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监测·
云南省德宏州ＨＩＶ一１新近感染者
基因型耐药分析
王憨杰段松项丽芬杨跃诚涂源泉

【摘要】

目的

王继宝

姚均

齐军

蒋岩

了解云南省德宏州ＨＩＶ—Ｉ新近感染者中耐药的发生情况。方法

收集德宏州

２００６年７—１２月期间所有的ＨＩＶ一１阳性样品共１０４８份，使用ＢＥＤ捕获酶免疫试验进行新近感染检
测，共检出新近感染样品１０１份；使用Ｂａｙｅｒ公司的ＴｒｕＧｅｎｅ方法进行基因型耐药检测，应用所有样
品的序列构建系统进化树以确定样品的亚型。结果

云南省德宏州ＨＩＶ．１新近感染者中的耐药发生

率为６．２５％（４１６４），样品ＰＲ区中Ｍ３６Ｉ／Ｖ、Ｌ６３Ｐ和Ｈ６９Ｋ等次要耐药突变出现的频率较高，分别占
８１．２５％、７０．３１％和６５．６３％；ＨＩＶ一１流行株以ｃ／ＣＲＦ０７

８ｃ／０８

ＢＣ为主，占６５．６３％（４２／６４）。结论

德宏州ＨＩＶ一１新近感染者中耐药的流行处于中等水平；有必要加强ＨＩＶ．１的耐药监测。
【关键词】艾滋病病毒；新近感染者；基因型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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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ＨＡＡＲＴ）开创了ＨＩｖ／

本研究对云南省德宏州未接受过ＨＡＡＲＴ的ＨＩＶ一１

ＡＩＤＳ治疗的新纪元，它能延长ＨＩＶ感染者的生命

新近感染人群进行基因型耐药检测，旨在了解该地

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然而，日益严重的ＨＩＶ

区ＨＩｖ．１新近感染人群的耐药流行状况。

耐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ＨＡＡＲＴ的疗效，并有可能
使少数患者陷入无药可用的危险境地拉１，在ＨＩＶ新
近感染者中耐药基因的传播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材料与方法
１．样品收集与新近感染样品的判定：收集云南
省德宏州２００６年７—１２月ＡＩＤＳ常规监测体系中新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７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王憨杰、齐

诊断的ＨＩＶ一１感染者样品共１０４８份，全部经免疫印

军）；云南省德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段松、项丽芬、杨跃诚、王继

迹（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ＷＢ）或替代策略确认旧】。所有阳

宝）；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艾滋病参
比实验室（涂源泉、姚均、蒋岩）

性样品分装后保存于一８０℃待检，样品均采用冷链

王憨杰与段松同为第一作者

运输。采用Ｃａｌｙｐｔｅ公司的ＢＥＤ捕获酶免疫试验

通讯作者：蒋岩，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ｙａｎ０３＠２６３．ｎｅｔ；齐军。Ｅｍａｉｌ：

（ＢＥＤ—ＣＥＩＡ）方法完成薪近感染检测Ｈ’５１。

ｑ《ｕｎ５６１０＠１２６．ｃｏｒｆｌ

２．ＲＮＡ提取：取１４０弘ｌ血浆，使用德国Ｑｉａｇｅｎ

·９０６·

公司试剂盒（ＱＩＡａｍｐ

ＲＮＡ Ｂｌｏｏｄ

Ｍｉｎｉ Ｋｉｔ）严格按

证样品作为室内质控品。

照说明书要求提取ＲＮＡ。

结

３．基因型耐药检测：使用通过ＦＤＡ认可的
Ｂａｙｅｒ ＴｒｕＧｅｎｅ ＨＩＶ－１

ＯｐｅｎＧｅｎｅ

ＤＮ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果

１．样品检测情况：云南省德宏州２００６年７—１２

Ｓｙｓｔｅｍ进行基因型耐药检测。首先是通过一轮

月ＨＩＶ常规监测系统中新诊断的１０４８份ＨＩＶ．１阳

ＲＴ－ＰＣＲ反应得到长度１３１８ ｂｐ的加ｚ区片段，再分

性样品中，经ＢＥＤ．ＣＥＩＡ检测共１０１份判为新近感

别通过４个模块的测序反应（ＣＬＩＰ反应）分别得到

染。有１３份因样品量不足１００肛ｌ无法完成核酸提

蛋白酶区（ＰＲ）和反转录酶区（ＲＴ）的序列；其中通

取，其余８８份样品中，共６７份成功进行核酸提取、

过ＰＲ和Ｐ２模块得到ＰＲ区长度为２８８ ｂｐ的序列

扩增以及基因型耐药性检测，成功率７６．１４％（６７／

（４～９９密码子），通过ＲＴ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３８～１４２密码

８８）。经序列比对和流行病学调查，６７份样品中再

子）和ＲＴ ｍｉｄｄｌｅ（１３８～２４７密码子）模块得到ＲＴ

次排除３份重复检测样品，故完成耐药检测的样品

区长度为６３０ ｂｐ的序列（３８～２４７密码子）。最后，

共６４份。

根据Ｂａｙｅｒ公司提供的基因型耐药突变解释规则
［ＤＲ

２．流行特征：６４例ＨＩＶ．１新近感染者中男性３５

ＩＶＤ（２００６／０７／２７）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１１．０（２００５／

例，女性２９例，已婚者４０例；平均年龄３０岁；在感

１２／１５）］生成临床耐药报告和突变位点报告。临床

染途径方面，通过吸毒感染的有２５例，性行为感染

耐药报告将样品的耐药程度分为耐药、可能耐药和

２４例，其他途径感染１５例。调查显示，６４例均无

无耐药发生三种¨Ｊ。

ＨＡＡＲＴ史。采用系统进化树对ｐｏｔ区序列的基因

３．７

４．序列分析：首先从洛斯阿拉莫斯ＨＩＶ核酸序

亚型分析，６４例样品以非Ｂ亚型为主，其中

列库（ｈｔｔｐ：／ＷＷＷ．ｈｉｖ．ｗｅｂ．１ａｎｌ．ｇｏｖ）得到ＨＩＶ亚

Ｃ／ＣＲＦ０７

型参考株序列；然后使用ＢｉｏＥｄｉｔ软件完成样品序列

６５．６３％。

８０／ＣＢ＿占，株ＢＣ
行流势优的区地该为

的拼接和校对，并与标准株序列进行比对；最后用

３．耐药性分析：根据ＴｒｕＧｅｎｅ ＯｐｅｎＧｅ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ＥＧＡ（３．１版）软件构建系统进化树确定样品的

提供的临床耐药报告，有４份样品对ＮＲＴＩ／ＮＮＲＴＩ

亚型。

类药物耐药，由此得到该地区ＨＩＶ新近感染人群耐

５．实验室质量控制：国家艾滋病参比实验室

药发生率为６．２５％（表１）；另外，还有６份样品对ＰＩ

（ＮＡＲＬ）自２００６年起参加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类药物可能耐药。发生耐药的４例感染者中，３例

（ＣＤＣ）组织的每年两次的“ＨＩＶ新近感染检测

为Ｂ亚型，１例为Ｃ亚型。对６４份样品耐药位点突

（ＢＥＤ．ＣＥＩＡ法）”能力验证，成绩均为合格；同时，

变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样品ＰＲ区次要耐药突变出

ＮＡＲＬ自２００５年起参加美国ＣＤＣ委托ＲＵＳＨ大

现的频率相当高，Ｍ３６Ｉ／ｖ、Ｌ６３Ｐ和Ｈ６９Ｋ突变发生

学组织的每年两次的“ＨＩＶ基因型耐药检测

频率分别占８１．２５％、７０．３１％和６５．６３％。ＲＴ区耐

（ＴｒｕＧｅｎｅ法）”能力验证，成绩均为合格。在核酸提

药突变出现频率相对较低（表２）。

取及耐药检测过程中，使用美国ＣＤＣ提供的能力验
裹１

德宏州ＨＩＶ一１新近感染者样品中发生耐药状况（ｉｔ／＝６４）

·９０７·

裹２

德宏州ＨＩＶ．１新近感染者中耐药突变

能够在群体水平上识别出ＨＩＶ一１新近感染者Ｈ’２引，

发生状况（挖＝６４）
ＰＲ区

耐药突变

突变
例数

百分比
（％）

ＲＴ区
耐药突变

从而为在群体水平上监测ＨＩＶ一１新近感染者耐药提
突变
例散

百分比
（％）

Ｌ１０１

２

３．１３

Ｍ４ｌＬ

２

３．１３

１１３Ｖ

８

１２．５０

Ｅ４４Ｄ

２

３．１３

Ｇ１６Ｅ

１

１．５６

Ｔ６９Ｄ／Ｎ

２

３．１３

３

４．６９

Ｖ７５Ａ／Ｔ

ｌ

１．５６

Ｋ１０１Ｅ／Ｑ

２

３．１３

Ｋ１０３Ｎ

１

１．５６

Ｋ２０刚Ｉ
Ｍ３６［／ｖ
Ｄ６０Ｅ

５２（３８＋１４）８１．２５
３

４．６９

Ｌ６３Ｐ

４５

７０．３１

Ｖ１０８Ｉ

３

４．６９

Ｈ６９Ｋ

４２

６５．６３

Ｖ１１８Ｉ

２

３．１３

９．３８

Ｖ１７９Ｄ／Ｅ

２

３．１３

Ａ７ｌＶ

６

”４Ｓ

１

１．５６

Ｙ１８１Ｃ

２

３．１３

Ｖ７７Ｉ

４

６．２５

Ｍ１８４Ｖ

１

１．５６

３９．０６

Ｇ１９０Ａ

２

３．１３

Ｌ２１０Ｗ

２

３．１３

１ｒ２１５Ｙ／Ｓ

３

４．６９

１．８９Ｍ

２５

讨

论

供技术上的保证。由于ＢＥＤ—ＣＥＩＡ等实验室方法
的简便易行，在多个发达国家被广泛用于ＨＩＶ一１耐
药毒株传播的监测，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ＷＨＯ
的认可Ｈ５’１６卫５’２ ６Ｉ。ＮＡＲＬ引进的ＢＥＤ－ＣＥＩＡ，通过
在几个地区的研究表明该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
ＨＩＶ．１感染人群【４１。
自１９８９年云南省瑞丽市静脉吸毒人群中首次
发现１４６例ＨＩＶ一１感染者以来啦７ Ｊ，就一直属于我国
ＨＩＶ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２８’２９］，德宏州是多个
ＨＩＶ．１亚型进入云南省乃至中国大陆的第一站比引；
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在德宏州ＨＩＶ．１新近感染者
中进行的耐药水平监测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该
地区６４例ＨＩＶ．１新近感染者基因型耐药检测，其耐

第一个抗ＨＩＶ药物齐多夫定（ＡｚＴ或ＺＤＶ）在

药流行率为６．２５％；与发达国家ＨＩＶ一１新近感染者

１９８７年３月经美国ＦＤＡ批准上市，由此改变了

相比ｎ３－１９】，耐药流行水平相对较低；耐药发生率与柬

ＡＩＤＳ无药可医的局面。１９８９年在接受治疗的ＨＩＶ

埔寨报道的数据接近ｂ ０｜。按照ＷＨＯ耐药监测指

感染者中分离到ＡＺＴ耐药变异株ｏ７｜；１９９３年又报

南，耐药发生率超过５％，达到中等程度旧６｜；提示，应

道１例感染ＡＺＴ原发耐药株的ＨＩＶ新近感染者，

进一步在该地区加强耐药株传播监测，并扩大监测

并首次证实ＨＩＶ耐药株在ＨＩＶ感染者中的传

地区；同时，还应加大对治疗患者的督管，提高服药

播哺Ｊ。在新感染未经ＨＡＡＲＴ的ＨＩＶ感染者中，尤

依从性。

其是ＨＩＶ新近感染者中适时开展耐药突变检测，对

我国推荐使用的ＡＲＴ方案多为两种ＮＲＴＩｓ联

于指导ＨＡＡＲＴ方案的制定、提高ＨＡＡＲＴ的临床

合一种ＮＮＲＴＩｓ或联合一种ＰＩｓ类药物；德宏州目

疗效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９。１ ２｜；这方面的研究也

前广泛使用的ＡＲＴ方案中，主要药物包括ＡＺＴ、

成为欧美等国家ＡＩＤＳ领域中研究热点。欧美国家

３ＴＣ、ｄ４Ｔ、ｄｄＩ、ＥＦＶ、ＮＶＰ以及ＩＤＶ，发生耐药的４

多项研究结果表明，ＨＩＶ一１新近感染者中耐药发生

份样品对上述一种或多种药物出现耐药。进一步分

率在８．０％～２４．１％，多重耐药发生率为２．５％～

析后发现，发生耐药的４例ＨＩＶ感染者中，男女各２

１３．２％，且往往显著高于同期未经治疗的ＨＩＶ．１长

例，除１例静脉吸毒男性是通过共用针具感染的以

期感染者中耐药水平；ＨＡＡＲＴ在改善ＡＩＤＳ临床疗

外，其余３例感染者均是通过性途径感染的。该结

效的同时，还有使耐药发生水平增高的趋势，即

果提示：一方面，通过禁毒教育以及美沙酮替代治

ＨＩＶ的耐药呈逐年增高的趋势ｎ３．１９】。开展ＨＩＶ耐

疗，共用针具感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但性安全

药监测已迫在眉睫。

教育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以切断ＨＩＶ传播途径；

中国政府自２００３年出台ＡＩＤＳ治疗“四免一关

另一方面，应进一步在该地区ＨＩＶ．１感染者，尤其是

怀，’政策后，已经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免费抗

新感染者中加大耐药的监测力度，及时发现耐药株

ＨＩＶ治疗拉叫；多项研究显示，在四川、东北、河南和

的流行。

广东等地开展和未开展ＡＩＤＳ抗病毒治疗的感染者

ＰＲ基因区次要突变单独或者联合出现都不能

或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耐药或继发耐药变

够导致治疗的失败，但与主要耐药突变同时出现可

异匕１。２引。但是，由于技术等多方面原因的限制，除队

能会提高毒株的适应性从而使其复制水平提高¨３｜。

列观察方法外，我国此前尚缺乏有效识别ＨＩＶ．１新

根据ＴｒｕＧｅｎｅ的耐药突变位点报告，６４份ＨＩＶ．１新

近感染的方法，因此很难在ＨＩＶ．１新近感染者中开

近感染样品中，除１例Ｂ亚型感染者外，其余

展耐药监测。ＢＥＤ—ＣＥＩＡ是美国ＣＤＣ推荐、目前最

９８．４４％的样品均在ＰＲ区检出一种或多种Ｐ１次要

被公认的检测ＨＩＶ．１新近感染的最新实验室方法，

耐药突变；以Ｍ３６Ｉ／ｖ、Ｌ６３Ｐ和Ｈ６９Ｋ最常见，出现

±堡煎堑塑堂塑查２１嫂至！旦蔓垫查筮２塑Ｑ迪』曼２ｉｄ堕世：璺墅塑望些１ ２Ｑ竖：！塑：垫：№：２
的频率分别为８１．２５％、７０．３１％和６５．６３％。Ｍ３６Ｉ／
Ｖ在非Ｂ亚型中很常见，其对药物的影响尚不明
确；Ｌ６３Ｐ、Ｈ６９Ｋ和Ｖ７７Ｉ均被视为常见的多态性改
变，尤其是在接受ＰＩ治疗的感染者中更为常见ｎ引。
目前广泛使用的几种基因型耐药分析方法中，均以
Ｂ亚型作为参考毒株；而本研究中，感染者以非Ｂ亚
型为主，占８１．２５％，且未发现ＰＩ类耐药的发生，故
推断ＰＲ区此类次要突变高频率的出现可能与我国
的流行毒株有关。我国的ＨＡＡＲＴ方案主要以
ＮＮＲＴＩｓ和ＮＲＴＩｓ类药物为主；这种广泛出现的
ＰＲ基因区次要耐药突变，对我国ＨＩＶ一１ ＰＩ耐药流
行株产生以及传播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尚待进一步
研究证实。
国外多项研究显示，ＨＩＶ．１新近感染者中的耐
药流行率往往显著高于未接受ＡＲＴ的长期感染
者，可能由于长期感染者的感染时间大多发生在几
年前，那时ＡＲＴ尚未大规模的开展；此外，ＨＩＶ。１在
药物选择性压力去除后发生“返祖突变”［１３＿１９］。在德
宏州这样一个开展ＨＡＡＲＴ已经３年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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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ＡＲＴ的ＡＩＤＳ患者众多的地区，ＨＩＶ一１新近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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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的耐药流行率为６．２５％；可以初步推断，目前我

Ｅｕｒｏｐｅ：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Ｊ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２００５，

国未治疗ＨＩＶ．１感染者的整体耐药流行率应低于
５．０％，仍处在相对较低的流行水平，该推断也与此
前文献报道的约４．５％的耐药流行水平相吻合心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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