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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贵州省四城市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
病毒基因型调查研究
丁静娟

张权

【摘要】

彭亮

李忠

刘悦晖

刘三都

胡莲

调查贵州省４城市乙型肝炎病毒（船ｖ）感染者的病毒基因型及其与临床的关

目的

系。方法选择贵阳、遵义、凯里、都匀４城市慢性ＨＢＶ感染患者共７８６例，其中无症状携带者
（ＡＳＣ）３４６例，慢性肝炎（ＣＨ）３１３例，肝硬化（ＬＣ）７７例，肝细胞肝癌（ＨＣＣ）５０例。用Ｓ基因限制性片
段长度多态性确定基因型，直接测序分析Ｂ基因亚型，比较主要基因型地区分布及临床特征。结果
７８６例中，Ｂ基因型４９７例（６３．２３％），Ｃ型２７５例（３４．９９％），Ａ型７例（０．８９％），Ｄ型７例（０．８９％），
未发现Ｅ、Ｆ型。Ｂ型的分布：凯里市最高（９６．０４％），遵义、都匀市其次（７８．７９％、６４．５２％），贵阳市最
低（５３．１４％）。Ｃ型的分布，贵阳（４５．８４％）高于都匀（３４．４１％）、遵义（１３．１３％）及凯里市（３．９６％），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９４例Ｂ型感染者中，９３例为Ｂａ（９８．９４％）、１例为Ｂｊ亚
型。从ＡＳＣ、ＣＨ、ＬＣ到ＨＣＣ组，Ｂ型的分布逐渐降低，而Ｃ型在各组的分布逐渐增高。与Ｂ型相比，

ｃ型感染者年龄较大；ＡＬＴ水平较高（Ｐ＜ｏ．０５）；皿ｅＡｇ阳性较低（Ｐ＜０．０２５）。结论 贵州省存在
Ａ、Ｂ、Ｃ、Ｄ ４种髓Ｖ基因型，但以Ｂ型为主，Ｃ型其次，Ａ、Ｄ型极少。Ｂ型中又以Ｂａ亚型为主。Ｂ、Ｃ
基因型在贵州省４城市的分布有一定差异。

【关键词】肝炎病毒，乙型；基因型；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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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８·

根据核苷酸全序列或Ｓ基因序列差异，可将乙
型肝炎病毒（ＨＢＶ）分为８种基因型。基因型的分

用半巢式ＰＣＲ扩增Ｓ区段，产物经Ｍｂｏ

Ｉ、ＢｓｔＮ Ｉ

或ＢｓｍＡ工酶切，根据酶切电泳图谱分型心１。

布具有一定的地理特征，且与ＨＢＶ感染后的临床

６．测序分型：酶切分型怀疑为混合基因型ＨＢＶ

表现，预后及治疗应答均有联系。因此，分析不同地

感染的样本，将ＰＣＲ产物纯化后直接测序，与标准

区基因型的分布，对乙肝的防治具有指导意义。此

株进行核苷酸序列同源性比较确定基因型。测序由

前对贵州省不同民族进行的ＨＢＶ基因型研究，仅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公司完成。

局限于某一地区的病毒携带者¨Ｊ，且未对主要基因
表１

型做亚型分析；其他地区、不同病期肝病患者的基因
型及主要基因型的亚型仍不清楚。为进一步明确贵

名称
Ｓ６（Ｏｕｔｔｅｒ

ＰＣＲ所用引物序列
序列（５ ７～３’）

ｓｅｎｃｅ）ＧＧＧＴＣＡＣＣＡＴＡＴＴＣＴＴＧＧＧＡ

州省ＨＢＶ基因型的分布，阐述基因型与疾病的相

Ｓ２（Ｉｎｎｅｒ ｓｅｎｃｅ）

关性，我们对贵州省４个城市共７８６例慢性乙型肝

Ｓｌ（Ａｎｔｉｓｅｎｃｅ）ＴＴＡＧＧＧＴＴＣＡＣＡＴＧＴＡＴＴＣＣＧ

ＣＡＴＣＴＴＣＴＴＧＴＴＧＣＴＡＣＴＡＣＴＧ

ＣＡＣＣｒＣＴＧＣＡＣＧＴＣＧＣＡＴＧＧ

Ｃ３（ｓｅｎｃｅ）

炎病毒感染者进行了一次调查研究。

Ｃ４（Ａｎｔｉｓｅｎｃｅ）ＧＧＡＡＡＧＡＡＧＴＣＡＧＡＡＧＧＣＡＡ

对象与方法

７．ＨＢＶ

位置（ｎｔ）
２８１４～２８３３
４２９～４５０
８４２～８２２
１５９２～１６１１
１９５５～１９７４

Ｂ基因亚型分析：用ＰＣＲ产物直接测

１．研究对象：系２００３年４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

序法，具体操作见文献［３］。主要步骤为：从血清中

贵州省的贵阳（４９３例）、凯里（１０１例）、遵义（９９

抽提ＨＢＶ ＤＮＡ后，以Ｃ３、Ｃ４为引物，用ＰＣＲ扩增

例）、都匀（９３例）４城市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的慢性

Ｃ基因３８３ ｂｐ的区段（ｎｔｌ５９２～ｎｔｌ９７４），产物用

ＨＢＶ感染患者，共７８６例。男性５９４例，女性１９２

ＵＮＩＱ＿１０纯化回收后作模板，用Ｂ适Ｄｙｅ测序试剂

例，年龄在１４～７０岁之间。根据２０００年西安会议

盒在３７７型ＤＮＡ测序仪上直接测序，分析所得序

修订的标准，其中无症状携带者（ＡＳＣ）３４６例，慢性

列的１８３８位核苷酸类型，确定Ｂ亚型¨１。

肝炎（ＣＨ）３１３例，肝硬化（ＬＣ）７７例，肝细胞肝癌
（ＨＣＣ）５０例。

８．统计学分析：均数的比较使用方差分析或￡
检验，率的比较使用ｘ２检验。

２．标本收集：抽静脉血３ １１１１，离心后取血清

结

１．０“用１．５ ｒｎｌ印阳ｍｏｒｆ离心管分装，冻存于一７０℃
或一２０℃冰箱备用。采血同时收集临床资料。
３．ＨＢＶ血清标志物检测：用ＥＬＩＳＡ法，试剂由
科华公司提供，操作按说明。
４．ＨＢＶ

１．临床资料：７８６例ＨＢＶ感染者中，ＡＳＣ

３４６

例（４４．０２％），ＣＨ ３１３例（３９．８２％），ＬＣ ７７例
（９．８０％），ＨＣＣ

ＤＮＡ检测：采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法，试

果

５０例（６．３６％）。平均年龄

（３２．２８±１２．７８）岁，平均ＡＬＴ水平（１１４．３９±

剂由深圳匹基公司提供。５７００型荧光定量ＰＣＲ扩

１１４．５１）ＩＵ／Ｌ，平均ＨＢＶ ＤＮＡ含量（６．９６±１．５５）ｌｇ

增仪为美国ＡＢＩ公司产品，操作按说明。根据外参

拷贝／ｍｌ，ＨＢｅＡｇ阳性率为５８．０２％。在４组研究对

照标准曲线判断结果，＜１０３拷贝／ｍｌ判为阴性结

象中，从ＡＳＣ到ＨＣＣ，女性的患病率逐渐降低，患

果。采用求对数平均值的方法计算｝玎３Ｖ ＤＮＡ的平

者的平均年龄逐渐增高。ＣＨ组的ＡＬＴ水平和

均拷贝数。

ＡＳＣ组的耶Ｖ ＤＮＡ含量，ＨＢ刨堍阳性率均显著高

５．ＨＢＶ基因分型：采用本室建立的Ｓ基因

ＰＣＲ．ＲＦＬＰ方法。主要步骤：从血清中抽提船Ｖ
ＤＮＡ后，以ｓ，、Ｓ６为外引物，ｓ，、Ｓ２为内引物（表１），
表２

于其他组（Ｐ值均＜０．０１）（表２）。
２．地理分布：７８６例感染者中，发现Ａ基因型７
例（０．８９％），Ｂ基因型４９７例（６３．２３％），Ｃ基因型

７８６例瑚３ｖ感染者的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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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５例（３４．９９％），Ｄ型７例（０．８９％），未发现Ｅ、Ｆ

性率却显著降低（ｘ２＝５．７０，Ｐ＜０．０２５）。在性别构

基因型。７８６例研究对象中，贵阳市４９３例，遵义市

成、皿Ｖ ＤＮＡ含量方面，Ｂ、Ｃ基因型间差异无统计

９９例，凯里市１０１例，都匀市９３例。Ｂ、Ｃ二种主要

学意义（表４）。

ＨＢＶ基因型在４城市的分布：贵阳市为５３．１４％

表３

不同临床类型船Ｖ感染者的基因型分布

（２６２／４９３）和４５．８４％（２２６／４９３），遵义市７８．７９％（７８／

９９）和１３．１３％（１３／９９），都匀市６４．５２％（６０／９３）和
３４．４１％（３２／９３），凯里市９６．０４％（９７／１０１）和３．９６％
（４／１０１）。分析发现Ｂ基因型的分布，凯里市最高，
遵义、都匀市其次，与贵阳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ｘ２值分别为１３．６０，３１．１７，６４．５１，Ｐ值均＜０．０１）。
而Ｃ基因型的分布，贵阳市明显高于凯里、遵义、都
匀市（Ｙ２值分别为６１．９７，３６．０４，４．１５，Ｐ值分别＜

＊与ＣＨ、ＬＣ、ＨＣＣ比，Ｐ值均＜０．００５；＃与ＡＳＣ、ＣＨ、ＬＣ比，
Ｐ值均＜０．００５；括号外数据为病例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０．０１，０．０５），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Ａ型、Ｄ型主要

５．基因亚型分析：９４例Ｂ基因型感染者中，男

分布在遵义市，但占的比例很小，各为４．０４％（４／９９，

性５８例，女性３６例，其中ＡＳＣ ４０例，ＣＨ ３８例，ＬＣ

４／９９）。

１０例，ＨＣＣ ６例。用Ｃ３、Ｃ４引物做ＰＣＲ，扩增产物

３．在疾病中的分布：Ａ基因型感染者有７例，其

纯化后测序，获得ｎｔｌ５９２～ｎｔｌ９７４的核苷酸序列，

中５例分布在ＡＳＣ组、２例分布在ＣＨ组。７例Ｄ

根据ｎｔｌ８３８核苷酸多态性区分亚型。在该位点上

基因型感染者分别分布在ＡｓＣ（３例）、ＣＨ（２例）和

是核苷酸Ａ的为Ｂａ亚型，是核苷酸Ｇ的为Ｂｊ亚

ＬＣ组（２例），由于样本量太小，未作统计学分析。

型。测序分析结果９３例（９８．９４％）为Ｂａ亚型，仅１

分析Ｂ、Ｃ二种主要基因型在疾病中的分布，发现从

例（１．０６％）为Ｂｊ亚型。

ＡＳＣ组到ＨＣＣ组，Ｂ型在各组中的比例逐渐降低，

讨

论

分别是ＡＳＣ ７７．１７％、ＣＨ ５８．７８％、ＬＣ ４５．４５％、
ＨＣＣ ２２．００％。将ＣＨ、ＬＣ、ＨＣＣ组分别与ＡＳＣ组

｝玎３Ｖ基因型的分布有一定的地域特征，在东南

相比，Ｙ２值分别为２５．７１，３１．０２，６３．５６，Ｐ值均＜

亚地区慢性ＨＢＶ感染者中以Ｂ、Ｃ基因型为主，但

０．００５；其余３组问Ｂ型的分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

各地报道其优势基因型存在一定差异”Ｊ。国内上海

义（Ｐ值均＜Ｏ．０５）。而Ｃ基因型在各组中的分布

市以Ｃ型为主№Ｊ，而台湾省Ｂ型常见＂ｏ。本研究用

逐渐增高，分别为２０．５２％、３９．９４％、５１．９５％和

针对ＨＢＶ Ｓ基因的ＰＣＲ—ＲＦＬＰ方法，调查贵州省４

７８．００％，将ＡＳＣ、ＣＨ、ＬＣ组分别与ＨＣＣ组相比，

个城市共７８６例慢性ＨＢＶ感染者的基因型分布，发

Ｙ２值分别为７１．９５，２５．２２，８．７５，Ｐ值均＜０．００５。Ｃ

现贵州省存在Ａ、Ｂ、Ｃ、Ｄ ４种ＨＢＶ基因型，但以Ｂ

基因型在ＡＳＣ组的分布最低，与ＣＨ、ＬＣ组相比，

基因型为主（６３．２３％），Ｃ型其次（３４．９９％），Ａ型、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值分别为２９．６５、３２．１４，Ｐ值

型占的比例很少（均为０．８９％），未发现Ｅ、Ｆ基因

均＜０．０２５）；在ＬＣ组的分布较ＣＨ组高，但经统计

型。在贵州省的不同城市，二种主要船Ｖ基因型

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３．６５，Ｐ＞０．０５）（表

的分布亦存在差异。在凯里、都匀、遵义市Ｂ基因

３）。

型占绝对优势，但贵阳市Ｃ基因型的分布却显著高
４．Ｂ、Ｃ基因型感染者的临床特征：比较Ｂ、Ｃ基

于其他３个城市，可能贵阳系省会城市，选择的研究

因型感染者的临床特征，发现与Ｂ基因型相比，Ｃ基

对象又均为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肝病门诊及感染科

因型感染者的平均年龄大（￡＝８．２９，Ｐ＜０．０１），平

住院患者，就诊的患者不仅数量多且来自全省各地，

均ＡＬＴ水平高（￡＝１．７６，Ｐ＜０．０５），但船ｅＡｇ阳

推测人口的流动影响了Ｂ、Ｃ基因型的省内分布。

表４

Ｂ、Ｃ基因型ｍＶ感染者的临床特征

与Ｂ基因型比，＊Ｐ＜Ｏ．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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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ＢＶ基因型对肝脏疾病的影响已有一些报道，
但由于样本数量及方法学的不同，至今未能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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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为正１６开本，定价４２元。
订购联系方式：

地址：７１００３２西安市长乐西路１７号第四军医大学军队流行病学教研室
电话：０２９—８４７７４９５５、８４７７２１８２

传真：０２９—８３２５１３０２

Ｅｍａｉｌ：ｌｏｎｇｙｏｎ９７１＠１６３．ｃｏｍ或ｗａｎｇｂ０＠ｆｍｍｕ．ｅｄｕ．ｃｎ

联系人：龙泳，王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