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

的生物学基础

是一种可导致免疫系统致命疾病—艾滋病—的病毒。全球范围内至少有两
千八百万人死于艾滋病。HIV 摧毁了患病者身体的免疫系统，致使日常的感染对他们
来说都是致命的。
在 1981 年艾滋病被正式确认为一种疾病。1983 年发现了艾滋病病原的 HIV。
20 多年之后，虽然新一代的药品延长了感染 HIV 患者的生命，然而仍然没有有效的
HIV 疫苗，艾滋病仍是不治之症。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源自类人猿。而在非洲亚撒哈拉
沙漠地区食用这些动物则可能是这种病毒传播给人类的途径。这些动物的血液感染了
人类的伤口，从而将疾病传播给人类。HIV 的传播很可能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很长一段
时间，然而在 20 世纪后期，伴随着社会巨变，艾滋病大规模地爆发了。
非洲的有利条件致使 HIV 病毒首先传播至非洲，还有一些因素使得这种疾病首
先在非洲爆发，它们是：农村向城市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因为人口迁移而导致的家庭
解体；冲突以及性别不平等。有新的数据表明，黑猩猩携带的 HIV 是由两种类人猿免
疫缺损病毒的重新结合所产生的，它们是红冠白脸猴所携带的 SIV 和大斑鼻猴所携
带的 SIV 。黑猩猩捕猎这两种灵长类动物。
免疫系统
HIV 是一种特殊的逆转录酶病毒。与其他普通的病毒相似，逆转录酶病毒很难
被抵御。逆转录酶病毒将自己的基因片断嵌入目标细胞 DNA 中，因而寄主细胞所产生
出的任何新细胞都含有这种病毒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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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转录酶病毒在复制他们基因到目标细胞的同时也会有相当大程度的误差。鉴
于 HIV 极高的复制速率，这意味着这些病毒的变异速度与它们的传播速度相当。
不仅如此，HIV 病毒粒子所在的“信封”内部与人类细胞含有相同的物质，这
就使得免疫系统很难区分病毒粒子与健康的细胞。
首先，了解免疫系统的机能对了解人类体内的 HIV 表现和复杂性至关重要。免
疫系统保护人类免于入侵疾病（病原体）的侵害。病原体和其他非自身分子都是抗
原—免疫系统识别这些外来的分子，并激活免疫反应。非特异性和特异性免疫都有助
于减轻病原体的侵害。非特异性免疫反应迅速，并不加区分地排斥体内的细菌，或主
动地杀死这些入侵者。机体防线—例如粘液、毛发和呼吸系统管壁上的纤毛，以及泌
尿系统中的尿液—属于非特异性免疫。病原体的大部分感染发生于我们体内的粘膜
上。
皮肤的油脂和汗液种的化学物质，以及胃液同样也是非特异性免疫的防线。泪
水、鼻腔分泌物和唾液含有杀死病菌的酶。复杂的化学信号机制，如发烧和发炎，也
是抵御多种病原体的途径。非特异性免疫反应中的吞噬细胞，是白血球的一种，它能
吞噬并消化细菌和其他诸如灰尘和花粉之类的刺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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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噬细胞移动到感染的区域并吞噬病原体。白血球的这种迁移导致了红肿和发
炎。一些细胞的先天防御对免疫系统的调节至关重要。这些被称作是树状细胞或朗格
汉斯细胞可以游遍我们的全身，并在暴露于外界中的皮肤、粘膜上尤为丰富，包括消
化系统、气管和性器官。当树状细胞遇到外界物质时，它们也具有吞噬性，但它们有
特殊的受体得以区分健康和感染的组织。然而，这些细胞将病原体部分送至淋巴结。
淋巴结或预防，或激发一种适应性免疫反应。至于到底选择哪一种反应则取决于外界
物质的性质（危险的病原体导致剧烈的反应）以及体内细胞是否发出“危险”信号。
树状细胞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避免对我们自身组织的反应，避免我们消化的食物
以及外界无害物质的反应。它们还可以指示身体的其他免疫组织作出适应性的免疫反
应。
如果外界入侵细菌攻破了非特异性免疫防线，那么免疫系统将采用多种白细胞
对抗特异性入侵细菌。淋巴细胞与特异性外来分子（抗原）相结合并对其进行免疫反
应。淋巴细胞的一个分支 B 细胞会发展成抗体分泌细胞。而另一分支 T 细胞所包含的
免疫细胞则直接杀死癌细胞和其他病毒感染的细胞。一些 T 细胞的亚型具有调节功
能，它能释放化学信号激发或抑制多种免疫功能。因为 HIV 倾向于感染这些调节性 T
细胞（又称辅助性 T 细胞），所以 HIV 可以摧毁免疫系统，并最终导致艾滋病。
综上所述，如果先天免疫细胞（树状细胞）将某种物质判断为危险物质，则它
就会激发一组特异化的白细胞，从而引发 CD4 辅助性 T 细胞的激活。CD4 是 T 细胞
的表面蛋白。辅助性 T 细胞会诱发另一组细胞（B 细胞）产生抗体，与特异化抗原相
结合并将其固定，从而防止其引发感染。B 细胞必须与辅助性 T 细胞相互作用来引发
抗体的产生。来自辅助性 T 细胞的化学信号激发 B 细胞的产生，所产生的 B 细胞对一
种特定的病原体进行免疫，之后刺激 B 细胞辨别血浆细胞。血浆细胞产生抗体，抗体
针对人体或淋巴内给定的病原体进行反应。抗体只对一种抗元进行反应。抗体的工作
机制是阻塞与病原体相联接的目标细胞的受体，或者将细菌聚集成块。聚集作用使得
白血球的工作更加容易，因为白血球会较为迅速地吞噬成群的细菌。有时附着在抗原
上的抗体也起到一种标识的作用，这叫做条理素，从而提升白血球的效用。抗体附着
也能够引发一系列的生化反应，激活一个被称为补体的化学物质群。激活的补体成分
可以在细菌的膜上形成孔，从而加剧发炎症状。
这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细胞一旦被激活，记忆细胞就会产生，它们使得再次
遇到相同的病原体时可以产生更为迅速和有效的免疫反应。这就是疫苗是最后一道防
线的原因。
辅助性 T 细胞对于协助免疫反应的活动非常关键。它们分泌的化学信息（细胞因子）
诱发非特异性免疫反应，并加强了一定的特异性免疫反应。事实上，辅助性 T 细胞是
免疫系统的“指挥者”。
逃脱抗体侦查的病原体（病毒或细菌）可以进入细胞并使之感染。受感染的细
胞表面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为 T 细胞所察觉。胞毒 T 细胞杀死受感染的细胞，阻
止这些细胞进一步产生更多的病原体。胞毒 T 细胞必须与辅助性 T 细胞相互作用来调
节感染细胞的清除过程。大家应该还记得，树状细胞必须激活 CD4+辅助性 T 细胞，
才能使人体产生 B 细胞，并分泌特异化的抗体或胞毒 T 细胞，进而清除受感染的细
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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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
先天免疫反应阻止了 HIV 的产生，HIV 无法侵入完好的皮肤。HIV 通过直接的
体液交换进行传播。HIV 不不通过排泄物—口腔途径、悬浮颗粒、昆虫或一般性接触
传播，例如交换家用工具或拥抱。HIV 的传播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性接触、血液
接触（输血、或使用污染了的针头）、和母婴传播。性交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
13%到 35%感染了 HIV 的怀孕女性会将病毒传染给她们的孩子。病毒传播发生
在子宫，在生产时也会发生。有证据显示，感染病毒的女性的乳汁含有病毒的水平很
高。保健工作者的工作风险源自直接的针筒感染。虽然唾液中含有少量的 HIV，然而
病毒却不会通过接吻传播。
通过性活动传播的 HIV 经由阴道、直肠和口腔的粘膜进入血液。粘膜表面的巨
噬细胞和树状细胞与病毒相结合并将其送至淋巴结，此处含有高浓度的辅助性 T 细胞
（CD4+细胞）
HIV 的行为
HIV 一旦进入了人体，免疫系统就会引发抗 HIV 的抗体和胞毒 T 细胞的保护。
然而，这可能需要感染了 HIV 个体一到六个月的时间来生成足够的抗体。随着记忆 T
细胞（CD4 CCR5 ）的受损，免疫系统被削弱了。HIV 进入体内并与树状细胞相结
合，树状细胞则将病毒传至淋巴系统的 CD4+T 细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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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以这种方式攻击 CD4+：病毒控制细胞，并将其基因植入细胞的 DNA
中，利用细胞产生更多的病毒粒子。这些病毒粒子则感染其他的细胞。CD4+的寄主细
胞最终会死亡，而科学家们并不知道确切的死亡方式。随着 CD4 数量的减少，人体
的抵御疾病的能力下降，直到 CD4 的数量降至一个显著性水平，此时病人就患有了
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
病毒加速复制，可造成大规模病毒血症以及沿体内淋巴系统病毒的广泛分布。
抵抗病毒的免疫反应引发了一些保护措施，但却建立其中长期顽固的感染症状。调节
免疫反应的细胞因子的产生和细胞分裂同样也会导致 HIV 的复制。高频率的 CD4+T
细胞利用率导致了细胞的损毁，并造成淋巴系统的改变，阻碍免疫反应。
HIV 的感染可以迁延至八到十年才表现临床症状。病毒较长的潜伏期给诊断与
控制造成了很大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病症都有很长的潜伏期，突发的
艾滋病也时有发生。包括基因学在内的很多因素决定了艾滋病在一个个体身上的发展
速度。
以下是典型的 HIV 感染阶段：第一阶段，类型 A，在没有进行血液检测下很难
确定一个人是否感染了 HIV。虽然至少有一半的感染者在感染后三个月内会发展出类
似于单核白血球增多症的疾病（头痛、肌肉疼痛、嗓子痛、发烧和淋巴结肿大），然
而一些人则不表现任何症状。不仅如此，症状本身就可能是很多不同感染的结果。是
否患皮疹则有助于区分 HIV 感染和其他类型感染，然而不是所有的 HIV 感染个体都会
产生皮疹症状。对于类型 A 来说，大多数的症状都会消失，只有淋巴腺肿大和不适感
则会迁延数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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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感染后血液循环中的病毒粒子的数量往往会达到峰值。而在这个时点上 CD4
细胞的数量则会锐减（辅助性 T 细胞是免疫系统中表达 CD4 受体的一种，它可以被用
作计量细胞数量的标记）。随着 HIV 抗体的出现，CD4 细胞的数量开始上升。然而随
着感染的发展 CD4 细胞水平又会下降。这种 CD4 细胞水平的降低一般会在数年内以
较慢的速度发生。一旦 CD4 的数量显著下降（从正常水平 800-1200 cells/ mm 降至
200/mm ），HIV 类型 C（临床艾滋病）就发生了。
在类型 B 中会发生阶段性免疫系统衰竭。顽固性感染症状—诸如酵母菌感染、
带状疱疹、痢疾和宫颈癌症症状—会表现的十分明显。
类型 C 是艾滋病的同义词。在这个阶段会发生与艾滋病相关的机会感染。根据
CDC，26 种已知的临床症状会对艾滋病患者产生影响。而大多数症状均不会对健康的
个体产生影响。这些症状包括食道、支气管和肺部的酵母菌感染；肺孢子虫肺炎（一
种真菌感染）；弓形虫病（由猫科动物传播的原生动物所致）；卡波西肉瘤（一种由
病毒引起的罕见的皮肤癌）；巨细胞病毒（CMV）感染；以及肺结核。此外，受 HIV
感染的个体在大规模传染病暴发时较其他个体更易患重病，例如隐孢子虫（一种水生
寄生虫）和球胞子菌（一种土生真菌）。
一些人虽然经常暴露于 HIV 病毒环境中，他们却从未感染此病毒。这些个体通
常都有不同寻常的辅助性 T 细胞，这些 T 细胞的 CCR5 共同受体不那么有效，而这种
受体对病毒进入辅助性 T 细胞却非常必要。也有一些人，虽然感染了 HIV，但却不会
发展为艾滋病。这些幸存者，或长期艾滋病非发展者，包括那些感染病毒后 18 年之久
未发展成艾滋病的个体。这种现象可能有很多原因，比如说受到毒性较轻的病毒的感
染等。一些长期艾滋病非发展者似乎有 CD8 细胞，这种细胞特别适用于抑制 HIV 感
染。（多数艾滋病患者的 CD8 细胞的活性较弱）
HIV 的亚型一共有五种，每一种在不同的地理区域占据主导地位。例如，亚型 B
在北美较为常见。相对来说，亚型 C 则在非洲西撒哈拉地区占主导地位。而一种亚型
之内的变异也同样存在。事实上，任何一个感染 HIV 的个体都是一个潜在的病毒变
异。HIV 在复制自身的 RNA 到寄主 DNA 的染色体的过程中会发生非常多的失误。因
为这些逆转录酶的失误，HIV 的变异速率非常之高，因而造成大量的变异。这些数目
庞大的变异使得追踪病毒和研发疫苗变得非常困难。此外，因为病毒的迅速进化，即
便在同一个个体中，HIV 都会迅速发展出对抗治疗药物的抗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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