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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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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艾滋病病毒１型（ＨＩＶ一１）ＣＲＦ０１

徐云

扬介者

邢辉

ＡＥ重组毒株在浙江省的分子流行特征。

提取２３４例ＨＩＶ一１感染者基因组ＤＮＡ用巢式聚合酶链反应（ｎＰＣＲ）方法扩增鲷ｇ部分基因片

段，测定序列以后分析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结果

在扩增阳性并成功测序的１９２个序列中ＨＩＶ一１

ＡＥ有８１个，占４２％，是浙江省ＨＩＶ主要的流行毒株之一。系统进化树中存在３个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ＣＲＦ０１

值＞６０的分支簇，其中ＭＩｘ组包括４７个序列，内部基因离散率为２．４％±０．７％，与参考株ＣＭ２４０的
基因离散率为３．４％±０．５％；ｓＥＸ组包括７个样本，组内基因离散率为３．０％±１．２％，与参考株的基
因离散率为３．９％±１．Ｏ％；ＭｓＭ组包括１２个样本，组内基因离散率为２。８％±１。１％，与参考株的基
因离散率为４．９％±０．６％，三者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特征性氨基酸分析表明ＭＩｘ组、ＳＥｘ组、ＭＳＮ
组共享序列与国际参考株共享序列之间分别存在２个、４个和８个位点的差异。结论
ＨＩｖ一１

浙江省内

ＡＥ流行株中主要存在三个进化簇，其中两个簇与广西来源株密切相关。ＣＲＦ０１

ＣＲＦ０１

ＡＥ

毒株在浙江省内主要以异性性途径和注射吸毒形式传播。
【关键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分子特征；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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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１型（ＨＩＶ一１）是造成全球范

化关系分析，ＨＩｖ—１分为Ｍ、Ｏ及Ｎ组等型¨Ｊ。除此

围流行的主要ＨＩＶ毒株。根据遗传变异程度和进

以外，ＨＩＶ一１新亚型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机制就是基
因重组。能够引起传播和流行的重组毒株称为“流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０９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性病

行重组模式”（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ｆｏｒｍ，

防治所（姚亚萍、潘晓红、郭志宏、杨介者、徐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ＣＲＦ）心１。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经发表了３５个流

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免疫室（辛若雷、何翔、孟哲峰、

行重组模式‘３ ３。在东南亚地区广为流行的是ＨＩＶ

邢辉）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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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毒株ＣＲＦ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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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序列来自Ｌｏｓ

Ａｌａｍｏｓ

ＨＩＶ数据库；校准后的核苷

流行病学调查时就发现在东南和西南地区的性传播

酸和氨基酸利用ｈｔｔｐ：／／ｈｉｖ

感染人群和吸毒感染人群中存在ＣＲＦ０１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程序翻译成氨基酸，用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Ｍａｒｋｅｒ

ＡＥ的流

行Ｍ。。浙江省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发现ＣＲＦ０１

ＡＥ

主要在经异性性接触传播的人群中流行¨ｏ。本文对
ＡＥ毒株在浙江省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进

ＣＲＦ０１

ｗｅｂ．１ａｎｌ．ｇｏｖ网站的

程序计算共享序列。假设检验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或多个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Ｔｅｓｔ）；统计分析使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

行分析。
结

果

材料与方法
１．ＨＩＶ一１

１．样本情况：在２００４年５月至２００７年３月间，

ＣＲＦ０１

测得到的８１例ＨＩＶ一１

ＡＥ传播途径和户籍分布：检
ＡＥ样本有３８例是

ＣＲＦ０１

选择在浙江省各市县接受阳性告知并进行个案流行

本省户籍的感染者，３９例为省外户籍感染者，４例户

病学调查的ＨＩｖ感染者，采集ＥＤＴＡ抗凝全血共

籍不详。外省户籍的感染者主要来自于广西

２３４份。采用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方法扩增阳性并

（３８．５％，１５／３９）、贵州（２０．５％，８／３９）、四川

获得序列１９２例，其中ＣＲＦ０１

ＡＥ序列８１例

（１７．９％，７／３９）、云南（１０．３％，４／３９０）、广东（５．１％，

（４２％，８１／１９２）；８１例中男性５６例（６９．１％），女性

２／３９）、江苏（５．１％，２／３９）和江西（２．６％，１／３９），以注

２５例（３０．９％）；年龄２～５９岁，中位数（Ｍ）＝３１岁。

射吸毒和性传播为主要感染途径。本省户籍感染者

采样时的ＣＤ。Ｍ＝３２０个／ｍｍ３。感染者的户籍地

以性接触传播（包括同性性接触和异性性接触）为

与感染途径分布见表１。个人资料、感染途径等信

主；见表１。

息来源于各县市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人员流行病学调
查后输入国家网络直报系统的报表。
表１

２．ＨＩｕｌ ｃＲ冈１

ＡＥ的系统进化树分析：８１个

序列在系统树上与参考株０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浙江省和外省户籍感染者与传播途径分布

ＡＥ．ＴＨ．ＣＭ２４０聚集

在一个进化簇上，其可靠性为９１％；因此判定，这８１

例样本感染的病毒均为ＣＲ即１

ＡＥ（图１）。从系统

进化树图形分析，一些序列在进化树中呈散在分布。
有三个分支簇的ｂ∞ｔｓｔｒａｐ值＞６０，显示出具有流行病
学的亲缘关系。对这三个簇内的序列样本进行了传
播途径和户籍分布的重点分析。第一簇内包含４７例
样本：１７例为省内户籍的异性传播感染者；２７例为
２．核酸提取及目的片段的扩增、鉴定：采用

广西、贵州、四川的注射吸毒感染者和异性传播感染

Ｍｉｎｉ Ｋｉｔ试剂盒

者、云南的异性传播感染者、广东和江西的注射吸毒

对２００肚Ｉ全血样本进行基因组ＤＮＡ的提取。以提

感染者；另有３例户籍和感染途径不详。将这一簇标

取的ＤＮＡ为模板，用ｎＰＣＲ方法扩增ＨＩＶ舭ｇ

记为ＣＲＦ０１

ＱＩＡＮＧＥＮ公司的ＱＩＡａｍｐ

Ｂ１００ｄ

ｐ１７

ＡＥ

ＭＩｘ组。第二簇内包含７例样本，

和ｐ２４交界区的６５０ ｂｐ基因片段，反应体系、反应条

以异性传播感染为主，包括本省户籍的１对夫妻和２

件及扩增引物参照文献［６］，采用１％琼脂糖凝胶电

例ＨＩＶ阳性感染者配偶，１例广西籍的外嫁媳妇和因

泳鉴定ＰＣＲ产物。

母婴传播被感染的儿童，１例有非婚性伴的云南籍男

３．序列测定：ＰＣＲ阳性产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

子；将这一簇标记为ＣＲＦＤｌ

ＡＥ

ＳＥＸ组。第三簇内

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和上海晶大生物有限公司进行

包括１２例样本，均为男性；其中７例为同性恋感染者

纯化和序列测定。

（６例为本省，１例为江苏），４例为本省户籍异性传播

４．序列分析：使用ＮＴＩ
Ｃｏｎｔｉｇ

ａｄｖａｎｃｅ

９软件包组件

Ｅｘｐｒｅｓｓ对序列进行编辑和校正。使用Ｂｉｏ—

ｅｄｉｔ软件的ＣＬＵＳＴ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对样本序

感染者，１例为江西注射吸毒感染者；将其标记为
ＣＲＦＤｌ一ＡＥ

ＭＳＭ组。

３．基因距离分析：８１个序列组内基因距离平均

ＡＥ．ＴＨ。Ｃ抛４０

列和标准序列进行排列和比对。用ＭＥＧＡ ３．１软件

为４．０％±１．５％，与国际参考株０１

选择Ｋｉｍｕｒａ双参数模型计算序列问的基因距离并

的基因距离为３．７％±０．９％，而与其他国际参

进行Ｎｅｉ曲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系统进化树构建。国际参考

考株基因距离在９．２％以上。按照上述的分组方

±竺鎏堑遁堂苤查！！！！生！旦笙！！鲞筮！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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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别计算并分析了三
组样本的组内基因距离及
其与参考序列之间的基因

距离，并使用对数转换后
单因素方差分析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Ｔｅｓｔ进

行多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
检验（表２）；结果显示三
组样本的组内基因距离和

与参考株之间的基因距离
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０）。

４．特征性氨基酸分
析：通过将三个组的共享
序列与国际参考株的共享
序列进行比较发现，
ＣＲＦ０１

ＡＥ

ＭＩＸ组与国

际参考株共享序列只存在
２个位点的差异；ＣＲＦ０１
ＡＥ

ＳＥＸ组与国际参考株

共享序列之间有４个位点
的差异；而ＣＲＦ０１

ＡＥ

ＭＳＭ组与国际参考株共
享序列的位点差异多达８
个（图２、３）。
讨

论

Ｌ－－－－－－－－－－－－－－－－＿一
０ ０２

ＨＩＶ一１

ＣＲｐＵｌ一ＡＥ

在浙江省户籍主要分布在

注：系统树的每一个支点代表一个样本＇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只显示高于６０的节点；▲：本省户籍ＨＩＶ感
染者样本；△：外省户籍Ｈ１Ｖ感染者样本；◇：户籍地不详样本

以性接触（包括同性和异

省户籍感染者，则主要分

８１个ｃＲＦ ０１一ＡＥ序列样本的系统进化树分析

图１

性）感染的人群中。而外
ｍ２

∽

布在异性接触和注射吸毒。。ＥＨｓ。。。，ＡＥ

４５

诣

１０

００

６５
００

Ｔ５
４０

８５
Ｓ０

虾

１蚝

６０

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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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人群中。系统进化；：案；：嚣乏：：：：：蒜
ＣＯＨｓｅｎｓｕｓ ０ｉ—ａｅ
一

３５

ＪＴｌｉｘ

树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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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的一部分异性性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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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者与来自西南省份的：黧；蒹嚣一：：一：：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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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感染者聚集成一个进

…。节…。１≯．。？…卜１≯．。．节…卜．

化传播簇。这一分支簇具：：：：：：×｝＝。。。

？攀。誓攀。篡８一ｌ“？翟譬？：簧警？？譬４７。？？？攀冀

有一定规模（４６／８１，：慧：鬈：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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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８％），表现为较小的组
内基因距离和与ｃＭ２４０

图２

３个进化簇与Ｈ１Ｖ一１ ｃＲＦ叭一ＡＥ国际标准株的氨基酸共享序列比较

·

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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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我们将这些序列与２００２年在浙江省检出的
ＡＥ序列和１９９７年广西地区检出的

ＨＩＶ一１ ＣＲＦ０１

参考序列９７ＣＮＧＸ２Ｆ和９１ＣＮＧＸｌｌＦ进行系统进
化树分析（图３），结果显示ＣＲＦ０１

ＭＩＸ组与

ＡＥ

ｚｈｉ０２０５毒株序列有较近的亲缘关系。资料显示，
ｚｈｉ０２０５样本为２００２年５月确认的广西籍来浙江打
工的女性。ＣＲＦ０１

ＳＥｘ组与９７ＣＮＧＸ２Ｆ和

ＡＥ

９１ＣＮＧｘｌｌＦ汇聚在一起，没有发现与ＣＲＦ０１

ＡＥ

ＭＳＭ组有亲缘关系的毒株来源。系统进化证明浙
江省内流行的ＣＲＦ０１

ＡＥ是通过不同输入源或传

播途径传人而引起的流行，浙江省内至少存在３个
以上ｃＲＦ０１

ＡＥ毒株的传人来源，其中２个与广

西来源株密切相关。
分析ＣＲＦ０１

ＡＥ

ＭＳＭ组病例的一般流行病

学资料，可以发现同性恋感染者的样本主要来源于
浙江北部的杭州、嘉兴、湖州和绍兴４个市，另有１
例来自与浙江湖州接壤的江苏省，进一步分析发现
注：系统树的每一个支点代表一个样本，ｂ。ｏｔｓｔｒａｐ只显示高于
６０的节点；▲：２００２年序列样本
图３

ＨＩＶ一１

ＣＲＦｃｌｌ一ＡＥ与２００２年序列样本的
系统进化树分析

表２

三组ＣＲＦ０１

ＡＥ样本序列的基因距离分析

在这一分簇中的４例异性性接触感染者也分布在杭
嘉湖平原，这一信息提示４例感染者可能同时存在
同性和异性高危行为，而且极大可能是同性恋人群
中ＨＩｖ一１

ＣＲＦ０１

ＡＥ毒株传人的原因。以往国内

的一些研究数据表明，同性恋人群主要以欧美Ｂ亚
型为主。１１’１２ ｏ，我国台湾多渠道的一项调查表明在异

性恋和同性恋的男性中，Ｂ亚型分别占５２％和
７８％，ＣＲＦ０１

ＡＥ的感染分别占４４％和２１％¨３。。

但在本次研究中，浙江省户籍的同性恋感染者却检
注：。多个独立样本的非参数检验，Ｐ＝Ｏ，０００；６对数转换后的

出较高比例的ＣＲＦ０１

ＡＥ（８５。７％，６／７）。这一信

单因素方差分析Ｐ＝Ｏ．０００

息值得我们关注。由于社会伦理道德的压力，同性

参考株较近的亲缘关系，是目前浙江省内ＨＩＶ一１

感染ＨＩＶ的危险行为。而且系统进化树研究还显

ＡＥ流行的主要形式。我们推测这种以异

示这些同性恋感染者之间存在传播关系。因此应该

性性接触和注射吸毒为主要传播途径，共同导致

高度重视这一群体，加大对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宣

恋人群一直以一种隐蔽的形式存在，却又具有较高

ＣＲＦ０１

ＣＲＦ０１

ＡＥ传播的方式也可能是全国大部分地域

内该毒株流行的主要传播模式。７。１０。。

传和干预力度。

有研究表明，我国ＨＩＶ一１

ＣＲＦ０１

ＡＥ重组毒

我们在系统进化树上还发现另外两个进化簇。

株在人群的感染数量不断上升，在高危人群的传播

一个进化簇以异性性接触感染为主，另一个进化簇

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变异特点∽，Ｈ’”】。本次研究数据

则以同性性接触感染为主。在异性性接触传播进化

明确了在不同地域。ｈ ９’如３、不同行为特征的感染人群

簇内的样本表现为较大的组内基因距离，与ＣＭ２４０

中可能存在相对独立的进化传播簇，而不同进化传

参考株的亲缘距离比ＭＩＸ组大，序列中出现４个位

播簇中的毒株具有一定的基因特征。这一特征的出

点的特征性氨基酸变异；而同性性接触感染进化簇

现是否是由于病毒在通过不同途径进入宿主时经受

内的毒株序列与国际参考株共享序列相比有８个位

了不同的免疫压力导致变异，或者是由于选择压力

点的氨基酸变异，远多于其他两组，与ＣＭ２４０参考

的筛选使某些毒株成为特定传播途径的优势毒株。

株的亲缘距离也较其他两组大。为了确定传播来

以上问题都需要我们对ＣＲＦ０１

ＡＥ毒株进行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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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罗皓，梁浩，邵一鸣，等．广西ＨＩｖ一１

人的研究。

ＣＲＦ０１

１６５·

ＡＥ重组毒株Ｐ”Ⅻ

基因Ｖ３环序列变异及其与生物表型的关系中华微生物学和

（感谢浙江省各市县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人员对本研究所提供的

免疫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６（１２）：１０９２—１０９５．

大力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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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网上在线订阅通知
为加强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整体品牌宣传，扩大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影响力，做好期刊征订工作，开辟新的发行征订
渠道，方便广大读者订阅，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在中华医学网上搭建了“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网上在线征订在线支付平台”，现
已正式开通。在线订阅不仅改变了原有单一的邮局征订渠道，而且较传统邮局征订具有更大的优势：使期刊征订工作不再是
阶段性的，可以实现全年征订；同时网上订阅减少了订阅环节，节约了时间和成本，使杂志订阅更加便捷。欢迎广大读者网上
在线订阅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订阅办法：请登陆中华医学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ｄｌｉｎｅ．。ｒｇ．ｃｎ／，点击“在线订阅”或登陆ｈｔｔｐ：／／
ｅｂｏＯｋ．ｍｅｄｌｉｎｅ．ｏｒｇ．ｃｎ／进行在线订阅和在线支付。网上订阅２００８年全年杂志的订户将享受９折优惠。联系电话：０１０—
８５１５８３３９、８５１５８２９９，传真：０１０－８５１５８３９１，电子邮件地址：ｉｎｆｏ＠ｃｍａ．ｏｒｇ．ｃｎ
中华医学会杂志社

本刊２００８年开始实行网上在线投稿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起启动网上投稿平台。投稿网址：ｈｔｔｐ：／／ｚｈｌｘｂ．ｍｅｄｌｉｎｅ．ｏｒｇ．ｃｎ各位作者可登
录此网站注册后即可在线投稿。单位介绍信请从邮局寄出，来稿需付稿件处理费２０元／篇（邮局汇款），凡未寄单位介绍信和
稿件处理费者，本刊将对文稿不再做进一步处理，视为退稿。新的网上投稿平台可以做到：①投稿过程一步到位，稿件处理进
程一目了然；②随时在线查询稿件处理情况；③缩短稿件处理时滞；④避免稿件寄失，退修后作者修回不及时，编辑部送审时
间过长等弊端。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