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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V)超感染(Superinfection)的案例在近两年 

被陆续报道，到目前共有 5个超感染的病例被确定 
u 

。 与共感染(Coinfection)不同，HIV超感染指的 

是一株 HIV 在机体内已经建立稳定感染之后的另 

外 HIV毒株的感染，共感染则是两株病毒同时或几 

乎同时对机体的感染。超感染发生的背景是宿主已 

经存在 HIV 特异性的免疫反应并且免疫系统在某 

种程度上受到初次感染病毒的损伤，提示 HIV的初 

次感染所激发的机体免疫反应不足以完全抵御另 

外 HIV毒株的再次感染。 

虽然仅有5例确定的超感染病例报道，但超 

感染可能不是一个个别现象。HIV-1的重组病毒在 

世界各地被频繁鉴定【5 刚，目前共有15株流行重组 

病毒 (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CRF)(见表1)， 

然而重组病毒的产生前提就是两种毒株在一个机 

体内同时存在，虽然没有直接观察到正在发生重组 

的个体，但重组病毒的产生必然是超感染或者是共 

感染的结果。然而在具体病例被报道之前，超感染 

发生的可能性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这种对超感染的 

忽视可能源于之前的几项非人体的试验结果。 

1 体外研究和动物实验研究 

在观察到人体 HIV超感染之前，体外的重复感 

染 (Reinfect)实验报道见于 1996年，Kim报道被 

HIV-1慢性感染的T淋巴细胞能够被另外的HIV-1 

毒株感染并且感染频率随时间延长而增加 117]，然 

而细胞水平的这种重复感染实验是在没有机体免 

疫反应的情况发生的，不能明确的证明HIV超感染 

的存在。 

表1 HIV．1的流行重组毒株 

TABLE 1 Current 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ills of HIV一1 

重组毒株(CRF)重组亚型(Subtypes) 流行地区 (Regions) 

CRF0l
—

AE A，E Asia，Central Africa 

CRF02
_
AG A，G W est and Central Africa，Taiwan 

CRF03-AB A，B Russia，Ukraine 

CRF04
． ．
cpx A，G，H，K，U Cyprus，Greece 

CRF05
— ．

DF D，F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CRF06
_ cpx A，G，J，K Mali，Burkina Faso 

CRF07
一

BC B ，C China 

CRFO8— BC B ，C China 

CRF09
_

cpx Unpublished W est Africa 

CRFl0
—

CD C，D Tan zania 

CRF1 l_cpx A，CRF01
一

AE，G，J Democ ratic Republic of Congo 

CRF12_BF B，F Argentina，Uruguay 

CRF13
_

cpx A，CRFOl_AE，G，J，U Cameroon 

CRFl4_BG B，G Spain 

CRFl5
—

0lB CRF0I
_

AE，B Thailand 

Adapted from the HIV Sequence Databa,~http：／／hiv-web．1an1．gov／content／hiv 

db，CRFS．htm1)． 

在动物体内的试验能很好的模拟人类HIV超感 

染进程，而且可以充分的考虑剂量、感染途径和感 

染毒株等参数。Otten对短尾猿的HIV-2的超感染试 

验得到比较明确的结果 引，18R短尾猴在初次感染 

HIV-2之后的2～72周之间不同的时间点分别接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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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HIV-2毒株。虽然超感染发生数量在第二周 

达~1J4／4，但在第4周降低到1／4，并且在8周以后被 

完全阻断。这样一个窗口期的存在反映的正是机体 

的免疫保护反应和病毒清除机制的建立过程，在机 

体建立对病毒的体液免疫反应、细胞免疫反应和病 

毒清除机制的不同阶段得到相应的超感染的结果， 

并且在建立了免疫保护和病毒清除机制的8周之 

后，没有观察到超感染的发生。这样的试验结果， 

让人们乐观的认为HIV的初次感染可以激发有效的 

免疫保护反应，能防止超感染的发生，并且期待具 

有交叉保护效果的HIV疫苗诞生。然而早期的一项 

对黑猩猩的重复感染试验却得到相反的结果，由于 

实验初期技术条件限制，当时并没有观察到预期的 

免疫缺陷反应和相应的病毒载量数据Il ，但在试验 

的10年之后，在试验的黑猩猩体内却检测到当时进 

行超感染的两株病毒以及它们的重组病毒株I2⋯。这 

种重组病毒的产生正是超感染的结果，这一结果让 

人们不能不怀疑现在流行的HIV-1重组毒株的真实 

来源更有可能源于HIV-1的超感染而不是共感染， 

因为从感染的时间上看，超感染的发生几率远大于 

共感染。 

2 人体 内HIV的超感染 

2．1 人体HIV超感染的发生背景 

机体在HIV-1急性感染之后的几个星期内，会 

建立起针对该病毒的免疫保护反应，使得病毒载量 

从107／mL下降N10 ／mL，已经证明这种免疫保护反 

应和病毒清除机制与CD8 一T淋巴细胞反应密切相 
引

， 这样的免疫反应对以后的超感染具有保护 

作用，然而最近的HIV超感染的报道证明了这样的 

保护作用是不完全的。 

人免疫缺 陷病 毒分为HIV-1和HIV-2两类 ， 

HIV-1又可以被分为三个组：M组 (Major)、O组 

(Outlier)和N组(Non—M，non—O)，而M组下面又可 

以进一步分为亚型。所以人HIV的超感染可以分为 

不同的层面：HIV-1~I]HIV-2之间、HIV-1组之间、 

HIV-1亚型问的以及亚型内的超感染。 

关于HIV-I和HIV-2间的超感 染有凡例报道 
^ 

， 然而对于HIV_1和HIV-2在超感染中的相互影 

响还不太明确。虽然HIV-2的感染能够对其后的 

HIV-1感染产生部分的保护作用，但保护是不完全 

的，尽管HIV-2对HIV-1的复制干扰被认为是保护机 

制的一种 引，但明确的保护原理还没有得到阐明。 

这些数据显示，HIV的超感染是存在的，但是超感 

染的发生肯定会受到初次感染病毒的干扰，至于在 

初次感染中产生的免疫学反应，哪些在超感染中起 

到保护作用，目前尚未有明确结果。目前世界上流 

行的毒株绝大部分是HIV-1型的，对HIV-1的超感染 

的讨论将更具有现实意义，这种超感染包括亚型间 

的和亚型内的。 

2．2 HIV-1的亚型间超感染 

HIV-1的M组中，依据env和gag蛋白氨基酸残基 

的变异情况，分为9个亚型 (A，B，C，D， GH，J，K)， 

此外还有15个流行的重组病毒株 (CRF)，病毒亚型 

问的氨基酸差异在env基因是30％以上而在gag基因 

是15％以上。最先报道的HIV-1超感染就是两例亚 

型毒株问的超感染【4l，Ramos报道了两例来自泰国 

曼谷的吸毒者，第一例是在感染CRF01一AE亚型毒 

株1—2个月后再次感染了B亚型毒株，第-N是在 

感染B亚型毒株5—8个月之后再次感染了CRF01一AE 

亚型毒株，在两例超感染者血清中可以持续检测到 

两种毒株，通过检测亚型特异性的抗体和T细胞免 

疫反应，发现两种毒株问的免疫交叉反应几乎没有 

或者非常微弱，而且免疫反应只针对首次感染的毒 

株I4】。另~[-Jost报道的一例I2】也有类似情况，一名 

CRF01
一 AE毒株的感染者在感染后第27个月，暂停 

药物治疗后的第3个月感染了B亚型HIV一1病毒，免 

疫反应主要针对首次感染毒株，针对后感染毒株的 

细胞免疫反应非常微弱，而血清中的病毒主要是后 

感染的病毒亚型，没有提供抗体反应的相关数据I2】。 

从以上 3例报道可以看出，HIV-1的初次感染 

所激发的免疫反应，没有给宿主提供对其他亚型病 

毒的完全交叉保护，从而导致超感染的发生。疫苗 

的动物试验结果已经显示，要在亚型问产生交叉保 

护是非常难以达到的目标I2 ，可能需要多价的疫苗 

才有可能实现。虽然有部分的研究观察到对不同的 

亚型病毒或者抗原存在一些抗体和T细胞的交叉免 

疫反应 卜 ，但是这样的交叉反应在抵抗感染中实 

际的保护作用到目前还没有任何的证明。HIV的多 

样性程度和其抗原性保守程度构成了矛盾的主体， 

HIV能逃避宿主的免疫反应，快速的变异是 HIV的 

重要特征之一，实际上 HIV-1的变异程度超过了流 

感，而流感的疫苗事实上每年都在根据毒株的变异 

特点作出更改，可以认为 HIV-1超感染的出现给免 

疫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也为 HIV-1的疫苗研究 

提出了更多的挑战。 

2．3 HIV-1亚型内的超感染 

HIV亚型问的超感染的出现，还是比较容易理 

解和接受的事实，毕竟感染的病毒基因差异有 30 

％以上，然而亚型内的超感染的发现增加了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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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目前仅有两例同亚型毒株的超感染的报道 
【 ．3】

， 其中有一例作了比较细致的免疫学分析IJ J，一 

名感染了HIV-1 B亚型毒株的感染者，参加了药物 

间歇疗法，在第二次停药期间，病毒载量一直维持 

在<1000／mL的水平，在感染了新的 HIV-1 B亚型病 

毒后，病毒载量上升 (>50000／mL)而且 CD4细胞 

计数突然急剧降低到 515，通过毒株特异性的引物 

扩增检测，发现后来的主导病毒在超感染之前并不 

存在，经过几乎全序列的测定和比较，两个毒株的 

氨基酸差异只有 12％。毒株问 12％的序列差异以 

及毒株特异的PCR检测证明是两种 B亚型的毒株， 

而不是一个毒株的体内变异株。 

这 12％的序列差异导致了引起 CD8+_T细胞反 

应的 25个抗原表位中的一半表位的丢失，然而最 

主要的P24抗原表位得到了保留，体液免疫 (抗体) 

的交叉反应几乎完全丧失， 病毒特异性的CD4 -T 

细胞交叉反应得到较好的保持。虽然 CD8+-T细胞 

免疫反应在体内能够控制初次感染的 HIV 病毒的 

复制，但在缺乏抗体免疫反应的情况下，较高水平 

的 CD4 和 CD8 细胞免疫交叉反应未能使机体有 

效抵抗同亚型病毒的超感染发生。与初次感染病毒 

相比，超感染毒株只保留了几个主要 CD8+-T细胞 

免疫反应表位，如果其他次要 CD8+-T细胞免疫反 

应表位产生作用，也许会有不同的免疫效果。对导 

致体液免疫丧失交叉反应的原因的进一步探索，也 

将会使我们更明确激发体液免疫反应的 HIV 抗原 

表位的作用情况，并将这些发现应用到新型疫苗的 

研究中，使 HIV疫苗更加具有效率和针对性。 

3 mV-1超感染与临床病程和疫苗免疫 

3．1 HIV超感染和病毒重组 

前面我们列出了主要的流行 HIV-1重组病毒， 

而重组病毒的流行速度正变得越来越快【6'3 】，重 

组的发生必须以两株病毒同时感染一个机体为前 

提，不论这种感染是超感染或者共感染。越来越多 

的重组病毒的流行以及超感染病例的逐渐被报道， 

目前更倾 向于认为超感染是重组发生的主要原因 
引

。 以前产生的重组病毒到底来自于超感染还是共 

感染，现在无法考证，而最近的一个报道明确给出 

了超感染病例体内产生重组病毒的实例【3 。重组可 

以发生在同亚型和不同亚型之间，由于技术条件的 

限制，不同亚型问的重组更容易被人们发现，其原 

因在于序列差异和免疫差异更加明显。然而从流行 

病的角度看，HIV携带者接触同亚型的可能性更高 ， 

特别是对于高危人群，产生亚型内的重组病毒的机 

会更高。 

发生超感染和病毒重组之间的对应频率 目前 

还没有确切的数据证明，但是有研究显示一个被感 

染细胞平均有 3—4个前病毒的存在口训，而每个病毒 

复制周期内会有不止一次的重组发生Ij _j 6l，实际上 

HIV复制过程中发生重组的频率已经超过了点突变 

的频率【3 。所以，当被 HIV感染的细胞暴露于超感 

染毒株的时候 ，重组病毒的产生将会是高频率事 

件。重组的发生很大程度上提高了HIV的变异性， 

给 HIV的变异引入了毒株之问序列交叉，使得 HIV 

的变异频率和变异的幅度同时得以增加，而当重组 

在超感染个体中发生时，更加会导致亚型问重组毒 

株的产生。 

3．2 超感染和疾病进程 

从近期报道的全部 5例 HIV-1超感染病例中观 

察到，患者都伴随有一个病毒载量急剧上升而 CD4 

细胞计数明显下降的病理反应，显示感染者在发生 

超感染之后，疾病进程发生了转折。然而这种急剧 

的变化会随着机体免疫反应的产生而逐步稳定，但 

是超感染对疾病进程的加速作用看来是不可避 。 

在超感染的个体内，首先，超感染的病毒成为 

主要繁殖的病毒，其病毒载量远超过初次感染的毒 

株，仅仅依赖宿主的免疫反应难以控制病毒的复 

制；其次，两种病毒在体内的共存会加快病毒的重 

组和变异速度，加速的变异必然会导致毒株对免疫 

系统的逃避；并且，病毒的重组会导致更多的耐药 

株的出现，使得病毒的控制和疾病治疗更加困难 
圳

。 而另一方面，超感染不仅加速耐药毒株的产生， 

而且耐药毒株还可以通过超感染的方式传播，增加 

了抗药毒株的流行速度 引。目前的高效抗逆转录病 

毒的治疗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成功的控制了病 

毒在体内的复制，然而超感染的出现，将会增加耐 

药株的产生和传播速度，使得艾滋病的治疗和控制 

会更加的困难和复杂。 

3．3 超感染和疫苗研究 

超感染的发生改变了人们对 HIV 免疫保护的 

认识，HIV病毒对人体的初次感染所激发的病毒特 

异性的免疫反应不能有效的保护人体抵抗 HIV 毒 

株的再次感染。而这种免疫反应的保护作用正是疫 

苗设计的原理和基础。当然仅就目前发现的几例超 

感染来看，还不能认为超感染是一个普遍现象，特 

别是对亚型内的超感染而言。从已经报道的亚型内 

超感染看来，机体还是能产生比较强烈的免疫交叉 

反应，至于什么程度的免疫反应能起到有效的保护 

作用，以及什么程度的病毒变异能逃避免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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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都还是没有明确的因素，这些因素的阐明将会 

有利于HIV疫苗的研究，以取得具有更广泛和更有 

效的免疫保护效果。当然超感染的出现也会让现有 

的部分疫苗研究计划希望更加渺茫，从现在正在进 

行的HIV疫苗研究看来，大部分的疫苗计划并没有 

期望对不同亚型 HIV 病毒的感染起到很好的交叉 

保护作用[4ol。 

缺乏交叉免疫保护导致 HIV 超感染在一些个 

体发生，但是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这些超感染病例 

是个别的现象还是普遍的存在。亚型间的和亚型内 

的超感染频率都缺乏流行病学数据支持，对于这个 

问题的充分认识将导致 HIV 的疫苗研究策略的重 

大调整。另外，还要注意到正常人和 HIV携带者对 

HIV病毒的感染会有不同的免疫反应效果，也就是 

说超感染过程中的的免疫反应不能代表经过疫苗 

接种的正常人的免疫反应。毕竟 HIV携带者体内的 

HIV 病毒会持续感染和破坏病毒特异性的 CD4 细 

胞，而 CD4+-T细胞的免疫反应对于病毒特异性的 

T淋巴细胞杀伤反应起着关键作用，或许正常人的 

CD8+-T淋巴细胞反应就能起到有效的免疫保护作 

用。可以这样认为，超感染的出现提出了许多挑战 

性问题，人类 mV 疫苗的研究需要作出战略性调 

整，而疫苗成功的希望也不并是那么的渺茫。 

4 超感染揭示的问题与挑战 

超感染病例的出现，反映了机体不完全的免疫 

保护反应，对 目前的疫苗研究策略也提出了重要的 

警示，除此之外， HIV 超感染的许多相关问题还 

有待阐明，将会对 HIV的治疗、行为干预和疾病控 

制等一系列策略产生重要影响。 

我们仅见到了 5例超感染发生的报道，但是超 

感染的发生频率还有待调查，超感染发生频率和毒 

株基因距离的关系需要更多的数据来说明，甚至抗 

原表位的差异程度对超感染发生的影响也需要深 

入了解。在欧美地区，HIV携带者大部分都是感染 

的同一亚型病毒，发生亚型内超感染的机会将远远 

大于亚型间的超感染，而亚型内超感染的检测难度 

大的多，这也是超感染病例较少发现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HIV携带者的亚型分布比较分散，主要的 

亚型就有 B、C、E以及 B，C重组毒株，发生超感染 

的情况将会比欧美地区更加复杂，超感染导致的后 

果可能更加严峻，B／C病毒重组在中国发生或许就 

部分说明了这种情况的严峻性。 

已经发现的超感染病例中，既有通过血液传播 

的也有通过体液的传播的，然而我们并不了解不同 

传播途径对超感染发生的影响有多大。虽然一般的 

推测认为，体液传播要经过更多的免疫屏障，通过 

这个途径发生超感染的几率要小，但是超感染是在 

机体 已经对初次感染建立了免疫反应的情况下发 

生的，不同途径的感染几率也有可能发生变化，要 

得到确实结论和证据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超感染的出现，显示 HIV初次感染所激发的免 

疫反应不能有效抵抗另外 HIV 毒株对机体的再次 

感染，但是超感染发生的个体免疫背景和经过疫苗 

免疫的正常人是不一样的，超感染的发生毕竟是在 
一 个免疫系统被伤害的个体中发生的，而这种免疫 

系统的损伤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有必要了解 

超感染与初次感染的时间间隔对超感染频率的影 

响，也需要探索什么样的免疫损伤程度和损伤类型 

与超感染的发生频率有关，这些免疫机理的探索， 

不仅 有助 于对超 感 染 的防范 与控制 ，对 整个 

HIV／AIDS的研究和控制而言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HIV 超 感 染是 一个 新 的挑 战 ，却 关联 了 

HIV／AIDS研究的许多方面，超感染给 HIV的治疗 

和控制增加了困难，然而对其中机理的研究将增进 

我们对 HIV 感染的了解，也将有力的促使研发的 

HIV疫苗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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