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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中国部分地区ＨＩＶ患者Ｂ ７和Ｂ ７／Ｃ亚型毒株

艺现艺第一外显子基因变异与ＨＩＶ疾病
进展关系的研究
韩晓旭

代娣

张岩

目的

【摘要】

张曼

刁莹莹

张子宁

耿文清

尚红

了解中国Ｂ’和Ｂ’／Ｃ亚型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ｎ￡第一外显子的基因序列及其二级

结构的特征和变异特点，探讨其与ＨＩＶ—ｌ感染疾病进展之间的关系。方法

从辽宁、吉林和云南省

ＨＩＶ—ｌ感染者中选取病情呈缓慢进展的Ｂ’亚型感染者８例和Ｂ’／Ｃ亚型感染者５例，选择年龄、性别感
染时间与前二者匹配的病情呈典型进展的Ｂ ７亚型感染者２６例和Ｂ ７／Ｃ亚型感染者９例。采集外周静
脉血，提取前病毒ＤＮＡ，用巢式聚合酶链反应扩增ＨＩＶ一１的ｆｎ￡基因，纯化后直接进行基因序列测定，
Ｂ７和Ｂ ７／Ｃ亚型缓

序列编辑后翻译成氨基酸序列，进行氨基酸变异情况分析和二级结构预测。结果

慢进展者、典型进展者Ｔａｔ第一外显子中发现多种氨基酸替换，但除Ａ５８Ｔ外均未显示出与病毒载量
以及疾病进展的明确相关性。２３Ｎ、３１Ｓ、３２Ｙ、４６Ｆ变异均显示出亚型特异性；Ｔａｔ蛋白的二级结构未
发现规律性变化。结论

中国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缸ｆ第一外显子某些位点的基因变异，如Ａ５８Ｔ可能与

病毒载量以及疾病进展有关，Ｔａｔ蛋白的二级结构可能与ＨＩＶ感染后的疾病进展无明显关系。
【关键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１型；把￡基因；变异；二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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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ｔ是ＨＩＶ—ｌ的转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调
节蛋白。Ｔａｔ通过转录反应因子与某些细胞因子作
用形成蛋白一ＲＮＡ复合物，活化转录启动因子，加强

·９６９·

动遗传分析仪进行毛细管电泳并读取序列。
４．ＨＩｖ／ＡＩＤＳ Ｔａｔ区第一外显子核苷酸、氨基
酸序列及其二级结构特征分析：

ＲＮＡ多聚酶Ⅱ的活性，从而明显促进病毒转录。

（１）参照测序谱图进行基因序列修订后，下载

Ｔａｔ蛋白的高水平表达可以促进大量病毒的产生，

ＨＩＶ序列数据（ｈｔｔｐ：／／ｈｉｖ—ｗｅｂ．１ａｎｌ．ｇｏｖ）中ＨＩＶ一１各

而￡盘￡缺失或突变则可能使病毒完全不复制。国外

亚型流行株参考序列，用ＢＩｏＥＤＩＴ软件包中

研究表明ＨＩＶ一１感染者体内的病毒复制水平决定疾

ＣＬＵＳＴＡＬ

病的进程…。快速进展期患者体内的ＨＩＶ一１复制水

人工引入ｇａｐｓ以保持翻译完整性。统计测得的Ｔａｔ

平很高，致使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数量迅速下降进入

区第一外显子核苷酸及氨基酸突变位置和种类。

Ｗ程序进行排列比对，在核苷酸序列中

ＡＩＤＳ期雌。。无症状感染者体内的病毒载量通常不

（２）以ＮＮＰＲＥＤＩＣＴ程序（ｈｔｔｐ：／／ｎｃｂｉ．ｎｌｍ．

高，病毒复制效率也低¨ｏ。有效的高水平的ＨＩＶ一１

ｎｉｈ．ｇｏｖ）预测我们测得的Ｔａｔ区第一外显子氨基酸

复制是ＡＩＤＳ进展的先决条件之一。作为编码Ｔａｔ

序列的二级结构，并进行分组比对。

蛋白的￡以￡基因，其变异是否会影响改变病毒的复

５．统计学分析：ＳＰＳＳ １１．５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

制并影响疾病的进展，国内外相关报道较少。本研

分析，病毒载量取对数值后，呈正态分布。￡检验、

究通过氨基酸序列分析，初步研究了我国Ｂ７和Ｂ ７／Ｃ

Ｙ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亚型ＨＩＶ一１感染者病毒基因组中抛￡区第一外显子

结

氨基酸序列的特征、突变的种类，并进行Ｔａｔ蛋白二

果

级结构特征分析；探讨ＨＩＶ一１￡口￡区第一外显子氨

１．临床资料：１３例病情呈缓慢进展者通过舭ｇ

基酸多态性及二级结构变化与ＨＩＶ感染疾病进展

和Ｐ”口基因区的分析确定有Ｂ ７亚型８例，Ｂ７／Ｃ亚型

的相关性。

５例。３５例病情呈典型进展者中有Ｂ７亚型２６例，
Ｂ７／Ｃ亚型９例。缓慢进展组的外周血ＣＤ４＋Ｔ细胞

资料与方法

数为（６２４±１８０）个／弘ｌ，病毒载量（４．２１±０．７５）１９拷

１．病例选择：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辽宁、吉林、云

贝／ｍｌ，而典型进展组的外周血ＣＤ４＋Ｔ细胞数为

南省未接受抗病毒治疗的ＨＩＶ感染者／ＡＩＤｓ患者

（２２６±１４５）个几ｌ，病毒载量（５．１３±０．８９）

的流行病学资料和临床资料。病情呈典型进展者

１９拷贝／ｍｌ。缓慢进展组和典型进展组之间病毒载

３４例，缓慢进展者１３例（表１）。缓慢进展组标准为

量水平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１）。

感染期超过１０年，未接受抗病毒治疗，ＣＤ４＋细胞≥

２．氨基酸变异：缓慢进展组、典型进展组Ｔａｔ蛋

５００×１０６／Ｌ。采集全血标本共４７份，ＥＤＴＡ抗

白氨基酸序列具有较高同源性，没有发现移码突变

凝一８０℃冻存。

和提前出现的终止密码子，只在１例典型进展的Ｂ７

２．核酸提取和扩增：以ＱＩＡａｍｐ ＤＮＡ Ｂ１∞ｄ

亚型感染者的Ｔａｔ蛋白发现１个氨基酸缺失。Ｂ７亚

Ｍｉｎｉ Ｋｉｔ（ＱＩＡｇｅｎ，德国）试剂盒，从ＥＤＴＡ抗凝全血

型核苷酸序列翻译成氨基酸后与Ｂ亚型共享序列

标本提取基因组ＤＮＡ，玩￡区基因扩增的引物及反

比较（图１），缓慢进展组中发现Ｋ１９Ｒ、Ａ２１Ｓ、Ｒ５７Ｓ、

应条件参见文献［４］。ＱＩＡｑｕｉｃｋ Ｇｅｌ

Ａ５８ｓ、Ｈ６Ｎ、Ｌ６９ｖ各１例，典型进展组未发现此变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Ｋｉｔ

按操作说明回收目的ＤＮＡ片段。

异。典型进展组发现２例Ｑ１７Ｌ，Ｋ１９Ｎ、Ｔ２０Ｐ各４

３．ＨＩｖ一１￡口￡基因序列测定：取５０ ｆｍ０１ ＰＣＲ

例、Ａ２１ Ｌ／Ｒ、Ａ２６ Ｆ／Ｃ、１３９Ｔ、Ａ５８Ｐ、Ｖ６７Ｇ／Ｄ各１例，

扩增片段为模板，抛￡一Ｂ为测序引物，ＢｉｇＤｙｅ

Ｔ６４Ｎ、Ｓ７０Ｐ、Ｋ７１Ｅ各２例，ＬＴＮＰ组未发现此变

Ｔｅｒｍｉｎｔｏ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Ｋｉｔ（ＡＢＩ，美国）按操作说明应

用双脱氧终止法进行测序反应，使用ＡＢＩ ３１３０全自
表１

注：括号内数据为例数

异。上述变异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Ｂ

７／Ｃ重组亚型核苷酸序列翻译成氨基酸后与

不同疾病进展情况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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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Ｆ

Ｓ３２４

比较（图２），在缓慢进

７２

展组发现Ｋ２９Ｌ、Ｃ３７Ｇ、

△

△

ＫＧＬＧＩＳＹＧＲＫ

６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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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表示缓慢进展组氨基酸序列；ＴＰ表示典型进展组氨基酸序列；国外资料报道的氨基酸所在位置用△
标出；只存在于缓慢进展组的氨基酸变异用黑体表示；只存在于典型进展组的氨基酸变异用下划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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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６／８来自云南省

示；ＨｘＢ２、０７，９７ｃＮ００１、０８ｃＮ９７ＣＮＧｘ一６Ｆ为参考株

的毒株存在Ｃ３１Ｓ变异，

图２

Ｂ’／Ｃ重组亚型缓慢进展组、典型进展组Ｔａｔ蛋白序列的比较

在缓慢进展和典型进展

组中分别为３／５和３／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该变异同
样只见于云南省来源的病例。在缓慢进展和典型进
展组中乃１Ｌ变异分别为３／５和４／９，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在核心区，本研究发现Ｂ７亚型毒株中存在较多
的Ｆ３１Ｌ变异和１３９Ｍ、Ｔ４０Ｋ变异。在缓慢进展和

典型进展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核心区的豆蔻酰化
位点ＧｉｓｙＧＲ（４４～４９）通常极为保守，Ｂ７典型进展和
缓慢进展组均未发现任何变异。Ｂ７／Ｃ重组亚型毒

株中只有１例Ｂ７／Ｃ典型进展者存在Ｒ５０Ｋ变异。
在碱性区保守序歹ⅡＲＫＫＲＲＱＲＲＲ（４９～５７），Ｂ７

亚型缓慢进展者发生Ｓ５３Ｒ、Ｓ５７Ｒ替换各１例，Ｂ ７亚
型典型进展者也发生Ｓ５３Ｒ １例。而在Ｂ７／Ｃ重组亚

型有１３／１４的毒株中存在Ｓ５７Ｒ替换，在缓慢进展和
典型进展组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在富谷氨酰胺区Ｎ６Ｓ、Ｑ６３Ｅ、Ｔ６４Ｄ、Ａ６７Ｎ、

Ｓ６８Ｌ、Ｌ６９Ｉ在测得序列和ＢＣ亚型参考株中均常
见，反映了亚型特异性。而Ａ５８Ｔ变异在Ｂ ７亚型缓

慢进展者１例，典型进展组３例，Ｂ７／Ｃ重组亚型毒
株中２例，在疾病进展情况不同的组间分布无显著

性差异，但Ａ５８Ｔ（一）病毒载量低于与Ａ５８Ｔ（＋）病
例（Ｐ＝０．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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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ＬＴＮＰ组、无症状感染组与ＡＩＤＳ组患者Ｔａｔ

现Ｂ ７／Ｃ重组亚型毒株Ｔ２３Ｎ、Ｃ３１Ｓ、Ｆ３２Ｙ变异在缓

蛋白二级结构预测结果的比较：以ＮＮＰＲＩＤＩＣＴ程

慢进展和典型进展组中广泛存在，推测与疾病进展

序预测我们测得的Ｔａｔ区第一外显子氨基酸序列的

情况无关，但该变异只见于云南省来源的ＣＲＦ０８ＢＣ

二级结构，并进行分组比对（图３）。在Ｂ ７亚型和Ｂ ７／

病例，辽宁省来源的ＣＲＦ０７病例则无此变异发生，

Ｃ重组亚型绝大多数患者在Ｔａｔ蛋白的核心区和基

反映了此变异的亚型特异性。在Ｂ ７亚型毒株中，来

础区，尤其是核心区保持了保守的刚性ａ一螺旋（５～６

源于缓慢进展和典型进展组的Ｔ２３Ｎ各１例。

个），但值得注意的是在Ｂ ７／Ｃ重组亚型的典型进展

Ｔ２３Ｎ、Ｆ３２Ｙ变异此变异并不改变此区半胱氨酸残

组中发现了５／９的病例（全部为ＣＲＦ０７ＢＣ）螺旋数

基的个数，而Ｃ３１Ｓ则影响到半胱氨酸残基的个数，

仅为１个，而Ｂ７／Ｃ重组亚型的缓慢进展组中的

其潜在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ＣＲＦ０７ＢＣ（ＬＮ０１ＳＰ）此区的螺旋数为５个。但由于

核心区残基构成保守的刚性的螺旋结构，促进

病例数有限，尚未达到统计学差异。在核心区和碱

ＴＡＴ—ＴＡＲ结合。Ｐａｎｔａｎｏ等研究发现核心区一碱性

性区交界部位的片层区也相当保守，Ｂ ７／Ｃ重组亚型

区的４１～５２位氨基酸高度保守，尤其是４４～５０位氨

片层区要长于Ｂ７亚型，在缓慢进展组合典型进展组

基酸组成的ｔｕｒｎｌｉｋｅ ｒｅｇｉｏｎ保守性更高旧１。在我国

都是如此。位于碱性区和富谷氨酰胺区的螺旋结构

Ｂ’／Ｃ重组亚型毒株中发现在缓慢进展和典型进展

保守性较低，在缓慢进展组和典型进展组都有缺失

组中都存在Ｓ４６Ｆ变异，仅见于辽宁省来源的

的情况发生。

ＣＲＦ０７ＢＣ毒株，ＣＲＦ０８ＢＣ毒株无此变异，故此变异
讨

为亚型特异性变异，其对生物学表型的影响有待进

论

ＨＩＶ一１的基因组呈现出高度

Ｎ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ａＣｔｌ ｖａｔｉｏｎ

的变异性，这些基因水平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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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Ｔａｔ蛋白氨基酸构成和保守区

端区、富半胱氨酸区、核心区、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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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病毒的转录与复制密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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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Ｔａｔ蛋白其他部位有害突变，
对病毒复制有利，可能促进适应
性较差的耐药病毒的复制，利于
产生毒力更强病毒＂１。本研究发

ＳＰ表示缓慢进展组；ＴＰ表示典型进展组；以ＮＮＰＲＩＤＩｃＴ程序预测我们测得的ｎｔ区第一
外显子氨基酸序列的二级结构未发现显著差异：Ｈ表示螺旋，Ｅ表示折叠，一表示无规则卷曲

图３

缓慢进展组、典型进展组Ｔａｔ蛋白二级结构预测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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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研究。位于Ｔａｔ ２８位和５０位的赖氨酸残基是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ＨＩＶ一１在体内是呈复杂准

乙酰化受体，对病毒复制至关重要。Ｂｒ色ｓ通过体外

种分布的，由于本实验研究的方法为ＰＣＲ扩增后直

实验证明Ｋ２８Ｑ和Ｋ５０Ｑ变异可以引起病毒复制能

接测序，本研究所发现的缸￡基因多态性均代表感

力丧失，Ｔａｔ蛋白对ＬＴＲ的转录激活能力丧失。

染者体内优势准种，而并不能反映￡ｎ￡基因多态性

Ｋ２８Ｒ会影响病毒的复制能力和对整合的ＬＴＲ的

的全貌。

激活，Ｋ５０Ｒ变异对Ｔａｔ蛋白的转录激活能力无影

本研究试图了解Ｔａｔ蛋白的构象变化对其调节

响，但会使病毒复制延缓３—４ ｄ—ｊ。本研究１例Ｂ ７／

病毒转录能力的影响。我们发现在Ｂ ７／Ｃ重组亚型

Ｃ重组典型进展者中发现Ｋ５０Ｒ，而该患病毒载量处

的典型进展组中５／９的病例全部为（ＣＲＦ０７ＢＣ）此区

于１０５的较高水平，并未显示出复制受影响的迹象。

的螺旋数仅为１个，而Ｂ ７／Ｃ重组亚型的缓慢进展组

碱性区特异性地与ＴＡＲ ＲＮＡ的凸起域相互作

中的ＣＲＦ０７ＢＣ（ＬＮ０１ＳＰ）此区的螺旋数为５个。此

用，是Ｔａｔ与ＴＡＲ相互作用进行反式激活所必需

螺旋数的减少是否与其反式激活活性造成影响还有

的。在碱性区保守序列ＲＫＫＲＲＱＲＲＲ（４９～５７）位

待进一步实验证实。在核心区和碱性区我们也未发

置，Ｂ ７亚型缓慢进展者发生Ｓ５３Ｒ、Ｓ５７Ｒ替换各１

现与疾病进展有关的规律性结构改变。交界部位的

例，Ｂ ７亚型典型进展者也发生ｓ５３Ｒ １例。而在Ｂ ７／Ｃ

片层区也相当保守，Ｂ７／Ｃ重组亚型片层区要长于Ｂ

重组亚型有１３／１４的毒株中存在ｓ５７Ｒ替换，显示了

亚型，但片层区长短与疾病进展情况无关。

７

上述结果提示我们虽然缓慢进展和典型进展患

此替换的亚型特异性，与疾病进展状况无关。
Ｔａｔ区第一外显子特定位置的氨基酸变异可以

者Ｔａｔ蛋白的氨基酸序列存在各自的变异特点，但

影响病毒的复制能力，国外学者通过对ＨＩＶ一１ Ｂ亚

并未影响其二级结构的改变，ＨＩＶ感染后的疾病进

型的体外实验研究发现编码Ｔａｔ蛋白第一外显子的

展可能与Ｔａｔ蛋白二级结构无明显关系。

２２、２８、４１、５０位的基因突变可能使ＨＩＶ一１复制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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