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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干扰素７基因内含子１＋８７４位点多态性与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关系的研究
张平安吴健民李艳

目的研究干扰素７（ＩＦＮ．丫）基因内含子１＋８７４位点多态性与乙型肝炎病毒（船ｖ）感

【摘要】

染、转归的关系，探讨慢性ＨＢｖ感染的遗传易感因素。方法采用序列特异性引物一聚合酶链反应
（ＰｃＲ

ｓｓＰ）技术检测２３ｌ例慢性哪Ｖ携带患者、１６５例自限性｝｛ＢＶ感染者和１３５名正常对照者

ｌＦＮ一丫基因内古子ｌ＋８７４位点Ｔ／Ａ单核苷酸多态性。结果慢性ＨＢＶ感染组ｌＦＮ一７基因十８７４位
点ＡＡ基因型频率（ＴＴ、ＴＡ、ＡＡ频率分别为９ １％、１２ １％、７８ ８％）高于正常对照组（ＴＴ、ＴＡ、ＡＡ频
率分别为１２
别为１３

６％、２３

９％、２３

４％）（矿＝９

ｏ％、６４

６０，Ｐ＝０

００８）；而自限性ＨＢｖ感染组（ＴＴ、ＴＡ、从频率分

７％、６２ ４％）和对照组之间差异无显著性（Ｔ２＝Ｏ １６，尸＝０．９２）。结论ＴＦＮ一７基因

内含子１＋８７４位电多态性与慢性衄ｖ感染有关，该位点多态性可能在决定个体ＨＢｖ感染遗传易感
性方面有一定意义。
【关键词】乙型肝炎病毒；干扰素丫基因；多态现象（遗传）；易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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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素７（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ｇａｍｍａ，ＩＦＮ一７）由活化的

（ＨＢｖ）感染中的作用，我们采用序列特异性引物一聚

Ｔ细胞和ＮＫ细胞产生，具有抗病毒和免疫调节功

合酶链反应（ＰｃＲ—ＳＳＰ）技术分析ＩＦＮ一７基因内含子

能。ＩＦＮ—ｙ基因具有６个多态性位点，分别位于启

ｌ＋８７４位点Ｔ／Ａ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的分布情

动子、内含子ｌ、内含子３及３’端非编译区。ＩＦＮ一７

况，探讨该位点多态性与中国汉族人ＨＢｖ感染、转

基因多态性通过改变转录因子结合位点影响ＩＦＮ一７

归的关系。

表达“１２。ＩＦＮ一７基因多态性与人类某些肿瘤、自身

对象与方法

免疫性疾病、感染性疾病的关系已成为国内外学者
研究的热点。鉴于ＩＦＮ一７在机体抗乙型肝炎病毒

１．研究对象：ＨＢｖ感染者３９６例，选自于２００４

年３月至２００４年９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门诊患者。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６Ｉ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张平安、李艳）；华
中科拄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检验科（吴健民）

其中自限性ＨＢｖ感染者（ｓＲ组）１６５例，男性９９
例，女性６６例，平均年龄（５０．８±１４ ２）岁，未接种过

里鲎煎立堑芏量查！！盟生！旦堕！！堂塑ｌ塑！！！ｍ』￡Ｐ－ｉ型ｍｌ：』！！！！！ｚ！！鲤，Ｙ尘三！：盟！：Ｉ
ＨＢＶ疫苗，仅ＨＢｓＡｂ或ＨＢｃＡｂ阳性；慢性ＨＢｖ感

ｘ２检验。

染者（ｃｃ组）２３１例，男性１５６例，女性７５例，平均
结

年龄（５２．５±１２ ６）岁。所有病例的诊断均符合

果

２０００年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肝病

１．ＩＦＮ—ｙ基因＋８７４Ｔ／Ａ位点多态性检测：５３１

学分会联合修订的病毒性肝炎诊断标准，并排除其

例研究对象ＩＦＮ一７基因内含子ｌ＋８７４Ｔ／Ａ位点存

他病毒性肝炎合并感染。正常对照组１３５名，男性

在ＴＴ、ＴＡ和从３种基因型（图１）。

８４名，女性５１名，平均年龄（４７．０±１３．５）岁，未接
种过ＨＢｖ疫苗，ＨＢｖ免疫学标志物均为阴性，血常
规、生化指标均在参考范围内，排除肝脏、肾脏、内分
泌和心血管疾病。
２实验方法：

（１）标本采集：取肘静脉外周血２

ｍ１，ＥＤＴＡ Ｋ：

抗凝。用改良的碘化钠方法从外周血白细胞中提取
基因组ＤＮＡ，一２０℃保存备用。
（２）ＰｃＲ引物设计与合成：参照文献［３］设计

ＩＦＮ一７基因内含子１＋８７４Ｔ／Ａ位点的ＰｃＲ引物，
特异正向引物ｌ：５’ＴＴＣＴＴＡＣＡＡＣＡＣＡＡＡ

Ｍ：１）１００００ ＤＮＡ

图ｌ

Ｍａｒｋｅｒ；１：ＴＴ型；２：ＴＡ型；３：ＡＡ型

ＩＦＮ一７基因内含子ｌ＋８７４位点Ｔ／Ａ多态性电泳结果

ＡＴｃＡＡＡＴｃＴ一３’；特异正向引物２：５’ＴＴＣＴＴＡ

２．ＩＦＮ一丫基因＋８７４Ｔ／Ａ位点多态性与Ｉ｛Ｂｖ

ｃＡＡｃＡｃＡＡＡＡＴｃＡ从ＴｃＡ＿３’；内参照正向引物：

感染的关系：计算ｃｃ组、ｓＲ组和对照组人群ＩＦＮ一７

５’一ＴＡＴＧＡＴＴＣＴＧＧＣＴＡＡＧＧＡＡＴＧ一３’；通用反向

基因内含子ｌ＋８７４Ｔ／Ａ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

引物：５’一ＴｃＡＡｃＡＡＡＧＣＴＧＡＴＡｃＴＣＣＡ一３’，由上

率，经Ｈａｒｄｙ－ｗ ｅｉｂｅｒｇ遗传平衡定律检验，达到遗传

海生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平衡，具有群体代表性。经Ｙ２检验，在ｃｃ组和对

（３）ＰＣＲ扩增：ＰｃＲ—ｓｓＰ反应体系为：基因组
ＤＮＡ

３肛ｌ（约３０ ｎｇ）、１０×ＰＣＲ

ｂｕｆｆｅｒ ｌ ５ ｆｌｌ、ｄＮＴＰｓ

２００“ｍ。ＶＬ、通用反向引物和特异性正向引物ｌ（或

照组中ＩＦＮ一７基因内含子ｌ＋８７４Ｔ／Ａ位点基因型
和等位基因的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而ｓＲ组和对照组间基因型和等位基因的分

２）各０．６ Ｈｍ。ｌ／Ｌ、质控正向引物Ｏ．１５ ｐｍｏⅣＬ、Ｔａｑ

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 ０５）。基因型频率的相

ＤＮＡ聚合酶Ｏ．５ ｕ，补充灭菌双蒸水至１５“ｌ。所有

对风险分析显示，ＡＡ基因型患ＨＢｖ慢性感染的风

试剂均为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产品。ＰｃＲ

险是ＴＴ和ＴＡ基因的２．０５倍（Ｙ２＝８

反应条件：９５℃２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６０℃４０ ｓ、７２℃

ｏＲ＝２．０５，９５％ＣＩ：１．２８～３．２９）（表１）。

４０

ｓ，ｌＯ个循环；然后９４℃３０ ｓ、５６℃４０ ｓ、７２℃

５０

ｓ，２５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５ ｍｉｎ。扩增产物以

２％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讨

９，Ｐ＝Ｏ

００３，

论

Ⅻ３ｖ感染后的表现是由病毒和宿主的相互作

３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包计算各

用决定的，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参与病毒的清除，其

组ＩＦＮ一７基因内含子１＋８７４Ｔ／Ａ位点基因型和等

中Ｔ淋巴细胞分泌的ＩＦＮ一７具有重要的作用，ＩＦＮ．７

位基因频率，然后经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ｂｅｒｇ遗传平衡定律

作为抗原提呈细胞和淋巴细胞增殖、分化的调节剂，

检验；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在各组中分布差异用

参与细胞炎症反应和抗病毒免疫，高表达量的

表ｌ

注：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ＩＦＮ吖基因内台子１｛８７４Ｔ／Ａ位点多态性与ＨＢｖ感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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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ＦＮ一７对病毒的清除有重要作用。然而细胞因子的

＋８７４Ｔ／Ａ位点多态性可能在决定个体ＨＢｖ感染遗

表达是受基因调控的，位于基因表达调控区的ｓＮＰ

传易感性方面有重要意义。而且，基因型频率的相

影响基因的表达，在疾病的个体差异方面有重要

对风险分析表明，ＩＦＮ一７基因＋８７４从基因型是慢

意义‘…。

性ＨＢｖ感染的易感基因型（Ｙ２＝８

９，Ｐ＝０．００３，

研究表明，ＩＦＮ一７基因内含子１区存在ｃＡ重

（）Ｒ＝２．０５，９５％ｃｊ：１ ２８～３ ２９）。进一步比较不

复序列，其中ｃＡ重复为１２次的个体，其外周血单

同人群ＩＦＮ一７基因内含子ｌ＋８７４Ｔ／Ａ位点多态性

个核细胞ＩＦＮ一７表达量最高。在ＣＡ重复序列５’末

发现，中国湖北地区汉族人群ＩＦＮ一７基因＋８７４位点

端十８７４位点Ｔ／Ａ多态性与ｃＡ重复次数相关，即

ＡＡ基因型和Ａ等位基因频率分布明显高于意大利

ＴＴ为高表达基因型，ＡＡ为低表达型基因型，ＴＡ为

和以色列人群（资料待发表）。由于ＡＡ基因型的个

中等表达基因型。由于内古子１＋８７４位点正好位

体显示产生低水平ＩＦＮ一７的能力，这是否与乙型病

于转录因子ＮＦ—ｋａｐｐａ Ｂ的结合位点，此处出现ｓＮＰ

毒性肝炎存在地域和人种间流行差异有关，值得

直接影响与转录因子的结合能力，从而直接影响

探讨。

ＩＦＮ一丫的转录“。因此，ＩＦＮ一７基因内含子ｌ＋８７４

由于ＩＦＮ—Ｙ基因还存在其他位点的ｓＮＰ，且这

位点多态性与某些疾病的发生相关。Ｊａｈｍｍｉ等。１

些多态性与ＩＦＮ一７表达和分泌的关系还不明确；同

发现ｌ型糖尿病患者中ＩＦＮ—Ｔ基因内含子ｌ＋８７４

时，乙型病毒性肝炎是一种由遗传、机体免疫和环境

位点ＡＡ型（低表达型）出现频率显著高于健康人

因素共同作用所致的复杂的感染性疾病，因此，要确

群。还有研究发现，结核病患者ＩＦＮ一７基因内含子

切了解ＩＦＮ一７基因＋８７４位点多态性与ＨＢｖ感染

ｌ＋８７４位点ＴＴ型（高表达型）频率较正常对照组

之问的内在联系以及该位点不同基因型与其他细胞

低；ＩＦＮ一７＋８７４位点１ｖｒ基因型肺移植患者较

因子的相互作用，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ＡＡ、ＡＴ基因型者更易患支气管炎性闭塞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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