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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与艾滋病常识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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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什么是 HIV（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 AIDS（免疫缺陷综

合征）？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是一种感染人类免疫细胞（尤其是 CD4+ T 细胞）的病毒。HIV

病毒利用这些免疫细胞作为宿主细胞在其中复制繁殖产生更多病毒。  经历过数次复制

后,  大量的病毒从死亡后裂解的免疫细胞中被释放出来。  在 HIV 感染的后期,  宿主体内

包括 CD4+  T 细胞在内的许多免疫细胞数量降到相当低的程度，使得我们机体免疫系统

中最重要的免疫应答机制——细胞免疫无法有效运作，此时宿主发展到 HIV 感染的最终

阶段——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发展到 AIDS 阶段的病人体内的免疫系统无法有效的

抵抗病毒或细菌感染，一场轻微的感冒就可以夺走感染者的生命。 

II. HIV怎样对身体造成伤害？ 

由数十种免疫细胞组成的免疫系统就像是我们身体的防卫

系统。  这些免疫细胞使我们免于各类细菌和病毒感染的侵

袭。  而一旦免疫系统无法有效运作，机体也就失去了抵抗

感染的能力。因此 HIV病毒本身不会导致机体的直接死亡，

而是摧毁身体的防卫系统，使得其他细菌和病毒得以长驱

直入，摧毁机体组织，最终导致死亡。 

此外，正常情况下的免疫系统可以消灭掉机体内每天变异产

生的肿瘤细胞。因此，受 HIV 感染而无法正常运作的机体将

面临更高概率的肿瘤风险。 

总结起来，HIV 虽然不会直接导致宿主的死亡，但会通过影响乃至摧毁身体的免疫系统

从而使得机体处于对轻微感染和变异肿瘤细胞失去抵抗力的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所提的所有风险都是基于感染者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的前提。现阶段

(Source: 

wheelerschool.libguid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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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界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治疗手段足以中断 HIV 病毒在体内的复制，从而防止其对身体

免疫系统的伤害。  (参考  如何治疗 HIV) 

III. 怎样会感染 HIV？ 

虽然至今科学界和医学界有无数专家花费数十年和数百亿资金仍没能彻底治愈 HIV 感

染，但 HIV 病毒本身在体外生存能力却相当弱。因此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诸如共用浴缸、

毛巾、餐具、床具或握手、拥抱之类的日常接触会传染 HIV。因此请不要惮于给 HIV

感染者一个微笑：） 

目前研究显示，唯一感染 HIV 的途径是使得身体受损的黏膜组织（如直肠、阴道、阴

茎尿道和口腔）或血管直接曝露于携带 HIV 病毒的体液。 

目前在美国: 

1. 最常见的 HIV 感染途径： 

a. 在没有正确使用保护措施，例如安全套、预防或治疗 HIV 的药物，的

情况下与 HIV 携带者发生阴道或肛门性交。 

 与正在接受治疗且达到病毒抑制状态  (又称 HIV undetectable, 

参见  如何治疗 HIV)  的 HIV 携带者发生（即使是无保护的）肛

门或阴道性行为感染 HIV 的概率非常小。 

b. 与 HIV 携带者共用针头、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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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www.doc‐advice.com) 

2. 不常见的 HIV 感染途径 

a. 怀孕、分娩、哺乳过程中的母婴传播。不过如今医生已经可以成功帮

助携带HIV病毒的女性顺利怀孕和分娩而不将HIV病毒传播给她们的

婴儿。 

b. 偶然被受 HIV 病毒污染的针头或其他尖锐物品刺伤。这主要是医疗行

业从业人员所面临的风险。 

3. 极不常见的 HIV 传染途径 

a. 口交。 即使没有任何保护措施，HIV 病毒也很难经由口交的途径传播。 

但理论上而言，HIV 感染者如果在口腔有出血或溃疡的伴侣口中射精

那么他的伴侣仍有可能感染 HIV。 

b. 医疗服务。虽然很不常见但接受输血或器官移植也可能导致 HIV 感染。 

c. 破损的皮肤或伤口处的物理接触。除非皮肤上有破损或开放性伤口，

否则即使直接接触携带 HIV 病毒的体液或物品也没有感染的风险。 

d. 深吻。如果接吻的双方口腔内都有溃疡或出血的话则存在感染的风险。

但是 HIV 不会通过唾液传播，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与 HIV 携带者接吻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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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导致感染。 

 

(Source: www.avert.org) 

IV. 如何诊断 HIV感染？ 

请记住：性行为后数天内出现的发烧、咳嗽、红疹或者其他任何症状都并不必然是

HIV 感染的症状！另一方面感染后数年内可能都不会出现相关的症状。因此在发现

发烧等症状并因此怀疑自己感染 HIV 时请不要慌乱，此外在发生危险性行为后无论

是否出现症状都请立即寻求专业医务人员的意见和帮助。 

在感染 HIV 后，我们的机体会逐渐开始产生免疫应答，分泌抗体并试图清除侵入体

内的病毒。抗体是免疫细胞分泌的一类有特殊结构的蛋白质。每种抗体都可以与一

种或特定的几种抗原发生免疫反应。抗原包括细菌、病毒以及其他任何非机体自身

产生的物质。因此抗 HIV 特异抗体只会在身体受到 HIV 感染时出现在血液中。因此

通过检测体内的 HIV 抗体我们就可以诊断机体是否受到 HIV 感染。 

有数种快速检测可用于血液或唾液检测，检测结果可以在 30 分钟内获得。为了避免

出现假阴性导致漏检，这些检测方法通常被设计得非常敏感，以至于可能出现假阳

性。因此快速检测的任何阳性结果都需要进一步的确证实验。与确证实验相对的，

第一步的快速检测又被称为 HIV 初筛实验。 

确证实验通过检测抗体或病毒本身的方式检测机体的 HIV 感染。确证实验的阳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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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 HIV 的最终诊断。   

窗口期指的是机体在感染 HIV 后到快速检测能给出阳性结果之间的一段时间。在这

期间内快速检测无法检测到身体被 HIV 感染。现在的第四代免疫检测方法的窗口期

是四周。因此在危险性行为发生四周后快速检测的阴性结果可以被视为机体在四周

前没有感染 HIV 的确证诊断。 

在美国全国有大量提供保密或匿名的快速 HIV检测，其中有许多都提供免费或低收

费服务。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报告，在美国每 5 个感染 HIV的亚裔中有一个以上对

自己的感染并不知情。感染 HIV 后尽快诊断和治疗对健康十分重要。你可在下面的

网站找到你附近提供 HIV 检测的诊所或组织： 

https://www.aids.gov/hiv‐aids‐basics/prevention/hiv‐testing/hiv‐test‐locations/   

V. 如何治疗 HIV？ 

至今 HIV 仍然无法被治愈。  但已经有许多药物可以有效控制病毒的复制，使 HIV 感

染变成像高血压或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疾病。事实上，如今 HIV 的治疗要比高血压或

糖尿病轻松许多。 

治疗 HIV 的疗法称为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又称鸡尾酒疗法）。这种疗法通过使用多种

药物组合来阻止 HIV 在体内的复制，从而达到降低病毒在体内的数量的目的。血液

内 HIV 病毒的数量被称为病毒载量。降低病载使得机体免疫系统有时间得以恢复从

而能抵抗其他感染和肿瘤细胞。   

目前共有六类超过 25 种通过审批的药物。其中一些药物组合在一粒试剂中出售。  这

些不同类型的药物通过作用在 HIV 复制的不同阶段实现阻断其复制的过程。HIV 药

物也可能造成一些副作用并可能不适用于某些特殊的健康状况。因此在与你的医生

讨论治疗方案时请务必告知他/她你的全部健康状况。 

VI. 安全性生活 

a. 了解自己的感染状态。  在感染 HIV的最初

(Source: www.fd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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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内机体可能不会表现出任何症状。但一旦开始出现症状，即可能已经进入

了艾滋病阶段，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状态。因此所有性活跃人群都应该考虑定

期检测。了解自己的感染状态，即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你的性伴侣负责。 

b. 正确使用安全套。安全套是性行为中最安全的保护措施之一。至今为止没有案

例显示正确使用安全套仍会有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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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了解并与你的医生讨论 PEP 和 PrEP   

 

(Source: www.hivsupport.co.za) 

暴露后预防药（Post‐exposure prophylaxis, PEP）如果在机体暴露于 HIV 病毒后三

天内服用可以帮助机体免于 HIV 感染。因此一旦你怀疑自己可能感染了 HIV 请

不要犹豫立即寻求医生的建议并与其讨论是否有必要服用 PEP 药物。 

暴露前预防药（Pre‐exposure  prophylaxis,  PrEP）是一种如果每日服用可以预防

HIV 感染的药物。  PrEP  是一种非常强效的预防工具，即使体液直接暴露于 HIV

病毒也能有效预防 HIV感染。 

 

VII. 参考资料 

1.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 https://www.aids.gov   

2.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www.cdc.gov/hiv/ 

3. Ryan White HIV/AIDS program: http://hab.hrsa.gov/abouthab/aboutprogram.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