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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 匀陨灾 耐药警戒线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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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员园园园怨冤

圆员园园园怨曰圆 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系袁江

目的院了解江苏省开展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以来袁耐药毒株的传播情况和亚型分布遥 方法院通过横断面调查袁采集 员苑耀

圆缘 岁 匀陨灾鄄员 感染者的全血样品袁测定 匀陨灾鄄员责燥造 区编码蛋白酶和逆转录酶基因的序列袁提交到斯坦福大学 匀陨灾 在线耐药数据库

中鉴定耐药位点遥 用 酝耘郧粤源援园 软件构建进化树袁分析亚型遥 结果院源苑 份样品中袁没有发现 匀陨灾鄄员 的耐药株遥 共有 悦砸云园员赃粤耘尧月尧
悦砸云园苑赃月悦 和 悦砸云园愿赃月悦 源 种亚型流行袁悦砸云园员赃粤耘 是主要流行的亚型袁占 缘怨援远豫袁其次为 月 亚型袁占 圆缘援缘豫遥 结论院江苏省还未

发现耐药株的传播袁个体治疗前尚不需要进行耐药性检测遥 在江苏省流行的 匀陨灾鄄员 亚型与 圆园园远 年相比袁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袁
为掌握目前江苏省 匀陨灾鄄员 的亚型分布袁应对近 圆 年发现的 匀陨灾 感染者进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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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澡则藻泽澡燥造凿 泽怎则增藻赠 燥枣 贼则葬灶泽皂蚤贼贼藻凿 匀陨灾鄄员 凿则怎早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蚤灶 允蚤葬灶早泽怎 责则燥增蚤灶糟藻

再粤晕郧 匀葬蚤鄄贼葬燥员鄢袁载陨粤韵 在澡葬灶鄄责藻蚤圆袁匀哉粤晕 载蚤鄄责蚤灶早员袁匀哉 匀葬蚤鄄赠葬灶早员袁载哉 载蚤葬燥鄄择蚤灶员袁蕴陨 蕴藻蚤员袁郧哉韵 匀燥灶早鄄曾蚤燥灶早员鄢

渊员陨灶泽贼蚤贼怎贼藻 燥枣 灾 藻灶藻则藻葬造 阅蚤泽藻葬泽藻 葬灶凿 粤 陨阅杂 悦燥灶贼则燥造袁允蚤葬灶早泽怎 孕则燥增蚤灶糟蚤葬造 悦藻灶贼藻则 枣燥则 阅蚤泽藻葬泽藻 孕则藻增藻灶贼蚤燥灶 葬灶凿 悦燥灶贼则燥造袁
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怨曰圆 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耘责蚤凿藻皂蚤燥造燥早赠 葬灶凿 月蚤燥泽贼葬贼蚤泽贼蚤糟泽袁杂糟澡燥燥造 燥枣 孕怎遭造蚤糟 匀藻葬造贼澡袁杂燥怎贼澡藻葬泽贼 哉灶蚤增藻则泽蚤贼赠袁
晕葬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园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 栽燥 泽怎则增藻赠 贼澡藻 责则藻增葬造藻灶糟藻 燥枣 匀陨灾鄄员 凿则怎早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葬灶凿 泽怎遭贼赠责藻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葬皂燥灶早 责燥责怎造葬贼蚤燥灶 憎蚤贼澡 灶藻憎造赠

蚤灶枣藻糟贼藻凿 憎蚤贼澡 匀陨灾 憎澡燥 憎藻则藻 赠燥怎灶早藻则 贼澡葬灶 圆缘 赠藻葬则泽 燥枣 葬早藻 葬灶凿 灶燥贼 则藻糟藻蚤增藻凿 葬灶贼蚤则藻贼则燥增蚤则葬造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月造燥燥凿 泽责藻糟蚤皂藻灶泽 燥枣 匀陨灾
蚤灶枣藻糟贼藻凿 蚤灶凿蚤增蚤凿怎葬造泽 憎藻则藻 糟燥造造藻糟贼藻凿 葬灶凿 匀陨灾鄄员 责燥造 早藻灶藻 憎葬泽 泽藻择怎藻灶糟藻凿援 栽澡藻 早藻灶藻贼蚤糟 皂怎贼葬贼蚤燥灶泽 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凿则怎早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憎藻则藻 蚤鄄

凿藻灶贼蚤枣蚤藻凿 憎蚤贼澡 杂贼葬灶枣燥则凿 匀陨灾 阅则怎早 砸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阅葬贼葬遭葬泽藻 燥灶造蚤灶藻援 栽澡藻 责澡赠造燥早藻灶藻贼蚤糟 贼则藻藻 憎葬泽 遭怎蚤造贼 憎蚤贼澡 酝耘郧粤源援园 泽燥枣贼憎葬则藻袁葬灶凿 泽怎遭贼赠责藻泽
憎藻则藻 葬灶葬造赠扎藻凿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 晕燥 皂怎贼葬贼蚤燥灶泽 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匀陨灾鄄造 凿则怎早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憎葬泽 枣燥怎灶凿 蚤灶 贼澡藻 则藻增藻则泽藻 贼则葬灶泽糟则蚤责贼葬泽藻 葬灶凿 责则燥贼藻葬泽藻 则藻鄄

早蚤燥灶援 栽澡藻则藻 葬则藻 源 泽怎遭贼赠责藻泽袁悦砸云园员赃粤耘袁月袁悦砸云园苑赃月悦 葬灶凿 悦砸云园愿赃月悦袁蚤凿藻灶贼蚤枣蚤藻凿 葬皂燥灶早 源苑 蚤泽燥造葬贼藻泽援 悦砸云园员赃粤耘 憎葬泽 责则藻凿燥皂蚤灶葬贼藻凿袁

憎澡蚤糟澡 葬糟糟燥怎灶贼 枣燥则 缘怨援远豫袁枣燥造造燥憎藻凿 遭赠 月 泽怎遭贼赠责藻 憎澡蚤糟澡 则藻葬糟澡藻凿 贼燥 圆缘援缘豫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 栽澡藻 枣蚤则泽贼 造蚤灶藻 则藻早蚤皂藻灶贼泽 燥枣 灶葬贼蚤燥灶葬造 葬灶贼蚤鄄则藻贼则燥鄄
增蚤则怎泽 贼则藻葬贼皂藻灶贼 蚤泽 泽贼蚤造造 藻枣枣藻糟贼蚤增藻援 栽藻泽贼蚤灶早 凿则怎早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贼燥 匀陨灾 蚤泽 灶燥贼 灶藻藻凿藻凿 遭藻枣燥则藻 泽贼葬则贼蚤灶早 葬灶贼蚤鄄则藻贼则燥增蚤则葬造 贼澡藻则葬责赠 渊粤砸栽冤援 杂怎遭贼赠责藻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匀陨灾 糟澡葬灶早藻凿 燥遭增蚤燥怎泽造赠 糟燥皂责葬则藻凿 憎蚤贼澡 圆园园远援 栽燥 枣怎则贼澡藻则 噪灶燥憎 凿赠灶葬皂蚤糟 匀陨灾 责则藻增葬造藻灶糟藻 蚤灶 允蚤葬灶早泽怎 责则燥增蚤灶糟藻袁贼澡藻 皂燥造藻糟鄄
怎造葬则 藻责蚤凿藻皂蚤燥造燥早赠 泽贼怎凿赠 燥灶 匀陨灾鄄蚤灶枣藻糟贼藻凿 责燥责怎造葬贼蚤燥灶 糟燥灶枣蚤则皂藻凿 憎蚤贼澡蚤灶 贼澡藻 责葬泽贼 贼憎燥 赠藻葬则泽 泽澡燥怎造凿 遭藻 糟燥灶凿怎糟贼藻凿援
咱Key words暂

匀陨灾鄄员曰凿则怎早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贼澡则藻泽澡燥造凿曰泽怎遭贼赠责藻

艾滋病流行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袁

根据 圆园园怨 年联合国卫生署发布的报告袁 截至 圆园园愿
年底袁全球约有 圆 怨园园 万艾滋病病毒渊匀陨灾冤感染者袁

平均每年有 猿圆园 万人新感染 匀陨灾咱员暂遥 目前全球约有

缘圆园 万 匀陨灾 感染者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袁艾滋病的
咱基金项目暂

江苏省社会发展项目渊月杂圆园园远园苑愿冤曰江苏省自

然科学基金渊月运圆园园怨源猿圆冤
鄢

通讯作者袁耘鄄皂葬蚤造院赠澡贼岳躁泽糟凿糟援糟灶曰早燥怎澡燥灶早曾蚤燥灶早岳泽燥澡怎援糟燥皂

咱Acta Univ Med Nanjing袁 20员圆袁 猿圆渊员冤: 园园员鄄园园源暂

病死率和发病率明显降低遥 抗病毒治疗可致 匀陨灾 耐
药株的产生袁耐药株的传播会降低目前一线治疗方

案的效果咱圆原缘暂遥 在北美和欧洲的一些抗病毒治疗开展

较早尧应用相对广泛的国家袁匀陨灾 的原发耐药率已经
达到总感染率的 愿豫耀圆园豫咱远原愿暂遥

截至 圆园园怨 年底袁 中国已接受抗病毒治疗的人

数累积达 苑 万以上遥在部分省份袁约 源愿援圆豫的接受抗
病毒治疗达 圆 年以上的感染者对 匀陨灾 耐药 咱怨暂遥 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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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袁 在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发现 匀陨灾 耐药株在新感

辑遥 用 酝耘郧粤源援园 软件中的邻位对接程序构建进化

毒治疗以来袁已累积抗病毒治疗 怨园园 多例袁占累积发

匀陨灾 耐药数据库进行耐药位点的分析渊澡贼贼责院 辕 辕 澡蚤增凿遭援

染者中流行和传播咱员园原员员暂遥 江苏省自 圆园园缘 年开展抗病
现感染者总数的 圆园豫遥 江苏省是否已经存在耐药株

的传播尚不清楚遥 为了解 匀陨灾 耐药株的传播情况袁对
江苏省新感染人群中 匀陨灾 耐药株的流行情况进行了
研究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渊宰匀韵冤关于野匀陨灾 耐药警戒

树和分析亚型遥 将获得核酸序列提交至斯坦福大学
泽贼葬灶枣燥则凿援藻凿怎 辕 责葬早藻泽 辕 葬造早泽 辕 泽蚤藻则则葬赃泽藻择怎藻灶糟藻援澡贼皂造冤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软件进行 字圆 检验和描述性统计

分析遥 孕 约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研究对象的基本流行病学特征

如表 员 所示袁 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 圆员耀圆源 岁袁

冶袁 选取 圆园园怨 年 员 月 员 日耀远 月 猿园 日

该年龄段的感染者达到 苑圆援猿豫渊猿源 辕 源苑冤曰男性感染者

以下标准院 淤实验室确认为 匀陨灾 抗体阳性的感染

为主袁达到 远猿援愿豫渊猿园 辕 源苑冤曰猿愿援猿豫感染者受过大专及

线监测方案

咱员圆暂

新确认的江苏省籍 匀陨灾 感染者遥 研究对象必须满足
者曰于年龄约 圆缘 岁曰盂如果是女性袁没有怀孕史遥
员援圆

员援圆援员

占 愿缘援员豫渊源园 辕 源苑冤曰传播途径主要以男男同性性传播
以上教育袁猿源援园豫的感染者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遥

方法

样品采集

全血样品 缘 皂造 采集于含有 耘阅栽粤鄄运猿 抗凝剂的

表 员 研究对象的基本流行病学特征
栽葬遭造藻 员 阅藻皂燥早则葬责澡蚤糟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 燥枣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蚤灶 则藻泽藻葬则糟澡
变量
年龄渊岁冤
员苑
员愿
员怨
圆园
圆员
圆圆
圆猿
圆源
圆缘
性别
男
女
传播途径
异性性传播
同性性传播
文化程度
初中
高中或中专
大专及以上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真空管内袁于 远 澡 内在 员 缘园园 则 辕 皂蚤灶袁离心 员缘 皂蚤灶遥分别
将血浆和外周淋巴血细胞保存于原愿园益备用遥
员援圆援圆

匀陨灾鄄员 砸晕粤 的提取

采 用 德 国 匝陨粤郧耘晕 公 司 匝陨粤葬皂责 灾蚤则葬造 砸晕粤

酝蚤灶蚤 运蚤贼 试剂盒袁 参照试剂盒说明书提取 匀陨灾鄄员
砸晕粤遥
员援圆援猿

蛋白酶区和逆转录酶区的扩增

采用巢式 孕悦砸 扩增编码 匀陨灾 蛋白酶区和逆转

录酶的 责燥造 区基因片段袁全长约 员 猿园园 遭责遥 使用引物
包括院外侧上游引物为 酝粤宰圆远院缘忆鄄栽郧郧粤粤粤栽郧栽郧鄄

郧粤粤粤郧郧粤 粤郧郧粤悦鄄猿忆袁 外侧下游引物为 砸栽圆员院缘忆鄄

悦栽郧栽粤栽栽栽悦栽郧悦栽粤栽栽粤粤郧栽悦栽栽栽栽郧粤栽郧郧郧鄄猿忆 曰 内
侧上游引物为 孕则燥鄄员院缘忆鄄悦粤郧粤郧悦悦粤粤悦粤郧悦悦悦悦粤悦鄄
悦粤鄄猿忆袁 内侧下游引物为 砸栽圆园院缘忆鄄悦栽郧悦悦粤郧栽栽悦鄄
栽粤郧悦栽悦栽郧悦栽栽悦鄄猿忆袁总扩增长度为 员 猿园园 遭责遥
员援圆援源

产物纯化及序列测定

以 孕则燥鄄员曰砸栽粤 渊缘忆鄄郧栽栽郧粤悦栽悦粤郧粤栽栽郧郧栽栽郧悦鄄

粤悦鄄猿忆 袁 正 向 冤曰砸栽月 渊缘忆 鄄悦悦栽粤郧栽粤栽粤粤粤悦粤粤栽郧粤郧鄄
粤悦粤悦鄄猿忆 正 向 冤曰砸栽鄄圆园曰孕则燥悦造鄄凿燥憎灶 渊缘忆 鄄悦悦悦栽郧悦栽郧鄄

郧郧栽郧栽郧郧栽粤栽栽悦悦鄄猿忆袁反向冤作为测序引物遥 使用德

病例数渊灶冤

构成比渊豫冤

园员
园员
园圆
园源
园怨
员员
园远
园愿
园缘

园圆援员
园圆援员
园源援猿
园愿援缘
员怨援圆
圆猿援源
员圆援愿
员苑援园
员园援远

源园
园苑

愿缘援员
员源援怨

员苑
猿园

猿远援圆
远猿援愿

员猿
员远
员愿

圆苑援苑
猿源援园
猿愿援猿

源圆
园缘

愿怨援源
员园援远

国 匝陨粤郧耘晕 公司 匝陨粤择怎蚤糟噪 郧藻造 运蚤贼 对 孕悦砸 产物进

圆援圆

定遥

明这 源苑 条序列分为 猿 个子树遥 在这些感染者中共

行纯化后袁在 粤月陨 猿苑猿园 测序仪上进行核苷酸序列测
员援圆援缘

亚型及耐药性分析

序列测定后首先使用 悦燥灶贼蚤早 耘曾责则藻泽泽 软件进行

拼接袁然后用 月蚤燥藻凿蚤贼 软件进行多序列比对和序列编

进化树的构建和亚型分析

以 匀陨灾 病毒的 责燥造 区构建进化树袁 进化分析表

有 悦砸云园员赃粤耘尧月尧悦砸云园苑赃月悦 和 悦砸云园愿赃月悦 源 种 亚

型流行渊图 员冤遥 其中 悦砸云园员赃粤耘 是主要流行的亚型袁
占 缘怨援远豫渊圆愿 辕 源苑冤曰 其次为 月 亚型袁 占 圆缘援缘豫渊员圆 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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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猿 原

羊海涛等院江苏省 匀陨灾 耐药警戒线的调查

源苑冤遥 在男男同性性传播途径的感染者袁主要流行的

灾员园远陨 突变袁均出现在同性性传播途径的 月 亚型中遥

渊员怨 辕 猿园冤袁其次为 月 亚型袁占 猿猿援猿豫渊员园 辕 猿园冤遥 在异性

那韦渊耘云灾冤和地拉夫定渊阅蕴灾冤敏感性降低 圆 倍袁该

亚型为 悦砸云园员赃粤耘袁 占传 播途径 感染 者的 远猿援猿豫

性传播途径的感染者中袁悦砸云园员赃粤耘 仍然是该人群
中主要流行的亚型袁占 缘圆援怨豫渊怨 辕 员苑冤曰其次为 悦砸云鄄

月悦 亚型袁占 猿缘援猿豫渊远 辕 员苑冤渊表 圆冤遥 两种传播途径的
感染者中袁匀陨灾 在亚型分布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越 园援园园园缘冤遥

存在 灾员苑怨阅 突变的 匀陨灾 对奈韦拉平渊晕灾孕冤尧艾非

突变常在 员豫的未治疗感染者中出现遥 栽远怨晕 是核苷

类逆转录酶抑制剂 渊灶怎糟造藻燥泽蚤凿藻 则藻增藻则泽藻 贼则葬灶泽糟则蚤责贼葬泽藻
蚤灶澡蚤遭蚤贼燥则袁晕砸栽陨冤选择性突变袁其对 晕砸栽陨 类药物的影

响还不清楚遥灾员愿员陨 通常在 圆豫的未治疗感染者中发
生袁在接受 晕砸栽陨 治疗后袁该突变出现频率增加袁能

导致对拉米夫定出低水平的耐药遥 粤苑员栽 在 圆豫耀猿豫
未治疗的感染者中出现袁当用蛋白酶抑制剂治疗后
该突变的频率增加袁但其作用还不清楚遥
表猿
栽葬遭造藻 猿

耐药突变位点和亚型的关系

栽澡藻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凿则怎早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皂怎贼葬贼蚤燥灶
泽蚤贼藻 葬灶凿 匀陨灾鄄员 泽怎遭贼赠责藻泽

突变位点
主要耐药位点
次要耐药位点
与耐药可能相关的突变
粤苑员栽
栽远怨晕
灾员愿员陨
灾员愿员陨
灾员园远陨
灾员苑怨阅

孕陨
园
园
园
园
园
园
园
园
园

晕砸栽陨 晕晕砸栽陨
园
园
愿
员
员
员
员
园
园

园
园
愿
园
园
园
园
苑
员

渊灶冤

亚型

原
原
原
悦砸云园苑赃月悦
悦砸云园员赃粤耘
悦砸云园员赃粤耘
悦砸云园员赃粤耘
月
月

孕陨院蛋白酶抑制剂曰晕砸栽陨院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曰晕晕栽砸陨院非核

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遥

猿

匀陨灾鄄员 病毒具有很高的复制能力袁 且 匀陨灾鄄员 编

音院同性性传播曰茵院异性性传播遥

云蚤早怎则藻 员

图员

栽葬遭造藻 圆

码的逆转录酶缺乏校正功能袁在复制的过程中产生

基于 责燥造 区的进化分析

栽澡藻 责澡赠造燥早藻灶藻贼蚤糟 贼则藻藻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燥枣 匀陨灾鄄员 责燥造 早藻灶藻
表圆

两种传播途径中 匀陨灾鄄员 亚型的分布

栽澡藻 匀陨灾鄄员 泽怎遭贼赠责藻泽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蚤灶 贼憎燥 贼则葬灶泽皂鄄
蚤泽泽蚤燥灶 则燥怎贼藻泽

传播途径
悦砸云园员赃粤耘 月
男男同性性传播
员怨
员园
异性性传播
怨
圆
合计
圆愿
员圆

渊灶冤

悦砸云月悦 字圆
孕
员
远
愿援愿缘缘 园援园员园
苑

悦砸云月悦 包括 悦砸云园苑赃月悦 和 悦砸云园愿赃月悦遥

圆援猿

讨 论

高度的突变遥 这使 匀陨灾 病毒在药物压力不足的情况

下很容易产生耐药株袁如果治疗不当袁耐药株往往
在开始治疗后数周内产生咱员猿暂遥 这样袁在抗病毒治疗

有限的国家和地区袁 经过多年的抗病毒治疗后袁耐
药株的传播和流行不可避免遥

我国从 圆园园园 年启动大规模的抗病毒治疗袁已

达 员员 年之久遥 截至目前袁我国一线抗病毒治疗药物

仅有远 种袁二线抗病毒治疗药物仅仅增加了 员 种蛋白
酶抑制剂茚地那伟咱员源暂遥 由于二线抗病毒治疗药物来
源有限袁 在一线抗病毒治疗失败后并不能及时地采

耐药位点分析

在 源苑 份样本中袁没有发现耐药突变位点遥 但是

取二线抗病毒药物治疗是我国抗 匀陨灾 治疗面临的主

要挑战遥 在我国抗病毒治疗较早的地区袁对一线抗病

存在一些可能影响药物敏感性的突变位点袁 这些

毒药物已经出现了耐药咱怨袁员缘原员远暂遥不仅如此袁具有耐药性

灾员园远陨 突变并不降低病毒对依曲伟林的敏感性袁但

行率还不高袁但具有耐药性 匀陨灾 病毒株传播的危害

位点包括 粤苑员栽袁栽远怨晕袁灾员愿员陨袁灾员园远陨袁灾员苑怨阅渊表猿冤遥

该突变与依曲伟林治疗效果的降低有关遥 苑 个

的病毒株已在这些地区传播咱员园原员员暂遥 虽然耐药株的流

已经存在遥 在江苏省小于 圆缘 岁未接受治疗的 匀陨灾

原 源 原

南

京

医

科 大

感染者中还没有发现耐药株袁表明一线抗病毒治疗
方案在江苏省仍然有效袁江苏省籍的感染者在开始

学

咱缘暂

抗病毒治疗之前袁暂不需要进行耐药性检测遥

曾对 圆园园远 年江苏省新发现的感染者中流行的

匀陨灾 进行了亚型分析袁结果表明 悦砸云园员赃粤耘 是主要
流行的亚型袁其次为 悦砸云月悦咱员远暂遥 本研究 匀陨灾鄄员 亚型

分析显示袁 在小于 圆缘 岁的感染者中袁悦砸云园员赃粤耘 是
流行的主要亚型袁其次为 月 亚型遥 提示江苏省 匀陨灾
的亚型分布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遥 在本次研究中袁
同性性传播人群流行的亚型主要为 悦砸云园员赃粤耘袁其

的 匀陨灾 亚型也发生了改变咱员苑暂遥 匀陨灾鄄员 亚型的变化同

样出现在经异性性传播途径感染 匀陨灾 的人群中遥 为

样品遥 这 员员 份样品中袁共分为 圆 个支遥 其中 憎员缘 与
憎源苑 聚体在一起袁可能具有相同的来源遥 憎猿怨尧憎源员尧
憎怨尧憎缘园尧憎员猿尧憎圆苑尧憎员愿尧憎源远 聚体在一起袁 在耐药分

析时发现袁 这 愿 份样品中有 苑 份存在 灾员园远陨 突变遥

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这些感染者中流行的 匀陨灾

粤造藻贼澡藻葬 宰酝袁宰葬造藻灶泽噪赠 砸孕袁蕴蚤责泽蚤贼糟澡 酝袁藻贼 葬造援 栽澡藻 藻枣枣藻糟贼
燥枣 葬灶贼蚤则藻贼则燥增蚤则葬造 贼澡藻则葬责赠 燥灶 泽藻糟燥灶凿葬则赠 贼则葬灶泽皂蚤泽泽蚤燥灶 燥枣 匀陨灾

咱远暂 匀蚤造造葬则凿 杂宰袁陨则怎皂 在袁宰葬造蚤凿 匀袁藻贼 葬造援 栽澡藻 耘责蚤凿藻皂蚤燥造燥早赠 燥枣
葬灶贼蚤则藻贼则燥增蚤则葬造 凿则怎早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葬皂燥灶早 凿则怎早鄄灶葬蚤增藻 匀陨灾鄄员 –

蚤灶枣藻糟贼藻凿 责藻则泽燥灶泽 蚤灶 员园 哉杂 悦蚤贼蚤藻泽 咱允暂援 允 陨灶枣藻糟贼 阅蚤泽袁圆园园源袁
咱苑暂

员愿怨渊远冤院圆员苑源原圆员愿园

匀葬灶灶葬 郧允袁月葬造葬早怎藻则葬 匀哉袁云则藻藻凿遭藻则早 运粤袁藻贼 葬造援 阅则怎早鄄

泽藻造藻糟贼藻凿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皂怎贼葬贼蚤燥灶泽 葬灶凿 灶燥灶鄄月 泽怎遭贼赠责藻泽 蚤灶
葬灶贼蚤则藻贼则燥增蚤则葬造鄄灶葬蚤增藻

葬凿怎造贼泽

憎蚤贼澡

藻泽贼葬遭造蚤泽澡藻凿

澡怎皂葬灶

蚤皂皂怎灶燥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 增蚤则怎泽 蚤灶枣藻糟贼蚤燥灶 咱允暂援 允 陨灶枣藻糟贼 阅蚤泽袁
圆园园猿袁员愿愿渊远冤院怨愿远原怨怨员

咱愿暂 栽燥灶蚤 栽阅袁砸藻糟燥则凿燥灶鄄孕蚤灶泽燥灶 孕袁酝蚤灶早葬 粤袁藻贼 葬造援 孕则藻泽藻灶糟藻 燥枣
噪藻赠 凿则怎早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皂怎贼葬贼蚤燥灶泽 蚤灶 蚤泽燥造葬贼藻泽 枣则燥皂 怎灶贼则藻葬贼藻凿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燥枣 粤遭蚤凿躁葬灶袁悦燥贼藻 凿爷陨增燥蚤则藻院粤晕砸杂 员圆缘苑 泽贼怎凿赠咱允暂援

分子流行病学研究遥

在本次调查中袁源苑 份样品中有 员圆 份为 月 亚型袁

则藻早蚤皂藻灶咱允暂援 粤陨阅杂袁圆园园苑袁圆员渊远冤院苑圆员原苑猿圆

圆园园苑袁源源渊怨冤院员员员缘原员员圆圆

了及时掌握江苏省 匀陨灾 的流行动态袁必须及时进行
其中 员员 份样品是经男男同性性传播途径感染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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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皂燥灶早 皂藻灶 憎澡燥 澡葬增藻 泽藻曾 憎蚤贼澡 皂藻灶 咱允暂援 悦造蚤灶 陨灶枣藻糟贼 阅蚤泽袁

次为 月 亚型遥 在 圆园园远 年袁该人群中流行的主要亚型
为 悦砸云园员赃粤耘袁其次为 悦砸云月悦遥 说明该人群中流行

学

咱怨暂

粤陨阅杂 砸藻泽 匀怎皂 砸藻贼则燥增蚤则怎泽藻泽袁圆园园猿袁员怨渊愿冤院苑员猿原苑员苑
王

艳袁邢

辉袁王

哲袁等援 河南省某县 匀陨灾 感染者耐

药性影响因素分析 咱允暂援 中国公共卫生袁圆园园苑袁圆猿渊苑冤院
愿园猿原愿园缘

咱员园暂 袁 源袁曹新良袁刘宏伟袁等援 河南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鄄

员 型耐药毒株的变异情况研究 咱允暂援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袁
圆园园怨袁源猿渊员员冤院怨缘远原怨缘怨

咱员员暂 陈 曦袁邢

辉袁贺健梅袁等援 湖南省 匀陨灾鄄员 耐药警戒线

调查咱允暂援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袁圆园园愿袁圆怨渊愿冤院苑愿苑原苑愿怨

可能具有相同的来源袁在这类人群中 匀陨灾 正处于快

咱员圆暂 酝葬则噪 酝赠葬贼贼袁月藻灶灶藻贼贼 阅耘援 粤 灶燥增藻造 泽藻择怎藻灶贼蚤葬造 泽葬皂责造蚤灶早

群中的流行率达到了 缘援缘缘豫 遥 由此可见袁在同性性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遭赠 糟则燥泽泽鄄泽藻糟贼蚤燥灶葬造 泽怎 则增藻赠 枣燥则 怎泽藻 蚤灶 造燥憎

速传播阶段遥 以南京市为例袁匀陨灾 在男男性行为人
咱员苑暂

传播人群中袁匀陨灾 的流行趋势不容乐观遥 因此在加

大对男男同性性传播人群中 匀陨灾 流行状况进行大
规模调查的同时袁必须采取干预措施袁以降低 匀陨灾
在该类人群中的传播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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