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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肝疫苗免疫策略研究·
乙型肝炎病 毒“ａ”决定
母ａ吠疋 簇突变对乙型肝炎疫苗
保护效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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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乙型肝炎（乙肝）病毒（ＨＢＶ）“ａ”决定簇热点突变对乙肝疫苗保护效果的影

根据ＨＢＶ基因保守序列设计ＰＣＲ扩增引物，针对“ａ”决定簇突变设计简并探针，制备检

测ＨＢＶ“ａ”决定簇１６种热点突变的基因芯片，并用克隆测序对芯片检测结果进行验证。基因芯片法
检测４７对乙肝疫苗阻断失败的母婴配对样本和３２３例阻断成功的母亲样本。结果

克隆测序证明，

基因芯片法具有特异性。应用该法检测发现，野生株（阳性率为７８．６６％）仍为主要流行株，依次为
１２６Ａ（１１．２７％）、１４５Ｒ（５．７６％）、１２６Ｓ一１（５．２８％）、１２６Ｓ２（４．５６％）、１２９Ｈ（１．２０％）、１４４Ａ（０．７２％）、
１２９Ｒ（０．２４％），但１２６Ａ阳性率显著高于其他突变（Ｐ值均＜Ｏ．０１）。阻断失败组母婴均感染的样本
与阻断成功组的１２６Ａ、１２６Ｓ一１、１２６Ｓ一２和１４５Ｒ检出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现有乙肝疫苗可

阻断１２６Ａ、１２６Ｓ和１４５Ｒ突变株的母婴传播，目前毋需研制针对１２６和１４５位点突变的新型乙肝疫
苗，但需加强对突变株的流行病学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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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世界许多地区均发现乙型肝炎（乙

但突变株是否与阻断失败有关尚无确切证据，为探

肝）疫苗阻断失败患者中存在“ａ”决定簇突变株…，

讨乙肝病毒（ＨＢＶ）“ａ”决定簇热点突变对乙肝疫
苗保护效果的影响，本研究首先制备了检测ＨＢＶ

基金项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资助项目（２００４ＢＡ７１８８０２）

“ａ”决定簇热点突变的基因芯片，并用基因芯片检测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０北京，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疫苗二室（张

乙肝疫苗阻断失败和阻断成功的母婴配对血清样

瑞、张现臣、梁争论、李河民）；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
荣成、李艳萍）；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朱凤才、刘社兰）；军事医
学科学院（王升启）；北京大学医学部微生物学系（庄辉）
通讯作者：梁争论，Ｅｍａｉｌ：１ｚｌｕｎ＠ｙａｈ００．ｃｏｍ

本，根据这些配对母亲和婴儿有无突变株检出，研究

现有疫苗是否能阻断突变株病毒母婴传播，为进一
步提高乙肝疫苗保护效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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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５

·

·

用Ｃｙ３亚磷酰试剂在５ ７端进行荧光标记，对所有探

材料与方法

针３ ７端进行氨基修饰，氨基与探针序列之间以间隔

１．对象：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江苏省筛选４７

臂（聚乙二醇磷酰化试剂）相连，合成结束后用浓氨

对乙肝疫苗阻断失败的母婴配对血清样本，３２３例

水５５℃作用１５ ｈ进行脱保护和切割，寡核苷酸纯化

阻断成功的母亲血清样本。筛选对象的标准：母亲

柱（ＯＰＣ）反相柱纯化。
选用德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ＱＬＡａｍｐ ＭｉｎＥｌｕｔｅ

怀孕期间ＨＢｓＡｇ和ＨＢｅＡｇ双阳性（ＨＢｅＡｇ以Ｓ／Ｃｏ

Ｖｉｒｕｓ

比值＞３为阳性，酶联免疫法）；婴儿按０、１、６个月程

Ｓｐｉｎ

序接种剂量为５弘ｇ／０．５ ｍ１重组酵母乙肝疫苗（未注

扩增：ＰＣＲ反应总体积２０弘ｌ，其中模板ＤＮＡ

射乙肝免疫球蛋白），于婴儿１～２岁时采集血清，置

引物Ｙ１

一７０℃冰箱保存。本试验方案经伦理委员会审核同

２００弘ｍ０１／Ｌ，Ｅｘ—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酶０．５ Ｕ。ＰＣＲ反应

意，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条件：９４℃５ ｍｉｎ；９４℃２０ ｓ，５４℃２０ ｓ，７２℃２０

２．方法：选用美国Ａｂｂｏｔｔ放射免疫试剂盒

Ｋｉｔ提取ＨＢＶ ＤＮＡ，按说明书进行操作。ＰＣＲ
１弘１，

０．２肛ｍ０１／Ｌ，引物Ｙ２ ２弘ｍｏｌ／Ｌ，ｄＮＴＰ

循环３０次；７２℃１０

ｓ，

ｍｉｎ。

（ＲＩＡ）检测母婴ＨＢｓＡｇ及婴儿抗一ＨＢｓ。选用深圳

（１）ＨＢＶ质粒参考品构建：以构建成功的ＨＢＶ

匹基ＨＢｖ核酸扩增荧光定量试剂盒检测ＨＢｖ

野生株重组质粒为模板，采用突变引物ＰＣＲ扩增产

ＤＮＡ。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和判断结果。根据

生定点突变的方法，在目标片段的特定位点引入突

ＨＢＶ序列，利用Ｐｒｉｍｅｒ ５．０软件设计特异性扩增

变碱基，纯化目标片段，用Ｔ４ ＤＮＡ连接酶连接至

ＨＢＶ“ａ”决定簇引物，上游引物Ｙ１：５ ７一ＧＧＴ

ｐＧＥＭ—Ｔ载体，转化感受态大肠埃希菌ＤＨ５ａ并经

ＴＧＣ ＣＣＧ ＴＴＴ ＧＴＣ ＣＴＣ Ｔ一３

ＴＧＴ

７，下游引物Ｙ２：５

７一

测序验证。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核酸浓度，用去离

７。根据

子水配制成１０６拷贝／ｌ上ｌ的原始参考品。以野生株

文献［２．４］，选择１６种“ａ”决定簇常见突变作为检测

和突变株质粒作为ＰＣＲ标准模板，来优化芯片杂交

对象，分别为１２６位Ｔ／Ｉ突变为Ａ（ａ［ｃ／ｔ］ｔ突变为

条件以及建立完全匹配与单碱基错配的探针间信号

ｇｃｔ）、１２６位Ｔ／Ｉ突变为Ｓ（ａ［ｃ／ｔ］ｔ突变为ａｇｔ或ｔｃｔ，

强度的比值。

Ｃｙ３．ＧＧＣ ＡＣＴ ＡＧＴ ＡＡＡ ＣＴＧ ＡＧＣ ＣＡ．３

分别记作１２６Ｓ一１和１２６Ｓ一２）、１２９位Ｑ突变为Ｒ（ｃａａ

（２）寡核苷酸芯片制备：将探针用点样液稀释至

突变为ｃｇａ）、１２９位Ｑ突变为Ｌ（ｃａａ突变为ｃｔａ）、

终浓度５０ ｐｍｏｌ／Ｌ，各取６弘ｌ转移至３８４孔板。用微

１２９位Ｑ突变为Ｈ（ｃａａ突变为ｃａｃ
或ｃａｔ，分别记作１２９Ｈ一１和１２９Ｈ一
２）、１３３位Ｍ突变为Ｔ（ａｔｇ突变为

表１
检测的氨基酸

ＨＢＶ“ａ”决定簇热点突变检测探针序列
探针编号

ａｃｇ）、１４２位Ｐ突变为Ｓ（ｃｃｔ突变为
ｔｃｔ）、１４２位Ｐ突变为Ｌ（ｃｃｔ突变为
ｃｔｔ）、１４４位Ｄ突变为Ａ（ｇａｃ突变为
ｇｃｃ）、１４５位Ｇ突变为Ｒ（ｇｇａ突变
为ａｇａ）、１４５位Ｇ突变为Ｅ（ｇｇａ突
变为ｇａａ）、１４４位Ｄ和１４５位Ｇ突
变为ＡＲ（ｇａｃ ｇｇａ突变为ｇｃｃ ａｇａ）、
１４４位Ｄ和１４５位Ｇ突变为ＡＥ
（ｇａｃ ｇｇａ突变为ｇｃｃ ｇａａ）、１４７位Ｃ

突变为Ｙ（ｔｇｃ突变为ｔａｃ）。由于待
测突变位点两端存在正常的核苷酸
变异。５ ｏ，因此用Ｐｒｉｍｅｒ ５．０软件分
别设计针对待测突变和野生序列的
简并探针（表１）。采用标准亚磷酰

胺化学方法在ＤＮＡ自动合成仪上
合成寡核苷酸，在引物Ｙ２合成中，

注：探针序列中标下划线处为待测突变

探针序列

长度（ｂ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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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列点样仪将探针点至醛基化玻片上，每
点体积约为０．５ ｎ１，直径约为２００肚ｍ，点
样时保持相对湿度８０％，温度２３℃。用已
制备好的检测１２６Ａ、１２６Ｓ一１、１２６Ｓ。２、
１４４Ａ、

１４５Ｒ、

１４５Ｅ、

１４４Ａ＋１４５Ｒ、

Ｐ５

Ｐ６

Ｐ７

Ｐ８

Ｐ９

Ｐ１０

Ｐ５

Ｐ６

Ｐ７

Ｐ８

Ｐ９

Ｐ１０

Ｐ５

Ｐ６

Ｐ７

Ｐ８

Ｐ９

Ｐ１０

Ｐ１１

Ｐ１２

Ｐ１３

Ｐ１９

Ｐ２０

Ｐ２１

Ｐ１ｌ

Ｐ１２

Ｐ１３

Ｐ１９

Ｐ２０

Ｐ２１

Ｐ１１

Ｐ１２

Ｐ１３

Ｐ１９

Ｐ２０

Ｐ２１

１４４Ａ＋１４５Ｅ突变的基因芯片和此次制备

图ｌ

基因芯片阵列示意图

的检测１２９Ｒ、１２９Ｌ、１２９Ｈ—ｌ、１２９Ｈ一２、
１３３Ｔ、１４２Ｓ、１４２Ｌ和１４７Ｙ突变的基因芯
片对样本进行检测。Ｃｙ３标记的单链ＰＣＲ
产物与杂交液（６×ｓＳＣ，０．２％ＳＤＳ）混合，

转移１０肚ｌ混合液至芯片反应区。将芯片置
于杂交盒中，４８℃水浴杂交１ ｈ。杂交后的
芯片依次在洗液Ａ（１×ＳＳＣ，０．２％ＳＤＳ）、
洗液Ｂ（０．２×ＳＳＣ）和洗液Ｃ（０．１×ＳＳＣ）
中分别洗涤１ ｍｉｎ。使用激光共聚焦扫描
仪在激发波长５４０ ｎｍ，发射波长５７０ ｎｍ
（Ｃｙ３）扫描杂交芯片，产生分析精度为

１０肚ｍ的１６位ＴＩＦＦ图像，在扣除背景值
后，重复点的均值即为每条探针的信号强
度，并用配套Ｇｅｎｅｐｉｘ

Ｐｒｏ

４．０程序对扫描

结果进行分析。根据野生型与突变型质粒
参考品的杂交结果，确定杂交信号判断
标准怕。。
（３）ＤＮＡ测序验证：挑选６份样本进
行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每份样本挑选１０
例阳性克隆进行测序，由北京华大基因有
限公司负责测序。
３．统计学分析：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软件进

图２

基因芯片检测参考品特异性结果

行统计分析。

１５例（３１．９１％）检测出“ａ”决定簇突变，４７例阻断
结

果

失败的婴儿中，１４例（２９．７９％）检测出“ａ”决定簇突

１．特异性检测：１２９Ｒ、１２９Ｌ、１２９Ｈ一１、１２９Ｈ一２、

变；３２３例阻断成功的母亲中，６８例（２１．０５％）检测

１３３Ｔ、１４２Ｓ、１４７Ｙ突变株参考品和野生株参考品的

出“ａ”决定簇突变，三组突变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ＣＲ扩增产物进行基因芯片杂交，芯片阵列见图１。

（Ｙ２＝３．９８，Ｐ＝０．１３７）。

基因芯片能特异检出“ａ”决定簇热点突变参考品和
野生型参考品（图２）。

４．ＨＢＶ各种毒株检出率：４１７例阻断成功和失
败的样本中，基因芯片测得ｗＴ（野生株）阳性率最

２．测序：选择６份样本，每份样本挑选１０例阳

高（７８．６６％），依次为１２６Ａ（１１．２７％）、１４５Ｒ

性克隆，共６０例克隆进行测序。样本Ｍ９２８的克隆

（５．７６％）、１２６Ｓ一１（５．２８％）、１２６Ｓ一２（４．５６％）、１２９Ｈ

测序检测出１例１３４Ｌ突变，Ｍ２０１６的克隆测序检

（１．２０％）、１４４Ａ（０．７２％）、１２９Ｒ（０．２４％）。１２６Ａ阳

测出ｌ例１４４Ａ突变，而基因芯片法未检出该２例

性率显著高于１２６Ｓ一１、１２６Ｓ一２、１２９Ｒ、１２９Ｈ、１４４Ａ和

突变。其余克隆测序结果与基因芯片法检测结果一

１４５Ｒ（Ｐ值均＜０．０１）。

致，而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仅检出优势株（表２）。
３．“ａ”决定簇突变率：４７例阻断失败的母亲中，

５．感染闭３Ｖ突变株情况：由表３可见，母婴均感
染突变株的阻断失败组与阻断成功组，其感染各种突

史堡煎煎丛堂蓥查！！！！至！旦筮！！鲞笙！塑鱼！垫』垦Ｐ塑！里ｉ！！！垒２１ｉ！；！！！！ｙ！！：！！！盥！：！

Ａ突变较常见（阳性率为１１．２７％），即发现突变

变株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于１２６Ａ、１２６Ｓ１、

１２６

１２６Ｓ２和１４５Ｒ突变株，两组问Ｐ值均＞０．０５）。

多位于“ａ”决定簇的第一个环。这与国外文献报道

表２

囊查譬器意望
编号
直接测序

三种方法检测的结果比较

的氨基酸突变多位于第二个环不同‘９。。但是，国内
也有学者发现。１ ０’１１。，突变多集中于“ａ”决定簇的第

芯片检测
心门伍删

克隆测序
兄陉删＂

一个环。

为研究突变是否与阻断失败有关，本试验对阻
断成功和失败的配对母婴样本进行特异位点的突变
分析，根据这些配对母婴有无特异的突变株检出，证
明现有疫苗是否能阻断突变株病毒的母婴传播。结
果发现，阻断失败组和阻断成功组中，１２６Ａ、

１２６Ｓ—ｌ、１２６Ｓ一２、１４５Ｒ的母婴传播率差异无统计学
表３

配对母婴感染ＨＢＶ“ａ”决定簇１２６、１４５位点
突变株结果

意义，提示现有疫苗能阻断ＨＢＶ特定位点突变的
母婴传播。因此，目前毋需研制针对１２６和１４５位
点突变的新型乙肝疫苗。
本研究建立的基因芯片法能特异、快速检出
ＨＢＶ“ａ”决定簇多个热点突变，检测灵敏度显著优于

合计

１０（２１．２８）６（１２．７７）４（８．５１）９（１９．１５）

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法。研究表明，现有疫苗虽可阻

断１２６Ａ、１２６Ｓ、１４５Ｒ热点突变株的传播，但需加强
对突变株的流行病学监测。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率（％）；母婴均感染

参考

突变株的阻断失败组与阻断成功组间１２６Ａ（ｆ＝ｏ．ｏｏ，Ｐ＝１．０００）、
１２６ｓ１（ｘ２＝ｏ．１０，Ｐ＝ｏ．７４８）、１２６ｓ２（＃＝ｏ．１７，Ｐ＝ｏ．６８３）、１４５Ｒ
（ｆ＝ｏ．ｏｏ，Ｐ＝１．ｏｏ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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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ＢＶ，疫苗保护率达到８７．２９％。７｜，但仍有一定比例
的母婴传播阻断失败，其原因可能与母亲ＨＢ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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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付海军，李荣成，马景臣，等．接种乙肝疫苗后ＨＢｓＡｇ携带者
ｓ区“ａ”决定簇变异．中华传染病杂志，２００２，２０（１）：１７—２０．
［４］孙剑，侯金林，陈金军．乙肝病毒ｓ基因变异研究进展国外
医学病毒学分册，１９９９，６（３）：８４＿８８．

决定簇突变、ＤＮＡ水平、基因型等因素有关，但尚无

［５］王佑春，林京香，张华远，等．乙型肝炎病毒Ｓ基因变异株的

明确证据。因此，建立灵敏、特异的检测突变株的方

［６］张瑞，李荣成，李艳萍，等．检测乙型肝炎病毒“ａ”决定簇热

法十分重要。目前，常用检测“ａ”决定簇突变株的方

点突变基因芯片的制备和初步应用．中华肝脏病杂志，２００７，

法为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法。有学者发现，“ａ”决定

［７］梁争论，李河民，张华远．基因工程乙型肝炎疫苗免疫原性和

簇突变株主要是劣势毒株，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法很

免疫效果的评价．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２００３，２３（９）：

难检测出∽ｏ。基因芯片技术具有高通量、高灵敏、自
动化等特点，适宜于ＨＢＶ“ａ”决定簇突变的研究要
求。因此，本试验建立了能特异、灵敏检测“ａ”决定

簇热点突变的基因芯片法。克隆测序证实，在６０例

研究．中国生物制品学杂志，２０００，１３（２）：６５—６７

１５：８８—９１．

６６３．６６５．

［８］夏国良，Ｏｍａｎａ ｖＮ，贾志远，等．单纯乙型肝炎疫苗免疫后
携带者表面抗原氨基酸置换的频率特征．中华实验和临床病
毒学杂志，２００１，１５（３）：２１２—２１５．
［９］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Ｇ，Ｋｅｗ Ｍ，Ｖａｎ Ｄａｍｒｎｅ
ｖｉｒｕｓｅｓ：ａ

ｒｅａｃＫｎｇ

克隆中，除１例１３４Ｌ突变由于基因芯片中未设计
相应探针而未检出，另ｌ例由于１４４Ａ后插入一个
核苷酸而影响基因芯片的检出外，其余特定位点的
突变株均能用基因芯片法检出。

基因芯片法检测结果表明，野生株仍为主要流
行株，但１２６、１２９、１４４、１４５位点突变也存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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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侯金林，廖慧钰，王战会，等在中国发现的几种乙型肝炎病
毒外膜基因变异株．中华医学杂志，１９９７，７７（８）：６０８—６０９
［１１］徐陈槐，黄晓燕，刘克洲，等．乙型肝炎疫苗母婴阻断失败与
乙型肝炎病毒ｓ基因变异．中华传染病杂志，２００２，２０（１）：
３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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