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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湖南省ＨＩＶ一１耐药警戒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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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一呜

了解湖南省开展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以来，年龄＜２５岁新近感染ＨＩＶ一１且未服抗

病毒药者出现耐药毒株的变异情况。方法

通过横断面调查，采集１５～２４岁ＨＩＶ一１感染者的血清样

本．进行ＨＩＶ一１ ｐｏｌ区耐药基因变异检测分析。结果６９份有效样本中，在ＲＴ区１份样本出现可以
导致针对ＮＮＲＴＩｓ系列的ＮＶＰ、ＤＬＶ和ＥＦＶ药物的高度耐药性的Ｋ１０３Ｎ、Ｖ１８１Ｃ的２个主要耐药突
变，１份样本出现可以导致对Ｄ４Ｔ的低度耐药性和对ＤＤＩ的潜在耐药性的Ｖ７５Ｍ耐药突变。ＰＲ区
没有检测到高度耐药突变株。在ＲＴ区高度耐药株检出率为２．９％（２／６９），说明湖南省ＨＩＶ耐药株的
传播仍处于低度范围内（＜５％）。结论表明现有的一线治疗方案是有效的，个体病例尚不需要在治
疗开始前进行耐药性检测。但也提示应该加强对早期感染者的耐药监测工作。
【关键词】艾滋病病毒；耐药监测；抗病毒治疗；艾滋病病毒警戒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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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年以来，我国开始启动抗病毒治疗，至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ｓｕｒｖｅｙ，ＨＩＶＤＲ．ＴＳ）。其设计思想是：在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底，全国正在接受抗病毒治疗的艾滋

被调查地区一个或临近的几个ＨＩＶ检测点以６个

病患者达到３１ ８４９例…。同年底湖南省启动了艾滋

月内连续检测发现的６０～７０名＜２５岁的感染者作

病抗病毒治疗，全省累计接收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

为研究对象，以血浆或血清作为检测样本，通过基因

患者达到７３８例，目前仍然继续治疗的患者为５１１

型耐药检测确定耐药突变的类型，根据这些序列对

例。根据国际上抗病毒治疗的经验，在开展抗病毒

每一类药物的耐药情况，将ＨＩＶ耐药传播的水平分

治疗３年以上的地区，可能会出现ＨＩＶ耐药株。为

为三类（低传播水平：＜５％；中等传播水平：５％～

了在广泛开展抗病毒治疗资源有限的国家评价

１５％；高传播水平：≥１５％）旧１。参照这一方案于

ＨＩＶ耐药株的传播情况，ＷＨ０推荐了一个资源最

２００７年８月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

小化的ＨＩＶ警戒线调查方法（ＨＩＶ ｄｒｕｇ

预防控制中心，以湖南省作为试点单位，进行我国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基金项目：世界卫生组织．瑞典国际开发合作署资助项目（ｗＰ／
２００６／（：ＨＮ／ＨＩｖ／１．２／００２／０３．０３．ＡＷ．０１）；国家高科技“８６３”课题资
助项目（２００６ＡＡ０２７．４１８）
作者单位：４１０００５长沙，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陈曦、贺健
梅、郑军、邹潇白、覃碧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顶防
控制中心（邢辉、阮玉华、邵一鸣）

ＨＩＶ耐药毒株的传播调查。
资料与方法
１．样本来源：所有８６份样本均经过湖南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确证实验室采用蛋白印迹试验

·７８８·

确认为ＨＩＶ抗体阳性的ＨＩＶ感染者，其中６８份为

后，得到包括蛋白酶（ＰＲ）区１～９９氨基酸和反转录

ＨＩＶ确认实验剩余的血清样本，１８份为血浆样本。

酶（ＲＴ）区１～２７２氨基酸的ｐｏｌ基因区序列。样本

所有样本为８一１０月间采集，个案流行病学资料齐

的亚型结果采用Ｐｈｙｌｉｐ软件对ｐｏｌ基因区（共

全，年龄范围在２～２５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２１．６岁，

１１１３

均为首次确诊为ＨＩＶ感染，且为非艾滋病患者，从

定。并将得到的序列与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未使用过抗病毒药物。按照生物安全要求，由专人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送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

与已知耐药序列的关联情况。

ｂｐ）构建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ｊｏｉｎｉｎｇ（Ｎ４）系统进化树确
ＨＩＶ

Ｄｒｕｇ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中的参考株序列进行比较，分析

心进行ＨＩＶ耐药检测。８６份送检血清样本中７份

结

因样本体积达不到检测标准未进行检测，最终用于

果

１．基因型耐药性检测：所有样本均用核酸提取

耐药检测的有效样本数为７９份。
２．检测方法：

仪进行ＲＮＡ提取，用Ｉｎ．ｈｏｕｓｅ基因型耐药检测方

（１）ＨＩＶ．１ ＲＮＡ的提取：采用ＱＩＡａｍｐ Ｖｉｒａｌ

法进行检测。７９份样本ＰＣＲ扩增阳性为７１份，阳

ＲＮＡ Ｍｉｎｉ

Ｋｉｔ试剂盒，参照德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的

操作说明提取ＨＩＶ．１病毒ＲＮＡ。

性扩增样本中有２份测序失败，最终得到有效ｐｏｌ
区序列６９个。

（２）ＲＴ，ＰＣＲ测序及巢式ＰＣＲ：采用巢式ＰＣＲ

２．ＨＩＶ耐药株流行情况：

引物对目的基因片段（主要为ｐｏｌ区的反转录酶部

（１）ＲＴ区耐药突变：６９个序列中有５个发生针

分）进行扩增，外侧上游引物为ＭＡＷ．２６：５＇－ＴＧＧ

对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ＮＲＴＩｓ）的耐药突变，其

ＡＡＡ ＴＧＴ ＧＧＡ ＡＡＧ ＧＡＡ ＧＧＡ Ｃ－３ ７；外侧下游引

中Ｖ７５Ｍ（１例）、Ｖ１１８Ｉ（１例）、Ｔ６９Ｓ（３例）。只有

物为ＲＴ一２１：５ ７一ＣＴＧ

Ｖ７５Ｍ突变为主要耐药突变，可以导致对Ｄ４Ｔ的低

ＴＡＴ

ＴＴＣ ＴＧＣ

ＴＡＴ

ＴＡＡ

１

ＧＴＣ ＴＴＴ ＴＧＡ ＴＧＧ

Ｇ一３’；内侧上游引物为Ｐｒｏ－１：

度耐药性和对ＤＤＩ的潜在耐药性。有３个发生针

ＣＡ－３’；内侧下游

对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ＮＮＲＴＩｓ）的耐药突

５一ＣＡＧ ＡＧＣ ＣＡＡ ＣＡＧ ＣＣＣ ＣＡＣ

引物为ＲＴ一２０：５ ７一ＣＴＧ ＣＣＡ ＧＴＴ ＣＴＡ ＧＣＴ ＣＴＧ
ＣＴＴ Ｃ－３ ７。总扩增长度为１３００ ｂｐ∞’。

（２）ＰＲ区耐药突变：所有序列中没有发生针对

（３）产物纯化及序列测定：以Ｐｒｏ－１（５ ７一ＣＡＧ ＡＧＣ
ＣＡＡ ＣＡＧ ＣＯＣ ＣＡＣ ＣＡ－３
ＴＣＡ ＧＡＴ ＴＧＧ ＴＴＧ

ＡＧＴ阉隗ＡＡＣ
（５ ７．ａ℃ＣＣＡ

ＰＲ区的主要耐药突变，仅有次要耐药突变出现：如

７一ＧＴＴ ＧＡｃ

Ａ７１Ｖ（２例）、Ｌ１０Ｉ（１例）、Ｌ１０Ｉ，Ａ７１Ｔ（１例），这些

ＣＡＣ－３’，正向）；Ｒ邗（５’一０ｃｒ

耐药突变还不会导致对现有蛋白酶抑制剂（ＰＩ）的耐

７，正向）；ＲＴＡ（５

Ａ盯ＧＡＧ ＡＣＡ

Ｃ．３’，正向）；ＲＴ－２０

ＧＴＴ∞～Ｇ凹ａｂ ａ盯Ｇ３’，反向）；

ＰｒｏＣｌ．ｄｏｗｎ（５＇－ＯＣＣ

变，其中Ｋ１０３Ｎ、Ｖ１８１Ｃ（１例），Ｋ１０３Ｒ（２例）。

ＴＧＣ ＴＧＧ ＧＴＧ ＴＧ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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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性。因此ＰＲ区耐药株的传播率为０，属于低度传
播范围（＜５％）。
（３）亚型：根据ｐｏｌ区亚型分型结果，样本中

７，反向），作为测序引物。使用德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

ＣＲＦ０１一ＡＥ亚型所占比例最大，为７３．９ ９６（５１／６９），其

ＱＩＡｃｌｕｉｃｋ Ｇｅｌ Ｅｘ位姒ｉｏｎ Ｋｉｔ对ＰＣＲ产物进行纯化后，

次为Ｂ亚型１０．１％（７／６９）、Ｃ亚型８．７％（６／６９）、Ｂ／Ｃ

利用ＡＢＩ ３１００测序仪按照仪器操作说明，进行核苷

重组亚型７．２％（５／６９）。

３

酸序列测定。

３．感染途径和ＨＩＶ．１亚型与耐药基因突变的关

３．亚型及耐药性分析：序列测定后首先使用

系：耐药基因型突变的样本在注射吸毒、性途径和母

Ｖｅｃｔｏｒ ＮＴＩ软件包中的Ｃｏｎｔｉ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组件进行拼

婴传播等感染途径中均有发现，并且在ＣＲＦ０１一ＡＥ，

接，然后用Ｂｉｏｅｄｉｔ软件进行多序列比对和序列清理

Ｂ和Ｃ亚型中均有发现（表１）。

表１

耐药突变位点在各ＨＩＶ－１亚型样本及不同感染途径中的分布

·７８９－

讨

论

耐药基因型突变的样本在ＣＲＦＯＩ—ＡＥ、Ｂ和Ｃ亚型
中均有发现，没有亚型的特异性现象。

ＨＩＶ由于其自身的特征，在感染的过程中或在

目前，国内可获得用于艾滋病患者抗反转录病

药物的选择压力下，极易发生基因突变从而导致多

毒治疗的药物属于ＮＲＴＩｓ类的有：齐多夫定（ＡＺＴ，

种亚型和对抗反转录病毒药物耐受病毒株出现，影

ＺＤＶ）、司他夫定（１３４Ｔ）、去羟基苷（ＤＤＩ）、拉米夫定

响临床治疗效果Ｈ Ｊ。选择低年龄组作为监测对象主

（３ＴＣ）双汰芝（ＡＺＴ＋３ＴＣ），属于ＮＮＲＴＩｓ类的有：

要考虑是这些人的ＨＩＶ高危行为一般都是发生在

依非韦伦（ＥＦＶ，施多宁）、奈韦拉平（ＮＶＰ），属于Ｐ１

近期，可能是近期发生的感染，可作为病毒株传播情

只有茚地那韦（ＩＤＶ）。我国所有的一线抗病毒治疗

况的研究对象。而且由于ＨＩＶ感染时间较短，没有

方案均包含２种ＮＲＴＩｓ类药物和１种ＮＮＲＴＩｓ类

接受抗反转录病毒药物治疗，体内检测出的ＨＩＶ的

药物，具体标准是未接受抗病毒治疗患者的一线抗

特征与传染源个体的ＨＩＶ特征应该基本一致，基因

病毒治疗首选方案为：ＡＺＴ或Ｄ４Ｔ＋３ＴＣ＋ＮＶＰ，

发生变异的概率也相对较低，可以很好地起到预警

当患者出现对ＮＶＰ不能耐受，改为ＡＺＴ或Ｄ４Ｔ＋

作用。

３ＴＣ＋ＥＦＶ【７Ｊ。我国治疗的患者中总耐药突变率已

从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ｐｏｌ基因的ＲＴ区出现

达到１７％…。从湖南省的情况看，耐药株的检出率

了Ｋ１０３Ｎ、Ｖ１８１Ｃ的２个耐药突变，这两个突变为

还很低。但是由于我国地域广泛、ＨＩＶ流行特征差

主要耐药突变，可以导致针对ＮＮＲＴＩｓ系列的

异显著、开展抗病毒治疗时间差异，实际情况更加复

ＮＶＰ、ＤＬＶ和ＥＦＶ药物的高度耐药性。在ＲＴ区

杂，因此，此结果并不能代表全国情况。我国政府实

出现的另一个突变Ｖ７５Ｍ也是主要耐药突变，可以

施的免费治疗策略，随着艾滋病流行的加剧，接受抗

导致对Ｄ４Ｔ的低度耐药性和对ＤＤＩ的潜在耐药性。

病毒治疗者也随之增多。长期反复使用相同的几种

ＰＲ区未检到高度耐药突变株，仅出现Ａ７１Ｖ、Ｌ１０Ｉ、

药物，加上治疗者存在服药依从性差的情况，很容易

Ｌ１０Ｉ、Ａ７１Ｔ等次要耐药突变，这些耐药突变还不会

出现对现采用的一线治疗药物的耐药。可以预见的

导致对现有ＰＩ的耐药性。那么，在ＲＴ区高度耐药

是，随着接受抗病毒治疗病例的增多，不久将来

株检出率为２．９％（２／６９），ＰＲ区高度耐药检出率为

ＨＩＶ耐药毒株也会随之增多，并在人群中逐步扩散

０％，说明湖南省ＨＩＶ耐药株的传播仍处于低度范

流行，给治疗带来新的、更严峻的挑战。采取早期预

围内（＜５％）。而且我们的监测样本量大于ｗＨ０

警监测是疾病监测经常采用的策略，及早在全国开

推荐的最低４７份有效序列的要求，可以满足ＨＩＶ

展ＨＩＶ耐药早期预警监测，将会更好地为临床选择

耐药毒株传播监测的分析。表明现有的一线治疗方

药物、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和制订治疗方案提供

案仍是有效的，个体患者尚不需要在治疗开始前进

依据。

行耐药性检测。这一结果与先前我们开展未接受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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