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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长春地区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分型
与肝病发病关系的研究
黄海燕盂祥伟
【摘要】

张玲玲

目的

了解长春地区乙型肝炎（乙肝）患者基因型特点及与肝炎严重程度、疾病转归的

关系，以指导临床对疾病进展的判断和指导临床用药。方法选择２１６例乙肝病毒（船Ｖ）阳性肝炎
患者，年龄３３～８７岁，平均（６０．５±１１．４）岁。病变程度的判断根据２０００年《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中
的诊断标准。应用巢式聚合酶链反应方法（ｎＰＣＲ）扩增｝玎３Ｖ Ｓ基因组序列，用第二轮ＰＣＲ产物直接

进行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ＲＦＬＰ）分析；然后用ｍＶ

Ｓ基因扩增产物采用ｓａｎｇｅｒ双脱氧链终止法

进行ＤＮＡ测序，将所得到的核苷酸序列及推测的相应氨基酸序列通过ＤＮＡｓＩＳ软件处理，并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已发表的船Ｖ中国株及国外株进行同源性比较以确定船Ｖ的基因型，证明用Ｓ基因序
列的ＲＦＬＰ法ｍＶ分型结果与用全基因组序列的基因分析是一致的。表明Ｓ基因序列ＲＦＬＰ法的
基因分型结果与Ｓ基因测序分型结果是一致的。结果２１６例邶ｖ ＤＮＡ阳性标本中单基因型分别
检测出Ａ、Ｂ、Ｃ、Ｄ四种，其中单基因型中Ａ型有１例（０．４６％），Ｂ型有１９例（８．８％），ｃ型有１７５例

（８１．０２％），Ｄ型有２１例（９．７２％）。８６例船Ｖ

ＤＮＡ阳性住院患者标本中，Ｃ型为感染的主要基因

型，６９例（８０．２３％）。Ｂ型次之，９例（１０．４７％）。６例原发性肝癌均为Ｃ型；２０例肝炎后肝硬化的患
者中有１７例（８５．０％）为Ｃ型。结论

长春地区ＨＢＶ基因型仍以Ｃ型为主（８１．０２％），Ｂ、Ｄ型次之

（分别是８．８％和９．７２％）。同时结果显示长春地区ＨＢＶ感染有基因多样性趋势，表现在检测出了Ａ

单基因型。肝癌、肝硬化与Ｃ基因型ＨＢｖ的相关性最大。Ｃ基因型船ｖ ＤＮＡ拷贝数较非Ｃ基因型
高，提示与船ＶＤＮＡ在Ｃ型患者体内长期存在有关。船Ｖ病毒载量与肝脏病变严重程度的关系无
统计学意义。
【关键词】

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分型；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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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乙肝）病毒（ＨＢＶ）基因分型与预测

被ＮｌａⅣ消化（图５）。消化ＰＣＲ产物在琼脂糖凝胶

乙肝病情、预后、转归及治疗效果，世界不同地区报

上电泳。ＲＦＬＰ模式在紫外灯下核定。④基因测

道各有差异。在我国，还没有大样本量进行ＨＢＶ

序：采用ｎＰＣＲ方法进行靶序列的扩增。用一对外

基因型的测定。本研究旨在了解长春地区乙肝患者

引物Ｐ１（５ ７．（；ＧＧ

ｍ认ＣＣＡ ｍ玎ＴＩ玎ＴＧＧ

基因型特点及与肝炎严重程度、疾病转归的关系，以

Ｑ诅（冰睨、Ａ

指导临床对疾病进展的判断和指导临床用药。

ＧＡＣＡＮＡ明了ＴＣＣ

ＧＡＡ

Ｃ３ ７，正义）、Ｐ２（５ ７一Ｇ蚣ＴＷＣ ＫＹＴ
ＡＡＴ

ＣＡＲ矾Ｂ

Ｇ．３

７，反义）进

行第一轮ＰＣＲ。扩增进行２５个循环。然后以Ｐ３（５

对象与方法

ＹＣＣ ＴＧＣ ＴＧＧ ＴＧＧ ＣＴＣ ＣＡＧ

１。对象：选择２００４年３—９月来自长春市传染

ｍ３

７一

７，正义）、Ｐ２

（５ ７一ＣＡＡ ＴＷＣ ＫＹＴ ＧＡＣ ＡＮＡ ＣＴＴ ＴＣＣ ＡＡＴ

病院和吉林大学第一临床医院门诊和病房就诊的

Ｃ根ＴＷＧ

２１６例ＨＢＶ阳性肝炎患者。患者来自地区分别为

第二轮扩增产物在含溴化乙锭的琼脂糖凝胶上电

长春（１６７例）、九台（２３例）、农安（１７例）和榆树（９

泳，于紫外光下观察。采用Ｕｌｔｒａｃｌｅａｎ １２１００—３００试

例）。其中女性７１例，男性１４５例，平均年龄

剂盒（硅珠吸附法胶回收纯化）进行ＰＣＲ产物纯化，

（４８．５±１１．３６）岁。病变程度的判断根据２０００年中

ＨＢＶ Ｓ基因扩增产物送上海联众基因公司用ＡＢＩ

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肝病学分会联

公司的３７００型全自动ＤＮＡ测序仪测序。

合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中关于肝脏炎症和
纤维化分级、分期的诊断标准。

７，反义）为内引物，进行第二轮ＰＣＲ。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统计学软件，用
ｘ２检验和独立样本￡检验分别对基因型与肝病程

２．方法：①采用酚一氯仿法提取患者血清中的
ＨＢＶ

Ｇ一３

度、体内病毒ＤＮＡ拷贝数的关系进行统计学分析。

ＤＮＡ。②巢式ＰＣＲ（ｎＰｃＲ）方法扩增基因型

特异的ＨＢＶ Ｓ基因保守序列：依次加入一对外引
物Ｐ３（５’一ＹＣＣ

ＴＧＣ ＴＧＧ ＴＧＧ ＣＴＣ ＣＡＧ ＴＴＣ一３

（１０ ｐｍｏｌ／ｐ１）、Ｅ１（５ ７一ＡＡＧ

ＧＧＡ从ＧＣ一３’，反义）（１０

７ｃ）

ＣＣＡ ＮＡＣ ＡＲＴ ＧＧＧ

ｐｍ０１／Ｌ）各１ ｐ１，进行第一

轮ＰＣＲ。扩增２５个循环。然后以１＂ｌ第一轮扩增
产物、Ｅ２（５ ７一Ｇ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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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Ａ

图ｌ

阳性ＰＣＲ产物电泳图

ＮＡＣ ＡＲＴ

７，反义）为内引物，进行第二轮

ＰＣＲ。扩增产物在含溴化乙锭的琼脂糖凝胶上电
泳，于紫外光下观察。每轮ＰＣＲ均设阳性、阴性对
照与空白对照。图１为阳性ＰＣＲ产物的电泳图（标
本号为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３）。③用ＲＦＬＰ分析
进行ＨＢＶ酶切分型：以第二轮ＰＣＲ产物进行限制
性消化３ ｈ。反应在３７℃下用１０ Ｕ的舢ｗ Ｉ、

图２

不能被ＥａｒＩ切断的为基因型Ｂ

ＨｐｈＩ、Ｎｃｉ工、ＮｌａⅣ或Ｅａｒ工进行。５种限制性内切
酶Ｈｐｈ Ｉ、Ｎｃｉ Ｉ、Ａｌｗ Ｉ、Ｅａｒ Ｉ和ＮｌａⅣ，使来自每个
ＨＢＶ基因型的Ｓ基因组区域典型序列成线性排
列，并显示限制性位点。通过Ｓ基因片段不能被
Ｅａｒ

Ｉ切断，基因型Ｂ被区分（图２）；而基因型Ｃ中

Ｓ基因序列无Ａ１ｗ工位点（图３）。只有基因型Ｅ在
４６１位点上有Ｎｃｉ工限制性内切位点；而且只有基因
型Ｆ在８２位点上有ＮｐｈＩ限制性内切位点（图４）。
对于基因型Ａ，在２９９位点上未发现ＮｌａⅣ特异限制
性内切酶位点，但是基因型Ｄ在２５６和２９９位点上

图３

未被～ｗＩ消化的为基因型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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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在慢性肝炎、肝硬化及肝癌患者中Ｃ型多见，其
中肝癌、肝硬化与Ｃ基因型ＨＢＶ的相关性最大。
用Ｙ２检验慢性肝炎、肝硬化和肝癌患者的基因型有
无差异，结果显示，各基因型间与肝病的严重程度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Ｙ２＝１．４３４，Ｐ＞０．０１）。
３．基因型和ＨＢＶ ＤＮＡ载量：将８６例住院患者
分为基因型Ｃ型（６９例）和非基因Ｃ型（１７例）两
组，对其入院后的首次病毒ＤＮＡ进行定量测定，基
未被Ｎｐｈ Ｉ在８２位点切开的基因，故无基因型Ｆ

图４

因Ｃ型的均数±标准差为１０６ ２２“２５拷贝／ｍｌ，高于
非基因Ｃ型１０５ ２０＋１‘８４拷贝／ｍｌ，取其对数值用来做
独立样本￡分析，结果显示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７３，Ｐ＞Ｏ．０５）。
４．ＨＢＶ ＤＮＡ载量与肝病严重程度的关系：

ＨＢＶ病毒载量（拷贝／ｍ１）急性肝炎患者为
１０５
图５

未被Ｎ１ａ州在２９９位点上切开的为基因型Ａ；

在２５６和２９９位点上被ＮｌａⅣ消化的为基因型Ｄ

结

果

７６＋０

为１０４

８２，慢性肝炎患者为１０４ １３¨３１，肝硬化患者

０２＋１

０２，肝癌患者为１０３

９７＋０

９２，结果显示各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０．３４，￡２＝１０．７５，￡，＝
０．９７，Ｐ值均＞０．０５；其中￡，为慢性肝炎与肝硬化
组比较，￡：为肝硬化与肝癌组比较，￡，为急性肝炎

１．ＨＢＶ阳性患者的基因分型：２１６例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标本中单基因型分别检测出了Ａ、Ｂ、Ｃ、Ｄ
四种，其中单基因型中Ａ型有１例（０．４６％），Ｂ型有

与慢性肝炎组比较）。
５．Ｓ基因序列ＲＦＬＰ法的基因分型结果与Ｓ
基因测序分型结果一致。

１９例（８．８％），Ｃ型有１７５例（８１．０２％），Ｄ型有２１
例（９．７２％）。其中８６例住院患者中，Ｃ型仍然为感
染的主要基因型，６９例，占全部基因型的８０．２３％；Ｂ

讨

论

ＨＢＶ的基因型分布复杂，分型方法也在不断的

型次之，９例（１０．４７％）。按病情轻重程度分类，６例

发展和完善，使得基因型的报道日益增多。在我国，

原发性肝癌均为Ｃ型，但其中１例合并有酒精性肝

还没有大样本量进行ＨＢＶ基因型的测定。本实验

硬化；肝炎后肝硬化的患者组，２０例中有１７例

证明用Ｓ基因序列的ＲＦＬＰ法ＨＢｖ分型结果与用

（８５．０％）为Ｃ型，只有２例（１０．０％）为Ｂ型，１例为

全基因组序列的基因分析结果一致，从而进一步证

Ｄ型。相比而言，５４例慢性肝炎中Ｃ型４１例占

实应用ＲＦＬＰ法进行基因测定简便而准确，为大样

７５．９３％，１例Ａ型（１．８５％），６例Ｂ型（１１．１％），６

本量进行ＨＢＶ基因测定提供了依据。

例Ｄ型（表１）。
表１

有研究表明ｎ Ｊ，通过测序发现我国南北两城市
８６例｝ＩＢｖ阳性患者的基因分型

基因型主要以Ｂ型、Ｃ型为主。结合文献发现一种
趋势，Ｂ型在我国由北向南逐渐增多，而Ｃ型逐渐减
少旧１。本次研究对长春地区２１６例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
患者进行基因分型结果显示，长春地区ＨＢＶ基因
型仍以Ｃ型为主（８１．０２％），Ｂ、Ｄ型次之（分别是
８．８％和９．７２％）。本研究结果与赵振国等ｂ。在
２００４年用进行的基因分型的结果报道Ｂ型８．９％、Ｃ

注：表内数据为例数

型６０．４％相比，Ｃ型稍有上升趋势。同时结果显示

２．基因型与肝病程度的关系：将基因Ｃ型（６９

长春地区ＨＢＶ感染的基因多样性趋势，表现在检

例）和非基因Ｃ型（１７例）患者按照肝病严重程度分

测出了Ａ单基因型。本结果提示在长春市ＨＢＶ

为慢性肝炎（５４例）、肝炎后肝硬化（２０例）和肝癌三

ＤＮＡ阳性的肝炎患者存在以上几种ＨＢＶ基因型。

·

１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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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型为优势基因型，与国外及我国南方一些地区报

响因素；但提示ＨＢＶ ＤＮＡ在Ｃ型患者体内长期存

道不尽相同旧－。

在有关。ＨＢＶ ＤＮＡ载量与肝病严重程度的关系有

本研究对肝硬化和慢性肝炎患者进行的基因分
型比较结果表明，尚未发现肝病严重程度因ＨＢＶ

待进一步研究，可能与其是否进行抗病毒治疗及其
疗程等因素有关。

基因型而有所不同。以前的研究提示Ｈ ｏ，在台湾地
区，绝大部分肝癌患者感染的ＨＢＶ为基因型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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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病毒的含量有一定关系，但不一定是其主要影

（本文编辑：张林东）

·疾病控制·
青海省玉树县果青牧场藏系绵羊鼠疫疫情调查
于晓涛

崔百忠

赵小龙

幕有

王梅

２００５年青海省玉树县果青牧场有旱獭鼠疫发生并引起
藏系绵羊鼠疫的暴发，极易引发人间鼠疫，为了监测该地区

阳性率远高于次年，经统计学分析，两个年份的鼠疫Ｆ１抗体
的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４４．７９，Ｐ＜０．００１）。

鼠疫疫情动态及流行强度，进行了鼠疫血清学调查。藏系绵

结论：鼠疫是在啮齿动物问传播的一种自然疫源性疾

羊血清２０５６份于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分别采集于玉树县果青

病，在青藏高原鼠疫自然疫源地，喜马拉雅旱獭为主要储存

牧场。Ｆ１抗原致敏血球；鼠疫Ｆ１抗原，均由全国鼠疫布病

宿主，但一些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偶尔也被波及，成为人间

基地提供。鼠疫间接血凝试验按常规方法进行，阳性判定标

鼠疫的重要传染源，在鼠疫流行病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准参照国标ＧＢ １５９９１—１９９５，血清滴度≥ｌ：２０为阳性。

义…。藏系绵羊自然感染鼠疫于１９７５年被证实，研究表明，

结果：２００５年６月下旬，玉树县果青牧场牧民报告当地有

藏系绵羊在自然条件下能感染鼠疫并对鼠疫大约有４．１７‰

自毙旱獭，但未收集到可检材料。７月７日再次发现自毙旱獭

的相对自然感染率心＿１。２００５年果青牧场藏系绵羊鼠疫的

并采集到残骨，经鼠疫细菌学检验分离到鼠疫菌，确定有动物

流行，阳性率高达６．０８％，可以看出，局部地区藏系绵羊鼠疫

间鼠疫流行。７月下旬部分藏系绵羊出现精神不振，不吃草，

的暴发时，其阳性率远远高于藏系绵羊分布区。而且流行期

行动迟缓等现象。８月２日发现有藏系绵羊和山羊死亡，并从

的阳性率较高，至次年后随着鼠疫Ｆ１抗体水平的下降，阳性

其体内分离到鼠疫菌。此次疫情一直持续至８月２３日，共死

率也随之下降（０．７０％）。关于藏系绵羊感染鼠疫的途径问

亡藏系绵羊１３只；山羊１只，分离鼠疫菌６株。调查表明，在

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藏系绵羊鼠疫流行期间伴有狐狸、狼、家猫等食肉动物的死
亡。通过对２００５年玉树县果青牧场１０５１份藏系绵羊血清的
检测，发现鼠疫Ｆ１抗体阳性血清６４份，阳性率６．０８％，滴度
介于１：２０～１２８０。２００６年再次对玉树县果青牧场藏系绵羊进
行调查，共采集血清１００５份，检出阳性血清７份，阳性率
０．７０％。此次藏系绵羊鼠疫的流行中，当年血清抗体的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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