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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 “十三五”行动计划》

和《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2019-2022 年）》，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不同目标人群

特点和需求重新修订了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核心信息，供各

地参考使用。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有针对性地使用核心信

息，通过不同的宣传形式，如咨询话述、网络图文、纸张折

页、音频视频、游戏动画、社区活动等有效呈现核心信息，

更好地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 

1.大众人群 

1.1 危害性认识 

(1)艾滋病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死亡率高

的严重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预防。 

艾滋病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截至 2018 年底，我国报告的现

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 86 万例；2018 年新发现的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 14.9 万例，平均每小时新发现 17 例艾滋

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其中性传播比例达到 95%；2018 年报告

死亡病例 3.8万例。 

感染艾滋病会给生活带来巨大影响，需要终身规律服药，精神压

力增大。 

病毒会缓慢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若不坚持规范治疗，发病后病情

发展迅速。 



发病后的常见症状包括：皮肤、黏膜出现感染，出现单纯疱疹、

带状疱疹、血疱、淤血斑等；持续性发热；肺炎、肺结核、咳嗽、呼

吸困难、持续性腹泻、便血、肝脾肿大、并发恶性肿瘤等。 

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治愈艾滋病的方法，全世界仍无预防艾滋

病病毒感染的疫苗问世。 

（2）艾滋病威胁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预防艾滋病是全社会的

责任  

公众应积极参加到艾滋病预防控制中来，学习和掌握预防艾滋病

的基本知识，避免不安全行为，加强自我保护，并把了解到的知识告

诉他人。 

在青少年中开展预防艾滋病/性病、拒绝毒品的教育，进行生活

技能培训和青春期性教育，保护青少年免受艾滋病/性病和毒品的危

害，是每个家庭、每个学校、每个社区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2 预防知识 

（1）艾滋病病毒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伤

口渗出液中含有大量艾滋病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性。 

性接触是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病毒可通过性交（阴

道交、口交、肛交）的方式在男女之间或男男之间传播。 

离开人体后，艾滋病病毒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较弱，日常生活接

触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 



· 艾滋病不会经马桶圈、电话机、餐饮具、卧具、游泳池或浴池

等公共设施传播。 

· 咳嗽和打喷嚏不传播艾滋病。 

· 蚊虫叮咬不会感染艾滋病。 

（2）性病可增加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必须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

诊治  

性病患者或患有生殖器脓疮、溃疡、炎症的人更容易感染艾滋

病，也容易将病毒传染给他人。及早发现和规范治疗性病和各种生殖

器感染，可以减少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危险。 

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时，要尽早检查、及时治疗，争取治愈，还

要动员性伴接受检查和治疗。 

（3）避免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可有效预防艾滋病病毒经血液传播 

共用注射器注射吸毒是造成艾滋病感染的高危行为。不要共用注

射器。使用清洁注射器或严格消毒的注射器，可有效减少因注射吸毒

经血传播艾滋病的机会。 

近年来出现的新型毒品（冰毒、摇头丸、K粉等）虽然不以注射

吸毒为主要方式，但是滥用这些毒品会降低自己的风险意识，性伴数

量和不安全性行为的频率会增加，也会间接地增大艾滋病和性病传染

的风险。 

（4）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应及时采取医学手段阻止艾滋病病

毒传给婴儿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怀孕妇女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采取孕期和产



时服用抗病毒药物、住院分娩减少损伤性危险操作以及产后避免母乳

喂养等预防传播的措施，可大大减少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胎儿或婴儿

的机会。 

（5）艾滋病目前没有疫苗可以预防，掌握预防知识、拒绝危险行为，

做好自身防护才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目前尚没有能够预防艾滋病的有效疫苗。掌握预防知识、拒绝危

险行为，做好自身防护才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卖淫、嫖娼、吸毒等活动是艾滋病传播的重要危险行为。 

·多性伴且没有保护的性行为可大大地增加感染、传播艾滋病和

性病的危险。 

·从青少年起，应树立健康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

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策。 

（6）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可有效预防艾滋病/性病的经性途径

传播  

选择质量合格的安全套，确保使用方法正确。 

正确使用安全套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使用前应特别留意安全套的出厂日期和有效期，确保安全

套不过期；要将安全套前端的小囊捏瘪，排出空气； 

 每一次性行为都要使用新的安全套，不重复使用。 

 全程都要使用安全套：即在阴茎接触阴道、肛门或口腔之

前，就要戴上安全套； 

 良好的润滑对防止安全套破裂是很重要的；只能使用水性



的润滑剂，油性润滑剂容易造成安全套破裂； 

 射精后应立即抽出，注意安全套有无破损。如有破损，应

考虑去相关机构进行咨询检测。 

（7）暴露后 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减少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 

发生暴露后，比如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生了无保护的性行为，

可以使用药物进行阻断。暴露后预防用药可以有效降低感染艾滋病病

毒的风险。 

服药周期：28天。 

服药种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药物，根据当地药品

的可及性及医生评估后开具用药方案。 

服药效果：服药时间越早，保护效果越好。首次服药不超过暴露

后 72小时。 

1.3 检测与治疗 

（1）艾滋病检测是及早发现感染者和病人的重要措施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发病前外表与正常人无异，决不能从一个人

外表是否健康来判断其是否感染艾滋病。有过高危性行为、共用注射

器吸毒、卖血、怀疑接受过不安全输血或注射的人以及艾滋病高发地

区的孕产妇，要主动进行艾滋病检测。 

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国家对个人接受艾滋病自愿咨

询检测的信息保密。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VCT）提供艾

滋病免费咨询和检测服务；各地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部分



基层医疗机构（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也提供检测服务。

个人还可以购买自我检测试剂进行检测，如果检测阳性，要及时到医

疗机构、疾控中心确诊。 

（2）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提高生活质量，减少

艾滋病病毒传播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体内病毒复制即开始，会损害全身多个器

官。已有的抗病毒药物和治疗方法，虽不能治愈艾滋病，但实施规范

的抗病毒治疗可有效抑制病毒复制，降低传播危险，延缓发病，延长

生命，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艾滋病病毒传播。 

国家实施免费的艾滋病病毒抗病毒治疗，对于所有艾滋病病毒感

染者和患者，均建议实施抗病毒治疗，即实行“发现即治疗”。 

1.4 法律法规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是艾滋病的受害者,应该得到理解和关心，但故

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既不道德，也要承担法律责任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各项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传

染病防治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

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 “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

权益受法律保护”。 

消除艾滋病歧视：社会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歧



视，不利于控制艾滋病传播。有感染风险的人群因担心受到歧视而不

愿检测，不了解自身感染状况，会妨碍其采取预防措施，增加传播艾

滋病病毒的风险。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在得知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应主

动告知性伴或配偶。《艾滋病防治条例》第 38 条规定，“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传染病防治

法》第 77条规定，“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

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下发的《关

于严厉打击传播艾滋病病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公通字

[2019]23号），依法严厉打击，对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

滋病而卖淫、嫖娼或者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人感

染艾滋病病毒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伤

害罪定罪；未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条规定，

以传播性病罪定罪，并从重处罚；明知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

滋病而隐瞒情况，介绍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

以故意伤害罪的同犯论处；明知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滋病，

介绍其卖淫，同时构成卖淫罪、故意伤害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从重处罚。 



2.青年学生人群 

2.1 危害性认识 

（1）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死亡率高的严重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 

感染艾滋病会给学习、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对于家庭、父母心存

愧疚；需要终身规律服药；精神压力增大。 

病毒会缓慢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若不坚持规范治疗，发病后病情

发展迅速。 

发病后的常见症状包括：皮肤、黏膜出现感染，出现单纯疱疹、

带状疱疹、血疱、淤血斑、持续性发热、肺炎、肺结核、呼吸困难、

持续性腹泻、便血、肝脾肿大、并发恶性肿瘤等。 

（2）目前我国青年学生中艾滋病主要传播方式为男性同性性行为 

截至 2018年底，我国报告的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

人 86万例；2018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 14.9万

例，平均每小时新发现 17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其中性

传播比例达到 95%；2018年报告死亡病例 3.8万例。 

2018年我国报告新发现的 15-24岁青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

病病人 1.6 万例。其中，青年学生病例 3000 多例，且 80%以上通过

男性同性性行为感染。 

（3）不能通过外表判断一个人是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发病前外表与正常人无异，决不能从一个人

外表是否健康来判断其是否感染艾滋病。 



一些学生由于疾病预防知识匮乏、感染风险意识淡薄，易受外界

影响，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也有极个别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出于各

种原因，蓄意与他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传播疾病，青年学生需要引

起高度警惕。 

2.2 预防知识 

（1）学习掌握性健康知识，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与技能，培养积极向

上的生活方式   

掌握科学的性知识，树立正确的性观念，保证安全的性行为。性

既不神秘、肮脏，也并非自由、放纵。性冲动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是成长的必经过程。青年学生应积极接受性健康教育，丰富课余生活，

提高自制力。 

（2）艾滋病目前没有疫苗可以预防，掌握预防知识、拒绝危险行为，

做好自身防护才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可有效预防艾滋病/性病的感染与传

播 选择质量合格的安全套，确保使用方法正确。 

使用安全套不意味着可以放纵个人的性行为。正确使用安全套需

要注意以下几点： 

 使用前应特别留意安全套的出厂日期和有效期，确保安全套

不过期；要将安全套前端的小囊捏瘪，排出空气； 

 每一次性行为都要使用新的安全套，不重复使用。 

 全程都要使用安全套：即在阴茎接触阴道、肛门或口腔之前，



就要戴上安全套；  

 良好的润滑对防止安全套破裂是很重要的；只能使用水性的

润滑剂，油性润滑剂容易造成安全套破裂； 

 射精后应立即抽出，注意安全套有无破损。如有破损，应考

虑去相关机构进行咨询检测。 

（3）艾滋病通过含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和体液（精液/阴道分泌物等）

传播，日常学习和生活接触不传播  

艾滋病病毒在下面这些体液中存在量大，具有很强传染性：  

•血液； 

•精液； 

•阴道分泌物； 

•母乳； 

•伤口渗出液 

可以归纳为血液传播、性传播、母婴传播。 

日常学习和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包括共用学习用品、共

同进餐、共用卫生间、握手、拥抱等日常活动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 

蚊虫叮咬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 

（4）注射吸毒会增加经血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使用新型毒品/

醉酒会增加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用针具吸毒会使病毒通过污染的针具传

播。 

使用新型毒品（冰毒、摇头丸、K粉等）或者醉酒可刺激或抑制



中枢神经活动，降低自己的风险意识，性伴数量和不安全性行为的频

率会增加，也会间接地增大艾滋病病毒和性病传染的风险。 

（5）性病可增加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必须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

诊治  

性病病人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更高。特别是像梅毒、生殖器疱疹等

以生殖器溃疡为特征的性病，使艾滋病病毒更容易通过溃疡入侵。 

（6）暴露后 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减少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 

 发生暴露后，比如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生了无保护的性行为，

可以使用药物进行阻断。暴露后预防用药可以有效降低感染艾滋病病

毒的风险。 

服药周期：28天。 

服药种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药物，根据当地药品

的可及性及医生评估后开具用药方案。 

服药效果：服药时间越早，保护效果越好。首次服药不超过暴露

后 72小时。 

2.3 检测与治疗 

（1）发生高危行为后（如无保护性行为），应该主动进行艾滋病检测

与咨询，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发生高危行为后，应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但艾滋病检测有窗口

期，窗口期是指从艾滋病病毒感染人体到感染者血清中的艾滋病病毒

抗体、抗原或核酸等感染标志物能被检测出之前的时期。目前常用的



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的窗口期为 3-12 周，艾滋病检测的适宜时间为

发生高危行为 3 周后及早进行，如果检测为阴性，在发生高危行为

12 周后再进行一次检测。艾滋病病毒抗体初筛检测结果呈阳性不能

确定是否感染，应尽快进行确诊检测，以便早诊断，早治疗，达到较

好的治疗效果。 

窗口期感染者处于急性感染期，传染性较强。急性感染期常出现

的症状有发热、头痛、皮疹、腹泻等流行性感冒样症状。但是这些症

状是否出现因人而异。 

（2）疾控中心、医院等机构均能提供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和咨询服务 

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国家对个人接受自愿咨询检测

的信息保密。 

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VCT）提供免费艾滋病咨询和

检测服务；各地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及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如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也提供检测服务。个人还可以购买

自我检测试剂进行检测，如果检测阳性，要及时到医疗机构、疾控中

心确诊。 

（3）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同时减少艾滋病病毒传播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体内病毒复制就已经开始，会逐渐损害全

身多个器官，及早治疗能够抑制病毒复制，降低上述损害的发生机会，

使免疫功能恢复并保持正常水平，保持较好的身体状况，减少艾滋病

病毒传播。 



2.4 法律法规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是艾滋病的受害者,应该得到理解和关心，

但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既不道德，又要承担法律责任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各项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传

染病防治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

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 “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

权益受法律保护”。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在得知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应主

动告知性伴或配偶。故意隐瞒和传播艾滋病是一种极其不道德的行为，

同时也违反了国家法律关于故意传播传染性疾病的规定，需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艾滋病防治条例》第 38 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和艾滋病病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传染病防治法》

第 77 条规定，“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

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下发的《关

于严厉打击传播艾滋病病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公通字

[2019]23号），依法严厉打击，对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

滋病而卖淫、嫖娼或者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人感

染艾滋病病毒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伤

害罪定罪；未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条规定，



以传播性病罪定罪，并从重处罚；明知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

滋病而隐瞒情况，介绍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

以故意伤害罪的同犯论处；明知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滋病，

介绍其卖淫，同时构成卖淫罪、故意伤害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从重处罚。 

3.老年人群 

3.1 危害性认识 

（1）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死亡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

疫苗预防 

 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人体的免疫系统会遭受严重破坏，导致一些

机会性致病菌侵入人体引发严重疾病甚至引起死亡，对人身健康危害

巨大且病死率很高。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治愈艾滋病的方法，全世

界仍无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疫苗问世。 

（2）60岁及以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逐年增加  

截至 2018年底，我国报告的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

人 86万例；2018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 14.9万

例，平均每小时新发现 17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其中性

传播比例达到 95%；2018年报告死亡病例 3.8万例。 

2018 年我国报告新发现的 60 岁及以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

病病人近 3.2万例，呈现逐年增加的态势，老年病例 95%通过异性性



传播途径感染。 

（3）艾滋病需要终生治疗，会给家庭和个人带来一定负担 

一旦感染艾滋病，患者需要终生进行治疗，终生服药会对肝、肾

等代谢器官会产生一定影响，药物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另外由于社

会对感染者的歧视，也常常给感染者及其家人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

晚期并发症的治疗可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社会问

题。 

3.2 预防知识 

（1）无保护的商业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很大  

无保护的商业性行为，特别是与低档场所（如乡镇赶集出租屋、

城乡结合部出租屋等）的卖淫妇女发生无保护的性行为，感染艾滋病

病毒的风险很高。绝不能通过生殖器外观判断对方是否感染了艾滋病

病毒。 

（2）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可有效减少感染、传播艾滋病性病

的危险  

安全套不仅仅只作为避孕使用，在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方面，它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为止，坚持在每次发生性行为时全程、正确地使用安全套仍

然是预防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最有效、最便捷的方法。 

（3）暴露后 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减少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 

发生暴露后，比如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生了无保护的性行为，



可以使用药物进行阻断。暴露后预防用药可以有效降低感染艾滋病病

毒的风险。 

服药周期：28天。 

服药种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药物，根据当地药品

的可及性及医生评估后开具用药方案。 

服药效果：服药时间越早，保护效果越好。首次服药不超过暴露

后 72小时。 

（4）滥用路边摊无名“壮阳药”百害无益 

一些地区针对老年人，兴起路边摊摆卖无名“壮阳药”的情况。

老年人切勿滥用这些壮阳药，老年人多有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

尿病等基础疾病,乱服药品易致严重后果，甚至猝死。 

3.3 检测与治疗 

（1）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与咨询，早知晓、早预防、早治疗 

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艾滋病检测有窗口期，

在窗口期内检测无法判断是否感染。目前常用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

的窗口期为 3-12 周，建议发生高危性行为 3 周后及时进行艾滋病检

测，如果检测结果为阴性，则在发生高危行为后 12 周再检测一次。

知晓自己的检测结果，有助于尽早采取措施。检测结果若为阴性，则

应该继续坚持安全行为，预防感染；检测结果若为阳性，则需要及早

参加抗病毒治疗，保护自身健康不受严重损害。 

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VCT）提供免费艾滋病咨询和



检测服务；各地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部分基层医疗机构（如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也提供检测服务。国务院《艾滋病

防治条例》规定，国家对个人接受自愿咨询检测的信息保密。个人还

可以购买自我检测试剂进行检测，如果检测阳性，要及时到医疗机构、

疾控中心确诊。 

（2）梅毒等性病可增加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必须及时到正规医

疗机构诊治  

性传播疾病易造成生殖器或生殖道的皮肤或粘膜的炎症、破损、

溃疡，在性交过程中易造成进一步的破损和出血，从而使艾滋病病毒

经性传播更加容易。所以说，性病会增加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危险和机

会。正规医疗机构可以提供系统安全地性病治疗服务，自行服药或求

诊小诊所不仅有风险而且很难保证治愈。 

（3）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延长生命、提高生活

质量，减少艾滋病病毒传播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病毒复制即开始，全身多器官的损害就会

发生，及早治疗能降低上述损害的发生机会；服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

帮助保持免疫系统 CD4细胞的水平，使患者不易发生机会性感染，从

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艾滋病病毒传播。 

3.4 法律法规 

已知自己感染艾滋病，要及时告知有性关系者，故意传播艾滋病

的行为既不道德，又要承担法律责任  



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艾滋病感染者有责任告知与自己发生性关

系者自己的感染状态，并规范自己的相关行为以避免将疾病传播他人。

故意隐瞒和传播艾滋病是一种极其不道德的行为，同时也违反了国家

法律关于故意传播传染性疾病的规定，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艾

滋病防治条例》第 38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不得

以任何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传染病防治法》第 77条规定，“单位

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

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下发的《关

于严厉打击传播艾滋病病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公通字

[2019]23号），依法严厉打击，对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

滋病而卖淫、嫖娼或者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人感

染艾滋病病毒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伤

害罪定罪；未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条规定，

以传播性病罪定罪，并从重处罚；明知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

滋病而隐瞒情况，介绍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

以故意伤害罪的同犯论处；明知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滋病，

介绍其卖淫，同时构成卖淫罪、故意伤害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从重处罚。 



4.卖淫妇女 

4.1 危害性认识 

（1）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死亡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

疫苗预防 

 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人体的免疫系统会遭受严重破坏，导致一些

机会性致病菌侵入人体引发严重疾病甚至引起死亡，对人身健康危害

巨大且病死率很高。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治愈艾滋病的方法，全世

界仍无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疫苗问世。 

（2）异性性传播是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最主要途径 

截至 2018年底，我国报告的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

人 86万例；2018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 14.9万

例，平均每小时新发现 17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其中性

传播比例达到 95%，异性性传播占 71.5%，卖淫妇女与嫖客之间的性

行为是异性性传播的重要途径；2018年报告死亡病例 3.8万例。 

（3）艾滋病需要终生治疗，会给家庭和个人带来一定负担 

一旦感染艾滋病，患者需要终生进行治疗，终生服药会对肝、肾

等代谢器官会产生一定影响，药物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另外社会对

感染者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也常常给感染者带来沉重的精神压力。

晚期并发症的治疗可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社会问

题。 



4.2 预防知识 

（1）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可有效减少感染、传播艾滋病和性

病的危险  

目前为止，坚持在每次发生性行为时全程、正确地使用安全套仍

然是预防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的最有效的方法。不能通过生殖器外观

判断一个人是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并依此决定用不用安全套。 

（2）使用毒品特别是新型毒品会增加经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 

服用新型毒品后，人体在毒性作用下处于极度兴奋、纵欲和放松

状态，自我约束力下降，易于发生危险性行为，比如不使用安全套等，

因此会增加服药者经性途径感染性病艾滋病的风险。 

（3）梅毒等性病可增加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必须及时到正规医

疗机构诊治  

性传播疾病易造成生殖器或生殖道的皮肤或粘膜的炎症、破损、

溃疡，在性交过程中易造成进一步的破损和出血，从而使艾滋病病毒

经性传播更加容易。所以说，性病会增加艾滋病病毒传播的危险和机

会。正规医疗机构可以提供系统安全地性病治疗服务，自行服药或求

诊小诊所不仅有风险而且很难保证治愈。 

（4）暴露后 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减少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 

发生暴露后，比如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生了无保护的性行为，

可以使用药物进行阻断。暴露后预防用药可以有效降低感染艾滋病病

毒的风险。 

服药周期：28天。 



服药种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药物，根据当地药品

的可及性及医生评估后开具用药方案。 

服药效果：服药时间越早，保护效果越好。首次服药不超过暴露

后 72小时。 

4.3 检测与治疗 

（1）定期进行艾滋病检测与咨询，早知晓、早预防、早治疗 

建议每三个月检测一次。及时知晓自己的检测结果，有助于尽早

采取措施。检测结果若为阴性，则应该继续坚持安全行为，预防感染；

检测结果若为阳性，则需要及早参加抗病毒治疗，确保自身健康不受

严重损害。 

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VCT）提供免费艾滋病咨询和

检测服务；各地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部分基层医疗机构（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也提供检测服务，国务院《艾滋病防

治条例》规定，国家对个人接受自愿咨询检测的信息保密。个人还可

以购买自我检测试剂进行检测，如果检测阳性，要及时到医疗机构、

疾控中心确诊。 

（2）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延长生命、提高生活

质量，减少艾滋病病毒传播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病毒复制即开始，全身多器官的损害就会

发生，及早治疗能降低上述损害的发生机会；服药能够抑制病毒复制，

帮助保持免疫系统 CD4细胞的水平，使患者不易发生机会性感染，从



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少艾滋病病毒传播。 

4.4 法律法规 

已知自己感染艾滋病，要及时告知有性关系者，故意传播艾滋病

的行为既不道德又要承担法律责任  

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艾滋病感染者有责任告知与自己发生性关

系者自己的感染状态，并规范自己的相关行为以避免将疾病传播他人。

故意隐瞒和传播艾滋病是一种极其不道德的行为，同时也违反了国家

法律关于故意传播传染性疾病的规定，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艾

滋病防治条例》第 38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不得

以任何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传染病防治法》第 77条规定，“单位

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

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下发的《关

于严厉打击传播艾滋病病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公通字

[2019]23号），依法严厉打击，对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

滋病而卖淫、嫖娼或者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人感

染艾滋病病毒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伤

害罪定罪；未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条规定，

以传播性病罪定罪，并从重处罚；明知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

滋病而隐瞒情况，介绍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

以故意伤害罪的同犯论处；明知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滋病，



介绍其卖淫，同时构成卖淫罪、故意伤害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从重处罚。 

5.男性同性性行为人群 

5.1 危害性认识 

（1）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死亡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

疫苗预防 

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人体的免疫系统会遭受严重破坏，导致一些

机会性致病菌侵入人体引发严重疾病甚至引起死亡，对人身健康危害

巨大且病死率很高。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治愈艾滋病的方法，全世

界仍无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疫苗问世。 

（2）男性同性性行为人群受艾滋病威胁大，哨点监测显示我国该人

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达到 7%-8%。 

截至 2018年底，我国报告的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

人 86万例；2018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 14.9万

例，平均每小时新发现 17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其中性

传播比例达到 95%，男性同性性传播占 23%；2018年报告死亡病例 3.8

万例。 

（3）艾滋病需要终生治疗，会给家庭和个人造成一系列严重负担 

艾滋病感染者需要终生服用抗病毒药物，不能停药。长期服药不

仅会对肝、肾等器官产生一定副作用，由此产生的治疗费用还会给家

庭和个人造成负担。此外，社会对艾滋病病人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



也常常给艾滋病患者带来沉重的精神负担。 

5.2 预防知识 

（1）性行为中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可有效减少感染、传播艾滋病

和性病的危险  

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在男性同性肛交性行为中发挥安全套

物理阻隔作用，防止精液或前列腺液内的艾滋病病毒经肛肠粘膜进入

体内。安全套预防性病、艾滋病传播的效果确实、可靠，已得到大量

科学研究和长期疾病防控工作的证实。 

（2）远离毒品特别是新型毒品以及助性剂(如 RUSH 等) 会减少经性

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  

吸食与使用新型毒品，可以抑制或兴奋人的中枢神经，使人产生

幻觉，从而增加高危性行为的可能，如无套肛交等。同理，助性剂（如

RUSH 等）可以令人心率增加，血压上升，面部、上身泛红发热，产

生类似性高潮的生理感觉，精神亢奋，增加高危性行为的风险。不仅

如此，频繁使用 RUSH 还会对身体健康产生损伤，要主动远离新型毒

品和助性剂。 

（3）定期筛查艾滋病病毒和到正规医疗机构规范诊治性病可降低感

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  

性病病人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比非性病病人要高很多，这是因为感

染性病会在生殖器部位形成炎症或溃疡，而有病变的部位给艾滋病病

毒敞开了大门，使艾滋病更容易入侵。特别是像梅毒、生殖器疱疹等



以生殖器溃疡为特征的性病病人感染艾滋病的危险性更高。定期筛查

梅毒等性病，并到正规医疗机构规范诊治会降低艾滋病感染风险。 

（4）暴露后 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减少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 

发生暴露后，比如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生了无保护的性行为，

可以使用药物进行阻断。暴露后预防用药可以有效降低感染艾滋病病

毒的风险。 

服药周期：28天。 

服药种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药物，根据当地药品

的可及性及医生评估后开具用药方案。 

服药效果：服药时间越早，保护效果越好。首次服药不超过暴露

后 72小时。 

5.3 检测与治疗 

（1）不能通过外表判断一个人是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检测是唯一

判断方法  

艾滋病感染者有长达 6-8年的潜伏期，期间多数人和正常人在外

表上是一样的，无法从外表上看出感染与否。即使有人有一些症状，

也并非艾滋病感染者所特有，仅凭这些症状不能确定其感染艾滋病。

因此，感染艾滋病病毒无法从身体外表或自身症状来判断。要想了解

是否感染艾滋病病毒，只能通过检测，这是唯一的途径。 

（2）从发生高危性行为（如无套肛交）到可以检测出是否感染艾滋

病病毒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叫做窗口期  



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窗口期是指从艾滋病病毒感染人体到感染者

血清中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抗原或核酸等感染标志物能被检测出之前

的时期。目前常用的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的窗口期为 3-12 周，艾滋

病检测的适宜时间为发生高危行为 3周后及早进行，如果检测为阴性，

在发生高危行为 12周后再进行一次检测。 

窗口期感染者的血液不仅已有感染性，而且由于处在感染急性期，

体内病毒载量高，此时发生高危性行为造成二代传播的风险更大。 

（3）定期进行艾滋病检测与咨询，早知晓、早预防、早治疗  

艾滋病病毒感染有窗口期，即使已经感染，在窗口期内仍无法检

测到病毒。建议每三个月检测一次。定期检测，不仅可以随时了解自

己的健康状况，而且一旦发现阳转（由阴性变成阳性），也可以在第

一时间介入抗病毒治疗，从而极大地降低健康受损的速度，提高自身

生活质量。 

（4）疾控中心、医院等机构均能提供保密的艾滋病检测和咨询服务 

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国家对个人接受自愿咨询检测

的信息保密。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VCT）提供免费艾滋

病咨询和检测服务；各地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部分基层医

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也提供检测服务，个人还

可以购买自我检测试剂进行检测，如果检测阳性，要及时到医疗机构、

疾控中心确诊。 

（5）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延长生命、提高生活

质量、减少艾滋病病毒传播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病毒复制即开始，全身多器官的损害就会

发生，及早治疗能降低上述损害的发生机会；及早治疗的病人免疫功

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免疫功能保持正常水平，感染

者预期寿命可以接近正常人。而且，服药抑制了病毒复制，能够帮助

维持 CD4细胞水平，保持较好的身体状况，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减

少艾滋病病毒传播。 

（6）艾滋病抗病毒药物需要终身服用，未经医生允许随意停药容易

使身体产生耐药性  

一旦感染艾滋病并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就需要终身服用抗病毒

药物。通常来说，抗病毒药物应在医生的指导下，定时定点定量规律

服用。服药初期，因个人身体情况不同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药物反应，

如轻微的头晕，恶心等，但症状会在短期内自行消失，切忌不能因为

身体出现药物反应而随意停药。随意停药容易使身体产生耐药性，从

而增加治疗的难度。 

5.4 法律法规 

已知感染艾滋病后要及时告知与自己发生性关系者，故意传播艾

滋病的行为既不道德，又要承担法律责任  

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艾滋病感染者有责任告知与自己发生性关

系者自己的感染状态，并规范自己的相关行为以避免将疾病传播他人。

故意隐瞒和传播艾滋病是一种极其不道德的行为，同时也违反了国家

法律关于故意传播传染性疾病的规定，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艾



滋病防治条例》第 38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不得

以任何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传染病防治法》第 77条规定，“单位

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

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下发的《关

于严厉打击传播艾滋病病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公通字

[2019]23号），依法严厉打击，对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

滋病而卖淫、嫖娼或者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人感

染艾滋病病毒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伤

害罪定罪；未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条规定，

以传播性病罪定罪，并从重处罚；明知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

滋病而隐瞒情况，介绍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

以故意伤害罪的同犯论处；明知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滋病，

介绍其卖淫，同时构成卖淫罪、故意伤害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从重处罚。 

6.吸毒人群 

6.1 危害性认识 

（1）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死亡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

疫苗预防 

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人体的免疫系统会遭受严重破坏，导致一些

机会性致病菌侵入人体引发严重疾病甚至引起死亡，对人身健康危害



巨大且病死率很高。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治愈艾滋病的方法，全世

界仍无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的疫苗问世。 

（2）艾滋病需要终生治疗，会给家庭和个人造成一系列严重负担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患者需要终生进行治疗，终生服药会对肝、

肾等代谢器官会产生一定影响，药物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另外社会

对感染者仍存在一定程度的歧视，也常常给感染者带来沉重的精神压

力。晚期并发症的治疗可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社会

问题。 

6.2 预防知识 

（1）避免共用注射器、针头、过滤毒品的棉球或溶解毒品的容器，

是预防艾滋病的有效方法之一  

注射吸毒感染艾滋病主要通过共用注射器、针头、过滤毒品的棉

球或溶解毒品的容器。避免共用这些器具能有效预防艾滋病病毒经注

射吸毒传播。清洁针具是预防艾滋病经注射吸毒传播的重要策略之一。 

（2）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可有效减少性途径感染、传播艾滋

病和性病的风险  

到目前为止，坚持在每次发生性行为时全程、正确地使用安全套，

仍然是预防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有效的方法。 

（3）使用毒品特别是新型毒品会增加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

险  

服用新型毒品后，人体在毒性作用下处于极度兴奋、纵欲和放松



状态，自我约束力下降，易于发生危险性行为，比如：群交、不使用

安全套等，因此会增加服药者经性途径感染性病艾滋病的风险。 

（4）戒毒药物维持治疗可以降低由吸毒造成的感染艾滋病病毒风险 

戒毒药物维持治疗是针对吸毒成瘾者采取的一种替代或维持治

疗方法。通过长期持续治疗可减轻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减少毒品使

用及其造成的艾滋病传播风险。 

（5）暴露后 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减少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 

发生暴露后，比如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用针具吸毒，可以使用

药物进行阻断。暴露后预防用药可以有效降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 

服药周期：28天。 

服药种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抗病毒治疗的药物，根据当地药品

的可及性及医生评估后开具用药方案。 

服药效果：服药时间越早，保护效果越好。首次服药不超过暴露

后 72小时。 

6.3 检测与治疗 

（1）定期进行艾滋病检测与咨询，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建议每三个月检测一次。及时知晓自己的检测结果，有助于尽早

采取措施。检测结果若为阴性，则应该继续坚持安全行为，预防感染；

检测结果若为阳性，则需要及早参加抗病毒治疗，确保自身健康不受

严重损害。 

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国家对个人接受自愿咨询检测



的信息保密。各地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门诊（VCT）提供免费艾滋

病咨询和检测服务；各地县级以上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和部分基层医

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也提供检测服务，个人还

可以购买自我检测试剂进行检测，如果检测阳性，要及时到医疗机构、

疾控中心确诊。 

已参加戒毒药物维持治疗的人员要根据门诊规定，定期参加艾滋

病病毒抗体检测。 

（2）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延长生命、提高生活

质量，减少艾滋病病毒传播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病毒复制即开始，全身多器官的损害就会

发生，及早治疗能降低上述损害的严重程度；早治疗的病人免疫功能

恢复到正常水平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免疫功能保持正常水平，感染者

预期寿命可以接近正常人。而且，服药抑制了病毒复制，能够帮助保

持 CD4 细胞的水平，使身体的整体状况较好， 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减少艾滋病病毒传播。 

6.4 法律法规 

已知自己感染艾滋病，要及时告知有性关系者，故意传播艾滋病

的行为既不道德，又要承担法律责任  

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责任告知性伴侣自己

的感染状态并规范自己的相关行为以避免将疾病传播给他人。故意隐

瞒和传播艾滋病是一种极其不道德的行为，同时也违反了国家法律关



于故意传播传染性疾病的规定，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艾滋病

防治条例》第 38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不得以任

何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传染病防治法》第 77条规定，“单位和个

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

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下发的《关

于严厉打击传播艾滋病病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公通字

[2019]23号），依法严厉打击，对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

滋病而卖淫、嫖娼或者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人感

染艾滋病病毒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伤

害罪定罪；未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条规定，

以传播性病罪定罪，并从重处罚；明知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

滋病而隐瞒情况，介绍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人感染艾滋病病毒的，

以故意伤害罪的同犯论处；明知他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有艾滋病，

介绍其卖淫，同时构成卖淫罪、故意伤害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

从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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