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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感染乙型肝炎病毒不同基因型
和亚型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赵鸿

李俊

李兴丰

【摘要】

目的

斯崇文

于敏

公维波

王贵强

于岩岩

明确乙肝病毒不同基因型和亚型在国内的分布及其与病情的相关性。方法

收

集来自国内８个地区８８４例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的血清和临床资料，用ＰＣＲ—ＲＦＬＰ方法鉴定病
毒基因型和亚型，分析不同基因（亚）型与病情间的相关性。结果

乙肝病毒Ｂ（２０．７７％）和Ｃ

（７８．２２％）基因型为最常见，仅１例为Ｄ基因型；所有Ｂ基因型均为Ｂａ亚型，Ｃ基因型中仅发现Ｃ２和
Ｃ１亚型。北方地区患者多感染Ｃ基因型（８３．６２％）／Ｃ２亚型（９０．３２％）。Ｂ基因型患者的年龄明显小
于ｃ基因型患者（Ｐ＜０．０００）。不同年龄段Ｂ基因型和ｃ基因型比较发现，感染Ｂ基因型的患者在
３０岁以下、３０～５０岁和５０岁以上年龄段中所占比例逐渐下降，感染Ｃ基因型的患者比例呈现相反趋
势（Ｐ＝０．０００）。Ｃ１和ｃ２亚型患者的年龄相近。各基因型在肝硬化、慢乙肝和无症状携带者中的分
布无差别。Ｂ和ｃ基因型（ｃ１和Ｃ２亚型）患者的病毒量之间无差别。Ｂ基因型患者的肝脏炎症和纤
维化评分明显低于Ｃ型患者（Ｐ＜０．０５）。结论

北方地区以ｃ基因型和Ｃ２亚型为主。Ｂ基因型患者

的年龄明显小于Ｃ基因型。Ｂ和ｃ基因型（Ｃｌ和Ｃ２亚型）患者的肝脏炎症和病毒量之间无差别。Ｂ
基因型患者的肝脏炎症和纤维化评分明显小于Ｃ型患者。
【关键词】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乙型肝炎病毒；基因型；基因亚型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行，Ｌｊ Ｘｉ门ｇ＿．厅以ｇ，Ｓｊ

Ｃ＾ｏ，ｚｇ－已∽胛，ｙＵ

仁ｋ加以＂ｌＰ札￡∥’，挖－，醯￡幻“５ Ｄｉ５阳ｓ甜，ＲＨｆ了切ｃ＾ｉ订ｇ

Ｈｏ印打ｎＺ吖’礅ｉ靠ｇ

Ｕ九ｉｗｒｓｉ砂，＆巧ｉ行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ＢＶ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Ｕｅｄ ｆｒｏｍ ８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ＲＦＬＰ 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１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Ｄ．Ｗｅ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Ⅵｅｔｈｏｄｓ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ｗｅｒｅ

Ｂ（２０．７７％）ａｎｄ Ｃ（７８．２２％）ｂｕｔ

ｆｏｕｎｄ ｓｕｂ—ｔｙｐｅ Ｂａ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８３．６２％）

Ｃ．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ｔｙｐｅ

Ｂ ｗｅｒｅ ｍｕｃｈ）的ｕ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Ｃ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ｒｕｍ ＨＢＶ．ＤＮＡ ｌｏａ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Ｃ．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Ｃｌ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２．Ｈｅｐａｔ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ｂｒｏｓｉｓ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ｓｃｏｒｅ

Ｃ／ｓｕｂ—ｔｙｐｅ

ｏｎｌｙ

Ｂ，Ｃ１ ａｎｄ Ｃ２ ｓｕｂ—ｔｙｐｅ ｉｎ

（９０．３２％）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ｉｎ

ｎｏ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ｌｉｖｅｒ

Ｂ ａｎｄ Ｃ，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ｂ—

ｓｃ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ＢＶ—ＤＮＡ ｌｏａ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Ｃ．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ｔｙｐｅ Ｃｌ ａｎｄ Ｃ２．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ｎｄ Ｃ２．Ｈｏｗｅｖｅｒ，ｈｅｐａｔｉｃ

８８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Ｃｈｉｎａ．ＨＢＶ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ｔｙｐｅ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ｕｓｉｎｇ ＰＣＲ—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ＨＢＶ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１

１０００３４，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ｒｏｌｏｇ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ＢＶ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ｈ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ｙｐｅ

Ｈｏ盯ｇ，Ｌ』

Ｇ“ｉ—ｑ妇以ｇ．

ｎ“施ｏｒ：Ｗ：Ａ ＮＧ Ｇ“ｉ—ｑｉＨ以ｇ，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ｇｑ（虫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０ｒ，’舀ｐｏ，ｚｄｉ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ＺＨＡＯ

Ｍｉ挖，ＧｏＮＧ Ｔ％ｉ一６０，ｙＵ ｙａ咒一３舰以，ＷＡ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ｎｏ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Ｂ ａｎｄ Ｃ，ｏ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ｗｉｔｈ

Ｂ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ｌｉｖｅｒ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ｓｕｂ—ｔｙｐｅ

Ｂ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１０ｗｅｒ

Ｃ２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ｐｏｎｄｅ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ｕｂ—ｔｙｐｅ

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慢性感染严重威胁人类

性≥４％‘２’引，可将ＨＢＶ分为Ａ～Ｈ共８个基因型，

健康。根据ＨＢｖ核苷酸全序列异质性≥８％…（同

基因型进一步分为不同的基因亚型。４。７。。已有的研

源性＞９２％）或Ｓ基因序列核苷酸异质

究表明，我国的ＨＢｖ以Ｂ、Ｃ基因型为主并有不同
的地理分布旧ｏ；基因Ｃ型患者肝脏损伤可能重于基

基金项目：卫生部临床学科重点项目（２００１０９１１）；美国ｃＭＢ基

因Ｂ型旧’１０］、对干扰素一０ｃ的应答较差ｎ１’１２］，肝细胞肝

金；北京大学“９８５”项目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３４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

癌（ＨＣＣ）的发生率较高¨３｜。尚没有关于基因亚型

通讯作者：王贵强，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ｇｇｑ＠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的相关报道。本研究采用ＰＣＲ—ＲＦＬＰ方法检测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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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８个地区的８８４例慢性感染者的ＨＢＶ基因型

０．０００）和无症状携带者（３５．００岁，Ｐ＝０．００３），慢乙

和亚型，对基因（亚）型的分布、所致肝脏病变特点做

肝和无症状携带者的年龄间无明显差别。慢乙肝患

初步探索。

者的血清ＡＬＴ水平明显高于肝硬化患者（Ｐ＝
材料与方法

０．００８）和无症状携带者（Ｐ＝０．０１１），血清
ＨＢＶ—ＤＮＡ水平明显高于肝硬化患者（Ｐ＝０．０３０），

１．病例选择：收集北京、河北、济南、新疆、上海、

但与无症状携带者无差别（Ｐ＝０．１６８）。患者感染

吉林、广州、江苏地区门诊患者共８８４例，血清

的病毒基因型以Ｃ型为主，Ｂ和Ｃ基因型混合感染

一２０℃冻存备用。所有患者均进行肝功能、血常规、

仅见于慢乙肝患者，１例慢乙肝患者感染Ｄ基因型。

病毒定量、病毒血清免疫学指标等检测，其中１６６例

仅发现Ｂａ亚型；Ｃ基因型中以Ｃ２亚型为主（表２）。

并行肝脏穿刺活检。

表１

２．检测方法：设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病毒室为
中心实验室，病毒定量和基因（亚）型的测定均在中
心实验室用同一批次试剂有专人检测。

扩增区段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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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基因型

（１）ＨＢＶ—ＤＮＡ定量：实时ＰＣＲ荧光定量法检
测，以ＨＢＶ—ＤＮＡ＜１０３ ｃｐｓ／ｍｌ为阴性。

ＰＣＲ—ＲＦＬＰ方法鉴定基因（亚）型所用的引物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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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血清免疫学指标：用雅培公司的Ａｂｂｏｔｔ试
剂盒检测血清中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ｓ、ＨＢｅＡｇ、抗一Ｈ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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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亚型鉴定
２“ｏ ｒｏｕｎｄ

（３）基因（亚）型：先用酚氯仿法提取核酸；采用
聚合酶链反应一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ＰＣＲ—
ＲＦＬＰ）方法鉴定基因（亚）型¨４’”。，所用引物序列见

Ｐｒｅ—ｃｏｒｅ区

表ｌ，引物由赛百盛公司合成。部分试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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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统计学方法：所有计量资料均以“均数±标准
差（ｊ±ｓ）”或以“孟±ｓ／Ｍ”表示，正态分布样本采用
￡检验、方差分析，样本量少者进行秩和检验，资料
分布不明者进行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率的比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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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２检验或连续校正法或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采用
ｓＰｓｓ统计软件及ＳＡｓ程序进行统计学分析。所有

２．基因型和基因亚型分布：８８４例患者的基因

的统计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Ｐ＜０．０５将被认为所

型分布各地并不相同（表３）。北方地区（北京、河

检验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北、山东、吉林、新疆）８３．６２％的患者感染Ｃ基因型
ＨＢＶ，南方地区Ｂ基因型患者明显多于北方

结

果

（３４．９％口ｓ．１５．７％，Ｐ＝０．０００），５５．０７％的广州患

１．一般情况：收集北京、河北、济南、新疆、上海、

者感染Ｂ基因型ＨＢＶ。另有６例患者为Ｂ和Ｃ混

吉林、广州、江苏地区门诊患者共８８４例，按照２００５

合感染，４例在济南、２例在广州。在济南还发现了

年发布的慢性乙型肝炎（慢乙肝）诊断标准，８５１例

１例Ｄ型感染者。对其中５８５例患者用ＰＣＲ—ＲＦＬＰ

（９６．３４％）患者为慢乙肝、２３例（２．５５％）为肝硬化、

的方法鉴定基因亚型。所有１１５例Ｂ基因型患者均

１０例（１．１１％）为无症状携带者，９６．４％的患者为

为Ｂａ亚型，未发现Ｂｊ亚型。其余４７０例为Ｃ基因

ＨＢｅＡｇ（＋）、８２．４％为男性患者。肝硬化患者的年

型患者。北方地区（北京、河北、吉林）９０．３２％的患

龄（４７．５２岁）明显大于慢乙肝患者（３１．９３岁，Ｐ＝

者均为Ｃ２亚型，而在广州仅有２８．５７％的患者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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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呈现相反趋势（７２．７％、８３．７％、９４．８％），Ｐ＝

Ｃ２亚型，江苏和上海患者仍以Ｃ２亚型为主。
表２

０．０００（图１）。

患者一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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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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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组（岁）

图１

Ｉ司一年龄段Ｂ和Ｃ基因型乙肝病毒的比例

４．基因（亚）型与病情的关系：见表２。Ｂ和Ｃ
基因型患者的血清ＡＬＴ、总胆红素、血清白蛋白、碱
性磷酸酶、ＨＢｖ—ＤＮＡ定量均无显著性差别。Ｃ１和
Ｃ２亚型间的血清ＡＬＴ、总胆红素、碱性磷酸酶、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与慢乙肝
患者相比Ｐ＝０．ｏｏＯ，与慢性ＨＢｖ携带者相比Ｐ＝Ｏ ００３；６与肝硬化
患者相比Ｐ＝０ ００８，与慢性ＨＢＶ携带者相比Ｐ＝０．叭１；‘与肝硬化
患者相比Ｐ＝０．０３０，与慢性ＨＢＶ携带者相比Ｐ＝０．１６８

ＨＢｖ—ＤＮＡ定量也无显著性差别，但Ｃ２基因亚型患
者的血清白蛋白明显低于Ｃｌ亚型患者（Ｐ＝
０．０１５）。

３．同年龄患者感染ＨＢＶ基因（亚）型的差异：Ｂ

５．不同基因型患者的肝脏病理情况：见表４。

基因型患者的平均年龄（２９．０５岁±９．０８岁）明显小

对１６６例ＡＬＴ＞８０ ＩＵ／Ｌ且ＨＢＶ—ＤＮＡ＞１０３ ｌｏ禹。ｃｐｓ／

于Ｃ基因型者（３３．３１岁±１０．７５岁，Ｐ＜０．０００）。Ｃ１

ｍｌ的ＨＢｅＡｇ（＋）慢乙肝患者的肝组织活检进行

与ｃ２亚型患者的平均年龄相近（３２．００岁±１０．４９

Ｋｎｏｄｅｌｌ

岁ｕｓ．３３．１３岁±１１．５１岁）。４１．７％的Ｂ基因型患

１３６例。就门脉周围有无桥接坏死、小叶内变性和

者为２０～３０岁；而６３．６％的Ｃ基因型患者为２０～４０

灶性坏死、门脉炎症、纤维化程度及组织学活动性指

岁。感染Ｃ１和Ｃ２亚型患者的年龄分布相似，Ｐ＝

数（ＨＡＩ）进行评分。Ｂ基因型患者在门脉周围桥接

０．８９５。感染Ｂ基因型的患者在３０岁以下、３０～５０

坏死、小叶内变性和灶性坏死、纤维化程度及ＨＡＩ

岁和５０岁以上三个年龄段中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

的评分均明显低于Ｃ型，Ｐ＜０．０５；门脉炎症也较

（２７．３％、１６．３％、５．２％），而感染Ｃ基因型的患者

轻，但未达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３

ＨＡＩ评分，其中Ｂ基因型３０例，Ｃ基因型

基因型（亚型）与病情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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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了ＨＢＶ基因（亚）型的地理分布和生化学、血清中
病毒载量问的相关性。对于不同基因（亚）型与病情

研究发现，８８４例慢性ＨＢＶ感染者中，７８．４％

轻重和治疗应答的相关性研究，是扩大样本量进一

感染了Ｃ基因型；Ｂ和ｃ基因型的分布有明显的南

步研究的方向。关于ＨＢＶ基因（亚）型的研究，有

北方地理差异：南方地区主要为Ｂ型、北方则以Ｃ

望为临床个体化治疗提供指导。

型为主。以往的研究也提示同样的地理分布。８ ｏ。本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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