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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艾滋病论坛会议纪要 

 

主题:   艾滋病咨询检测 

日期和时间:  2012.10.30（周二）,下午 14:00- 17:00 

地点:   UNDP 大会议室, 亮马河南路 2 号 

主办:   WHO and UNAIDS 

主席： Nicole Seguy， WHO 艾滋病小组组长  

参加人员： 来自政府(艾滋病中心，妇幼中心)、公民社会、私营企业、科研院校

和媒体的 30 余人  

 
1. 欢迎和介绍 

 
Nicole Seguy 欢迎大家参会并介绍了会议的主题。艾滋病咨询检测 (HTC) 对扩大治疗和

为感染者提供服务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在艾滋病咨询检测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

仍然面临着挑战。本次论坛的目的是： 

(1) 分享全球咨询检测的经验； 

(2) 报告中国咨询检测的进展，包括在预防母婴传播和在社区中的应用; 

(3) 为各方关于中国开展检测咨询问题提供讨论的平台。 

Nicole 按照日程主持会议。 

 

2. 报告 

报告 1:  艾滋病咨询检测的进展 

熊燃, 综合干预室, 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 CDC  

要点: 

 在过去几年中，艾滋病的咨询检测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接受检测人数从 2008 年

的 4500 万增加到 2011 年的 8400 万; 

 县级以上的医疗机构提供艾滋病检测的覆盖率较高，现在的目标是提高乡镇医院的

检测覆盖率； 

 医疗机构检测出阳性病例的比例逐年升高; 

 根据各地区的疫情制定检测策略，注重高流行地区的需求； 

 完发现感染者的比例较高，并逐年增加，2011 年大约在 30%左右; 

 在各类 VCT 门诊中，MSM 门诊发现感染的比例高于其他门诊，并且在 2008 年后

逐年上升； 

 扩大检测的政策包括加强由医护人员提供的咨询检测，以及加强对高危人群的检

测。建议对流行较严重的省份和高危人群开展早期检测。  

 

问答: 

 绝大多数艾滋病筛查是匿名的，发现阳性后的确认实验是实名的； 

 晚发现的标准是 CD4 小于 350, 或者出现症状可以诊断为艾滋病病人； 

 目前国家还没有关于扩大艾滋病检测的成本效益分析； 

 社会组织参与检测至关重要。CBO 是 CDC 的很好的补充，政府应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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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2:  预防母婴传播项目在孕妇中进行咨询检测的进展 

王芳，妇幼中心，中国 CDC 

要点: 

 2012 孕产妇艾滋病检测率为 85%及以上; 梅毒 75% 及以上。实现这些目标与尽早

检测直接相关; 

 孕期的艾滋病咨询检测室 PMTCT 的主要措施和组成部分; 

 在国家的项目点，艾滋病检测已经和梅毒、乙肝检测整合，在孕产妇第一次产前检

查时进行检测；强烈建议采用快速检测方法； 

 国家 PMTCT 项目（中央财政支持）始于 2001 年，现已扩展到全国 1156 个县；  

 截止到 2011 年底, 国家项目点上，累计检测的孕产妇达 2570 万, 2011 年当年超过 

900 万; 孕产妇中艾滋病检测率为 86.2%; 

 孕产妇接受抗病毒治疗或预防的比例逐渐增加，而且用药时间提前，艾滋病母婴传

播率下降；  

 配偶检测也取得了一定成绩，最新结果显示，感染艾滋病孕产妇配偶检测率达
70%; 

 问题与挑战包括: a) 免费艾滋病检测尚未覆盖全国, 主动求寻的比例极低；b) 提供

检测人员的能力有待提高; c) 加强后勤保障和管理；d) 加强多部门合作。 

 

问答: 

 调查显示大约 20% 的孕产妇不愿意或认为没有必要进行检测，说明艾滋病咨询的

质量还有待提高; 

 国家为消除母婴阻断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尽管非常有必要对全国的接受产前检

查的孕产妇规模进行估计，但是目前还只能仅限于国家项目点。 

 NCMCH 目前对中晚期检测的比例没有统计。 

 

报告 3:  MSM 社区组织开展快速检测的经验和教训 

嘎嘎, 天津深蓝工作组 

要点: 

 这项评估由中国男同论坛负责，回顾了近年来由 MSM 社区组织开展的艾滋病快速

检测的情况；  

 报告的内容包括：快速检测的背景、男同论坛开展评估项目的背景情况、调查结

果、影响快检服务推广的因素，以及建议。具体内容见附件。 

 

问答: 

 在 12 个被评估的小组中，有 10 使用了指尖血的快检方式，2 个使用了唾液。没有

歧视的病例报告; 

 根据评估结果，估计的快检单位价格出入很大，从 90-770 元不等。这与当地的经

济发展水平和参加快检的规模有关。可接受的价格大约为 100-150 元, 包括管理费

用；  

 咨询是艾滋病检测服务非常重要的环节，快检同样非常重视咨询。咨询有可能改变

MSM 的行为，例如天津深蓝小组不仅在检测前后提供咨询，同时在检测中提供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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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这样有助于缓解 MSM 对检测的恐惧感; 

 被评估的小组中，快速检测时间（包括咨询），对阴性结果来说大约需要 45 分

钟，阳性结果时间更长;  

 该项评估由于没有 MSM 的人群规模数，故很难全面了解 MSM 中快检的覆盖率，

同样，也缺乏 MSM 检测频率的数据。嘎嘎会在报告中补充有关评估样本中检测阳

性率的数据。  

 

报告 4:  在艾滋病集中流行地区如何提供检测服务 

  张岚, WHO 

要点: 

 扩大快检和早期抗病毒治疗对 2015 年实现零新发感染的目标至关重要； 

 亚太地区艾滋病检测数明显增长，但任面临挑战，例如检测晚、与治疗联系不紧

密、高危人群检测率低，以及 50%的感染者仍然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 

 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制定了快检的使用指南，但是仍存在地域的局限性，而且应

该专门为集中流行的国家制定相应的指南。评估快检的指标应该是发现了阳性感染

者数，而不是检测数； 

 在集中流行地区扩大艾滋病咨询检测的挑战包括高危人群中的需求量低，以及为高

危人群提供的服务有限; 

 艾滋病检测始于 1985 年, 近年来从谨慎开展发展到急需开展。WHO 制定了艾滋病

咨询检测的策略，以提高集中流行地区和低流行地区的覆盖率；   

 扩大艾滋病咨询检测策略包括：增加检测方式和地点、简化检测程序、多次检测并

与其他检测相结合等。建议有多种检测方式，包括医护人员主动提供的和主动求

寻，最重要的是积极推动咨询检测，而不是被动检测； 

 WHO 最近对国内外的检测指南、工具和培训资料进行了一次回顾调查，结果显示

a) 没有清晰地提出高危人群的常规检测和检测频率；b) 经常提到配偶告知；c) 没

有结合结核的症状评估；d) 在最近的资料中没有提出早期抗病毒治疗的优越性; e) 

没有显示在减少单阳家庭感染方面的信息； 

 强烈建议扩大开展以社区组织为基础的检测。其他建议包括制定政策，加强高危人

群检测、提高咨询检测的质量、将咨询检测和早期抗病毒治疗纳入给 MSM 的宣传

资料中。 

 

3.   讨论  

 

与会者就如何在重点人群和孕妇中推广咨询检测，以及社区组织参与的问题展开讨

论。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应该加强社区组织参与艾滋病咨询检测工作； 

 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主要目的是多发现和早发现。目前，晚发现的比例约 30%, 但是

在监管场所中的比例较低，只有 8%。因此，应认真分析原因，调整政策，特别是

在医疗机构中。医疗机构，包括医院，在感染者发现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要

想早发现感染者还需要依赖于社区组织的参与; 

 很多集中流行地区的经验证明，在艾滋病预防中，社区组织的参与式有效的。但是

困难的是如何动员高危人群接受检测，因此，除了鼓励社区组织参与之外，还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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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社区组织的任务和职责，这一点非常重要; 

 医院应该加强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并且邀请社区组织参与到他们的预防工作中。

NCAIDS 已经建议县级以上医院的医生鼓励高危人群在第一次就诊时接受检测，同

时乡镇和村级的医生也要提高意识，动员检测； 

 应该建立包括居委会在内的社区工作网络，扩大检测，而不仅仅是依赖医院或医疗

诊所；  

 应该更加关注职业暴露和保密的问题，这样会有助于扩大检测。 

 

4.   总结 

Nicole 总结，我们认为有必要扩大艾滋病咨询检测，但我们更应该关注服务的质量，制定

关于如何实施的政策。毋庸置疑，联合国机构愿意并将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包括开发指

南和提供培训。不仅中国办公室可以提供技术支持，国外的办公室也同样可以。 

Nicole 感谢所有报告者和参会人员，并结束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