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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艾滋病病毒长期不进展者、缓慢进展者、

高危暴露者以及正常人群ＡＰＯＢＥＣ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的差异
刘永健

李林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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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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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我国中部地区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流行区４类不同人群ＡＰＯＢＥＣ３Ｇ（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的差异并分析其与疾病进程的关系。方法

采集研究人群的静脉全血标本，分离外周血

单核细胞（ＰＢＭＣｓ），冻存于液氮中；复苏ＰＢＭＣｓ，提取总ＲＮＡ，ｍＲＮＡ体外逆转录为ｃＤＮＡ，应用实时
定量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检测不同人群血标本ＡＰｏＢＥＣ３Ｇ ｍＲＮＡ的水平。结果

ＨＩｖ长期不进展

者标本１３份，其ｃＤ？Ｔ淋巴细胞计数平均为（７１６±１６９）个／“ｌ，平均感染时间为（１２．５±２，３）年；ＨＩｖ

缓慢进展者标本４８份，其ｃⅨＴ淋巴细胞计数平均为（２３３±１４４）个／肛ｌ，平均感染时间为（１０．７±
２．２）年。ＨＩＶ长期不进展者ＡＰＯＢＥＣ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高于正常人群的水平；ＨＩＶ缓慢进展者
ＡＰＯＢＥＣ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高于高危人群和正常人群的水平。ＨＩｖ长期不进展者和缓慢进展者的

ＣＤ：Ｔ淋巴细胞数量与ＡＰｏＢＥＣ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无相关性。结论

我国中部地区ＨＩＶ流行区４类不

同人群ＡＰｏＢＥＣ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存在差异，并且ＨＩｖ长期不进展者和缓慢进展者ＣＤ：Ｔ淋巴细胞数
量与ＡＰＯＢＥＣ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无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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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ｏＢＥｃ蛋白可以使胞嘧啶脱氨基，具有体外

Ｒｅａｇｅｎｔ（ＡＢＩ）试剂盒，采用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抗逆转录病毒的作用。１。３。。其中ＡＰＯＢＥＣ３家族有

１０肛ｌ的反应体系：１弘１ １０×ＴａｑＭａｎ ＲＴ缓冲液，

Ａ～Ｇ七个成员，它们排列在２２号染色体上¨１，

２．２肛ｌ ＭｇＣｌ２（２５ ｍｍ０１），２弘ｌ ｄＮＴＰ（１０ ｍｍ０１），

ＡＰＯＢＥＣ３Ｇ（ｈＡ３Ｇ）是研究较多的一个。在ＨＩｖ一１

０．５｝上ｌ随机引物（５０弘ｍｏＩ），０．２弘ｌ ＲＮＡ酶抑制剂

的辅助蛋白Ｖｉｆ不存在的情况下，ｈＡ３Ｇ被打包进入

（２０ Ｕ），０．２５肛ｌ反转录酶（５０ Ｕ），３．８５肛１ ＲＮＡ样

病毒颗粒，并且导致病毒基因组发生Ｇ—Ａ的高度

本。反应条件：２５℃孵育１０ ｍｉｎ，４８℃反转录

变异。３’５Ｉ。在病毒颗粒内部，Ｖｉｆ蛋白通过阻止

３０ ｍｉｎ，９５℃灭活反转录酶５ ｍｉｎ。

ｈＡ３Ｇ蛋白的壳体化和诱导ｈＡ３Ｇ蛋白酶体途径降

６．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以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作为荧

解，来抵抗ｈＡ３Ｇ蛋白的作用。６’７Ｉ。然而，过量表达

光染料，以人Ｇ—ａｃｔｉｎ作为标准化对照，设计针对

ｈＡ３Ｇ能够阻断Ｖｉｆ对ｈＡ３Ｇ的降解作用，表明调控

ｈＡ３Ｇ和Ｂ—ａｃｔｉｎ的特异性引物，应用△△Ｃ。相对定

ｈＡ３Ｇ的表达是抗病毒治疗的一个新的策略∽’９Ｉ。

量法，测定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的相对水平。每份样本做

本研究应用了△△Ｃ，相对定量法，检测了ＨＩｖ感染

２复孔。引物序列见表１。采用５０肚ｌ的反应体系：

者中的部分长期不进展人群、缓慢进展人群、高危暴

２５肚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浓度为

露人群以及正常人群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的相对水平，并

２０弘ｍｏｌ的正向引物、反向引物各０．５肛１，ｃＤＮＡ产物

比较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

１肛ｌ，水２３弘ｌ。反应条件：５０℃２ ｍｉｎ一９５℃

材料与方法

１０ ｍｉｎ；然后９５℃１５

ｓ一６０℃１ ｍｉｎ，４０个循环，在

６０℃步骤收集荧光信号。

１．人群定义：ＨＩＶ感染长期不进展者

表１

实时定量ＰｃＲ反应引物序列

（ＬＴＮＰｓ）：感染时间＞１０年，没有接受过抗病毒治

疗，ｃＤ？Ｔ淋巴细胞数＞５００个／肛ｌ。１“１２ ｏ。ＨＩＶ感染
缓慢进展者（ＳＰ）：感染时间＞１０年，没有接受过抗

病毒治疗，ＣＤｉ Ｔ淋巴细胞数＜５００个／肛ｌ。１３’１４］。
ＨＩＶ高危暴露者（ＨＲ）：ＨＩＶ感染者的配偶，有正常
的夫妻生活，本人ＨＩＶ抗体阴性。正常人群（ＮＰ）：

未曾暴露于ＨＩＶ，ＨＩＶ抗体阴性的人群。
２．样本：１３份ＨＩＶ感染ＬＴＮＰｓ血标本，其

７．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丰度水平的计算：以健康人群

的ＰＢＭＣｓ为实验对照，将其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相对于
｜３一ａｃｔｉｎ

ｍＲＮＡ的水平定为１，其余标本与实验对照

ｃＤ？Ｔ淋巴细胞计数均＞５００个／弘ｌ；４８份ＨＩＶ感

作比较。每次实验均以一管２００４年分离的ＮＰ

染ｓＰ标本，其ｃＤｆ Ｔ淋巴细胞计数均＜５００个／弘ｌ；

ＰＢＭＣｓ为实验对照，这样就使每次实验有了可比

２９份ＨＩｖ ＨＲ标本；以上标本均于２００２年采集自

性。表２是选取了３份标本，计算其ｈＡ３Ｇ

河南省农村；１１份２００４年采集的ＮＰ静脉全血标

水平的方法。

本。实验对照：２００４年分离的ＮＰ外周血单核细胞

表２

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

ｍＲＮＡ水平的计算

（ＰＢＭＣｓ）２０管，每次实验以其中一管为对照。所有
样本均分离ＰＢＭＣｓ，液氮冻存待检。
３．ＣＤ：Ｔ淋巴细胞计数：ＨＩＶ ＬＴＮＰｓ和ＳＰ全
血标本经ＥＤＴＡ抗凝，以ＢＤ公司ＣＤ３／ＣＤ。／ＣＤ。三
色试剂，上流式细胞仪使用Ｍｕｌｔｉｓｅｔ软件测定
ＣＤ？Ｔ淋巴细胞绝对计数。
４．ＰＢＭＣ。总ＲＮＡ提取：３７℃复苏液氮冻存的
ＰＢＭＣ。，吸取细胞悬液１００弘ｌ，使用ＢｉｏｆｌｕＸ公司总
ＲＮＡ提取试剂盒（Ｓｉｍｐｌｙ

８．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对结果进
行统计分析。

Ｐ Ｔｏｔａｌ ＲＮＡ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Ｋｉｔ）提取总ＲＮＡ。
５．由ｍＲＮＡ逆转录生成ｃＤＮＡ：使用ＴａｑＭａｎ

结

果

１．ＨＩＶ ＬＴＮＰｓ、ＳＰ ＣＤ：Ｔ淋巴细胞数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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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ＲＮＡ水平大于ＨＲ和ＮＰ水

使用流式细胞仪ＦＡＣＳＣａｌｍｕｒ测定ｃＤｊ Ｔ淋巴细胞

水平，Ｈｌｖ

绝对计数，ＨＩＶ ＬＴＮＰｓ标本１３份，其ｃＤｆ Ｔ淋巴

平。ＨＩＶ ＬＴＮＰｓ与ＨＩＶ ＳＰ、ＨＩＶ ＬＴＮＰｓ与ＨＲ、

细胞计数平均为（７１６±１６９）个／肚ｌ；ＨＩＶ ＳＰ标本４８

ＨＲ与ＮＰ之间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差异无统计学

份，其ＣＤ：Ｔ淋巴细胞计数平均为（２３３±１４４）

意义。

ｓＰ ｈＡ３Ｇ

４．ＨＩＶ ＬＴＮＰｓ和ＨＩｖ ＳＰ的ＣＤ？Ｔ淋巴细胞

个／扯ｌ。
２．检测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的实时定量ＰＣＲ扩增：图

数量与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的关系：应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

１是一个标本的实时定量ＰＣＲ扩增曲线图，横轴是

软件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方法对ｃＤｊ Ｔ淋巴细胞数目和

检测标本的Ｃ，值，纵轴是△Ｒｎ（荧光信号减去基线

ｈＡ３Ｇ

的信号，它随着ＰＣＲ扩增的而增加，直至ＰＣＲ到达

回归方程为ｙ＝２Ｅ一０５ｚ＋１．２３０２（Ｒ＝０．０３３，Ｐ＝

平台期）。ｈＡ３Ｇ和Ｂ—ａｃｔｉｎ各做２孑Ｌ，其扩增曲线几

０．８０１），回归方程无意义，提示ＨＩＶ ＬＴＮＰｓ和ＨＩＶ

乎是重叠的，说明一致性很好。

ＳＰ的ＣＤ？Ｔ淋巴细胞数量与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无

ｍＲＮＡ的水平进行线性回归分析，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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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图２

ＣＤ？Ｔ淋巴细胞数量与ｌ认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的关系

实时定量ＰＣＲ扩增曲线

讨

论

实验对照还起到质量控制的作用，实验中共使
用实验对照１０次。１０次实验中检测ｈＡ３Ｇ和

大约５％～１０％的ＨＩｖ感染者在没有进行抗

Ｇ—ａｃｔｉｎ的２复孔平均Ｃ。值变异系数（ＣＶ）分别是

病毒治疗的情况下，能够维持较高的ｃＤｆ Ｔ淋巴细

１．３３％和１．４６％，变异系数很小，实验的重复性

胞数和较低的ＨＩＶ病毒载量，疾病进程非常缓慢，

很好。

此类ＨＩＶ感染者称为长期不进展者‘１ ５１。ＨＩＶ感染

３．不同人群标本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ＨＩＶ

者长期生存的潜在机制包含病毒、免疫和遗传方

ＬＴＮＰｓ、ＨＩＶ ＳＰ、ＨＩＶ ＨＲ、ＨＩＶ ＮＰ标本的ｈＡ３Ｇ

面。１ ６Ｉ。此外，有研究报道，在一个５３９例的ＨＩＶ感

ｍＲＮＡ平均水平分别是１．２４±０．１６、１．２３±０．１８、

染者队列中（感染时间至少１０年）有３１．０％没有进

１．１４±０．２１、１．０２±０．０５。应用ＳＰＳＳ １０～软件

展为ＡＩＤＳ，并且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ＣＤｆ Ｔ淋巴

ｔｅｓｔ方法对结果进行统计分

细胞数较低的情况下能够生存很长的时间，甚至在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 Ｔ

析，结果见表３。
表３

不同人群标本的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统计分析

免疫系统遭到破坏的情况下。１

７［。

ｈＡ３Ｇ／ＣＥＭｌ５是最近发现的一个抗ＨＩＶ感染

的宿主蛋白，它属于ＡＰｏＢＥＣ３相关蛋白家族。它
具有胞嘧啶脱氨酶的作用，使ＨＩＶ基因组产生高度
变异，是抵抗ＨＩｖ感染的一个重要因子。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的上调表达，可能是ＨＩＶ ＬＴＮＰｓ和ＳＰ

能够长期生存、控制疾病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取河南省某地区的ＨＩＶ感
注：。无统计学意义；６有统计学意义

ＨＩＶ

ＬＴＮＰｓ人群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大于ＮＰ

染者为研究对象，他们没有接受过ＨＡＲＲＴ治疗，但
在ＨＩｖ感染后均存活了１０年，我们根据ＣＤｆ Ｔ细

史堡煎堑疸堂鲞查！！！！生！旦箜！！鲞箜！塑壁垒也』垦Ｐｉｉ！坐ｉ！！！垒￡！ｉ！！！！！，！尘！：；！！堕！：！

胞计数将他们分为了ＨＩｖ ＬＴＮＰｓ和ＳＰ组。研究

３５９

·

·

策略。

显示，ＨＩｖ ＬＴＮＰｓ、ＳＰ与ＮＰ对比，确实存在ｈＡ３Ｇ

参

ｍＲＮＡ水平的上调现象。证实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

１１ Ｊ

文

考

献
ＡＭ，ｅｔ ａ１．Ｃｙｔｉｄｉｎｅ ｄｅ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ｉｓｈｏｐ ＫＮ，Ｈ０１ｍｅｓ ＲＫ，Ｓｈｅｅｈｙ

ｏｆ ｒｅｔｍｖｉｒａｌ ＤＮＡ ｂｙ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ＡＰＯＢＥＣ ｐｍｔｅｉｎｓ Ｃｕｒｒ Ｂｉｏｌ，２００４，

的上调表达可能是导致ＨＩｖ ＬＴＮＰｓ和ｓＰ能够长

１４：１３９２—１３９６．

期生存的重要因素。此外，我们还比较了ＨＩＶ

２

ＭＴ．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ｂｖ

Ｈａｒｒｉｓ ＲＳ．Ｌｉｄｄａｍｅｎｔ

ＬＴＮＰｓ和ＳＰ Ｉ约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与ＣＤｆ Ｔ淋巴

ＡＰＯＢＥＣ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Ｎａｔ Ｒｅｖ 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０４，４：８６８ ８７７．

［３］

细胞数量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之间没有相关性，这

Ｍａｎｇｅａｔ Ｂ，ＴｕｒｅｌＩｉ Ｐ，Ｃａｒｏｎ Ｇ，ｅｔ ａ１．Ｂｒｏａｄ 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 ｄｅｆｅｎｃ８
ｂｙ ｈｕｍａｎ ＡＰｏＢＥＣ３Ｇ

与Ｃｈｏ等∽ｏ的结果是一致的。这一结果表明，无论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ｌｅｔｈａｌ ｅｄｉｔｉｎｇｏｆ

ｎａｓｃｅｎｔ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口ｔｓ．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３，４２４：９９—１０３．

［４］Ｊａｒｍｕｚ Ａ，Ｃｈｅｓｔｅｒ Ａ，Ｂａｙｌｉｓｓ Ｊ，ｅｔ ａ１．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ｉ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ｌ。ｃｕ５

ＨＩＶ感染者的ＣＤ？Ｔ淋巴细胞数是高还是低，只要
ｈＡ３Ｇ

ｏｆ

ｍＲＮＡ水平处于较高的水平，这部分ＨＩＶ感

１５ｊ

染者就能够生存较长的时间。这一结果给我们的另
１６ｊ

Ｚｈａｎｇ Ｈ，Ｙａｎｇ Ｂ，Ｐ。ｍｅｒａｎｔｚ ＲＪ，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ｃｙｔｉｄｉｎｅ ｄｅａｍｉｎａｓｅ
ｈｙ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ｉｃｅｌｌｏ ＳＧ，Ｈａｒｒｉｓ ＲＳ，Ｎｅｕｂｅｒｇｅｒ

Ｋａｏ Ｓ，Ｋｈａｎ
ｖｉｒｕｓ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Ｖ｜ｆ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ｏｆ ＡＰＯＢＥＣ３Ｇ ｂ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ｍＲＮＡ

ＡＰＯＢＥＣ３Ｇ

ｃｏｕｎｔ．Ｊ

１ １０ Ｊ

长的时间。

ｌｅｖｅｌｓ

ｖｉｒｕｓ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ＣＤ：Ｔ淋巴细胞数较低的ＨＩＶ感染者能够生存很

ｔｙｐｅ

ｄｏ
１

ｉｔｓ

ｉｎｎａｔ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ｉｏｌ Ｃｈｅｍ，２００４，２７９：７７９２—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

ｎｏｔ

ｖｉｒｅｍｉａ

ｈｕｍａｎ
Ｔ—ｃｅｌｌ

ｃＤ才

ｏｒ

Ｖｉｒｏｌ，２００６，８０（４）：２０６９—２０７２．

Ｂｕｃｈｂｉｎｄｅｒ ＳＰ，Ｋａｔｚ

ＭＨ，ＨｅｓＳ０ｌ

ＮＡ，ｅｔ

ＨＩＶ一１

ａ１．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ＡＩＤＳ，１９９４，８：

［１ １］ｓｈｅｐｐａｒｄ Ｈｗ，Ｌａｎｇ ｗ，Ａｓｃｈｅｒ ＭＳ，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ＴＮＰｓ和ＨＲ的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没有统计学意

ｎ。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ｒｓ：ｌｏｎｇ—ｔｅｍ

义。另外，缺少没有接受过ＨＡＲＲＴ治疗的典型进

ＨＩＶ一１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Ｄ才Ｔ—ｃｅ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ＡＩＤＳ，１９９３，７：１１５９—１１６６．

１１２ Ｊ

ＬＴＮＰｓ、ＳＰ

Ｍｕｒｌｏｚ Ａ，Ｋｉｒｂｙ Ａ，Ｈｅ Ｙ，ｅｔ ａ１．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ｓｕｒｖｉｖ。ｒ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Ｖ一１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ｕｂ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与典型进展者之间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水平的差异。有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Ｊ

Ａｃｑｕｉｒ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Ｄｅｆｉｃ Ｓｙｎｄｒ Ｈｕｍ

ｏｆ

ＣＤ４

Ｒｅｔｒ。ｖｉｒｏｌ，

１９９５．８：４９６—５０５．

文献报道，不同进展类型ＨＩＶ感染者中ｈＡ３Ｇ

１１３』Ｋｏｉｚｕｍｉ Ｙ，Ｋａｇｅｙａｍａ Ｓ，Ｆｕｊｉｙａｍａ Ｙ，ｅｔ ａ１．ＲＡＮＴＥＳ一２８Ｇ ｄｅｌａｙｓ

ｍＲＮＡ的水平是ＨＩＶ ＬＴＮＰｓ＞ＨＩｖ阴性人群＞

ａｎｄ ＤＣ—ＳＩＧＮ一１３９Ｃ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ＡＩＤ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ｈｅｒｎｏｐｈｉｌｉａｃｓ．ＡＩＤＳ

Ｒｅｓ

ｉｎ ＨＩＶ

Ｈｕｍ

ｔｙｐｅ

１

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ｕｓｅｓ，

２００７，２３（５）：７１ ３—７１９．
［１４］Ｃａｓａｒｔｅｌｌｉ Ｎ，Ｄｉ Ｍａｔｔｅｏ Ｇ，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ｉ Ｃ，ｅｔ ａ１．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８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０ｒ

ｔｈｅ ＨＩＶ一１

ｉｎ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宿主决定的。可能是ＨＩＶ ＬＴＮＰｓ在感染ＨＩＶ后，

ｎｅｆ

ｇｅｎｅ

ｆｒｏｍ

ｒａｐｉｄ，ｓｌｏｗ ａｎｄ

ｎｏｎ—

ｃｈｉＩｄｒｅｎ．ＡＩＤＳ，２００３，１７（９）：１２９１—１３０１．

［１５］Ｊｉｎ ｘ，Ｂｒｏｏｋｓ Ａ，Ｃｈｅｎ ＨＹ，ｅｔ ａ１．ＡＰＯＢＥＣ３Ｇ／ＣＥＭｌ５（ｈＡ３Ｇ）
ｍＲＮＡ １ｅｖｅｌｓ

的上调表达。ＡＰｏＢＥＣ蛋白和Ｖｉｆ蛋白之间存在一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ｖｉｒｕｓ ｖｉｒｅｍｉａ．Ｊ
ｌ

１６

Ｊ

Ｃａ。Ｙ，Ｑｉｎ

Ｌ，ｚｈａｎｇ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白的方向转移，就发展为ＨＩＶ ＬＴＮＰｓ；如果平衡向

ｉｎｖｅｒｓｅｈｒ ｗｉｔｈ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ｏｌ，２００５，７９（１７）：１１５１３—１１５１６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不同的结果。如果平衡向有利于累积ＡＰｏＢＥＣ蛋

后抗病毒治疗、延长ＨＩＶ感染者生命的一个新的

ａｎｄ

１１２３—１１２８．

本研究由于ＬＴＮＰｓ的标本数较少，导致

量表达ＡＰｏＢＥＣ，特别是ｈＡ３Ｇ和ｈＡ３Ｆ，应该是以

ｐｍｍｏｔｉｎｇ

ｐｌａｓｍａ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ｍｍｕｎ０１０９ｉｃａｌ

打破ＡＰＯＢＥＣ蛋白和ｖｉｆ蛋白之间的平衡，过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７７９８．

水平都有上调现象，以致产生协同效应，使得这些

ＨＩＶ典型进展者。

ｉｎ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９］Ｃ｝１０ Ｓｊ，Ｄｒｅｃｈｓｌｅｒ ＨＮ，Ｒｙａｎ Ｃ Ｂｕｒｋｅ，ｅｔ ａｌ－ＡＰＯＢＥＣ３Ｆ ａｎｄ

ｍＲＮＡ

不有利于累积ＡＰｏＢＥＣ蛋白的方向转移，就发展为

ｏｆ ＨＩＶ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ＤＮＡ ｄｅａｍｉｎａＳｅ

ＡＰＯＢＥＣ３Ｇ（ＣＥＭｌ ５），ａ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ｔｈｅ ｕｂｉｑｕｉｔｉｎ—ｐｒｏｔｅａｓｏｍ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Ｊ

且ｈＡ３Ｇ和３Ｆ可以形成异源二聚体。１ ７‘。可能正是

个平衡汜ｏ，它们之间平衡的破坏，可能就导致了两种

ＭＳ．Ｔｈｅ Ｖｉｆ

Ｍｅｈｌｅ Ａ，Ｓｔｒａｃｋ Ｂ，Ａｎｃｕｔａ Ｐ，ｅｔ ａ１．ｖｉｆ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８

它们在ＨＩＶ ＬＴＮＰｓ中的水平都有上调现象。９。，并

ｍＲＮＡ

ＨＩＶ一１

ｏｆ 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Ｊ Ｖｉｒｏｌ，２００３，７７：１１３９８—１１４０７．

用啦！。ｈＡ３Ｇ和３Ｆ是其中的两个关系最近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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