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国家科技进步奖项目公示
项目名称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及免疫重建“中国方案”的建立和推广

推荐单位

教育部

推荐单位意见：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推荐书及附件材料，确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相关栏目
均符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的填写要求。
该项目历时三十余年，自报道我国首例艾滋病，针对我国艾滋病日趋严峻的流行
形式和防控的重大需求，在国家“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重大专项计划的支
持下，围绕艾滋病诊断治疗的关键技术问题探索、攻关。在建立免疫重建理论的重要
基础上，率先制定并优化出适合我国国情的效优、价廉、毒副作用低的艾滋病治疗方
案，在全国艾滋病高流行区推广，显著提升治疗成功率，降低艾滋病患者死亡率、降
低治疗成本。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艾滋病诊疗指南》的中英文版，填补了国内空
白，为提高我国的艾滋病诊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推动了我国艾滋病患者病死
率由 2003 年的 22.6/百人年降至 2014 年的 3.1/百人年（降低 86%）；从根本上改变了
我国临床治疗水平低下的落后局面。并更进一步就艾滋病患者的非艾滋相关疾病、免
疫重建不佳、共感染及功能性治愈等课题进行了拓展和研究。项目组牵头建立了全国
治疗网络、在示范点医院建立起临床和科研队伍，临床研究成果在全国 43 家医院推广，
促进基层医疗单位发展，大幅度提升了我国艾滋病整体诊治水平，有效遏制了艾滋病
在我国蔓延势头，为构建和谐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对照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奖条件，推荐该项目申报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一等奖。

项目简介：
自 1985 年本项目组报道我国首例艾滋病以来，艾滋病在我国流行态势日趋严峻。
针对艾滋病防控的重大需求，本项目组在国家“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重大
专项计划的支持下，围绕艾滋病诊断治疗的关键技术问题，历经近三十年的探索、攻
关，开创了适宜中国国情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模式，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从根本改
变了我国临床治疗水平低下的落后局面。
项目组针对我国临床缺乏效优、价廉、毒副作用低的艾滋病治疗方案的首要需求，
在国际上首次提出艾滋病患者 CD4 T 淋巴细胞功能恢复及免疫重建理论的基础上，验
证了国产药物组成方案的免疫重建作用，为制定适合国人的治疗方案提供了必须的理
论依据，并率先筛选出以低价国产药为主的方案，解决了艾滋病高发区因缺乏国产化
抗病毒方案而难以迅速推进治疗的瓶颈难题；继而优化推出效优、毒副作用低的长期
方案，显著改善了治疗依从性和安全性，成为我国现行的临床标准治疗方案。在此基
础上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艾滋病诊疗指南》，有效规范艾滋病诊治、提升临床治疗
水平，推动了我国艾滋病患者病死率由 2003 年 22.6/百人年降至 2007 年 5.8/百人年（降
低 75%）；成功扭转了民众“谈艾色变”的局面。
艾滋病治疗在全国稳步推进后，本项目组着力于精准定位，进一步降低艾滋病死
亡率并改善长期存活者的生存质量。①针对 HIV 感染者的非艾滋相关疾病，在国内首
先关注并阐明多系统非艾滋相关疾病的发病规律和危险因素，倡导早期关注、二级预
防；率先提出艾滋病综合诊治的理念并首建国内艾滋病综合诊治体系，为降低重要脏
器并发症起引领示范作用。②针对抗病毒后免疫重建不佳者，阐明了免疫重建障碍主
要在于胸腺功能衰竭与持续异常免疫激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免疫重建理论，并提
出以调控免疫激活为靶点改善免疫重建路径的新策略。③针对国内艾滋病合并丙肝及
乙肝等特殊感染人群数量大的特点，科学评估了其流行病学、治疗时机及抗病毒方案
选择，为共感染人群的规范诊治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④为探索艾滋病的清除和功
能性治愈，在国内率先建立了 HIV 潜伏病毒储存库检测平台，并探索潜伏感染形成和
重活化的机制；在国际上首次报道病毒控制良好的患者泪液中发现 HIV-RNA，为潜伏病
毒储存库的彻底/全面清除和功能性治愈奠定理论和技术支撑。上述临床研究成果在全
国 43 家医院推广后，进一步推动我国艾滋病病死率由 2007 年 5.8/百人年降至 2014 年
3.1/百人年，治疗效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近三十年来，本项目组立足国情，探索并确立了一整套艾滋病的临床诊疗模式和
流程，形成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和免疫重建的“中国方案”，并向全国推广；为我国利
用有限种类的抗病毒药物实现艾滋病病死率十年内下降 86%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技术支
撑，有力地遏制了我国艾滋病疫情的流行和蔓延，基本满足了我国艾滋病的防控需求。
研究成果在 Science﹑Lancet、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及 AIDS 等国际高水平期刊上为
中国发声，共发表论文 321 篇，其中 SCI 收录 153 篇，IF>5 22 篇，总 IF 574.509；共计
他引 4691 次，SCI 他引 2972 次。先后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华夏医学科技一等奖
等。

客观评价：
1、项目查新、查引结论
科技查新报告显示：该项目开展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和艾滋病免
疫重建的临床与基础系列研究，国内外未见相同文献报道。主要创新点有：2005 年主
持制定我国第一部《艾滋病诊疗指南》；2014 年首次报道通过多中心研究确定的适宜
国情的抗病毒治疗方案；在国内率先开展艾滋病综合诊治，2009 年报道了艾滋病相
关的肾脏、脂代谢、骨代谢、心血管等并发症的系列研究。2011 年首先报道中国艾
滋病人群合并乙肝及丙肝流行病学、临床特点及个体化治疗方案。1998 年首次证明
了 CD4+T 细胞功能的恢复和重建；2006 年在我国应用国产药人群中首次证实免疫重建
理论。2011 年首次提出免疫功能重建障碍的主要原因在于胸腺功能衰竭。2015 年
首次报道将免疫调节药物雷公藤用于纠正异常炎症激活、促进免疫重建失败者 CD4+ T
细胞重建。2011 年国际上首次报道在病毒控制良好的患者泪液中发现 HIV-RNA。
 2014 年在国际上首先发现 CRF01_AE 病毒亚型及其 CXCR4 嗜性与我国性途径感
染 HIV 的疾病快速进展相关。
本项目共发表论文 321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153 篇，IF>5 22 篇，总 IF 574.509；
共计他引 4691 次，SCI 他引 2972 次。
2、项目评价和鉴定结论
“艾滋病免疫重建及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研究”于 2009 年通过鉴定，
认为：是我国这一领域最早、也是最为系统的研究，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研究促进了
我国艾滋病临床诊治工作走向规范化的道路，研究成果对提高我国艾滋病诊疗能力和
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国艾滋病研究的学科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本项目首先筛选出以国产药为主的方案。该成果作为我国十五期间的重大进展，
科技部于 2006 年 12 月 1 日第 19 个“世界艾滋病日”当天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
国产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物安全有效，疗效与进口药物一致，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当；
两种国产艾滋病药物配伍方案疗效明显，可确定为中国艾滋病病人抗病毒治疗的优选
方案。该成果作为“我国进一步加强对艾滋病的防治和科学研究”的重要体现，入选由
卫生部、科技部、总后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
联合主办评选的 2006 年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
本项目优化出的效优、价廉、毒副作用低的首选一线治疗方案，经科技部组织监
督评估专家组评估认为：研究工作总结了提高抗病毒治疗成功率、降低患者病死率的
经验，并在部分示范区得到应用；优化出价廉、效优、毒副作用小的一线治疗方案，
严重骨髓毒副作用降低 5 倍，艾滋病治疗费用下降 2.6 倍。本成果作为重要亮点入选由
科技部、中组部等部门主办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成就展。
本项目组探索并确立了一整套艾滋病的临床诊疗模式和流程，形成了艾滋病抗病
毒治疗和免疫重建的“中国方案”，作为重要技术支撑在全国 43 家医院推广，提高治
疗依从性和安全性，进一步实现我国艾滋病患者病死率由 2007 年的 5.8/百人年降至
2014 年的 3.1/百人年，治疗效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本成果作为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
的突出亮点入选“十二五”国家科技创新成就展。

在抗病毒治疗有效的病人泪液中发现 HIV-RNA 入选由《中国医学论坛报》组织评
选的 2011 年度国内医学十大新闻。
近三十年来的系列工作为我国艾滋病规范临床诊治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从根本
上改变了我国艾滋病治疗水平低下的落后局面。
“首例艾滋病发现及艾滋病综合防治体
系”2016 年入选中国医学科学院建院 60 周年“十大科技成就”。
3、学术评价
首次牵头制定国产药物的抗病毒治疗方案，验证其疗效（PLoS One.2008,3(12): e3918.）。
世界卫生组织（WHO）引用该成果在 2010 年关于全球艾滋病治疗报告阐述 AZT 和
d4T 的治疗反应、副反应、依从性。WHO2010(Antiretroviral therapy for HIV infection in
adults and adolescents: recommendations for apublic health approach-2010
revision. http://www.who.int/hiv/pub/arv/adult2010/en/)
发现艾滋病免疫重建障碍的主因之一在于胸腺功能衰竭，进一步丰富了免疫重建理论，
为制定治疗策略提供了新的思路。
《Clin Infect Dis》杂志配发 Joanna Lewis 等的同行评
议文章，探讨本研究从成人扩展应用于儿童的可能性：Joanna Lewis et al.CD31+ Cell
Percentage Correlation With Speed ofCD4+T-Cell Count Recovery in HIV-Infected Adults Is
Reversed in Children: Higher ThymicOutput May Be Responsible. Clin Infect Dis.
2012,55(2):304-7.
在国际上率先报告了中国艾滋病/HIV 感染人群中 14.6%合并乙肝病毒感染，合并感染
者 CD4 水平相对较低，但高共感染率并未影响到目前国产一线药物的疗效和肝毒性。
发表于 Lancet InfectiousDiseases(SCI 影响因子: 19.446)杂志的论文引用该成果介绍亚
洲人群 HBV 共感染率以及 HBV 对 cART 治疗反应：Zhang F et al.HIV, hepatitis B virus,
and hepatitis C virusco-infection in patients in the China National Free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 Program, 2010–12: a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cohort study. Lancet Infect Dis.
2014,14(11):1065-72.
基于本项目对中国艾滋病治疗成果及策略研究，Kathryn Muessig 等在《Clin Infect
Dis》杂志(SCI 影响因子: 9.374)引用该成果探讨 HIV 早期治疗的政策：Kathryn Muessig
et al. Editorial commentary: China, HIV, and syphilisamong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n urgent call to action. Clin Infect Dis. 2013，57(2):310-3。
1997 年发表于《Science》杂志的论文阐述了有效 HAART 后 CD4+T 细胞数量的
恢复及其动力学，表明抗病毒治疗能够使免疫系统得到显著恢复。
《Science》同期配发
了题为“Recoveringfrom the ravages of HIV”
（从 HIV 的破坏当中恢复）的评论，高度
评价本研究结果和意义，并引用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院（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
La Jolla, California）免疫学家 Donald Mosier 的话：这是我见过的关于三药联合治疗后
T 细胞恢复的最好的分析。
1998 年发表于《Lancet》杂志的论文讨论了艾滋病病人经有效 HAART 后不仅
CD4+T 细胞数量增加，而且增加的 CD4+T 细胞对特异性抗原的反应能力能够重新恢
复。在《Lancet》杂志紧随其后一期刊物上刊发了儿童艾滋病患者免疫重建的论文，结
论与李太生等展示的成人免疫重建相符（Lancet, 352:577-578），表明完成人的工作在该
领域的引领作用。

推广应用情况：
1）主持制定的我国第一部《艾滋病诊疗指南》已成为卫生部面向全国推荐应用的艾滋
病诊疗规范，由各地相关医政部门发放给艾滋病定点医疗机构的基层医生，作为临床
工作的重要指导。在全国多个医疗单位，
《艾滋病诊疗指南》为抗病毒治疗和机会性感
染的诊治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参考，有力支持了当地的艾滋病防治工作（见附件应用证
明）。
2）推广应用优化的治疗方案：将研究出的一线治疗方案（D4T+3TC+NVP 治疗 6 月后更
换为 AZT+3TC+NVP 长期应用）在广西、河南、云南等艾滋病高流行区推广，在 2.5 万
余名初治病人中应用，结果显示严重骨髓抑制发生率降低 80%，治疗成功率显著提高，
显著降低了治疗成本，同时治疗成功率的提高也显著减少了艾滋病的传播和新发感染
（见附件应用证明）。
3）国家级艾滋病治疗临床医师培训进修基地：2002 年 11 月课题组所在科室成为全国
第一批“艾滋病治疗临床医师培训进修基地”，学员来自国家在安徽、新疆、四川、贵
州、吉林、湖北、山西等省设立的艾滋病治疗综合性示范区，进修后现均已成为当地
艾滋病规范化诊断、治疗及咨询服务的业务骨干。此外，课题组举办上百次学习班和
培训项目，听讲学员上万人。
4）课题组成员进驻艾滋病高流行区：2005 年课题组成员作为卫生部艾滋病防治医疗队
的领队进驻河南的艾滋病高流行区，诊治患者，培训基层医生，在 3 个月的时间里巡
诊了 24 个乡卫生院，42 个村卫生室，诊治艾滋病患者近千例，举办各种培训班 18 次，
培训人数 1500 余人。
5）搭建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网络：课题组搭建了国内首个多中心的艾滋病临床研究网
络，培养了一支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河南、云南等地的临床一线医生队伍，建立
了包括艾滋病防治示范区在内的全国治疗网络、在各高发区示范点医院建立起专业的
临床和科研队伍，在项目中取得临床和科研成果，培养基层医疗单位发展，提高了我
国艾滋病临床诊治的整体水平。
6）学术交流和科普：课题组成员应邀在国际和全国多个学术会议上作专题报告和大会
发言，有效提升了我国在国际艾滋病研究领域的学术地位。同时，借助宣传媒体，在
报纸和《健康世界》、《大众医学》等科普杂志发表文章并多次参加媒体的科普宣传活
动，宣讲艾滋病的预防和治疗知识，消除大众的恐艾心理和对患者的歧视，介绍研究
进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本课题成果应用单位列表
1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潭医院

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2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

3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8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4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9

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

5

福州市传染病医院

10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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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学院

术路线实施，对各创新点均有突出
贡献
对创新点 2 有突出贡献，对我国成

吴南屏

2

教授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人艾滋病队列免疫学应答和基础方
面进行研究

吴昊

蔡卫平

3

4

教授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

首都医科大学附

对创新点 1 和 2 均有重要贡献，参

属北京佑安医院

属北京佑安医院

与临床中心和临床队列的建立。

广州市第八人民

广州市第八人民

医院

医院

对创新点 1 和 2 均有重要贡献，参
与临床中心和队列的建立；共感染
人群研究
对创新点 2 均有重要贡献，负责临

曹玮

5

主治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床诊治及免疫学应答研究；急性期
队列建立及随访

助理研

靳昌忠

6

张彤

7

教授

唐小平

8

教授

王爱霞

9

教授

究员

对创新点 2 有重要贡献，研究抗病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附

首都医科大学附

对创新点 1 有重要贡献，参与研究

属北京佑安医院

属北京佑安医院

队列的建立随访

广州市第八人民

广州市第八人民

对创新点 1 和 2 均有重要贡献，参

医院

医院

与临床中心和队列的建立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毒治疗免疫应答和代谢特征。

诊断首例中国艾滋病，最早在国内
探索开展联合抗病毒治疗，对创新
点 1 有突出贡献
对创新点 1、2 有重要贡献，负责患
刘正印

10

教授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者临床诊治工作，参与共感染人群
队列的建立随访。
对创新点 1、2 有重要贡献，负责患

王焕玲

11

教授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者随访，HIV/HBV 共感染队列建立
及随访。

吕玮

12

邱志峰

13

韩扬

14

谢静

15

副教授
助理研
究员
助理研
究员
助理研
究员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

对创新点 1、2 有重要贡献，负责患
者诊治随访，功能性治愈亚组研究。
对创新点 1 有重要贡献，负责患者
免疫学及淋巴细胞亚群测定。
对创新点 1、2 有重要贡献，负责
HIV 病毒学和耐药检测和分析。
对创新点 2 有重要贡献，负责免疫
功能分析及共感染亚组队列分析。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主要完成单位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北京协和医院多年来一直重视艾滋病相关基础与临床
研究工作。自 1985 年收治我国首例艾滋病患者起，对课题组在资金、设备及人
才培养方面均给予大力支持。在医院政策支持下，先后成立了专门的艾滋病诊

北京协和医学
院

疗中心、P3 实验室，细胞免疫学实验室，用于分离病毒，开展相关科研工作。
在协和医院的工作积累中形成早期发现、规范治疗、专科护理及宣教、长期随
访的系列诊治规范，也为艾滋病诊治的第一个国家标准和我国第一部《艾滋病
诊疗指南》的出台奠定了基础。临床协调眼科、放射科、内分泌科、心内科、
药剂科等多个科室协作，有力地发挥了科研和临床平台优势，借助国家科研发
展政策和资金支持，积极推动课题的顺利实施和完成。
浙江大学在项目实施期间，在经费管理、技术支持、科研平台及人力物力等方
面予以大力扶持和帮助，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开展，并在项目监督、成果鉴定和

浙江大学

转化等方面予以帮助和支持。在成果推广应用方面，充分利用浙江大学现有的
附属医院和继续教育等体系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广和应用本项目关于艾滋病抗
病毒治疗队列随访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并利用浙江大学的学科优势和国内外
知名度，将项目成果的影响力覆盖华东地区甚至全国。
在项目实施期间，在经费管理、技术支持、科研平台及人力物力等方面予以大

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佑安
医院

力扶持和帮助，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开展。在国内率先搭建立了 HIV 病毒储存库
研究技术平台；建立了储藏库 DNA 的定量、定性测定方法平台及 miRNAs 定量
定性研究平台。充分支持并协助各型艾滋病患者队列的建立和长期维持，借助
国家科研发展政策和资金支持，积极推动课题的顺利实施和完成。
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在技术支持、科研平台及经费支持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
保证了本项目的顺利开展。协助对我国艾滋病合并丙肝及乙肝等特殊感染人群
的流行病学特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并对 HIV/HCV 合并感染者的抗病毒

广州市第八人
民医院

方案和最佳时机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研究结果被国家指南采用，在多个示
范区的推广，成为全国性治疗策略。同时首次对中国 HIV/HCV 合并感染人群
DAAs 预存耐药突变的特点进行研究，为今后使用直接抗病毒药物（DAAs）提
供理论依据。对促进广州静脉吸毒 HIV/HCV 合并感染者获得抗 HCV 治疗措施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目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浙江大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及广东省广州
市第八人民医院联合申报。其中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作为牵头单位负责本项
目的整体设计、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的实施。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传染病诊
治国家重点实验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及广东省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作
为项目组分单位参与多中心队列研究及随访，共同完成“十一五”及“十二五”国家
重大专项课题：
“成人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和免疫重建”、
“成人艾滋病适宜治疗策略
研究与应用”。共同参与《艾滋病诊疗指南》的编写与全国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