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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简介

扫描上方二维码， 关注

“健康森林” 微信公众号，有

健康问题随时问！

本版文 / 本报记者 田坚

李慧超 图 /王弘扬

本期嘉宾：刘水青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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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专家刘水青做客本报“健康热线” 时表示，

若能及早有效治疗———

艾滋病感染者 也可生育健康宝宝

本报讯 今年 4 月，香港大学对

外公布， 其研究团队利用基因工程

技术，研制了一种新型抗体药物，不

仅能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 还能杀

死人体内潜伏的艾滋病病毒。 这则

消息引发了许多市民的关注。

近年来， 尽管国内对于艾滋病

的防控进行了大量的宣传， 但是对

于许多市民来说， 如何与艾滋病患

者相处、 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后怎么

办？这些疑问依然困扰着市民。 5月

14 日，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感

染病一科主任刘水青值守本报“专

家坐诊” 健康热线，就艾滋病的防

治与市民进行了互动交流。 刘水青

主任表示， 艾滋病虽然是一种可怕

的疾病，但是不代表无法医治，市民

不必对此过分恐慌， 也不应站在道

德制高点对患者进行个人评论。

据刘水青主任介绍， 艾滋病是

由 HIV 病毒引起，这是一种能攻击

人体免疫系统的病毒， 使人体丧失

免疫功能， 易于发生各种感染性疾

病和肿瘤，疾病晚期病死率较高。曾

经， 医学界对这种疾病的确束手无

策，但是近几十年来，随着大量的研

究以及临床治疗， 医学界将该病定

义为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

“现在艾滋病是可治疗、可控

制的， 但是因为无法完全清除体内

的艾滋病病毒，目前尚不能治愈，病

毒在人体内会产生一些炎症反

应” ，刘水青主任告诉记者，临床研

究发现，如果一个人在 20 岁患上艾

滋病病毒，通过治疗控制，其寿命与

正常人相比， 只减少了 10 年左右。

在贵阳市， 一些在 2002年、2004 年

患上艾滋病的患者， 经过有效的抗

HIV治疗，目前也依然好好活着。

数据显示， 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贵州存活的艾滋病患者有

32160人， 死亡患者达到 11634 人，

新增病例 8268 人。 其中在贵阳，艾

滋病患者有 4378 例， 新增 855 例。

根据分析，在省内各地州市，感染者

以老年人、农民工居多，与其无安全

性行为有很大关系。而在贵阳，男性

同性恋在艾滋病感染者中比例较

大，达到 20%左右。

刘水青主任表示，对于 HIV 感

染者来说，越早治疗，其免疫系统越

能得到更好的恢复。在此，刘水青主

任也呼吁，一方面对待艾滋病，要早

发现早治疗， 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

中，市民也应对伴侣保持忠诚，做到

安全的性行为。

机会性感染 是艾滋病患者最大敌人

据刘水青主任介绍， 艾滋病分

为三个时期，即：急性期、无症状 HIV

感染期以及艾滋病期。

所谓急性期， 时间大约是在感

染病毒半年之内， 此时患者体内病

毒数量会出现增高， 在感染病毒 2

周之后，人体内便会出现抗体。大约

从 3 周开始，感染者即可通过检查，

确认自己是否感染病毒。 如果感染

者进行的是核酸检查， 那么大约在

感染 10天后即可查出。

无症状 HIV 感染期，也就是市民

通常所说的“潜伏期” ，大约出现在

感染病毒半年以后， 持续时间可达

到 8 至 10 年，也就是说，部分有不

安全性行为的患者， 甚至不会知道

自己究竟是如何感染的。在此期间，

感染者不会有什么特别症状出现，

体内病毒会经历一个急性期后的降

低到持续升高的过程， 其免疫力也

在不断下降。

在经历过无症状 HIV 感染期

后，便进入艾滋病期，此时患者会发

生各种指征性机会性感染和 / 或肿

瘤。刘水青主任表示，人体的免疫系

统有三大功能， 分别是针对感染的

免疫防御、 针对肿瘤的免疫监视以

及针对各类变态反应性疾病的免疫

自稳， 而艾滋病患者因为免疫能力

低，出现各种感染、肿瘤、过敏反应

等的风险增加。

以结核病为例， 一个正常人感

染结核菌后， 一生发展成结核病的

几率大约是 10%， 而艾滋病患者，每

年患上结核病的几率就达到了 10%；

而另一种名为弓形体的原虫， 常人

感染后一般不会出现任何症状，但

是艾滋病患者感染后却可生弓形体

脑病，如不及时治疗，可致死亡。

越早治疗 越能有效恢复免疫力

近几十年来， 医学界对艾滋病

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其关注度超过

其他许多病种，因此，对于艾滋病的

治疗也得到了很大提升。 刘水青主

任表示，治疗艾滋病，医学界提倡早

发现早治疗，越早治疗，患者的免疫

系统会相应地恢复得更好。

目前， 医学界对于艾滋病采用

的是“鸡尾酒疗法” ，这是一种同时

联合运用几种抗病毒药物的治疗方

法，能有效控制病毒，患者需要终身

服药。 刘水青主任表示，事实上，不

论对于哪个时期的艾滋病患者来

说， 药物对于控制体内的病毒都是

有效的。 当患者体内病毒数量降到

200 以下后，即便发生性行为，也不

会传播艾滋病毒。而现在的治疗，通

常可以帮助艾滋病患者把体内病毒

数量降到 50 以下。 因此，治疗就是

预防。

越早发现、越早治疗，其最大的

意义在于可以帮助患者有效恢复免

疫能力。在艾滋病不同时期，患者的

免疫能力是在不断降低的。 以免疫

细胞 CD4 的数量来说， 正常人体内

这种免疫细胞的数量在 700-1300

左右， 对于 CD4 在 350 以上的艾滋

病患者来说，通过治疗，其 CD4 数量

达到 500 以上 （接近正常人水平）

的概率较 CD4 在 200 以下开始治疗

的大很多。

越早治疗， 不仅对艾滋病患者

免疫系统的恢复有益，对于其家庭、

社会也有益处。 刘水青主任告诉记

者，近年来，在得到治疗后，有 100

多例艾滋病感染者甚至成功生育，

并且没有把病毒传给孩子。 在没有

得到医生干预的情况下， 艾滋病患

者进行母婴传播的几率是 20%

-30%， 但是通过医生前期的干预治

疗，或是在怀孕后马上进行治疗，其

风险会降到 2%以下。

发生高风险行为前后 记住以下补救措施

刘水青主任强调， 艾滋病的传

播途径只有三条，分别是性传播、血

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因此，与艾滋

病患者共同进食、牵手拥抱等行为，

并不会感染到艾滋病病毒。

市民除了要了解艾滋病的传播

途径之外， 更应学会在发生高风险

行为前后的急救方法。 高风险行为

主要指不安全性行为。

在发生这些高风险行为前的预

防称为暴露前预防， 通过服药可以

降低感染 HIV 的风险。 现贵阳市公

共卫生救治中心感染病一科已开展

这方面的咨询， 具体情况可到科室

门诊咨询了解。

在发生高风险行为后的预防

为暴露后预防， 市民同样可以前往

医院进行评估与检查， 通过及时服

用抗病毒药物降低自我感染风险。

服药时间越早越好，且不宜超过 72

小时。 药物可将感染风险降低 90%

左右。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 应对伴侣

保持忠诚， 发生伴侣外性行为时正

确使用避孕套， 购买避孕套时选择

正规厂家， 这些行为可以大大降低

感染风险。

刘水青，主任医师，贵阳市公共

卫生救治中心感染病一科主任。 贵

州省艾滋病诊疗质量控制中心专家

组组长。 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专家

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热带病及

寄生虫病学会艾滋病学组委员，国

家卫计委艾滋病医疗专家组成员。

《中国艾滋病性病》 杂志编委，

《AIDS》中文版编委。

2009年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

个人，2013 年全国艾滋病防治工作

先进个人。 主持或参与贵州省、贵阳

市多项艾滋病相关临床科研。 以第

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省级以上医学

杂志发表艾滋病相关文章 20 余篇。

长期工作在艾滋病临床诊疗一线，

擅长 HIV 感染病人合并机会性感

染、 机会性肿瘤和HIV相关病症的

诊治及 HIV 抗病毒治疗， 对 ART

中出现的药物毒副反应、免疫紊乱、

治疗失败、 免疫重建等有比较深入

的了解，熟悉艾滋病诊疗进展。 负责

贵州省艾滋病临床医护人员培训。

门诊时间：每周二下午、周三下午

初筛敏感性高

或出现假阳性

读者：我在 2012年 2 月做过一

次艾滋病病毒初筛，当时结果显示

是阳性， 后来我并没有做确认检

查，但是后面这 6年，我在贵阳市各

大医院做了 10次检查，结果都是阴

性。 请问我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专家刘水青： 初筛检查的敏感

性会特别高， 但是相对来说特异性

会稍低，因此会有大约 5%的几率出

现假阳性， 所以需要再做一次确认

检查， 确认是否真正感染艾滋病病

毒。从这位市民的描述来看，第一次

初筛时， 可能因为身体一些情况的

影响出现了假阳性。 一旦有HIV进

入体内，是不可能清除的，多家医院

的检查结果都是阴性， 就说明市民

并没有感染病毒，可以放心。

感染病毒 3周后

试纸才能查出

读者：我前段时间因为喝酒上

头，发生了一夜情，后来看到艾滋

病的一些报道，觉得害怕，就去网

上买试纸来自查， 结果显示是阴

性。 请问这种试纸检查准确率高

吗？

专家刘水青： 选择试纸自查，

是现在不少市民采取的一种保护

措施。 但需要注意的是，艾滋病病

毒在进入人体后，大约需要 2 周才

会产生抗体，试纸检查查的就是抗

体，而抗体数量要达到试纸能够查

出的程度，则需要 3 周以后。 也就

是说，购买试纸自查，应在发生不

安全性行为 3周之后才能查出。 如

果是在 3 周后这个时间段，并且能

保证采样正确， 那么试纸检查，一

般也是可信的。

建议这位市民如果以后一旦

有一夜情这种情况出现，还是先及

时前往医院进行评估检查，通过药

物先降低感染风险。

研发药物

任重道远

读者：前段时间看报纸说香港

大学研发了治疗艾滋病的药物，这

种药物真的有效吗？

专家刘水青： 近几十年来，医

学界对于艾滋病的研究投入了大

量心血，香港大学的研究也是其中

之一。 根据了解，该研究目前只在

动物身上进行了试验，而艾滋病病

毒在不同物种之间是不同的，因此

这个研究虽然让我们看到了曙光，

但是要运用到人体身上，还有一段

路要走。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感染病一科主任刘水青 （右）

做客本报“健康热线” ，就艾滋病的防治与市民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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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如果身上有伤口，在接触

到 HIV 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的血

液后，会被感染吗？

专家刘水青： 这要看伤口是新

伤还是陈旧性创伤。 如果是新伤，而

接触的 HIV 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

体内病毒载量比较高的话， 则有可

能被感染，但这种概率也不会很大。

如果接触到了， 可立即从伤口的近

端到远端挤出血液，并尽快清洗，然

后前往医院进行检测评估， 看是否

需要用药物来进行补救。

若是陈旧性伤口已经结痂，则

基本不会有被感染的风险。

伤口接触患者血液

会被感染 HIV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