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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江苏省宜兴地区丙型肝炎病毒
Ｆ蛋白抗体检测
邓小昭、蒋春梅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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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检测江苏省宜兴地区丙型肝炎（丙肝）患者血清丙肝病毒（ＨｃＶ）一Ｆ抗体及其分

布。方法利用基因重组获得的ＨＣＶ—Ｆ／ＧＳＴ蛋白作为抗原，包被酶联反应板，ＥＬＩｓＡ间接法检测
１２０例丙肝患者、１，例乙肝患者、３例戊肝患者及１０份正常人血清ＨＣｖ—Ｆ抗体，结合丙肝患者的临床
资料及疾病特征，统计分析ＨＣＶ—Ｆ抗体的分布情况及与ＨｃＶ感染的关系。结果

１２０例丙肝患者血

清ＨＣＶ—Ｆ抗体阳性８２例，阳性率６８％，而１５例乙肝、３例戊肝患者及１０份正常人血清标本均未检出
阳性；资料分析显示ＨＣＶ—Ｆ抗体阳性率与ＨＣＶ患者年龄、临床类型之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５１岁以
上年龄组的ＨＣＶ—Ｆ抗体阳性率是２０～５０岁组的６．６７５倍（９５％ｃＪ：２．４０７～１９．０７１），并且随着病程进
展，阳性率也随之增高（０Ｒ＝２．７４９，９５％Ｃ，：１．４７０～５．１４１）。结论

江苏省宜兴地区Ｈｃｖ感染者

血清中存在ＨＣＶ—Ｆ抗体，并可能与病程相关。
【关键词】丙型肝炎病毒；Ｆ蛋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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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感染所引起的丙肝呈全球

低水平表达了另外一种新型Ｃ蛋白，以往的一些研究

分布。笔者曾对健康者与丙肝患者的外周血单个核

认为这种的新型Ｃ蛋白是被截短了的核心蛋白。３‘５］。

细胞（ＰＢＭＣ）表达的蛋白质进行双相凝胶电泳和

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蛋白是由重叠在核心编码区

ＭＡＬＤｌＴ（）Ｐ—Ｔ（）Ｆ串联质谱分析，找到与正常人

的一段序列编码。与ＨＣＶ传统单一阅读框架翻译的

ＰＢＭＣ比较后有差异表达的６５个蛋白。通过ＭａＳｃＯｔ

病毒蛋白不同，新型Ｃ蛋白是由ＨＣＶ核心蛋白编码

数据库检索和相关资料的查阅，确定出其中具有进一

序列在翻译时发生核糖体读码框移位产生的，被命名

步研究意义的差异蛋白——Ｆ（ｆｒａｍ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蛋白，并

为新型Ｃ蛋白或ＡＲＦＰ（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在大肠埃希菌系统成功表达。１卫ｏ。Ｆ蛋白的产生机制

ｐｒｏｔｅｉｎ）或Ｆ蛋白。６’“。本研究以基因重组获得的

尚不十分明了。近年来发现，ＨＣｖ ＲＮＡ的核心区还

ＨＣＶ—Ｆ／Ｇ盯蛋白作为抗原∽ｏ，用ＥＬＩＳＡ间接法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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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丙肝患者血清ＨＣＶ—Ｆ抗体，初步研究了其分布情
况及与丙肝进程的关系。
材料与方法
１．材料：１２０例ＨＣＶ抗体阳性患者血清标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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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江苏省宜兴市人民医院收集提供（上

止反应。用空白孔调零，酶标仪测定吸光度

海实业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酶联免疫法ＨＣＶ抗

（Ａ。。。）值。

体检测试剂盒检测）。平均年龄为４８．３６岁，其中男

（２）统计学分析：临界值（Ａ）＝阴性对照平均值

性７９例，女性４１例；结合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病

（Ａ）±２５。数据采用了妒检验、￡检验和多因素ＩＯｇｉｓｔｉｃ

史，根据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分会和肝病分

回归分析方法，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会２０００年病毒性肝炎诊治方案中诊断标准，慢性丙

结

果

肝患者８５例，急性丙肝患者１９例，丙肝肝硬化患者
１６例，并结合肝脏超声、ＣＴ和核磁共振确诊。对照

１．血清标本ＨＣｖ—Ｆ抗体检测：１２０份丙肝患者

组为来自解放军八一医院和南京市传染病医院１５

血清中８２份（约６８％）样本的Ａ。。。值均高于０．０５６，

份乙肝血清、３份戊肝血清及宜兴市人民医院的１０

其平均值为０．６９６（表１）。对照组１５份乙肝血清、３

份健康人血清标本（ＨＡＶ、ＨＢＶ和ＨＣＶ感染指标

份戊肝血清及１０份正常人血清标本Ａ。。。值平均值

均阴性）。酶联反应板为深圳产９６孑Ｌ板。辣根过氧

为０．０４３４，标准差为０．００６４；临界值０．０４３４＋２×

化物酶（ＨＲＰ）标记的羊抗人ＩｇＧ抗体为南京阿恩

０．００６４＝０．０５６；两组的Ａ。，。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地公司产品。抗原包被液为碳酸盐缓冲液（ＣＢＳ，ｐＨ

（Ｐ＜０．０１）。随机选择１０％的样本进行盲法重复检

值９．６）；封闭液、样本稀释液与酶标抗体稀释液均由

测，共重复检测１２份，１２份酶标仪测定Ａ。。。值与第

本实验室配制（山羊血清为北京军区兽医防治中心

一次结果一致，一致率为１００％。

产品，小牛血清为Ｈｙｃｌｏｎｅ公司产品）；洗液为ＰＢＳＴ

表１

宜兴市１２０例不同性别患者中ＨＣＶ—Ｆ抗体分布

缓冲液。ＨＲＰ酶底物采用ＴＭＢ显色系统，ＴＭＢ底

物及终止液为南京华欣药业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产品
（由南京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制备）。酶联免疫测定

仪为Ｂｉｏ—Ｒａｄ公司产品（Ｍｏｄｅｌ ５５０）。ＨＣＶ—Ｆ／ＧＳＴ
蛋白：将ＨＣＶ一１ｂ型核心蛋白基因０框Ｎ端１０个氨
基酸序列和＋１框１０Ａｓ～Ｃ端的序列，克隆至原核
表达载体ｐＧＥｘ一４Ｔ一２，转化Ｅ．∞ｚｉ ＴＧｌ后，ＩＰＴＧ
（１．０ ｍｍ０１／Ｌ）诱导表达，超声裂菌。Ｇ１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Ｓｅｐｈａｒｏｓｅ

４Ｂ亲和层析柱纯化回收ＨＣＶ—Ｆ／ＧＳＴ蛋

白。ＳＤＳ—ＰＡＧＥ鉴定纯度，紫外分光光度法调整浓
度至（１肛ｇ／肚１）Ⅲ。
２．方法：

２．Ｆ抗体的分布情况：
（１）Ｆ抗体在不同性别患者中的分布：男性和女
性丙肝患者ＨＣＶ—Ｆ抗体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Ｙ２＝２．７６２，Ｐ＝０．０９７），见表１。

（２）ＨＣｖ－蹴体在不同年龄组中的分布：５１岁以上
年龄组的阳性率（８９．８％）高于２０～５０岁组（４７．５％），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２４．７８７，Ｐ＜０．０１），见表２。
表２

宜兴市１２０例不同年龄组中ＨＣＶ—Ｆ抗体分布

（１）ＨＣＶ—Ｆ／ＧＳＴ包被：每孔１００扯ｌ包被液
（５０ ｍｍ０１／Ｌ碳酸盐缓冲液，ｐＨ值９．６）含０．１肛ｇ
ＨＣｖ—Ｆ／ＧＳＴ蛋白加入９６孔板，４４℃过夜。次日用
ＰＢＳＴ（含０．０５％Ｔｗｅｅｎ一２０的ＰＢＳ）洗涤后，加入封

（３）ＨＣＶ—Ｆ抗体在不同临床类型患者中的分

闭液（含３０％山羊血清和１０％小牛血清的ＰＢＳ，每

布：不同临床类型丙肝患者中，中重度和肝硬化患者

孔１００“１），４℃封闭４ ｈ。吸去封闭液后，洗液洗涤３

中的Ｆ蛋白阳性率最高，分别达９３．９％和８７．５％，

次拍干。将待测血清用样品稀释液（含２０％山羊血

与其他两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清，１０％小牛血清和０．２％Ｔｗｅｅｎ一２０的ＰＢＳ）做

而ＨＣＶ—Ｆ抗体在急性丙肝、轻度慢性丙肝的分布没

ｌ：１００稀释后加入包被封闭好的酶联反应板内（每孔

有差异（Ｐ＞０．１），见表３。

１００肚１），３７℃反应３０ ｍｉｎ，同时设立空白对照。

（４）ＨＣｖ—Ｆ抗体与ＨＣＶ ＲＮＡ的关系：ＨＣＶ—Ｆ

ＰＢＳＴ洗板５次后，加入稀释好的ＨＲＰ标记的抗人

抗体的分布与患者血清中ＨＣＶ ＲＮＡ的检出差异无

ＩｇＧ抗体（每孔１００肛１），３７℃反应３０ ｍｉｎ。ＰＢＳＴ洗

统计学意义（Ｙ２＝２．７１４，Ｐ＝０．０９９）。而在ＨＣＶ

板５次后，每孔加入ＴＭＢ底物Ａ、Ｂ液各一滴，３７℃

ＲＮＡ型别之间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Ｙ２＝

避光显色１５ ｍｉｎ，再分别加入２ ｍｏｌ／Ｌ硫酸５０肚ｌ终

０．１５４，Ｐ＝０．９２６），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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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临床类型之间存在统计学关系；提示Ｆ蛋白在
不同年龄上的丙肝患者中免疫应答存在差异。
在不同临床类型丙肝患者中，中重度和肝硬化
患者中的Ｆ抗体阳性率最高，分别达９３．９％和

８７．５％，多因素分析亦显示Ｆ抗体阳性率也随着病
表４

宜兴市１２０例肝炎患者ＨＣｖ＿Ｆ抗体与ＨＣＶ ＲＮＡ的关系

程的进展而增高。而ＨＣＶ—Ｆ抗体在急性丙肝、轻度
慢性丙肝间的分布没有差异（Ｐ＞０．１）。推测Ｆ蛋
白表达的可能性与表达量随着感染年限增加而增
长。ｃａｌｌａｇｈａｎ等。９ｌ报道Ｆ蛋白表达的水平与肝脏

（５）ＨＣｖ—Ｆ抗体的多因素分析：经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显示，Ｆ抗体阳性率与患者年龄、临床类
型之间存在统计学关联，５１岁以上年龄组的抗体阳
性率是２０～５０岁组的６．６７５倍（９５％Ｃ，：２．４０７～

１９．０７１），并且随着病程进展Ｆ抗体阳性率也随之
增高（ｏ尺＝２．７４９，９５％Ｃｊ：１．４７０～５．１４１）。而性
别和Ｈｃｖ ＲＮＡ一与Ｆ抗体阳性率无关。
表５

性别
年龄组
临床类型
ＲＮＡ

ｐ

如

一０．５９２

Ｏ．５１２

１．９１３
１ ０１１
一０

４７６

讹蹦Ｙ２值Ｐ值
１

关，提示它是肝脏损害的特异性标志物。Ｂｒａｎｃｈ
等’１ ０。报道，在对ＨｃＶ相关的肝细胞癌患者癌组织
进行体外培养时，获得高表达的Ｆ蛋白，定量
ＲＴ—ＰＣＲ显示核心蛋白水平降低并伴随Ｆ蛋白高表
达，推测后者竞争性地抑制了前者表达；并且认为Ｆ

蛋白可能与ＨＣＶ感染的慢性化有关。
本研究以重组克隆的ＨＣＶ Ｆ蛋白作为免疫检

宜兴市１２０例肝炎患者ＨＣＶ—Ｆ抗体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受损有关，并且表达的水平与组织学的损害程度有

ｏＲ值（９５％ｃｊ）
５１０）

３３５

０．２４８

０．５５３（Ｏ ２０３～１

０．５２８

１３．１３０

０．０００

６．７７５（２．４０７～１９．０７１）

Ｏ ３１９

１０ ０３０

０．００２

２

０．３８０

１．５６４

０ ２１１

０．６２１（０

７４９（１．４７０～５．１４１）
２９５～１．３１０）

测抗原，报道了江苏宜兴地区ＨＣＶ感染人群的
ＨＣｖ—Ｆ抗体阳性率，结合１２０份具有相对完整资料
的临床病例，分析了ＨＣＶ—Ｆ蛋白与ＨＣＶ感染进程

的相关性，这些工作将有助于进一步研究ＨＣｖ—Ｆ蛋
白的功能以及与ＨＣｖ感染的关系。

讨

论

目前对Ｆ蛋白的生物学特性及功能了解甚少。
它在丙型肝炎的慢性化和病毒相关的发病机制中的
潜在作用尚不清楚。已发现它不稳定，在体外细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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