他准备怀孕的妇
女，即使CD4+T淋巴细胞更低，却不一定符合治疗条件。应采取哪些政策或服务层面的策
略和措施，解决这些可能出现的不平等？如何能够最大限度的利用将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纳
入终身治疗的做法，开展家庭式工作，促使伴侣和其他家庭成员进行HIV检测和治疗？

6.  保证HIV检测质量。针对HIV快速检测（在某些地方可能是确定开始ART终身治疗的唯一
检测方法）和使用适当的检测原则开展质量保证规划，这对于保证终身治疗在全国各地的
有效开展是十分重要的。

7.  评估实验室监测需求。尽管孕妇开始进行抗病毒治疗时不需要进行CD4+T淋巴细胞检测，
但是治疗过程中也应和其他人一样，进行毒性和ART反应监测，包括检测病毒载量（这对评
估病毒抑制程度是非常关键的。）婴儿诊断对于发现HIV感染的婴儿，使他们得到必要的关
怀和治疗是至关重要的。应建立监测系统（可以是哨点）评估ART对出生缺陷、孕期结果、
婴幼儿通过母乳喂养发生暴露后的安全性和传播结果的作用，同时评估一线抗病毒治疗的
耐受性。

8.  建立完善的监测和评估框架。需要使用新策略，通过所提供一系列服务的入口和整个关怀
体系，保证获得高质量的母亲和暴露于HIV的婴儿的纵向队列数据。对于母乳喂养的母亲
和婴儿来说，PMTCT规划的真正效果取决于婴儿的感染状况、生存到哺乳期结束时是否
仍保持无HIV感染、以及在第6周时未出现早期感染。

9.  提供婴儿预防。婴儿预防尤其关键。用于母亲HIV诊断较晚，产期未进行或只进行了有限的
抗病毒治疗，或母亲由于药物毒性、不耐受或依从性差等因素中断了抗病毒治疗的情况。

10.  保证药物的持续供应。为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持续提供ART对于PMTCT和保证母体健康
是至关重要的。准确的药物用量预测和完善的药物供应链是必不可少的。

 

192 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和预防艾滋病毒感染的综合指南



进行预防母婴传播相关的选择时需考虑的背景问题

预防母婴传播的选择包括（1）在母婴传播危险期内为孕期和哺乳期HIV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
和（2）无论CD4+T淋巴细胞计数水平如何，根据地方的情况、偏好和价值观，提供终身抗病毒
治疗。虽然国家规划会详细的说明二者的选择方法，但是，还有一些背景特点与决策高度相关。

1.  为所有的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终身抗病毒治疗（“可选方案B+”）与有下列特点的环境高
度相关：

     HIV高度流行；

     重复怀孕率高 vii 、计划生育政策覆盖率低；

     伴侣检测率低；

     CD4检测可及性不高；

     符合未怀孕个体治疗标准的孕妇的抗病毒治疗覆盖率低；

     HIV感染者哺乳期较长。

2.  仅在母婴传播的危险期内提供抗病毒治疗(可选方案B)，仅为符合未怀孕成人治疗标准的妇
女继续提供终身抗病毒治疗，这与有如下特点的环境高度相关：

     HIV中度流行；

     重复怀孕率低，计划生育政策覆盖率高；

     CD4+T淋巴细胞检测可及性高；

     符合未怀孕个体治疗标准的孕妇的抗病毒治疗覆盖率高；

     配方奶喂养既方便又安全，是推荐的喂养方式

专栏10.5 规划管理者的主要实施考虑： 
抗病毒治疗服务分散化（第9.4.3节）

1.  审视模型和选择方案。规划应确定卫生保健系统将提供哪些临床和实验室服务。ART服务
分散化（部分或全部）的最佳模型取决于地方具体环境。

2.  考虑人力资源政策和职责调整。包括社区人员在内的所有卫生工作者都应定期接受监督、
指导和培训，以保证应用最新的国家建议和提供高质量的关怀服务。在很多地方，抗病毒治
疗分散化要求进行职责调整，以保证外围服务点各专业卫生工作者的适当配比。另外，除对
全国的HIV领域卫生工作者进行标准化的监督、指导和培训外，还需建立适当的管理框架 
（法律、法规、政策和指南）。

3.  实施策略留住员工。规划管理者应支持制定和实施相应政策，在农村或偏远地区创造适宜
环境招募、保留和激励员工。这些地区卫生人员流动率比城市高的多，人员缩减情况也更
为严重。

4.  加强联系和转诊系统。虽然以社区为基础的治疗是ART分散化的主要可选方案之一，但社
区治疗应始终与卫生机构的常规关怀及完善的实验室诊断、监测评估、药物供应管理体系
保持紧密联系。

5.  就分工达成一致。各级卫生系统（中央、地区、省、区县）的有效分工对于减少重复和优化资
源使用是至关重要的。各级别扮演的角色应与其能力相符，权利和责任应清晰明确，且为各
方所理解和接受。

6.  建立伙伴关系。在确定卫生工作者的业务范围、角色和责任等相关问题时，需国家级监管
机构，专业协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

          

vii 在生育率高的地区，应该优先创建计划生育规划，以避免妇女意外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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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0.6 规划管理者主要考虑的实施问题：扩大儿童治疗—为所有5岁以下儿童 
提供治疗，将5岁以上儿童开始治疗的CD4+T淋巴细胞计数标准从350个/mm3 

提高到500个/mm3（第7.1.4和7.2.3节）。

1.  优先考虑扩大抗病毒治疗的覆盖率。所有的可选治疗方案都已证实可以降低发病率和病死
率，即使是使用不太好的治疗方案，也优于不治疗。

2.  较小的儿童不良结局的风险更高。2岁以下儿童感染者比2岁以上儿童感染者的死亡率高，
疾病进展更迅速。早期诊断和立即开始抗病毒治疗对于婴幼儿来说尤其重要。

3.  加强诊断和治疗的衔接。儿童诊断和治疗常常是在不同机构进行的，这增加了儿童失访的
风险。加强婴儿早期诊断和抗病毒治疗点的衔接对于减少此类失访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促
进儿童的抗病毒治疗。HIV检测中家庭式的工作方式和医务人员主动提供HIV咨询和检测
是提高儿童HIV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方法。

4.  优化现有的ARV配方，增加可选性。促进监管部门对优良配方的批准。在偏远地区可以根
据儿童的体重区间确定剂量，使用有效的固定剂量复合剂的分散片，这种方法有助于扩大
儿童抗病毒治疗。

5.  高效利用现有基础设施和渠道。在所有可以为成人提供ART和PMTCT的地方推行儿童抗
病毒治疗是非常关键的，这样可以提高治疗的可及性和促进ART的应用，在治疗服务分散
至基层卫生点的情况下效果更佳。

6.  提高保持率和依从性。儿童依赖于成人进行治疗。重要的是，要设计和实施以家庭为基础
的关怀策略，提高儿童的保持率和依从性。干预措施还应考虑到生活在多个家庭之间的儿
童的特殊依从性挑战。

专栏10.7 规划管理者考虑的主要实施问题： 
逐步淘汰d4T（第7.2节）

1.  选择合适的替代药物。WHO推荐一线治疗方案中替诺福韦（TDF）为最佳的司他夫定
（d4T）替代药物。TDF对使用d4T发生耐药的感染者来说比齐多夫定（AZT）可能更有效。

2 . 制定包括成本估计的淘汰计划。整个逐步淘汰d4T的可行性计划应该包括成本估算。应考
虑到提高实验室检测水平和加强能力建设所需的额外资金投入。

3.  确定实施的优先次序。受规划的限制因素影响，并非所有国家都能立即为所有使用d4T的
感染者更换新的治疗方案。应明确规定优先次序，并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达成一致。

4.  避免治疗中断。停止继续订购d4T后，要及时准确的预测和采购更好的替代药物，避免出现
零库存的情况和导致治疗中断。

5.  评估和比较价格。近几年，TDF及其最佳配伍药物依非韦伦（EFV）的价格均显著下降。各
国应确保能够以最优的价格采购这些药物。WHO的全球价格报告机制是一个有益的价格
信息源（23）。

6.  储备管理。保留库存以备不时之需。在缺乏替代药物时可能仍需使用d4T。

7.  对医务人员和接受抗病毒治疗者进行教育和培训。应培训医务人员，使他们准备好实施过
渡计划。教育参加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使其了解新方案的有关知识。

8.  获得可替代药物后在儿童治疗中逐步淘汰d4T。WHO逐步淘汰d4T的建议对成人和儿童
同等适用。但是，考虑到适合低年龄的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RTI）配方种类有限，在
特殊情况下，尤其是在无法获得用于儿童治疗的ABC时，仍需使用d4T。（见第7.2.3和第
7.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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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不同地区的实施建议

10.7.1 概述
虽然各国一致同意到2015年提供全面可及的HIV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服务，但各国的环

境条件—包括流行情况、现有干预措施覆盖率—将决定各自实现目标的轨迹。本节依据现有科学
依据、数学模型研究结果（框10.2），考虑到伦理和人权问题，概括了逐步推行主要的建议的一系
列可能方法。由于采纳了WHO《指南制定组关于规划问题的意见》中表述的观点，因此未形成正
式建议。国家级的利益相关者应负责修订指南使其适应本国情况，实施中可能有必要采取不同方
法，但效果是一致的。

10.7.2 不同的流行地区的实施建议
指南建议在所有条件下，任何人（成人、儿童和青少年）如果CD4+T淋巴细胞计数低于500

个/mm3，就应该开始抗病毒治疗。CD4+T淋巴细胞计数低于350个/mm3者，应优先治疗。这一
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比很高，除降低HIV新发感染外，还可以显著减少HIV相关的疾病和死亡。
应为所有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感染者开始抗病毒治疗，无论其CD4+T淋巴细胞计数如何。应为
有活动性结核、有严重肝病且合并HBV感染、HIV感染状况不一致夫妇中HIV阳性者提供抗病毒
治疗，不考虑其CD4+T淋巴细胞计数情况。儿童抗病毒治疗的覆盖率通常是较低的，需要进行有
针对性的投入，保证包括5岁以下儿童在内的所有符合治疗标准的儿童能够及时获得治疗。此外，
指南还建议逐步淘汰d4T和加强抗病毒药物固定剂量复合剂的使用。

在抗病毒治疗覆盖率较低的HIV中度流行地区，重要的是发现机会，提高高危人群对包括咨
询和检测在内的艾滋病治疗和关怀的可及性。高危人群包括男男性行为者（MSM）、变性人、性
工作者、注射吸毒者和囚犯等，应消除任何妨碍这些群体寻求并获得关怀服务的结构上的障碍。
可以将艾滋病服务与药物依赖治疗、减低伤害服务以及结核病门诊进行整合，这是接触到这些人
群的非常有效的方法（见第9.4.2节）。在这些地区，考虑到感染HIV的孕妇数量相对有限，应逐
步淘汰PMTCT的可选方案A，在孕期和哺乳期提供抗病毒治疗（方案B），以降低HIV的母婴传
播，这是非常有效而且成本相对较低的策略。

在抗病毒治疗覆盖率较低的HIV高度流行地区，首先应大力提高一般人群中的HIV咨询和检
测率，确保能够发现所有CD4+T淋巴细胞计数低于350个/mm3的个体，将其纳入关怀和治疗。
可以通过推广一系列适宜的方法促进HIV咨询和检测，包括医务人员主动为每个寻求关怀的人，
以及所有的孕期或哺乳期妇女提供HIV咨询和检测服务。需建立有效的转诊系统和与关怀治疗
机构的紧密联系（第5.1节）。早期发现CD4+T淋巴细胞计数在350-500个/mm3之间的个体，
为他们提供了较早进入关怀体系和开始抗病毒治疗的机会。其他提高ART可及性和治疗比例的
整体策略包括以国家级规划决策为基础，将艾滋病服务分散至基层卫生服务点，将艾滋病服务与
结核病、产前和妇幼妇幼保健服务进行整合（见9.4.2），以及为孕期和哺乳期HIV感染者提供终
身ART的选择。另外，在HIV中度流行地区，发现和接触到重点人群以及很难获得临床和社区服
务的人群是非常重要的。这类人群有性工作者、注射吸毒者、男男性行为者、变性人及其他群体，
包括少女、移民和流动人口、老年妇女以及某些有着较高职业风险的群体。

随着抗病毒治疗覆盖率的增加和规划的日益成熟，增加二线治疗方案的可及性则逐渐成为
需规划管理者优先考虑问题。加强病毒载量监测对于及时发现治疗失败的案例，避免二线治疗方
案的不必要使用是非常重要的。病毒载量监测很可能一些广泛使用抗病毒治疗减少HIV新发感染
率的地区发挥核心监测作用。

随着人们早期开始治疗和维持治疗时间的延长，通过监测服务质量和加强各种服务间的衔
接，提高各级服务系统中感染者的保持率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获得最佳的治疗结果，优化规划的
长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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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用于成本估算和计划制定的实用工具
评估实施新建议的成本是全面开展规划的重要步骤。一些估价工具和资源可以帮助各国估

计HIV感染导致的花费、相关干预措施和服务的成本并制定预算。谱系（Spectrum）是包含一整
套模型和分析工具的工具包，可以协助决策制定。Spectrum包含一些应用软件，包括艾滋病影
响模型（AIM）和艾滋病干预措施成本及作用（Goals）。AIM和“资源需求模块”可以根据抗病
毒治疗所避免的死亡数、应用PMTCT所避免的婴儿感染、PMTCT和儿科治疗需求及成本来估
计关键新建议的影响。评估所需的主要数据包括人口学预测数据、HIV新发感染趋势、抗病毒治
疗人数的历史数据、获得PMTCT干预服务的孕妇数量、成人抗病毒治疗和PMTCT的单位成本
等。因为所有国家均已准备好AIM文件用于全国的流行病学估计，因此两个模块可以得到迅速应
用。

Goal模块可以用于估计在各种抗病毒治疗标准和治疗扩展速度下，所避免的成人HIV新发
感染数。需录入的主要数据包括各高危人群的成年人口分布（如关系稳定的单阳配偶、随机性
伴、女性性工作者、男性嫖客、男男性行为者、变形人和注射吸毒者）、各高危人群的性行为情况 
（年性伴数、与每个性伴的性行为和安全套使用情况）、以及注射吸毒者共用针具的情况。Goal
模型已在25个国家使用，其他国家也在传播模式研究中收集了这些数据。

“同一个健康”（OneHealth）是一款为加强卫生系统分析和成本估算、制定国家层面筹资
计划而设计的工具软件。它是专为评估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卫生投资需求而设计的，为计划制
定者提供了一个为所有重点疾病和卫生系统相关策略制定计划、估计成本、分析影响、制定预算
和筹资的框架。OneHealth软件可以免费下载（24）。

世卫组织及其合作组织最近开发了各种软件用于药物量化和药物供应管理。一些软件可以下
载，附软件的主要作用和战略重点说明（25）。WHO还制定了各种PMTCT方案的成本指南（26）。 
世卫组织还开发了一个灵活的，进行重要能力建设规划（如综合治疗和权利教育规划、法律服务、
减少侮辱和歧视规划、卫生工作者培训、法律机构培训）成本核算的工具，可免费下载（附使用指
南）（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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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监控与评估

11.1 引言
各国在采纳和实施指南的过程中，需要修改现有的监控评估框架和体系以收集和分析相关

信息，追踪规划实施和了解新建议的影响。监控和评估可以帮助规划管理人员评估艾滋病及艾滋
病相关问题的治疗和关怀流程体系（图11.1）中,干预措施以及各种服务间衔接的有效性。相关信
息对于发现和应对规划运行中的瓶颈和缺陷，以及充分了解流失的患者的特征并进行应对是十分
重要的。随着规划的成熟，监控个人和群体结果，包括药物毒性和副作用、耐药、病毒抑制、死亡
率、生存率和新发感染率对于评估规划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

HIV 感染者 HIV 诊断
纳入关怀

服务

抗逆转录 

病毒治疗
病毒抑制

群体水平的

影响

图11.1 艾滋病治疗和关怀流程

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收集数据，包括各机构或监控哨点的常规报告、以人群为基础的调查、监
控、HIV感染者队列观察、以及定期评估。还可以监控规划投入和实施过程，方法包括机构调查或
了解最新服务列表、记录人力资源现状及其培训情况、监控各地各级服务机构抗病毒药物和检测
的可及性。在不适合进行常规监控的地方可以考虑进行专门研究。在考虑如何更好的收集重要数
据的同时，还应致力于了解和改善监控系统，如更好的将PMTCT、结核病与抗病毒治疗服务的监
控相衔接，将HIV耐药监控纳入卫生信息系统的常规监控。民间组织对监控和评估活动的参与是
十分重要的，有助于了解HIV感染者、重点人群和广大社区民众在接触和获得服务过程中的观念、
价值观和经历，从而更好的理解成功与失败。社区在设计和使用数据收集工具、分析和解释结果
的过程中也可以起到关键作用。

世卫组织正在为综合了艾滋病规划监控和评估系统各要素的卫生部门制定统一的HIV监控
和评估指南。指南将综合和统一相关规划领域（如HIV咨询和检测、ART、PMTCT和HIV耐药）
现有的监控和评估方法并提出建议，还将为HIV监控和评估的新领域提出建议。有关三个相互关
联的患者的监控系统的出版物也即将更新，呈现新的监控评估指南的内容。

11.2 新建议对监控工作的暗示
监控和评估策略需涵盖服务的提供过程，包括投入、实施过程、结果和产出，了解获得干预

措施的人数以及个人和群体层面的影响（见第11.3节）。监控和评估计划应包含跟踪实施指南进
展的内容，以确定是否有关抗病毒治疗合格标准的新政策，以及与治疗或服务提供有关的建议和
计划的确得到了实施。这样，国家规划就可以记录新指南的效果，评估新指南的影响。

表11.1列举了实施指南的重点新建议时需考虑的主要领域。表中列举了每个主要领域的潜在
监控内容，提供了监控系统可能需要修改的暗示。并非所有的数据均需要定期收集；数据需求和
数据收集的时间取决于各地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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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本指南中重要建议对监控工作的暗示

新建议领域 对监控工作的暗示

HIV咨询和检测 监控以社区为基础的HIV检测和青少年检测服务的使用情况，包括其与
关怀的衔接系统的情况

何时开始抗病毒
治疗

监控各人群中（包括儿童、青少年、成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根据新
标准开始抗病毒治疗者的数量和比例

仔细研究监控系统，评估如何根据不同监控目的进行分类（如CD4+T淋
巴细胞计数≤200个/mm3归入晚期诊断常规监控，CD4+T淋巴细胞计
数≤350个/mm3和350-500个/mm3归入开始抗病毒治疗后CD4+T
淋巴细胞分布定期评估），评估如何更好的收集相关数据，评价儿童年
龄分类（如<2岁和<5岁）。

使用哪种初始抗病
毒治疗方案

监控正在使用的一线和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监控特定药物的淘汰和/
或引入。（如d4T和TDF）

可能需要调整监控工具以涵盖新的可选疗法。

抗病毒治疗反应和
治疗失败的判断

监控接受抗病毒治疗者中进行病毒载量检测并且拿到检测结果的人的
比例

监控转换抗病毒治疗方案的原因

服务提供 监控各种人群的保持和依从性情况

通过记录提供抗病毒治疗的机构的情况，监控其按计划将抗病毒治疗与
妇幼保健、结核病服务和药物依赖服务机构相整合的情况

通过记录抗病毒治疗机构的扩增情况，监控是否开始和维持抗病毒治疗
的服务已经按计划分散至各种机构

通过转诊记录，监控妇幼保健、结核病服务和药物依赖服务与HIV关怀
和治疗之间，以及社区、外围机构和医院之间是否进行了有效衔接

职责调整 监控抗病毒治疗中培训的医生、助产士和护士，这些人不属于医师

监控提供一线ART初始治疗和维持抗病毒治疗的医师、助产士和护士
的人数，以及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和维持抗病毒治疗的人数

监控接受培训且在患者定期复诊间期负责协助抗病毒治疗的社区卫生
工作者的数量，获得他们所负责的抗病毒治疗者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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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监控提高抗病毒药物可及性的结果与产出
除了新建议的监控和实施，还应审视和调整卫生信息系统，使其更适于监控与新建议相关

的结果和产出。表11.2列举了数据的收集领域，用于评估规划的扩大是否使整个HIV治疗和关
怀的流程体系达到了预期的结果和产出。WHO现有指南（网上附件www.who.int/hiv/pub/
guidelines/arv2013/annexes提供了相应指标和参考资料的详细信息）中含有多数领域的相
关指标，各国一致通过的“全球艾滋病应对进展报告程序（2）”框架的表格部分也列出了应追踪
的核心指标。一些处于发展中的领域（如HIV诊断和抗病毒治疗的衔接、维持孕妇的抗病毒药物
治疗和病毒载量监控等）的相关指标仍在研究和评估中。即将推行的卫生部门统一的HIV监控和
评估指南将提供更详细的相关指导。

流程阶段 指标领域 意义

HIV感染者 各类HIV感染者的估计数 估计HIV感染者在人群中的分布

估计相关群体的大小和HIV干预需求，有
助于有针对性的制定计划

HIV诊断 特殊人群和一般人群中HIV感
染状态已知的百分比

相关人群的检测覆盖水平显示了扩大
HIV咨询和检测的工作力度，包括医务人
员主动提供的咨询和检测。

计算群体中了解自身HIV感染状态者的比
例能够确定哪些方面的工作仍需加强

新确诊的HIV感染者的人数 某特定时间段内新确诊的HIV感染者的
数量显示了应纳入关怀的群体大小

连接和纳入
关怀

新确诊的HIV感染者中，纳入关
怀的比例

衡量诊断和关怀之间的衔接强度

显示HIV检测阳性后HIV关怀的可及性和
获得情况

开始接受HIV关怀的感染者的
概况

确定哪些人被纳入了关怀体系，重点人群
和优先群体是否已进入关怀体系

包括HIV暴露婴儿在内的未开
始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在关怀
体系中的保持情况

衡量并代表未来将开始抗病毒治疗的成
人和儿童与关怀体系的联系的保持情况

表11.2 HIV治疗流程监控和评估的数据收集领域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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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HIV治疗流程监控和评估的数据收集领域之概况（续）

流程阶段 指标领域 意义

抗病毒药物： 
覆盖率

抗病毒治疗的患者人数 
（和覆盖率）

按照重点人群和治疗方案进行分类，符合治
疗标准的HIV感染者中抗病毒治疗的覆盖率

 显示接受抗病毒治疗者的数量变化趋势，以
评估规划扩展情况和制定药物供应计划

有助于估计抗病毒治疗的需求缺口、评估抗
病毒治疗的公平性

用抗病毒药物进行PMTCT
的人数（和药物覆盖率）

为HIV感染的孕妇进行PMTCT的抗病毒药
物的覆盖率

估计PMTCT的抗病毒药物需求缺口

建立PMTCT服务的影响模型

抗病毒药物：
药物供应

抗病毒治疗机构在某段时
间内出现AVR药物无库存
情况的比例

断货指标，会直接影响治疗依从性和临床结
果，还会导致HIV耐药

抗病毒药物：
依从性和保持
情况

依从性 显示关怀的质量，预示病毒抑制出现的可能性

依从性是耐药的早期预警指标

抗病毒治疗和PMTCT的
保持率

显示随时间推移的保持率和ART规划的成
功性

有助于监控失访，确定从些哪方面加强关怀
体系中感染者的保持

低保持率是HIV耐药的早期预警指标

病毒抑制 病毒抑制比例 ART规划达到抑制病毒目标的有效性

影响 死亡率 HIV相关死亡的减少甚至高HIV疾病负担国
家总死亡率的降低，均表明了艾滋病规划的
成功

成人和儿童HIV的新发感染
数和感染率

新发感染率的降低表明HIV预防和治疗规划
在限制HIV新发感染方面的成功

确定哪些人在哪里感染了HIV有助于制定有
针对性的计划

消除儿童中的HIV新发感染者是PMTCT规
划成功性的衡量标准

母婴传播率 母婴传播率表明出现了多少垂直传播

生存情况 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感染者的生存率的提
高和寿命年的延长是衡量ART影响的指标生
存率。

包括HIV暴露儿童和HIV感染儿童的生存率
显示了卫生保健的可及性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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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其他监控考量
规划从开始对覆盖率指标的关注逐渐发展到重点关注主要结果,如病毒载量抑制和免疫重

建,以及HIV治疗的广泛影响，包括HIV相关的死亡率和HIV新发感染率的变化。但是规划还需了
解潜在的非预期结果，如HIV耐药和抗病毒药物相关的毒性。定期评估和实施性研究对于规划评
估也是非常重要的。

11.4.1 HIV耐药
世卫组织建议使用早期预警指标，及时发现规划运行中可能导致HIV耐药的问题（框11.1）。

世卫组织还建议各国应进行HIV耐药监控，并提供了进行相关调查的详细指南。

11.4.2 抗病毒药物毒性的哨点监控
监控抗病毒药物毒性对于发现和处理可预防的不良事件是非常重要的。监控抗病毒药物毒

性的方法有多种，包括报告特定药物对目标人群的具体毒性类型和严重不良事件的系统监控或目
标性监控，和对接受抗病毒治疗的孕妇队列进行的孕期暴露登记和出生缺陷监控。世卫组织实施
抗病毒药物毒性哨点监控的技术指南将在2013年完成。

11.4.3 规划运行情况及影响评估和实施性研究
常规监控还应辅以系统评估和规划审查，以评价艾滋病规划的运行情况和效果，可进行综合

评估或仅评价特定的重点领域。社会科学和实施性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了解社区居民和服务
对象的想法和价值观以及提供和接受服务过程中的经历、促进因素和遇到的障碍。

规划影响相关指标，包括新发感染率、发病率和死亡率等常常很难获得。新制定的用于发现
HIV新近感染的实验方法的应用指南，可以评估HIV在人群水平的新发感染率（3）。包括死因的
死亡率监控指南将在2013年完成。世卫组织制定了一本概括了五种PMTCT规划影响评估方法
的简要指南（4），各种方法的具体实施指南将在2013年完成。

在制定规划计划和进行影响评估时，常常采用数学模型进行种种预测。在评估抗病毒药物的
预防效果时，由于多种信息源和各种不确定性的作用，确保获得完善有力的数据是尤其重要的。
特定的数据收集活动和适用于特殊环境的模型可能会提供更准确的评估结果。

专栏11.1 HIV耐药监控

HIV耐药是国家级艾滋病规划取得成功的重大威胁。耐药将更快地导致使用一线治疗方
案的患者的病毒学失败，增加二线治疗方案的需求，与之相随的还有更严重的药物毒性、药物
不良事件、依从性变差和高成本。耐药还会影响以ARV为基础的暴露前或暴露后预防，以及局
部杀微生物剂对阻断HIV传播的效果。

耐药监控应该是全国艾滋病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监控数据应服务于一线和二线抗病毒
治疗方案的选择和PMTCT的抗病毒药物治疗，通过公共卫生学的方法使治疗结果最大化。

WHO及其合作伙伴制定了标准的补充评估策略供各国实施，该策略适用于成人及儿童，
包括如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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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1.1 HIV耐药监控

监控HIV耐药的早期预警指标。早期预警指标可以根据现有的临床和药房记录，评估ART
规划和诊所内与耐药性出现相关的因素。这类因素包括ART处方、药物供应的连续性、根据是
否按时取用抗病毒药物、治疗方案的依从性、关怀的保持情况和病毒抑制情况（如有）。早期预
警指标的监控应纳入国家的监控和评估体系，提供必要信息，及时处理可能导致不良结果和
HIV耐药的操作。

在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人群中进行调查，监控获得性HIV耐药流行情况及其相关因
素。WHO用于监控获得性HIV耐药的一般性草案用标准的调查方法学评估了全国的人群水平
的病毒抑制情况和接受治疗的人群中HIV耐药的出现情况。在有代表性的治疗点定期开展这
种调查，可以提供证据并采取相应行动，在规划和门诊水平使HIV耐药的出现的概率最小化。
调查还为优化一线和二线抗病毒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了相关证据。

监控治疗前HIV耐药的调查方法。WHO监控治疗前HIV耐药的一般性草案提出了全国
开始治疗的人群中HIV耐药的有代表性的估计数。应在有代表性的ART门诊定期开展此类调
查，为确定全球、各区域和各国的一线治疗方案的决策提供支持。

新近HIV感染者中传染性HIV耐药的监控。WHO监控传染性HIV耐药一般性草案提供了
新近感染人群中传染性HIV耐药的估计方法。估计结果有助于制定抗病毒治疗的相关决策，包
括抗病毒治疗方案指南和HIV预防用药。

18个月以下婴幼儿HIV耐药监控。WHO监控18个月以下婴幼儿HIV耐药的一般性草案可
以用于估计在早期婴儿检测中确诊的HIV感染者的HIV耐药情况。其结果可以评估暴露于抗病
毒药物进行PMTCT的人群和暴露状态未知的人群的HIV耐药率差异，有助于为后者选择最佳
的一线治疗方案。

应制定评估HIV耐药的全国策略，作为HIV治疗综合规划的一部分常规实施。

11.5 审视和加强监控评估体系
可能需要采纳本指南中的建议，对监控评估体系进行完善。指南中还包括有关监控和评估系

统的12个组成部分的指导意见，以及研究和加强国家级HIV监控和评估系统的工具（5）。表11.3
强调了某些需研究的具体领域，以确保监控和评估体系与新的抗病毒药物指南的一致性。

表11.3 监控和评估体系的要素和新建议的含义

监控和评估体系
的要素

根据新指南要重点审视的因素

患者监控体系    加强对纳入和保持HIV关怀的监控

   准确的说明转诊和失访的原因

   根据新指南更新患者监控数据的要素，如治疗方案的变化和加入病
毒载量检测（如可能）

   重新审视PMTCT、TB和ART规划的抗病毒药物使用监控系统的分
类、衔接和协同作用

   在可能的条件下启用电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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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流与整合    一个所有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一致认同的、标准的监控和评估系
统，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抗病毒药物相关操作和政策进行必要更新

   基于服务的变化制定全国性的标准和数据流

   明确PMTCT、TB规划与ART规划的整合方式及患者转诊方式

   考虑独特的患者识别法

   在有确定机会的地方应用手机

   在HIV信息系统和卫生管理信息系统间建立有效连接

数据产生和质量保
证方法

   制定清晰的数据产生方案和数据收集标准操作规程（如缺乏此类材
料），收集新指标和新的服务提供模式的相关数据

   将现有实验室数据作为重要的信息源

   定期评估地方和相关机构的数据质量

   开展监督，包括对抗病毒药物政策新要素和实施方案的监督

   更新国家级报表以获得新的完整的全国数据，确定各种指标所需的
数据收集频率

各级别和各种规划
审查中的数据使用

   定期审查国家、地方和机构水平的标准数据，研究HIV耐药的早期预
警指标，及时发现问题，促进规划改善

   根据新的抗病毒药物政策和相应的监控和评估框架及方案，研究和
更新数据使用策略

定期报告和数据
可及性

  维护国家和地方数据库，纳入新的数据元素

  定期发布数据，使公众获得艾滋病规划进展的相关信息

   定期发布国家（地方）和国际性报告，记录和反映新抗病毒药物政策
的实施情况及其影响

监控和评估系统
能力

   人员和机构能力，包括全国、地方和机构水平的数据产生和分析能
力，以及与最新的抗病毒药物指南和政策相关的监控和评估能力

   对监控和评估进行适当投资并体现在规划资金(包括来自全球抗击艾
滋病、结核和疟疾基金)中，以调整监控和评估策略，加强现有能力建
设，实施新的抗病毒药物指南

监控和评估方案    包含成本估计的国家方案，列出主要指标和评估计划，关注结果和可
靠性，根据抗病毒药物的新指南修订

  根据更新的方案，定期评估监控和评估计划的实施

评估、运筹学和实
施性研究

  评估规划影响的方案和策略，考虑到抗病毒药物新指南的实施

  实施性研究的日程和计划，考虑到抗病毒药物新指南的实施

  审视研究结果，促进规划改善

监督和评估伙伴关
系和及其协作

  协调主要利益相关者及合作伙伴的规划监控活动和报告

   与国家级卫生策略保持一致，与其他规划策略（妇幼保健服务、TB
和重点人群）和国际组织、规划及活动（妇幼健康问题信息和问责制
委员会、消除HIV的母婴传播（eMTCT）和全球艾滋病应对进展报告
（2））保持联系

表11.3 监控和评估体系的要素和新建议的含义（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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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世卫组织针对成人、青少年及 
儿童的HIV感染临床分期体系

来源：改编自世卫组织成人及儿童HIV监测病例诊断标准及HIV相关疾病临床分期和免疫学 
分类修订版。日内瓦，世卫组织，2007（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HIVstaging150307.
pdf）。

成人与青少年a 儿童
临床1期

无症状

持续性全身淋巴结病

无症状

持续性全身淋巴结病

临床2期

无原因中度体重降低（不超过推测或测量
体重的10%）

反复性呼吸道感染（鼻窦炎、扁桃体炎、中
耳炎、咽炎）

带状疱疹

口角炎

反复性口腔溃疡

瘙痒性丘疹性皮疹

真菌性甲炎

脂溢性皮炎

无原因的持续性肝脾肿大

反复性或慢性上呼吸道感染（中耳炎、耳漏、鼻
窦炎、扁桃体炎）

带状疱疹

牙龈线形红斑

反复性口腔溃疡

瘙痒性丘疹性皮疹

真菌性甲炎

广泛性疣病毒感染

广泛性接触传染性软疣

无原因的持续性腮腺肿大

临床3期

无原因的重度体重下降（>推测或测量体
重的10%）

无原因的慢性腹泻超过1个月

无原因的长期发热（间歇或连续超过 
1个月）

持续性口腔念珠菌病病

口腔毛状白斑

肺结核

严重细菌感染（例如肺炎、脓胸、脓性肌
炎、骨骼或关节感染、脑膜炎、菌血症）

急性溃疡坏死性口炎、牙龈炎或牙周炎

无原因的贫血（<8 g/dl），

中性粒细胞减少症（<0.5 x 109/l）和/或
慢性血小板减少症(<50 x 109 /l)

无原因的中度营养不良b，对标准疗法无应答
无原因的持续性腹泻（14天或以上）
无原因的持续发热（超过37.5°C，间歇或持续
超过1月）
持续性口腔念珠菌病（出生6周后）
口腔毛状白斑
淋巴结核
肺结核
严重反复细菌性肺炎
急性溃疡坏死性口炎、牙龈炎或牙周炎
无原因的贫血（<8 g/dl），
中性粒细胞减少症（< 0.5 x 109/l）和/或
慢性血小板减少症（<50 x 109/l）
有症状的淋巴细胞间质性肺炎
慢性HIV相关肺部疾病，包括支气管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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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与青少年a 儿童
临床4期 c

HIV消耗综合征

耶氏肺孢子菌肺炎

反复严重细菌性肺炎

慢性单纯性疱疹病毒感染（超过一个月的
口腔、生殖器或肛门直肠感染或任何内脏
部位感染）

食管念珠菌病（或气管、支气管或肺部念
珠菌病）

肺外结核

卡波济肉瘤

巨细胞病毒感染（视网膜炎或其他器官 
感染）

中枢神经系统弓形体病

HIV脑病

肺外隐球菌感染，包括脑膜炎

播散性非结核性分支杆菌感染

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

慢性隐孢子虫病

慢性等孢子球虫病

播散性真菌病（肺外组织浆菌病、球孢子
菌病）

淋巴瘤（脑部淋巴瘤或B细胞非霍奇金淋
巴瘤）

有症状的HIV相关肾病或心肌病

复发性败血症（包括非伤寒样沙门氏菌）

浸润性宫颈癌

非典型散播性利什曼病

无原因的严重消耗综合征、发育障碍短小症、 
或严重营养不良d，对标准疗法无应答

耶氏肺孢子菌肺炎

反复严重细菌感染（例如脓胸、化脓性肌炎、 
骨骼或关节感染、脑膜炎，但不包括肺炎）

慢性单纯性疱疹病毒感染（口腔或皮肤感染超过 
1个月或者任何内脏部位感染）

食管念珠菌病（或气管、支气管或肺部念珠菌病）

肺外结核

卡波济肉瘤

巨细胞病毒感染（1月龄以上出现视网膜炎或其他
器官感染）

中枢神经系统弓形体病（新生儿期之后）

HIV脑病

肺外隐球菌病，包括脑膜炎

播散性非结核性分支杆菌感染

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

慢性隐孢子虫病（伴随腹泻）

慢性等孢子球虫病

播散性地方性真菌病（肺外组织浆菌病、球孢子菌
病、青霉病）

脑部淋巴瘤或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

HIV相关肾病或心肌病

a 本表中，青少年定义为15岁或以上。对于不足15岁者，应采纳儿童临床分期标准。

b 对于5岁以下儿童，中度营养不良定义为身高标准体重<-2倍z-值或上臂中部周径≥115mm，＜125mm。

c  一些特定症状可纳入地区性分类内容，如亚洲地区的青霉病，南非地区的HIV相关直肠阴道瘘以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再发性
锥体虫病。

d  对于5岁以下儿童，严重消耗综合征定义为身高标准体重<3倍z-值；发育障碍短小症定义为年龄别身长/年龄别身高<2倍
z-值；严重畸形营养不良定义为身高标准体重<-2倍z-值或上臂中部周径<115mm，或出现浮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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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2013年成人及青少年
抗病毒治疗流程建议

不启动ART 不启动ART

临床评估

启动以下ART方案之一 g：

首选方案：

TDF + 3TC (或 FTC) + EFV

备选方案： 
TDF + 3TC (或 FTC) + NVP 
AZT + 3TC + EFV 
AZT + 3TC + NVP

未开展ART的成年及青少年HIV

是 是否 否

启动ART

WHO临床3期或4期？a b

活动性结核？c

严重慢性乙肝？d

怀孕或哺乳？e

单阳配偶中HIV+？f

HIV相关症状或CD4无关症候

启动ART

WHO临床1期或2期？a

CD4细胞计数

CD4≤500/mm3? b

无症状HIV感染？a

何
时

启
动

抗
病

毒
治

疗
一

线
A

R
T
选

择
何

种
方

案

a 附录1中列出的世卫组织HIV疾病临床分期

b  患者出现严重或晚期症状（WHO临床3期或4期），不考虑CD4+T淋巴细胞计数优先启动ART；或者CD4+T淋巴细胞计
数≤350/mm3，不考虑临床症状，优先启动ART。

c 活动性结核指结核突破潜伏并导致疾病发生。潜伏性结核感染指免疫系统成功抑制结核杆菌，并阻止疾病发生。

d  严重慢性肝脏疾病包括归类为代偿期和失代偿期的肝硬化和晚期肝脏疾病。失代偿期肝硬化定义为出现明显临床并发门
静脉高压症状（腹水、静脉曲张出血和肝性脑病）或肝功能不全（黄疸）。

e 怀孕及哺乳HIV感染女性的抗病毒治疗（方案B和方案B+）详见附录3和低7.1.2、7.1.3、7.2.2节。

f  HIV单方阳性配偶指性伴侣双方之一为HIV阳性而另一方为HIV阴性。尽管当前一方配偶为HIV阴性，但这不代表这个配偶
未来也获得免疫或受到保护，不感染HIV。

g 对于体重小于35kg的青少年，参考附录4儿童治疗流程的适宜一线ART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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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婴

传
播

危
险

期
母

婴
传

播
危

险
解

除

启动终生抗病毒治疗： 
TDF+3TC（或FTC）+EFV

（首选方案）

（可能的情况下评估基线CD4细胞计
数水平）

产妇及婴儿均转介至治疗与关怀服务

婴儿最终诊断

婴儿早期诊断 a

HIV阳性妇女 HIV暴露婴儿

母乳喂养

每日服用1次 
NVP，连续6周

替代喂养

NVP每日1次 
至4周-6周或 
AZT每日两次

附录3.  2013年孕妇及哺乳期妇女 
抗病毒治疗流程建议

HIV阳性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终生抗病毒治疗方案（方案B+）

a 见附录5，婴儿早期诊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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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基线评估，自身健康适宜 
抗病毒治疗

产妇及婴儿均转介至治疗与关怀服务

婴儿最终诊断

早期婴儿诊断 a

是 否

继续ART

完全结束母乳喂养1周后 
停止治疗，转介至关怀重新 

评估治疗需求

母乳喂养

每日服用1次
NVP，连续6周 

替代喂养

NVP每日1次至
4-6周或AZT每日

母
婴

传
播

危
险

期
母

婴
传

播
风

险
解

除

HIV暴露婴儿

启动推荐ART方案： 
TDF + 3TC (或 FTC) + EFV

（为其自身健康考虑，评估启动ART 
的适宜性（WHO临床3期或 
4期或CD4≤500/mm3）

孕期及哺乳期妇女HIV阳性的

a 见附录5，婴儿早期诊断流程。

HIV阳性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终生抗病毒治疗方案（方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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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 2013年儿童抗病毒治疗流程建议  

a  如果这项关于1至5岁间所有儿童的治疗建议未被采纳：在WHO临床3期和4期时启动ART，或者CD4<750/mm3或
<25%，当其中任一项较低时启动ART，不考虑WHO临床分期（105）。

b  如果这项建议未被采用，则应在WHO临床3期和4期时启动ART，或者CD4<350/mm 3时启动ART，不考虑WHO临床
分期（105，第七章）。

c  特别注意：d4T使用应严格限制在以下情况，即怀疑或确定存在AZT毒性，并缺乏ABC或TDF。使用该药物的治疗方案使
用时间应限制到最短可能。

感染HIV的婴儿与儿童

<5岁 ≥5岁

WHO临床3期或4期或者

CD4≤500/mm3？

儿
童

启
动

抗
病

毒
治

疗
时

机

启动以下方案之一：c

首选方案： 
ABC或
AZT+3TC+LPV/r

备选方案： 
ABC或：ZT+3TC+NVP

启动以下方案之一：c

首选方案： 
ABC + 3TC + EFV

备选方案： 
ABC+ 3TC + NVP 

AZT+ 3TC + EFV 

AZT+ 3TC + NVP

TDF+ 3TC (或FTC) 
+ EFV

启动以下方案之一：

首选方案： 
TDF + 3TC (或FTC) 
+ EFV

备选方案： 
AZT + 3TC + EFV 

AZT + 3TC + NVP

TDF + 3TC (或FTC) 
+ NVP

儿
童

一
线

抗
病

毒
治

疗
方

案

启动 ART 
a

<3岁？ <10岁或者体重<35kg

启动 ARTb
临床分期及CD4 
细胞计数监测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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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 婴儿早期诊断流程  

18月龄以下HIV暴露婴儿或儿童

实施诊断性病毒载量检测a

开始ARTb并重复病毒载量 
检测确认感染

18月龄时和/或中止母乳喂养6周后 
重复HIV抗体检测

<24月：立即启动ARTb 

重复病毒检测， 
确认感染

婴儿或儿童 
未被感染

生病 健康

不能开展病毒检可进行病毒检测

阴性

大概9月龄时检测HIV抗体

婴儿保持健康并达到9月龄

阳性

阳性

阳性

不能检测病毒载量： 
如生病，认为感染； 
如健康，认为未感染

不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 
除非持续母乳喂养

阴性

阴性 

婴儿或儿童可能被感染 当前或曾经母乳喂养从不母乳喂养

定期开展临床
监控

婴儿或儿童出现HIV临床表现或症状

婴儿或儿童仍有 
感染HIV危险，直到 
完全中止母乳喂养c

不能检测病毒载

可检测病毒载量

婴儿或儿童感染HIV

资源有限地区不满18月龄HIV暴露婴儿与儿童HIV感染状况的确定。来源：改编自HIV感
染婴儿与儿童的抗病毒治疗：实现全面可及一项公共卫生措施建议2010版。日内瓦，世卫组
织，2010（http://whqlibdoc.who.int/publications/ 2010/9789241599801_eng.pdf)。

a 对于新生儿，出生时或出生后首次检测，或者在产后首次随访时（通常4-6周）检测。见表5.1婴儿诊断。
b 如果指征显示，立即启动ART。同时重复检测确认感染。
c 随着母乳喂养持续，HIV感染风险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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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6.  准备情况检查评估表：努力为所有孕期 
和哺乳期妇女提供抗病毒治疗

2013年的统一指南建议所有感染HIV的孕期和哺乳期妇女均应开始ART治疗。根据国家规划
决策，各国可以为所有妇女提供终身ART治疗，也可以在母婴传播高风险期结束后，对自身健康状
况未达到治疗标准者停止治疗。对于正在计划实施该建议的国家，以及致力于扩大和加强相关规
划者，本准备情况检查评估表是非常有益的参考，它涵盖了从国家政策到设备设施情况等一系列问
题。本表（修订见下）同时也可以作为讨论指南，它由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助计划制定，收录
于“消除母婴传播机构间任务小组工具包：扩大并简化感染HIV的孕妇的治疗：向方案B/B+过渡：

     评估表链接：www.emtct-iatt.org/wp-content/uploads/2013/03/Toolkit- Section-2.pdf；

     完整工具包链接：www.emtct-iatt.org/toolkit。

建议的关键时机： 

  实施前               实施早期               实施中

 

政治承诺和政策支持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对全球计划目标的承诺（国家和地方）

全职卫生部职员负责母婴阻断（国家或地方[如可能]）

运行良好的技术工作组，由来自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保健
（MNCH）、母婴阻断（PMTCT）和HIV治疗等领域的利益
相关者组成，包括卫生工作者和HIV感染者

国家和地方对为所有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ART治疗策略
的支持（方案B或B+）

包含为所有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ART治疗内容的指南

财务考虑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现有母婴阻断策略的成本

为所有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ART治疗的成本，包括长期和
短期治疗

资源缺口分析

预算显示规划资金需求的增长

国家资金投入承诺的执行情况

服务模型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规定为所有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ART治疗服务包的最低
标准

为将ART治疗服务分散至MNCH机构而评估其系统能力（基
础设施、人力资源和相关商品），服务对象包括感染HIV的妇
女及其家人

已确定从PMTCT过渡到长期治疗服务的时机和地点（包括
考虑在MNCH机构中提供终生ART治疗）

通过系统发现妊娠的ART治疗者，将其纳入MNCH服务

在MNCH机构为就诊者的性伴和家人提供检测和治疗

将现有ART治疗机构中稳定的治疗者转诊至新的ART分散
治疗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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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能力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国家对ART起始和维持治疗中的职责调整和任务分担的 
支持

评估人力资源的能力（护士、助产士、药师、实验人员），支持
扩大ART治疗

卫生骨干在HIV管理方面的核心能力

支持ART治疗迅速扩展的培训策略

更新全国的服务前和服务中课程表

尤其针对提供 PMTCT/ART服务的卫生工作者留用、再培训
和专业持续发展战略

ART治疗方案选择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简化和协调PMTCT和成人治疗方案

为不耐受一线ART治疗方案的孕妇制定替代方案

优化婴儿的一线治疗方案

在合适的地方建立药物警戒系统（见讨论指南）

供应链管理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供应链缺口评估，包括药量、药物分配和储备管理

制定提前18个月预报、药物定量和供应方案

MNCH机构ART治疗的药物储备管理（培训、能力和安全）

如需修改一线方案，应尽量利用已订购的抗病毒药物
（ARVs）

修订供应链管理体系（消耗、预报和分配）

监测、评估和数据使用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产前保健（ANC）和PMTCT登记能够记录初始治疗和已开
始ART治疗者的信息

ART治疗登记能够记录妊娠和哺乳状态

MNCH工具和登记系统可以用于队列监测，了解孕产妇ART
治疗的保持性和受暴露的婴儿接受关怀的情况

对于在MNCH机构开始进行ART治疗的孕期和哺乳期妇女，
应将其纳入现场和国家级ART治疗监测和评估系统

建立系统，追踪和评估从MNCH到母婴长期HIV关怀和治疗
之间的衔接和过渡（例如母婴纵向登记，使用唯一识别码）

进行规划评估，旨在及早发现成绩和挑战，评估包括母婴传
播在内的远期母婴结局

常规数据质量保证

协调PMTCT和ART监测评估系统及数据审核过程

为孕期和哺乳期HIV感染者以及受暴露的婴儿提供标准文件
和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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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督导和质量管理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进行常规现场督导和临床指导以提高关怀质量

不断提高PMTCT规划的质量

PMTCT机构HIV咨询和检测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PMTCT服务点快速HIV检测的质量保证措施

感染状态不一致的夫妇的治疗决策

纳入PMTCT服务的夫妻的HIV咨询和检测以及感染状态不
一致夫妇的随访

将感染HIV的男性伴侣纳入ART规划的策略

ART起始治疗的咨询和治疗依从性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为进行ART起始治疗的孕期和哺乳期妇女提供特别通信和
支持服务

加速ART起始治疗的准备进程的结构体系

对于自身健康状况暂无需ART治疗且不愿开始终身治疗的妇
女，为其制定替代方案

实验室和临床监测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治疗毒性的监测能力

CD4+T淋巴细胞基数的可及性（即时检测或可靠的样本运
输）

CD4+T淋巴细胞和/或病毒载量的监测原则

婴儿诊断和儿童治疗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早期婴儿诊断能力（EID）逐渐提高，与PMTCT规划的迅速
扩展相适应

加强“EID级联”效应——早期诊断、快速结果反馈、积极寻
找感染HIV的婴儿并开始治疗

将暴露于HIV病毒的婴儿保持至哺乳末期，并确保获得最终
诊断

扩大儿童治疗的可及性

关怀和治疗的保持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建立相应体系，确保所有感染HIV的孕产妇都能够接受持续
的HIV关怀和/或治疗

考虑进行适宜的母婴随访的服务模式

提供以机构和社区为基础的服务，加强依从性，追踪保持性
和依从性较差者

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增加ART治疗的可及性

计划生育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评估计划生育服务的可及性和相关商品情况

服务对象在提供ART治疗的机构接触到并获得自愿的计划
生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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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女性HIV感染者参与国家、地方和社区水平的计划制定、规划
实施和监测工作

用以社区为基础的活动和服务支持PMTCT的扩展，加强服
务对象的保持性

社区结构有益于支持孤儿和弱势儿童

扩展策略 已完成 进行中 尚未开始

设计了扩展策略

实时评估实施情况，为规划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信息

缩写：MNCH（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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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7 推荐的抗病毒药物的剂量 a  
   

青少年和成人抗病毒药物的剂量

 通用名 剂量

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RTIs）

阿巴卡韦 (ABC) 300mg每日两次或600 mg每日一次

去羟肌苷 (ddI) 400mg每日一次（>60 kg）250 mg每日一次（≤60 kg）

恩曲他滨(FTC) 200mg每日一次

拉米夫定 (3TC) 150mg每日两次或300 mg每日一次

司他夫定(d4T) 30mg每日两次

齐多夫定 (AZT) 250 — 300 mg每日两次

核苷酸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tRTIs）

替诺福韦（TDF） 300mg每日一次

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NNRTIs）

依非韦仑 (EFV) 600mg每日一次

依曲韦林 (ETV) 200mg每日两次

奈韦拉平 (NVP) 200mg每日一次服用14天，随后改为200mg每日两次

蛋白酶抑制剂（PIs）

阿 扎 那 韦 + 利 托 那 韦
(ATV/r)

300 mg + 100 mg每日一次

达 卢 那 韦 + 利 托 那 韦
(DRV/r)

800 mg + 100 mg每日一次或600mg + 100 mg每日两次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LPV/r) 400 mg/100 mg每日两次

接受TB治疗的患者需考虑的问题 
使用利福布汀时无需调整剂量。使用利福平时需调整LPV/r
的剂量（LPV 800mg + RTV 200mg每日两次或LPV 400 
mg + RTV400 mg 每日两次）或应用沙奎那韦/利托那韦
（SQV/r）（SQV400 mg + RTV 400 mg每日两次），并密
切监测。

整合酶链转移抑制剂（INSTIs）

拉替拉韦 (RAL) 400 mg每日两次

a 对于体重低于35kg的青少年，参见下页根据体重确定给药剂量的儿童ARV药物配方

218 使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和预防艾滋病毒感染的综合指南



根据体重确定给药剂量的儿童抗病毒药物配方

现有根据体重确定给药剂量的婴儿和儿童ARV药物配方和处方信息

本附录主要介绍了抗病毒药物的信息，包括其儿科适应症、配方，以及用以指导处方和确定
剂量的充分信息和证据。WHO通过组建儿科抗病毒药物工作组 1，承担了开发和更新儿童抗病毒
药物简要指南的任务。

为了简化给药和便于实施，附录中列出了分体重段的药物剂量，而不是每公斤体重或每平方
米体表面积所需药量。在制定按体重段给药的简化方案后，还认真考虑和研究了中低收入国家儿
童各体重段的一般体表面积因素。用药指南的主要信息源是制造商的药品说明书。补充信息包括
其他临床研究和儿科药理学专家咨询。对于固定剂量复合制剂，使用了剂量模型工具（www.who.
int/hiv/paediatric/ generictool/en/index.html），预测每种药物组分的给药剂量，并与推荐的
用药方案进行比较。有些情况下，某体重段的某种药物组分的剂量可能稍稍超出或低于制造商建
议的目标剂量。这是使用固定剂量复合制剂无法避免的局限。在确保儿童给药剂量不超过最高目
标剂量的25%，或不低于最低目标剂量的5%的情况下，仍可以谨慎使用。为简化用药指南，不再作
为首选的儿童抗病毒药或替代药物，如去羟肌苷和沙奎那韦将不会出现。另外，本附录未涉及暴露
于HIV病毒的婴儿出生后的预防用药，相应信息可以在第7章表7.7中找到。

在本指南的定稿阶段，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批准了EFV在体重至少为3.5公斤的3个月到3
岁儿童中的应用。WHO指南制定小组认识到，这是为儿童提供新的可选药物，协调各年龄组用药
方案的新契机，但同时，该小组也强调，在推荐EFV作为3岁以下儿童治疗的可选药物之前，仍需
获得更多的数据佐证。

WHO会定期审核本药物使用附录及其简化的给药方案，如出现进一步的数据或新的配方
将及时进行更新。但我们仍建议各国在制定方案时参考最近的厂家产品说明以获得最新信息。
更多信息可以从具体药物信息表获得，网址www.who.int/hiv/pub/guidelines/arv2013/
annexes。

生产抗病毒药物及其配方的公司有多个，根据本附录提供的信息，其生产的片剂、胶囊和液
体配方的剂量强度可能不同。另外，本附录列举配方不等同于对该配方的质量保证。国家规划经
理应确保采购的所有产品均通过相关批准，质优且稳定。如需要有关药物质量保证的指南，请
参见WHO医药网（www.who.int/medicines/areas/quality_safety/quality_assurance/
about/en/index.html）和获得满意质量的HIV/AIDS药物和诊断网页，网址www.who.int/
hiv/amds/selection/en/index.html，内容已更新。目前通过WHO药物资格预审的药物清单
见http://apps.who.int/prequal/query/ProductRegistry.aspx。获得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
局批准或暂时性批准的现有逆转录病毒药物列表见www.fda.gov/internationalprograms/
FDAbeyondourbordersforeignoffices/AsiaandAfrica/ucm119231.htm。全球抗击艾滋
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采购和质量保证政策见www.theglobalfund.org/en/procurement/
quality/pharmaceutical。

1  现有成员见下文的附录列表。最新儿科抗逆转录病毒工作组会议报告：儿科抗逆转录病毒工作组。根据治疗2.0规
划的优先原则，制定儿科抗病毒药物新配方的使用指南。会议报告，儿科抗逆转录病毒工作组，日内瓦，瑞士，2011
年10月25-26日。日内瓦，世卫组织，2012。（http://apps.who.int/iris/bitstream/10665/75159/1/WHO_
HIV_2012.8_eng.pdf，2013年5月15日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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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原则
制定WHO简化表格所遵循的原则包括：

     如有相应药物配方，最好使用年龄适宜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进行治疗。

     应尽可能避免使用口服液或糖浆配方，尤其是需服用10ml以上的大剂量时。

     分散片（或口服溶液用片剂）是首选的固体口服剂形式，分散片在使用时可以转变为液体形式

     通常，在幼儿能耐受后应马上更换为固体口服制剂。

     在儿童不得不使用成人配方的地区，须小心避免用药不足。成人划痕片更易分成小块。对于不
易分开的片剂，WHO建议由分配药物的药房用适当的片剂切割工具进行切分。

     一些片剂如LPV/r热稳定片是用特殊的基质嵌入配方制成（一种融化挤压专利技术，可以使在
一般情况下热不稳定的药物分子变得更稳定），不应切分或粉碎，因其会降低药物的生物利
用度。

     应尽量避免早晚服用不同剂量的药物。

     儿童在每次就诊时均须称体重，需要随着儿童的生长和/或体重增加而改变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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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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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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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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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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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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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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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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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药

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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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物

片
剂

强
度

(m
g

)
各

体
重

段
每

日
一

次
服

用
片

剂
或

胶
囊

的
数

量
片

剂
强

度
（

m
g

）

按
体

重
段

每
日

一
服

用
片

剂
或

胶
囊

的
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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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适
宜

儿
童

的
每

日
一

次
固

体
配

方
的

简
化

用
药

方
案

a 
 3
岁

以
下

和
体

重
低

于
10

kg
的

儿
童

不
推

荐
使

用
E
F
V
。

本
指

南
定

稿
阶

段
F
D

A
已

经
批

准
E
F
V

用
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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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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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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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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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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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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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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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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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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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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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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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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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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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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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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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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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该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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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需

要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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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或
3

小
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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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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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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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口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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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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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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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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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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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现
有

适
宜

儿
童

的
T

D
F
配

方
的

简
化

用
药

方
案

药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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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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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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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或

2
0

0
m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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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

高
3

0
0

m
g

）
。

儿
科

抗
逆

转
录

病
毒

工
作

组
制

定
该

指
南

时
旨

在
将

T
D

F
用

药
与

W
H

O
体

重
段

的
分

组
相

统
一

，
并

减
少

现
有

的
药

物
制

剂
强

度
的

种
类

。
使

用
W

H
O

非
专

利
药

工
具

需
参

考
生

产
商

的
药

品
说

明
书

中
提

供
的

目
标

剂
量

。
按

照
儿

科
抗

逆
转

录
病

毒
工

作
组

的
标

准
方

法
，

制
定

给
药

剂
量

时
需

确
保

儿
童

药
量

不
超

过
最

大
目

标
剂

量
的

2
5

%
，
不

低
于

最
低

目
标

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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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配方的需求

儿科抗逆转录病毒工作组强调了对新配方的迫切需求，尤其是适合幼儿使用的含有LPV/r
的固体形式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配方，以及适合儿童的TDF划痕片和以TDF为基础的固定剂量
配方。另外，ATV/r和DRV/r热稳定固定剂量复合制剂配方在简化治疗程序方面的作用显得日益
关键。在以利福平为基础进行结核病治疗的机构中，获得含30mg RTV的热稳定配方对于“超
强化”LPV的效果来说非常重要。下表包含了一些重复的配方。例如，如有儿童配方，就无需使用
TDF+3TC+EFV的固定剂量复合制剂成人划痕片。但是，儿童抗逆转录病毒工作组认为，尽管儿
童专用配方是最理想的选择，但作为开始，研制成人划痕配方可能相对容易。

最近批准用于3个月至3岁婴幼儿的EFV为儿童治疗提供了新选择，为协调药物配方提供了机
会。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支持该药物在儿童中的有效应用，应在资源有限的地区提供该药散剂
配方。

为达到UNAIDS/WHO联合治疗2.0规划的目标，WHO将继续努力简化处方、配药和给药指
南，与制药业（原创和通用）和其他伙伴合作，为安全并迅速扩大儿童ART治疗所需的一系列配
方提出更实用的建议。

表6. 儿科抗逆转录病毒工作组推荐的迫切需要的儿童ARV药物的 
简化用药方案

药物
片剂、袋装散剂或
胶囊制剂的强度

（mg）

各体重段片剂、袋装散剂或胶囊制剂的服用数量

3– 
5.9kg

6– 
9.9kg

10– 
13.9 
kg

14– 
19.9kg

20– 
24.9kg

25– 
34.9kg

早 晚 早 晚 早 晚 早 晚 早 晚 早 晚

ABC/3TC/
NVP

60mg / 30mg / 
50mg

1 1 1.5 1.5 2 2 2.5 2.5 3 3 4 4

LPV/r 
sprinkles

40mg/10 mg 2 2 3 3 4 4 5 5 6 6 –

ABC/3TC/ 
LPV/r

30mg / 15mg/ 
40mg / 10mg

2 2 3 3 4 4 5 5 6 6 –

AZT/3 TC/ 
LPV/r

30mg / 15mg/ 
40mg / 10mg

2 2 3 3 4 4 5 5 6 6 –

DRV/r 240 / 40mg – – – – 1 1 1 1 2 1 –

ATV/r 100 / 33mg – – 1 1 2 –

ABC/3TC 120 / 60mg 1 1.5 2 2.5 3 –

TDF/3TC 75mg / 75mg – – 1.5 2 2.5 3–3.5a

TDF/3TC/ 
EFV

75mg / 75mg / 
150mg

– – 1.5 2 2.5 3–3.5a

TDF/3TC 
adult double 

scoredb

300mg/ 
300mg

– – 1/3 1/2 2/3 1

TDF/3TC/
EFV adult 

double 
scoredb

300mg / 
300mg / 
600mg

– – 1/3 1/2 2/3 1

a 25-29.9kg 3片，30-34.9kg 3.5片。
b 双面划痕片在一侧有两条划痕，而另一侧有一条划痕，使该片剂能够根据需要分成2或3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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