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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河南省４５例未经治疗的艾滋病患者蛋白酶和
逆转录酶基因型耐药性检测与系统发生分析
杨坤

鲍作义

李敬云

【摘要】

目的

李韩平

李林

庄道民

王哲

李宏

了解河南省部分未经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患者蛋白酶和逆转录酶基因耐药性突

变发生的频率、类型和临床意义以及系统发生情况。方法采集河南省４５例未经抗病毒治疗的艾滋

病患者的抗凝全血，分离血浆，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扩增删区蛋白酶基因全序列与逆转录酶基
因部分序列并直接进行序列测定，提交ｗｅｂ站点ｈｔｔｐ：／／ｈｉｖｄｂ．ｓｔａｒ南ｒｄ．ｅｄｕ分析耐药性突变。用
ＢｉｏＥｄｉｔ和ＤＮＡＣｌｕｂ软件以及登陆ｗｅｂ站点ｈｔｔｐ：／／ｈｉｖ—ｗｅｂ．１ａｎｌ．ｇｏｖ进行系统发生分析。结果

从

３６份血浆标本中扩增出加ｆ区基因并进行了序列测定。蛋白酶基因耐药性主要突变的发生率是
８．３％（３／３６），突变的类型是Ｄ３０Ａ、Ｖ３２Ａ、Ｇ７３Ｃ和Ｖ８２Ａ；次要突变的发生率是１００％，突变的类型为
Ｌ６３ＰＳ（３６／３６）、１９３Ｌ（３５／３６）、Ｖ７７ＩＬ（３４／３６）、Ａ７１ＩＶＴ（１０／３６）和Ｄ６０Ｅ（２／３６）。逆转录酶基因耐药性突
变的发生率是３８．９％（１４／３６）。通过对耐药性突变进行评分，并依据此分值解释其临床意义，提示蛋
白酶耐药率为５．６％（２／３６），逆转录酶耐药率为２２．２％（８／３６）；另有ｌ份标本对全部蛋白酶抑制剂、３
份对部分逆转录酶抑制剂潜在低度耐药。系统发生分析显示３６份标本的加ｚ区基因与Ｂ．ＵＳ．８３．
Ｍ１７４５１的亲缘关系最为接近，且彼此之间具有高度同源性，推测此３６份标本为同一感染来

ＲＦ ＡＣＣ

源，其耐药性突变的发生不是源于耐药株感染，而是病毒在体内进化的结果。结论

河南省未经抗病

毒治疗的艾滋病患者多数对现有的抗病毒药物敏感，但抗病毒治疗必须遵守严格的程序并保持较好
的依从性，否则极易导致耐药性毒株的流行。
【关键词】艾滋病病毒；序列分析；基因型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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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联合抗病毒治疗（ＨＡ根Ｔ）是治疗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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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８位密码子序列，扩增长度为１１７０

的有效方法，能够将患者体内的艾滋病病毒（ＨＩＶ）

表ｌ

ｂｐ。

艾滋病患者临床和流行病学特征

载量控制在现有方法无法检测的水平（≤５０ ｃｐ／
ｍＩ），推迟感染的临床进程，有助于患者的免疫重
建ｕ ｏ。ＨＡＡＲＴ治疗的效果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
中ＨＩＶ的耐药性是导致抗病毒治疗失败的主要原
因之一心。。由于ＨＩＶ一１基因的高度变异性以及耐
药性毒株的传播，未经抗病毒治疗的患者也可能携
带耐药性ＨＩＶ毒株。为此我们选取河南省４５例未
经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患者进行了蛋白酶和逆转录
酶的基因型耐药性检测和系统发生分析。
对象与方法
１．标本来源：４５例艾滋病患者均来自河南省农
村，经问卷调查确认未接受过任何抗病毒治疗，主要
感染途径为有偿献血，估计感染时间＞８年，ＣＤ４＋Ｔ

注：表中数据来自扩增出加ｚ区基因的３６份标本；＊艾滋病患

细胞计数多数介于１００～５００个／ｍｍ３（表１）。于

者均为青壮年，平均年龄３７．８岁，年龄范围从２７～５６岁；＃传播自

２００１年７月和２００２年１０月采集患者的ＥＤＴＡ抗

有献血经历的配偶；△检测方法为ＮＡｓＢＡ，由于经费限制仅检测了

凝全血，血浆冻存于一８０℃。２００４年４—５月统一进

１１份标本

行基因型耐药性检测。

表２

２．基因型耐药性检测【３１：操作流程为，扩增目的
基因一基因序列测定一检测与耐药相关的基因突
变一对突变进行分析一对耐药性作出解释。

引物名称

公司ＱＩＡａｍｐ＠Ｖｉｒａｌ ＲＮＡ分离试剂盒，按照说明书

序

列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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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 １～２０３９

ＲＴ—Ａ

５’一Ａ

３３０３～３３２８

ＰＲ—Ｂ

３．血浆中病毒ＲＮＡ的提取：采用德国Ｑｉａｇｅｎ

扩增使用的引物

ＲＴ—Ｂ

Ａ！硼１Ｂ＿Ｅ蛆１ｍ阁广１ＥＡＣＡＧＫ二ｃＡ

５’一ＡＣｒＧＡＧＡＧＡＣＡｉ））？硝蓖门＿１１Ｔ＿Ｅ妪狮Ａ
５’一ＣＫ门１ⅪＩ》ＬＧＧＡ眦跚ｊ兀℃阉哦

２０６８～２０９５
３２４３～３２６５

＊在ＨｘＢ２参考毒株上的定位

（３）扩增目的基因片段，采用Ｎｅｓｔ—ＰＣＲ方法扩

操作。一
４．扩增ＨＩＶ蛋白酶基因全序列和部分逆转录

增两轮，ＤＮＡ聚合酶为ＴａＫａＲａ公司的高保真
Ｐｙｒｏｂｅｓｔ ＤＮＡ

酶基因：
（１）病毒ＲＮＡ的逆转录（所用试剂均来自

Ｐ０１ｙｍｅｒａｓｅ：第一轮ＰＣＲ引物为

ＰＲ—Ａ、ＲＴ—Ａ，反应条件：９４℃预变性５ ｍｉｎ，然后

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取ＲＮＡ和随机引物（Ｒａｎｄｏｍ

９４℃２０ ｓ、５５℃２０ ｓ、７２℃２ ｍｉｎ扩增３５个循环，

ｐｒｉｍｅｒ ９），７０℃孵育５ ｍｉｎ，立即冰浴２ ｍｉｎ，然后依

７２℃延伸７ ｍｉｎ。第二轮ＰＣＲ引物为ＰＲ—Ｂ、ＲＴ—Ｂ。

次加入Ｍ—ＭＬＶ ５×ｂｕｆｆｅｒ，１０ ｍｍｏｌ／Ｌ

退火温度降为５２℃，其余反应条件同上。

Ｍ—ＭＬＶ

ｄＮＴＰ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４）目的片段的回收和纯化：ＰＣＲ产物经１％琼

３７℃逆转录１ ｈ，９９℃５ ｍｉｎ灭活逆转录酶。即获得

脂糖凝胶电泳观察确定分子量正确后，用博大泰克

ｃＤＮＡ。

公司的ＤＮＡ片段玻璃奶回收试剂盒纯化。按说明

Ｒｅｖｅｒｓｅ．ＲＮａｓｉｎ＠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ａｓｅ

（２）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引物设计：根据ＨＩＶ

书操作。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提供的全基因序列图谱及参

５．序列测定及耐药性分析：回收的基因片段送上

照文献［３］的方法，设计合成２对引物（表２），扩增

海生工生物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测序，测序引物为

范围是ＨＩＶ加ｚ区蛋白酶基因全序列和逆转录酶

ＰＲＢ和ＲＴ．Ｂ，将测序结果提交ｗｅｂ站点ｈｔｔｐ：／ｍｖｄｂ．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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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利用其提供的专家系统对基因型耐药性

结

进行分析，并得到最终的耐药性解释。

果

１．蛋白酶和逆转录酶的基因型耐药性突变与记
分：４５份标本中共扩增出３６份声ｏｚ区基因，并进行
了耐药性突变的检测。３份标本中检出对蛋白酶抑
制剂的４个耐药性主要突变位点，突变类型是
Ｄ３０Ａ、Ｖ３２Ａ、Ｇ７３Ｃ和Ｖ８２Ａ，其中１份标本存在２
个主要突变位点，突变率是８．３％（３／３６）；３６份标本
均存在对蛋白酶抑制剂的次要突变，突变率为
１００％（３６／３６）。１４份标本中检出对逆转录酶抑制
剂的１７个耐药性突变位点，共２５种突变类型，突变
Ｍ：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Ｉ）１．２ｕ００）；Ａ：阴性对照；ｌ、ｌｌ、３０为标本
图１

率是３８．９％（１４／３６）；针对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的

Ｎｅｓｔ—ＰＣＲ扩增结果电泳图

突变位点有１１个，对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的突

６．系统发生分析：将测序结果用ＢｉｏＥｄｉｔ和

变位点有６个。另有ｌ份标本既存在对蛋白酶的耐

ＤＮＡＣｌｕｂ软件进行分析和比较，并登录ｗｅｂ站点

药突变，又有对逆转录酶的耐药突变。全部耐药性

ｈｔｔｐ：／／ｈｉｖ—ｗｅｂ．１ａｎｌ．ｇｏｖ，利用其提供的在线工具进

突变及其评分见表３。

行系统发生分析。

２．人群对抗病毒药物敏感性的评价：利用
表３

突变分类

’

突变类型

例数”

蛋白酶和逆转录酶的耐药性突变与评分
突变评分８

＊为检测到的突变类型的数量，而不是标本数量；＃１０分以下为敏感，１５分以上为耐药，分值越高表明耐药性越显著，负数分值表明突
变增强了毒株对药物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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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ｎｆｏｒｄ大学Ｓｈａｆｅｒ教授建立的ＨＩＶ耐药性突变
评分表（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ｉｎｇ），依据特定耐药突变的评
分，对耐药性检测结果进行评价‘４，５１（表４）。
表４

耐药性突变评分的解释

Ｂ：Ｒ＝１．７。建立系统发生树∞。（图２）。

从图中可以看出３６份标本的ＨＩｖ．１刎区基因

均由一枝进化而来，与毒株Ｂ．ＵＳ．８３．ＲＦ√△④Ｍ１７４５１
的亲缘关系最为接近。所有标本具有较高的系统发生
同源性，提示该３６份标本的感染可能为同一来源，耐
药性突变的出现可能不是耐药株直接感染所造成，而
是感染后病毒基因在体内逐渐演化的结果。

芒帚３

Ｂ．ＵＳ．９０．Ⅵ，ＥＡＵｌ５０ＡＣＣ Ｕ２１１３５
－Ｂ．ＵＳ．８３．ＲＦＡＣＣ Ｍ１７４５ｌ

注：Ｎ代表无；＊针对每种抗病毒药物的例数，多重耐药与交叉
耐药的情况未在表中体现，见文中；＃我国目前免费发放的药物

３６份标本中对３种蛋白酶抑制剂ＩＤＶ、ＮＦＶ
和ＲＴＶ具有中度以上耐药性的有２份。其中７号
标本对ＩＤｖ、ＮＦＶ和ＲＴＶ中度耐药；４号标本在对
ＮＦＶ高度耐药、对ＩＤＶ和ＲＴＶ中度耐药的同时，
还对逆转录酶抑制剂ＡｚＴ／ＤＬＶ／ＥＦＶ和ＮＶＰ中度
耐药；４与７号标本都对ＡＰＶ／ＡＴＶ／ＬＰＶ和ｓＱＶ低

侈拍射协筋卯加”一４锄６西‰碰１ｍ～Ⅲ坩ｍ‰珈啦唱ｍ嶝仍

度耐药；２０号标本对全部蛋白酶抑制剂均呈潜在低
度耐药性。
对逆转录酶抑制剂具有中度以上耐药性的标本

图２

印ｚ区基因系统发生树

有５份，其中１４号标本对ＤＬＶ和ＮＶＰ，１８号对

讨

论

ＤＤＣ和ＤＤＩ高度耐药；１号标本对ＤＤＣ、１８号标本
对ＡＢＣ中度耐药。３号标本存在的Ｐ２３６Ｌ突变评

ＨＩｖ耐药性的出现是病毒基因多样性和治疗

分为ＤＬＶ（５０），ＥＦＶ（一１０），ＮＶＰ（一１０），提示其在

过程中药物选择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ＨＩＶ感染

对ＤＬｖ中度耐药的同时，还增强了对ＥＦＶ和ＮＶＰ

宿主细胞后，首先将它的ＲＮＡ逆转录为ｃＤＮＡ并

的敏感性。１６号、２１号和３１号标本的Ｖ１０６Ｉ和

整合入宿主细胞的基因组，然后便开始以１０ ７～１０８

Ｌ２１０ＧＦ突变评分均为０分，说明其单独存在不影

次／天的速度进行着病毒的复制。由于ＨＩＶ逆转录

响耐药性。

酶缺乏校读功能，造成复制产物中存在着碱基错配。

依据耐药性解释，蛋白酶与逆转录酶耐药率分

一般而言，每一个感染者体内平均有１０７～１０８个的

别为５．６％（２／３６）和２２．２％（８／３６）。３６份标本中多

被感染细胞（１４０～３００代／年），所以每天大约产生

数对抗病毒药物敏感，对我国目前免费发放的４种

１０１０个新的病毒颗粒，尽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具有

抗病毒药物敏感性也比较高，提示目前在我国使用

感染性并能够稳定传代，但由于病毒群体十分庞大，

这些药物对艾滋病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是可行的。

所以每天至少仍有１０

３．删区基因的系统发生分析：以ｏｕｔｇｒｏｕｐ＝

０２刚Ｓｃｌｌ倒ＣＮ／２００２／ＨＩｖ－１（ＧｅｎＢａｎｋ

Ｎｏ．ＡＹ２７５５５６）；

０００～１００

０００的子代ＨＩＶ出

现单个位点的基因突变。７Ｉ。由于病毒基因的高度变
异性和耐药性毒株的传播，未经抗病毒治疗的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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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患者也可能存在耐药性突变。在欧、美进行的分

制剂作用原理都是结合到逆转录酶上共同的位点，

子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在大约１０％的新感染病例

因此发生单点突变的突变株，可能引起药物与逆转

中，能分离出至少对一种药物耐药的ＨＩＶ毒株，甚

录酶间结合的稳定性降低，或由于出现空间位阻以

至从一部分感染者体内分离的毒株，对目前所有的

致药物难以结合。结果不仅造成对所用的非核苷类

抗病毒药物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耐药。７ ｏ。我们检测的

逆转录酶抑制剂，而且对所有该类药物的敏感性均

３６份未经抗病毒治疗的标本中也发现了２份对７

明显降低Ｈ。。

种蛋白酶抑制剂，８份对８种逆转录酶抑制剂分别

对声ｏｚ区基因进行系统发生分析发现，３６份标

存在不同程度的耐药性；其中４号标本既对蛋白酶

本全部属于ＨＩｖ一１ Ｂ亚型，而且具有较高的系统发

抑制剂（ＮＦｖ、ＩＤＶ和ＲＴｖ）耐药，又对逆转录酶抑

生同源性。据此我们分析这些艾滋病患者可能在相

制剂（ＡＺＴ、ＤＬＶ、ＥＦｖ和ＮＶＰ）耐药。同时我们检

同传播途径的基础上还存在相同的传染源。有文献

测到的蛋白酶耐药突变率为５．６％（２／３６）；而逆转录

报道，来自同一传染源的不同感染者，其体内分离的

酶耐药突变率为２２．２％（８／３６），明显高于同类研究

ＨＩｖ毒株存在大约１５％的基因序列差异ｕ ０｜。所以

的报道，可能是由于３６份标本的感染时间都比较

对于３６份未经抗病毒治疗的标本所检测出来的耐

长，耐药性突变逐渐积累所致。

药性差异，我们考虑可能是病毒自身进化的结果，而

ＨＩＶ蛋白酶耐药性突变可以分为主要突变和

不是原发性的耐药性毒株直接感染所致。

次要突变。前者是指造成ＨＩＶ对不同药物出现耐

综合以上结果，可以说河南省大部分艾滋病患

受的突变，它存在相对特异性，直接影响ＨＩＶ对药

者对免费ＨＡＡＲＴ治疗方案中的４种药物（ＡｚＴ、

物的敏感性，但是携带主要突变的ＨＩＶ毒株在体内

Ｄ４Ｔ、ＤＤＩ和ＮｖＰ）敏感，但是由于感染时间长及耐

外的适应能力（ｆｉｔｎｅｓｓ）明显降低；次要突变又称为

药性突变的积累，存在对主要抗病毒药物具有高度

补偿性突变，其本身并不直接影响病毒对药物的敏

耐药性的病例，潜在的耐药性突变则非常普遍，因此

感性，它们通常出现在主要突变之前，特异性不强，

抗病毒治疗必须遵守严格的程序并保持较好的依从

针对同一种药物往往存在许多共同的次要突变，其

性，否则极易导致耐药性毒株的大量出现和传播。

主要作用是恢复或提高携带主要突变的突变株的复
制能力，有时也增强其耐药性旧Ｊ。本研究中几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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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引起对３ＴＣ的高度耐药；同时，Ｍ１８４Ｖ突变能够

录酶抑制剂（ＤＬＶ、ＥＦＶ和ＮＶＰ）存在不同程度的

ｉｎ

ｈｉｇｈｌｙ

ｍａｎａｇｅｎｌ饥ｔ ｏｆ
ｓｕｐｐｌ，２００３，１０６：９３—９８．

ｔｅｓｔｓ

相对于蛋白酶的耐药性来说，ＨＩＶ逆转录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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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未检测到单个点突变造成高度耐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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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３０Ａ、ｖ３２Ａ、Ｇ７３Ｃ和ｖ８２Ａ），其中只有１份标本

高程度的耐药。例如：单独存在的Ｍ１８４Ｖ突变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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