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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患者ＨＩＶ一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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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明接受抗病毒治疗的艾滋病患者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ｎｕｅｌｅｏｓｉｄｅ

李敬云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ＮＲＴＩ）类耐药基因突变分子进化特征。方法从中国中部农村某抗病毒治疗

艾滋病病例研究队列中选择４例服药依从性较好，治疗初期为野生型毒株，在治疗过程中逐渐产生
ＮＲＴＩ类耐药基因突变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每位患者的４～５次随访血浆样本的反转录酶（ＲＴ）基因
进行克隆测序分析，观察每个克隆的基因型耐药性特征。结果

共检测８５５个克隆，平均每份血液

样本４７．５ｄ＂±２２．８个克隆，得到４例患者历次克隆序列中带各种ＮＲＴＩ类耐药基因突变的构成图谱：
某些患者随治疗时间延长逐渐表现为典型的ＴＡＭｓ＿１型突变模式，如Ｌ２１０Ｗ、Ｔ２１５Ｙ、Ｍ４１Ｌ突变，并
且随治疗时间延长，优势种所携带的突变数目有累加趋势；某峰患者表现为较明显的ＴＡＭｓ－２型突变，
如Ｋ７０Ｒ、Ｄ６７Ｎ、Ｋ２１９Ｑ等突变；其中，某些患者的克隆同时含有Ｔ２１５Ｙ（ＴＡＭｓ．１型）和Ｋ７０Ｒ、Ｄ６７Ｎ
（ＴＡＭｓ一２型）突变。结论

总结出４例患者ＨＩＶ一１ ＮＲＴＩ类耐药基因突变的选择动力学特征。４例患

者表现出不同的ＮＲＴＩ类耐药基因突变演变途径：ＴＡＭｓ．１型、ＴＡＭｓ－２型以及ＴＡＭｓ一１／ＴＡＭｓ一２融合
型，该类突变表现出逐级累加的趋势，最先筛选出来的耐药突变往往能够成为最后的优势种。
【关键词】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耐药基因突变；分子进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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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Ｖ一１感染者体内的毒株是以准种的形式存在

者１，女，４３岁；患者２，女，４２岁；患者３，男，３８岁；

的…，由于ＨＩＶ的高复制速率拉１、高频重组现象以

患者４，男，４５岁。这４例患者均在１９９２年前后通

及反转录酶（ＲＴ）缺乏校读功能等因素，使其准种得

过有偿献血感染ＨＩＶ．１。在治疗３、９、１５、２１、２７和

以不断丰富。目前对ＨＩＶ．１耐药突变选择动力学的

３３个月后进行随访，收集４例的系列ＥＤＴＡ抗凝全

研究还很少Ｌ３ Ｊ，采用的方法也多是通过ＰＣＲ直接测

血及相关问卷调查资料。４例患者的ｃｏ；淋巴细

序Ｈ１，扩增出优势准种，再将所得序列与数据库资料

胞计数和病毒载量（ＶＬ）的测定见图１。

进行分析比对，这种方法只能检测到准种中大于

２．方法：

２０％的耐药基因突变毒株，不能检测从野生型到突

（１）分离、富集、提取血浆ＨＩＶ病毒的ＲＮＡ：使

变型转变的早期阶段所产生的少量耐药基因突变。

用ＱＩ／Ｌａｍｐ ｖｉｒａｌ

采用克隆测序的方法来研究抗病毒治疗过程中耐药

国）提取病毒ＲＮＡ，按照说明书推荐的步骤进行。

ＲＮＡ Ｍｉｎｉ

Ｋｉｔ试剂盒（Ｑｉａｇｅｎ，德

突变的发生规律具有独特的优势，不但能够检测到

（２）ＲｔＰＣＲ扩增ＨＩＶ－１ ｐｏｌ区基因：用ＴａＫａＲａ

少量的病毒准种，而且可以特异地检测到单一病毒

一步法ＲＰＰＣＲ试剂盒（ＡＭＶ）（宝生物工程大连有

基因的突变，从而避免了各准种间的混杂效应。本

限公司）ＲＴ。ＰＣＲ扩增ＨＩＶ．１ ｐｏｌ基因片段。第一轮

研究以４例服药依从性较好的艾滋病患者为研究对

反应体系：５ ｔｄ

象，对其系列血浆样本的ＲＴ基因进行了克隆分析，

ＭｇＣｌ２（２５ ｍｍｏｌ／Ｌ）；５弘ｌ ｄＮＴＰ Ｍｉｘｔｕｒｅ；１肛ｌ

在对８５５个克隆序列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４０ Ｕ／ｔｄ）；１弘ｌ ＡＭＶ ＲＮａｓｅＸＬ（５ Ｕ／｝ｔ１）；

些患者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ＮＲＴＩ）类耐药基因

１ ｌａｌ

突变发生的选择动力学特征。

ＭＡＷ２６：５ ７，ＴＴＧ

１０×Ｏｎｅ Ｓｔｅｐ ＲＴ．ＰＣＲ ｂｕｆｆｅｒ；１０弘ｌ
ＲＮａｓｅ

ＡＭＶ—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Ｔａｑ（５ ｕ／ｔ，１）；１一上游引物
ＧＡＡ ＡＴＧ ＴＧＧ ＡＡＡ ＧＧＡ ＡＧＧ

ＡＣ３ ７，于ＨＸＢ２上位于２０２８～２０５０；１弘ｌ下游引物
对象与方法

ＲＴ２１：５ ７．ＣＴＧ ＴＡＴ

１．病例：从我国中部农村地区接受免费抗病毒
治疗（ＡＺＴ、ｄｄＩ和ＮＶＰ）的艾滋病患者中选择４例

ｍ
１ ｔｄ

ＴＧＡ ＴＧＧ Ｇ－３

ＴＴＣ

ＴＧＣ ＴＡＴ ＴＡＡ ＧＴＣ

７，于ＨＸＢ２上位于３５０９－－３５３９；

ＲＮＡ模板；２４弘ｌ

ＲＮａｓｅ Ｆｒｅｅ

ｄＨ２０。反应条件

服药依从性较好、治疗３个月时标准基因型检测未

为：５０℃３０ ｍｉｎ，９４℃２ ｍｉｎ，１个循环；９４℃３０

发生ＨＩＶ一１耐药突变、在以后的治疗过程中逐渐产

５５℃３０ ｓ，７２℃１．５ ｍｉｎ，３０个循环；７２℃１０ ｍｉｎ。

生ＮＲＴＩ类耐药突变的艾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患

第二轮反应体系为：５ ｐ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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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豸。１）栅锵舯馔
ｌ

豁右基器＋＿＾ｇ

∞

ｓ，

ｌ

Ｏ

豸
ｊ

删
籁
甜
馔

·７９６·

Ｍｉｘｔｕｒｅ；０．５肛１ ｒＴａｑ（５ ｕ／ｔｄ）；１ ｔ，１

Ｉ－．游弓Ｉ物ＰＲ０１：

５ ７．ＣＡＧ ＡＧＣ ＣＡＡ ＣＡＧ ＣＣＣ ＣＡＣ ＣＡ－３

７，于ＨＸＢ２

上位于２１４７～２１６６；１ ｔＡ下游引物ＲＴ４：５ ７一ＡＧＴ
ＴＣＡ ＴＡＡ ＣＣＣ ＡＴＣ
３４４１～３４６２；５

ＣＡＡ

列拼接和手工编辑；用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ＨＩＶ

Ｄｒｕｇ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网站ＨＩＶｄｂ Ｐｒｏｇｒａｍ进行耐药

性分析。

ＡＧ，于ＨＸＢ２上位于

结

果

ｔＡ第一轮ＲＴ．ＰＣＲ产物；３６．５ ｇｌ

ｄｄＨ２０。反应条件为：９４℃５ ｒａｉｎ，１个循环；９４℃

１．标准基因型检测结果：４例患者治疗３个月

ｍｉｎ，３５个循环；７２℃

时标准基因型检测均为敏感型（表１）。患者１治疗

３０ Ｓ，６３℃３０ Ｓ，７２℃２．５

２１个月时开始检测到ＮＲＴＩ类耐药基因突变：

１０ ｍｉｎ。
ＳＶ

Ｍ４１ＬＭ、Ｌ２１０Ｗ、Ｔ２１５Ｙ，该突变模式持续至治疗后

Ｇｅｌ ａｎｄ ＰＣＲ Ｃｌｅａｎ．ｕｐ Ｓｙｓｔｅｍ试剂盒（Ｐｒｏｍｅｇａ，美

３３个月；患者２在治疗１５个月时ＮＲＴＩ类耐药基

国）进行ＰＣＲ产物的回收和纯化，按照说明书推荐

因突变出现，为Ｄ６７Ｎ、Ｋ７０Ｒ，２７个月时新增了

的步骤进行。

Ｋ２１９Ｑ，并一直持续至３０个月；患者３在治疗１５个

（３）ＰＣＲ产物切胶回收、纯化：使用Ｗｉｚａｒｄ

（４）目的片段的连接：在冰中融解Ｔ载体和

月时开始出现ＮＲＴＩ类耐药突变，为Ｔ２１５Ｙ，１８个

Ｍｉｘ，在微量离心管中配制ＤＮＡ溶液（１

月时增加为Ｍ４１Ｌ、Ｔ２１５Ｙ，治疗２７个月时仍然是

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ｄ

ＰＭＤｌ ８一Ｔ Ｖｅｃｔｏｒ／４ ｔＡ Ｉｎｓｅｒｔ ＤＮＡ／５ ｔ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

该突变类型；患者４前三次标准基因型耐药性检测

１６℃反应３０ ｍｉｎ。

结果均为敏感型，３３个月时检测出ＮＲＴＩ类耐药基

（５）含有目的片段的Ｔ载体的转化：取５０肚ｌ冰
浴上融化的感受态细胞，加人目的片段５肚Ｉ，轻轻混

因突变，为Ｔ２１５Ｙ。
２．克隆测序检测结果：

匀，在冰浴中放置３０ ｍｉｎ。４２℃热激９０ Ｓ，迅速转移

（１）克隆分析序列数目：受到克隆转化效率和测

至冰上使细胞冷却２—３ ｍｉｎ；加入５００弘ｌ不含抗生素

序成功率的影响，各样本最终得到的克隆序列总数

的ＬＢ培养基，混匀后置于３７℃２００ ｒ／ｍｉｎ的摇床中

不完全一致（表２）。最终共获得８５５个克隆序列。

培养１ ｈ，使细菌复苏；吸取１００“１已转化的感受态细

从４例患者得到的克隆序列总数分别是２６１、１５７、

胞加到含有Ｘ—Ｇａｌ、ＩＰＴＧ、Ａｍｐ的平皿上培养，将平

２３７和２００。

皿置３７℃温箱培养，１２ ｈ后计菌落数。

（２）克隆测序分析４例患者ＮＲＴＩ类耐药基因

（６）阳性克隆的鉴定：挑选分隔良好的单克隆

突变的选择动力学：与标准基因型检测相比，克隆基

白色菌落，使用ＰＣＲ法确认载体中插入片段的长度

因型检测方法在治疗早期即可筛选出携带耐药突变

大小；在无菌操作台内使用接种环挑起菌落，在

的克隆（表１）。

ＰＣＲ管中反复混匀数下，观察到管中液体混浊的情

如图２所示，患者１在治疗３个月的检测中未

况下将接种环转移至含有Ａｍｐ ＬＢ培养基的试管

发现典型突变；治疗１５个月时发现１株含有

中；将已含菌落的ＰＣＲ管放入１００℃的沸水中加热

Ｍ４１Ｌ、Ｌ２１０Ｗ、Ｔ２１５Ｙ、Ｅ４４Ｄ、Ｌ７４Ｉ突变的克隆

ｒａｉｎ，取出ＰＣＲ管，置于室温；完全冷却后加入反

（１０％）；治疗２１个月时１００％克隆（３２／３２）携带

１０

ＰＣＲ ｂｕｆｆｅｒ，２．５ ｔｄ；ｄＮＴＰ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Ｌ２１０Ｗ、Ｔ２１５Ｙ突变，其中９３．８％克隆（３０／３２）只携

ｔＡ；ｒＴａｑ（５ Ｕ／ｔＡ），０．２５ ｔｄ；上游引物ＰＲＯ－１，

带这两个突变，占优势，另外６．２％克隆（２１３２）在此

应体系：１０
１

Ｘ

０．５

ｔｄ；下游引物ＲＴ４，０．５ ｔＡ；ｄｄＨ２０，２０．２５ ｔＡ。扩

基础上累积了第三个突变；治疗２７个月时携带

增反应条件：９４℃５ ｍｉｎ，１个循环；９４℃３０ ｓ，６３℃

Ｍ４１Ｌ、Ｌ２１０Ｗ、１ｒ２１５Ｙ三个突变的克隆占了优势

３０ ｓ，７２℃１．５ ｍｉｎ，３５个循环；７２℃１０ ｍｉｎ；４℃保

（５８／９２，６３．０％），另有１６．３％克隆（１５／９２）在此基础

存。恒压电泳４０ ｍｉｎ左右观察结果。

上累积了第四个突变，２．２％克隆（２［９２）携带五个突

（７）阳性克隆的培养、测序及结果分析：将ＰＣＲ

变位点；治疗３３个月时，只携带Ｍ４１Ｌ、Ｌ２１０Ｗ、

鉴定阳性的含有菌落的试管放入摇床内，３７℃

Ｔ２１５Ｙ三个突变的克隆所占比例有所下降（１８／７９，

ｒ／ｍｉｎ培养１２—１６ ｈ。将菌液分装，送北京诺赛

２２．８％）；与此同时，在此基础上累积一个突变成为

基因组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进行序列测定。用

含有四个突变位点克隆的比侈！Ｉ则上升为３９．２％（３１／

Ｃｈｒｏｍａｓ．ｅｘｅ软件对序列质量进行初步评估；用

７９），携带五个突变位点克隆的比例上升为

ＮＴＩ软件，使用Ｃｏｎｔｉ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组件进行序

２１．５％（１７／７９），甚至有２．５％克隆（２／７９）携带了六

２００

Ｖｅｃ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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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Ｍ

患者编号
１

２

４例患者不同治疗时间的标准基因型检测和克隆基因型检测比较结果
９Ｍ

１５Ｍ

２７Ｍ

２１Ｍ

标准４

Ｎｏｎｅ

一

Ｎｏｎｅ

Ｍ４ｌＵ“、１２１０Ｗ．１２１５Ｙ

Ｍ４１Ｌ、Ｌ２ｌＯＷ、１２１５Ｙ

Ｍ４１Ｌ、Ｌ２１嗝ｒ、１２１５Ｙ

克隆６

ＦＩｌ６Ｌ（１‘／４８４）

一

Ｍ４１Ｌ，Ｌ２１０Ｗ，Ｔ２１５Ｙ

Ｌ２１０Ｗ。Ｔ２１５Ｙ（划３２）

Ｍ４１Ｌ．Ｌ２１０Ｗ．１＇２１５Ｙ

Ｍ４１Ｌ，Ｌ２１０Ｗ，１２１５Ｙ（１８／

＋ｘｘ（１／１０）

Ｌ２１０Ｗ，Ｔ２１５Ｙ＋ｘ（２／

（５８／９２），Ｍ４１Ｌ，１２１５Ｙ

７９）。Ｍ４ｌ Ｌ．【２１０Ｗ，１２１５Ｙ

３２）

（１４／９２）。Ｍ４１Ｉ。，Ｌ２１０ｗ，

十Ｘ（３ｌ／７９）。Ｍ４ｌＬ，Ｌ２１０Ｗ，

Ｔ２１５Ｙ＋ｘ（１４／９２），盯（５／

＂１２１５Ｙ＋琢（ＸＸＸ）（１９／７９），

９２）

Ｍ４１Ｌ．Ｔ２１５Ｙ（３／７９）

标准Ｎｃ雠

一Ｄ６７Ｎ、Ｋ７０Ｒ

一

Ｄ６７Ｎ、Ｋ７０Ｒ、Ｋ２１９Ｑ

Ｄ６７Ｎ、Ｋ７０Ｒ、Ｉ（２１９Ｑ

克隆Ｄ６＂／Ｎ＇，Ｋ７０Ｒ（１７／

一１２１５Ｙ（１ ｏ／２８），

一

５８），ｏ（４／５８）

Ｉ）６７Ｎ。Ｋ７０Ｒ，Ｋ２１９Ｑ（２６／

Ｄ６７Ｎ。Ｋ７０Ｒ，Ｋ２１９Ｑ（３０１

Ｄ６７Ｎ，Ｋ７０Ｒ（３／２８），

３０）。【）６７Ｎ。Ｋ７０Ｒ，Ｋ２１９Ｑ

Ｄ６７Ｎ。Ｋ７０Ｒ，Ｔ２１５Ｙ

＋ｘ（２／３０）

４１），Ｋ７０Ｒ，Ｋ２１９Ｑ（６／４１），
１３６７Ｎ，Ｋ７０Ｒ，Ｋ２１９Ｑ十Ｘ（２／

（４／２８），ｏ（２／２８）
３

３３Ｍ

Ｍ４ｌＬ、７ｒ２１５Ｙ

（７／３４），

Ｍ４１Ｌ，Ｔ２１５Ｙ（５８／６６），

Ｍ４１Ｌ，Ｄ６７Ｎ，Ｋ７０Ｒ，

Ｄ６７Ｎ，ｌ（７０Ｒ，１２１５Ｙ

Ｍ４１Ｌ。１２１５Ｙ＋ｘ（ｘｘ）

Ｔ２１５Ｙ（＋Ｘ）（１２／２７），
Ｍ４１Ｌ。Ｔ２１５Ｙ（７／２７），

Ｎｏｎｅ

克隆

０（１２／４１）Ｔ２１５Ｙ

Ｍ４１Ｌ，Ｔ２１５Ｙ（１／
６９），
Ｍ４１Ｌ，
Ｔ２１５Ｙ＋Ｘ（１／

４１）Ｏ（２１４１）
Ｍ４１Ｌ、１２１５Ｙ

标准№ｍ

１２１５Ｙ

（６／３４），
Ｍ４１Ｌ，（３／６６），Ｏ（２／６６）
Ｔ２１５Ｙ（３／３４），
Ｍ４１Ｌ．’１２１５Ｙ＋Ｘ

６９），０（６／６９）

Ｍ４１Ｌ。Ｔ２１５Ｙ＋Ｘ（ＸＸ）
（９／２７）

（联）（３／３４），Ｏ（４／
３４）
４

标准
克隆

Ｎｏｎｅ

Ｎｏｎｅ

一

Ｎｏｎｅ

ＴＺｌ５Ｙ

Ｏ（１２／黼）

１＇２１５Ｙ

一

＂１２１５Ｙ（３１２７），ｏ（２／２７）

Ｔ２１５Ｙ（２４／４２），１３６７Ｎ，

（１／４５）。

Ｋ７０Ｒ，１２１５Ｙ（＋Ｋ２１９Ｑ）

Ｏ（２／４５）

（１２／４２），Ｄ６７Ｎ，Ｋ７０Ｒ，
Ｔ２１５Ｙ（３／４２），ｏ（５／４２）

注：。标准基因型检测结果；６克隆测序检测结果；‘携带该突变的克隆数目；４每次随访样本的克隆总数；‘ｏ：携带其他突变的克隆数目；Ｎｏｎｅ：没
有发现耐药突变；Ｍ：开始接受治疗后时间（月）；“一”：没有检测出标准基因型和克隆基因型

表２

４例患者不同治疗时间的克隆基因型分析序列数目

Ｄ６７Ｎ、Ｋ２１９Ｑ突变为背景，同时Ｔ２１５Ｙ突变消失；
３３个月时仍然以１３６７Ｎ、Ｋ７０Ｒ、Ｋ２１９Ｑ突变模式为
主。总之，患者２ ＮＲＴＩ类耐药突变的发生发展过
程比较单一，总体上呈现出ＴＡＭｓ－２型耐药突变的
特征。
患者３在历次监测中携带各种ＮＲＴＩ类耐药基

注：“一”未做克隆分析

因突变的克隆构成见图４，在前两次监测中以敏感
型毒株为主，同时出现少量携带４１和／或２１５位点

个突变位点，累加频率最高的突变是Ｄ６７Ｅ／Ｎ和

的突变（３／６９、２／４１），还有一些单位点非典型突变；

Ｅ４４Ｄ。从该患者历次检测可以看出，是ＴＡＭｓ－１型

治疗１５个月时携带Ｔ２１５Ｙ的克隆增加至６１．８％

耐药突变，并且随着治疗时间延长，含多个突变的克

（２１／３４），其中２０．６％（７／３４）克隆只携带Ｔ２１５Ｙ一

隆比例逐渐增加，准种中优势克隆携带的突变数目

个突变，１７．６％克隆（６／３４）携带Ｔ２１５Ｙ、Ｍ４１Ｌ；还发

也逐渐增加。

现有２０．６％克隆（７／３４）同时携带Ｔ２１５Ｙ、Ｋ７０Ｒ突

患者２在历次监测中携带各种ＮＲＴＩ类耐药基

变，而且多数克隆（６／７）以Ｄ６７Ｎ为背景；治疗２１个

因突变的克隆构成见图３，该患者治疗３个月时即

月时，没有看到同时携带Ｔ２１５Ｙ、Ｋ７０Ｒ突变的克

发现含有Ｋ７０Ｒ突变的克隆（１８／５８，３１．０％），其中

隆，有１个克隆（１．５％）携带Ｋ７０Ｒ、Ｋ２１９Ｑ、Ｄ６７Ｎ

２９．３％（１７／５８）克隆携带Ｋ７０Ｒ、Ｄ６７Ｎ两个突变；治

三位点突变，９３．９％克隆（６２／６６）携带Ｔ２１５Ｙ、

疗１５个月时携带Ｋ７０Ｒ、Ｄ６７Ｎ突变的克隆有所下

Ｍ４１Ｌ，占绝对优势；治疗２７个月时，携带Ｔ２１５Ｙ、

降，占２５％（７／２８），其中有３个克隆累积了Ｔ２１５Ｙ

Ｍ４１Ｌ的克隆达到１００％（２７１２７），同时又发现其中

突变，同时此次监测中出现只携带Ｔ２１５Ｙ突变的克

４４．４％克隆（１２／２７）在此基础上累积了Ｋ７０Ｒ、１３６７Ｎ

隆，占３５．７％（１０／２８）；治疗２７个月时携带Ｋ７０Ｒ突

两个突变。患者３ ＮＲＴＩ类耐药突变的发生发展规

变的克隆重新占优势９３．３％（２８／３０），并且均以

律较为复杂，其显著特点是有些克隆中既含有

·７９８·

ＴＡＭｓ．１型耐药突变（Ｔ２１５Ｙ、Ｍ４１Ｌ），同时又含有

（Ｋ７０Ｒ、Ｄ６７Ｎ）。

ＴＡＭｓ－２型耐药突变（Ｋ７０Ｒ、Ｄ６７Ｎ、Ｋ２１９Ｑ）。

注：ｘ：代表１个其他位点突变；ＸＸ：代表２个其他位点突变；
Ｏ：没有携带Ｍ４１Ｌ、Ｄ６７Ｎ、Ｋ７０Ｒ和Ｔ２１５Ｙ突变的克隆
注：ｘ：代表１个其他位点突变；ＸＸ：代表２个其他位点突变；

图４

ＸＸＸ：代表３个其他位点突变；Ｏ：没有携带Ｍ４１Ｌ、Ｌ２１０Ｗ、Ｔ２１５Ｙ

患者３历次克隆序列中携带各种ＨＩＶ－１
ＮＲＴＩ类耐药基因突变的构成图谱

突变的克隆
图２

患者１历次克隆序列中携带各种ＨＩＶ一１
ＮＲＴＩ类耐药基因突变的构成图谱

注：ｓ：敏感株；ｏ：携带其他突变（Ｄ６７Ｎ、Ｋ７０Ｒ、Ｋ２１９Ｑ或
Ｔ２１５Ｙ突变之外的突变）的克隆
图５

患者４历次克隆序列中携带各种ＨＩＶ－１
ＮＲＴＩ类耐药基因突变的构成图谱

注：Ｘ：代表１个其他位点突变；０：没有携带Ｄ６７Ｎ、Ｋ７０Ｒ、
Ｋ２１９Ｑ和Ｔ２１５Ｙ突变的克隆
图３

讨

患者２历次克隆序列中携带各种ＨＩＶ一１
ＮＲＴＩ类耐药基因突变的构成图谱

论

ＡＺＴ是第一个发明的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瞪Ｊ，于

患者４在历次监测中携带各种ＮＲＴＩ类耐药基

１９８７年３月批准用于临床，Ｌａｒｄｅｒ掣副首先认识到

因突变的克隆构成见图５，该患者前三次检测多数

由于耐药使得ＡＺＴ治疗效果下降。在接受ＡＺＴ治

克隆为敏感型，所占比例分别为８６．０％（７４／８６）、

疗的患者分离到的ＨＩＶ．１耐药毒株中，常常出现４１、

９３．３％（４２／４５）和８１．５％（２２／２７），这几个时间点除

６７、７０、２１０、２１５和２１９位点的突变，这类突变被称

少量克隆携带Ｔ２１５Ｙ突变外，其余大多为非典型单

为ＴＡＭｓ【引。Ｈａｎｎａ等随３以接受ＡＺＴ、ｄｄＩ和ＡＺＴ、

位点突变；在治疗３３个月时ＮＲＴＩ类耐药基因突变

ｄｄＩ、ＮＶＰ治疗方案的人群为研究对象，对ＮＲＴＩ类

突然增多，携带Ｔ２１５Ｙ突变的克隆占到９０．５％（３８／

耐药基因突变中发生突变的各个位点的相关性进行

４２），同患者３类似的是，其中２８．６％克隆（１２／４２）在

了分析，认为ＴＡＭｓ突变可分为两条通路：一条与

Ｔ２１５Ｙ突变基础上累积了Ｋ７０Ｒ、Ｄ６７Ｎ两个突变，

Ｔ２１５Ｙ突变有关（包括Ｍ４１Ｌ、Ｌ２１０Ｗ、１ｒ２１５Ｙ和

这１２株克隆中又有９株以Ｋ２１９Ｑ为背景。患者４

Ｅ４４Ｄ），称为ＴＡＭｓ．１；另一类与Ｔ２１５Ｆ突变有关

的监测中，同样出现了某些克隆既含有ＴＡＭｓ一１型耐

（包括Ｄ６７Ｎ、Ｋ７０Ｒ、Ｔ２１５Ｆ和Ｋ２１９Ｑ），称为

药突变（Ｔ２１５Ｙ），又含有ＴＡＭｓ－２型耐药突变

ＴＡＭｓ－２。

·７９９·

Ｈａｎｎａ等阳１和Ｂｏｕｃｈｅｒ等眇１认为在ＴＡＭｓ－１通

ＡＺＴ和ｄｄＩ联合使用会出现一系列突变：

路中，最初出现的突变是Ｔ２１５Ｙ，随后是Ｍ４１Ｌ和

Ａ６２Ｖ、Ｖ７５Ｉ、Ｆ７７Ｌ、Ｆ１１６Ｙ和Ｑ１５１ＭＬｌ ２。，被称为

Ｌ２１０Ｗ，之后再在此基础上逐级积累１～３个其他

Ｑ１５１Ｍ突变复合体，可以导致对ＡＺＴ、ｄｄＩ、ＡＢＣ、

突变密码子。本研究中从患者１历次克隆分析结果

ｄ４Ｔ的高水平耐药。该复合体在ＡＺＴ或ｄｄＩ单独

可以看出，是ＴＡＭｗｌ型耐药突变：首先出现

治疗的患者体内不会出现Ｈ ３。，其耐药机制与选择性

Ｌ２１０Ｗ、Ｔ２１５Ｙ突变，进一步演变为Ｍ４１Ｌ、

降低类似物结合到ＤＮＡ的催化反应常数有

Ｌ２１０Ｗ、Ｔ２１５Ｙ，再在此基础上逐级增加１个、２个

关ｎｔｌ６】。Ｉｖｅｒｓｅｎ等ｎ３１对这一系列突变中单个突变

和３个下列位点的突变：４４、６７、７０、７４、１１８、１５１、

和各种不同组合的突变均进行了详细的表型分析，

１８４、２１９，治疗３３个月时耐药突变位点最多达到６

２—４年的观察表明，在多药耐药中，这些突变可能是

个。该患者ＮＲＴＩ类耐药的选择动力学发生发展的

顺序出现并且逐渐累积，其中Ｑ１５１一Ｍ突变首先

特点与报道的ＴＡＭＳ－１型通路基本一致＂．９】。

出现且作用最为关键。Ｖ７５Ｉ、Ｆ７７Ｌ和Ｆ１１６Ｙ自身

至于ＴＡＭｗ２通路，很多研究认为Ｋ７０Ｒ突变

不会影响对药物的敏感性，但是加上Ｑ１５１Ｍ后会

通常是反转录酶在ＡＺＴ治疗过程中最先出现的基

促进对ＡＺＴ、ｄｄｌ、ｄｄＣ和ｄ４Ｔ的耐药。以往研究表

因突变旧一Ｊ。尽管这个突变只会造成ＡＺＴ敏感性中

明在接受抗反转录病毒治疗的患者中，Ｑ１５１Ｍ突变

等程度的降低（ＩＣ，。提高８倍左右），但在ＡＺＴ单药

复合体的发生频率较ＴＡＭｓ突变低ｕ引，在本研究中

或两药治疗后会被快速选择出来，并且随着２１５位

这类突变发生的频率普遍较低，特别是没有发现典

０’１１

Ｊ，随

型的Ｑ１５１Ｍ突变复合体。Ｑ１５１Ｍ发生率低的原因

着治疗继续进行，在一些个体中，Ｋ７０Ｒ会重新出

可能是该突变需要改变２个碱基（ＣＡＧ—ＡＴＧ），与

点突变的出现和增加，Ｋ７０Ｒ突变逐渐消失ｕ

现旧’。本研究中患者２ ＮＲＴＩ类耐药基因突变的发

只需要改变一个碱基的突变相比，其发生率要低一

生发展过程比较稳定而单一，呈现出ＴＡＭｓ．２型耐药

些…。此外，Ｑ１５１Ｍ突变复合体按顺序累加的现象

突变特点：首先快速出现Ｄ６７Ｎ、Ｋ７０Ｒ突变，之后逐

在本研究中并未出现，在本研究中各个突变位点多

步发展为Ｄ６７Ｎ、Ｋ７０Ｒ、Ｋ２１９Ｑ突变，并少量增加

是单独出现或累加到ＴＡＭｓ突变群或其他非典型

Ｅ４４Ｇ、Ａ６２Ｖ、Ｔ６９Ａ或Ｍ１８４Ｉ等耐药突变。但是，

突变组合上，并没有出现典型的Ｑ１５１Ｍ突变复合

该患者治疗１２个月时大量出现的Ｔ２１５Ｙ突变在之

体组合。患者２和患者４在治疗３个月时发现１５１

前和之后的检测中均未发现。

位点的突变，同时还发现１１６和／或６２等位点的突

在ｄｅ Ｊｏｎｇ等ｎ们的研究中发现治疗早期有

变；在患者１和患者３中，１１６和／或６２位点突变的

Ｋ７０Ｒ出现，之后由Ｔ２１５Ｙ突变取代，没有发现

出现早于１５１位点突变，这提示不排除１１６位点可

Ｔ２１５Ｆ突变。本研究同样没有发现Ｔ２１５Ｆ突变。

能是Ｑ１５１Ｍ突变复合体中最先出现的突变。
有研究认为Ｍ４１Ｌ和Ｔ２１５Ｙ联合出现可以对

患者３ ＮＲＴＩ类耐药基因突变的发生发展较为复
杂，特点是既有ＴＡＭｓ－Ｉ型突变克隆，也有ＴＡＭｓ一２型

ＡＺＴ

突变克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患者３有些克隆

生。本研究也发现Ｍ４１Ｌ对Ｔ２１５Ｙ有着至关重要

ＩＣ，。增加６０倍，并加速疾病进程和／或死亡发

中同时存在Ｄ６７Ｎ、Ｋ７０Ｒ（ＴＡＭｓ．２型）与Ｍ４１Ｌ、

的作用。Ｍ４１Ｌ的出现能够稳定Ｔ２１５Ｙ的存在。

配１５Ｙ（ＴＡＭｗｌ型）突变，患者４也有这种克隆出

如在患者１、３、４中，Ｍ４１Ｌ都在治疗早期出现，保证

现。这种在同一个克隆中ＴＡＭｓ．１型主要突变

了Ｔ２１５Ｙ在基因组中长期存在，并进一步发展。而

（配１５Ｙ或Ｔ２１５Ｙ、Ｍ４１Ｌ）和ＴＡＭｓ．２型主要突变

患者２中，Ｍ４１Ｌ自始至终没有出现，尽管Ｔ２１５Ｙ

（Ｋ７０Ｒ、Ｄ６７Ｎ或Ｋ７０Ｒ、１３６７Ｎ、Ｋ２１９Ｑ）同时出现的

在治疗１２个月时已是所有克隆中数量最多的耐药

情况，以往文献中报道得较少，我们将其称作

突变，但最终被Ｄ６７Ｎ、Ｋ７０Ｒ完全取代。而且

ＴＡＭｓ－１／ＴＡＭｓ．２融合型。Ｈａｎｎａ等喁１还认为有些

Ｍ４１Ｌ的出现还对ＮＲＴＩｓ突变类型的选择起着决

突变组合不太稳定，如２１５Ｙ１２１９Ｑ、２１５Ｔ／２１９Ｑ或

定性的作用，Ｍ４１Ｌ出现时常常发展为ＴＡＭｓ一１型突

２１５Ｆ／２１９Ｋ通常会发展为２１５Ｆ／２１９Ｑ，本研究患者４

变，Ｍ４１Ｌ不出现时往往发展为ＴＡＭｓ一２型突变。

治疗３３个月时出现Ｋ７０Ｒ／Ｄ６７Ｎ／Ｋ２１９Ｑ＋Ｔ２１５Ｙ

这４例患者，从历次病毒载量的变化来看，在治

突变组合（９／４２，２１．４％），患者４会不会发展为

疗初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除患者３外），表

２１５Ｆ／２１９Ｑ突变组合尚需进一步观察。

明在治疗开始时病毒得到抑制，取得较好的治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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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但治疗１５～２１个月以后所有患者的病毒载量
出现反弹，患者１、３、４治疗３３个月时，病毒载量均

ＮＮＲＴＩｓ．Ａｍｉｍｉｃｒｏｂ Ａｇｅｎｔｓ

［５］Ｍｉｔｓｕｙａ Ｈ，Ｗｅｉｎｈｏｌｄ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０４，４８（１）：１７２—１７５．

ＫＪ，Ｆｕｒｍａｎ

ａ１．３＇－Ａｚｉｄ（ｙ３’－

ＰＡ，ｅｔ

ｄｅｏｘｙｔｈｙｍｉｄｉｎｅ（ＢＷ Ａ５０９Ｕ）：ａｎ 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ａｇ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高于治疗３个月的水平。病毒载量的上升和耐药性

ｉｎ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ｙｔｏｐａｔｈｉｃ

出现的时间吻合。一般认为对于产生耐药性的个体

ｔｙｐｅⅢ／ｌｙｍｐｈａｄｅｎｏｐａｔｈ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ｖｉｒｕｓ ｉｎ ｖｉｔｒｏ．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１９８５。８２（２０）：７０９６—７１００．

来说，耐药毒株在治疗前就存在于感染者体内。抗
病毒治疗开始后，在持续的抗病毒药物的选择压力
下，敏感毒株被抑制，耐药株趁机大量繁衍而成为优
势株，从而导致治疗失败。本研究采用克隆测序方

的选择动力学特征。这４例患者在治疗早期标准基

ｈｕｍａｎ Ｔ．１ｙｍｐｈｏｔｒｏｐｉｅ ｖｉｒｅｓ

［６］Ｌａｒｄｅｒ ＢＡ，Ｄａｒｂｙ Ｇ，Ｒｉｃｈｍａｎ叻．ＨＩＶ ｗｉｔｈ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ｏ ｚｉｄｏｖｕｄｉｎｅ（ＡＺＴ）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９８９，２４３（４８９９）：１７３１．１７３４．
［７］Ｍａｒｃｅｌｉｎ ＡＧ，Ｄｅｈｕｇｅｒｒｅ Ｃ，Ｗｉｒｄｅｎ Ｍ，ｅｔ ａ１．Ｔｈｙｍｉｄｉｎｅ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ａｓｅ
ｔｏ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法研究４例艾滋病患者ＮＲＴＩ类耐药基因突变发生

ｄ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Ｊ Ｍｅ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ｎｕｃｌｅｏｓｉｄ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ｈ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８］Ｈａｎｎａ ＧＪ，Ｊｏｈｎｓｏｎ ＶＡ，Ｋｕｒｉｔｚｋｅ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析却检测到这些样本中某些克隆已经携带数量不等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ｖｉｒｕｓ

１

ｔｙｐｅ

变，还不同程度存在非典型耐药突变，这种现象可能
是由于药物选择压力迫使敏感株首先发生基因屏障
较低的非典型耐药突变，再逐步过渡到典型突变。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图谱由简单逐渐变得复杂，优势克隆携带的突变位
点的数目逐渐增多。本研究中４例患者的ＮＲＴＩ类
耐药基因突变以ＴＡＭｓ突变为主，要么以ＴＡＭｓ．１
模式为主，要么以ＴＡＭｓ一２模式为主，还有两者同时
发生发展，在长期的抗病毒过程形成ＴＡＭｓ一１／

ｏｆ

ｗｉｔｈ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ｚｉｄｏｖｕｄｉｎｅ，

Ｄｉｓ，２０００，１８１（３）：９０４—９１１．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Ｊ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１９９２，１６５

（１）：１０５—１ｌＯ．
［ｔｏ］ｄｅ Ｊｏｎｇ ＭＤ，Ｖｅｅｎｓｔｒａ Ｊ，Ｓｔｉｌｉａｎａｋｉｓ ＮＩ，ｅｔ ａ１．Ｈｏｓｔ—ｐａｒａｓｉｔ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ｕｔ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ａｃｉ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ｖｉｒｕ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ｅ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

ｔｙｐｅ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Ｋ７０Ｒ ａｍｉｎ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ａｒ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ａｓｅ

ｚｉｄｏｖｕｄｉｎｅ．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克隆分析可清除地看出，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突变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９］Ｂｏｕｃｈｅｒ ＣＡ，０’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Ｅ，Ｍｕｌｄｅｒ Ｊｗ，ｅｔ ａ１．Ｏｒｄｅｒｅｄ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ｚｉｄｏｖｕｄｉｎ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１８ ｈｕｍ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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