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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ｃＡＲＴ) 问世后ꎬ 人免疫缺陷病毒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ꎬ ＨＩＶ) 感染者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均大大提升ꎬ 但仍有少部分慢性感染者在长期 ｃＡＲＴ 治疗且病毒完全抑制
的情况下ꎬ ＣＤ４ ＋ Ｔ 细胞不能得到满意的恢复 (ＣＤ４ ＋ Ｔ 细胞计数<５００ 个 / μｌ)ꎬ 这些免疫重建不全感染者的机会性感染发生
率、 死亡率远高于免疫重建满意的感染者ꎮ 免疫重建不全发生的重要机制之一是存在异常的免疫激活ꎮ 针对 ＨＩＶ 感染者
免疫激活的干预研究中ꎬ 体外实验和临床试验均提示雷公藤多甙可能对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免疫激活有抑制作用并对免疫重
建不全者的免疫功能起到改善作用ꎮ

【关键词】 人免疫缺陷病毒ꎻ 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ꎻ 免疫重建不全ꎻ 免疫激活ꎻ 雷公藤多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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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 ｃＡＲＴ) ꎬ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 ( ＨＩＶ)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ａｄｕｌ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Ｈｏｗｅｖ￣

ｅｒꎬ ｔｈｅ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 ｓｍａｌ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ＨＩＶ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ｈｏ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ｒｅｇａｉｎ ａ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Ｄ４ ＋ Ｔ
ｃｅｌｌｓ ( <５００ ｃｅｌｌｓ / μｌ) ｅｖｅｎ ｗｉｔｈ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ｃＡＲ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ｖｉｒａｌ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ａ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ｔｉｃ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ｒａｔｅ ｔｈａｎ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ｂｅｈｉｎｄ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ｉｍｍｕｎ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ｍｍｕｎ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Ｖ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ａｄｕｌｔｓꎬ ａｎ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ｈａｖ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Ｈｏｏｋ Ｆ ( ＴｗＨＦ) ｃｏｕｌ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ｉｍｍｕｎ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ｍａ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ꎻ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ꎻ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ꎻ ｉｍｍｕｎｅ ａｃ￣

ｔｉｖａｔｉｏｎꎻ 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 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 Ｈｏｏｋ Ｆ

在联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 (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ｃＡＲＴ) 的帮助下ꎬ 绝大多数人免疫缺陷病毒
２１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１７

Ｍｅｄ Ｊ ＰＵＭＣＨꎬ ２０１７ꎬ８(４￣ ５):２１０－２１４

( 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ꎬ ＨＩＶ) 感 染 者 可 以 在
规律治疗后半年内达到病毒完全抑制ꎮ 伴随 ＨＩＶ 病毒

慢性人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的免疫激活与免疫重建不全

的抑制ꎬ 大多数患者的免疫抑制状态逐渐得到改善ꎬ

目前公认免疫无应答者机会性感染的发生率显著高

ＣＤ４ Ｔ 细胞数逐渐增加ꎬ 同时 Ｔ 细胞的激活水平也缓

于免疫重建良好ꎬ 即 ＣＤ４＋ Ｔ 细胞计数高于 ５００ 个 / μｌ 的

仍几乎无法将 ＨＩＶ 病毒从感染者体内彻底清除ꎬ 而病

并发症发生率、 全因死亡率均较 ＣＤ４ ＋ Ｔ 细胞计数高于

＋

慢下降ꎮ 然而ꎬ 与很多其他类型病毒不同的是ꎬ 目前
毒感染者体内的异常免疫激活也在病毒被完全抑制后
仍长期存在ꎮ

同时ꎬ ２０％的慢性感染者虽病毒被完全控制 １ 年

以上ꎬ 但免疫系统仍不能达到理想重建ꎬ 称为免疫重
建不全者ꎮ 这些患者出现机会性感染、 非获得性免疫

缺 乏 综 合 症 (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ｉｍｍｕ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ＡＩＤＳ) 相关并发症的几率显著升高ꎮ 而免疫重建不良
与长期免疫异常激活相关ꎮ 本文针对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

ＨＩＶ 感染者 [１] ꎬ 且有研究表明ꎬ 免疫无应答者的长期
２００ 个 / μｌ 的免疫 应 答 者 增 加 [８] ꎮ 有 研 究 表 明ꎬ 免 疫

无 应 答 者 发 生 ＡＩＤＳ 界 定 性 疾 病 ( ＡＩＤＳ￣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的概率及死亡率是免疫应答者 (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ｒꎬ ＩＲ) 的 １０ 倍之高 [９] ꎮ 因此ꎬ 对于免疫无应
答发生原因的研究和对于免疫重建进行干预的尝试成
为后 ＨＡＡＲＴ 时代的研究热点ꎮ

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的免疫激活

免疫异常激活对其免疫重建的影响及目前针对免疫异
多个研究观察到接受长期 ｃＡＲＴ 治疗的慢性 ＨＩＶ

常激活的干预研究作一综述ꎮ

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的免疫重建与免疫重建不全

感染者体内仍然持续存在固有免疫系统和获得性免疫
系统的激活 [１０￣ １２] ꎮ

固有免疫系统的激活表现在: (１) 固有免疫细胞

经过 ｃＡＲＴ 治疗的 ＨＩＶ 感染者绝大多数可以在半

的激活ꎬ 包 括 激 活 的 巨 噬 细 胞、 树 突 样 细 胞 比 例 增

胞也显著升高ꎮ ＣＤ４ Ｔ 细胞的升高普遍存在 两 个 阶

多种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ꎬ 包括肿瘤坏死因子 (ｔｕｍｏｒ

年内达到病毒完全抑制ꎬ 同时大多数感染者 ＣＤ４ ＋ Ｔ 细
＋

段ꎬ 早期快速增长期和后期缓慢增长期

[１]

ꎮ 高效抗反

转 录 病 毒 治 疗 ( ｈｉｇｈ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ＨＡＡＲＴ) 早期记忆 ＣＤ４ Ｔ 细胞凋亡速度减慢ꎬ 淋巴组
＋

织记忆 ＣＤ４ Ｔ 细 胞 重 新 分 布ꎬ 从 而 出 现 治 疗 早 期
＋

ＣＤ４ Ｔ 细胞的快速增长ꎮ 而在此之后ꎬ ＣＤ４ Ｔ 细胞的
＋

＋

增长来源于胸腺、 骨髓输出的少量纯真 ＣＤ４ Ｔ 细胞ꎬ
＋

因此 ＣＤ４＋ Ｔ 细胞的增长速度明显减慢ꎮ ＣＤ４＋ Ｔ 细胞持
续增长的时长目前尚无定论ꎬ 但是有队列研究显示ꎬ 在
ＣＤ４ Ｔ 细胞低于 ５００ 个 / μｌ 时ꎬ 持续 ＨＡＡＲＴ 治疗的感
＋

染者ꎬ 其 ＣＤ４ Ｔ 细胞的增长可平均持续至少 ５ 年
＋

[２￣ ３]

ꎮ

然而ꎬ 并非所有 ＨＩＶ 感染者经过 ＨＡＡＲＴ 治疗后

均能达到良好的免疫重建ꎮ 研究表明约 １５％ ~ ３０％ 的
患者ꎬ 尤其是开始治疗时感染时间较长的晚期 ＨＩＶ 感
染者ꎬ 经过 ＨＡＡＲＴ 后即使在病毒长期完全抑制的情
况下ꎬ 仍不能达到理想的免疫重建ꎬ 这种现象称为免
疫重建不全ꎬ 免疫重建不全者进一步细分为免疫无应
答者和免疫部分应答者ꎮ 对于免疫无应答者的定义ꎬ
普遍 从 ＨＡＡＲＴ 治 疗 时 长、 病 毒 被 完 全 抑 制 时 间、
ＣＤ４ ＋ Ｔ 细胞绝对值、 ＣＤ４ ＋ Ｔ 细胞升高比例来界定ꎬ 各
个研究稍有不同ꎮ 近年较为公认的免疫无应答者的定

义为 ＨＡＡＲＴ 治疗至少 ２ 年ꎬ 病毒完全抑制至少 １ 年ꎬ
ＣＤ４ Ｔ 细胞计数 < ２００ 个 / μｌꎬ 或 ＣＤ４ Ｔ 细胞较基线
＋

的增长小于 ２０％ [４￣ ７] ꎮ

＋

加ꎻ (２) 固有免疫细胞激活ꎬ 从而进一步表达和释放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ꎬ ＴＮＦ)、 白介素￣ １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１ꎬ ＩＬ￣ １)、
ＩＬ￣ ６、 ＩＬ￣ ８、 ＩＬ￣ １０、 ＩＬ￣ １５、 诱 导 蛋 白￣ １０ [ ｉｎｄｕｃｉ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１０ꎬ ＩＰ￣ １０ ( ＣＸＣＬ￣ １０) ] 、 干扰素等其他炎症
因子ꎬ 且这些因子在病毒完全控制的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

( ＨＩＶ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ꎬ 甚 至 ＨＩＶ 精 英 控 制 者 ( ＨＩＶ Ｅｌｉ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中均观察到呈持续升高 [１３￣ １４] ꎻ (３) 急性炎
症反应蛋白水平升高ꎬ 包括血清淀粉样蛋白 Ａ、 Ｃ￣反
应蛋白等ꎻ (４) 凝血级联反应相关因子水平升高ꎬ 包
括 Ｄ￣二聚体、 组织因子等ꎻ (５) 炎性纤维化反应的激
活ꎬ 包括基质金属蛋白酶激活、 胶原沉积等ꎻ (６) 病
原识别 系 统 激 活ꎬ 包 括 脂 多 糖 结 合 蛋 白、 可 溶 性
ＣＤ１４ 等炎症因子水平的升高 [１５￣ １６] ꎮ 同时ꎬ 研究发现
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中 存 在 获 得 免 疫 系 统 的 激 活ꎬ 表 现
为: (１) Ｔ 细胞激活水平升高 [１７] ꎻ (２) Ｔ 细胞的转换
和凋亡加速 [１８] ꎻ (３) 胸腺 Ｔ 细胞输出减少等 [７] ꎮ

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持续存在免疫系统异常激活的原

因目前认为与感染者体内持续存在极低水平的病毒复
制、 肠道黏膜屏障受损导致肠道菌群异位、 其他病毒
的共感染等相关ꎮ 固有免疫是机体在抗原刺激下最先
启动的免疫反应ꎬ 固有免疫细胞通过释放多种细胞因
子、 趋化因子ꎬ 从而募集免疫细胞、 调节免疫细胞的
应答等ꎬ 进而促进了获得性免疫系统的激活 [１９] ꎮ 因
此ꎬ 固有免疫系统作为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免疫系统激活
Ｖｏｌ ８ Ｎｏ ４￣５ ２１１

协 和 医 学 杂 志

氧酶 ( ｉｎｄｏｌｅａｍｉｎｅ ２ꎬ ３￣ｄｉ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ꎬ ＩＤＯ) 等[２３] ꎮ 可

的枢纽ꎬ 近年来备受关注ꎮ

见ꎬ 免疫异常激活在免疫重建不全的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

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免疫重建不全
与免疫过度激活相关

中发挥作用ꎮ

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免疫重建不全与多种因素相关ꎬ

包括开始治疗晚、 治疗前 ｎａｄｉｒ ＣＤ４ ＋ Ｔ 细胞数低 [２０] 、
治疗前基 线 ｎａｉｖｅ ＣＤ４ ＋ Ｔ 细 胞 百 分 比 低 [２１] 、 年 龄 较

免疫无应答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
免疫异常激活的干预
基于对炎症激活在免疫重建不全中发挥作用的认

ꎮ 目前

识ꎬ 近年来旨在通过抑制免疫激活来干预免疫无应答

括: (１) 慢性感染者体内持续存在的免疫激活: 病毒

行ꎮ ２０１１ 年 Ｐｉｃｏｎｉ 等[２５] 对 ２０ 例免疫无应答 ＨＩＶ 感染者

大、 同时存在丙型肝炎病毒等病毒共感染

[１ꎬ ２２]

公认的导致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免疫重建 不 全 的 机 制 包

ＨＩＶ 感染者免疫重建的尝试已在世界各地多个中心进

储存库持续存在、 淋巴组织受损、 菌群异位等原因导

予以羟氯喹进行辅助治疗ꎬ 随访 ６ 个月后发现 ＣＤ４＋ Ｔ

致免疫激活的持续存在ꎬ 而免疫持续激活也会反之促

进病毒储存库的持续、 损伤黏膜屏障、 并影响 ＣＤ４ ＋ Ｔ
细胞在淋巴组织和血液中的分布、 影响淋巴细胞的增
生和凋亡等ꎻ ( ２) 胸腺功能受损、 胸腺输出减少

[７]

ꎻ

(３) 淋巴组织结构的改变、 淋巴结和 ＧＡＬＴ 局灶纤维

细胞的百分比升高ꎬ ＣＤ４ ＋ Ｔ 细胞激活水平下降ꎬ 调节

Ｔ 细胞升高ꎬ 浆细胞样树突细胞分泌干扰素 α 减少ꎮ
但在此 项 研 究 后ꎬ 有 研 究 尝 试 应 用 羟 氯 喹、 氯 喹 等
( 如他汀类药物、 美沙拉嗪、 利福昔明、 环孢素、 雷
帕霉素) 其他免疫调节药物ꎬ 观察是否可以改善免疫

化ꎻ (４) ＨＩＶ 持续存在并持续表达ꎬ 直接破坏 ＣＤ４ Ｔ

无应答 ＨＩＶ 感染者的免疫重建ꎬ 均未得出令人满意的

输出下降、 淋巴组织破坏等与治疗前患者感染时间过

用利福昔明干预免疫无应答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的免疫重

＋

细胞ꎮ 这些免疫重建不全的相关因素和机制中ꎬ 胸腺
长、 患者 年 龄 偏 大 相 关ꎬ 且 目 前 尚 无 有 效 的 干 预 措
施ꎮ 而免疫异常激活和免疫重建不良相互作用、 恶性
循环ꎬ 且对于免疫激活的抑制存在一些已知的干预手
段ꎬ 使对免疫激活的研究和对免疫激活的抑制成为研

结果 [２６￣ ３１] ꎮ Ｃａｌｚａ 等 [２６] 应 用 他 汀 类ꎬ Ｔｅｎｏｒｉｏ 等 [２８] 应
建ꎬ 发现这些免疫调节剂对免疫激活有不同程度的抑
制ꎬ 但尚未发现某种免疫调节治疗可以明确改善免疫
无应答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的 ＣＤ４ ＋ Ｔ 细胞计数ꎮ

雷公藤是一种已证实具有免疫抑制作用的中药ꎬ

究免疫重建不全的重中之重ꎮ

被常规用于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

者中存在多种炎症因子浓度升高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各

样受体 ( Ｔｏｌｌ￣ｌｉｋ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ꎬ ＴＬＲｓ) 、 核 转 录 因 子 κＢ

不同研究观察到在免疫重建不全的慢性 ＨＩＶ 感染

个研究的对象来自不同人群ꎬ 处于不同治疗时间ꎬ 采
用不同治疗方案和方法进行炎症因子测量ꎬ 因此得出
的结论不尽相同ꎮ 如 Ｎｏｒｒｉｓ 等

[ ２３]

进行了一项回顾性

研究ꎬ 用液相芯片多重测量的方法对比了 ５０ 例免疫
无应答 ＨＩＶ 患者和 ５０ 例免疫应答 ＨＩＶ 患者 ｃＡＲＴ 治
疗 １ 年和 ２ 年的 ３０ 种炎症因子浓度ꎬ 在这 ３０ 种炎症
因子中ꎬ 仅发现 ＩＰ￣１０ 在免疫无应答患者中显著高于
免疫应答者ꎬ 而 其 余 的 炎 症 因 子 在 两 组 之 间 未 发 现
显著差异ꎮ 但 综 合 多 项 研 究 结 果ꎬ 免 疫 重 建 不 全 与

身免疫性疾病 [３２￣ ３３] ꎮ 有研究表明雷公藤可以抑制 Ｔｏｌｌ

(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κＢꎬ ＮＦ￣κＢ) 信号传导途径ꎬ 抑制外周

血 单 核 细 胞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ｂｌｏｏｄ ｍｏｎｏｎｕｃｌｅａｒ ｃｅｌｌꎬ
ＰＢＭＣ) 表达 ＩＬ￣ １β、 ＩＬ￣ ６、 ＴＮＦ、 干扰素 γ 等炎症因
子 [３２ꎬ３４￣ ３６] ꎮ 同时ꎬ 雷公藤作为一种免疫抑制剂ꎬ 相比
细胞毒性药物等ꎬ 其毒副作用较轻ꎬ 且多可逆 [３７] ꎮ 因
此ꎬ 近几年国内几项研究正在探索雷公藤及其主要成
分对 ＨＩＶ 感染者免疫激活的抑制ꎬ 以及雷公藤对免疫
无应答 ＨＩＶ 感染者免疫重建的调节作用ꎮ

本课题组前期进行的体外研究结果表明ꎬ 雷公藤

以下炎症因子具 有 相 关 性: ( １) 炎 症 反 应、 凝 血 级

甲素、 雷公藤红素显著抑制 ＬＰＳ 刺 激 后 ＨＩＶ 感 染 者

胞、 巨噬细胞 激 活 相 关 的 因 子: ＩＬ￣ ６、 可 溶 性 ＣＤ１４

ＩＳＧ) 表达水平ꎬ 其中以 ＩＳＧ１５ 表达抑制作用最为显

联相关因子: Ｃ￣反应蛋白、 Ｄ￣二聚体等ꎻ (２) 单核细
(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ＣＤ１４ꎬ ｓＣＤ１４) 、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１ ( ｍｏｎ￣

ｏｃｙｔｅ ｃｈｅｍｏａｔｔｒａｃｔ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１ꎬ ＭＣＰ￣１) 、 ＴＮＦ￣α、 ＴＮＦ￣
β等

[２４]

ꎻ (３) 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 ( ｐｌａｓｍａ ｄｅｎｄｒｉｔｉｃ

ｃｅｌｌｓꎬ ｐＤＣ) 激活相关因子: ＩＰ￣ １０、 吲哚胺 ２ꎬ ３￣双加
２１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ꎬ ２０１７

ＰＢＭＣ 干 扰 素 刺 激 基 因 (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ｇｅｎｅꎬ
著ꎬ 提示雷公藤的重要成分———雷公藤甲素、 雷公藤
红素通过抑制干扰素作用通路降低 ＨＩＶ 感染者的免疫
激活 [３８] ꎮ 基于体外实验的结论ꎬ 本课题组 ２０１１ 年对

１８ 例免疫重建不全的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ꎬ 在 ｃＡＲＴ 的基

慢性人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者的免疫激活与免疫重建不全

础上加用其治疗量雷公藤多甙ꎬ 持续 １ 年ꎮ 研究结果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ＣＤ４ ＋

公藤多甙治疗后ꎬ ＣＤ４ Ｔ 细胞计数显著升高ꎬ ＣＤ４ Ｔ

[Ｊ]. ＡＩＤＳ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４: １４５５￣ １４６０.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ｕｐｏｎ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ｖｉ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ＨＡＡＲＴ

提示ꎬ 对免疫重建不全的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加用足量雷
＋

＋

细胞、 ＣＤ８ ＋ Ｔ 细胞激活水平下降ꎬ 且两者有显著相关
性 [３９￣ ４０] ꎮ 可见体外实验和临床试验均提示雷公藤可能
对抑制 ＨＩＶ 感染者的免疫激活ꎬ 提高慢性 ＨＩＶ 感染免
疫重建不全患者的 ＣＤ４ ＋ Ｔ 细胞计数ꎮ

目前有多项针对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免疫激活的临床

[７]

[８]

[９]

[１０]

性感染者 全 因 死 亡 率 正 相 关ꎬ 因 此 间 接 影 响 了 慢 性
ＨＩＶ 感染者的生活质量和期望寿命ꎮ 因此ꎬ 探索能够
有效抑制慢性 ＨＩＶ 感染者的免疫激活的干预方法ꎬ 从
而改善其免疫重建ꎬ 减少非 ＡＩＤＳ 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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