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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目的院探讨江苏男男性行为人群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渊匀陨灾冤感染的潜伏期及其影响因素遥 方法院采用双向性队列研究袁

选择江苏省南京和镇江两市有明确 匀陨灾 感染时间尧经男男性接触途径感染艾滋病渊粤陨阅杂冤的病例袁应用 运葬责造葬灶鄄酝藻蚤藻则 乘积极限
法计算潜伏期袁用 悦韵载 回归模型探讨 粤陨阅杂 发病的影响因素遥 结果院本次调查观察到男男性行为人群 匀陨灾 感染者的平均潜伏期

为渊源远援员圆怨 依 圆援苑怨缘冤个月袁怨缘豫可信区间为 源园援远缘员耀缘员援远园远 个月袁多因素 悦韵载 回归分析显示袁基线 悦阅源尧半年 悦阅源 值较高是延迟

进入 粤陨阅杂 发病期的保护因素遥 结论院江苏省男男性行为人群潜伏期短于国内外既往文献报道经其他途径传播的 粤陨阅杂 潜伏期袁

建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对男男性行为人群提供相应的卫生服务袁通过早期治疗袁延长其生存时间袁提高生存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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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 泽贼怎凿赠 燥灶 贼澡藻 匀陨灾 蚤灶糟怎遭葬贼蚤燥灶 责藻则蚤燥凿 葬灶凿 蚤贼泽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泽 葬皂燥灶早 酝杂酝 燥枣 允蚤葬灶早泽怎

再藻 蕴怎员袁载怎 匝蚤灶早圆袁再葬灶早 酝藻灶早皂藻灶早员袁允蚤 阅燥灶早躁蚤灶早圆袁再葬灶早 悦澡怎葬灶噪怎灶圆袁再葬灶 匀燥灶早躁蚤灶早猿袁蕴蚤 允蚤葬灶躁怎灶猿袁云怎 郧藻灶早枣藻灶早猿袁
匀怎葬灶 载蚤责蚤灶早猿袁再葬灶早 匀葬蚤贼葬燥员袁猿鄢
渊员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耘责蚤凿藻皂蚤燥造燥早赠 葬灶凿 匀藻葬造贼澡 杂贼葬贼蚤泽贼蚤糟泽袁悦燥造造藻早藻 燥枣 孕怎遭造蚤糟 匀藻葬造贼澡袁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曰

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耘责蚤凿藻皂蚤燥造燥早赠 葬灶凿 匀藻葬造贼澡 杂贼葬贼蚤泽贼蚤糟泽袁悦燥造造藻早藻 燥枣 孕怎遭造蚤糟 匀藻葬造贼澡袁杂燥怎贼澡藻葬泽贼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怨曰猿悦藻灶贼藻则 枣燥则 阅蚤泽藻葬泽藻 悦燥灶贼则燥造 葬灶凿 孕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蚤灶 允蚤葬灶早泽怎 孕则燥增蚤灶糟藻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圆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藻曾责造燥则藻 贼澡藻 蚤灶糟怎遭葬贼蚤燥灶 责藻则蚤燥凿 葬灶凿 贼澡藻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泽 燥枣 匀陨灾 蚤灶枣藻糟贼蚤燥灶 葬皂燥灶早 皂藻灶 憎澡燥 澡葬增藻 泽藻曾 憎蚤贼澡

皂藻灶渊酝杂酝冤 蚤灶 允蚤葬灶早泽怎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粤灶 葬皂遭蚤泽责藻糟贼蚤增藻 糟燥澡燥则贼 泽贼怎凿赠 憎葬泽 糟燥灶凿怎糟贼藻凿 贼燥 糟燥造造藻糟贼 葬 匀陨灾 蚤灶枣藻糟贼蚤燥灶 葬灶凿 粤陨阅杂 糟葬泽藻泽 蚤灶 贼憎燥 糟蚤贼蚤藻泽 蚤灶
允蚤葬灶早泽怎 孕则燥增蚤灶糟藻 憎蚤贼澡 糟藻则贼葬蚤灶 贼蚤皂藻 皂葬则噪 燥枣 蚤灶枣藻糟贼藻凿 葬灶凿 燥灶泽藻贼援 栽澡藻 葬增藻则葬早藻 蚤灶糟怎遭葬贼蚤燥灶 责藻则蚤燥凿 憎葬泽 糟葬造糟怎造葬贼藻凿 遭赠 运葬责造葬灶鄄酝藻蚤藻则 责则燥凿怎糟贼鄄

造蚤皂蚤贼藻凿 皂藻贼澡燥凿援 悦燥曾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皂燥凿藻造 憎葬泽 怎泽藻凿 贼燥 藻曾责造燥则藻 贼澡藻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泽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栽澡藻 葬增藻则葬早藻 蚤灶糟怎遭葬贼蚤燥灶 责藻则蚤燥凿 燥枣 匀陨灾

蚤灶枣藻糟贼蚤燥灶 憎葬泽渊源远援员圆怨 依 圆援苑怨缘冤 皂燥灶贼澡泽袁怨缘豫悦陨 憎葬泽 源园援远缘员鄄缘员援远园远 皂燥灶贼澡泽袁葬皂燥灶早 酝杂酝 憎蚤贼澡 匀陨灾 辕 粤陨阅杂 贼澡则燥怎早澡 澡燥皂燥泽藻曾怎葬造 贼则葬灶泽皂蚤泽泽蚤燥灶

蚤灶 允蚤葬灶早泽怎援 悦韵载 责则燥责燥则贼蚤燥灶葬造 澡葬扎葬则凿泽 则藻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皂燥凿藻造 泽澡燥憎藻凿 贼澡葬贼 澡蚤早澡藻则 悦阅源 糟燥怎灶贼泽 葬贼 遭葬泽藻造蚤灶藻 葬灶凿 远 皂燥灶贼澡泽 葬枣贼藻则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憎藻则藻 贼澡藻
责则燥贼藻糟贼蚤增藻 枣葬糟贼燥则泽 燥枣 蚤灶糟怎遭葬贼蚤燥灶 责藻则蚤燥凿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陨灶糟怎遭葬贼蚤燥灶 责藻则蚤燥凿 燥枣 澡燥皂燥泽藻曾怎葬造 贼则葬灶泽皂蚤泽泽蚤燥灶 粤陨阅杂 皂葬赠 遭藻 造燥憎藻则 贼澡葬灶 贼澡葬贼 燥枣 燥贼澡藻则
责则藻增蚤燥怎泽造赠 则藻责燥则贼藻凿 凿葬贼葬援 栽澡藻 责则藻泽藻灶贼 泽贼怎凿赠 泽怎早早藻泽贼藻凿 贼澡葬贼 蚤贼 憎葬泽 蚤皂责燥则贼葬灶贼 枣燥则 责怎遭造蚤糟 澡葬造贼澡 泽藻则增蚤糟藻 蚤灶泽贼蚤贼怎贼藻泽 贼燥 责则燥增蚤凿藻 责则燥责藻则 泽藻则增蚤糟藻 枣燥则
贼澡藻 藻葬则造赠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燥枣 酝杂酝 蚤灶枣藻糟贼燥则泽 贼燥 责则燥造燥灶早 贼澡藻蚤则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 贼蚤皂藻 葬灶凿 贼燥 蚤皂责则燥增藻 贼澡藻蚤则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 择怎葬造蚤贼赠援

咱Key words暂 粤陨阅杂曰蚤灶糟怎遭葬贼蚤燥灶 责藻则蚤燥凿曰葬皂遭蚤泽责藻糟贼蚤增藻 糟燥澡燥则贼 泽贼怎凿赠曰皂藻灶 憎澡燥 澡葬增藻 泽藻曾 憎蚤贼澡 皂藻灶渊酝杂酝冤曰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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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 渊葬糟择怎蚤则藻凿 蚤皂皂怎灶藻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 泽赠灶凿则燥皂藻袁
粤陨阅杂冤的疾病病程一般分为 猿 个阶段院原发感染期尧
感染中期渊潜伏期冤尧艾滋病期咱员暂遥 其中袁潜伏期是一
咱基金项目暂

江苏省医学重点人才渊砸悦圆园员员园愿苑袁砸悦圆园员员园愿远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赠澡贼岳躁泽糟凿糟援糟灶

鄢

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阶段袁如果通过治疗手段延
长或者使感染者长期处于潜伏期袁生存时间亦会延
长遥 潜伏期的长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袁同时直接影
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渊匀陨灾冤感染者的结局袁对判断
艾滋病流行规律尧制订防治策略及评价治疗效果也
有重要的意义遥 近年袁匀陨灾 在男男性行为渊皂藻灶 憎澡燥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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澡葬增藻 泽藻曾 憎蚤贼澡 皂藻灶袁酝杂酝冤人群中的流行已处于较高

水平袁江苏省部分城市 酝杂酝 人群队列研究的 粤陨阅杂
发病率在 苑援愿缘豫耀员猿援缘怨豫之间咱圆原猿暂袁圆园员员耀圆园员猿 年新报
告的 匀陨灾 感染者 辕 艾滋病患者 渊匀陨灾 辕 粤陨阅杂冤 中 酝杂酝

的新发感染比例最高咱源暂遥 有研究认为 酝杂酝 人群感染
匀陨灾 后的潜伏期较其他感染途径更短咱缘原愿暂袁中国地区
酝杂酝 的疾病进展较欧洲尧澳大利亚尧加拿大等地区更
快咱怨暂袁但国内对 粤陨阅杂 潜伏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静脉

注射吸毒和有偿采供血的人群袁没有针对 匀陨灾 阳性

酝杂酝 人群潜伏期的系统研究遥 本研究拟探讨 酝杂酝
人群感染 匀陨灾 后的潜伏期及其影响因素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选取江苏省南京尧 镇江两市作为研究地区袁并
按以下标准筛选研究对象遥
入选标准院淤年龄逸员愿 岁曰于圆园员猿 年 员园 月底
前经蛋白印迹试验渊宰月冤确证 匀陨灾 抗体阳性袁且确
诊时间明确曰盂匀陨灾 感染途径为男男性接触传播曰榆
经流行病学调查为新近感染袁 即确诊前半年内 匀陨灾
抗体检测结果为阴性或有其他能够证明其 匀陨灾 抗
体阴性状态的标志事件渊在开展 匀陨灾 检测的医疗机
构内输血尧献血或者外科手术冤遥
排除标准院 淤粤陨阅杂 发病前已接受艾滋病抗病毒
治疗渊葬灶贼蚤则藻贼则燥增蚤则葬造 贼澡藻则葬责赠袁粤砸栽冤者曰于调查对象死
亡袁 但死因非 粤陨阅杂 引起的机会性感染和恶性肿瘤
等遥
员援圆 方法
双向性队列研究遥 本研究的观察起点定为其估
算 匀陨灾 感染的时间袁研究起点为 圆园员圆 年 猿 月袁结局
时间为 粤陨阅杂 发病时间遥 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对
圆园员圆 年前两市存活的 酝杂酝 感染者和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耀
圆园员猿 年 员园 月新发现的 匀陨灾 阳性 酝杂酝 进行面对面
的问卷调查袁了解其社会人口学信息尧感染后症状
体征尧行为学信息等情况袁将符合入组条件者纳入
队列袁每 远 个月随访 员 次以明确结局袁观察终止时
间为 圆园员源 年 苑 月 猿员 日遥
潜伏期计算院采用 运葬责造葬灶鄄酝藻蚤藻则 乘积极限法渊运鄄
酝冤计算潜伏期并图示 粤陨阅杂 发病变化趋势袁截至观
察终点未发病且未接受治疗者作为截尾数据纳入
模型遥
主要变量的定义院淤匀陨灾 感染时间院末次血清抗
匀陨灾 抗体阴性的时间或其他能够证明其 匀陨灾 抗体阴
性状态的标志事件时间与首次 匀陨灾 抗体阳性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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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学

第 猿缘 卷第 苑 期
20员缘 年 苑 月

报

中点曰于粤陨阅杂 发病时间院临床诊断 粤陨阅杂 发病日期或
接受治疗前 悦阅源垣栽 淋巴细胞计数约圆园园 个 辕 滋蕴 的最早

检测日期或 粤陨阅杂 指征性疾病最早诊断日期曰盂野基
线 悦阅源冶院确认 匀陨灾 感染时的 悦阅源垣栽 淋巴细胞计数袁
野半年 悦阅源冶 确认感染 远 个月后的 悦阅源垣栽 淋巴细胞
计数遥 悦阅源垣栽 淋巴细胞计数尧艾滋病指征性疾病等相
关数据袁 来自江苏省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信息管理
库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耘责蚤阅葬贼葬猿援园 软件双轨录入后进行逻辑核
查遥 采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学分析袁用

悦韵载 回归模型探讨影响 粤陨阅杂 发病的各种因素袁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一般情况
本研究共筛选研究对象 猿猿猿 例袁 排除 员苑远 例袁
符合条件者 员缘苑 例遥 感染 匀陨灾 时最小年龄 员愿 岁袁最
大 远圆 岁袁中位年龄 圆怨援园 岁渊四分位间距院圆源援园耀猿怨援园
岁冤曰民族以汉族为主袁员缘缘 例渊怨愿援苑豫冤曰最短随访时
间为 猿援圆园 个月袁最长随访时间为 苑远援苑苑 个月袁平均随
访时间为渊圆苑援圆缘 依 员苑援员园冤个月袁其他一般特征见表 员遥
表员

栽葬遭造藻 员

调查对象一般情况

郧藻灶藻则葬造 糟燥灶凿蚤贼蚤燥灶泽 燥枣 责葬则贼蚤糟蚤责葬灶贼泽

变量
婚姻
未婚
已婚有配偶
离异或丧偶
其他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职业
学生
职工尧职员及干部
离退尧家务及待业
工人尧农牧渔民
餐饮食品尧商业服务
其他

圆援圆

例数

构成比渊豫冤

愿远
源园
圆缘
远

缘源援愿
圆缘援缘
员缘援怨
园猿援愿

猿苑
源远
苑源

圆猿援远
圆怨援猿
源苑援员

员园
员园
愿
缘愿
缘园
圆员

园远援源
园远援源
园缘援员
猿远援怨
猿员援愿
员猿援源

粤陨阅杂 潜伏期
截至观察终点袁有 远源 例发病渊临床诊断 源缘 例袁
垣
悦阅源 垣淋巴细胞计数约圆园园 个 辕 滋蕴 员远 例袁粤陨阅杂 指征
性疾病 猿 例冤遥 感染后发病密度为 员愿援圆园 辕 员园园 人年遥
将 员缘苑 例感染者纳入 运鄄酝 模型进行分析袁 估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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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等院江苏省男男性行为人群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潜伏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酝杂酝 人群的平均潜伏期为 渊源远援员圆怨 依 圆援苑怨缘冤 个月

渊怨缘豫悦陨院源园援远缘员耀缘员援远园远袁图 员冤遥
员援园
园援愿

悦阅源 全部进入 悦韵载 回归模型袁结果显示袁基线 悦阅源

和半年 悦阅源 越高袁潜伏期越长渊表 猿冤遥 由图 圆尧猿 可
见袁不同基线 悦阅源尧半年 悦阅源 的潜伏期生存曲线的
分离趋势明显遥

平均潜伏期渊源远援员圆怨 依 圆援苑怨缘冤个月
渊怨缘豫悦陨院源园援远缘员耀缘员援远园远冤

猿

园援远
园援源
园援圆
园

园

圆园
源园
远园
感染后发病时间渊月冤

图员
云蚤早怎则藻员

愿园

粤陨阅杂 发病时间曲线

杂怎则增蚤增葬造 糟怎则增藻 燥枣 粤陨阅杂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圆援猿 潜伏期影响因素分析
以 粤陨阅杂 是否发病作为结果变量袁 以 匀陨灾 感染
时年龄尧婚姻状况尧基线 悦阅源尧半年 悦阅源尧行为学信
息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 悦韵载 回归分析袁 结果显
示袁匀陨灾 感染时年龄尧婚姻状况尧基线 悦阅源尧半年 悦阅源
是 酝杂酝 感染 匀陨灾 后潜伏期的影响因素渊表 圆冤遥
将感染 匀陨灾 时年龄尧婚姻状况尧基线 悦阅源尧半年
栽葬遭造藻 圆
影响因素
感染时年龄渊岁冤
约猿园
猿园耀缘园
逸缘园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有配偶
离异或丧偶
其他
基线 悦阅源渊个 辕 皂蕴冤
约猿缘园
猿缘园耀源怨怨
逸缘园园
半年 悦阅源渊个 辕 皂蕴冤
约猿缘园
猿缘园耀源怨怨
逸缘园园
确认感染后 员 年内同性性伴数
园
员耀圆
猿耀缘
逸远
合并感染梅毒
否
是

窑
员园员怨窑

讨 论

本研究估算经男男性接触途径感染 粤陨阅杂 的平
均潜伏期为 源远援员圆怨 个月渊约 源 年冤袁低于既往文献报
道的其他途径感染 粤陨阅杂 患者的潜伏期咱员园原员源暂袁说明江苏
酝杂酝 人群 匀陨灾 感染者潜伏期较短袁疾病进展较快遥
相关分析显示袁 基线 悦阅源 和半年 悦阅源 是延长
潜伏期的保护因素袁免疫能力越好袁潜伏期越长袁与
既往研究结果一致咱员缘暂遥 感染 匀陨灾 时的年龄在国内外

研究中多次被证实是 粤陨阅杂 潜伏期的影响因素袁本
研究的多因素分析中未发现存在相关遥 由于既往研
究在探讨 粤陨阅杂 潜伏期与年龄的关系时袁 多未加入
悦阅源 值这一因素袁而 悦阅源垣栽 细胞淋巴值与年龄显著
相关袁年龄越大袁发生血清转换时的 悦阅源 垣栽 细胞淋
巴值越低咱员远暂袁这可能是本研究与既往研究结论不一
致的原因遥

表 圆 影响潜伏期的单因素分析
哉灶蚤增葬则蚤葬遭造藻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枣燥则 贼澡藻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泽 燥枣 蚤灶糟怎遭葬贼蚤燥灶 责藻则蚤燥凿
发病数 辕 例数渊豫冤
园圆缘 辕 愿源渊圆怨援愿冤
园猿源 辕 远源渊缘猿援员冤
园园园缘 辕 怨渊缘缘援远冤

字圆 值
远援苑苑猿
猿援源员缘

匀砸 值

下限
上限
怨缘豫悦陨

园援园园怨
园援园远缘

员援园园园
员援怨怨远
圆援源愿缘

员援员愿远耀 猿援猿缘怨
园援怨源远耀 远援缘圆源
员援园远苑耀 猿援猿缘愿
园援怨圆圆耀 猿援远园源
园援怨猿源耀 员园援猿源怨

孕值

园圆苑 辕 愿远渊猿员援源冤
园圆圆 辕 源园渊缘缘援园冤
园员圆 辕 圆缘渊源愿援园冤
园园园猿 辕 远渊缘园援园冤

源援苑远圆
圆援怨愿圆
猿援源员缘

园援园圆怨
园援园愿源
园援园远缘

员援园园园
员援愿怨猿
员援愿圆猿
猿援员园愿

园源员 辕 源猿渊怨缘援猿冤
园员愿 辕 缘圆渊猿源援远冤
园园缘 辕 远圆渊愿援员冤

猿愿援园远怨
源猿援愿猿猿

园援园园园
园援园园园

员援园园园
园援员远愿
园援园源圆

园援园怨缘耀 园援圆怨远
园援园员苑耀 园援员园愿

园源园 辕 源员渊怨苑援远冤
园员缘 辕 缘源渊圆苑援愿冤
园园怨 辕 远圆渊员源援缘冤

猿员援怨员员
源缘援远圆园

园援园园园
园援园园园

员援园园园
园援员苑远
园援园愿员

园援园怨远耀 园援猿圆员
园援园猿怨耀 园援员远苑

园圆苑 辕 缘愿渊源远援远冤
园圆苑 辕 远苑渊源园援猿冤
园园缘 辕 圆猿渊圆员援苑冤
园园园缘 辕 怨渊缘缘援远冤

园援猿园园
圆援愿愿远
园援员圆苑

园援缘愿源
园援园愿怨
园援苑圆圆

员援园园园
园援愿缘怨
园援源猿缘
员援员怨园

园援缘园园耀 员援源苑愿
园援员远苑耀 员援员猿远
园援源缘远耀 猿援员员员

缘园 辕 员圆源渊源园援猿冤
园员源 辕 猿猿渊源圆援源冤

园援源园愿

园援缘圆猿

员援园园园
员援圆圆园

园援远远圆耀 圆援圆缘园

窑
员园圆园
窑

南
表猿

栽葬遭造藻猿

京

医

科

影响潜伏期的多因素分析

酝怎造贼蚤增葬则蚤葬遭造藻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枣燥则 贼澡藻 蚤灶枣造怎藻灶糟蚤灶早 枣葬糟贼燥则泽 燥枣

蚤灶糟怎遭葬贼蚤燥灶 责藻则蚤燥凿
影响因素
字圆 值
基线 悦阅源渊个 辕 皂蕴冤
约猿缘园
猿缘园耀源怨怨
员园援怨苑圆
逸缘园园
员远援源员园
半年 悦阅源渊个 辕 皂蕴冤
约猿缘园
猿缘园耀源怨怨
远援圆苑远
逸缘园园
源援源怨缘

孕值

匀砸 值 下限
怨缘豫悦陨上限

员援园园园
园援园园员 园援圆苑愿
园援园园园 园援园苑怨

园援员猿员耀 园援缘怨猿
园援园圆猿耀 园援圆苑园

员援园园园
园援园员圆 园援猿猿圆
园援园猿源 园援猿圆圆

园援员源园耀 园援苑愿苑
园援员员猿耀 园援怨员愿
约猿缘园 个 辕 皂蕴
猿缘园耀缘园园 个 辕 皂蕴
逸缘园园 个 辕 皂蕴

员援园
园援愿
园援远
园援源

学

园援园园

图圆

造燥早鄄则葬灶噪 孕 约 园援园园员

圆园援园园
源园援园园
远园援园园
感染后发病时间渊月冤

愿园援园园

不同基线 悦阅源 水平生存时间曲线图

约猿缘园 个 辕 皂蕴
猿缘园耀缘园园 个 辕 皂蕴
逸缘园园 个 辕 皂蕴

园援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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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描述遥 本次调查仍存在一些不足院淤圆园员圆 年

以后我国开始采用 悦阅源 垣栽 淋巴细胞值臆猿缘园 个 辕 滋蕴
作为提供抗病毒治疗的标准袁部分感染者尚未发病

即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袁本研究的样本量受到一定
的限制曰于问卷调查可能存在一定的回忆偏倚遥 以
上问题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和解决遥
本研究为我国展开的野全员治疗冶试点提供了理
论支持咱员苑暂袁建议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袁应加强对 酝杂酝
人群的卫生资源储备袁早期发现袁早期治疗袁以延长
发病时间袁提高生存质量遥
咱参考文献暂
咱员暂

卫生部传染病标准专业委员会援 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
感染诊断标准咱允暂援 中国艾滋病性病袁圆园员圆袁员愿渊源冤院圆苑圆原
圆苑缘

再葬灶早 匀栽袁栽葬灶早 宰袁载蚤葬燥 在孕袁藻贼 葬造援 宰燥则泽藻灶蚤灶早 藻责蚤凿藻皂蚤糟 燥枣

匀陨灾 葬灶凿 泽赠责澡蚤造蚤泽 葬皂燥灶早 皂藻灶 憎澡燥 澡葬增藻 泽藻曾 憎蚤贼澡 皂藻灶 蚤灶
允蚤葬灶早泽怎 孕则燥增蚤灶糟藻袁悦澡蚤灶葬咱允暂援 悦造蚤灶 陨灶枣藻糟贼 阅蚤泽袁圆园员源袁缘愿渊员圆冤院
员苑缘猿原员苑缘怨

咱猿暂 徐金水袁还锡萍袁刘晓燕袁等援江苏省 猿猿源愿 名男男性接触

人群艾滋病和梅毒感染状况分析咱允暂援 现代预防医学袁

云蚤早怎则藻 圆 悦怎则增藻 燥枣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 葬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悦阅源 糟藻造造 糟燥怎灶贼 葬贼 遭葬泽藻造蚤灶藻
员援园

学

病概率袁对感染后不同时刻的发病情况尧潜伏期长

咱圆暂

园援圆
园援园

大

咱源暂

圆园员猿袁源园渊怨冤院员远苑愿原员远愿园
胡海洋袁刘晓燕袁张

之袁等援 江苏省 圆园员员鄄圆园员猿 年新报

告 匀陨灾 感染者 辕 艾滋病患者新发感染状况分析咱允暂援 中
华流行病学杂志袁圆园员源袁猿缘渊员园冤院员员员缘原员员员愿

园援远

咱缘暂 蕴蚤 再袁匀葬灶 再袁载蚤藻 允袁藻贼 葬造援 悦砸云园员赃粤耘 泽怎遭贼赠责藻 蚤泽 葬泽泽燥糟蚤葬贼鄄

园援源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蚤灶枣藻糟贼藻凿 贼澡则燥怎早澡 泽藻曾怎葬造 贼则葬灶泽皂蚤泽泽蚤燥灶咱允暂援 粤陨阅杂袁

藻凿 憎蚤贼澡 载源 贼则燥责蚤泽皂 葬灶凿 枣葬泽贼 匀陨灾 责则燥早则藻泽泽蚤燥灶 蚤灶 悦澡蚤灶藻泽藻

园援圆
园援园

园援园园

造燥早鄄则葬灶噪 孕 约 园援园园员
圆园援园园
源园援园园
远园援园园
感染后发病时间渊月冤

咱远暂
愿园援园园

图 猿 不同半年 悦阅源 水平生存时间曲线图
云蚤早怎则藻 猿 悦怎则增藻 燥枣 泽怎则增蚤增葬造 葬糟糟燥则凿蚤灶早 贼燥 悦阅源 糟藻造造 糟燥怎灶贼 葬贼
泽蚤曾 皂燥灶贼澡泽 葬枣贼藻则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本研究是江苏省首次进行针对经同性传播途
径感染 匀陨灾 患者的潜伏期进行的研究袁经同性途径
传播的感染者袁 往往难以获得准确的 匀陨灾 感染时
间袁常用的是以末次血清 匀陨灾 抗体检测阴性和首次
阳性的时间中点作为感染时间袁这种方法适用于时
间区间约圆 年的调查袁本研究收集所有感染时间可以
确定在半年内的调查对象袁调查结果有一定的参考
价值遥 采用的乘积极限法是估算潜伏期最常用的方
法袁适合分析右删失渊未观察到发病冤数据袁通过各
调查对象从感染到发病的时间袁获得不同时刻的发

圆园员源袁圆愿渊源冤院缘圆员原缘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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