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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ＨＩＶ－１毒株亚型与艾滋病流行的

关系研究
孙显光邢辉李志坚程春林张信辉申莉梅何翔
【摘要】

目的研究ＨＩＶ－Ｉ毒株基因变异与艾滋病在贵州省快速传播之间的关系。方法

在不同时间采集贵州省多个地区ＨＩＶ－１感染者样本共１９０份，利用巢式ＰＣＲ扩增ｅｎｖ和ｇａｇ基因
并测定序列，采用ＭＥＧＡ４．０软件确定样本亚型并分析其与贵州省艾滋病流行之间的关系。结果
贵州省ＨＩＶ／ＡＩＤＳ的报告数从１９９８年的６６例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８４３５例，７年增加１６．３８倍。在不同
时间采集的样本中共检出Ｂ（９例）、Ｂ’（４例）、Ｃ（２例）、ＣＲＦ０７ ＢＣ（７５例）、ＣＲＦ０８ ＢＣ（１７例）、
ＣＲＦ０１

ＡＥ（６４例）等多种亚型的ＨＩＶ－Ｉ毒株；ＣＲＦ０７ ＢＣ、ＣＲＦ０８ ＢＣ的ｅｎ／３基因离散率在传播过

程中基冈多态性不断增大（Ｏ．０３５±０．００６－－＋０．０９２±０．０１１）。贵州省ＨＩＶ亚型１９９８年以Ｂ’亚型（４／
１１）为主，２００２年以ＣＲＦ０７ ＢＣ亚型（２６／４１）为主，而２００７年以ＣＲＦ０１ ＡＥ（６２／１１９）为主，亚型分布
的变化与近年来贵州省艾滋病流行呈现快速上升趋势及２００１－－２００６年以吸毒传播感染为主（吸
毒传播感染２６１０例、性传播感染１７６例）、２００６年后性传播感染人数开始急速上升（吸毒传播感染
１７１３例、性传播感染１ ８３３例）的特点有直接关系，ＨＩＶ主要流行毒株的变化与传播途径高度相关
（Ｘ２＝４１．２５３，Ｐ＝０．０００）。结论不同亚型毒株随时间和主要感染途径的改变而成为当地的主要
流行株，性传播人群是贵州省艾滋病防控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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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Ｖ高度变异使其在人群流行中产生众多亚型

集样本分布、检测结果差异分析及各地区间不同途

和重组型…。为探索ＨＩＶ－１毒株变异与艾滋病流行

径感染者及突变重组株分布差异进行非参数检验中

的关系，本研究分时段采集贵州省多个地区ＨＩＶ－１

的多个相关样本ｆ检验；各年份ＨＩＶ感染人数与不
同传播途径分析采用偏相关检验方法；部分地区不

毒株样本，对ＨＩＶ－Ｉ病毒的ｅｎｖ及ｇａｇ两个主要结构
基因进行序列及亚型研究，并与各地区艾滋病流行

同传播途径与变异重组株的相关分析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
（双侧）相关检验方法，在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时，

的凶素进行相关分析。

先作散点图，根据散点图结果，再决定是否进行相关

对象与方法

分析。

１．数据来源：艾滋病疫情数据来源于贵州省各

结

地区艾滋病疫情报表。从１９９３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
月，统计每年贵州省各传播途径新报告的ＨＩＶ感染
者人数。

果

１．ＨＩＶ感染者传播途径变化：对不同传播途径
的感染人群按年份进行分类，以血液传播为控制对

２．样本来源：１９０份基因亚型分析样本分别于

象，经偏相关检验分析显示，ＨＩＶ／ＡＩＤＳ与性传播ｒ＝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３个时段采集，主要来自贵州省

０．９３２，Ｐ＝Ｏ．０００；ＨＩｖ／ＡＩＤｓ与吸毒传播ｒ＝Ｏ．９１６，

安顺、铜仁、毕节、六盘水、黔南、贵阳等地区。其

Ｐ＝０．０００。统计结果表明，贵州省ＨＩＶ／ＡＩＤＳ随时间

中１９９８年２０份，２００２年４２份，２００７年１２８份，研究

与性传播、吸毒传播高度相关。结果显示艾滋病流

对象全部为当年新确认的ＨＩＶ感染者，签订知情

行具有３个特征：①性传播感染人群从２００６年开始

同意书。

急速上升；②吸毒传播感染人群２００６年后开始下

３．ＲＮＡ模板提取及基因扩增：ＲＮＡ提取采用美
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的ＱＩＡａｍｐ

Ｖｉｒａｌ ＲＮＡ

降；③血液传播感染基本得到控制（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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盒，按说明书操作。基因扩增方法参照文献［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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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序列测定：ＰＣＲ产物纯化使用美国Ｑｉａｇｅｎ公

籁

司的Ｑｉａｅｘ试剂盒，按说明书操作。序列测定在美
国ＡＢＩ公司３ＩＯＯＡ型ＤＮＡ测序仪上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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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序列分析：①应用Ｓｅｑｕｅｎｃｈｅｒ ４．８软件对序列
进行拼接和编辑，经ＢｉｏＥｄｉｔ软件进行序列比对后，
加入Ｌｏｓ Ａｌａｍｏｓ ＨＩＶ序列数据库提供的ＨＩＶ－１分

型参考毒株序列，用ＭＥＧＡ ４．０软件中的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模型构建系统进化树（片段长

一＜

＞
士

０
Ｏ
Ｏ
Ｏ
Ｏ
０

∞∞∞∞加∞鲫∞∞加 ０
Ｏ
凸ａ ａ凸酋ａ口ｏ ｏ ｏ
蓉蚤豢誊套蓑豢善§晷誊荟誊誊§詈誊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Ｎ
Ｎ Ｎ（－ｑ Ｎ ｔ－ｑ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Ｎ

年份

图１贵州省不同传播途径ＨＩＶ感染者数量随时间的变化

度大于３００ ｂｐ的序列），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重复值为１０００。
通过其与国际亚型判定标准毒株形成稳定的进化簇

２．ＨＷ－１毒株基因亚型：①１９９８年采样２０例，

来判定病毒基因型（与标准亚型判定毒株形成进化

占累计报告数的３０．３０％（２０／６６），１１例得到测序结

簇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检验值大于７０％）。长度未达到要求

果。１１例中吸毒传播样本４例，占这一时段吸毒感

的序列利用Ｌｏｓ Ａｌａｍｏｓ ＨＩＶ序列数据库中的

染者总数的１３．７９％（４／２９）；性传播样本２例，占这一

ＢＬＡＳＴ软件判定病毒基因型。再利用ＭＥＧＡ ４．０软

时段性传播感染者总数的１６．６７％（２／１２）；血液传播

件的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模型计算不同

样本５例，占这一时段血液传播感染者总数的

年份不同基凶型ｅｎｖ和ｇａｇ组内基因距离。

２７．７８％（５／１８）。样本中检出Ｂ、Ｂ’、Ｃ、Ｅ ４种基因亚

６．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软件。３个时段采

型毒株，其中Ｂ亚型３例、Ｂ ７亚型４例、Ｃ亚型２例、Ｅ

。６９１·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７月第３２卷第７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７

亚型２例。（室）２００２年采样４２例，４１例获得测序结

段ＨＩＶ－１毒株ｅｎｖ基因序列经拼接后，获得基因片段

果。其中吸毒传播样本３３例，占这一时段吸毒感染

长度大于３００ ｂｐ的序列共１１８条，经ＭＥＧＡ４．０软件

者人数的７．７３％（３３／４２７）；性传播样本４例，占这一

的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模型计算主要亚

时段性传播感染者总数的１２．１２％（４／３３）；血液传播

型不同年份ｅｎｖ基因的组内基因离散率（注：表３与

样本４例，占这一时段血液传播感染者总数的

表１数据明显不一致，是因为计算基因序列的组内

１９．０５％（４／２１）。样本中检出ＣＲＦ０７

基因离散率以ｅｎｖ基因组内基因离散率为准，而

ＢＣ

ＢＣ、ＣＲＦ０８

２种变异重组亚型，其中ＣＲＦ０７ ＢＣ亚型占

ＨＩＶ－１基因亚型的确定则需要根据ｅ／／，ｖ和ｇａｇ两个基

６３．４１％（２６／４１），ＣＲＦ０８ ＢＣ亚型占３６．５９％（１５／

因序列同时符合才能判定），结果显示，ＣＲＦ０７

４１）。（要）２００７年采样１２８例，获得序列１１９例。其中

ＣＲＦ０８

吸毒传播７４例，占这一时段吸毒感染者总数的

增大趋势（０．０３５±０．００铲÷０．０９２±Ｏ．０１１），表明病毒

２．２０％（７４／３３６７）；性传播样本３６例，占这一时段性

在传播过程中基因多态性增加（表３）。

传播感染者总数的５．３７％（３６／６７１）；血液传播样本９
例，占这一时段血液传播感染者总数的７．６９％（９／
１１７）。样本中检出Ｂ、ＣＲＦ０７
ＣＲＦ０１

ＡＥ

ＢＣ的ｅｎｖ基因离散率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呈不断

表２贵州省部分地区不同途径ＨＩＶ／ＡＩＤＳ
与变异重组毒株的分析
传播途径

ＢＣ、ＣＲＦ０８ ＢＣ、

４种基因亚型，其中Ｂ亚型占５．０４％（６／

ＢＣ、

地区ＡＨＩＩＤＷｓ

基因亚型

性血液吸毒ＣＲＦ０８＿ＢＣ

ＣＲＦ０７ ＢＣ

ＣＲＦ０１一ＡＥ

１１９），ＣＲＦ０７ ＢＣ亚型占４１．１８％（４９／１１９），ＣＲＦ０８
ＢＣ亚型１．６８％（２／１１９），ＣＲＦ０１ ＡＥ亚型占５２．１０％

（６２／１１９）。为使抽样结果更具代表性，遵循“总样数
小，采样比例必须足够大”的采样原则，第一时段采
样比例相对较大。经非参数多个相关样本ｆ检验，
ｆ＝９．５ｌｌ，Ｐ＝０．２１８，显示各时段样本分布及结果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采样结果具有代表性（表１）。
表１

贵州省３个时段ＨＩＶ二ｌ毒株基因亚型分布

注：数据截至２０ｌｏ年９月底

表３贵州省３个时段ＨＩＶ－１毒株ｅ／ｉｖ基因
亚型组内离散率（ＣＶ＋ｓ）

注：Ｚ２＝９．５１１．Ｐ＝０．２１８

３．ＨＩＶ／ＡＩＤＳ与各变异毒株相关分析：为了解贵

注：ＣＲＦ０７＿ＢＣ、ＣＲＦ０８＿ＢＣ的ｅｎｖ基因均为Ｃ亚型；括号内数据
为序列条数

州省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变异毒株之间的差异
讨

和关系，对贵州省不同地区、不同传播途径、不同变

论

异毒株之间进行统计学分析，各地区间不同途径感

贵州省ＨＩＶ的传播和流行与传播途径及社会活

染者及重组毒株分布差异分析，经非参数多个相关

动主体人群高度相关。从流行趋势上看，性传播途

样本ｆ检验，Ｘ２＝４１．２５３，Ｐ＝０．０００，表明各地区间不
同途径感染及重组毒株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径感染人群曲线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急速上升，２００８年后

部分地区不同传播途径与重组株的偏相关分析结果

倍，说明性传播是造成贵州省目前ＨＩＶ流行的主要

显示，ＨＩＶ／ＡＩＤＳ与性传播ｒ＝０．７７０，Ｐ＝０．０２５；ＨＩＶ／

因素，提示今后ＨＩＶ的防治重点在传播途径上，以阻

ＡＩＤＳ与吸毒传播ｒ＝０．９０６，Ｐ＝０．００２；ＨＩＶ／ＡＩＤＳ与

断性传播途径为主。

性传播感染者超过吸毒传播感染者，２００９年上升１

ＡＥ亚型ｒ＝０．７１５，Ｐ＝０．０４６，结果表明，ＨⅣ／

ＨＩＶ－１毒株的变异及亚型种类的变化加速贵州

ＡＩＤＳ与性传播、吸毒传播及ＣＲＦ０１ ＡＥ亚型密切相

省艾滋病的传播与流行。１９９８年检出的ＨＩＶ－１亚

关（表２）。

型毒株是Ｂ、Ｂ’、Ｃ、Ｅ（Ｅ亚型后来归为ＣＲＦ０１ ＡＥ）；

ＣＲＦ０１

４．主要流行毒株ｅｎｖ基因离散率：贵州省３个时

２００２年出现ＣＲＦ０７ ＢＣ和ＣＲＦ０８ ＢＣ重组毒株；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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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又发现大量Ｃｌ强０ｌ ＡＥ重组毒株。贵州省

径的改变可能是引起ＨＩＶ－１主要流行毒株发生改

自ＨＩＶ感染者数倍增加后（不排除这些感染者早几

变的原因之一。因此，及时监控ＨＩＶ－１毒株亚型变

年就已存在而未被发现的可能），伴随着发现大量重

异情况，对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流行有极为重要

组毒株，２００２年感染者仅５１５例，２００９年增加至

的预警作用。

８４３５例，７年增加１６．３８倍。尤其是２００７年发现大量
ＣＲＦ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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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ＨＩＶ－Ｉ主要流行毒株的改变与传播途径的改变
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提示在艾滋病流行中，传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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