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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增产物进行电泳鉴定和测序。序列测定后经过拼接和整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ｈｏｎｇ ｏｆ

理，提交ＨＩＶ耐药数据库（ｈｉｖｄｂ．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ｅｄｕ）在线贴网分析，

ＭＡ比加ｌｉｎ９１，ＤＵＡＮ舶，谚，
Ｓｈｉ·ｔａｎ９２，ＹＡＮＧ Ｌｉｌ，ＬＩ Ｙａｎ－ｌｉｎｇ＇，ＬＵＯ

ＨＩＶ－１耐药株传播水平分析：根据耐药警戒线调查方案“】，采

Ｈｏｎｇ－ｂｉｎ９１，ＷＡＮＧ ｊｉ－ｂａ０２，ＹＡＮＧ＾凡２，ＨＡＮ Ｗｅｎ－ｘｉａｎ９３，ＰＵ

用截断顺序抽样法（ＴＳＳ）进行抽样及结果判断口】。将获得序

Ｓｕｒｖ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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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ｕｎｎａｎ

ＨＩＶ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ＥＮ Ｍｉｎｌ。ＹＡＯ

ｉｎ

２００９

ｓｈｉ－ｊＷ，ＪＩＡ

１

确定耐药性突变位点和对各种抗病毒药物的耐受程度。②

Ｙｕｎｎａｎ

列的样本按采样时间排序，先抽取１４个样本填入“耐药警戒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Ｋｕｎｍｉｎｇ ６５００２２，

线监测抽样表”，计算累计耐药样本数。如果该累计数小于与

Ｄｅｈｏ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样本量所对应的同一行的下限，确定为低传播水平（＜５％）；

Ｙｏｎｇ－ｃｈｅｎ９３，Ｙ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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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一幻，１９１．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如果大于同一行中的上限，确定为高传播水平（＞１５％）。否

ａｕｔｈｏｒ：ＪＩＡ Ｍａｎ－ＩＩｌｏ，ｗ，Ｅｍａｉｌ：ｊｍａｎｈｏｎｇ＠ｙａｌａｏｏ．

ｃｏｍ．ｃｎ

量４７个时，停止抽样。如果检出耐药的样本数小于下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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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ｏ．２００８ＺＸｌ０００１—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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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继续增加样本量，按照上述标准进行判别。达到最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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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传播水平；大于上限，为高传播水平；介于上下限之间，为
中度传播水平（５％一１５％）。
２．结果：
（１）ＰＣＲ扩增及测序结果：对１５９份样本中５６份样本的
＿ＤＤ￡基因区进行扩增后，获得满足最大样本量的４７条基因序
列，成功率为８３．９％（４７／５６）。４７份样本序列中１４．９％（７／４７）

抗反转录治疗（ＡＲＴ）在降低ＨＩｖ二１感染者并发症和艾
滋病患者死亡率的同时，也促进了ＨＩＶ－１耐药株的发生。耐

的Ｈ１Ｖ感染者为静脉吸毒传播，７８．７％（３７／４７）为性途径传
播，６．４％（３／４７）感染途径不详。

药株有可能传播到新感染人群，从而使尚未开始治疗的ＨＩＶ

（２）耐药基因型分析结果：对４７个有效ｐｏｌ区序列耐药基

感染者携带ＨＩＶ耐药株，导致以后的抗病毒治疗产生困难。

因型分析结果显示，４例样本各出现１种耐药相关的突变位

本研究于２００９年在云南省德宏州开展了ＨＩｖ二１耐药警戒线

点，发生率为８．５％（表１）。从传播途径来看，发生耐药突变

调查。

的４例样本中，ｌ例（ＹＮ０９Ｓ００９２）为注射毒品，其余３例为异

１．材料与方法：

（１）样本来源：监测ＨＷ耐药毒株的传播应该选择新发
ＨＩＶ感染者．由于新发感染者不易确定，故选择年龄＜２５岁
的ＨＩＶ感染者作为研究对象。德宏州２００９年报告的年龄＜
２５岁未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的ＨＩＶ感染者共有３０７例，本研
究随机收集了１５９份满足以下条件的样本作为新发感染的

样本：①经免疫印迹试验确认为ＨＩＶ抗体阳性；②无艾滋病
指征性疾病；③年龄＜２５岁；④未经抗病毒药物治疗；⑤知情
同意参加本研究。

性传播。

样品编号１石堕熹筹‰耐药情况
表ｌ耐药相关的突变位点及耐药情况

Ｙ＇Ｎ０９Ｓ００３５

一Ｔ２１５Ｄ

ＹＮ０９Ｓ００９２

一

一

ＹＮ０９Ｓ０１１４

一

一

ＹＮ０９Ｓ０１２９
Ｌ９０Ｍ一

—Ｌ：ＡＺＴ。ＩＭＴ；Ｐ：ＡＢＣ．ＴＤＦ．ＤＤＩ
Ｙ１８１Ｃ Ｈ：ＤＬＶ。ＮＶＰ；Ｉ：ＥＦＶ．ＥＴＲ
Ｇ１９０Ａ Ｈ：ＮＶＰ：Ｉ：ＥＦＶ；Ｐ：ＥＴＲ

一Ｈ：ＮＦＶ；Ｉ：ＩＤＶ，ＳＱＶ；Ｌ：ＡＴＶ，
ＦＰＶ：Ｐ：ＬＰＶ

注：Ｈ：高度耐药；ｈ中度耐药；Ｌ：低度耐药；Ｐ：潜在低度耐药

（２）方法：①基因序列获取及耐药分析：通过ＨＩｖ一１

（３）ＨＩＶ－１耐药传播水平：有４份样本出现耐药传播相

ＲＮＡ的提取、反转录ＰＣＲ和巢式ＰＣＲ扩增ｐｏｌ基因区后，对

关的耐药突变，流行率介于５％一１５％之间，属ＨＩＶ－１耐药株
的中度传播水平。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 １．０４．０２２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重大专项课题（２００８ＺＸｌ０００１－００４）
作者单位：６５００２２昆明，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制

中心（马艳玲、陈敏、杨莉、罗红兵、贾曼红）；德宏州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段松、姚仕堂、李艳玲、王继宝、杨锦、杨世江）；陇川县疾病预防

３．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艾滋病阶段需要抗病毒
治疗的人数逐年增加，监测ＨＩＶ－ｌ耐药株的发生和传播，是
科学评价抗病毒治疗效果、合理调整治疗方案的有效措
施。目前德宏州使用的药物包括ＡＺＴ、Ｄ４Ｔ、ＤＤＩ、ＮＶＰ、

控制中心（韩文香、濮永成）

ＥＦＶ、３ＴＣ、ＡＢＣ、克立芝、ＩＤＶ及ＴＤＦ。本次调查中。针对

通信作者：贾曼红，Ｅｍａｉｌ：ｊｍａｎｈｏｎｇ＠ｙａｈｏｏ．ｃｏｍ．∞

ＮＮＲＴＩ的２个耐药位点Ｙ１８１Ｃ和Ｇ１９０Ａ，２００９年在治疗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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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４月第３２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４

病患者的耐药检测都有发现，而针对ＰＩ和ＮＲＴＩ的２个耐药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位点Ｌ９０Ｍ和Ｔ２１５Ｄ尚未发现。提示耐药株的传播可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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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１３Ｓｕｐｐｌ２：￥３７－４８．

源于在治患者的继发突变。
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河南省和湖南省等开展了ＨＩＶ耐药监测，
耐药突变株总体的传播水平尚处于低流行状态（＜５％）ｔ３－ｓ Ｊ。
本研究耐药警戒线分析提示，２００９年云南省德宏州耐药株已
达中度传播水平（５％～１５％），而且同时检测到了ＲＴ和ＰＲ区
的耐药突变株。为应对耐药传播上升的趋势，对治疗人群的
规范治疗及科学管理仍然是当前艾滋病患者治疗工作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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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应进一步提高依从性，减少治疗患者中耐药毒株的发生，

２００８，２９（６）：４９９—５０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重视对接受治疗患者的行为干预，采取措施减少耐药株向新

黑发欣，李洋．廖玲洁．等．２００８年北京市ＨＩＶ一１耐药株传播调

近感染人群的传播。此外，为全面了解耐药传播的情况，还需
要考虑增加监测点并扩大监测地区，每年进行耐药警戒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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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ＸＵ Ｂｉａｎ－ｌｉ。Ｅｍａｉｌ：ｘｕｂｌ＠ｌｍｃｄｃ．ｃｏｒｎ．ｃｎ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砂ｇｒａｎｔｓ ｐｏｍ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ｔｅｎａ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ｏ．

２００７０２０１６）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学进行初步分析。
１．材料与方法：

（１）标本来源：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在开封、洛
阳、新乡３地县级及以上医院无菌采集诊断为病毒性脑炎病
例的脑脊液标本，标本在２４ ｈ内一２０℃冻存，并通过冷链送
至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ＣＤＣ）。

（２）病毒分离和定型：每份脑脊液标本各取１００ ｐｌ接种
至人横纹肌肉瘤细胞（ＲＤ）、人喉癌上皮细胞（Ｈｅｐ一２）和非洲
绿猴肾细胞（Ｖｅｒｏ），分别置３６℃（ＲＤ和Ｈｅｐ一２）和３７℃

ｔｔ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Ｎｏ．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５）．

（Ｖｅｒｏ）、５％ＣＯ：培养箱培养，连续培养７ ｄ，逐日观察并记录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

细胞病变（ＣＰＥ）。盲传３代。未出现ＣＰＥ者弃去，出现ＣＰＥ

Ｖｉｒａｌ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Ｅｃｈｏｖｉｍｓ

者，继续盲传至出现规律ＣＰＥ，收获的病毒利用肠道病毒组
本研究对２００８年Ｅｃｈ０６河南分离株ＶＰｌ区全基因序列

合血清（ＩｕｖＭ）进行微量板中和试验以定型…。
（３）ｖＰｌ区序列分析：将病变细胞反复冻融３次使病毒释

ＤＯ［：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２３

放至培养液，利用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生产的病毒

基金项目：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项目（２００７０２０１６）；河南省医学科学
攻关莺大项目（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５）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１６郑州，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幸乐、黄学

勇、许汴利、陈豪敏、唐晓燕、杜燕华）；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晁灵）
通信作者：许汴利．Ｅｍａｉｌ：ｘｕｂｉ＠ｒｈｎｅｄｅ．ｃｏｎｌ．∞

基因组ＲＮＡ提取试剂盒提取病毒ＲＮＡ，所有操作按照说明

书进行；参照文献［２］，合成ＶＰＩ区的２对引物：０１２—０１１、
００８—０１３，序列为：０１２：５ ７一ＡＴＧ

ＴＡＹ

ＧＴｌ ＣＣＩ ＣＣＩ ＧＧＩ

ＧＧ一３ ７，０１ｌ：５’一Ｇ－ＣＩ ＣＣＩ ＧＡＹ ＴＧＩ ＴＧＩ ＣＣＲ ＡＡ一３’：０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