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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宫内感染危险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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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宫内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

的方法，进行ＨＢＶ宫内感染危险因素的１。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王小芳

采用巢式病例对照研究

ＨＢＶ官内感染危险因素的单因素

分析显示在ａ＝Ｏ．０５水平上，孕妇ＤＲ３、婴儿ＤＲ３、母婴ＤＲ３同阳性、孕妇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孕妇
血清ＨＢｅＡｇ阳性和胎盘感染在病例组和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是ＨＢｖ宫内感染的危险因素，
Ｏ尺值（９５％Ｃ，）分别为４．７１（１．６２～１３．６６）、３．９１（１．１８～１２．９４）、５．９６（１．１４～３１．１５）、６．５９（２．７２～
１５．９７）、４

５３（１．９３～１０．６４）和２．５１（１．１２～５．６０）；在ａ＾＝０．０５，ａｍ＝０．１０水平上，进行ＨＢＶ宫内感

染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孕妇ＤＲ３（ＯＲ＝４．６５，１．４４～１５．０５）、孕妇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ｏＲ＝６．５６，
２．６５～１６．２３）被引入回归方程，为ＨＢＶ宫内感染的危险因素，且两因素间未显示交互作用；其他因素
的暴露率在病例组和对照组未见明显差别。随着孕妇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含量的增加，其发生宫内感染

的危险性呈现增高趋势（ｘ２＝１６，７４，Ｐ＜ｏ．０５）。结论｝｛Ｂｖ宫内感染的危险因素为孕妇ＨＬＡ—ＤＲ３
阳性和孕妇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且两因素间未显示交互作用，ＨＢｖ宫内感染率随孕妇血中ＨＢｖ
ＤＮＡ含量增高呈增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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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乙肝）呈世界范围流行，我国是高流

预防和阻断乙肝传播，而宫内感染的危险因素及传

行区，其中乙肝病毒（ＨＢＶ）携带者中５０％以上为母

播机制尚有争议，目前还不能有效防制ＨＢＶ宫内

婴垂直传播所致¨，２Ｉ。在ＨＢｖ母婴传播的三个阶

感染。本文结合ＨＢＶ宫内感染的遗传与环境因素

段中，产中及产后感染的机制已基本清楚，联合应用

来研究ＨＢＶ宫内感染的危险因素，为防制ＨＢｖ宫

乙肝免疫球蛋白（ＨＢＩＧ）和乙肝疫苗可以有效

内感染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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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与方法
１．对象：以２００３年６月至２００４年１１月经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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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各省市级医院筛检，在太原市传染病院妇产科进

２．ＨＢＶ宫内感染情况：ＨＢＶ宫内感染新生儿

行产前检查的ＨＢｓＡｇ阳性孕妇为研究队列，追踪观

ＨＢｓＡｇ阳性１１例，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２２例，病毒载量

察至分娩，收集孕妇产前、产中及产后的流行病学和

介于１０４～２．１６×１０ ７拷贝／ｍｌ，ＨＢｓＡｇ和ＨＢＶ

临床资料，并收集其新生儿的临床资料，共采集

任一项阳性者２９例，ＨＢＶ宫内感染率为１５．５ｌ％

ＨＢｓＡｇ阳性孕妇肘静脉血及其新生儿出生２４ ｈ内且

（２９／１８７）。

ＤＮＡ

未注射ＨＢＩＧ的股静脉血标本各１８７份，检测与研

３．ＨＢＶ宫内感染危险因素的巢式病例对照研

究有关的各种指标，进行ＨＢＶ宫内感染危险因素

究：将发生ＨＢＶ宫内感染的２９例新生儿作为病例

的研究。

组，余１５８例未发生宫内感染的新生儿作为对照组，

２．方法：

分析孕妇孕期各因素、ＨＢＶ感染状态、新生儿各因

（１）调查方法：由经过培训合格的临床医师按统

素及新生儿父亲等因素对ＨＢＶ宫内感染发生的

一设计的调查表对孕妇进行面对面询问及查阅产前

作用。

（１）均衡性检验：病例组和对照组孕妇均为汉

检查档案，获得ＨＢｓＡｇ阳性孕妇从产前检查至新生

儿分娩的有关资料，并填写调查表。
（２）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孕妇一般资料；孕妇及

家庭成员ＨＢＶ感染情况；孕妇既往史；孕期各因素

．

族，两组年龄分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０．２２０，
Ｐ＞０．０５）；文化程度、职业构成也无差异（ｘ２值分别
为１．８４０、６．１９３，Ｐ＞０．０５）．，说明两组均衡性较好。

暴露史，如先兆流产、先兆早产等；以及新生儿情况，

（２）ＨＢＶ宫内感染危陵西素单因素分析：将所

如性别、体重、畸形等内容。并对某些因素的暴露规

调查因素逐一进行单因素分析，比较病例组和对照

定了执行定义。

组暴露率的差异。结果显示在口－＿０．０５水平上，孕

（３）乙肝血清标志物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ＥＬＩＳＡ）法，试剂盒购自上海科华实业总公司。
（４）ＨＢＶ ＤＮＡ检测：参照文献［３—５］采用异硫
氰酸胍一步法提取血清ＤＮＡ，采用巢式聚合酶链反

妇ＤＲ３、婴儿ＤＲ３、母婴ＤＲ３同阳性、孕妇血清
ＤＮＡ阳性、孕妇血清ＨＢｅＡ碧阳性和胎盘感染

ＨＢＶ

在病例组与对照组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见
表１。

（３）ＨＢＶ宫内感染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为

应（ｎＰＣＲ）进行ＨＢＶ ＤＮＡ的扩增；荧光定量ＰＣＲ
法对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进行定量检测。

了控制混杂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将单因素分析

（５）ＨＬＡ—ＤＲ等位基因检测：采用ＳＤＳ一蛋白酶

有意义的因素及文献报道与宫内感染有关的因素引

Ｋ法提取血块基因组ＤＮＡ，参照文献［４］的引物设

入非条件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主要有先兆早产、孕妇

计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序列特异性引物（ＰＣＲ—ＳＳＰ）

血清ＨＢｅＡｇ阳性、孕妇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胎盘感染、

技术检测孕妇及其新生儿外周静脉血血块中

孕妇ＤＲ３、婴儿ＤＲ３、母婴ＤＲ３同阳性等进行多因

ＨＬＡ—ＤＲ３、ＤＲ７、ＤＲｌ３、ＤＲ５３基因型分布及频率。

素分析，结果以ａ。＝０．０５，ｄ出＝０．１０为标准，孕妇

（６）新生儿ＨＢＶ宫内感染诊断标准：新生儿外
周血ＨＢｓＡｇ和／或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即诊断为ＨＢＶ

ＤＲ３、孕妇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被引入回归方程，结果见
表２。

宫内感染。

（４）ＨＢＶ宫内感染危险因素的交互作用分析：

３．统计学分析：资料输入ＳＰＳＳ １３．Ｏ统计软件
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
结

参照文献［５］病例对照研究中判断交互作用的方法，
以孕妇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分层，分析孕妇ＤＲ３与新生

果

儿ＨＢＶ宫内感染的关系，两层的０Ｒ值分别为
４．３８和５．０５，经一致性检验，Ｐ＞０．０５（Ｙ２＝０．０１２），

１．一般情况：共收集ＨＢｓＡｇ阳性孕妇及其新生

两因素问不存在交互作用。

儿１８７对。其中顺产７４例中发生ＨＢｖ宫内感染

４．孕妇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含量与ＨＢＶ宫内感染

１０例，非顺产者（胎吸、臀助、产钳和剖腹产）１１３例

关系的分级分析：将１８７例ＨＢｓＡｇ阳性孕妇血清

中发生ＨＢｖ宫内感染１９例。ＨＢｓＡｇ阳性孕妇均

ＨＢＶ

为汉族，平均年龄２７．６７岁，其中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双

等级：＜１０３、１０３～１０６、１０６～１０８、＞１０８，各级病毒载

阳性者７２例（３８．５０％），１８７例均为ＨＢｓＡｇ携带

量与ＨＢＶ宫内感染的关系分析显示，随着孕妇血

者，其中２７例为病后携带，余未发现肝炎史。

清ＨＢＶ ＤＮＡ含量的增加，其发生宫内感染的危险

ＤＮＡ荧光定量检测结果按拷贝／ｍ１分为四个

１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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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ＨＢｖ宫内感染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注：８ Ｐ＜Ｏ．０５，６ Ｐ＜Ｏ．０１

性呈现增高趋势（总ｆ＝１７．２１，Ｐ＜ｏ．０５，趋势《＝

宫内感染。目前，关于ＨＢＶ宫内感染危险因素的

１６．７４，Ｐ＜０．０５），结果见表３。

研究，母亲孕期外周血ＨＢＳＡｇ滴度、ＨＢｅＡｇ阳性和
ＨＢＶ

表２

ＨＢｖ宫内感染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ＰＢＭＣ ＨＢＶ感染、先兆早产史、胎儿宫内窘迫等是

如

讹聪ｆ值

Ｐ值

伽值（９５％ｃ，）

１．５４

Ｏ．６０

６．５８

Ｏ．０１

４．６５（１．４４～１５．０５）

黧能１．８８

０４６

１６５３㈣６．５６（２．６５￣１６．２３）

２．８５

０，３９

５３．２８

因

素

孕妇ＤＲ３

常数项

ｐ

０

００

ＤＮＡ含量水平已被多项研究证实；孕妇

０，０６

否为ＨＢｖ宫内感染的危险因素尚有争议。
１．孕妇血清中ＨＢＶ的感染状态：依据ＨＢｖ的
病原学特点，ＨＢｓＡｇ阳性表示正在感染ＨＢＶ或发
病或为病毒携带；ＨＢｅＡｇ阳性和ＨＢｖ ＤＮＡ表示血
中存在大量病毒，传染性强。ＨＢｅＡｇ是衡量病毒在

表３

孕妇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含量与ＨＢＶ宫内感染
关系的分级分析

体内复制和宿主传染性的间接指标，而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是反映病毒在体内复制的最直接最可靠的指
标。目前，许多研究均已证实孕妇ＨＢｅＡｇ、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是ＨＢＶ宫内感染的高危因素№。１ ０Ｉ。本次
ＨＢＶ宫内感染单因素分析表明，孕妇血清ＨＢｖ

合计
０Ｒ值
（９５％Ｃｊ）

９８

３４

４４（１．０３
～１１．５５）

３

４１

１４

６．４１（２．２１
～１８．６１）

８．６１（２．１９
～３３ ８９）

１８７

ＤＮＡ阳性和ＨＢｅＡｇ阳性是ＨＢＶ宫内感染的危险
因素，但多因素分析只将孕妇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
引入回归方程，可能是由于孕妇体内存在有复制能

讨

论

力的突变株，发生ＰｒｅＣ的１８９６位点突变，形成的终
止密码子，导致ＨＢｅＡｇ不能合成与分泌有关。１１Ｉ。

ＨＢＶ宫内感染是控制乙肝流行的关键环节，明

２．ＨＬＡ—ＤＲ抗原：目前，学者们对ＨＢｖ宫内感

确ＨＢＶ宫内感染的危险因素才能有效防制ＨＢＶ

染的遗传易感性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未能取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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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而且易感基因的选取也极为不一致。而综合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

见报道。王素萍等Ｈ纠研究提示，ＨＬＡ—ＤＲ３、ＤＲ５１

２０００：８，５２５—５２６．

［６］Ｓｈａ０ ＺＪ，Ｘｕ Ｄｚ，ｘｕ ＪＱ，ｅｔ ａ１．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ｒｕｓ（ＨＢＶ）
ＤＮＡ

具有保护作用的型别；而刘海英等¨纠的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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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及新生儿ＨＬＡ—ＤＲ３阳性是ＨＢＶ宫内感染的易

ｓｔｕｄｙ．Ｊ

１

本研究率先将ＨＬＡ—ＤＲ抗原与ＨＢＶ宫内感染
的其他外在因素一起纳入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得出孕
妇ＨＬＡ—ＤＲ３阳性是ＨＢＶ宫内感染的危险因素，推
测人类遗传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ＨＢＶ宫内感
染的发生。可见，在ＨＢＶ宫内感染的发生中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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