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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前言

人类进入21世纪后，艾滋病与结核病仍然是全球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在资源有限地

区艾滋病和结核病的双重感染对人群的健康造成极大威胁。

艾滋病是潜伏结核感染及新发结核感染发展为结核病的最大危险因素。艾滋病毒感染者

比非感染者发生结核病的危险高20至37倍。艾滋病人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死于结核病。为

应对艾滋病和结核病的双重感染，世界卫生组织推出了12项结核 /艾滋病合作性策略和措

施，作为艾滋病和结核病的预防、治疗和关怀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些策略和措施可以有效

的降低艾滋病感染者中结核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其中包括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和

控制艾滋病 /结核病的“3个 I”的方针，即：强化结核病例发现（ICF），异烟肼预防性治疗

（IPT）和结核病感染控制（IC））。

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结核病的漏诊率很高。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加强结核病例的发现

和控制结核感染，可减少疾病的传播、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重要的是：积极的结核病

筛查，能为那些没有结核病症状和体征的人提供预防性治疗的机会。异烟肼预防性治疗

（IPT），是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预防结核病的重要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自1998年由世界卫

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以来，已成为艾滋病综合管理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

后被列入世卫组织的一系列指南和建议方案。然而，其实施却非常缓慢，其主要障碍为：缺

乏公认的方法来排除活动性结核，由于恐惧耐药的发生而限制了异烟肼的应用。到2009年

底为止，全球只有85 000艾滋病毒感染者接受了 IPT。

2008年4月，世卫组织召开了艾滋病、结核病“3个 I”会议，对现有的异烟肼预防性治

疗（IPT）作为重要的干预策略，以新的科学证据和理念进行再次评估和阐述。同时强调加

强结核病例的发现（ICF）作为重要干预手段。这些准则的目的是为各国在制定国家结核病、

艾滋病指导方案时提供指南，并能通过世卫组织新的证据和建议进行更新。新的指导方针重

点放在促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和加强结核病例发现（ICF）的实施。该准则意在突

出并加强国家艾滋病规划的领导作用，促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和加强结核病例发现

（ICF）的实施。

2010年1月25日至27日，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了一个全球策略会议，审查在资源有限地

区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强化结核病例发现（ICF）和应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策略，并对

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结核病预防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全面审查目前

用于推荐的科学证据，并将其用于证据分级评估（GRADE）标准。采用的证据按质量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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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进一步的研究不太可能改变对效果评估的认识），中（进一步的研究可能改变我们对效

果评估的认识），低（进一步的研究很可能改变我们对效果评估的认识）3级。会议委托艾滋

病毒感染者和受影响社区，就有关的关键问题和证据进行了审议。初稿由指南编写组审查修

改后送交200多个专家进行同行评议，收集到的30多条内部与外部同行评议的意见被纳入最

终建议。最终建议收入了证据质量、成本、可行性、效益和社区及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意见。

建议的推荐强度分为强烈推荐和不强烈推荐。如果指南编写组确信理想的效果和依从性可以

实现为强烈推荐，如果理想的效果和依从性难以实现则不强烈推荐。

新的指南建议使用简明的筛选办法，即主要依赖于四个临床症状以确定是否启动异烟肼

预防性治疗（IPT），或进一步进行结核诊断及其他后续工作。胸部X光不再作为启动异烟肼

预防性治疗（IPT）的强制性检查。

新的指导方针强烈推荐艾滋病毒感染者中的成年人、儿童和孕妇，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

疗的人和已完成结核病治疗的人，应接受至少六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对结核

病高发区艾滋病毒感染者，有条件的推荐36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该经修订的

指南还强调，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ST）不再是启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的必要条件。

然而，在有条件的地区，它可以帮助确定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的适宜对象。该准则还

强调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是艾滋病预防和关怀的核心部分，制定政策和服务提供者应

优先考虑。此外，提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不应被视为一个孤立的干预措施，相反，

它应该是一个包括结核病预防，强化结核病例发现（ICF），结核病感染控制（IC）和抗逆转

录病毒治疗（ART）整体方案的一部分。

为推动世界卫生组织《资源有限地区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强化结核病例发现及异烟肼预防

性治疗指南》——在资源有限地区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加强结核病例的发现，感染的控制和

应用异烟肼预防策略在中国的实施，我们将英文原稿翻译成中文，并由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进

行了审阅，现编印成册，供大家阅读参考。

编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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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南组所有成员都被要求填写一份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利益申报表。首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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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en Ayles宣布，从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接受15，000美元，Senter Novum 50，000美元，

Delft成像系统150，000美元财政支持，进行强化结核病例发现及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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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AIDS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  艾滋病

ART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

ARV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物

CDC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PT 复方新诺明预防性治疗

GRC 指南审核委员会

GRADE 证据分级评估

HCV 丙型病毒性肝炎

HI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艾滋病毒感染 艾滋病

ICF 强化结核病例发现

IGRA γ-干扰素释放试验

INH 异烟肼

IPT 异烟肼预防性治疗

LTBI 潜伏结核感染

MDR 耐多药结核（至少耐异烟肼和利福平）

M&E 监测和评估

PCR 聚合酶链反应

PEPFAR 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

PMTCT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

TB 结核病

The Union 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

TST 结核菌素皮肤试验

UNAIDS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USAID 美国国际发展署

WHO 世界卫生组织

XDR  广泛耐药结核（至少在一线抗结核药物中耐利福平和异烟肼，同时对任意一种

氟喹诺酮类药物及任意一种二线注射剂 [卷曲霉素、卡那霉素和阿米卡星 ]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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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

艾滋病是潜伏结核感染及新发结核感染发展为结核病的最大危险因素。艾滋病毒感染者

比非感染者发生结核病的危险高20至37倍。艾滋病人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死于结核病。在

艾滋病流行率超过1％的国家，检出的结核病人中，女性多于男性。

为应对艾滋病和结核病的双重感染，世界卫生组织推出了12 项结核 /艾滋病合作性策

略，作为艾滋病和结核病的预防、关怀和治疗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些策略和措施可以有效的

降低艾滋病毒能感染者中结核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其中包括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

和控制艾滋病 /结核病的“3个 I”的方针，即：强化结核病例发现（ICF），异烟肼预防性治

疗（IPT）和结核病感染控制（IC）。

2010年1月25日至27日，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了关于全球政策的会议，审查在资源有限

地区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强化结核病例发现（ICF）和应用异烟肼预防（IPT）策略，并对

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结核病预防政策进行重新审视。全面审查目前

用于推荐的科学证据，并将其用于证据分级评估（GRADE）标准。采用的证据按质量分类

为高（进一步的研究不太可能改变目前的建议），中（进一步的研究可对目前的建议产生影

响），低（进一步的研究很可能改变目前的建议）。会议委托艾滋病毒感染者和受影响社区就

有关的关键问题和证据进行了审议。初稿由指南编写组审查修改后送交200多个专家进行同

行评议。收集到的30多条内部与外部同行评议的意见被纳入最终建议。最终建议收入了证

据质量、成本、可行性、价值和社区及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意见。建议的推荐强度分为强烈推

荐和条件性推荐。如果指南编写组确信执行推荐的方案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为强烈推荐。如

果指南编写组认为执行推荐的方案有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但受到某些条件制约，为条件性

推荐。新的指南建议使用简明的筛选办法，即主要依赖于四个临床症状以确定是否启动异烟

肼预防性治疗（IPT），或进一步进行结核诊断及其他后续工作。胸部X光不再作为启动异烟

肼预防性治疗（IPT）的强制性检查。对比1998年的政策，新的指导方针强烈推荐艾滋病毒

感染者中的成人、儿童和孕妇，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人和已完成结核病治疗的人，应接

受至少六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对结核病高发区艾滋病毒感染者条件性推荐36

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

经修订的指南还强调，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ST）不再是启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

的必须条件。然而，在有条件的地区，它可以帮助确定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的适宜对

象。该准则还强调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是艾滋病预防和关怀的核心部分，制定政策和

服务提供者应优先考虑。此外，提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不应被视为一个孤立的干预

措施，相反，它应该是一个包括结核病预防、强化的结核病例发现（ICF），结核病感染控制

（IC）和艾滋病抗病毒治疗（ART）整体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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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建议

1 成人和青少年艾滋病毒感染者，应该通过临床标准筛查结核。如果目前没有咳

嗽、发烧、体重减轻、夜间盗汗4个症状之一，就不太可能有活动性结核，应

提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 

强烈建议，中等质量的证据

2 成人和青少年艾滋病毒感染者，应该通过临床标准筛查结核。如果目前有咳

嗽、发烧、体重减轻、夜间盗汗等症状之一，可能有活动性结核，应进行结核

病和其他疾病评估。

强烈建议，中等质量的证据 

3 成人和青少年艾滋病毒感染者，结核菌素试验不明或阳性状态，不太可能有活

动性结核，应该接受至少6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作为一揽子计划

的一部分。不论其是否有免疫抑制；是否接受ARV治疗；是否接受过抗结核

治疗或是否为孕妇，均应给予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

强烈建议，高质量的证据 

4 成人和青少年艾滋病毒感染者，结核菌素试验不明或阳性状态，不太可能有活

动性结核病，应该接受至少36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不论其是否

有免疫抑制；是否接受ARV治疗；是否接受过抗结核治疗或是否为孕妇。

有条件的建议，中等质量的证据

5 结核菌素试验不作为艾滋病毒感染者开展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的先决条件。 

强烈建议，中等质量的证据 

6 艾滋病毒感染者，如果结核菌素试验阳性，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可能有

较好效果，如果条件允许可用于这些人的监测。

强烈建议，高质量的证据 



4

7 艾滋病毒感染者，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并不增加异烟肼耐药的风险。所

以，不应该因为担心耐药结核的发生，阻碍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开展。 

强烈建议，中等质量的证据

8 儿童艾滋病毒感染者，如果目前没有咳嗽、发烧、体重增长不良、夜间盗汗4

个症状之一，不太可能有活动性结核。 

强烈建议，低质量的证据 

9 儿童艾滋病毒感染者，如果目前有咳嗽、发烧、体重增长不良、夜间盗汗4个

症状之一，或有结核病接触史，可能患有结核病，应进行结核病和其他疾病评

估。如果评估显示没有结核病，这些儿童不论其年龄大小，都应给予异烟肼预

防性治疗（IPT） 

强烈建议，低质量的证据 

10 儿童艾滋病毒感染者，如果年龄大于12个月，没有咳嗽、发烧、体重减轻、

夜间盗汗症状，或结核病接触史，应该接受6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

（10毫克 /公斤 / 日），作为艾滋病综合预防和关怀的一部分。

强烈建议，中等质量的证据

11 儿童艾滋病毒感染者，如果年龄小于12个月，有结核病接触史，经研究显示

没有结核病，应该接受6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 

强烈建议，低质量的证据 

12 所有儿童艾滋病毒感染者，已经成功完成结核病治疗后，应接受额外六个月异

烟肼预防性治疗。

有条件的建议，低质量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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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和过程

1.1　背景

艾滋病是潜伏结核感染及新发结核感染发展为结核病的最大危险因素。艾滋病毒感染者

比非感染者发生结核病的危险高20至37倍。艾滋病人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死于结核病。在

艾滋病流行率超过1%的国家检出的结核病人中，女性多于男性。为应对艾滋病和结核病的

双重感染，世界卫生组织推出了12 项结核 /艾滋病合作性策略和活动，将其作为艾滋病和结

核病的预防、关怀和治疗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些策略和措施可以有效的降低艾滋病感染者中

结核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其中包括提供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和控制艾滋病 /结核病的

“3 个 I”的方针，即：强化结核病例发现（ICF），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和结核病感染

控制（I C）。

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结核病的漏诊率很高 [5,6]。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强化结核病例发

现（ICF）和控制结核感染可减少疾病的传播 [7,8]，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 [9]。最重要的是，

积极的结核病筛查为那些没有结核病症状和体征的人提供了预防性治疗的机会 [10]。

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是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预防结核病的重要的公共卫生干预措

施，自1998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提出以来，已成为艾滋病综合管

理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11]，并随后被列入世卫组织的一系列指南和建议方案 [3,12]。然而，

其实施却非常缓慢。主要障碍为：缺乏公认的方法来排除活动性结核，由于恐惧耐药性发生

而限制了异烟肼的应用。到2009年底为止，全球只有85,000艾滋病毒感染者接受了 IPT[1]。

其中儿童所占的比例不明。

2008年4月，世卫组织召开了艾滋病、结核病“3个 I”会议，对于现有的异烟肼预防性

治疗（IPT）作为重要的干预政策，以新的科学证据和理念进行再次评估和阐述。同时强调

强化结核病例发现（ICF）作为重要干预手段 [4]，因此，这些准则的目的是为各国在制定国

家结核病、艾滋病指导方案时提供指南并能通过世卫组织新的证据的建议进行更新。新的指

导方针重点放在促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和强化结核病例发现（ICF）的实施。该准则

意在突出并加强国家艾滋病规划的领导作用 ，促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和强化结核病

例发现（ICF）的实施。

1.2　目标人群

该指南主要针对直接为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关怀服务的健康工作者，艾滋病 /结核病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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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政策制定者和项目管理者。指南也适用于在艾滋病和结核病领域工作的政府、非政府组

织、捐助者和病人团体。

1.3　涉及范围

该指南提供一系列的建议，帮助降低结核病在艾滋病毒感染者、感染者的家庭及社区中

的传播，通过筛查结核病和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减少结核病的发生。以下八个问题为

指导指南制定的依据。

1. 什么是确定对潜伏结核感染（LTBI）进行治疗的症状、体征、诊断程序（例如显微

镜涂片、X光、血清检测γ-干扰素释放试验 [IGRA]）的最佳组合。

2. 什么是降低艾滋病毒携带者潜伏结核感染（LTBI）发展为活动结核的最佳的药物组

合（如异烟肼，利福平等）和用药时间。

3. 什么是启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的最佳时机（是否需要考虑免疫状况 ，是否需

要同时进行艾滋病抗病毒治疗）。

4. 完成结核病治疗后是否需要进行2级治疗以防止艾滋病毒携带者潜伏结核感染

（LTBI）结核病复发。

5. 艾滋病毒携带者潜伏结核感染（LTBI）的治疗是否可加重对用于治疗的药物耐药的

发生。

6. 低依从性是否为艾滋病毒携带者潜伏结核感染（LTBI）治疗实施的障碍。

7. 艾滋病毒携带者潜伏结核感染（LTBI）的治疗是否物有所值。

8. 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ST）在资源有限地区是否可行。

指南包括了成人，儿童和婴儿循证建议，总结和证据分级，实施重点，需要研究的问题

和差距。对照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政策，新的指导方针将异烟肼预

防性治疗（IPT）和强化结核病例发现（ICF）的实施作为对艾滋病毒携带者整体关怀综合管

理的组成部分。修订后的准则建议使用简化的，以证据为基础的原则，主要依赖于四个临床

症状进行结核病筛查，实施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结核及其他疾病的进一步的诊断工作。

这些指导方针还包括艾滋病毒感染者中的孕妇，进行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者，已完成结核病治

疗者。该准则将世卫组织的程序在五年内更新 [13]。

1.4　指导方针制定过程

按照指南审查委员会建议的程序，世卫组织艾滋病司和结核司2010年1月25日至27日

召开了全球政策会议，审查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和强化结核病例发现（ICF）方面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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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与1998年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结核病防治政策进行比较。主要议题

是全面审查和确定用于制订建议科学证据。世卫组织的指南编写组提出八个关键问题（见上

文）。对有关的八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文献研究，使用了PbMed和各种组合的关键字用于搜

索有关的每个问题。国际防痨协会，肺部疾病协会和国际艾滋病协会还为提交的文件摘要举

办会议，对2000年至2008年所有标题和摘要进行了检索。对相关问题的主题及用于进一步

研究及标准认定的参考文献目录也进行了审查。此外，与该领域的专家进行了接触，以确定

那些在最初的电子搜索问题中，尚未发表的参考资料。

对证据质量和推荐强度评估采用等级推荐评定研发评估的方法（GRADE）[14] 等级推

荐评定研发评估方法（GRADE）的程序和证据质量被定义为报告者对估计效果（可取或不

可取的）的信任度的延伸，并且应接近实际效果。干预效果估计取决于信认程度。质量证据

越高，越容易被推荐，然而，确定证据的强度，还取决于其他因素。虽然分级的建议评估方

法进行评价（GRADE）适用于所有的问题，但不可能对所有的GRADE问题都进行量化，因

为往往缺乏计算风险比率必要的数据和信息。最初对每个问题的证据是集体通过该系统评价

的顾问和世卫组织指导小组成员，后来介绍和小组讨论的准则。在GRADE的证据的评估分

别采用以下分级标准。

证据质量等级 推 荐 原 因

高等质量的证据 进一步的研究不太可能改变目前的建议。

中等质量的证据 进一步的研究对目前的建议产生影响

低等质量的证据 进一步的研究，很可能改变改变目前的建议

极低质量的证据 对目前建议的评估结果是不确定的。

总结报告采纳了艾滋病毒感染者和受影响社区提出的重要问题与证据 [4]。

最终建议收入了证据质量、成本、可行性、效率和社区及卫生保健工作者的意见。指南

编写组中包括2个证据评估方法学专家，对每一项建议的风险和利益进行评估并确定其推荐

强度及证据等级。指南编写组采用公开投票和讨论，以达成共识。初稿由指南编写组审查

修改后送交200多个专家进行同行评议。世卫组织的两个技术单位（艾滋病司，结核病防控

司）参与了整个协调过程。收集到的30多条内部与外部同行评议的意见被纳入最终建议。

1.5　推荐强度

对建议的推荐强度和证据等级评定取决于指南编写组的认可，权衡理想的效果和不理想

的效果。理想的效果，包括有利于健康的结果（如结核病的预防和早期诊断，减少结核病有

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负担和安全性，而不良影响则包括伤害，加重负担和成本。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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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考虑的因素包括依从性，病人或照顾者（如家庭）可能要承担的，例如接受更频繁的测

试，额外的药物或治疗，承担中毒危险。

建议的推荐强度分为强烈推荐和条件性推荐。强烈推荐系指南编写组确信依从推荐的方

法可取得理想的效果。

条件性推荐系指南编写组认为依从推荐的方法有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但是缺乏高质量

证据，或推荐只适用于特定人群和地区，或可能有新证据不支持目前的建议，或建议不能保

证适合于所有情况。

推 荐 强 度 推 荐 理 由

强烈推荐 指南编写组确信依从推荐的方法可取得理想的效果。

条件性推荐

指南编写组认为依从推荐的方法有可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但是缺乏高质量证据，

或推荐只适用于特定人群和地区，

或可能有新证据不支持目前的建议，

或建议不能保证适合于所有情况。

1.6　指南的适用性

指南针对的是全球普遍情况，各地区，国家使用时应根据适合自己的情况进行适用性改

编。这包括审议结核病和艾滋病流行情况，确定当地结核病的最高患病率，艾滋病毒感染者

中结核病的传播情况（实施终身或36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适用性改变的最终目标是

扩大结核病筛查，预防和治疗服务的实施，将其作为艾滋病预防，治疗和服务核心职能。根

据不同的情况国家与涉及所有的利益相关方磋商，应确保建立一个政策和方案的环境有利于

指南的落实。关键因素是在国家适应处理过程将结核病筛查和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纳入艾滋病

毒感染者治疗和护理一揽子计划的核心干预内容。其他关键内容包括规范操作程序，为艾滋

病毒感染者提供异烟肼（最好是300毫克片剂）服务提供者和实施者，建立一个有效的和标

准化监测与评价（M&E）系统。对疗效的评价将通过全球结核与HIV/AIDS的报告系统，监

测国家和全球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和强化结核病例发现（ICF）的实施。此外，世卫组

织和各国卫生部，以及与关键利益相关者，将参加国家级方案审查，评估和监测实施准则。

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反馈将被用于修订下一个版本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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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人和青少年HIV感染者中强化 
结核病例发现和预防

2.1　结核病筛查

对成人和青少年艾滋病毒感染者，都应按临床程序进行结核筛查，如

果没有现症咳嗽、发热、体重下降或夜间盗汗，就不太可能有活动性

结核，应该给予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

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对成人和青少年艾滋病毒感染者，应按临床程序进行结核筛查，如果

发现有现症咳嗽、发热、体重下降或夜间盗汗，就应考虑可能有活动

性结核，应进行结核病和其他疾病的评估。

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所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无论他们是否接受了治疗，在医疗机构的每一次就诊或访问

时，都应按照临床程序进行常规结核病筛查。不必考虑他们是否已经接受或者正在接受异烟

肼预防性治疗或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结核筛查都非常重要。作为指南研发过程的一部分，一

项全面的、系统性的、基于原始的病人数据的Meta分析纳入超过8000名艾滋病人，12项观

察性研究，用于发现最佳的筛查标准，以确认成人和青少年艾滋病人是否可能伴有活动性

结核病 [15]。结果分析发现，这组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如果缺乏现症咳嗽、夜间盗汗、发热

或体重下降这些所有的症状，可以确认患结核病的可能性很低。其敏感性为79%，特异性为

50%。在结核病发病率为5%的艾滋病人群中，其阴性预测值为97.7%（95%可信区间97.4—

98.0）。这种高阴性的预测值，确保筛查阴性结果的人有结核病的可能不大，因此可以开始

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指南编写组推荐：成人和青少年艾滋病毒感染者每次在医疗单位

或找医务人员个人就诊时，都应按照临床标准进行结核筛查。如果没有现症咳嗽、发热、体

重下降或夜间盗汗的，不太可能有活动性结核病，应该给予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对艾

滋病毒感染者，无需考虑免疫抑制的程度，无需考虑是否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也无

需考虑以前是否进行过抗结核治疗和是否为孕妇（图1），这个建议均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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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GRADE评估表明，附加胸部影像学异常发现，可以使基于四个症状为结核病判

断标准的敏感性从79%增加到91%，而特异性从50%下降至39%。在结核病发病率为5%的

艾滋病毒感染者中，胸部影像学异常发现，使基于四个症状为结核病的判断标准的阴性预期

值仅仅增加1%（98.7%—97.8%）。在结核发病率为20%的艾滋病感染者中，胸部影像学异常

发现，使基于四个症状为结核病的判断标准的阴性预期值增加4%（94.3%—90.4%）。这表明，

在结核病高流行的艾滋病人群中，胸部影像学可增强基于症状筛查结核病的效用。然而，指

南编写组认为，对提高灵敏度和阴性预测值的追求，通常可能同时涉及成本、工作量、基础

设施和高素质员工要求。因此，指南编写组建议，在大多数情况下，推荐实施基于症状为结

核病的判断标准，而不必考虑胸部影像学是否应用（图1）。

成人和青少年艾滋病毒感染者，有四种症状中的任何一种的（现症咳嗽、发热、体重下

降或夜间盗汗）可能有活动性结核，应该对结核病和其他疾病进行评估。对结核病的诊断应

根据国家指南和临床实践，以确定是否为活动性结核病或其他诊断。

2.2　效果，治疗方案和用药时间

对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ST）状态不明或阳性和不大可能有活动性结

核的成人和青少年艾滋病毒感染者，应接受至少6个月的异烟肼预防

性治疗，并将其作为艾滋病综合关怀的一个组成部分。使用异烟肼预

防性治疗时不用考虑免疫抑制的程度、是否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和

曾经接受过结核治疗，或者是否为孕妇。

强烈推荐，高质量证据

对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ST）状态不明或阳性和不大可能有活动性结

核的成人和青少年艾滋病毒感染者，应接受至少36个月的异烟肼预防

性治疗。使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时不用考虑免疫抑制的程度、是否接

受抗病毒治疗和曾经接受过结核治疗，或者是否为孕妇。

条件性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2.2.1　效果

指南编写组评估了关于成人艾滋病的化学治疗预防结核病（潜在的、复发的或再感染）

效果的可用证据（第6部分）。一个包括12个随机对照试验队列研究的证据分级分析，对现



11

存药物预防方法进行了评估 [16]。对于那些确定诊断结核病、临床诊断结核病或疑似结核

病的病人，预防性化学治疗可以降低发展至结核病的风险为33%（相对效应0.67，可信区

间0.51—0.87）。对于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ST）阳性的，可降低发展至结核病的风险为64%

（相对危险度0.36，95%可信区间0.22—0.61）。对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ST）阴性的，可降

低发展至结核病的风险为14%（RR0.86，95%可信区间0.59—1.26），而对结核菌素皮肤试验

未知状态者，可降低发展至结核病的风险为14%（RR0.86，95%可信区间0.48—1.52），尽管

这二者之间没有统计学意义 [16]。但指南编写组做出的结论是：对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结核

病预防性治疗是有益的，不管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ST）状态如何均可提供保护，结核菌素

皮肤试验（TST）阳性者保护效果更好。

2.2.2　治疗方案和用药时间

指南编写组对用于艾滋病病人结核病预防的多种用药方案和用药时间方面的证据进行了

评估，其结果来自三个未公开的试验（第6部分）。指南编写组回顾了用于预防研究药物组

合，包括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和利福喷丁。一共有8项研究比较了单独使用异烟肼与

其他方案，结果发现，包含吡嗪酰胺、利福平和利福喷丁的方案和单独使用异烟肼的效果相

同，但联合用药方案的毒副作用的发生率较高（表1）。因此，指南编写组推荐，对成年艾滋

病病人结核病的化学药物预防性治疗，异烟肼应作为选择药物，剂量为 300毫克 /天。

指南编写组同时对艾滋病病人使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效果的耐久性和用药时间方面的证

据进行了评价。考虑收益的关键产出是：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在预防活动性结核、结核复发、

结核再感染和抗结核药物毒性等方面的效果。

表1　不同治疗方案效果的比较

干　　预 比　　较 RR（95%CI） 证据质量

异烟肼 利福平和 吡嗪酰胺 1.03（0.75-1.4） 中等

异烟肼 异烟肼和利福平 0.97（0.52-1.83） 中等

异烟肼 异烟肼、利福平和吡嗪酰胺 0.69（0.23-1.57） 低等

异烟肼和利福平 异烟肼、利福平和吡嗪酰胺 0.75（0.21-1.82） 中等

异烟肼和利福喷丁 异烟肼 1.05（0.56-1.97） 中等

指南编写组比较了最优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用药时间方面现有的证据，包括用药6、9、

12和36个月（第6部分）。证据主要集中在比较异烟肼预防性治疗6 个月和12个月的用药时

间之间的效果，而且发现，二者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 [16]。虽然9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治性疗

被一些指南推荐和支持，但没有研究直接比较6个月和9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因此，

指南编写组强烈推荐6个月的用药时间。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保护作用随着用药时间的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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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减少，但其耐久性可长达5年。指南编写组复习了来自最近未发表的2个临床试验的证据

后，认为，36个月或更长时间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可增加效益，特别是在结核菌素皮肤试

验（TST）阳性的的人群中 [17, 18]。鉴于更长时间的试验的花费高，而且不太可能完成，因

此，指南编写组认为，至少36个月的用药时间可以作为终身治疗的替代。同时也强调了对

结核和艾滋病高流行和传播地区的艾滋病病人，延长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时间可能带来的潜在

益处。考虑到证据的初步性和证据的有限性，以及可行性和潜在的副作用等方面的因素，指

南编写组有条件地推荐，对结核和艾滋病高流行和传播地区的艾滋病病人来说，决定采用36

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用药时间应遵循当地的情况和国家指南。

2.2.3　免疫状况和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与异烟肼预防性治疗联合应用

指南编写组评估了关于启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时机和免疫状况及和艾滋病抗病毒治疗

联合应用等方面可用的数据。在不同免疫状况下关于减少结核病风险方面，有6个调查研究

显示了非一致性的结果（第6部分）。在巴西 [19]和南非 [20]两项观察研究和一个来自博茨瓦

纳未发表的临床随机试验的数据的亚分析显示，同时使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与艾滋病抗病毒

治疗有额外的保护益处 [17]。基于上述证据和异烟肼预防性治疗联合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潜在

的益处，指南组强烈推荐，给予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时，不必考虑免疫状况以及是否在进行艾

滋病抗病毒治疗。对符合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条件的病人来说，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启动或结

束都不作为推迟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原因 [21]。然而，指南编写组认识到，使用异烟肼预防

性治疗联合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或延迟启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在效果、毒性或促进免疫重建

等方面是否会取得更好效果，尚缺乏证据。

2.2.4　孕妇

孕妇艾滋病病人有结核病感染的危险，并且能对母体自身、围产期结局造成影响 [22]。

可能导致母亲和新生儿死亡、早产与新生儿体重过低 [23]。指南编写组强调运用上述的临床

诊断程序在筛查孕妇艾滋病病人活动性结核病中的重要性。为达到预防、诊断与治疗结核病

的目的，应把活动性结核病的临床诊断程序应用到艾滋病的母婴阻断服务中。指南编写组指

出，证据和经验表明，无论在前艾滋病时代还是在艾滋病时代，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对孕妇是安

全的。因此，指南编写组强烈建议，妊娠艾滋病病人应接受以症状为基础的结核病筛查并接受

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然而，如何在最佳时间给孕妇提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应听取临床意见。

2.2.5　接受过抗结核治疗的病人（二级预防）

指南编写组对以前成功接受过抗结核治疗病人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作为二级预防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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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讨论。用于评价的证据来自4个研究：3个随机对照试验 [24]和1个观性察研究 [27]。

证据评价结果显示，在成功的完成结核病的治疗之后立即给予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具有一定价

值。指南编写组强烈推荐，对成功完成抗结核治疗的成人和青少年艾滋病毒感染者，应该继

续接受另外6个月的异烟肼治疗，基于当地的情况（如结核病高流行率和高传播率的地区）

和现行的国家指南，有条件的推荐接受36个月的异烟肼治疗。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异烟肼预防

性治疗对于那些已经成功完成治疗的耐多药和广泛耐药的病人有潜在效果。因此，指南编写组

不推荐对已经成功完成治疗的耐多药和广泛耐药的病人进行异烟肼预防性治疗。

2.2.6　特殊人群

在艾滋病病人聚集的地方，如监狱、难民中心或流离失所的人，在结核病、HIV感染和毒

品使用等方面有较高风险和发病率 [2]。对这些人开展结核病筛查以便使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

应给予特别的注意。静脉吸毒者有较高的艾滋病毒、结核病和病毒性肝炎共感染的风险。为

静脉吸毒者筛查结核病和提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应与减少危害的措施相结合，包括提供乙

肝病毒、丙型肝炎病毒检测和为阳性者转诊 [28]。临床的意见是：必须权衡异烟肼预防性治疗

对静脉吸毒者和肝炎病毒共感染的利弊。对活动性肝炎病人不应提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

2.2.7　图1艾滋病流行和资源有限地区成人和青少年艾滋病毒感染者结核病筛查流程

注：

* 每个成人与青少年都应该为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资格评估。在医疗场所应采取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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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措施以减少结核分枝杆菌传播。

* * 如果有条件应做胸部x线检查，不需要区分病人为结核病和非结核组。在艾滋病和

结核病高流行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中（>10%），强调必须添加其他敏感性的检查。

* * * 禁忌征包括：活动性肝炎（急性或慢性）、长期和大量饮酒和外周神经病变症状。

对于有结核病史的和怀孕妇女不应该是开始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禁忌征。尽管对开始异烟肼

预防性治疗没有一个统一要求，但在一些地方，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可以当做适合筛查方法的

一部分。

* * * * 结核病调查应该参照现行的国家指南。

2.3　资源有限地区潜伏结核感染的检测

2.3.1　结核菌素皮肤试验（TST）和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

在艾滋病感染人群中，结核菌素皮肤试验不是启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

的必要条件。

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对结核菌素皮肤试验阳性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收

益更好。结核菌素皮肤试验用来确认这样的人群是可行的。

强烈推荐，高质量证据

结核菌素皮肤试验依靠一个完整的免疫反应来识别潜在的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多个研究

表明，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结核菌素皮肤试验阳性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比阴性的更有

效 [16]。此外，结核菌素皮肤试验的应用能够减少接受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病人人数，而且

还可减少为了防止活动性结核病需要治疗的病人人数。然而，在资源有限地区，对TST执行

的操作性挑战，对实现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来说是明显的妨碍。这些挑战包括：结核菌素试剂

采购费用和执行检测的费用、维持一个有效的供应链、培训员工，在实施检测和准确阅读试

验数据和要求病人在48—72小时需要至少两次就诊所带来的不便和成本 [29]。此外，病人的

免疫学状态、在无反应结核病人中的阴性结果或和从感染到结核菌素皮肤试验阳转的长时间

间隔等方面均有可能影响对结果的解读 [30,31]。尽管一些研究表明，使用结核菌素皮肤试验

具有很高的性价比，但由于结核菌素在全球范围供应量有限，而且运输昂贵，需要充分的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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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运输才能确保准确的检测性能 [8]。

指南编写组强烈推荐，在资源有限地区，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启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结

核菌素皮肤试验不必作为必须条件。对艾滋病病人的结核菌素皮肤试验状态不明的，在通过

以症状为基础的结核病筛查后，可启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然而，考虑到结核菌素皮肤试验

阳性病人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收益要高于结核菌素皮肤试验阴性者，如果条件允许就应采

用该试验。对结核菌素皮肤试验阴性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在逐案分析的基础上评估结核病暴

露的个体风险和提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带来的额外受益（例如：医务工作者、犯人、矿工和

那些生活在结核病高发区的人们）。在结核菌素皮肤试验不可用的地区，为了加强异烟肼预

防性治疗的执行，指南编写组鼓励国家项目探索扩展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应用，并作为一个

潜在的辅助手段。

2.3.2　γ-干扰素释放试验（IGRA）

指南编写组讨论了使用γ-干扰素释放试验作为筛查工具来确认潜伏性结核感染病人

的分级评估证据。γ-干扰素释放试验分为两种不同类型：Quantiferon金标试验和T-Spot 

试验。两项研究认为γ-干扰素释放试验能对结核病的发展进行预测 [32，33]。8项研究对

Quantiferon金标试验在艾滋病毒感染中成人确诊结核病的性能进行了评价，一项研究对其在

艾滋病毒感染儿童中诊断结核的敏感性进行了评价。同样的，5个研究报道了T-Spot 试验在

成年艾滋病毒感染者合并结核病诊断的敏感性，2个研究报道了其在艾滋病毒感染儿童中确

诊结核病的敏感性。

然而，γ-干扰素释放试验通常不能区分活动性结核病和潜伏性结核感染 [34]，通过γ-

干扰素释放试验对艾滋病病人与非艾滋病病人的比较发现，γ-干扰素释放试验的效能大打

折扣。测试结果发现，与非艾滋病病人相比，Quantiferon金管试验在艾滋病病人中有明显高

的不确定的检测结果率，在与CD4细胞计数较高的病人相比，在CD4细胞计数较低的病人

有相同结果。而且，在CD4细胞计数较低的病人中其敏感性也明显下降。同样的，尽管大多

数研究发现T-Spot试验的敏感性不受低CD4细胞计数的影响，但有一项研究发现在CD4计

数低的病人中其敏感性显著降低。

指南编写组注意到，在低结核病流行地区，使用γ-干扰素释放试验确认艾滋病感染者

中的潜伏性结核的作用是有限的，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γ-干扰素释放试验能决定谁将能

从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中获得更多的益处。基于现有的数据，指南编写组不推荐使用γ-干扰

素释放试验作为艾滋病毒感染者符合接受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条件的筛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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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实施异烟肼预防性治疗考虑的问题

2.4.1　艾滋病服务提供者的基本权限

艾滋病的治疗与关怀服务应将一个针对艾滋病和结核病的、强调三个“I”方针的结核

病预防、诊断和治疗的综合性策略包含在内。指南编写组指出，把提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作

为艾滋病预防关怀的核心部分，并应成为国家艾滋病防治项目和艾滋病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此外，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不应该被视为一个孤立的干预措施，而应当和结核病感染控制、强

化病例发现、提供早期抗艾滋病病毒治疗一样，作为结核病预防措施的一部分。CD4细胞计

数 < 350个 / mm3者可给予抗病毒治疗的，但合并结核病时，不必考虑CD4细胞计数。国家

艾滋病防治项目和艾滋病服务提供者应在这些干预措施的计划和实施方面，确保对艾滋病毒

感染者、结核病病人和他们所在社区的承诺 [35]。结核病筛查和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实施需

要通过建立和推荐病人监测和评估系统进行监测和评价 [36]。这个监测和评估系统应采用国

际推荐的指标 [37]。艾滋病经费持有者在资源有限地区实施结核病筛查和异烟肼预防性治

疗应通过政府管理系统建立报告机制，以便他们的数据纳入到整个国家的监测和评估系

统中。

2.4.2　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与耐药结核

给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不会增加异烟肼耐药结核的

风险。所以异烟肼耐药不应成为提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障碍。

强烈推荐，中等质量证据

通常提及的不给艾滋病毒感染者提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一个原因是：担心发展为耐药

结核。指南编写组对提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和耐药结核方面的证据进行了等级评估。这包括

8个研究和一个meta-分析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异烟肼耐药与提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无明显

关系 [38]。证据等级评价检查了所有接受异烟肼治疗中发展至异烟肼耐药结核的风险之后发

现，接受异烟肼治疗并没有显著增加异烟肼耐药风险（RR 95% CI= 1.87 [0.65–5.38]）此外，

一项正要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为金矿工人提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后，尽管结果还在描述和

讨论中，但无发展为耐药结核的风险 [39]。指南编写组同样也注意到，对那些正在接受异烟

肼预防性治疗的病人给予定期的结核病筛查，将有助于尽快确定发展为结核病的人群。这种

早期确定有助于及时诊断和治疗，也同样应该有助于防止发展为耐药结核。指南编写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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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异烟肼耐药的高发地区，很少有病人能从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中获益，因此，为艾滋病

病人提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时应考虑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实施异烟肼预防性治疗项目时，鼓

励采用国际和国内的耐药结核监测系统，同时也将艾滋病检测系统作为整合的一部分。

2.4.3　药物依从性和临床随访

指南编写组回顾了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依从性的重要性方面的相关证据。现有的观察到的

数据不能直接表明依从性不良是否会影响病人个体或项目结果。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依从性

率从34%到98%不等，而且已经确认多种影响因素可以提高依从性 [40-44]。

指南编写组注意到，虽然完成治疗对良好的个体或项目结果是重要的，但是，在几乎不

发生活动性结核病或药物毒副作用的前提下，首要的目标是需要确保人们不要停止异烟肼

预防性治疗。应根据国家、地方和临床实际情况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接受异烟肼预防性治疗

者进行定期临床随访。这些随访包括：在病人每次联系医务人员时都要进行基于结核症状判

断标准的常规筛查。指南编写组注意到异烟肼与其他药物的复合制剂（如抗艾滋病病毒治疗

药或CPT）可以减少药片的负担，而且能提高依从性，故提倡加快发展这样的复合制剂的研

究。指南编写组强烈推荐，需要关注依从性，但不要使其成为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实施的

障碍。

2.4.4　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成本效益

指南编写组指出，关于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成本效益现有的数据在结果指标、假设和分

析方法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而且证据质量很低。应该认识到，为了更好的制定方案，这是

一个还需要额外研究的领域。然而，在回顾了证据以后，指南编写组强烈推荐提供异烟肼预

防性治疗具有良好的成本效益。这就为在艾滋病综合预防、关怀和治疗服务领域全面推荐广

泛使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提供了支持，同时，还可作为临床试验规范（GCP）和和可能的成

本效益评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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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儿童艾滋病感染人群中强化结核 
病例发现和结核病的预防

3.1　结核病筛查

儿童艾滋病病人如果无体重增长不良*，发热或现症咳嗽，不太可能

有活动性结核病。

儿童艾滋病病人如果有以下任何症状之一的（体重增长不良、发热、

现症咳嗽或有结核病人接触史），可能有结核病，应进行结核病和其

他疾病评估。如果评估显示没有结核病，应给予异烟肼预防性治疗，

且不必考虑年龄因素。

*体重增长不良定义为：有过体重下降，或极低体重（年龄别体重评分小

于-3z评分），或低体重（年龄别体重评分小于-2z评分），或从最近一次随

访确认的体重降低（>5%），或生长曲线平整。

强烈推荐，低质量证据

提倡儿童艾滋病的早期诊断作为艾滋病预防、关怀和治疗的一部分，结核病的筛查、预

防和治疗也应作为一部分整合到这些服务中。这部分指南是专门针对儿童艾滋病的。然而，

对于有HIV暴露的婴幼儿和接受艾滋病关怀的儿童尚不知道病毒学或血清学检测结果的情况

下，也应被视为儿童艾滋病病人，给予适当的服务。

对小于6周龄、HIV暴露不明、而且其所在地区的HIV流行率处于一般水平（如参加产

前保健服务人群中的流行率>1%）的婴儿来说，强烈推荐向母亲或她们的孩子提供HIV血清

学检测，以确定HIV的暴露状态。对有HIV暴露的婴幼儿，在4-6周龄时，应进行病毒学检

测，或者在出生4-6周后尽可能早的进行检测。对12-18月龄的婴幼儿，推荐使用病毒学检测

用于诊断。然而，在病毒学检测受限制的资源有限地区，对这些年龄段的人群，推荐的意见

是：仅仅在血清学检测阳性的人群中才开展病毒学检测。在18个月龄及以上的儿童中（无

论有无HIV暴露），确定HIV诊断的是HIV血清学检测，包括快速血清学检测以及成人使用

的标准检测程序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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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编写组强调，无论婴幼儿和儿童艾滋病病人是否接受结核病预防性治疗还是ART，

都应该常规进行结核病筛查，并将之作为标准临床关怀的一部分。然而，无论有无艾滋病，

儿童结核病的诊断都是困难的，临床医生需要有一个随时可参照的指标，并遵循国家指南。

婴幼儿或儿童和家庭内部结核病人（无论结核病的类型）的接触史特别重要，是医疗工作者

在对儿童和其他家庭成员进行结核病筛查时的关注重点。

基于上述分析和尚缺乏良好研究，指南编写组认为，在关于对婴幼儿和儿童结核病筛查

的最佳途径方面的证据质量低，而且可用的数据有限。使用的GRADE评价的证据范围包

括一个针对非HIV感染的儿童评分系统。然而，该评分系统并未发现对儿童艾滋病病人有

效 [46]。证据还包括了一个尚未发布的研究，这个研究调查了在儿童艾滋病病人中可以排除

活动性结核病的症状和体征组合。

研究显示，缺乏以下症状（咳嗽2周以上时间，发热和生长发育迟缓）的儿童不太可能

有活动性结核病，其阴性预测值为99%。而且他们适合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同样，表现为咳

嗽2周以上或生长发育迟缓或发热者，其活动性结核病的敏感性为90%，特异性为65%，这

些症状对确定这些孩子是否需要进一步的结核病筛查和鉴别诊断是有益的 [47]。然而，另一

个包含1024名儿童的研究认为，以下症状（体重下降和咳嗽2周以上和乏力）诊断活动性结

核病的敏感性仅为56%，特异性为62%[48]。

为了便于项目的实施，增加对没有活动性结核病的儿童确定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可能

性，指南编写组建议，作为筛查规则的咳嗽持续时间，应缩小到包括任何现症咳嗽，这条规

则也适用于青少年和成人，基于专家意见和临床医生需要，建议扩宽对包括其他可引起儿童

艾滋病病人表现为现症咳嗽、发热和体重增长不良的疾病的鉴别诊断。同样的，对有明确结

核病人接触史的儿童艾滋病病人，临床医生应高度怀疑结核病的存在。

指南编写组推荐，儿童艾滋病病人如果没有体重增长不良、发热和现症咳嗽，则不太可

能有活动性结核病，这些儿童应给予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参见下面的年龄特异性的推荐意

见）。同样，儿童艾滋病病人出现以下任何一项症状：体重增长不良、发热、现症咳嗽和结

核病人的接触史，则可能有结核病，应给予结核病和其他疾病评估。如果评估显示没有结核

病，这些儿童应给予异烟肼预防性治疗，而不必考虑他们的年龄（图2）。

3.2　治疗方案和用药时间

超过12月龄、基于症状筛查不太可能有活动性结核病和没有结核病人

接触史的儿童艾滋病病人，应接受6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10mg/

kg/d），而且要作为艾滋病预防和关怀服务综合管理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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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12月龄的儿童艾滋病病人，只有在以下情况时才接受6个月的异

烟肼预防性治疗：有结核病人接触史，接受了结核病评估（调查）且

评估显示无结核病。

强烈推荐，中等质量的证据

所有成功完成了结核病治疗的儿童艾滋病病人，还应接受额外6个月

的异烟肼治疗。

条件性推荐，低质量证据

对2个研究 [14]进行了GRADE评价。一个研究显示，儿童接受6个月的异烟肼治疗有相

当大的好处，可显著减少死亡率 [49]。然而，一个在南非完成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与

结核病人的暴露不明的情况下，尽管在最初3至4个月龄被确定的婴幼儿艾滋病，及早进行

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和基于每月一次的细致的针对新的结核病暴露或疾病的监测，但异烟肼

预防性治疗对降低病死率并无益处（Madhi 2008，尚未发表）。

因此，指南编写组推荐，所有的12月龄的儿童艾滋病病人和那些不太可能有活动性结

核病的孩子，都应接受6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而且将其作为艾滋病综合关怀的一部

分。对那些小于12月龄的孩子，只有在进行了结核病评估而且评估显示没有结核病的情况下，

才给予6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与成人和青少年相比较，尚没有证据支持应在儿童中使用

超过6个月以上的异烟肼治疗。因此，指南编写组认为，如没有更多证据，不推荐儿童异烟肼

预防性治疗超过6个月。同样，也没有证据证实重复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对儿童有益。

异烟肼的剂量为10mg/kg体重，同时应给予维生素B6 25mg/d。迄今为止，没有资料表

明异烟肼对儿童有毒性作用，即使那些接受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儿童。

以下的表格是简明儿童剂量清单（异烟肼总剂量10mg/kg/d）。

体重范围（Kg）
每次给予100mg异烟肼片的数量

（总剂量为10mg /kg/d）
每次剂量（mg）

﹤5 1/2片 50

5.1 ～ 9.9 1片 100

10 ～ 13.9 1.5片 150

14 ～ 19.9 2片 200

20 ～ 24.9 2.5片 250

﹥25 3片或1个成人片剂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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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儿童的结核病二级预防和异烟肼预防性
治疗

3.3.1　二级预防

指南编写组指出，目前还没有研究资料表明对成功完成抗结核病治疗的儿童艾滋病病人

再进行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是有用的。然而，跟成人一样，儿童艾滋病病人更容易再次感染，

而且结核病容易复发。因此，该小组保留建议，对所有已经成功治愈的结核病的儿童艾滋病

病人及生活在结核病高流行区域的儿童艾滋病病人都应接受额外六个月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

在最后一剂抗结核治疗结束或在此后的时期，应立即开始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不管以前是否

有结核病治疗史，都应对所有的儿童艾滋病病人进行结核病筛查，（在每一次就诊时）[13]。

3.3.2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儿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

指南编写组提示，目前尚无研究数据表明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效果与儿童免疫抑制程度

相关。然而，他们表示，已知的成人和青少年方面的研究结果对儿童来说，是有生物学意

义的。因此，该指南编写组推荐为所有的儿童艾滋病病人给予异烟肼和艾滋病抗病毒联合治

疗。该指南小组还强调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应该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开始时进行或完成一个异

烟肼预防性治疗疗程后立即开始 [45] 。

3.4　 结核菌素皮肤试验和γ-干扰素释放试验在评估儿童异烟肼预防
性治疗中的作用

指南编写组指出，类似于针对成人病人的建议，在儿童中开始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不需要

进行结核菌素试验，结核菌素试验也不应作为决定是否符合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条件的常规部

分 [9]。然而，指南编写组表示，结核菌素试验可为评价儿童是否疑似结核病提供重要信息，

特别是那些没有明显接触史的患儿。尽管结核菌素试验结果阳性可能提示感染了分支杆菌

（通常来说是结核分枝杆菌），但它不是活动性结核病的可靠标志物。结核菌素试验在艾滋病

患儿的结核病诊断中最大的局限性就是其敏感性不稳定。导致假阴性的临床原因主要的有：

严重营养不良、严重结核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因此，在结核菌素试验可用的地区，该试验

仍然可用于儿童活动性结核病的诊断，也可用于潜伏性结核病的筛查。

与结核菌素试验一样，γ-干扰素释放试验同样不能区别结核分枝杆菌感染与活动性结核病。

令人鼓舞的是，已有研究数据表明，在儿童艾滋病病人中，γ-干扰素释放试验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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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高于结核菌素试验，包括那些低水平的CD4+细胞计数和 /或营养不良者 [50–52]。此外，

有报道称与结核菌素试验截然不同的是，γ-干扰素释放试验对诊断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有非

常好的特异性，并且不会受先前卡介苗接种史或暴露于分支杆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然而，

这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支持，另外，还必须考虑到具体实施所面临的问题对大多数艾滋病高发

地区（如成本、专门的实验室设备、需采集静脉血）的影响。因此，指南编写组指出，尚缺

乏充分的证据支持在实验室验证程序以外的研究机构使用γ-干扰素释放试验来确定患儿是

否适合异烟肼预防性治疗 [53]。

3.5　图2　年龄大于1岁的儿童艾滋病病人结核病筛查相关流程

注释：

*所有儿童和年龄少于1岁的儿童艾滋病病人，如果有家庭结核病接触史，都应给予异

烟肼预防性治疗。

**体重增长不良定义为：有记录的体重减轻，或极低体重（年龄别体重评分，低于 -3Z

评分）或者低体重（年龄别体重评分低于 -2Z评分），或者自上次随访确定的体重减轻

（>5%），或生长曲线平整。

***禁忌症包括：活动性肝炎（急性或慢性期）和周围神经病变。既往肺结核患病史不

能看作是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禁忌症。在某些地区，尽管在给予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之前，结

核菌素试验不是必须的，但仍然可作为异烟肼预防性治疗适宜性筛查的一部分。

****对结核病的调查必须与现有的国家性指南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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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待研究的问题

对所组成推荐意见证据的评价，暴露出重要的未满足研究需求的问题 [15]。指南编写组

通过讨论确定了更新指南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下面是指南编写组在包括这些指南的所有领

域所确定的关键问题。为了指导政策制定和项目实施，研究者、捐助者和科学界加快执行针

对这些亟待解决问题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和全球结核病和艾滋病利益相关者一样，世界卫

生组织已制定了一个文件，总结了优先围绕结核病 /艾滋病的所有研究，并强调研究亟待解

决的相关问题 [54]。

4.1　结核病筛查

 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床边检测方法来确定活动性结核、潜伏性结核（LTBI）和无结核分枝  

杆菌感染者，特别强调针对儿童的诊断新技术。

 γ-干扰素释放试验在有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无论有无活动性结核）的艾滋病感染人群中  

的作用；相关γ-干扰素释放试验的性能和机体免疫状态之间的联系方面的信息是必需的。

 在接受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毒感染人群中，应用结核菌素皮肤试验检测，对那些  

初始结核菌素皮肤试验阴性的人，要特别强调连续检测，可以确定免疫重建和 /或免疫激

发情况。

 为了安全的启动预防性治疗，应将最优的结核病筛查程序应用到不同结核病和艾滋病负  

担的地区。

 针对活动性结核病最优的艾滋病病人结核筛查程序是采用以症状为基础的调查问卷。  

 用新的先进技术评价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结核病诊断程序，如LED显微镜、快速培养和  

聚合酶链反应（PCR）为基础的方法。

 进一步验证在不同项目地区的筛查程序。  

 强化结核病例发现对医院内传播的影响，特别是在艾滋病毒感染者、医务人员和 /或他们  

的家庭之间。

 针对伴随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结核病筛查、结核病诊断的最优诊断程序。  

4.2　结核病预防性治疗

 在减少活动性结核病风险时，要在最优疗程、安全性、有效性和成本效益等方面，把单  



24

独使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或联合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和单独使用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进行比

较，尤其是在项目实施的情况下。

 像异烟肼、对固定剂量预防性治疗联合像异烟肼、维生素B6和复方新诺明这样固定剂量  

的复方制剂，要评价其作用和疗效。

 进一步评价维生素B6在艾滋病感染者中的作用。  

 评估在儿童中长期使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研究在艾滋病和丙型肝炎病毒共感染人群中使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疗效。  

 为耐药结核或怀疑结核分枝杆菌耐药的病人，确定最佳的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方案和方法。  

 在艾滋病毒感染者中针对“突破结核病”治疗的结局。  

 启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与开始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最佳时间。  

 终身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人群，获得免疫重建后，是否有停止治疗的价值？  

 异烟肼预防性治疗与其他药物，特别是在合并病毒性肝炎共感染之间的相互作用。  

 针对评估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风险和益处的模拟研究，主要考虑因素包括：艾滋病和结  

核病的流行率和发病率、免疫状态对结核的影响风险，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毒和

结核病预防的影响、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附加效益和最佳用药时间、异烟肼和利福平耐

药率、免疫状态和结核菌素皮肤试验状态。

4.3　正在进行的研究

 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在异烟肼耐药结核高流行人群中的潜在局限性。  

 在未诊断活动性结核病人群中使用异烟肼预防性治疗（错误使用）的风险和收益。  

 异烟肼预防性治疗项目在资源有限地区的有效性；来自卫生系统和病人方面的成本效益  

和成本受益。

 异烟肼预防性治和特殊人群：针对医务人员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用药时间和益处；筛查频  

率；结核菌素皮肤试验阴性的医务人员的益处；艾滋病病毒暴露的儿童。

 如何具体实施短期和终身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在监测项目和个体方面（如临床状态和依  

从性），要给予特别关注。

 以人口为基础的耐药监测，来确定异烟肼预防性治疗项目对社区耐药结核的影响，包括  

异烟肼单药耐药、利福平单药耐药和耐多药结核的增加或减少。

 评定促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的实施（如艾滋病、产妇和儿童健康 [妇幼保健 ]、结核病、  

所有项目）的最佳国家项目或服务。

 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特殊人群提供最佳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和其他艾滋病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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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证据分级评估等级判定提要

表1 ：成人和青少年结核病筛查

什么是确定潜在结核感染和活动性结核病的艾滋病病人进行治疗的最佳筛查症状组合

（在有或缺乏放射线检查的情况下）。

文献：Ayles et al. 2009; Corbett et al. 2010; Cain et al. 2010; Corbett et al. 2007; Lewis et al. 

2009; Shah et al. 2009; Kimerling et al. 2002; Lawn et al. 2009; Chheng et al. 2008; Getahun et al. 

(印刷中 )

出现以下任何一项（现症咳嗽，发热，夜间盗汗，体重下降）可作为最佳筛查症状组合

围绕这些研究的价值

和不确定性

研究对象人数

（研究数量）
证据级别 重要性

阴性预测价值

0.97 (95% CI: 0.97, 0.98) 8148 (9个研究 ) 中等 关键

敏感性

0.79 (95% CI: 0.75, 0.82) 8148 (9个研究 ) 中等 关键

特异性

0.49 (95% CI: 0.29, 0.70) 8148 (9 个研究 ) 中等 重要

出现以下任何一项（现症咳嗽，发热，夜间盗汗，体重下降或胸部X线异常发现）

可作为最佳筛查症状组合

阴性预测价值

0.98 (95% CI: 0.97, 0.99) 2805 (4个研究 ) 中等 关键

敏感性

0.90 (95% CI: 0.66, 0.97) 2805 (4个研究 ) 中等 关键

特异性

0.38 (95% CI: 0.12, 0.73) 2805 (4个研究 ) 中等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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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儿童结核病筛查

什么是确定符合治疗条件的潜在结核感染的儿童艾滋病病人，作为筛查工具的最佳症状

和诊断组合？

文献：Song et al. 2009

质量评估

质量 

评估

设计（研究

对象人数）
局限性 不一致性 间接性 不精确性 其他

证据 

级别

出现以下任何一项：咳嗽≥2周，发热，生长发育障碍

阴性预测价值 0.99

1 观察研究

（303）
严重的局

限性*
无严重的

不一致性

无严重的

间接性

无严重的 
不精确性#

低

敏感性0.90

1 观察研究

（303）
严重的局

限性*
无严重的

不一致性

无严重的

间接性

无严重的 
不精确性#

低

特异性0.65

1 观察研究

（303）
严重的局

限性*
无严重的

不一致性

无严重的

间接性

无严重的 
不精确性#

低

阳性预测价值0.15

1 观察研究

（303）
严重的局

限性*
无严重的

不一致性

无严重的

间接性

无严重的 
不精确性#

低

培养和放射学表现的组合曾经作为结核病诊断的金标准，但并非完美的金标准。由于属于观察性

研究，而且没有一个良好定义的金标准，对于高质量证据的研究来说，这些研究缺乏一定质量。

*曾经的参考标准不能正确区分所有的儿童是否伴有结核病感染。而且，只有当儿童有结核病可

疑症状和体征或胸部异常X线表现时才会留取痰标本。

#没有报告关于敏感性和特异性的可信区间



30

表3 ：应用异烟肼预防结核的对照观察（任何TST结果）

文献：Pape et al. 1993; Whalen et al. 1997; Hawken et al. 1997; Mwinga et al. 1998; Fitzger-Pape et al. 1993; Whalen et al. 1997; Hawken et al. 1997; Mwinga et al. 1998; Fitzger-

ald et al. 2001; Gordin et al. 1997; Rivero et al. 2003; Whalen et al.1997 – anergy

质量评估

研究数量 方法 局限性 不一致性 间接性 不精确性 其他

活动性结核病发生率（疑似、可能、确定）（随访 1-3年 ；临床检查，胸部X线检查，痰抗酸染色

（AFB））

8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 
局限性

无严重的 
不一致性

无严重的 
间接性 1

无严重的 
不精确性

无

确诊结核病（随访1-3年；培养证实）

5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 
局限性

无严重的 
不一致性

无严重的 
间接性

无严重的 
不精确性

无

死亡率（任何原因）（随访1-3年；回顾医院记录）

7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 
局限性

严重 2 无严重的 
间接性

无严重的 
不精确性

无

艾滋病疾病进展情况（随访1-3年；临床学和免疫学标准）

2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 
局限性

严重 2 无严重的 
间接性

无严重的 
不精确性

无

药物的副作用导致治疗中断（随访1-3年；临床学和实验室监测）

7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 
局限性

无严重的 
不一致性

无严重的 
间接性

无严重的 
不精确性

无

1 8个研究中有3个显示出相反结论的结果
2 这些研究中有不同结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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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摘要

病人数量 效果

质量 重要性INF预防性 
治疗组

对照组
相对危险度

（95% CI）
绝对数

85/2152 
(3.9%)

123/1984 (6.2%) RR 0.67  
(0.51–0.87)

<20/1000（<8-<30） ⊕⊕⊕⊕

高

关键的

2% <7/1000（<3-<10）

50% <165/1000（<65-<245）

34/1037 
(3.3%)

123/1984 (6.2%) RR 0.72 
 (0.47–1.11)

<13/1000（<24->5） ⊕⊕⊕⊕

高

关键的

2% <6/1000（<11->2）

50% <140/1000（<265->55）

427/2152 
(19.8%)

419/1984 (21.1%) RR 0.95  
(0.85–1.06)

<11/1000（<32->13） ⊕⊕⊕○

中

关键的

5% <3/1000（<7->3）

50% <25/1000（<75->30）

41/184 
(22.3%)

43/171 (25.1%) RR 0.88  
(0.6–1.28)

<30/1000（<101->70） ⊕⊕⊕○

中

关键的

10% <12/1000（<40->28）

50% <60/1000（<200->140）

56/2026 
(2.8%)

33/1873 (1.8%) RR 1.66  
(1.09–2.51)

>12/1000（>2->27） ⊕⊕⊕⊕

高

关键的

0% >0/1000（>0->0）

20% >132/1000（>1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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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应用异烟肼预防结核的对照观察（TST结果阳性者）

文献：Pape et al. 1993; Whalen et al. 1997; Hawken et al. 1997; Mwinga et al. 1998

质量评估

研究数量 设计 局限性 不一致性 间接性 不精确性 其他

活动性结核病发生率（疑似、可能、确定）（随访1-3年；临床检查，胸部X线检查，痰抗酸染色

（AFB））

4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局

限性

无严重的不

一致性

无严重的间

接性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确诊结核病（随访1-3年；培养证实）

1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局

限性

不一致性 无严重的间

接性

严重 2 无

死亡率（任何原因）（随访1-3年；回顾医院记录）

3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局

限性

无严重的不

一致性 3

无严重的间

接性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艾滋病疾病进展情况（随访1-3年；临床学和免疫学标准）

1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局

限性

严重 1 无严重的间

接性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1 只有1个研究可以说明这个结果
2 样本量小，CI范围较宽
3 Mwinga et al.报告了一个相反结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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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摘要

病人数量 效果

质量 重要性INF预防性 

治疗组
对照组

相对危险度 

（95% CI）
绝对数

18/693(2.6%) 46/618 (7.4%) RR 0.36 (0.22–0.61) <48/1000（<29-<58） ⊕⊕⊕⊕

高

关键的

2% <13/1000（<8-<16）

50% <320/1000（<8-<390）

0/52(0%) 4/60(6.7%) RR 0.13(0.01–2.32) <58/1000（<66->88） ⊕⊕○○

低

关键的

2% <17/1000（<20->26）

50% <435/1000（<495->660）

71/693 
(10.2%)

84/618 (13.6%) RR 0.74 (0.55–1) <35/1000（<61->0） ⊕⊕⊕⊕

高

关键的

2% <5/1000（<9->3）

50% <130/1000（<225->0）

6/11 (545.5%) 38/25(152%) RR 0.36(0.15–0.85) <973/1000（<228-<1292） ⊕⊕⊕○

中

关键的

10% <64/1000（<15-<85）

50% <320/1000（<7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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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应用异烟肼预防结核的对照观察（TST结果阴性者）

文 献：Fitzgerald et al. 2001; Gordin et al. 1997; Hawken et al. 1997; Mwinga et al. 1998; 

Pape et al. 1993; Rivero et al. 2003; Whalen et al.1997– anergy

质量评估

研究数量 设计 局限性 不一致性 间接性 不精确性 其他

活动性结核病发生率（疑似、可能、确定）（随访1-3年；临床检查，胸部X线检查，痰抗酸染色

（AFB））

7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局

限性

无严重的不

一致性 1

无严重的间

接性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确诊结核病（随访1-3年；培养证实）

3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局

限性

不一致性 2 无严重的间

接性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死亡率（任何原因）（随访1-3年；回顾医院记录）

7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局

限性

无严重的不

一致性

无严重的间

接性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艾滋病疾病进展情况（随访1-3年；临床学和免疫学标准）

2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局

限性

严重 3 无严重的间

接性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1 Fizgerald et al. 和Hawken et al.显示了一个相反的结果
2 这些研究中有不同结论的结果
3 相反结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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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摘要

病人数量 效果

质量 重要性INF预防性 

治疗组
对照组

相对危险度 

（95% CI）
绝对值

49/1297(3.8%) 54/1193 (4.5%) RR 0.86 (0.59–1.26) <6/1000（<19->12） ⊕⊕⊕⊕

高

关键的

2% <3/1000（<8->5）

50% <70/1000（<205->130）

12/521(2.3%) 15/500(3%) RR 0.76(0.36–1.61) <7/1000（<19->18） ⊕⊕⊕○

中

关键的

2% <5/1000（<13->12）

50% <120/1000（<320->305）

328/1297(25.3%) 298/1193 (25%) RR 1.02 (0.9–1.16) >5/1000（<25->40） ⊕⊕⊕⊕

高

关键的

2% >0/1000（<2->3）

50% >10/1000（<50->80）

35/146 (24%) 32/146(21.9%) RR 1.10(0.72–1.69) >22/1000（<61->151） ⊕⊕⊕○

中

关键的

10% >10/1000（<28->69）

50% >50/1000（<14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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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应用异烟肼预防结核的对照观察（TST结果未明者）

文献：Mwinga et al. 1998; Hawken et al. 1997

质量评估

研究数量 设计 局限性 不一致性 间接性 不精确性 其他

活动性结核病发生率（疑似、可能、确定）（随访1-3年；临床检查，胸部X线检查，痰抗酸染色

（AFB））

2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局

限性

严重 1 无严重的间

接性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确诊结核病（随访1-3年；培养证实）

2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局

限性

无严重的不

一致性

无严重的间

接性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死亡率（任何原因）（随访1-3年；回顾医院记录）

2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局

限性

无严重的不

一致性

无严重的间

接性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艾滋病疾病进展情况（随访1-3年；临床学和免疫学标准）

0 无可用的 
证据

无

1 相反结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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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摘要

病人数量 效果

质量 重要性INF预防性 

治疗组
对照组

相对危险度 

（95% CI）
绝对数

18/162(11.1%) 23/173 (13.3%) RR 0.86 (0.48–1.52) <19/1000（<69->69） ⊕⊕⊕○

中

关键的

2% <3/1000（<10->10）

50% <70/1000（<260->260）

22/464(4.7%) 28/466(6%)

2%

50%

RR 0.79 (0.46–1.36) <13/1000（<32->22）

<4/1000（<11->7）

<105/1000（<270->180）

⊕⊕⊕⊕

高

关键的

28/162(17.3%) 37/173(21.4%) RR 0.81 (0.52–1.27) <41/1000（<103->58） ⊕⊕⊕⊕

高

关键的

2% <4/1000（<10->5）

50% <95/1000（<240->135）

0/0(0%) 0/0 (0%) RR 0 (0–0) <0/1000（<0-<0） 关键的

0% <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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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成人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时间：6个月和36个月的对照

文献：Martinson et al.2009; Samandari et al. 2009

质量评估

研究数量 方法 局限性 不一致性 间接性 不精确性 其他

活动性结核病发生率（疑似、可能、确定）（随访1-3年；临床检查，胸部X线检查，痰抗酸染色

（AFB））

2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局

限性 1

无严重的不

一致性

严重 2,3,4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确诊结核病（随访1-3年；培养证实）

1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局

限性

无严重的不

一致性

严重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死亡率（任何原因）（随访1-3年；回顾医院记录）

2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局

限性 1

无严重的不

一致性

严重 2,3,4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艾滋病疾病进展情况（随访1-3年；临床学和免疫学标准）

05 无可用的证据 无

药物的副作用导致治疗中断（随访36个月；临床学评价和实验室监测）

2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局

限性

严重 6 无严重的间

接性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1 Soweto试验不是一个头对头的比较试验，而是一个比较不同策略的效果的四arm研究设计
2 Soweto试验纳入的是TST阳性病人，而BOTUSA试验纳入了TST阳性和阴性的病人
3 基线CD4计数的均值 ：Soweto试验>500/mm3 ；BOTUSA试验大约200/mm3
4 Soweto试验纳入的病人中不需要ART，而BOTUSA试验中有40%已经开始ART
5 这些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即将进行
6 这些研究中涉及的人数明显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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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摘要

病人数量 效果

质量 重要性INF预防性 

治疗组
对照组

相对危险度 

（95% CI）
绝对数

20/997(2%) 46/1150 (4%) RR 0.50 
 (0.29–0.84)

<20/1000（<6-<28） ⊕⊕⊕○

中

关键的

2% <10/1000（<3-<14）
50% <250/1000（<80-<355）

14/997(1.4%) 33/1150(2.9%) RR 0.48 
(0.26–0.9)

<15/1000（<6-<28） ⊕⊕⊕○

中

关键的

2% <10/1000（<3-<14）
50% <260/1000（<80-<355）

15/997 (1.5%) 40/1150(3.5%) RR 0.43 
(0.24–0.78)

<20/1000（<8-<26） ⊕⊕⊕○

中

关键的

10% <57/1000（<22-<76）
50% <285/1000（<110-<380）

0/0 (0%) 0/0 (0%) RR 0  
(0–0)

<0/1000（<0-<0）
<0/1000（<0-<0）

关键的

0%

70/983 (7.1%) 12/846(1.4%) RR 5.02 
(2.74–9.198)

>57/1000（>25->116） ⊕⊕⊕○

中

关键的

1% >40/1000（>1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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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成人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时间：6个月和12个月的对照

文献：Pape et al. 1993; Whalen et al. 1997; Hawken et al. 1997; Mwinga et al. 1998; Fitzgerald et 

al. 2001; Gordin et al. 1997; Rivero et al. 2003; Whalen et al.1997 – anergy

质量评估

研究数量 设计 局限性 不一致性 间接性 不精确性 其他

活动性结核病发生率（疑似、可能、确定）（随访1-3年；临床检查，胸部X线检查，痰抗酸染色

（AFB））

8 随机试验 非常严重 无严重的不

一致性

无严重的间

接性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确诊结核病（随访1-3年；培养证实）

0 无可用的证据 无

死亡率（任何原因）（随访1-3年；回顾医院记录和病人的文件）

2 随机试验 非常严重 无严重的 
矛盾

无严重的间

接性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艾滋病疾病进展情况（随访1-3年；临床学和免疫学标准）

0 无可用的证据 无

药物的副作用导致治疗中断（随访1-3年；临床学评价和实验室监测）

12 随机试验 非常严重 无严重的 
矛盾

无严重的间

接性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1 由于在12个月的观察组里缺乏数据，因此没有可评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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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摘要

病人数量 效果

质量 重要性INF预防性 

治疗组
对照组

相对危险度

（95% CI）
绝对数

57/1806 (3.2%) 10/184 (5.4%) RR 0.58 
 (0.3–1.12)

<23/1000（<38->7） ⊕⊕○○

低

关键的

2% <8/1000（<14->2）

50% <210/1000（<350->60）

0/0 (0%) 0/0 (0%) RR 0  
(0–0)

<0/1000（<0-<0） 关键的

0% <0/1000（<0-<0）

0% <0/1000（<0-<0）

375/1806 (20.8%) 24/184 (13%) RR 1.59 
(1.085–2.34)

>77/1000（>11->175） ⊕⊕○○

低

关键的

10% >59/1000（>9->134）

50% >295/1000（>43->670）

0/0 (0%) 0/0 (0%) RR 0  
(0–0)

<0/1000（<0-<0） 关键的

0% <0/1000（<0-<0）

56/1968 (2.8%) 0/58 (0%) RR 0  
(0–0)1

<0/1000（<0-<0） ⊕⊕○○

低

关键的

0% <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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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儿童异烟肼预防性治疗6个月和空白组对照的有效性比较

文献：Zar et al. 2007; Madhi et al. 2008

质量评估

研究数量 设计 局限性 不一致性 间接性 不精确性 其他

活动性结核病（随访5.7-9个月；临床指导标准，胸部X线检查，任何部位的细菌学分离

2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 
局限性

严重 1 无严重的间

接性 2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确诊结核病（随访5.7-9个月；培养证实）

1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 
局限性

严重 3 无严重的间

接性

严重 4 无

死亡率（任何原因）（随访5.7-9个月；回顾医院记录和病人的文件）

2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 
局限性

严重 1 无严重的间

接性 2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药物的副反应（3级或4级毒性）（随访5.7-9个月；临床学和实验室监测）

2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 
局限性

无严重的不

一致性

无严重的间

接性 5

无严重的不

精确性

无

艾滋病疾病进展情况

0 无

1 有相反结论的结果
2 P1041研究代表了一个具有良好艾滋病关怀机构，在治疗活动性结核病方面拥有很好的设施 ：儿

童相对年轻、健康，而且较少处于疾病晚期阶段 ；Zar等的研究则代表了农村地区的大部分普通条件

的病人，诊断结核病较晚，资源有限，而且较多处于疾病的晚期阶段和诊断困难的结核病。
3 一个可用的试验
4 宽的可信区间
5 P1041研究概略资料缺失（但没有报告在两组有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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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摘要

病人数量 效果

质量 重要性INF预防性 

治疗组
对照组

相对危险度 

（95% CI）
绝对数

44/358 (12.3%) 45/357 (12.6%) RR 0.97  
(0.6609–1.4384)

<4/1000（<43->55） ⊕⊕⊕○

中

关键的

5% <1/1000（<17->22）

3/226 (1.3%) 3/226 (1.3%) RR 1.5  
(0.25–8.89)

>7/1000（<10->22） ⊕⊕○○

低

关键的

0.9% >4/1000（<7->71）

26/358 (7.3%) 31/357 (8.7%) RR 0.84  
(0.51–1.37)

<14/1000（<43->32） ⊕⊕⊕○

中

关键的

10% <16/1000（<49->37）

5/132 (3.8%) 8/131 (6.1%) RR 0.62  
(0.21–1.85)

<23/1000（<48->52） ⊕⊕⊕⊕

高

关键的

0% <0/1000（<0-<0）

0/0 (0%) 0/0 (0%) RR 0 (0–0) <0/1000（<0-<0） 关键的

0% <0/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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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药物耐药性和预防性治疗的应用

文献：Hawken 1997; Johnson et al. 2001; Pape et al. 1993; Rivero et al. 2003; Saenghirunvatta 

1996; Zar et al. 2007; le Roux et al. 2009; Mwinga et al. 1998; Halsey et al. 1998; Gordin et al. 

2000

质量评估

研究数量 设计 局限性 不一致性 间接性 不精确性 其他

对 INH单药耐药和空白对照（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和空白对照）

7 随机试验 严重 1 无严重的不

一致性

无严重的间

接性 1

严重 2 无

对 INH单药耐药和利福平对比（异烟肼预防性治疗和利福平作为对照对比）

3 随机试验 严重 1 无严重的不

一致性

无严重的间

接性

非常严重 3 无

1 病人和结果统计不完全
2 小样本的病例和病人
3 小样本的病人

表11 ：二级预防

文献：Perriens et al. 1995; Haller et al. 1999; Fitzgerald et al. 2000; Churchyard et al. 2003

质量评估

研究数量 设计 局限性 不一致性 间接性 不精确性 其他

结核病复发（观察性研究）（随访0.91个病人年和0.41 个病人年对比；异烟肼和co-trimoxazole对比）

1 观察性研究 严重 无严重的不

一致性

严重 严重的不精

确性

强烈的关联

结核病复发（随机）

3 随机试验 无严重的局

限性

无严重的不

一致性

无严重的间

接性 1

严重 2 无

1 Perriens 等的研究提供了6个月的异烟肼和利福平治疗，并非单纯的异烟肼治疗
2 小样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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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摘要

病人数量 效果

质量 重要性
抗结核药物 无药物

相对危险度

（95% CI）
绝对数

11/1255(0.9%) 5/1069 (0.5%) RR 1.87
(0.65–5.38)

>4/1000（<2->20） ⊕⊕⊕○

中

关键的

3/1469 (0.2%) 1/1469 (0.1%) RR 2
(0.18–22.03)

>1/1000（<1-<14） ⊕○○○

非常低

次关键的

调查结果摘要

病人数量 效果

质量 重要性潜伏结核病的二

线治疗
对照组

相对危险度

（95% CI）
绝对数

28/338 (8.3%) 23/221 (10.4%) RR 0.45  
(0.26–0.78)

<57/1000（<23-<77） ⊕○○○

非常低

关键的

7/275 (2.5%) 31/286 (10.8%) RR 0.23 
 (0.11–0.52)

<83/1000（<52-<96） ⊕⊕⊕○

中

次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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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有限地区艾滋病毒感染者中强化结核病例
发现及异烟肼预防性治疗指南

艾滋病人中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死于结核病。强化结核病例发现（ICF），异烟肼预防性治

疗（IPT）和结核病感染控制（IC）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ART）。是艾滋病和结核病的预防、

关怀和治疗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些策略和措施可以有效的降低艾滋病感染者中结核的发病率

和死亡率。

这些准则的目的是为各国在制定国家结核病，艾滋病指导方案时提供指导，并能通过世

卫组织新的证据和建议进行更新。新的指导方针重点放在促进异烟肼预防性治疗（IPT）和强

化结核病例发现（ICF）的实施，发现存在的问题，提高结核病的诊断治疗水平；也作为艾滋

病预防、治疗和关怀的核心内容。该准则意在突出并加强国家艾滋病规划的领导作用，推动

政府、非政府组织、捐助者、病人支持团体，在艾滋病和结核病领域的防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