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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HIV．1载量的荧光实时定量PCR技术的建立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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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Fluorescent Real Time Quantitative PCR for 

Detecting HIV-1 and Its Application 

XU Huang—bin，BEN Kun—long ，ZENG Tao，LI Jin-guang 

(Kunming Institute ofZoology，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Kunming 650223．China) 

Ahstract：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HIV一1 pmviral burden and viralload is very useful in prognosis of 

HIV一1 infected patients and in assessment of drug for therapy of AIDS patients．In order to establish a 

quantitative method in detecting HIV一1 proviral burden and viralload．8E5 cell line and a recombinant 

RNA constructs were used as the HIV一1 proviral DNA and viral RNA external references，respective— 

ly The PCR products were Labeled with the fluorescent D A dye SYBR green．The amount of burden 

or load was measured by GeneAmp 5700 Sequence Detection System Using this method．the HIV 1 

pmvlral burdens in PBMC of patient and in cell suspension treated with the compounds AZT．GL and 

W T were measured．HIv_1 viraIloads in supernatant of the cell culture treated with the above com— 

pounds were also determined．The therapeutic indices(TIs)of the compounds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inhibition of virus induced syncytlal formation．and inhibitionn of proviral burdens and viralloads were 

compared，and their TIs successively increased．The fluorescent real time quantitative PCR possesses 

very good specificity．sensitivity and duplication．TI value of a drug based on inhibition of proviral 

burden in cell culture，and the proviral burden in PBMC of patient may be useful in evaluating a drug 

on eradicating provirus from resting and memory CD4 T cells 

Key words：Real—time PCR；HIV-1；External reference；Proviral burden；Viral load；Syneytial for— 

marion jnhjbjtion 

摘要：准确测定HIV一1的前病毒载量和病毒载量的技术．在感染者预后和芏滋病患者药物治疗效果的评价以及艾 

滋病的其它研究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以定量的 HIV．1 DNA和 RNA为标准外参照，利用 SYBR 

Green荧光染料和 GeneAmp5700 Sequence Detection System (5700系统)．建立了删定 HIV一1的前病毒载量和病毒 

载量的荧光实时定量 PCR技术。以病毒感染细胞和培养上清为材料．测定丁三种化台物(AzT。GL和 wT)对细胞 

内的前病毒载量和培养上清中的病毒载量的抑制活性，并与台胞体形成抑制方法测定化台物抗病毒活性的结果进 

行了比较。根据病毒载量、前病毒载量和合胞体形成计算出的三种化台物的治疗指数均依次变小，提出以荧光实 

时定量 PCR技术测定前病毒载量．会在评价药物在体内外根睬或减少存在于 CD4休止或记忆 T淋巴细胞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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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 1前病毒方面有特别的价值。 

关键词：H1V．1：实时定量 PcR；外参照；前病毒载量；病毒载量：合胞体形成抑制试验 

中圉分类号：R512 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25【2001)02一叭l9—05 

由于病毒载量(viral load)的检测在艾滋病的临 

床和实验研究方面是十分重要的手段，用 PCR技术 

进行人艾滋病病毒一I型(HIV一1)定量测定的技术 
一

直在不断发展和不断完善。初期，PCR产物先经 

凝胶电泳，再进行图像处理以确定未知样品内HIV一 

1的数量_lj。为了克服结转污染和解决大量临床样 

品同时检测的困难．发展了把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EusA)和 PCR 巧妙地结合 在一起 的技术，即 

Roehe公司生产的A．~plicor HIV-1 Monitor test的 

1 0～1．5型(Version 1 0～1．5)产 品【 。由于在进 

行定量PCR时．反应管内起始模板数的多寡，决定 

扩增产物进入反应产物总量平台的快或慢 换句话 

说，反应管内起始模板数步．使反应产物进入平台所 

需要的扩增循环数就多．反之就少。如果不同模板 

数的样品以同样循环数进行扩增，在一定范围内扩 

增产物的总量就与起始模板数不成比倒。为了解决 

这一难题，实时定量 PCR(real time quantitative 

PCR)技术应运而生。Perkin-Eliller公司新近推出 

的产品 Gene Amp 5700 Sequence Detection System 

(简称 5700系统)相当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 

们首次使用该系统建立了测定 HIV 1的荧光实时 

定量 PCR技术，并应用这一技术，在化合物抗 Hrv_ 

1活性的研究中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HIV一1ⅢB毒株、C8166细胞为英国 MRC惠赠，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自病人外周血液中分 

离，SYBR Green Core Kits购 自美国 Perkin-EImer 

公司，各种限制性内切酶、BcaBEsT RNA PCR 

Kit Ver．1 1购自日本 TaKaRa公 司。AZT购 自 

Sigma公 司，GL和 WT为大理医学院提供，HIV 1 

的DNA和 RNA标准品为实验室 自制 (未发表资 

料)。 

1．2 方法 

1 2 1 化合物细胞毒性的测定 按本实验室以前 

发表的方法进行 ]。分别将待测化合物 AZT、GL 

和W2用培养基 5倍比稀释成 7个稀释度(各 100 

L)，加入 C8166细胞(4×10 )至终体积 200 L，同 

时设置不含化合物的对照组，第三天补加 100止 不 

含药物的完全培养基，培养到第 6天用 MTT比色 

法测定 OD值，计算并作出细胞成活率曲线，计算出 

化合物抑制 50％细胞生长的浓度(IC5o)。治疗指数 

(TI值)为 IC5o与 E 0之比值 

1 2．2 化合物抑制 HIV一1诱导 C8166细胞形成合 

胞体的试验 按照我们已发表的方法进行 ’ 。加 

入 C8166细胞 (4×10 )和 6×10 TCID5n的 HIV一 

1 B，同时设置阴性和阳性对照，培养 72 h后，显微 

镜下计数病毒诱导 C8166细胞形成的合胞体数．以 

下式计算合胞体形成的抑制率(％)：(1 实验孔合 

胞体数／对照孔合胞体数)×100，绘制合胞体抑制率 

的曲线计算出对 HIV．1感染细胞合胞体形成抑制 

率达 50％时的化合物浓度(EG )。 

1 2 3 HIV一1前病毒载量(proviral burden)的测定 

及化合物对细胞内前病毒载量抑制作用的测定 选 

用在体外经不同浓度的待检化合物作用后的 HIV一 

1ⅢB感染的 C8166细胞为材料，不加病毒和化合物 

的 C8166细胞为空白对照，HIV-1感染的但不加化 

台物的 C8166细胞为病毒对照。96孔细胞培养板 

离心后来取沉淀细胞，用酚／氯仿方法提取样品中病 

毒感染细胞或血液样品中 PBMC的 DNA。定量时 

设置阴性对照、标准品(10。～10 拷贝)和样品组． 

PCR反应混合液 的配制为：2 5 L 10×SYBR 

Green buffer，3 vL MgCb(25 mM)．2 L dUTPs 

(2．5 mlmol／L each)，2×0．5“L引物 sk145／sk431 

(10 ttmo|／L each)，0．125 L AmpliTaq Gold(5 U／ 

uL)，O．25／*LUNG(1 U／出)，样品或标准品(HIv一1 

阳性病人 PBMC的 DNA样品加 10 L，化合物抗 

HIV 1活性测定试验中加培养细胞悬液的 DNA样 

品 5 L)，加水定容至总体积 25 L。每个扩增反应 

或样品均重复设置三个反应管。扩增条件为：5O℃ 

5 rain；95℃ 10 Illin，循环 40次：94℃ 20 S，62℃ 1 

mlin 20 S。在 5700系统内扩增结束后，再以它的软 

件进行定量分析。根据所获得的测定数据，以下式 

计算前病毒载量抑制率(％)：(1一实验样品前病毒 

载量／病毒对照的前病毒载量)×100．绘制抑制率曲 

线，其 E 。的计算方法与合胞体形成抑制试验的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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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4 HIV 1病毒载量(Viral load)的测定及化合 

物对细胞培养上清内病毒载量抑制作用的测定 选 

用在体外经不同浓度的待检化合物作用后的 HIV一 

1m胡§染的细胞培养物上清为材料，不加病毒和化 

舍物培养物上清为空白对照，加入病毒但不加化合 

物的上清为病毒对照。细胞培养板离心后取 100 

“L培养物上清，用异硫氰酸胍一步法提取病毒 

RNA 】
。 分别用 lO倍系列稀释的 RNA标准品 

(10 ～10 拷贝)和 HIV一1 RNA样品作为模板，取 3 

×1 L(-Z个重复反应管)进行逆转录反应．每个反 

应管总体积为 12 L设置阴性对照，逆转录反应参 

照BcaBEST RNA PCR Kit说明书，减为半量(说 

明书逆转录每个反应总体积为 20 L)进行，然后以 

sk145／sk431为引物在 5700系统内进行 PCR扩增， 

扩增产物用该仪器的软件进行定量分析。病毒载量 

抑制率计算方法和 EC 的计算方法均与前病毒载 

量的测定相同 

2 结果 

2．1 前病毒载量标准品和 HIV-1感染者 PBMC中 

前病毒的测定 

用引物 sk145／sk431进行扩增，获得标准品在 

10。～104个拷贝范围内的最低循环数(Ct)的曲线 

(图 1)，相关系数为 0．9989，相关性非常高。我们同 

时检测了一位 HIV一1感染者的 PBMC中的 HIV一1 

前病毒载量(PCR扩增的样品量为 1O L，相当于含 

1．75×10 PBMC)，它的 PCR扩增的最低循环数阈 

值为 26．86，由分析软件 自动计算 出检测结果 ： 

4．21／10 L，即该病人 PBMC内前病毒载量为 240 

拷贝／10 PB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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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57011系统扩增 HIV-1前病毒标准品(10o一10 拷风)所 

获得的标准曲线 

r=0 9989，Ct是指能检测到扩增产物时的最低循环鼓 

Fig 1 The standard㈣ (r 0 9989)ol HIV 1 pmviral h~den 

stand~d 10o 10‘copies from 8E5⋯ell li 

Amplified by u．~ing G∞e Amp 5700 Sequeflce Detection Sy ⋯ Ct． 

number oI PCR cycl~ at which an inca-ease in SYBR ㈣ fh ． 

cencc above a baseliae signal c卸 first he detected 

2．2 AZT的抗 HIV．1活性 

以MTT方法所获得的AZT IC50为653．33 g／ 

mL，根据 AZT对HIV一1前病毒载量的抑制率，所获 

得的Ec50小于0．0128~tg／mL，其TI值大于51 041， 

但是，AZT对病毒载量的抑制活性更强，其 Ec50远 

小于本实验所使用的化合物浓度 的范围，因而 TI 

值远大于 51 041(图 2a)。但是合胞体形成抑制试 

验所测得的 E D为略小于 0．0128~tg／mL，TI值为 

略大于51 041，呈现很强的抗病毒活性(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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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ZT的体外抗 HIV-1活性 

(a)．AZT对培养物中 HrV，i病毒量的抑制使用；x轴，AZT的璀度 

( mL)；左 Y轴，AZT对 HIV-I前病毒载量(一一-)和病毒载量( 

●一)的抑制率．左 Y轴上的标志(eft)为病毒对照的病毒载量；右 Y 

轴，C8166细胞在不阿AZT裱度的作用下 HIV-1前病毒载量(．口．) 

和病毒载量(．◆．)的平均值。(b)，AZT在体外对 HIV感染细帕的 

台胞体形成的抑制使用 X轴．AZT的浓度(1g g,／mL)；左 轴( 

口 )，测定 AZT的细帕毒性时，不同浓度的 AZT作用下的细帕成活 

率；右 Y轴( 一．)，AZT对合胞体的抑制率 

Fig．2 In vitro anti—HI 1 activiti~ of AZT 

(a)．Irthihition of viral Iod in cell c-I1ttwe by AZT；X⋯ ．㈨ ntra— 

tion。f HIV-l proviral hurden(一一-)and viral lead(一●-)by AZT} 

Markers at left Y⋯ stand|or provial hurden Dr vir toad in control 

with~t AZT，and“ght Y—axis．Tll髓rL ol HIV-I proviral burden(-口-】 

an3 viral lad(-◆一)preduced by C8166 ceⅡline at various 0Dcen啪 

tion ofAZT (b)、In vitroinhihit L[ⅢdHIV-1 indueed syn~yti f一 ． 

tion hy AZT x— s，删 啪【ion0f Azr in mL；lelt 郴 ( 

E一)，percentage of viable cells at various㈣ eⅡtran。n olAZTfoe cyto 

toxicity determination；right⋯ (-■一)．inhibition of HIV 1 induced 

syncytlal formation by A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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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GL和 wT的抗 HIV-I活性 

如图 3和 4所示，GL和 wT的 Ic50分别是 

8 26@和 24 352~g／mL，GL和 wT对感染细胞产生 

的病毒载量以及 GL对前病毒载量的抑制作用很 

强，其 E 均低于化舍物设定的浓度范围(图 3a、 

4a)，只有根据 wT对 HIV-1的前病毒抑制率计算 

出的Ec50在本实验给定的浓度范围内，为5 71 g／ 

mL(图4a)，由此计算出的治疗指数(TI)为 4 264。 

另一方面，台胞体形成抑制试验同样表明化台物 

GL和 wT具有明显的抗 HIV-I活性，其E 0分别 

簦 
旨 

5 
0 

U 

嚣 
l5 

匿3 GL的体外抗HIV，1活性 

(a)．GL对培养物中HIV一1病毒量的抑制作用；X轴．GL的浓度 

(1g mL)；左 Y轴 GL对HIV-1前病毒载量(■一)和病毒载量 

( ● )的抑制率，左 Y轴上的( )标志为病毒对照的病毒载量； 

右 Y轴．CB1 细胞在不同GL浓度的作用下 HIV 1前病毒载量 

(口 )和病毒载量 (◆ )的平均值(±sD)。(b)．GL在体外对 

HIV．f感染细膪的台瞻体形成的抑制作用．x轴．GL的浓度( 

ml )；左 Y轴(-口．)．以Mrr方法测定的 GL细胞毒性；右 Y 

轴(一■ )．GL对HIV．【诱导合胞体形成的抑制率 

Fig 3 In vitro anti-HIV-1 activities of GL 

(a)．Inhihioon of v吲 【帆din cen culture by GL；X axis，c0m∞t埘t l of 

HⅣ．1 lnovlral~drdfA't(__一)and load(●-)by GL；Markm atleft 

Y sta for bI viral in∞n withotaGL．and h【 

Y “{s，一 of HIv 1 burden(．口．)and toad(◆．)pro． 

duced C8166 cell bne atvarious Occt(203tration o／GL (b)．h1 uoitthlhi 

Ⅻ  HI v_1 induced svacyOal fornm6~ G1 ；X-axIs．一 tnt of 

GLin k mI_；／eh Y-axis(一口-)．percent~e of viable - ～ oLIs 

∞n tm【m GLh c~ctoacitydetemtt~aon；ngbt⋯ (-■一)．inhlbl 

twn ofHIV一1 irMuced sync~dal f0Hnan⋯ by GI 

为 63．41和 155 08~g／mL，治疗指数分别是 130和 

157(图3b、4b)，远远低于根据前病毒载量和病毒载 

量抑制率计算出的TI值(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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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4 wT的体外抗 HIV一1活性 

(a)．wT对培养物中HIV-I前病毒载量和病毒载量的抑制作片i； 

x轴，wT的浓度(1日 mL)；左 Y轴，wT对 HIV1前病毒载量 

(‘_．)和病毒载量(一●一)的抻制率．左 Y轴上的标志为病毒对照 

的病毒载量；右Y轴，(38166细胞在不同wT维度的作用下 HIV 

1前病毒载量(口 )和病毒载量(◆ )的平均值(=SD) (b)，wT 

在体外对 HIV-I诱导台咆体形成的抻制使用；X轴．W2的维度 

( g／mE)；左 Y轴(一口-)． MTT方法测定的wT细胞毒性； 

右 Y轴(一■．J．w丁对 HIV-[诱导台瞻体形成的撺制率 

Fig．4 In vitro anti—HIV 1 activities of WT 

(a)．Inhibition of vira~load in ceU culture by wT；x axis．⋯ cen， 

t~tion of HIV．1 proviral burden(．■ )and vira~Iced(●-)by 

WT M ke工s at Left Y，a s stand for provi~ burden 0r viral load in 

control without W T．and n t Y Ⅱ ， of HIV 1 proviral bur 

den(一口．)and viral l0 (-◆．)produced by C8166 cell line at vari— 

ous⋯ n￡ ∞n of wT (b)．In wc叼 inhiNtioa 0，HIV I induced 

syncytJaL formatioa by wT X Is，concentration of WT In 

mL；left Y．axis(，口 )．percentage of viable ceUs at various㈣ eⅡ 

tration 0f wT for cy~otoxlcity determination．n t axis(-■一)， 

innbihitinn of Hlv-I induced sync~tiaI formation by WT 

表 l 兰种化合枷吐不同方法所获得的治疗指数IⅡ值l的比较 

nUe 1 c0m∞m  of therapeutic indices(TI)of three 

∞mD叫 nds obtained by differ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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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5700系统使用的是荧光实时定量 PCR技术， 

与一般的凝胶影像分析的终端定量方法不同，是根 

据可检测到扩增产物的最低循环数闽值 ct(cycles 

threshold)来进行定量，这样可避免模板含量高的样 

品过早进入平台期而无法精确定量。整个定量分析 

过程全部在系统内完成，不需电泳处理，一次可分析 

大量样品，结果可靠(图 1)。荧光物质 SYBR Green 

直接加入扩增管中，不影响扩增结果。SYBR Green 

基本无毒，与双链 DNA特异结合，它的检测灵敏度 

比传统 EB染色高 25～100倍 J。5700系统的不足 

之处是目前仪器的价格还较贵。 

为了测定化合物抗 HIV-1的活性，通常使用的 

方法有：(1)合胞体形成抑制试验，(2)用MTT法测定 

对 HIV-1感染细胞的保护力，(3)以间接免疫荧光法 

测定 阳V抗原阳性细胞的比率，(4)测定 HIV-1 024 

抗原表达水平，(5)测定逆转录酶的活性等[3-5,6,81。 

测定 阳v_1的定量PCR技术是直接测定病毒的核酸 

拷贝数，如 HIV-1的RNA基因组逆转录为DNA的拷 

贝数，HIV-1整合到细胞基因组内的基因组数(前病 

毒载量)，以及细胞内外存在的HIV-1 RNA基因组数 

(病毒载量)。我们首次报告了用荧光实时定量 P(、R 

技术测定 HIV-1体外细胞培养物的前病毒载量和病 

毒载量，测定了不同浓度的化合物体外抗 HIV-1的活 

性，以便进一步验证该技术的实用性和可靠性，并与 

常用的合胞体形成抑制试验进行了比较。从图2、3,4 

可见，以5700系统测定时，被检样品的抑制浓度．均 

低于或远远低于其 I 。值，表明这些化合物对前病毒 

载量和病毒载量的抑制不是由于药物对细胞毒性造 

成的，而是客观地反映了AZT、GL和wT的抗病毒活 

性。测定结果还表明，化合物浓度与病毒载量具有很 

好的负相关性，细胞内HIV-1前病毒载量与细胞上清 

中病毒载量基本上是相平行的。在本研究所检测的 

三种抗 阳v_1的化台物当中．由病毒载量的抑制率所 

计算出的TI值大于由前病毒载量的抑制率所计算出 

的TI值，而由前病毒载量的抑制率所计算出的TI值 

又大于由舍胞体抑制率所计算出的TI值。出现这种 

差异的可能原固是：在病毒感染的细胞培养物中，除 

了有感染力的活病毒之外．还有大量的无感染性的病 

毒粒子，PCR技术可检测到全部病毒粒子，而台胞体 

形成实验只能测定到部分有感染力的活病毒。 

用荧光实时定量 PCR技术直接测定药物在体 

外培养物内和药物治疗患者外周血内前病毒载量， 

对于评价药物的抗病毒活性或体内的治疗效果，具 

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在进行艾滋病高效抗病毒 

倍疗(HAART)时，患者血浆内的病毒载量可以降至 

很低的水平(<400拷贝／mL，PCR法)，但淋巴组织 

内仍有少量病毒存在，其原因是 HIV 1感染了某些 

CD4静息或记忆T细胞和巨噬细胞后，它的基因组 

以前病毒的形式整合在这些细胞的基因组内，这些 

细胞的半寿期比其它 CIN T细胞长得多，这也是想 

用现有抗 HIV药物根除体内病毒的最大障碍l9 J。 

所以，用荧光实时定量PCR技术测定药物在体内外 

对前病毒载量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现有抗 

HIV药物研究和评价方法当中所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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