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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致辞

尊敬的各位同仁：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至此全球报告艾滋病首例病例 40 周年、中国预

防艾滋病母婴传播 20 周年之际，第七届全国艾滋病学术大会将于 2021 年 10 月 13-15 日隆重举办。
为服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需要，根据新冠疫情防控实际，本次大会调整为线上召开。大会将交流分享
我国乃至世界艾滋病性病及相关疾病防治最新信息、成果与进展，共同分析探讨面临的新挑战与新形
势，凝聚终结艾滋病流行的智慧和力量。

本次大会由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主办。我们满怀诚意和热情，邀请全国艾滋病防治专家学
者和技术人员踊跃参会。所有参会代表需网上注册，但不收取注册费。自 2014 年协会举办第一届学
术大会至今，已经成为我国最为盛大的艾滋病学术交流活动。大会邀请中外顶尖专家开展学术交流，
始终聚焦防治前沿研究难点热点，集中展示国内外艾滋病及相关疾病防治研究新发现、新进展、新成
果，吸引了越来越多专业人员踊跃参加，参会人数由 2014 年的 1000 多人，陆续增加到 2018、2019
年的 3000 余人。2020 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协会推迟了学术大会的举办，我们相信，今年线上
学术大会将会展示更多的研究成果，收获更多的防治经验。

以艾滋病防治专业人员为主体组成的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促
进科学防治，坚持提升防治队伍能力，坚持发挥政府部门连接社会力量的桥梁纽带作用，致力成为防
治政策的倡导者、防治措施落实的践行者、信息交流和能力建设的促进者，始终将组织开展学术交流
作为优先重点工作，积极与艾防中心等防治机构一道，构建了包括《中国艾滋病性病》杂志在内的学
术交流平台，成立学术委员会，加强分支机构建设，强化学术交流活动。此次大会由协会学术委员会
的专家团队精心策划及全程指导，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分支机构以及协会相关部门共同携手筹备。

本次大会将结合既往大会举办经验并充分发挥线上优势，13 日上午在北京设置线下主会场，同
时进行线上直播。会议采用大会报告、专题论坛、卫星会等线上形式，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及各
地参会的防治工作者，就艾滋病性病等相关疾病的基础医学、检验医学、流行病学、临床治疗、药物
及疫苗研发，以及预防干预、社会学、伦理学等相关议题进行深入交流研讨，并组织论文征集、壁报
展示等，引导参会者关注世界最新理念，交流防治最新技术，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大会将鼓励探索创
新，为青年防治工作人员、基层防治工作者及更多参会者提供交流展示机会。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我们深信，此次大会必将精英荟萃，名家云集，汇集国内外艾滋
病性病防治前沿科技最新信息。我们也相信，通过本次大会的思想碰撞、切磋交流，我国相关疾病防
治研究定将跃上新的高度，为遏制艾滋病性病流行、建设健康中国作出积极贡献。

期待我们云端相聚！

欢迎致辞

大会学术委员会
主任委员

  大会组织委员会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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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席

郝 阳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副主席

尚 红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

李长宁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国健康教育中心主任

韩孟杰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主任

陆 林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陈祥生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副主任

王 健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

   执行副主席

王新伦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委   员

黄 春 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马 萍 天津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彭世强 河北省预防医学会秘书长

白 芳 山西省预防医学会办公室主任

李志忠 内蒙古自治区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

姚文清 辽宁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邱柏红 吉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秘书长

邢济春 黑龙江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庄鸣华 上海市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蒋辽远 江苏省预防医学会秘书长

姚 强 浙江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程晓丽 安徽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办公室主任

组织委员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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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奎城 福建省预防医学会副会长

何晓军 江西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傅继华 山东省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李自钊 河南省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

占发先 湖北省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陈 曦 湖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杜 琳 广东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黎学铭 广西自治区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张灵麟 四川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吴国辉 重庆市艾滋病性病防治协会秘书长

申莉梅 贵州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

陈觉民 云南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格桑顿珠 西藏自治区防治艾滋病协会会长

常文辉 陕西省艾滋病性病防治协会理事长

孟 蕾 甘肃省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地力夏提·
亚克甫 新疆艾滋病性病防治协会会长

   秘书长

王新伦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副秘书长

荘 弢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秘书长

张 彤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感染与免疫医学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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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务组

荘 弢（组长）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秘书长

杨 平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财务部主任

王大鹏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综合部

   秘书组

马 烨（组长） 《中国艾滋病性病》杂志编辑部主任

刘童童（副组长）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副研究员

李 杰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学术部

   宣传组

陈明莲（组长）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政工师

郑灵巧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主任记者

李 征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综合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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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主任委员

尚 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

   副主任委员

蔡卫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陈祥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教授

韩孟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研究员

金 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研究员

李太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医师、教授

卢洪洲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邵一鸣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研究员

汪 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研究员

王 健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防治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医师

吴 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吴尊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研究员

翟晓梅 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教授

张福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张林琦 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委  员

陈 曦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陈耀凯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主任医师

陈志伟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微生物系、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终身教授

傅继华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还锡萍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何盛华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主任医师



07

组织
机构

第七届全国艾滋病学术大会
THE 7TH 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HIV/AIDS

何玉先 中国医学科学院艾滋病研究中心研究员

贾曼红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贾 平 民营智库公共卫生治理项目首席执行官，四川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研究员

蒋洪林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研究所主任医师

蒋 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研究员

李宏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李惠琴 云南省传染病医院主任医师

李建华 云南省药物依赖所主任医师、教授

廖苏苏 北京协和医学院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系教授

林 鹏 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林熙勋 香港爱大医院，高雄义守大学，台湾爱滋病协会

刘 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研究员

刘水青 贵阳市公共卫生救治中心主任医师

刘童童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副研究员

卢红艳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主任医师

伦文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吕 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研究员

马 萍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孟 蕾 甘肃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倪明健 新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首席专家、主任医师、研究员

潘晓红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主任医师

任 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主任护师

时 杰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研究员

宋玉霞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六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苏 斌 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孙丽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主任医师

王爱玲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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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辉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王 莉 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所主任医师

王 敏 长沙市第一医院主任医师

王 哲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王克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红丝带之家护士长

魏洪霞 南京市第二医院主任医师

吴南屏 浙江大学国家传染病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邢爱华 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所主任技师

徐建青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研究员

杨艳杰 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

叶寒辉 福州市传染病医院主任医师

张 敏 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

张 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

张灵麟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张子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

赵清霞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钟 平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朱 彪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

庄鸣华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

   秘书长

张 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副秘书长

陈谐捷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主任医师

姜拥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教授

沈银忠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教授

赵红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主任医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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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会议时间
2021 年 10 月 13-15 日
开幕式：10 月 13 日上午 8:30 开始

会议地点
全程线上直播
开幕式：北京国二招宾馆东楼三层中会议厅（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大街 6 号楼）

第七届全国艾滋病学术大会线上入口
PC 端：登录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网站 http://www.aids.org.cn/ 点击首页大图进入学
术大会网站。
手机端：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学术大会手机微官网。
本次大会需注册登录后方可观看大会日程、学术报告、论文壁报、图书角、企业展台等
会议信息。

扫描二维码
进入学术大会微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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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须知

会议须知

一、请所有参加 13 日上午现场会议人员进入宾馆后遵守疫情防控要求，在会场及公共区
  域内全程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避免人员聚集。

二、进入会场前，请熟悉会场“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请听从工
  作人员指挥，安全、有序撤离。

三、会议期间，请您全程佩戴嘉宾证。

四、会议期间，请将移动电话设置为静音模式或震动模式，请勿在会场内接、打电话。

五、请勿在会场及宾馆公共场所吸烟，请勿携带易燃、易爆及其他危险物品进入会场。

六、请自行妥善保管个人贵重物品，注意人身安全。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

七、会议期间，如感到身体不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请及时与会务组联系。

八、午餐安排：11:30-13:30，东楼二层锦鸿厅，自助餐，请凭餐券用餐。取餐时，请佩戴口罩。

九、外地住宿的代表，请于 13 日下午 2:00 前办理退房手续。

十、会务组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荘弢，13810395869；王大鹏，18911210127。



11

日程
安排

第七届全国艾滋病学术大会
THE 7TH 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HIV/AIDS

10 月 13 日 开幕式 & 大会报告 08:30-11:30  13:30-17:30

10 月 14 日 艾滋病流行病学与监测和评价分论坛 08:30-12:00 13:30-17:30

艾滋病检测与诊断分论坛 08:30-11:50 14:00-17:20

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卫星会 12:00-12:30

艾滋病治疗与预防新进展分论坛 13:30-17:00

江苏省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卫星会 17:00-17:30

艾滋病病毒学研究与应用分论坛 08:30-12:10

HIV 免疫治疗和功能性治愈分论坛 13:30-16:40

艾滋病诊疗质量控制管理分论坛 08:30-12:00

吉利德（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卫星会 12:00-12:30

性病综合防治与研究分论坛 08:30-12:00

预防母婴传播分论坛 08:30-12:10

艾滋病预防干预分论坛 08:30-12:00

机会性感染与肝病分论坛 13:30-16:30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卫星会 16:30-17:00

艾滋病与结核病分论坛 08:30-12:00

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卫星会 12:00-12:30

艾滋病护理、个案管理和职业卫生防护分论坛 13:30-17:50

艾滋病围手术期规范化治疗分论坛 13:00-18:00

艾滋病影像学分论坛 09:00-12:10

青年分论坛 13:30-16:50

艾滋病伦理法律社会分论坛 13:30-17:00

青少年艾滋病防治专题论坛 13:30-17:50

10 月 15 日 大会报告 & 闭幕式 08:30-11:00

日程一览图

2021 年 10 月 13-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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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会场
2021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上午 线下 / 线上会议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开幕式

主持嘉宾
尚 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工程院院士

08:30-09:00

开场视频

大会主席致欢迎辞 郝 阳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领导致辞 常继乐 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国家
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局长

主持嘉宾
郝   阳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长

09:00-09:30 中国艾滋病、性病、丙肝防治工作 时 颖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
艾防处处长

09:30-10:00 艾滋病医疗管理工作 焦雅辉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局长

10:00-10:30 中国预防母婴传播 20 年 沈海屏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副司长

主持嘉宾
韩孟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主任

10:30-11:00 2021-2026 年全球艾滋病战略（视频） 伊蒙·墨菲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亚洲与太平
洋区域办主任

11:00-11:30 治疗作为预防：在 HIV 防控中，我们
能否整合治疗和预防措施？（视频） 斯滕·佛蒙特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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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蔡卫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
吴 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3:30-14:00 艾滋病预防策略研究与实践 韩孟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14:00-14:30 我国抗病毒治疗的贡献和挑战 张福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4:30-15:00 艾滋与新冠病毒突变与抗体逃逸 张林琦 清华大学

15:00-15:30 艾滋病和新冠肺炎疫苗研发的差异和
启示 邵一鸣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主持嘉宾
汪 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王 健  中国中医科学院

15:30-16:00 艾滋病多学科协作与全病程管理 李太生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6:00-16:30 实践与启示—云南省实现 3 个 90% 陆 林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16:30-17:00 HIV-1 病毒储藏库形成的表观遗传学
机理 张 辉 中山大学人类病毒学研究所

17:00-17:30 全球性病防治战略规划与我国性病防
治阶段进展 陈祥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

主会场
2021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下午 线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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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线上会议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陈    曦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潘晓红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8:30-08:35 领导致辞 郝 阳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08:35-09:05 中国艾滋病流行特征的演变 吕 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09:05-09:35 我国主要重组型 HIV 毒株的流行变迁
及传播轨迹 邢 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09:35-10:05 湖南省既往 HIV-2 疑似感染病例血清
流行病学调查 彭瑾瑜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05-10:30
基于 HIV 感染者队列的非艾滋相关性
疾病发生率及危险因素的人群归因分
值研究

刘甲野 深圳大学 /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主持嘉宾
孙江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贾曼红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30-11:00 HIV 感染者心血管病流行病学 何 纳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1:00-11:30 天津市城区与郊区 MSM 人群 HIV 感
染特征比较研究 于茂河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30-12:00 大竹县 2020 年务工人员 HIV 抗体筛
查效果分析 袁东娅 大竹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艾滋病流行病学与监测和评价分论坛分
论
坛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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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艾滋病学术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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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线上会议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傅继华  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吴     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3:30-14:00 2021-2026 年全球艾滋病防治策略的
制订 郭 巍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代表处

14:00-14:30 通过经济激励和同伴推荐提高 HIV 自
检二次传递的效能 周 毅 珠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4:30-15:00 河南省 2015-2020 年非婚非商业异性
性传播 HIV/AIDS 流行特征和趋势分析 李 宁 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5:00-15:30 长三角区域艾滋病防控聚集与协同创
新展望 蒋健敏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持嘉宾
廖苏苏  北京协和医学院 
吕 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15:30-16:00
HIV 感染者 /AIDS 患者健康相关生命
质量的个体效应、社会经济效应和防
治策略效应

王晓雯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6:00-16:30
基于互联网的 nPEP 应用模式、人群
特征与效果——nPEP 使用者回顾性
调查

张大鹏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16:30-17:00 新时期艾滋病防治的机遇与挑战 阮师漫 济南市卫生健康委
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7:00-17:30 艾滋病监测与疫情研判 汤后林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艾滋病流行病学与监测和评价分论坛分
论
坛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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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线上会议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蒋 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08:30-08:40 致辞 韩孟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08:40-09:10 HIV 检测领域新进展 金 聪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09:10-09:20 提问答疑

主持嘉宾
马艳玲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09:20-09:40 HIV 核酸检测在临床的应用策略 姜拥军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40-10:00 诊断试剂质量评价及上市后监督 许四宏 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10:00-10:10 提问答疑

主持嘉宾
梁    姝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10-10:20 HIV 急性 / 早期感染者队列低病毒载量
分布及对 HIV 核酸诊断的影响 田 文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20-10:40 HIV 暴露前预防（PrEP）对诊断的影响 冯 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0:40-10:50 提问答疑

主持嘉宾
孟令章  右江民族医学院

10:50-11:10 均相发光免疫分析法在 HIV 检测中的应
用研究 李会强 天津医科大学

11:10-11:30 基于 CRISPR 的基因编辑技术进展及在
HIV 质控品中的应用 吕 毅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11:30-11:40 提问答疑

11:40-12:10 碧迪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卫星会

艾滋病检测与诊断分论坛分
论
坛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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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线上会议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葛红卫  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

14:00-14:20 鼻喷新冠肺炎疫苗的免疫保护机制
探索 张 军 厦门大学

14:20-14:40 丙肝检测技术和策略进展 李 健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14:40-14:50 提问答疑

主持嘉宾
李敬云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14:50-15:10 完善服务  补齐短板——北京市非专
业 HIV 检测模式探索 卢红艳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5:10-15:30 江苏省青年学生艾滋病综合防治 傅更锋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5:30-15:40 提问答疑

主持嘉宾
钟   平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5:40-16:00 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 2020 年修
订版 肖 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16:00-16:20 基于病毒学失败患者序列构建分子传
播网络的耐药性研究 袁 丹 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6:20-16:30 提问答疑

主持嘉宾
王慜杰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16:30-16:50 基于免疫磁分离技术提高尿液 HIV 检
测敏感性的研究 赫晓霞 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

16:50-17:00 HIV-1 尿液自我检测试剂应用研究 朱祈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17:00-17:10 提问答疑

艾滋病检测与诊断分论坛分
论
坛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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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线上会议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王 辉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赵清霞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

13:30-13:55 HIV 暴露未感染婴儿血清转阴延迟：
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 李在村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3:55-14:20 现实的示范：HIV 研究启示录 王凌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4:20-14:45 HIV 感染者接种新冠疫苗的安全性及
有效性研究 彭巧丽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14:45-15:10 基因编辑的细胞治疗在艾滋病治愈中
的应用前景 徐 磊 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15:10-15:15 讨论

主持嘉宾
孙丽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李惠琴  云南省传染病医院

15:15-15:40 NGS 在艾滋病合并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中的应用 陈 军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5:40-16:05 HIV 合并骨骼疾病的患者管理 吕 玮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6:05-16:30

复方磺胺甲噁唑联合克林霉素或卡泊
芬净对艾滋病合并中重度肺孢子菌肺
炎疗效优于复方磺胺甲噁唑单药治
疗：一项观察性多中心队列研究

陈耀凯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16:30-16:55 HIV 药物预防阻断的公共卫生意义 赵 锦 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6:55-17:00 讨论

17:00-17:30 卫星会：江苏艾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艾滋病治疗与预防新进展分论坛分
论
坛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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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全国艾滋病学术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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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线上会议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邵一鸣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高 峰  广州暨南大学

08:30-09:00
彼之砒霜，吾之良药——三氧化二砷
联合 ART 药物控制艾滋病毒储存库
研究

陈 凌 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
院

09:00-09:30 研发高效 HIV-HCoV 通用融合抑制剂 姜世勃 复旦大学

09:30-09:55 HIV-1 潜伏储存库研究 邓 凯 中山大学

09:55-10:20 HIV 超感染在重组株产生及传播方面
的角色 韩晓旭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20-10:30 热点讨论

主持嘉宾
李敬云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钟 平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0:30-10:50 NRP1 是髓系细胞特异的 HIV 宿主限
制性因子 梁国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0:50-11:10 我国 HIV 流行毒株基因重组与分子
进化 李 林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11:10-11:30 新型 HIV-1 广谱中和抗体的发现与艾
滋病疫苗设计新理念 高 峰 广州暨南大学

11:30-11:50 系统进化用于判别 MSM 故意传播 HIV
的案例报告 张佳峰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1:50-12:00 热点讨论

艾滋病病毒学研究与应用分论坛分
论
坛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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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3:30-13:40 致辞 张林琦 清华大学

主持嘉宾
姜世勃  复旦大学

13:40-14:00 HIV-1 潜伏感染的新型细胞模型与评
价方法 邓 凯 中山大学

14:00-14:20 TIGIT+NK 细胞在 HIV-1 感染后的免疫
应答特征 粟 斌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4:20-14:40 Vpr 拮抗新型宿主限制因子 LAPTM5
促进 HIV 复制的机制研究 赵 丽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4:40-15:00 新型 Toll 样受体 7/8 激动剂在 HIV 功
能性治愈中的探索 李杨阳 清华大学

主持嘉宾
梁国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5:00-15:20 多肽类 HIV-1 感染失活剂的研究 陆    路 复旦大学

15:20-15:40 提升艾滋病疫苗诱发黏膜免疫应答的
新策略探索 孙彩军 中山大学

15:40-16:00 基于广谱中和抗体设计的 CAR-T 细胞
显著减少 HIV-1 感染者的病毒库 潘 婷 中山大学

16:00-16:20 HIV-1 超感染者体内抗体与病毒共进
化研究  郜 阳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20-16:40 互动答疑

HIV免疫治疗和功能性治愈分论坛分
论
坛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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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吴 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

08:30-08:40

领导致辞 尚 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领导致辞 郝 阳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领导致辞 焦雅辉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

主持嘉宾
韩孟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08:40-09:00 我国诊疗质量控制相关政策与法规解读 马旭东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局

09:00-09:20 我国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诊疗质控和管理现状
调查报告 耿文清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09:20-09:40 艾滋病规范化实验室诊断进展 蒋 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主持嘉宾
蔡卫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

09:40-10:00 数字化管理在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质量控制经
验分享 凌雪梅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

10:00-10:20 三级艾滋病质控体系促进随访质量提升 邓 昕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

10:20-10:40 个案管理在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质控中的应用 劳云飞 云南省传染病医院

10:40-11:00 问答环节 全体

主持嘉宾
吴    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1:00-11:20 数据赋能艾滋病诊疗质控管理——基于微信
小程序的质控平台介绍和操作演示 丁海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1:20-11:45

讨论： 
1.  质控平台能帮助质控中心解决哪些问题？ 
2.  质控平台的应用场景有哪些？ 
3.  质控平台的改进建议有哪些？

全体

11:45-12:00 总结 吴 昊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2:00-12:30 吉利德（上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卫星会 

艾滋病诊疗质量控制管理分论坛分
论
坛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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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王千秋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
杨天赐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08:30-08:50 “超级淋球菌”传播的分子流行病学 郑和平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

08:50-09:10 神经梅毒诊断和治疗研究进展 伦文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09:10-09:30 妊娠梅毒和先天梅毒技术要点解析 王爱玲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09:30-09:50 我国性病门诊患者生殖支原体直肠感
染流行病学研究 韩 燕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

主持嘉宾
尹跃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
杨立刚  南方医科大学皮肤病医院

09:50-10:10 男性尿道不同样本中淋病奈瑟菌和沙
眼衣原体的检出率分析 周平玉 同济大学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10:10-10:30 性病防控新媒体平台的构建与应用成
效 葛凤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

10:30-10:50 HPV 疫苗的研究进展 程 浩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10:50-11:10 不同门诊就诊人群定期生殖道衣原体
筛查的意愿性调查 蔡于茂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11:10-12:00 集中答疑

性病综合防治与研究分论坛分
论
坛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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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王常合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颜建英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

08:30-09:00 中国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
播进展 王爱玲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09:00-09:30 妇女人权保障与预防母婴传播 郭 晔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

09:30-10:00 母婴阻断失败后新生儿艾滋病毒清除
治疗方案研究 金 曦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10:00-10:30 儿童慢性乙肝抗病毒治疗的进展与挑
战 李元元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10:30-10:40 讨论

主持嘉宾
孙丽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姚    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10:40-11:00 预防乙肝母婴传播现状分析 王潇滟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

11:00-11:20 云南省消除母婴传播的实践 张 燕 云南省妇幼保健院

11:20-11:40 湖南省预防母婴传播对口支援工作的
成效 王 华 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11:40-12:00 深圳市宝安区预防母婴传播消除歧视
调研报告 王利玲 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

12:00-12:10 讨论

预防母婴传播分论坛分
论
坛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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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何    纳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时    杰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08:30-09:00 全国美沙酮维持治疗与艾滋病防治 罗    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09:00-09:30 新形势下的禁毒防艾与降害 刘志民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09:30-10:00 HIV 与睡眠障碍 唐向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00-10:30 维持治疗对吸毒及艾滋病死亡及疾病
负担的影响 鲍彦平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10:30-11:00 互联网＋预防干预实践 徐    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11:00-11:30
基于长效融合抑制剂的 ART 方案用于
HIV 暴露后预防的安全性、耐受性和
依从性研究

陈耀凯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11:30-12:00 《艾滋病互联网医疗服务专家共识》
介绍 刘    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艾滋病预防干预分论坛分
论
坛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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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线上会议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3:30-13:40 开场致辞 蔡卫平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

主持嘉宾
陈效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3:40-14:00 HIV 合并耐药结核病诊疗 李惠琴 云南省传染病医院

主持嘉宾
唐   红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4:00-14:20 艾滋病合并非传染性肝病的研究进展 姜太一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4:20-14:40 艾滋病合并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进展 李凌华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

主持嘉宾
赵清霞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

14:40-15:00 HIV 治疗前潜在耐药现状及对治疗结
局的影响 赵红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5:00-15:20 ART 药物相关肝损伤临床处理路径 何盛华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主持嘉宾
孙永涛  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15:20-15:40 通过皮肤黏膜损害早期识别艾滋病体
系的创建和应用 李玉叶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15:40-16:00 HIV/AIDS 初治患者 CD4/CD8 比值复
常几率预测模型的建立 李    蓓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6:00-16:20 集中答疑

16:20-16:30 会议总结 张福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6:30-17:00 前沿生物药业（南京）股份有限公司卫星会

机会性感染与肝病分论坛分
论
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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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蒙志好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潭医院
汪习成  云南省艾滋病关爱中心

08:30-08:50 HIV 合并结核性脑膜炎的规范诊治 卢洪洲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08:50-09:10 儿童结核病的规范诊疗 卢水华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09:10-09:30 HIV 人群结核病的分子诊断研究进展 王    辉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09:30-09:50 结核病的转化研究进展 戈宝学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主持嘉宾
陈雅红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何浩岚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

09:50-10:10 艾滋病同时合并隐球菌性脑膜炎和结
核性脑膜炎的诊疗体会 刘    敏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10:10-10:30 非结核分枝杆菌病的治疗 马    萍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10:30-10:50 结核潜伏感染的预防性治疗 沙    巍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10:50-11:10 艾滋病合并结核病的个体化治疗 沈银忠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1:10-12:00
集中讨论
（结核病 4 月短程治疗方案适合 HIV
患者结核病的治疗吗）

全体与
会人员

12:00-12:30 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卫星会

艾滋病与结核病分论坛分
论
坛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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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13:00-13:30                                                                签到

主持嘉宾
王克荣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 北京红丝带之家
张    敏  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

13:30-14:00 传染病医院职业健康体系建设体会 吴锋耀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14:00-14:30
WHO-ILO 临时指南《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医疗卫生工作者职业健康和安
全》：对我国的启发和建议

刘钰洁 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 
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院

14:30-15:00 全国 31 个省市传染病医院与综合医
院护理人员血源性职业暴露现况调查 张海霞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5:00-15:30 医务人员职业安全现状与进展 袁素娥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15:30-15:40 问答与讨论

主持嘉宾
任    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付    莉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15:40-16:10 中国 24 省艾滋病个案管理现状调查
与分析 苏    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6:10-16:40 新冠疫情下深圳地区 HIV 感染者防治
策略探讨 操    静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16:40-17:10 关爱艾滋患者，阳光温暖心灵 许 萌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

17:10-17:40 与艾同行  爱心守护——凉山艾滋病
护理与关怀工作分享 郑    琦 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医院

17:40-17:50 问答与讨论

艾滋病护理、个案管理和职业卫生防护分论坛分
论
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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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辛世杰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00-13:10 开场致辞 张    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3:10-13:40
中国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围手术
期抗病毒治疗专家共识（第二版）
解读

张    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3:40-14:10 艾滋病骨科患者围手术期规范化治疗
减少术后并发症的研究 赵昌松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主持嘉宾
张 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4:10-14:40 新时期综合医院艾滋病外科平台的建设 胡立强 长沙市第一医院

14:40-15:10 IP-10 在 HIV 合并结核病中诊断的适
用性 宋言峥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15:10-15:30 讨论

主持嘉宾
冯秀岭  河南省传染病医院

15:30-16:00 单中心 163 例艾滋病合并外科疾病外
科手术分析 唐际富 广西壮族自治区龙潭医院

16:00-16:30 非艾滋病定义恶性肿瘤治疗的思考 魏    国 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

16:30-17:00 微创技术在艾滋病外科手术中的应用 段月勋 云南省传染病医院

17:00-17:30 艾滋病外科围手术期的处理对策 杨李军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主持嘉宾
胡波涌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

17:30-17:40 讨论

17:40-18:00 总结

艾滋病围手术期规范化治疗分论坛分
论
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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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线上会议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单 飞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张 同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09:00-09:10 致辞 李宏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09:10-09:40 HIV/AIDS 及 COVID-19 相关病毒性心
肌损伤的影像学研究进展 李宏军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09:40-10:10 艾滋病相关肿瘤的影像学诊断 施裕新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10:10-10:40 HIV 感染合并 COVID-19 的临床影像
分析 陆普选 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

主持嘉宾
卢亦波  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 
吕圣秀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

10:40-11:10 新冠病毒 Delta 变异株感染的临床及
影像特点 刘晋新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

11:10-11:40 HIV 合并隐球菌脑膜脑炎的影像诊断 鲁植艳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11:40-12:10 艾滋病合并脑弓形虫病的影像诊断 任 克 厦门大学附属翔安医院

艾滋病影像学分论坛分
论
坛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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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分论坛分
论
坛15

202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线上会议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张子宁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顾 颖  厦门大学

13:30-13:40 领导致辞 尚 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3:40-14:10 艾滋病流行病学的若干问题 汪 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14:10-14:40 我国 HDV/HIV 混合感染感染情况调查
及病毒分子特性研究 张福杰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

14:40-15:10 新冠病毒感染免疫致病机制及抗体
应答 张    政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主持嘉宾
施玉华  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杨 萱  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15:10-15:30 HIV 感染者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临床
预后模型开发和外部验证 邹华春 中山大学

15:30-15:50 HIV 感染者检测发现新策略的发展和
应用 金 聪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5: 50-16:10 HIV/HCV 合并感染者治疗后长期病毒
学、免疫学及肝纤维化变化 廖宝林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

16:10-16:30 通往循证医学的道路 : 站在循证金字
塔顶端的 Meta 分析 黄晓婕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16:30-16:50 线上答疑及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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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线上会议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冯龙飞  宜春学院美容医学院
臧建成  中国医学科学院

13:30-13:35 会议背景及会议形式简介 翟晓梅 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

13:35-14:15 公共卫生实践与研究：伦理学视阈 翟晓梅 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学院

14:15-14:45 艾滋病防控法律治理：问题和对策 张博源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法学研究中心

14:45-15:05 HIV/AIDS 治愈性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王赵琛 浙江大学医学院

15:05-15:25 HIV 感染者的隐私权与其性关系者的
知情权——生命伦理学与法学分析 谢宜静 北京协和医学院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学

院

15:25-15:40 提问

15:40-16:10 基于案例需求研讨 HIV/AIDS 防控中
应关注的系列问题 李红英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16:10-16:40 HIV/AIDS 相关医疗纠纷防范和处
理——案例分析 王凯戎 北京 ( 市 ) 律理律师事务所

16:40-17:00 讨论

艾滋病伦理法律社会分论坛分
论
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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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线上会议

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刘 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13:30-13:35 致辞 郝 阳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13:35-13:40 致辞 李长宁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13:40-13:45 致辞 黄 玮 杜蕾斯品牌

主持嘉宾
李雨波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傅继华  山东省艾滋病防治协会  
13:45-14:05 中国艾滋病流行现况及防控策略 韩孟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14:05-14:25 2021 年全国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
情况 樊泽民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体育与

卫生教育处
14:25-14:45 青年艾滋病防控国际经验 周 凯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

14:45-15:05 青年学生艾滋病风险意识及防控策略                             
大学生抗艾防艾宣传教育项目介绍 刘 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15:05-15:25 “美好青春我做主”高校防艾项目介绍 曲美霞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15:25-15:35 答疑

主持嘉宾
陈清峰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中心      
潘晓红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5:35-15:50 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暴露后预防知识
知晓和接受服务调查结果分析 张 广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15:50-16:10 青年学生中 HIV 检测推广模式及挑战 王丽艳 人民卫生出版社人卫投资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

16:10-16:30 教育、卫生、团委联动，推进天津市
高校艾防工作开展 于茂河 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6:30-16:50 协会搭台、教育主导、疾控支持促进
高校艾滋病防治的全面深化 阮师漫 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6:50-17:10 青少年同伴支援服务模式探索 肖丽婷 岭南伙伴社区支持中心
17:10-17:30 成都市青少年学生艾滋病防治工作实践 何勤英 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17:30-17:40 答疑

主持嘉宾
刘童童  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17:40-17:50 总结

青少年艾滋病防治专题论坛分
论
坛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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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内容 讲者 单位
主持嘉宾
卢洪洲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08:30-09:00 串联双价广谱中和抗体 BiIA-SG 有效
预防及功能性治愈艾滋病的研究 陈志伟 香港大学

09:00-09:30 全球毒品滥用的现状与挑战 时 杰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

主持嘉宾
张   彤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09:30-10:00 中医药治疗艾滋病 30 年成效及展望 郭会军 河南省中医药防治艾滋病临床研究
中心

10:00-10:30 我国多中心 MSM 人群暴露前预防真
实世界研究 王 辉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主持嘉宾
王新伦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10:30-11:00 闭幕式总结 郝 阳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

主会场
2021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五）上午 线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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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邦 德®
艾 诺 韦 林 片
Ainuovirine Tablets

NNRTIs在国内外HIV指南中均被列为一线治疗方案的核心药物

指   南

中国指南2018

IAS-USA 2020 

EACS 2020

DHHS 2019

WHO 2019 

治疗方案

2个NRTIs+NNRTIs

2个NRTIs+NNRTIs

2个NRTIs+NNRTIs

2个NRTIs+NNRTIs

2个NRTIs+NNRTIs

NNRTIs推荐级别

一线首选治疗方案

一线备选治疗方案

一线备选治疗方案

一线备选治疗方案

一线可选治疗方案

参考文献：1. 艾邦德® 联合 3TC+TDF 治疗 HIV/AIDS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Ⅲ期临床试验总结报告

中枢神经系统副反应少，显著改善患者耐受程度
脂代谢影响小，降低心脑血管、脂肪肝等疾病的发生风险
肝毒性低，大幅度减轻肝功能损害

安全

艾邦德®三大优势特点

强效抑制病毒载量，疗效持续稳定
对高低基线病毒载量的抑制均有效
快速增加CD4+细胞，持续改善免疫系统水平

强效

通过CYP2C19通道代谢，显著降低药物间相互作用风险便捷

艾邦德®III期临床数据

一、艾邦德®安全性高，显著改善患者长期治疗的耐受度 

艾邦德®中枢神经系统副反应少，显著改善患者耐受程度1

艾邦德®脂代谢影响小，
降低心脑血管、脂肪肝等疾病的发生风险1

艾邦德®肝毒性低，
大幅度减轻肝功能损害1

第一代NNRTIs

奈韦拉平
依非韦伦

强效的病毒抑制作用
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CNS)副作用
肝毒性、皮疹，易耐药等不良反应

第二代NNRTIs

依曲韦林
利匹韦林

中枢神经系统副作用较第一代减小
对10万拷贝以上高病载HIV感染者不适用

第三代NNRTIs

艾诺韦林 

显著改善中枢神经系统等副作用
快速降低病毒载量(高低病毒载量都有效) 

显著降低药物相互作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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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邦德®组

甘油三酯变化率 胆固醇变化率

依非韦伦组

艾邦德®组 依非韦伦组

艾邦德®组 依非韦伦组

中枢神经系统不良反应

*P<0.01

*P<0.001 ALT/AST/γ-GGT≥2xULN的受试者比例

ALT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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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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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艾邦德®疗效稳定，强效抑制高低病毒载量，提升患者免疫水平 

三. 艾邦德®通过CYP2C19通道代谢，显著降低药物间相互作用风险

艾邦德®强效抑制病毒载量，疗效持续稳定1

艾邦德®对高基线病毒载量的抑制有效1

99%受试者选择48周揭盲后继续使用艾邦德®（ANV）+3TC+TDF q.d
方案进行抗病毒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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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邦德®组（N=315） 依非韦伦组(N=314) 艾邦德®组
(原艾邦德®组)（N=293） 

艾邦德®组
（原依非韦伦组）（N=287）

艾邦德®组
(原艾邦德®组)（N=71） 

艾邦德®组
（原依非韦伦组）（N=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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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前研究

CYP1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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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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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CYP2D

稳定

CYP3A4

稳定
（依非韦伦）

CYP2B6

稳定

化合物

艾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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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邦德®快速增加CD4+细胞，
持续改善免疫系统水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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