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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湖北省抗病毒治疗和未治疗的ＨＩＶ一１
感染者耐药基因变异研究
王晓琼

汤恒

童骁

【摘要】

刘萍萍

张伟

杨荣阁

目的’研究湖北省流行的ＨＩＶ一１毒株在经过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ＨＡＡＲＴ）及未治

疗人群中耐药基因变异情况。方法

采集ＨＩＶ一１感染者抗凝外周血，提取前病毒ＤＮＡ，用巢式ＰｃＲ

方法扩增ＨＩｖ－１声ｏ￡基因约２ ｋｂ的核酸序列，进行序列测定并通过斯坦福耐药基因数据库进行耐药基
因型分析。结果抗病毒治疗组１９例，未治疗组２５例。在所有的ＨＩＶ一１感染者样本序列中，发现针
对蛋白酶抑制剂（ＰＩｓ）的耐药突变：Ｄ３０Ｎ（２．２７％），Ｄ３０Ｇ（２．２７％），Ｍ４６Ｉ（４．５５％），Ｍ４６Ｎ（２．２７％），
１４７ｖ（４．５５％）．１８４ｖ（４．５５％），１８４Ｌ（２．２７％），Ｎ８８Ｓ（２．２７％），Ｌ９０Ｓ（２．２７％），以及针对ＰＩｓ的次要耐
药基因突变；Ａ７１Ｔ（２９．５５％）。在治疗组中出现针对逆转录酶抑制剂（ＮＲＴＩｓ及ＮＮＲＴＩｓ）的主要耐
药基因突变的样本５例，突变主要有Ｍ４１Ｌ（５．２６％），Ａ６２Ｖ（５．２６％），Ｄ６７Ｎ（５．２６％），Ｌ２１０ｗ
（５．２６％），Ｔ２１５Ｙ（１５．７９％）；Ｋ１０３Ｅ（５．２６％），Ｋ１０３Ｎ（１０．５３％），Ｙ１８１Ｃ（５．２６％），Ｇ１９０Ａ（５．２６％），
Ｋ２３８Ｎ（５．２６％）。在未治疗组中出现针对逆转录酶抑制剂（ＮＲＴＩｓ及ＮＮＲＴＩｓ）的主要耐药基因突变
的样本５例，突变主要有Ｍ１８４Ｖ（４％），Ｋ６５Ｎ（４％），Ｙ１１５Ｍ（４％），Ｆ１１６Ｌ（４％），Ｍ１８４Ｉ（４％）；Ｖ１７９Ｄ
（４％），Ｇ１９０Ｒ（４％）。在逆转录酶（ＲＴ）基因中耐药意义不明的突变Ｆ２１４Ｌ，与药物的使用有统计学
上的相关性（Ｐ＝Ｏ．０３）。结论湖北省ＨＩｖ一１感染者ＲＴ基因的耐药突变，在治疗和未治疗人群样本
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药物治疗已经对ＨＩＶ耐药基因突变的产生有了一定影响。同时，耐药意
义尚未明确的突变位点Ｆ２１４Ｌ也可能与治疗或是某些药物的使用有一定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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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序列分析：ＢｉｏＥｄｉｔ软件处理原始核苷酸序

的最有效的方法，但抗病毒药物的广泛使用及治疗

列，参照测序谱图进行基因序列修订后，利用斯坦福

的不规范导致ＨＩｖ迅速产生耐药性…，而且，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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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ｕ）对所得序列进行耐药基因型的分析，进行统计

很容易出现交叉耐药和多重耐药。１。３。。而耐药株的

学处理。

出现正是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４ ｏ。在此我们选
结

取了湖北省１９例经过抗病毒治疗和２５例未经过抗
病毒治疗的ＨＩＶ一１感染者（主要是Ｂ’亚型∞。），进行

耐药基因突变的分析。

果

１．临床资料：４４例感染者中有１９例（４３．１８％）
接受逆转录酶抑制剂的治疗（治疗组），２５例
（５６．８２％）未经过任何治疗（未治疗组）。根据Ｙａｎｇ

材料与方法

等怕。的方法鉴定有４２例为Ｂ’（泰国Ｂ）亚型，另外
１．样品收集和处理：收集湖北省随州、黄石、襄

有１例Ｂ亚型，１例ＡＥ重组亚型。治疗采用两种

樊、黄冈和孝感５个地区（各地区地理位置相邻，且

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ＮＲＴＩｓ）和一种非核苷类逆

ＨＩＶ感染者接受政府的免费治疗）经ＥＬＩＳＡ和

转录酶抑制剂（ＮＮＲＴＩｓ）配伍的方案。其中，用药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方法确认的ＨＩｖ一邮日性感染者全血共

时间不足４个月的有３例，１年以上（包括２年）的

４４份，样品和流行病学资料的收集经过调查对象的

有１１例，２年以上的有６例。调查者用药依从性较

知情同意。每人采集抗凝全血５ ｍ１，利用淋巴细胞

好或一般。

分离液分离ＰＢＭＣｓ，使用德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的

２．蛋白酶（ＰＲ）基因变异的检测：４４份样本中，

Ｂｌｏｏｄ试剂盒，按试剂盒说明提取细胞核酸

有９份（２０．４５％）出现ＰＲ的主要耐药突变，其中经

ＱＩＡａｍｐ
ＤＮＡ。

过ＨＡＡＲＴ治疗的样本２例（１１．１１％），未治疗样本

２．核酸序列扩增及序列测定：巢式ＰＣＲ扩增相

７例（２８．００％）。从单个位点突变的频率上看（表

当于在ＨＸＢ２（Ｋ０３４５５）中的１７２６～３８２５的２ ｋｂ的

１），未发现较集中的主要耐药突变，但发现一个出现

声ｏｚ区域，以５０７Ａ／３Ｋ３Ｒ或５０７Ａ／３Ｋ１Ｒ配对的外侧

频率较高的次要耐药突变：Ａ７１Ｔ（他＝１３，

引物进行第一轮ＰＣＲ：５ ７一ＡＡＧ ＧＡＡ

ＴＴＴ

２９．５５％），该突变的出现频率比２００２年的调查结果

ＡＣＴ

（Ａ７１Ｔ １．８３％；Ａ７１ｖ １３．４１％）有大幅的提高。７

ＡＧＡ ＧＡＣ ＴＡＴ ＧＴＡ ＧＡ一３
ＡＧＡ

ＧＡＴ

ＣＣＣ

（３Ｋ１Ｒ）或５ ７一ＧＣＡ
ＡＴＧ

ＴＴＴ

ＡＣＴ

ＴＣＡ

ＣＣＣ

７（５０７Ａ）和５ ７一ＧＴＡ

ＧＡＣ

ＣＣＡ

ＴＴＴ

表ｌ

４４例ＨＩｖ感染者中出现ＰＲ基因耐药

ＴＡＴ ＴＧＴ ＧＡＧ ＴＣＴ ＧＴＴ ＡＣＴ
Ｔ一３ ７（３Ｋ３Ｒ），反应条件：９４℃

突变例数的分布
基因型

治疗

末治疗

基因型

ｍｉｎ，３０个循环；

Ｄ３０Ｇ

—

ｌ

１８４Ｌ

７２℃１０ ｍｉｎ，取第一轮ＰｃＲ产物作模板，以５０８Ａ／

Ｄ３０Ｎ

ｌ

—

１８４Ｖ

Ｍ４６Ｉ

ｌ

１

Ｎ８８Ｓ

Ｍ４６Ｎ

一

１

Ｌ９０Ｓ

１４７Ｖ

一

２

４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５５℃３０ ｓ，７２℃２

３Ｋ２Ｒ为内侧引物按上述反应条件进行第二轮
ＰＣＲ：５ ７一ＧＴＡ ＡＡＡ ＡＡＴ ＴＧＧ ＡＴＧ ＡＣＡ ＧＡＡ ＡｏＣ
ＴＴＧ．３

７（５０８Ａ）和５ ７一ＡＴＡ

ＧＡＧ ＧＧＧ

ＡＴＴ

ＴＡＴ ＴＧＡ ＴＡＡ一３

ＴＣＡ

ｏ。

７

ＡＧＴ一３

ＣＴＡ

ＡＧＧ

７（３Ｋ２Ｒ）。通过ＰＣＲ

合计

治疗

未治疗
１

１

１
１

一

１

３

９

注：经ＮＲＴＩｓ治疗的感染者１９例，未经治疗２５例；全部病例均
未使用ＰＩｓ

扩增得到约２ ｋｂ的片段。ＰＣＲ产物经１％琼脂糖凝

３．逆转录酶（ＲＴ）基因的主要耐药突变：治疗组

胶电泳，利用ｏＭＥＧＡ公司的胶回收试剂盒进行胶

中有５例（２６．３２％）产生对ＲＴＩｓ的耐药突变，未治

回收，通过ＴＡ克隆连接ｐＭＤｌ８Ｔ载体（ＴａＫａＲａ公

疗组中有５例（２０．００％）产生对ＲＴＩｓ的耐药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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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样本出现的变异中与ＮＲＴＩｓ相关的有７个

５．序列登录：本文中的４４个序列均已登录

突变：Ｍ４１Ｌ，Ａ６２Ｖ，Ｄ６７Ｎ，Ｌ２１０Ｗ，Ｔ２１５Ｙ（咒＝３）；

（琵ｒ】Ｂａｎｋ，登录号为：ＤＩ琊３３４１５一ＤＱ８３３４２７，ＤＱ８３３４２９一

与ＮＮＲＴＩｓ相关的有７个突变：Ｋ１０３Ｅ，Ｋ１０３Ｎ

ＤＱ８３３４３６，ＥＦ３９４２１４一Ｅ乃９４２２１，ＥＢ９４２２４一ＥＦ３９４２２７，

（咒＝２），Ｙ１８１Ｃ，Ｇ１９０Ａ，Ｇ１９０Ｓ，Ｋ２３８Ｎ。未治疗组

ＥＦ３９４２２９一ＥＦ３９４２３６，ＥＦ４２８４４５一ＥＦ４２８４４６，ＥＦ４７１８６５一

出现的变异中与ＮＲＴＩｓ相关的５个突变：Ｋ６５Ｎ，

ＥＦ４７１８６６。

Ｙ１１５Ｍ、，Ｆ１１６Ｌ，Ｍ１８４Ｉ，Ｍ１８４Ｖ；与ＮＮＲＴＩｓ相关的

表３

突变Ｆ２１４Ｌ与药物治疗的关系

有２个突变：Ｖ１７９Ｄ，Ｇ１９０Ｒ（表２）。治疗和未治疗
组之间针对ＮＲＴＩ耐药基因突变发生数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Ｙ２＝１．５４，Ｐ＞０．１），而针对ＮＮＲＴＩ的突
变总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３．８９，Ｐ＜０．０５）。
表２

４４例ＨＩＶ感染者ＲＴ基因的主要耐药突变分布

注：“为病例数
日汗ｆ疗组

口未治疗组

∞∞舯阳鲫∞∞如如ｍ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比率（％）

图ｌ

４４例ＨＩＶ感染者（治疗组”＝１９，未治疗组靠＝２５）
在ＲＴ上大量出现但耐药意义尚未明确的突变

４．ＲＴ基因耐药意义未明的突变：
（１）ＲＴ基因耐药意义未明的突变与感染者的
治疗情况：测序得到ＲＴ的前５５４个氨基酸的序列，

讨

论

在以前对感染者同时期的调查中，我国流行的

在主要的耐药基因突变之外，仍然存在１３９个耐药

ＨＩＶ毒株出现耐药基因突变的比率远远小于欧美

意义不明的突变。图１列出了其中出现频率较高

流行的毒株。２’７。９Ｉ，然而我国ＨＩＶ感染者在治疗过程

（以＞５）的１８个突变，其中１１３５ｖ，Ｓ１６２Ｃ，Ｔ２００Ａ，

中存在药物种类单一，用药不规范，依从性差等不利

Ｑ２７８Ｅ，Ｑ３３４Ｌ，Ｆ３４６Ｙ，Ｖ４１７Ｉ等突变频率超过半数

因素，使得在治疗过程中更易产生耐药毒株。

（图１），它们与药物治疗没有统计学上的关联性。

本研究中，所有ＨＩＶ感染者均未接受蛋白酶抑

而另外一个耐药意义未明的突变Ｆ２１４Ｌ在治疗和

制剂（ＰＩｓ）类药物的治疗，却发现有９例感染者

未治疗的样本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３）。

（２０．４５％）出现针对ＰＩｓ的耐药基因突变，比先前国

（２）突变Ｆ２１４Ｌ的特性：对Ｆ２１４Ｌ突变的发生

内的调查（０．６１％）高出很多。７。。同时，另外３个耐

与这些感染者的用药情况的四格表检验发现，

药意义未明的突变Ｌ６３Ｐ、Ｖ７７Ｉ和１９３Ｌ的出现频率

Ｆ２１４Ｌ与药物齐多夫定（ＡＺＴ）（Ｐ＝０．０４）和奈韦拉

较高（分别为Ｌ６３Ｐ治疗组出现９４．１２％，未治疗组

平（ＮＶＰ）（Ｙ２＝５．６１，Ｐ＜０．０５）的使用有统计学上

１００％；Ｖ７７Ｉ治疗组９４．１２％，未治疗组９６．００％；

的正相关性（表３），而与药物去羟肌苷（ＤＤＩ）（Ｙ２＝

１９３Ｌ治疗组８２．３５％，未治疗组９６．００％）。３个高发

２．３６，Ｐ＞０．１）、司坦夫定（Ｄ４Ｔ）（Ｐ＝０．４３）、拉米夫

突变在治疗和未治疗组人群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定（３ＴＣ）（Ｐ＝０．３９）和依法韦伦（ＥＦｖ）（Ｙ２＝２．８７，

义。它们的出现可能与某些亚型的序列特征有关。

Ｐ＞０．０５）的使用没有统计学上的相关性。该突变
可能具有一定的表型意义。

本研究中ＲＴ的耐药突变发生数在治疗和未治

疗组中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药物治疗已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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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ｖ耐药基因突变产生发生一定影响。但在治疗

以往的报道中，Ｆ２１４位还可能突变为氨基酸Ｍ、Ｖ、

与未治疗组样本中，针对ＮＲＴＩｓ的耐药突变发生数

Ｉ和Ｓ¨３‘，在我们的样本中并没有发现。再进一步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针对ＮＮＲＴＩｓ耐药突变发

的研究发现，在治疗组中，Ｆ２１４Ｌ和ＡｚＴ、ＮＶＰ的使

生数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由于在治疗组感染者中

用有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对于二者间是否有关，我们

有３例治疗时间不足４个月，另外５例治疗时间小

正在通过实验的方法加以验证。

于１年ｊ这也可能是针对ＮＲＴＩｓ的耐药突变检出较

参

少的原因。针对ＮＮＲＴＩｓ类药物的耐药突变一个
位点往往对多个药物产生耐药性，因此较高水平的

１

交叉耐药在ＮＮＲＴＩｓ类药物中十分常见ｕ…。在治

疗组的数据中，针对ＮＮＲＴＩ的耐药突变最容易出
２

现，且表现出交叉耐药和高度耐药的特点。
在用药人群中，Ｋ１０３Ｎ和Ｔ２１５Ｙ出现频率较
高（Ｋ１０３Ｎ １０．５３％；Ｔ２１５Ｙ １５．７９％），这两个位点
分别导致３种ＮＮＲＴＩｓ和ＡｚＴ、Ｄ４Ｔ的高度耐药。

３

４

而Ｋ１０３Ｅ只能导致地拉韦啶（ＤＬＶ）和ＮＶＰ的低度
耐药。另外，Ｌ２１０Ｗ与Ｔ２１５Ｙ共同存在时引起
３ＴＣ和ＦＴＣ的耐药；Ｍ１８４Ｉ／Ｖ引起３ＴＣ和ＦＴＣ的

５

高度耐药；Ｇ１９０Ａ／Ｓ引起ＮｖＰ和ＥＦｖ的耐药，
Ｙ１８１Ｃ引起ＮｖＰ和ＤＬＶ的高度耐药。其他一些

６

非典型突变Ａ６２ｖ、Ｋ６５Ｎ、Ｙ１１５Ｍ、Ｆ１１６Ｌ不会导致
耐药性的产生。
７

ＲＴ基因的耐药突变在未治疗组中也存在，可
能是由ＨＩｖ基因的高度随机变异性造成的。１１Ｉ，因

８

为感染者感染时间集中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因
此传播获得的几率很小。但是，ＨＩＶ耐药性毒株在

９

未治疗组中尤其是通过母婴的传播应该引起高度
重视。
近年来，除了对已知的有耐药意义的突变位点

Ｏ

的研究外，国外一些研究机构也对一些新发现的耐
药意义尚未明确的突变做了大量的研究。１２，１３】。本

文对在ＲＴ序列上的未定义突变做了统计分析，发

ｌ

现ＲＴ基因上出现了一些突变率高于５０．００％的位
点，如１１３５Ｖ（７７．２７％），Ｓ１６２Ｃ（９３．１８％），Ｔ２００Ａ
（６８．１８％），Ｑ２７８Ｅ（９５．４５％），Ｑ３３４Ｌ（８８．６４％），
Ｆ３４６Ｙ（８１．８２％），ｖ４１７Ｉ（７０．４５％），这些位点的突

２

变尚未确定有任何耐药意义，在我们的资料中，它们

在治疗和非治疗组中的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因此
可能是Ｂ’毒株特异性的序列。而另外一个耐药意
义尚未明确的突变Ｆ２１４Ｌ在国外的研究中，一度被

认为与毒株的耐药性有关，并有１７．８０％的突变比
率Ｈ ３Ｉ，然而在我们的调查中，该突变出现为９．３０％，
且与治疗组有统计学的正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流行
的毒株不同，也可能是因为使用了不同的药物。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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