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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浙江省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ＨＩＶ－１亚型ＣＲＦ０１

ＡＥ

流行毒株的基因型耐药分析
姚亚萍辛若雷徐云杨介者郭志宏潘晓红张佳峰廖玲洁邢辉

【摘要】

目的了解浙江省ＨＩＶ－１主要流行毒株ＣＲＦ０１ ＡＥ在治疗人群和未治疗人群中的基因

型耐药变异情况。方法选取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间收集的ＨＩＶ感染者样本，对ＨＩＶ蛋向酶（ＰＲ）全长和部
分反转录酶（ＲＴ）基阕区进行ＲＴ－ＰＣＲ扩增测序。分析５６个感染ＣＲＦ０１ ＡＥ重组亚型样本的序列，其
中未治疗组４３例，已治疗组１３例。使用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ＨＩＶ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ｈｉｖｄｂ．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ｅｘｌｕ）的在线耐药序列分析软件ＨＩＶ ＤＢ进行序列分析，寻找耐药相关突变位点。结果未治疗组ＣＤ４＋
Ｔ淋巴细胞中位数为２２９＋／ｒａｍ＇，病毒载量ｌｏｇ。。中位数为３．４１，存在基闲型耐药突变率的发生（５／４３，
ＩＩ．６％），检ｆ｛ｊ包括ＰＲ区第ｌｏ、４６、７ｌ位和ＲＴ区的第１０３、１１８位氨基酸的耐药相关突变；治疗组ｃＤ．＋Ｔ
淋巴细胞中位数为１８６个／ｒａｍ３，病毒载昔ｌｏｇ．。中位数为３．９１，１３例中有８例发生了基因犁耐药变异
（６１．５％），检出２９个基因型Ｉ时药突变。耐药率较高且多表现为交叉耐药。结论浙江省未治疗的ＨＩＶ
感染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基因型耐药突变；已开始治疗的ＨＩＶ感染者基因型耐药突变发生率较高，而且
交叉耐药现象广泛存在。
【关键词】人免疫缺陷病毒；基阕型耐药；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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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从２００４年３月起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开展

要流行毒株，占４２％…，这说明浙江省ＡＲＴ的对象主

免费抗反转录病毒治疗（ＡＩ盯）工作；截至２００７年底

要是感染ＨＩＶ－１

累计治疗２５９例。ＨＩＶ－１ ＣＲＦ０１＿ＡＥ是浙江省的主

因监测结果也显示，在１４６份治疗病例样本中有２３

ＣＲＦ０１

ＡＥ的患者。２００７年耐药基

份能检出ＨＩＶ并扩增出ｐｏｌ基因，其中９例感染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１７

作者单位：３ １００５ ｌ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性病防治所
（姚亚萍、徐云、杨介者、郭志宏、潘晓红、张佳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免疫室（辛若雷、廖玲洁、邢辉）

ＣＲＦ０１

ＡＥ。国内目前ＡＲＴ的基因型耐药研究针对

Ｂ亚型比较多阳】，本研究对浙江省治疗人群和未治
疗人群ＨＩＶ－１

ＣＲＦＯＩ

ＡＥ毒株ｐｏｌ基凶的基凶型耐

·３７７·

药突变和原发耐药发生情况进行分析。

株序列来自Ｌｏｓ Ａｌａｍｏｓ ＨＩＶ数据库。
结

材料与方法

果

１．人口学特征：选取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问收集的

１．一般情况：未治疗组ＣＤ。＋Ｔ淋巴细胞中位数

３６２例ＨⅣ感染者样本进行ＨＩＶ蛋白酶（ＰＲ）全长和

为２２９个／ｍｍ３（２～１０３２），病毒载量ｌｏｇ。。中位数为

部分反转录酶（ＲＴ）基因区的ＲＴ－ＰＣＲ扩增和序列测

３．４ｌ（２．２３—５．２８）；治疗组ｃＤ４＋Ｔ淋巴细胞巾位数为

定。对获得序列的１４９例样本进行亚型分析。对亚

１８６个／／ｌｎｌ＇ｎ３（１７．２９１），病毒载量ｌｏｇ，。中位数为３．９１

型判定为ＣＲＦ０１ ＡＥ的５６例样本进行耐药基因分

（２．６８～４．９７）。

析。其中，女性１５例，平均年龄２９岁（１９—５３岁）；

２．亚型确定和病毒来源：根据美国斯坦福大学

男性４ｌ例，平均年龄３７岁（２０。６０岁）。主要感染

ＨⅣ耐药数据库报告的亚型结果并结合Ｍｅｇａ软件

途径为性接触（４５例，８０．４％），其中１２例经男男性行

构建的系统进化树确认毒株亚型（图１），５６个序列

为感染。其他感染途径包括：注射吸毒传播８例，经

样本均与国际参考株０ｌ ＡＥ．ｔｈ．ｃｍ２４０聚集成簇，而

血液血制品传播ｌ例，不详２例。有４３例样本在采
样前未经抗病毒治疗（未治疗组），有１３例样本采样

且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值为９６％，确定感染的毒株亚型为
ＣＲＦ０１ ＡＥ。进化图显示至少有２个不同的

前已接受抗病毒治疗（治疗组）。治疗组平均治疗时

ＣＲＦ０１

间为１２个月（２～３１个月）。治疗方案均为２种核苷

毒途径造成播散，形成２个大的单一系统进化簇

类反转录酶抑制剂（ＮＲＴＩｓ）和一种非核苷类反转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分别为８８％和９８％）。

酶抑制剂（ＮＮＲＴＩｓ）配伍。

ＡＥ毒株来源并在浙江省内通过性接触和吸

３．未治疗组的耐药突变结果：在未治疗的４３例

２．ＣＤ。＋Ｔ淋巴细胞和病毒载量检测：使用ＢＤ

样本中，有５例样本序列检出７个耐药突变位点（表

公司ＦＡＣＳ Ｃａｌｉｂｕｒ流式细胞仪对新鲜ＥＤＴＡ抗凝全

１）。其中１例样本（０７ＣＮｚＪ０１４１１）存在ＰＲ抑制剂主

血进行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检测。血浆样本一８０。Ｃ冻存，

要耐药相关突变（ＰＩ Ｍａｊｏｒ

载量检测采用生物梅里埃公司ＮＡＳＢＡ ＨＩＶ－１ ＱＴ检
测系统，最低检测限为５０ ｃｐ／ｍｌ。

Ｍ４６Ｉ。该突变可能导致对Ａｔａｚａｎａｖｉｒ（ＡＴＶ）、奈非

３．ＲＮＡ提取及目的片段的扩增：生物梅里埃公

（Ｉｎｄｉｎａｖｉｒ，ＩＤＶ）、洛匹那韦（Ｌｏｐｉｎａｖｉｒ，ＬＰＶ）、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那韦（Ｎｅｌｆｉｎａｖｉｒ，ＮＦＶ）的低度耐药，对茚地那韦

司的ＮＵＣＬＩＳ．ＩＳＯＬ．ＫＩＴ ＡＵＴＯＭＡＴＥＤ试剂盒从

Ｆｏｓａｍｐｒｅｎａｖｉｒ（ＦＰＶ）３种药物的潜在耐药。其余６

２００肛ｌ血浆样本提取ＨⅣ病毒ＲＮＡ。以ＲＮＡ为模

个突变为ＰＲ区第１０、７ｌ位氨基酸的次要耐药相关

板，ＲＴ－ＰＣＲ和ｎＰＣＲ方法扩增ＨＩＶ－１ ｐｏｌ区ＰＲ和ＲＴ

突变（ＰＩ Ｍｉｎｏｒ

基因区（ＨⅫ２ ｎｔ ２１４７～３４４ｌ，１３１５

ｂｐ），包括ＰＲ全

长和ＲＴ前３００氨基酸位点。扩增引物、反应体系见
参考文献［５］。Ｏｎｅ．ｓｔｅｐ

ＲＮＡ ＰＣＲ虹ｔ（ＡＭＶ）试剂

盒和ＥＸ．Ｔａｑ酶购于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４．扩增片段的鉴定和序列测定：ｎＰＣＲ扩增片段
经ｌ％琼脂糖凝胶电泳与标准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比较后，
确定阳性扩增，送上海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测序。标准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购于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和ＲＴ区的第

１０３、１１８位突变，目前未观测到上述位点变异与
ＡＲＴ耐药发生相关。
表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浙江省治疗和未治疗组ＨＩＶ－Ｉ

ＣＲＦ０１』Ｅ感染者耐药位点突变分析
耐药突变位点
ＰＲ区
未治疗组Ｍ４６Ｉ，Ｌ１０Ｉ

核苷类ＲＴ区

非核苷类ＲＴ区

ＶＩｌ８Ｉ

（ｎ＝４３）（２），Ａ７１Ｔ（２）

治疗组Ｍ４６Ｉ

Ｍ４１Ｌ。Ａ６２Ｖ（２），Ｋ６５Ｒ（２），Ｋ１０１Ｐ，Ｖ１０８Ｉ，

（ｎ＝ｔ３）Ｄ６７Ｎ，Ｔ６９Ｄ．Ｖ７５Ｉ，Ｖ７５Ｔ（３），Ｖ１７９Ｌ，Ｙ１８１Ｃ（２），

５．序列分析：使用ＮＴＩ
ｃｏｎｔｉ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

９软件包组件

ｅｘｐｒｅｓｓ对序列进行编辑、拼接和校正。使用

Ｂｉｏ．ｅｄｉｔ软件的ＣＬＵＳＴ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对样本

Ｍ１８４Ｖ（２），Ｍ１８４１，Ｑ１５１Ｍ。Ｇ１９０Ａ（２），Ｙ１８８Ｌ
Ｌ２１０Ｍ。Ｌ２１０Ｗ，Ｔ２１５Ｆ
（２）

注：耐药位点后括号内的数字表示该位点出现的频次

序列和标准参考序列进行比对和清理。用Ｍｅｇａ软

４．治疗组的耐药突变结果：在治疗组的ｌ ３例样

件构建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系统进化树；用美国斯坦福

本中有８例（占６１．５４％）样本序列检出２９个基因型

大学ＨＩＶ耐药数据库（ｈｔｔｐ：／／ｈｉｖｄｂ．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ｄｅ）在

耐药突变（表１）。除１例样本（０７ＣＮＺＪＤ０６０１）检出

线工具进行ＨＩＶ耐药相关突变情况和耐药性分析

ＰＲ区的Ｍ４６Ｉ耐药性基因突变外，其余７例样本检

（版本号为４．３．１，最后更新０９／２５／２００７）。国际参考

出的均为针对ＮＲＴＩｓ和ＮＮＲＴＩｓ的耐药性基因突变

主堡煎堡痘堂垄查！塑２笙兰旦箜ｊＱ堂箜兰塑垡堂！墅ｉ鱼竺堂！！垒壁型！！塑！塑！：！！！坐：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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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度以上的耐药作用。
讨

论

ＡＲＴ是控制ＨＩＶ感染者／ＡＩＤＳ
患者体内病毒数量、改善患者生命
质量和延长预期寿命的有效手段。
但由此衍生的耐药性毒株的产生进
而造成ＡＲＴ失败，需要引起药物研
发和实施ｍＶ干预的注意。本研究
提示，在未治疗组中有５例样本检
出基因型耐药性变异发生，主要为
ＰＲ区和ＲＴ区的次要耐药相关基因

突变。这些突变的发生可能由于在
病毒复制过程中ＲＴ的错误倾向
（ｅｒｒｏｒ－ｐｒｏｎｅ）造成的，也可能来源于

耐药性ＨＩＶ－Ｉ毒株在人群间播散。
其中３例样本的耐药位点出现在ＰＲ
区域，２例样本的耐药突变位点出现
在ＲＴ区。在ＰＲ区，２例样本检出次
要耐药突变为Ｌ１０Ｉ和Ａ７１Ｔ。斯坦
福耐药数据库注释表明大约５％一
１０％的未治疗人群中存在Ｌ１０Ｉ，与
其他耐药位点共存时才会产生ＰＲ
抑制剂的耐受作用；ｌ％一２％的未治
疗人群中存在Ａ７１Ｔ，为多态性位
点。在ＲＴ区，约有２％未治疗人群

中存在Ｖ１１８Ｉ，１％一２％的未治疗人
图１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浙江省ＨＩＶ－１ ＣＲＦ０１－ＡＥ流行ｐｏｌ基因的

群中存在Ｋ１０３Ｒ。这２个耐药基因

系统进化树（ＮＪ）分析

（表２），并可能与耐药发生和ＡＲＴ治疗失败相关（除

单独存在也不会对相应药物产生耐
受作用。

ｌ例外，其余ＣＤ。＋Ｔ淋巴细胞计数均低于２００个／

在治疗组和未治疗组各检出１例样本携带针对

ｍ１）。在ＲＴ区发生的耐药基冈突变导致交叉耐药严

ＰＲ抑制剂的主要突变位点Ｍ４６Ｉ。由于国内尚未大

重。有２病例序列表现为对所有ＮＲＴＩｓ出现中度以

规模使用ＰＲ抑制剂进行抗病毒治疗。该基因区的

上的耐药。在非核苷类ＲＴ抑制区，只有１例样本仍

耐药性突变毒株，很可能来自于ＰＲ抑制剂治疗实施

对ＤＬＶ敏感，其余样本均已经产生对所有ＮＮＲＴＩｓ

较早的欧美国家。Ｍ４６Ｉ和Ｄ３０Ｎ是ＰＲ基因功能的

表２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浙江省治疗组７例ＨＩＶ－１

样棚号丽滞产翥卷丽治鬻间药物方案

ＣＲＦ０１

ＡＥ感染者ｐｏｌ基因耐药位点分析

核苷类耐皴变位点

燃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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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位点，这些位点的变异将对ＰＲ抑制剂耐药产生

没有合适药物替换的局面。分析ＣＩ强０１ ＡＥ的基

重要作用。如：Ｍ４６Ｉ突变使毒株对除ＳＱＶ以外的

因型耐药特征和发生情况，将为我国ＡＲＴ治疗方案

ＩＤＶ、Ｒ１Ｖ、ＡＰＶ和ＮＦＶ多种ＰＲ抑制剂产生耐药。

调整提供基础数据资料，也为舢汀药物研发、干预

韩晓旭等哺３在辽宁省男男同性恋人群中也发现

实施等提供依据。

ＣＲＦＯＩ

ＡＥ感染者携带Ｍ４６Ｉ原发耐药变异，而在以

异性性接触为主要传播途径的福建省，其主要流行
ＣＲＦ０１

ＡＥ毒株中未检出Ｍ４６Ｆ ７‘。本研究的２例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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