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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预防技术及其对性
工作者的影响
“性工作者需要尽可能多的方法来进行安全性行为。”1谢丽

尔欧文斯的新书《新时代的性工作，以及艾滋病预防和关怀》2

就是在这一前提下展开，探讨了目前正在开发的艾滋病预防技
术有可能对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产生的影响。她提出
了警告，新兴的预防技术既给性工作者带来希望，也有潜在的风

险。由于这些技术不如安全套有效，风险会
更高。她提出：“如果性工作者无法拒绝客人
和老板的要求，就会使用杀菌剂或暴露前预
防，而不是安全套。”3

在这个基础之上，本文介绍了新兴艾滋病预防

计划的概况，包括杀菌剂、暴露前预防（PrEP）、疫苗

和“治疗作为预防”。本文详细讨论了这些技术对性工

作者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最后，我们还探讨了性工作者

的倡导如何能够影响这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此同时将其对性工作者的作

用最大化，风险最小化。本文的最后介绍了每项预防技术目前的研究成果。

本文中的很多观点已经在欧文斯的书以及其他出版物中有深入的讨

论。4 5 6 本文的最初资料来源于在2011年6月对NSWP成员组织的采访。

新兴预防技术
杀菌剂和PrEP(暴露前预防)是首要的预防策略，主要是为了帮助艾滋病

毒呈阴性的人减少罹患艾滋病的风险。“治疗作为预防”是次要的预防策略，

可以让艾滋病毒感染者减少把病毒传染给他人的机会。人们正在研究艾滋病

疫苗，用于首要和次要的预防。 

任何可以杀死或消除微生物（如病菌或细菌）的用剂都可以称为杀菌

剂。在艾滋病预防领域，“杀菌剂”指的是在性交前用于阴道或直肠、以减少

艾滋病感染或传播风险的产品。杀聚剂能够直接杀死或消除病毒，或阻止病

毒附着于阴道或直肠细胞。杀菌剂被制成凝胶、片剂或胶囊，或者其他形式

（请参看关于杀菌剂研究介绍的部分）。目前杀菌剂还未在市场上销售，但有

几十个品种正在试验和研发阶段。

PrEP是在身体未感染病毒的情况下服用的药物，以防治感染病毒。一些

人将杀菌剂称为“外用的PrEP”，因为它的功效是一样的，只不是使用的方式

是涂抹而不是吞服或注射。抗疟疾的药就是PrEP的一个例子。人们在到一个

地方之前服药，避免到当地之后被蚊虫叮咬感染疟疾。万一被叮咬，因为身

体里面已经有对疟疾的防御系统，因此患病的机率会降低。荷尔蒙避孕药也

可以看作是一种PrEP。女性可以通过服用避孕药来避免怀孕，因为服用的荷

尔蒙会阻止身体排出卵子。

1 C. Overs (2007),性工作，以及新时

代的艾滋病预防和关怀，曼谷：亚太

性工作者网络

2 同上

3 同上

4 A. Forbes (2010),性工作者与杀

菌剂：倡导简报，2010年杀菌剂会

议#455。网址：http://www.plri.

org/resource/microbicides-and-

sexworkers-advocacy-brief

5 O ve r s  (2 010),  作为一种杀菌

剂 的 泰 诺 福 韦 ：对 性 工 作 者

的影响。网址：ht t p:// p l r i .

wordpress.co m /2010/08/31/

tenofovir-as-a-microbicide-gel-

whereare-sex-workers-in-the-

caprisacalculations

6 Richter, C. Gay, F. Venter, J. 

Vearey & D. Murdoc (2011),以抗

病毒药物治疗为基础的艾滋病预

防，包括“将治疗作为预防”，应当

包含性工作者。 Paulo Longo研

究所。网址：http://www.plri.org/

story/antiretroviral-based-hiv-

preventionincluding-’treatment-

prevention’-should-be-embraced-

sex-work

……性工作者的倡导能够影响这
些预防工具的开发和应用，最大
限度地发挥这些工具对性工作者
的效用，并尽量减少对性工作者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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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滋病领域，PrEP是指由艾滋病毒呈阴性的人服用抗病毒药物，以避

免感染而保持阴性状态。如果在服用PrEP的时候接触了艾滋病毒，药物会防

止艾滋病毒快速复制。使用抗病毒药物来防止垂直或“母婴传播”，已经被

证明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目前还没有可用的艾滋病疫苗，但有几个疫苗正

在开发。其目标是培养人的免疫系统识别艾滋病毒，

并采取步骤来消除或者抑制该病毒。目前正在开发预

防性疫苗和治疗性疫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来能够

用治疗性疫苗来控制其感染。没有任何疫苗能够消除

体内的艾滋病毒。但成功的治疗性疫苗能够通过减缓

艾滋病毒的复制过程，来降低体内的病毒载量（人体

内病毒的数量）。

近年来，人们对治疗作为预防的可行性已经开展

了激烈的讨论。尽管有几个不同的称谓（包括“治疗作为预防”、“阳性预防”

和“检测及治疗”），这种方式主要是让艾滋病检测呈阳性的人立即开始抗

病毒治疗，而无论是否发病。这种方法可以降低感染者精液、阴道分泌物和

血液中的病毒量，从而大大降低将病毒传播给他人的机率。

这对性工作者意味着什么
让我们首先讨论一下将治疗作为预防。这种策略一旦实施，可能会对性

工作者产生深远的影响。最近 Paulo Longo 研究中心发表了两篇观点截然不

同的文章，专门讨论将治疗作为预防的意义。我们鼓励读者阅读这些文章，

以了解将治疗作为预防将在哪些方面影响性工作者。7 8

以下部分集中讨论杀菌剂、PrEP和艾滋病疫苗在可以公开提供之后可

能会产生的影响，反映了性工作者组织正面和负面的意见。一些观点是在评

论和会议报告中展现的，而另一些则出现于公开出版物。

杀菌剂、PrEP和／或疫苗的潜在积极影响

后备保护方案
拥有这些除了安全套之外的预防用品，可以在安

全套破裂或滑落的情况下作为后备方案使用，减少感

染风险。这些工具可以在无法协商使用安全套或出现

强迫性行为的时候提供一些保护（只要该预防用品的效果可以持续，而不是

需要在发生性行为之前使用）。

暴露后预防(PEP)替代
PEP在很多国家很难获得，就算可以获得也是无法承担的。所以性工作

者发生在无保护的性行为之后，如果有另一种比较有效的预防工作，对PEP的

需求就会减少。

在艾滋病领域中，PrEP指艾滋病阴
性者定期服用抗病毒药物，以保持
艾滋病毒阴性的状态。如果在服用
PrEP的情况下感染了艾滋病毒，那
么药物可能能够防止病毒迅速繁
殖，使身体保持相对健康。

7 Overs (2011), 治疗作为预防：将如

何改变性工作者？Paulo Longo 研

究中心简报，1，网址：http://www.

plri.org/newsletter/newsletter-

number-1

8 Richter, Gay, Venter, Vearey & 

Murdoc, 同上

在无法使用安全套，或者被迫发生
性行为的情况下，这些预防工具能
够提供一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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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尽管有一些顾虑，一些性工作者认为他们会使用杀菌剂、PrEP或疫苗，

如何这些预防工具安全、有效，价格可以承担的话。在由250名肯尼亚性工作

者参加的咨询小组中，有225名性工作者表示他们将使用一种60％有效的杀

菌剂9，如果其价格为50先令每剂的话。10
 一些人认为，杀菌剂对“女性来说

比PrEP更为友好。”所有的参与者都表示，他们会将杀菌剂与安全套一起使

用。11

免费获得PrEP

在那些公共卫生系统已经免费提供抗病毒药物

治疗的地方，为一些性工作者提供免费的抗病毒药物

作为预防是有可能的，如果PrEP是处方药的话。12 13但

不幸的是，性工作者可能会因为歧视而被政府诊所拒

绝。一些诊所可能只把PrEP提供给那些“正规的已经

结婚的女性。”14

秘密的保护
凝胶状的杀菌剂可能会增加润滑度，这在性交过程中可以明显注意到。

但非凝胶状的杀菌剂、PrEP和疫苗就几乎可以忽略他们的存在。这意味着性

工作者可以在顾客或伴侣不知情的情况下更好地使用这些保护措施。15

持久的保护
一种极少引起关注的预防工具（如PrEP、持久效果的杀菌剂或疫苗）会

使性工作者受益，因为如果需要在发生性行为之前使用，这对一些性工作者

来说可能会有困难。这对于那些拥有较少隐私、对状况缺少掌控的街头性工

作者来说会更有帮助。16

针对顾客和伴侣使用不同的预防工具
一些性工作者和顾客使用安全套，但与伴侣就不会使用安全套。和伴侣

在一起没有距离的性能够产生亲密感。17一些人希望和伴侣在一起的时候能

够降低艾滋病的风险，但不希望消除怀孕的可能性。18PrEP、非避孕的杀菌剂

和疫苗则可能达到这些目标。

更加润滑
杀菌凝胶增加了润滑度，使性交更加舒适。这也可以减少安全套由于过

度摩擦而破裂的风险。19

但不幸的是，性工作者可能会因为
歧视而被政府诊所拒绝。一些诊所
可能只把PrEP提供给那些“正规的
已经结婚的女性。”

9 G. Kamau,酒吧女赋权和支持项目

（肯尼亚），个人通信。

10 50肯尼亚先令大约相当于0.54美元，

或0.38欧元。一个男用安全套大概需

要10肯尼亚先令。

11 Kamau, 同上

12 F. Strack, DAVIDA（巴西），个人通

信。

13 N. Akers, St. James Infirmary 

（美国），个人通信。

14 Kamau, 同上

15 S.J. Bleviss,性工作者组织项

目——纽约（美国），个人通信。

16 Akers, 同上

17 Akers, 同上

18 Kamau, 同上

1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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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菌剂、PrEP和／或艾滋病疫苗潜在的负面
影响

可能会导致放弃使用安全套
妓院老板、经理或客人可能会对性工作者施加压

力，让他们放弃使用安全套，而完全依赖部分有效的

预防工具。由于安全套能提供最大程度上的保护，这

将会增加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的风险。20我们的底线

应当是将艾滋病毒拒之体外，这样会更为安全，而不

是当其进入体内之后才试图消除它。

更少使用安全套的动机
一些性工作者可能觉得没有那么强烈需要坚持使用安全套，如果他们

使用这些预防工具之一的话。如果顾客愿意为不使用安全套的服务付更多钱

的话，这种情况更可能发生。

非多用途
男用安全套可以用于多种途径。它们可以用于口腔、肛门、或阴道性

交。PrEP和疫苗可能可以降低这些性活动的风险，但杀菌剂则不会。因此，

购买阴道杀菌剂而不是安全套的性工作者，如果进行肛交的话就不会得到

保护。

费用
如果性工作者不能承担多种艾滋病预防工具，那么他／她就需要在安全

套和其他预防工具之间做出选择。费用将是性工作者的考虑的主要因素。

副作用
还有另外一种担忧。90年代开展的N-9实验遗留下了不信任，因为最终

在对性工作者的试验中发现该产品的无效。实验发现，N-9增加而不是降低

了实验参与者的艾滋病感染风险。尽管过去十年中实验的安全性已经提高

了，但仍有一些受访者表示对实验长期和短期副作用的担忧，而且很多性工

作者对新兴艾滋病预防工具持谨慎态度。

获得
抗病毒药物治疗并不总是可及的，即使在一些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免费

治疗的国家。获得抗病毒药物作为PrEP有时会难以持续，因为药物库存可能

不足。在从村地区，由于艾滋病检测和治疗服务很少，要获得抗病毒药物更

加困难。21

信息缺乏
教授正确使用安全套是比较同意的。但教人们怎么正确使用杀菌剂或

PrEP就比较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开发多种语言的、用图形进行介绍的材料，

同时也需要熟练的同伴教育员。

妓院老板、经理或者顾客可能对性
工作者施加压力，让其放弃使用安
全套，而单纯依靠这些部分有效的
预防工具。

20  Bleviss, 同上

21  Strack,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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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设置心理障碍
安全套可能会给顾客和性工作者在心理和身体上设置某种障碍。其他

预防工具可能不会产生这种效果。

在现实中使用——检测以及胁迫的风险
新兴预防产品通过研究，包括临床实验进行开发，在这一过程中，人们

在受到控制的条件和环境下使用这些产品。但在现实中的使用和临床上会

有很大区别。在实验中，人们会得到实验的产品、安全套、艾滋病检测和定期

医疗检查。他们会和研究人员会面，进行提问和讨论。显然，在实验的环境之

外，人们不可能获得这样的服务和支持。

PrEP、以抗病毒药物为基础的杀菌剂和治疗作为预防，只有在人们能够

持续获得艾滋病检测，以及定期、不间断地获得这些预防工作的情况下才能

有效。要想有效地使用这些工具，人们必须：

1 定期进行艾滋病检测，使感染艾滋病毒的人立即停止使用PrEP或以抗病毒

药物为基础的杀菌剂，因为艾滋病感染者使用这些工具可能会有害；

2 如果艾滋病呈阳性，要定期服用抗病毒药物，使其病毒载量保持在较低的

状态。

在很多地方，这些条件可能无法满足。但缺少这样的保障，可能会有感

染艾滋病的风险，而且感染的病毒类型很可能会对正在使用的药物耐药。例

如，如果一个人在使用PrEP，但是她感染了艾滋病毒，但是由于她不了解自己

的感染状况，因此其感染的艾滋病毒可能会与她正在使用的药物相抵触。这

不仅使得她所患的艾滋病很难治疗，也意味着她可能会把这种对药物有抵抗

力的病毒传染给别人。

如果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同时使用以抗病毒药物为基础的杀菌剂，那么也

可能会出现耐药。但产生耐药的风险要低于使用PrEP的风险。这是因为口服（

如PrEP）的时候进入血管抗病毒药物的量要比外用时多。

显然，要想让治疗作为预防有效，就要求感染者去尝试、并且能够获得

可承担的、不间断的抗病毒药物。

此外，还有一种风险是，政府卫生部门可能会使

用强制手段，以确保上述两个条件得到满足。这些手

段可能包括强制艾滋病检测（在一些地方已经对性工

作者实行），或者强制性“直接观察治疗”——即医

疗工作者每天监督人么服药治疗。这些方式不仅在道

德上是错误的，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也是浪费资

源，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会导致人们不愿意进行艾滋病检测和治疗。

只有以人权为基础的战略，以及抗病毒治疗的普遍可及，才能是人们寻求艾

滋病检测，坚持药物治疗和预防。

活动家可以对政府进行游说，保证这些干预措施的成功实施。包括实

现真正普遍可及的自愿抗病毒药物治疗，消除污名，支持鼓励艾滋病检测和

治疗、以及性工作去刑事化的项目。

如果不使用安全套而依靠这些药
物来预防，如若感染，感染的病毒
类型很有可能对已经服用的药物
产生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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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性工作者组织参与进来，确保临床实验能够符合

性工作者的需要。例如，预防工具需要安全的、能够经得起频繁使用，非插入

性，并且能够负担得起。

性工作者需要参与政策制定和计划会，对新预防工具的发展和使用发

表自己的意见。没有性工作者的参与，就不能保证新兴预防技术会产生积极

的影响，同时尽量减低负面的影响。从全球范围看来，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性

工作者参与的研究和预防计划，将会降低效果。除此之外，我们应该看到，

性工作者会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而且如果性工作者不参与的话，他们可能

面临的风险和需求就可能被忽略。

要达到这种程度的参与，就满足两个条件：

1 性工作者组织要学习这些新预防工具的知识，包括这些预防工具是如何开

发以及将会如何使用。花时间让NSWP成员了解这些未来可能的选择是进

行倡导的第一步。

2 要让艾滋病预防的研究人员以及政策制定者相信，性工作者组织的参与是

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公共卫生的目标。虽

然这是一个比较深的领域，但之前性工作者在这个领

域有过成功的经验。

在2004和2005年，性工作者的积极运动和呼

吁，使得主要的PrEP实验停止。22 这传达了一个强烈

的信息，那就是性工作有能力、也有专长、有权利在

艾滋病预防、研究和政策制定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巴

西23和南非，性工作者被认为是艾滋病预防项目的重要伙伴，目前已经参与

到国家的艾滋病政策制定机构中。

研究更新：新产品是如何开发和试验的

关于杀菌剂的研究
在过去的20年里，很多“候选杀菌剂”在进行测试。一些试验产品进行

了深入的安全测试，以确保它们不会伤害试验参与者。

2010年7月，南非研究者发现了一种含有1％泰诺福韦（一种通常用来治

疗艾滋病感染者的药物）的阴道凝胶可以安全有效地预防艾滋病。这个被称

作CAPRISA 004的研究，招募889名艾滋病阴性的志愿者参与。他们定期获

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免费安全套，以及提供给他们及伴侣的性病治疗。在

实验中感染艾滋病的人会获得持续的关怀、治疗和支持服务。

在每月一次的访问中，会提醒实验参与者要使用安全套，因为没有人知

道这个产品是否会起作用。除了安全套，一半妇女收到泰诺福韦凝胶，而另一

半则收到作为安慰剂的凝胶。在实验结束的时候，至少在其80％的性行为中

使用泰诺福韦凝胶的妇女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降低了54％。这意味着他们感

染艾滋病的风险比那些使用安慰剂凝胶的妇女要少一半。24研究发现，经常

使用泰诺福韦凝胶能够使感染生殖器疱疹的风险降低51％。尽管这比安全

套的保护水平要低得多，但也能帮助那些不能坚持使用安全套的妇女降低感

染风险。

22 A. Forbes & S. Mudaliar (2009),

防止预防技术试验失败：2004年

柬埔寨、华盛顿泰诺福韦试验的经

验和教训：杀菌剂的全球运动。网

址：http://www.global-campaign.

org/clientfiles/Cambodia.pdf

23 Strack, 同上

24 Q. Abdool Karim, S. Abdool 

Karim, J.A. Frohlich, et al. 

(2010),泰诺福韦凝胶的有效性及

安全性，一种抗病毒杀聚剂，用

于女性预防艾滋病感染。科学， 

329(5996), pp. 1168–1174.

没有（性工作者）的参与，也就无法
保证新兴预防技术会对性工作者
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将负面影响
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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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单个实验的基础之上还没有哪个产品被批准能公开使用，科

学家在进行更多的实验以收集关于泰诺福韦凝胶效果的数据。一个被称作

VOICE（口服药及凝胶剂对比研究）的实验已经招募了5000名妇女参与，以

测试诺福韦凝胶和诺福韦口服药作为PrEP的效果。VOICE研究有望在2012年

中得到结果。

此外，另一项研究正在测试含有杀菌剂的阴道环的效用。这种由模压塑

料制成的环与避孕环形状和大小类似。除了不含有避孕激素外，这种杀菌环

会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缓慢释放一种名为达匹韦林的抗病毒药物。很多女性声

称她们更偏向一种能够提供持续保护，而只需每月

更换的药物（不需要在性交前或性交后使用）。这个

阴道环的实验计划招收3000名妇女进行实验，并在

2015年得到结果。

尽管直肠杀菌剂正在开发中，但至今为之杀菌剂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用于阴道的产品。研究的主要目标

是为那些不能坚持使用安全套和／或不愿意避孕的女性提供预防的手段。如

果泰诺福韦凝胶被证实是有效的，那么未来几年一些国家的市场上将汇出现

第一个杀菌剂产品。

暴露前预防(PrEP)研究

临床实验正在一些人群中进行，以测试PrEP的有效性和安全性。2010年

11月，研究发现，服用PrEP药物的实验者比那些服用安慰剂的人感染艾滋病

的机率要低44％。和泰诺福韦凝胶的实验一样，实验参与者持续获得检测、

咨询等保护措施。10天当中有9天服用药物的人感染艾滋病的风险降低了

73％。25

在这个研究当中使用的抗病毒药物为Truvada，是由替诺福韦和恩曲他

滨组合而成。该试验从秘鲁、厄瓜多尔、美国、巴西、南非和泰国招募了2499

名艾滋病阴性的跨性别女性（由男性变为女性）、男同性恋及男男性行为者。

与上面提到的杀菌剂试验一样，所有的参加者都定期介绍艾滋病咨询和检

测、免费安全套和性病治疗。那些在试验中感染艾滋病毒的人获得持续的关

怀、治疗和支持服务。

根据研究结果，我们惊讶地发现第二个主要的PrEP研究表明其并没有

保护作用。在FemPrEP研究中，肯尼亚、南非和坦桑尼亚的1951名妇女每天

服用Truvada。2011年4月，该试验停止了。因为最初的研究数据表明，服用

Truvada的女性与服用安慰剂的女性感染艾滋病毒几率一样。和其他试验一

样，参与者被提供免费安全套，并被告知每次性行为都应当使用。

这项研究的数据目前正在分析中，以确定与另一项研究结果不同的原

因。有几种可能的解释，包括试验参与者没有按照指示每天服用药物。这有

几方面的原因。他们可能把药物给了感染艾滋病的家属，或者卖给了一些需

要艾滋病药物，但又无法获得的人。这个试验的大部分参与者是贫困的妇

女，这种情况可能与另一个试验是不同的，其参与者的生活更为宽裕一些。

其他可能的解释是危险性行为的差异，药物在直肠和阴道中有不同的吸收。

在试验中感染的实验者可能已经在无保护的阴道性交中感染艾滋病毒。在

iPrEx试验中，艾滋病暴露主要发生在无保护的肛门性交中。如果Truvada在

肛门比阴道提供更好的保护，那么就可以解释试验得到的不同结果。

25 Grant RM, Lama JR, Anderson PL, 

et al. (2010)，男男性行为者暴露前

预防。新英格兰医学杂志，363:2587–

2599.

很多女性声称她们希望有一个产品
能够持续提供保护，而只需要每月
使用（无需在性交前后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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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PrEP结果让人们很感兴趣。5000名妇女被分成4个小组。2个小组使

用阴道凝胶——一个小组使用泰诺福韦凝胶，另一个小组使用安慰剂，而

另2个小组每天服用药物——一个小组服用Truvada，另一个小组服用安慰

剂。2012年的试验结果将给人们提供更多关于这些预防工具有效性的信息。

目前在进行的其他一些PrEP试验可能也会提供对性工作者非常重要的

数据。包括一个在2400名泰国注射吸毒者中开展的研究，该研究有望在2012

年初获得研究结果。另外一项研究是在肯尼亚和乌干达4700名异性夫妇中进

行，将在2013年获得研究结果。

疫苗研究
艾滋病疫苗的开发很困难，因为艾滋病毒变异非常迅速。针对一种类型

病毒的疫苗，针对已经基因突变的另一种病毒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2009年在泰国开展的大规模试验RV144，招募了

16402名男性和女性。试验发现，那些注射了疫苗的实

验者比不注射的人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要少30％。

这个试验的目的，在于测试如果把疫苗给一个

艾滋病阴性的人，是否可以降低其感染艾滋病毒的几

率。试验发现，总体而言，那些接受疫苗之后感染艾

滋病的人并没有比那么没有注射疫苗而感染艾滋病的人有更低的病毒数量

或更高的cd4数量。但试验的一些数据帮助研究者确认了一些参与者的血液

特点可能能解释为什么疫苗对一些人有用，对另一些人却没有用。这些信息

能够帮助研究者重新设计疫苗，以使其更加有效。新兴疫苗试验目前计划在

泰国和南非进行。

RV144是一个对比试验，参与者会前后接种两种不同的疫苗。第一个疫

苗将“主导”免疫系统，而第二个疫苗能用来提高肌体应对艾滋病毒的能力，

如果艾滋病毒进入的话。第二个对比试验被称为HVTN 505，正在美国12个

城市招募1300男男性行为者。目前还不清楚这个试验将与什么时候完成。

“治疗作为预防”的前景
人们还在讨论这种策略的方法、伦理以及医学影响。但是，关于这种

方式有效性的探讨已经在2011年5月 HPTN 052试验结果公布时就有了定

论。该试验发现，尽早开始抗病毒药物治疗可能减少97％的艾滋病毒传播风

险。HPTN 052试验开始于2005年，在9个国家招募了1763对夫妇（96％为异

性恋者）。在每对夫妇中，其中一人为艾滋病阳性，而另一人为艾滋病阴性。所

有艾滋病感染者的cd4数量为350至550之间。这意味着他们相对健康。所有

夫妇都提供了标准的艾滋病预防工具，包括免费的安全套。

有一半的阳性感染者“较早”开始抗病毒治疗，如在cd4数值为350时开

始治疗。世界卫生组织将350作为分界线，低于该数值就应当开始抗病毒药

物治疗。剩下的实验者在cd4跌到250时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或者在出现艾

滋病有关的症状时开始治疗。这些人比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服药时间要

晚，但比2006年的推荐之间要早，2006世界卫生组织推荐在cd4200时开始抗

病毒药物治疗。

尽管试验预计将持续到2015年，但初步的试验数据表明，几乎所有新感

染的人都是那些没有早开始治疗的实验者的伴侣。这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即

治疗作为预防是减缓疾病传播、减少新发感染的最有前景的战略。

艾滋病疫苗很难开发，因为艾滋病
毒变异很迅速。针对某种毒株的疫
苗对另外的毒株没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