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堡煎鱼疸堂苤查垫！！至！！旦笙！！鲞箜！！塑壁堕！』垦Ｐ旦！婴ｉ！！！盟！！！里！塑！！！！！ｙ丛！！！堕！！！

１１０８·

·

·实验室研究·
山东省部分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疗效果
及耐药性研究
林彬

张静

【摘要】

林琳

目的

杨培菊

傅继华

李韩平

李敬云

了解山东省艾滋病患者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ＨＡＡＲＴ）效果和病例中ＨＩｖ．１

耐药毒株的出现情况及其对治疗产生的影响。方法

于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分别对治疗和未接受抗病毒治

疗的ＨＩＶ感染人群进行２次横断面调查。对接受调查者经知情同意，进行个人访谈填写耐药性研究
调查表并进行免疫学、病毒学实验室指标评价和服药依从性调查；测定ＣＤｊ Ｔ淋巴细胞计数、血浆病
毒载量（ＶＬ）；用ＲＴ．ＰｃＲ方法扩增ＨＩＶ—ＰＯＬ区基因，进行基因型耐药性分析。结果

正在接受治疗的

艾滋病患者３１例，未治疗的２７例，２年内分别有８３．３％、６４．５％的治疗患者ＣＤ：Ｔ淋巴细胞计数＞
３５０个／弘１，分别有４５．８％、４５．２％的治疗患者ＶＬ达到检测限以下，与未治疗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治疗组患者中出现７个耐药位点，未治疗组出现４个耐药位点，高度耐药突变率及总耐药性突变率前
者远高于后者。结论抗病毒治疗患者大部分达到了病毒抑制和免疫重建的目的，症状得到明显好
转，治疗患者中出现ＨＩＶ耐药性毒株，但对总体治疗效果影响不大。

【关键词】艾滋病；耐药性；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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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ＨＡＡＲＴ）的出现是艾

高患者的生命质量。在ＨＡＡＲＴ不规范的情况下，

滋病病毒感染和艾滋病（ＨＩＶ／ＡＩＤＳ）治疗史上一个

可以迅速导致ＨＩｖ耐药株的出现，而且一些耐药株

重要的里程碑，通过对艾滋病患者进行有效的抗病

还具有交叉耐药性¨。。一旦ＨＩＶ产生耐药，

毒治疗，可以控制ＨＩＶ感染的病程，延长生存期，提

ＨＡＡＲＴ疗效就会下降。耐药是ＨＩＶ的药物作用
靶位蛋白变异的结果，耐药的出现使未来的抗病毒

作者单位：２５００１４济南，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
所（张静、林彬、林琳、杨培菊、傅继华）；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
病研究所（李韩平、李敬云）

治疗更加复杂心。。２００３年山东省陆续开始对艾滋
病患者中符合抗病毒治疗指征的感染者进行免费

！堡煎堑痘堂苤查垫！！至！！旦箜！！鲞箜！！塑

ｇ垒垫』曼垡！！坠ｉ！！！堕！！！望！！！；！！！！Ｙ！！．！！！堕！！！

ＨＡＡＲＴ。为全面掌握山东省艾滋病患者抗病毒治

线药物配方为Ｄ４Ｔ替代ＡｚＴ。

疗效果，及ＨＩＶ耐药出现情况，我们分别于２００４、

４．实验室检测：

２００５年在山东省治疗ＨＩＶ／ＡＩＤＳ比较集中的某县进

（１）ｃＤ：／ｃＤ｛；Ｌ Ｔ淋巴细胞计数：利用美国ＢＤ

行了两次横断面调查，并通过ＨＩＶ毒株耐药基因的

公司生产的ＦＡＣＳＣａｌｉｂｕｒ流式细胞仪，采用四色荧

检测和实验室免疫学、病毒学指标评价，了解和掌握

光法进行ｃⅨ／ｃＤ≥Ｔ淋巴细胞绝对计数。

抗病毒治疗后临床效果以及耐药毒株的出现对其治
疗产生的影响。

（２）ＬＶ测定：使用生物梅里埃生产的ＮＡＳＢＡ
Ｎｕｃｌｉｓｅｎｃｅ载量检测仪按ＮＡＳＢＡ ＨＩｖ—ＱＴ检测试剂

材料与方法

盒说明书操作。
（３）ＰＣＲ扩增使用引物：通过ＰＣＲ反应扩增编

１．对象：在该县抽取正在免费接受抗病毒治疗

码抗病毒药物靶位蛋白酶、逆转录酶的ＨＩＶ一１ ｐｏｌ基

和未治疗的艾滋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２００４年治

因，并进行序列分析，以检测耐药基因的突变位点，

疗和未治疗的患者均为２４例，２００５年治疗和未治

引物见表１。

疗的患者各为２７例和３１例。其中不符合ＨＡＡＲＴ

表１

ＰＣＲ和测序引物

治疗指征选择未接受治疗的感染者是为获取ＨＩＶ
毒株耐药性突变的类型及流行水平的本底数据作为

对照组。研究对象年龄分布为３２～５９岁，男女比例
为１．２９，受教育程度文盲占５４．２ｔ｝６，其余以小学、初
中为主，婚姻状况均为已婚，感染时间为１９９５年前
后，感染途径为既往有偿献血、非正规采血感染者，
潜伏期８～１０年。

２．调查内容与方法：研究对象经知情同意，进行
个人访谈了解抗病毒治疗服药情况，填写耐药性研
究调查表。同时采集感染者ＥＤＴＡ抗凝全血，采用

注：ＭＡｗ２６、ＲＴ２１为ＰＣＲ反应第一轮引物，ＰＲｏ １、ＲＴ２０为
ＰｃＲ反应第二轮引物，ＭＡｗ一４６、ＲＴ—Ａ、ＲＴ。Ｂ为测序引物

流式细胞技术测定ｃＤｆ／ＣＤ毒Ｔ淋巴细胞水平，测
定ＨＩＶ一１血浆病毒载量（ＶＬ），并进行ＨＩｖ基因型耐

（４）ＲＮＡ的提取：从患者血浆中提取ＨＩＶ—ｌ

药性检测。监测药物包括６种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

ＲＮＡ，按照ＱＩＡＧＥＮ公司ＱＩＡａｍｐ＠Ｖｉｒａｌ ＲＮＡ分

剂（ＮＲＴＩ）：拉米夫定（１ａｍｉｖｕｄｉｎｅ，３ＴＣ）、阿巴卡韦

离试剂盒操作说明进行。
（５）ＲＮＡ逆转录和目的基因扩增：Ｒａｎｄｏｍ

（ａｂａｃａｖｉｒ，ＡＢＣ）、齐多夫定（ｚｉｄｏｖｕｄｉｎｅ，ＡＺＴ）、司坦

Ｍ—ＭＬＶ

Ｒｅｖｅｒｓｅ

夫定（ｓｔａｖｕｄｉｎｅ，Ｄ４Ｔ）、去羟肌苷（ｄｉｄａｎｏｓｉｎｅ，ＤＤＩ）

ｐｒｉｍｅｒｓ、

和ｅｍｔｒｉｃｉｔａｂｉｎｅ（ＦＴＣ）；１种核苷酸类逆转录酶抑制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ＲＮａｓｉｎ＠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ｄＮＴＰ

剂：ｔｅｎｏｆｏｖｉｒ（ＴＤＦ）；３种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

为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产品；ＲＮＡ ＰＣＲ Ｋｉｔ（ＡＭＶ）为

（ＮＮＲＴＩ）：地拉韦啶（ｄｉｌａｖｉｒｄｉｎｅ，ＤＬｖ）、依法韦伦

ＴａＫａＲａ公司产品。ｃＤＮＡ合成体系及反应条件：取

（ｅｆａｖｉｒｅｎｚ，ＥＦＶ）和奈韦拉平（ｎｅｖｉｒａｐｉｎｅ，ＮｖＰ）；７

ＲＮＡ

种蛋白酶抑制剂（ＰＩ）：安普那韦（ａｍｐｒｅｎａｖｉｒ，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ａｓｅ ｂｕｆｆｅｒ

ＡＰＶ）、瑞亚他（ａｔａｚａｎａｖｉｒ，ＡＴＶ）、茚地那韦

Ｍ—ＭＬＶ

（ｉｎｄｉｎａｖｉｒ，ＩＤＶ）、洛匹那韦（Ｉｏｐｉｎａｖｉｒ，ＬＰｖ）、奈非那

ＲＮａｓｉｎ㈤Ｒｉｂｏｎｕｃｌｅ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０．５“ｌ，ＤＥＰＣ处理

韦（Ｚｅｌｆｉｎａｖｉｒ，ＮＦＶ）、利托那韦（ｒｉｔｏｎａｖｉｒ，ＲＴＶ）和

过的０．０１％Ｈ：Ｏ ４弘ｌ充分混匀，４２℃水浴反应１

沙奎那韦（ｓａｑｕｉｎａｖｉｒ，ＳＱＶ）。

后，转入９５℃灭活５ ｍｉｎ，然后迅速转入一２０℃孵育

３．治疗方案：根据当时该县的具体情况和患者

５

１０肛ｌ，ＲＴ２１

２ ｐ１，５×

Ｔｒａｎｓｃ“ｐｔａｓｅ，

Ｍ—ＭＬＶ

ＲｅＶｅｒｓｅ

４肛１，ｄＮＴＰ（１０ ｍｍｏｌ／Ｌ）１弘ｌ，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ａｓｅ ０．５肛１，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ｈ

ｍｉｎ，即获得目的ｃＤＮＡ。用引物ＭＡｗ２６进行第

对抗病毒治疗的理解及接受程度，患者以ＣＤ：＜２００

一轮扩增，反应程序：９４℃５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５５℃

个／肚ｌ作为入选治疗的标准，经知情同意后签定协议

３０

书开始抗病毒治疗，并首选一线药物配方为：联合应

第一轮产物为模板，以ＰＲＯ一１、ＲＴ２０为引物进行第

用ＮＲＴＩ中的ＤＤＩ、ＡｚＴ和ＮＮＲＴＩ中的ＮＶＰ。二

二轮扩增，反应程序：９４℃５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６３℃

ｓ，７２℃１５０ ｓ，３０个循环；７２℃１０ ｍｉｎ；然后以

主堡煎堑通堂盘查垫！！至！！旦笙！！鲞笙！！塑
３０ ｓ，７２℃１５０

ｓ，３０个循环；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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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４年不同治疗情况的患者ＬＶ、ｃＤ？Ｔ淋巴细胞计数、

７２℃１０ ｍｉｎ。

耐药相关突变率比较

（６）目的基因序列测定：用

Ｑｉａｅｇｅｎ公司的Ｑｉａｅｘ试剂盒
按说明进行扩增产物的纯化，
回收所得
１０

ｍｍｏｌ／Ｌ

ＤＮＡ

溶于

Ｔ“ｓ—ＨＣｌ，ｐＨ值

８．７，选用ＭＡＷ一４６、ＲＴ—Ａ、
ＲＴ—Ｂ作为测序引物，以提纯的
ＰＣＲ产物为模板，用ＡＢＩ公司

荧光标记末端终止物循环测序
试剂盒进行测序反应，反应产
物经提纯后，在ＡＢＩ公司３７７

型测序仪上进行序列测定。
（７）序列分析与耐药基因
检测：基因序列经Ｖｅｃｔｏｒ

ＮＴＩ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率（％）；治疗组耐药位点分别为ＡＢｃ，ＡｚＴ，Ｄ４Ｔ
ＤＤＩ，ＤＬＶ，ＥＦｖ，ＮＶＰ；未治疗组耐药位点为ＡｚＴ，Ｄ４Ｔ，ＤＤＩ，ＤＬＶ

软件进行拼接、纠正后，到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大学的ＨＩＶ耐药基

表３

２００５年不同治疗情况的患者ＬＶ、ｃＤｊ Ｔ淋巴细胞计数、耐药相关突变率比较

因数据网站进行分析，以获得

该序列的耐药基因位点。
结

果

１．病毒抑制强度：患者血

浆中ＨＩＶ的ＬＶ变化可以显
示抗病毒治疗药物对病毒的抑
制效果，治疗组与未治疗组２
次监测ＬＶ变化见表２和表３。
２年治疗数据均显示：治疗组
与未治疗组在３组数据对比中

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分别采用１种和２种治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率（％）；治疗组耐药位点分别为３Ｔｃ，ＡＢｃ，Ｄ４Ｔ
ＤＤＩ，ＦｒＣ，ＤＬｖ，ＥＦｖ，ＮＶＰ；未治疗组耐药位点为３ＴＣ，ＡＢｃ，ＤＤＩ，ＦｒＣ

疗方案的患者在３组数据对比
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２００５年３１例治疗患者

３．治疗中耐药毒株的监测：根据接受治疗的情

中，２４例为２００４年的监测对象，７例为新加入治疗

况，对患者产生的耐药相关突变进行分析，结果见表

的病例，未治疗患者中有１８例同为２次的监测

２和表３。可以看出，山东省目前正在接受治疗的患

对象。

者其高度耐药相关突变率及总的耐药相关突变率均

２．ＣＤｆ Ｔ淋巴细胞计数水平：ＣＤ：Ｔ淋巴细胞

要高于未治疗的患者，而比较２次监测的结果，耐药

水平可以显示抗病毒治疗后患者免疫系统重建的情

患者例数未有进展，但耐药程度有所提高，耐药基因

况，是评价治疗效果的直接指标，治疗组与未治疗组

位点有所增多。

２次监测的ＣＤｊ Ｔ淋巴细胞计数比较见表２和表

４．患者服药情况：２年内参与治疗的患者，在服

３。２次监测显示，治疗前后患者ＣＤｆ Ｔ淋巴细胞

药期间均未出现漏服现象，达到１００％的依从性，除

计数＜２００个／弘１比例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了６例因第一治疗方案带来强烈的肝肾不良反应，

ＣＤｆ Ｔ淋巴细胞计数治疗后显著提高。

治疗中改用第二方案，其余均一直坚持采用第一方

±堡煎堑疸堂盘查！！！！至！！旦箜！！鲞笙！！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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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２４例已治疗并连续监测２年的治疗病例中有

从２次监测的ＨＩＶ一１耐药位点来看，未接受治

１８例无临床症状，比治疗前明显好转，５例有低热症

疗患者的耐药突变流行率很低且为低度突变，低于

状但比治疗前亦有好转，１例病情恶化，生活不能自

我国ＨＩＶ耐药本底检测的平均水平¨１，更远低于四

理。２００５年开始治疗并参加第二次监测的７例中

川、河南等省的较高的未治疗患者的耐药突变

有４例无临床症状，比治疗前明显好转，３例比治疗

率。５’…，说明本研究在开展抗病毒治疗以前并没有

前有好转。

受到其他高发或已开展治疗省份的耐药毒株影响，
讨

论

因此极为适宜开展ＨＩＶ抗病毒治疗，而且选用国家
示范区推荐的一线药物配方即可取得较好疗效，患

ＨＩｖ一１耐药性的产生是导致艾滋病患者抗病毒

者的疗效即证明了这一点。正在接受治疗的患者其

治疗失败的重要原。因，也往往是初次抗病毒治疗不

耐药突变的流行率远高于未治疗组，说明抗病毒治

严格而产生的后果，因此患者携带ＨＩＶ一１毒株耐药

疗诱导了ＨＩＶ一１耐药的发生，患者在改变治疗方案

性基因位点的产生成为衡量抗病毒治疗效果的重要

后与一直沿用第一方案的患者比较，其耐药位点的

指标。

发生没有明显的变化，２次监测中发现耐药突变的

除了ＨＩＶ一１毒株耐药性基因位点的检测，患者

位点和耐药程度有所增加。大多数发生耐药的治疗

体内ＨＩＶ一１的ＬＶ和ＣＤ：Ｔ淋巴细胞计数则是评价

病例其耐药位点针对的是治疗方案以外的药物或是

抗病毒治疗效果最直接的指标，前者水平的高低是

表现为低度和潜在低度耐药，从治疗效果看并未受

药物对ＨＩＶ一１抑制的程度，后者表现为在药物的帮

到耐药基因突变的影响，耐药监测的结果与患者体

助下患者免疫系统恢复的情况。３。，只有两方面都取

内病毒抑制、免疫重建和临床症状的表现相一致，均

得好的效果，才能说明抗病毒治疗的成功。从ＬＶ

反映了抗病毒治疗有效，且２种方案的选择无差异。

的变化看，２年的监测中均显示近一半的治疗患者

但有１例患者２００４年即检出５个耐药位点，其中对

达到了最低检测线以下，平均载量对数值与未治疗

Ｄ４Ｔ中度耐药，ＮＶＰ高度耐药，治疗１年后ＣＤ：Ｔ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显示抗病毒治疗在病毒

淋巴细胞计数为４９个／肚ｌ，ＬＶ为３５０ ０００拷贝／ｍｌ，１

抑制方面效果良好。另外，２次监测中改换方案与

年后由于出现不良反应改用第二治疗方案，２００５年

未改换方案的患者比较其ＬＶ的变化差异不大，提

监测又发现对ＤＤＩ有潜在耐药，ＣＤｆ Ｔ淋巴细胞计

示因患者难以忍受不良反应而改变治疗方案，在病

数降到７个／址ｌ，Ｌｖ为７１０ ０００拷贝／ｍ１，病情也严重

毒抑制方面是成功的，２个方案治疗效果相同。前

恶化，这是因产生耐药导致治疗失败的典型范例。

后２年的ＬＶ数据比较显示无差异，说明病毒抑制
参

效果并没有因为治疗时问的延长而下降。从ＣＤ？
Ｔ淋巴细胞计数看，２年内分别有８３．３％和９０．３％

ｌ １ｊ

Ｈｏｒｉｍｏｔｏ Ｔ，Ｒｉｖｅｒａ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ｓＳ０ｃｉａｔｅｄ

的治疗患者其ＣＤｆ Ｔ淋巴细胞计数上升到２０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个／ｊ上１以上，提示免疫系统功能有改善，有一半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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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Ｖｉｒ０１０９ｙ，１９９５，２１３：２２３—２３０．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Ｖ ｇｅｎｏｍｅ ａｎｄ

疗患者达到了３５０个／肚１以上，与自身治疗前比较达

ｃｒｏｓ导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到了免疫重建的目的。由于山东省将ＣＤｆ Ｔ淋巴

ｅｘｐ。ｓｕｒｅ．Ａｎｔｉｖｉｒ Ｔｈｅｒ，２００１，６ Ｓｕｐｐｌ １３：Ｓ２５—４４

细胞计数＜２００个／肚ｌ作为入选治疗的标准，患者一
旦达此标准即进入治疗程序，因此在此次监测中治

疗组与未治疗组ＣＤｆ Ｔ淋巴细胞计数差异不大，无
法通过两组的比较显示抗病毒治疗的免疫重建效
果。而２年的监测数据无差异则显示了抗病毒治疗

免疫重建效果的延续性。大部分治疗患者体内病毒
的高效抑制和其免疫系统的改善及重建显示抗病毒
治疗在该地区是成功的，这与治疗后临床症状明显
改善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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