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技术公报系列

MSMGF 技术公报系列  HIV 诊断技术和进步  |  1  

什么是 HIV 诊断技术？
HIV 诊断技术指的是 HIV 检测技术和更广泛的一套用来衡
量 HIV 对 HIV 携带者（PLHIV）健康的影响诊断工具。 

HIV 检测指的是用于确定人体内是否存在 HIV 病毒的工具
和技术。 不同的检测方法试图识别和/或测量人体内不同的 
HIV 相关分子，例如 HIV 抗体、病毒抗原或者病毒 RNA。 
最常用来检测是否携带病毒的体液是血液和口腔液体。 

更广泛的 HIV 诊断领域也包括进行检测，以监控 PLHIV 的
健康情况，包括免疫系统的功能、以及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
有效性。 在这些诊断检测中，用来衡量 CD4 统计值和病毒
载量的检测是最常用的检测。 这些技术对确定何时启动治
疗以及何时调整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至关重要。 同时还可以
有效地监控社群病毒载量（参见病毒载量）。

HIV 检测： 灵敏性和特异
性
不同检测方式精确检测 HIV 的能力取决于灵敏性和特异性的
综合。 检测的灵敏性是指实际受感染的个体的阳性结果百分
比。 百分比越高，检测灵敏性越大；100% 灵敏性检测不会
产生假阴性检测结果。 检测的特异性指的是 HIV 阴性个体
间阴性结果的百分比。 百分比越高，检测越特异；100% 特
异检测不会产生假阳性检测结果。 

假阳性和假阴性都可能造成不良后果。 假阳性可令人痛苦，
但通常会通过确认检测快速确认出。 另一方面，假阴性无
需确认检测，在个体下一次接受检测之前有可能不会被注意
到，使得病毒有机会在不知不觉中传播。1 

HIV 诊断技术和进步

HIV 检测的类型 
多年来，已经开发出多种不同的 HIV 检测类型。 每种类型
都有自己的特殊性，并且在不用情况下使用。 可以按两种
方式分组： 依照在体液中搜寻的分子（HIV 抗原、HIV 核
酸或 HIV 抗体），或者依照检测程序（血液检查、口服检
测）所用的体液。

抗体检测

HIV 抗体检测旨在检测到免疫系统对 HIV 感染反应所产生
的抗体。 抗体检测示例包括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和
免疫印迹试验。 ELISA 有着高灵敏性，因此 ELISA 的阴性结
果通常便足以排除 HIV 感染。 当 ELISA 生产阳性结果时，
通常可以用免疫印迹试验来确认，这一试验有着极高的特异
性。

HIV 抗体检测可靠度高，且成本相对低廉。 因此，它们是
众多成年个体人群中最常用的 HIV 检测选择。

基于核酸的检测（NAT）

基于核酸的检测（NAT）也称为 NAAT（核酸扩增检测），
它捕获 HIV 的 RNA 部分并且将其放大，以方便病毒的检测。 
由于 NAT 检测的灵敏性极高，因此窗口期短暂但是假阳性却
很常见。 必须尽快用 HIV 抗体标准试验来确认阳性结果。 

由于成本高，因此通常不采用 NAT 检测，并且用这种方式
大规模地在人群中进行检测的性价比也不高。 NAT 最常用
于新生儿和血库中的 HIV 检测。 NAT 检测偶尔用于诊断原
发或近期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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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检测

抗原检测会检测是否存在名为 p24 的蛋白质，这种蛋白质会
帮助 HIV 蛋白质外壳的生成。 抗原检测具有 100% 特异性，
但其灵敏度低，为 89%，这意味着它们不会产生假阳性，而
是会产生一些假阴性。 这种低灵敏度源于 p24 抗原只能在短
时期内被检测到，即在感染后 2 周到感染后 2-3 个月内免疫
系统产生 HIV 抗体这段时间之内2，此后 p24 抗原和 HIV 抗
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会使得检测不再有反应。3阴性结果并不
能排除感染，而阳性结果则需要用免疫印迹试验来确认。 

可以用抗原检测在血库筛查时确定急性传染病例，并且诊断
新生儿中的感染。4,5但是，自从如 NAT 检测等更为有效的
技术被开发出来后，抗原检测已经停止使用。

第四代 HIV 检测

第四代检测结合了多种技术，以便识别 p24 抗原和 HIV 抗
体。 这种组合，也称为 HIV 联合检测，其灵敏性为 73.7%，
特异性为 99.8%。6第四代检测有可能缩短窗口期，并且在原
发感染期间检测是否存在 HIV。 由于在低社群 HIV 发生率
的环境中，这种检测的性价比不高，因此未得到广泛采用。7

尽管在高发生率环境下性价比会提高，但是在大多数高发生
率国家中，检测大量人所需的初始投资仍然过高。 

HIV 检测的局限性
HIV 诊断试验最大的局限性指的是窗口期以及与体液中存在
其他分子发生的交叉反应。

窗口期 

术语“窗口期”指的是从初期 HIV 感染到诊断试验能够检
测出感染的这段时间。8每种类型的检测都有不同的窗口
期。 对于使用最广泛的抗体检测来说，窗口期可介于一到
六个月之间。 但是，普遍认可的是 97% 的感染者会在感染
后三个月内产生抗体，结束窗口期。 对于核酸检测和抗原
检测来说，窗口期可缩短至 2 周。 即便无法在窗口期检测到 
HIV 感染，携带 HIV 的人仍有可能将病毒传播给他人。

交叉反应

交叉反应是与体液中其他分子交互作用产生的假阳性结果。 
交叉反应有可能出现在含有高丙种球蛋白血症、最近注射过
乙型肝炎或流感病毒疫苗，以及抗体与 HIV 抗体有相似特
征（例如其他传染介质产生的抗体）的人中间。 怀孕也可
以产生假阳性，这是由于与正常胎盘中存在的类似于 HIV 
抗原的分子起交叉反应。 

床旁检测（快速检测）
床旁检测，或者快速检测能够在传统的实验室环境之外进
行。 可以由咨询师在诊察室、在医院的患者床前，甚至在
患者家中进行床旁检测。

快速检测的假阳性比例较低，但是仍然需要用免疫印迹试验
来确认阳性结果。 此外，快速检测灵敏度不是太高，因此
阴性结果不能绝对排除 HIV 感染。 快速检测旨在通过缩短
完成一次检测所花费的时间，并且无需在日后返回领取检测
结果，从而降低对 HIV 检测的障碍。 快速检测也可降低进
行检测所需的技术水平，使得大范围人群、以及资源受限环
境、农村地区及其他恶劣场所中的人群更容易获得 HIV 检
测。 

非处方检测（OTC）
非处方检测（OTC）是指 HIV 检测包，可以在药房中买到
并且在自己家中私密地进行。 

OraSure Technologies 开发出来的 OraQuick HIV 检测首开先
河，也是当前准许分销的唯一一种 OTC 检测。 该检测采
用口腔棉签，在 30 分钟的时间内检测口腔液体中的 HIV 抗
体。 该检测使用简单，结果易于读取，一条红线表示阴性
结果，两条红线表示阳性结果。 无红线表示检测不正确，
必须用新的检测包再次检测。 目前网上售价为 $40 美元。9

作为一种检测方式，OTC 检测分别存在许多优点和缺点。 
能够在自己家中秘密进行，有助于确保保密性和匿名，可以
提高那些由于耻辱感、歧视或者由于卫生保健环境中无法保
密而拒绝检测的个体间的检测率。10OraSure 的临床试验显
示，该检测的灵敏性为 93%，低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建议的 95%。 这一准确性的下降被认为是源于未经
培训的个体在家中自我实施而不是由经过培训的专业护理人
员实施而导致的人为误差。 



MSMGF 技术公报系列  HIV 诊断技术和进步  |  3  

在卫生保健环境之外进行检测也对咨询和检测步骤的咨询和
转诊因素提出了质疑，这些对降低风险行为，缓和阳性检测
结果的心理冲击，并且让检测阳性结果者接受必要的后续服
务起着重要作用。 最后，许多 HIV 感染风险最高的人有可
能由于成本过高而不使用。

尽管准确性较低，并且对咨询、转诊和成本提出了质疑，
但是美国食品医药管理局仍然在 2012 年 7 月批准了 Ora-
Quick 检测，理由是预期 OTC 检测选择能带来公共卫生效
果。11通过提高检测和诊断，预计可以提高早期接受治疗
的比率。 这可以改善 HIV 携带者的健康状况，并且通过
降低社群病毒载量来防止新感染。 美国食品医药管理局估
计，OraQuick 每年可在美国确定 45  000  例新增 HIV 感染，
并有助于每年预防 4000 例新增感染。 

由于 MSM 受 HIV 影响的比例相当高，并且通常会在卫生保
健环境中遭遇恐同性恋者，因此 OTC 检测有可能会提高男
同性恋者之间的个体和社群级检测。 由于在自己家中秘密
进行，而没有面对卫生保健人员的烦扰或者不专业的行为，
因此男同性恋者及其他 MSM 会感到更加舒服。 

尽管有潜在的优势，但是采用 OraQuick OTC 获得假阴性结
果的频率对男同性恋者及其他 MSM 仍然是一个问题。 假阴
性有可能导致行为抑制解除，并且造成未来伴侣的潜在暴
露。12 需要进行培训以便让 MSM 认识到这一检测方法的优
点和局限性，并增加宣传和资源，以帮助确保男同性恋者及
其他 MSM 可以获取 HIV 治疗和护理。 

HIV 治疗和护理中的诊断
技术 
除了 HIV 检测之外，诊断技术还可以用于 PLHIV 的治疗和
护理。 与临床 HIV 感染管理有关的诊断包括监控 CD4 值和
病毒载量的各种检测。 采用这些诊断就是否开始治疗做出
决定，决定病状的预断，并且评估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方式的
效力。 这一点很重要，不但可改善治疗个体的健康状况，
而且还能够监控社群病毒载量。 

CD4 值

采用 CD4 检测来测量血液中的 CD4 T 细胞数量。 确定人
体的 CD4 T 细胞统计值有助于医生评估免疫系统的损坏情
况，并且决定何时开始治疗。 CD4 检测通常在初次诊断后
不久进行，然后每 3 到 6 个月定期进行一次，直至开始治
疗，在治疗开始后每 6 个月进行一次。 

世界卫生组织（WHO） 2010 年就成年和青少年中感染 HIV 
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在指导方针中给出建议，当 CD4 值降
至 350 以下时，开始进行治疗。13决定将治疗启动阈值提高
到 350（原来版本的指导方针采用 200 阈值）是根据临床试
验显示，更早开始治疗，患者的预后更好并且 AIDS 进展放
缓。14 最近的研究证实，更早开始治疗可降低死亡率，并
且预后更佳。15尽管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会尽量遵照 WHO 
2010 的指导方针，然而由于成本约束，某些国家会继续等待 
CD4 值降至 200 下才开始治疗。 反之，其他国家的医生也可
以决定更早开始治疗，可以在 CD4 值高达 500 的时候。

通常用 CD4 值来决定防止机会致病菌感染而采取的预防措
施。 例如，低于 200 CD4 值表示需要开始进行复方增效磺胺
预防肺孢子虫病。16CD4 检测也用来评估治疗的效果： CD4 
值增大是当前疗法起效的标志；相反，当 CD4 值仍保持低
位或者继续降低时，医生可以确定治疗失败并且转而采用其
他药物疗法对患者进行治疗。17 

病毒载量（VL）

病毒载量定量试验确定着每毫升血液中 HIV 的复制量。 标
准化的病毒载量类别测量可定义为：

•	 高 VL （>100,000 copies/mL） 

•	 抑制的 VL（其中≤200 copies/mL）/非抑制（>200 
copies/mL）

•	 不可检测的 VL（≤50 copies/mL）18

采用 VL 检测来监控 HIV 感染和潜在的 AIDS 进度。 这一监
控过程可帮助医生决定某人何时开始治疗，但这一决定主
要依赖 CD4 检测。 VL 检测还有助于通过检测治疗中患者的
病毒载量增加量来评估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效用并确定耐药
性。 

开始治疗后，HIV 的复制量可降至 50/mL 以下，即病毒检测
的测试阈值。 这一“不可检测的病毒载量”并不意味着病
毒已根除。 但是不可检测的 VL 与更好的预后、AIDS 进展
放缓、病毒传播风险降低以及寿命延长有着直接关联。19要
求在诊断不久之后、治疗前每 6 个月以及治疗开始后一个月
内进行 VL 检测，以便评估所选定的治疗方法的效力。

在社群层面，VL 检测的应用更加广泛。 社群病毒载量
（CVL）指的是某一社群内的病毒数量。 通过社群内成员
的 VL 总和，CVL 可表示一群人中的疾病发展。20特定群组
的 CVL 对评估干预有效性有所帮助，诸如预防活动或者
检测倡议，以及评估“每次行为传播风险”（与具有较高 
CVL 的社群中与未知伴侣进行的一次无保护性行为其 CVL 
更高）。21,22了解 CVL 对努力加强社群级认知并且制定社群
级 HIV 干预策略和方案特别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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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简化实施所需的技术可有利于 HIV 诊断，从而提高接受检
测的患者数量以及 HIV 确诊病例的数量。 家庭检测等新方
式的出现代表着在 MSM 中解决 HIV 问题上出现新的重要转
机。 但是，由于技术会继续发展，我们必须确保这些实施
策略考虑到最近的科学进展以及社群最迫切的需求以便新技
术能够与这些周密的实施策略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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