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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阻断乙肝病毒母婴传播
过程中病毒Ｓ区基因变异的研究
陈素清

朱启镕

王建设

了解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ｍＩＧ）在阻断母婴传播过程中ｓ基因变异的特点，比

目的

【摘要】

较与未予阻断者的差异，探讨基因变异与宫内传播的关系，协助评价ＨＢＩＧ的治疗安全性。方法

将１８对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携带母亲及其宫内感染新生儿按母亲产前处理分为邶ＩＧ组８对，母亲
于产前３月起肌肉注射船ＩＧ ２００～４００ ＩＵ至分娩前；对照组１０对，母亲产前不接受船ＩＧ者。巢式
ＰＣＲ扩增ｍｖ Ｓ基因片段并直接测序。以每对病例第一份（母亲孕中期）血清髓Ｖ株Ｓ基因区氨基
酸（或核苷酸）作为标准，对每对病例第二份血清（母亲分娩前）和第三份血清（新生儿）ＨＢ ｖ＇株进行分
析。结果

ＨＢｖ

Ｓ区碱基替代突变率和氨基酸变异数在腿ＩＧ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１８例宫内感染儿１７例其病毒株与母亲分娩前的优势株一致，其中４例为Ｓ区变异株；１８例宫内

１２例，Ｃ型训川＋６例。结论无症状携带船Ｖ孕妇产前使用现有剂
量船ＩＧ至临产并未增加船ｖ Ｓ区的变异。船Ｖ Ｓ区变异株和未变异株均可经官内传播，宫内感染
感染儿病毒株分型Ｂ型ｎｄｗ２

发生于孕后期；印３Ｖ ｓ区变异并非发生宫内感染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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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宫内传播是乙型肝炎（乙肝）病毒（ＨＢＶ）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无症状ＨＢＶ携带母亲及其宫内

的主要传播方式，降低母婴传播率是预防和控制乙

感染新生儿体内ＨＢＶ Ｓ基因序列的分析，了解

肝的关键。近年来采用的在乙肝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

ＨＢＩＧ在阻断母婴传播过程中Ｓ基因变异的特点，

阳性孕妇中产前使用小剂量乙肝免疫球蛋白

比较与未予阻断者的差异，探讨基因变异与宫内传

（ＨＢＩＧ）对ＨＢＶ母婴宫内传播的良好阻断效果渐引

播的关系，协助评价ＨＢＩＧ的治疗安全性。

起学术界的关注Ｈ’２ Ｊ，但该方法对ＨＢｖ突变以及宫
内传播的影响，国内外均未见相关临床研究报道。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１８对来自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５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传染病研究室

生堡煎堡疸堂壅查；鲤！至！旦笙！！鲞箜！塑曼垫也』垦Ｐｉ！！垫型！』！些！！丛！№！：！！！垒垫：！

·５２３·

年２月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莆田县医院

和Ｓｔｙ Ｉ四个Ｓ区内酶切位点附近碱基序列的差异

等产科筛查出的无症状携带ＨＢｓＡｇ母亲及其所生

来区分基因型旧’４１。

拟宫内感染新生儿。母亲在孕中期和分娩前两次筛

（２）氨基酸、核苷酸变异的分析：以每对病例第

查ＨＢｓＡｇ均阳性，血谷丙转氨酶正常；而且既不存

一份（母亲孕中期）血清ＨＢＶ株Ｓ基因区氨基酸

在妊高症、前置胎盘、胎盘早剥等病理产科情况；也

（或核苷酸）作为标准，对每对病例第二份血清（母亲

未接受其他抗ＨＢＶ治疗或因其他原因应用激素或

分娩前）和第三份血清（新生儿）ＨＢＶ株进行分析；

免疫抑制剂。新生儿外周血ＨＢｓＡｇ和（或）ＨＢＶ

若缺第一份（母亲孕中期）血清，就以第二份血清（母

ＤＮＡ阳性。按母亲产前接受ＨＢＩＧ情况将研究对

亲分娩前）ＨＢＶ株Ｓ基因区氨基酸（或核苷酸）作为

象分为①ＨＢＩＧ组８对：每对中母亲于产前３月起

标准，对第三份血清（新生儿）ＨＢＶ株进行分析。

每月一次肌肉注射ＨＢＩＧ

２００～４００

ＩＵ至分娩前，至

（３）组间差异比较采用Ｙ２分析。

少３次；②对照组１０对：产前未接受ＨＢＩＧ。两组
结
留取孕中期（孕２０～２４周）和分娩前１—７天（ＨＢＩＧ

果

组即应用ＨＢＩＧ前、后）的静脉血标本，所有新生儿

除第８对（ＨＢＩＧ组）母亲无孕中期ＤＮＡ样品；

均留取外周血。分离血清，一７０℃冻存，统一进行

第１４～１８对（对照组）母亲无孕中期ＤＮＡ样品，以

ＨＢｖ

ＤＮＡ的抽提及扩增、测序。

上１８对病例共４８份ＤＮＡ样品，均扩增出ＨＢＶ

２．主要试剂：高保真ＰＣＲ试剂盒（Ｒｏｃｈｅ公司

Ｓ

基因片段。

产品）；琼脂凝胶（Ｇｉｂｃｏｌ公司产品）；胶回收试剂盒

１．ＨＢＶ

（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产品）；蛋白酶Ｋ、酵母ｔＲＮＡ

（１）核苷酸序列的分析：序列分析结果表明，每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产品）。

Ｓ核苷酸及氨基酸序列比较分析：

对病例不同来源ＨＢＶ

ＤＮＡ

Ｓ基因片段的同源率达

３．实验方法：

９８．６％以上，每对病例母亲及其新生儿病毒株的基

（１）ＨＢＶ ＤＮＡ的抽提：采用酚一氯仿抽提法。

因型和血清型均相同。每对病例各株间的变异均为

（２）ＨＢＶ Ｓ基因片段的扩增：巢式ＰＣＲ。第一

单核苷酸的点替代变异，无缺失、插入等其他形式的

次ＰＣＲ上游引物５ ７一ＣＡＡＴＣＧＣＣＧＣＧＴＣＧＣＡＧＡＡ

变异。

７、下游引物５’一ＧＣＧＴＣＡＧＣＡＡＡＣＡＣＴＴＧＧ（＞

以每对病例母亲孕中期血清ＨＢＶ株Ｓ基因区

３’；ＰＣＲ反应参数为９４℃变性２ ｍｉｎ，然后９４℃

核苷酸作为标准，比较每对病例母亲分娩时和新生

ｍｉｎ，３５个循环，最后７２℃延

儿ＨＢＶ株核苷酸序列；若缺母亲孕中期血清，就以

Ｇ一３

３０ ｓ，５５℃３０ ｓ，７２℃２

伸７ ｍｉｎ；ＰＣＲ产物０．８％琼脂糖凝胶电泳，２０００

ｂｐ

母亲分娩前ＨＢＶ株Ｓ基因区核苷酸作为标准，对

条带为目的产物，以胶回收试剂盒回收。第二次

新生儿ＨＢＶ株进行分析。ＨＢＩＧ组１５株共有４７

ＰＣＲ—匕游引物５’一ＧＴＣＴＡＧＡＣＴＣＧＴＧＧＴＧＧＡＣＴＴ

个碱基变异，对照组１５株共有４６个碱基变异。碱

ＣＴＣＴＧ３ ７、下游引物５ ７一ＣＧＡＡＡＧＧＧＧＧＴ（ＧＡ）

基替代变异率在ＨＢＩＧ组和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ＡＣＡ（ＴＣＧＡ）ＡＣＣＧＡＡ一３ ７；ＰＣＲ反应参数为９４℃变

意义，尤其在两组的新生儿间无差异（表１）。

性２ ｍｉｎ，然后９４℃４５ ｓ，６０℃４５ ｓ，７２℃１ ｍｉｎ，２５

表１

分娩前母亲和新生儿ＨＢＶ ｓ基因碱基变异分析

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５ ｍｉｎ；ＰＣＲ产物１．５％琼脂
糖凝胶电泳，４８５ ｂｐ条带为目的产物，以胶回收试剂
盒回收。
（３）ＨＢＶ Ｓ基因片段测序：由上海华诺公司完
成，测序引物为第二次ＰＣＲ上游引物。
４．序列分析及统计分析：核苷酸序列采用
Ｂｉｏｅｄｉｔ分析软件进行翻译和比对。
（１）血清型和基因型分析：首先根据Ｓ抗原

＊ｆ＝ｏ．ｏｏ，Ｐ＝ｏ．６８；＃ｆ＝ｏ．０４，Ｐ＝ｏ．４８

１２２、１６０位氨基酸判定为ｄ／ｙ和ｗ／ｒ，再以１２７位氨

（２）氨基酸序列的分析：由核苷酸推导出氨基酸

基酸的种类推断Ｗ １～４，以１５９及１７７位氨基酸判

序列。以每对病例母亲孕中期血清ＨＢＶ株Ｓ基因

定是否口ｄｒｑ。参照文献，根据～ｗ工、Ｅａｒ工、Ｂｓｒ Ｉ

区氨基酸作为标准，比较每对病例母亲分娩前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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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ＨＢＶ株氨基酸序列；若缺母亲孕中期血清，就以

毒变异的影响：本研究以无症状携带ＨＢＶ孕妇孕

母亲分娩前ＨＢＶ株Ｓ基因区氨基酸作为标准，对

中期（使用ＨＢＩＧ前）血清中的病毒株为标准，考察

新生儿ＨＢＶ株进行分析。ＨＢＩＧ组１５株共有２个

ＨＢＩＧ使用后病毒在Ｓ区变异的情况，结果显示无

氨基酸变异，对照组１５株有２个氨基酸变异

论是单核苷酸的点替代突变率还是氨基酸的变异数

（表２）。

在ＨＢＩＧ组和对照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提示

表２

分娩前母亲和新生儿｝玎ｗ

ｓ基因氨基酸和

无症状携带ＨＢｖ孕妇产前使用现有剂量ＨＢＩＧ至
分娩前并未使血清中占优势的病毒株发生明显的变

核苷酸变异

化，至少短期内未显示比对照组有更多的变异株
出现。
研究显示ｂ１，在乙肝相关性肝病终末期行肝移
植时使用ＨＢＩＧ预防ＨＢＶ再感染，出现病毒Ｓ基因
区旺决定簇的变异株，反映了ＨＢＩＧ对ＨＢＶ的免疫
２．ＨＢＶ血清型和基因型的分析：结果见表３。

选择。ａ决定簇的抗体对所有亚型的ＨＢＶ提供保
护，该决定簇内某些个别氨基酸突变，就可能改变

表３

１８对病例血清优势船Ｖ株的分型

删群

来源

警訾

ＨＢｓＡｇ的构型，从而改变其抗原性和免疫原性，具
有重要生物学意义。已被证实的有ａａｌ２４，ａａｌ２７，
ａａｌ２９，ａａｌ４１，ａａｌ４２，ａａｌ４５，ａａｌ４７等位置的变异株，
或不被抗体识别，或不能被惯用的血清学试验检测
出，与移植后期再感染、移植失败有显著的相关性。
这类研究中ＨＢＩＧ通常使用达３个月以上，总剂量
达２万至１０万ＩＵ以上。还有文献报道突变和
ＨＢＩＧ使用的时间、剂量有关¨１，在ＨＢＩＧ使用仅２
个月内，总剂量不足２万ＩＵ的病例中未观察到该
区域病毒变异。停止使用ＨＢＩＧ后，变异株消失。
变异病毒株的出现与其作用机理密切相关，大剂量
的ＨＢＩＧ旨在中和循环中的病毒株，占优势的病毒
株被大量清除，原有的非优势的不被ＨＢＩＧ识别的
变异株得以扩增，可能成为新的优势株而被检出。
当外在的免疫压力消失后，原有的病毒株再次成为
优势株。这已在一些研究中得到证实№＇７Ｉ。本研究
中无症状ＨＢＶ携带孕妇在孕晚期接受的ＨＢＩＧ总

讨

论

目前我国的ＨＢＩＧ制剂是以重组乙肝疫苗免疫
健康献血员后采血制备的。疫苗本身是以Ｓ基因组

剂量为６００～１６００ Ｉｕ，持续时间１２—１６周，远低于
文献报道的剂量和疗程，对ＨＢＶ的免疫压力有限，
可能因此并未增加病毒变异。

分重组，因而我们考察Ｓ基因序列，特别是编码“ａ”

ＨＢＶ为ＤＮＡ病毒，由于存在逆转录的复制过

抗原决定簇的基因序列片段。Ｓ区编码的３种外膜

程，其自然基因变异率较一般ＤＮＡ病毒为高（每个

蛋白在病毒生命周期中起重要作用，包括附着和侵

碱基约１．４×１０

入肝细胞，参与病毒外膜装配，促使病毒成熟、分泌

药物和疫苗、ＨＢＩＧ等的应用似乎使ＨＢＶ变异更为

和阻断宿主的免疫应答及提供保护性免疫的免疫

突出，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８１。本研究对无症状

原。因此该区基因突变，可能影响ＨＢＶ ＤＮＡ的复

ＨＢＶ携带母亲产前使用小剂量ＨＢＩＧ，未发现血清

制过程和结果或仅是导致ＨＢｓＡｇ构象的改变从而

中占优势的病毒株发生明显的变化。当然，要明确

逃避宿主的免疫监视。

小剂量ＨＢＩＧ产前阻断的安全性，还有待扩大样本

１．无症状携带ＨＢＶ孕妇产前使用ＨＢＩＧ对病

～３．２×１０。／每年），然而抗病毒

量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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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０５—０７．０７）

其中１８例宫内感染儿Ｂ型１２例，Ｃ型６例。提示

（本文编辑：张林东）

福建地区的宫内感染儿以Ｂ型和Ｃ型为主，与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