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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

实验室研究·
乙型肝炎病毒Ｂ基因亚型（Ｂａ，Ｂｊ）半巢式
ＰＣＲ检测方法的建立
高俊薇

王杰

【摘要】

李杰

目的

方法。方法

庄辉

王佳

李雅娟

金晖

建立一种灵敏特异且简便易行的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Ｂ基因Ｂａ和Ｂｊ亚型分型

用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比较分析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登录的Ｂ基因型ＨＢＶ（ＨＢＶ／Ｂ）和Ｃ基因型ＨＢＶ

（ＨＢｖ／ｃ）的基因序列，分别设计出ＨＢｖ／Ｂ型特异性引物ＨＢ及Ｂａ和Ｂｊ基因亚型特异性引物ＢＡ和
ＢＪ。第一轮ＰＣＲ反应以ＨＢｖ／Ｂ型特异性引物ＨＢ作为上游引物，以日本学者Ｓｕｇａｕｃｈｉ等设计的引物
ＨＢＡｓ一４ｖ作为下游引物（外引物）；第二轮ＰＣＲ反应同样以ＨＢ作为上游引物，亚型特异性引物ＢＡ和
ＢＪ作为下游引物（内引物），在同一个反应管中进行。根据ＰＣＲ产物片段的大小判定Ｂ基因亚型。
随机选取实验室内经型特异性引物ＰＣＲ法鉴定为ＨＢＶ／Ｂ（５６份）及经ｐｒｅＳ／Ｓ区序列测定证实为
ＨＢｖ／Ｃ（１５份）的ＨＢＶ慢性感染者血清标本共７１份，以研究设计的引物进行半巢式ＰＣＲ反应，检测
Ｂａ和Ｂｊ基因亚型，并以载有ＨＢＶ Ｂｊ亚型基因组的质粒作为Ｂｊ亚型的阳性对照。然后随机选取１５
份Ｂ型样本的第一轮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利用Ｂｌａｓｔ和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将测序结果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登录
５６份ＨＢＶ／Ｂ血清标

的Ｂａ及Ｂｊ亚型序列进行同源性分析，验证该半巢式ＰｃＲ法的准确性。结果

本经该半巢式ＰｃＲ法检测，均为Ｂａ亚型，随机选取的１５份Ｂ型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结果均为Ｂａ亚
型，与研究中应用的半巢式ＰＣＲ方法检测结果一致。１５份ＨＢＶ／ｃ的血清标本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结论建立了ＨＢＶ Ｂａ和Ｂｊ亚型半巢式ＰＣＲ法。该方法灵敏、特异、简便、易行，可用于临床和流行
病学大样本检测。
乙型肝炎病毒；Ｂ基因型；半巢式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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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基因亚型的研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登录的４１份ＨＢＶ／Ｂ基因序列的ｐｒｅＣ／Ｃ

究逐步深入，如Ａ基因型可进一步分为Ａ１（Ａａ）、Ａ２

区，其中包括３５份Ｂａ亚型（１２例来自中国）和６份

（Ａｅ）、Ａ３（Ａｃ）３个亚型ｕ’２。；Ｂ基因型分为Ｂ１（Ｂｊ）、

Ｂｊ亚型，找出ＨＢＶ／Ｂ中Ｂａ和Ｂｉ亚型特异的基因序

Ｂ２（Ｂａ）、Ｂ３、Ｂ４和Ｂ５等５个亚型，其中Ｂａ亚型与Ｃ

列，根据这些特异的基因序列分别设计出Ｂａ和Ｂｉ

型在ｐｒｅＣ／Ｃ区存在重组，而Ｂｊ亚型与Ｃ型间无重

基因亚型的特异性引物ＢＡ和ＢＪ。同时，对

组发生；Ｃ基因型可分为Ｃ１、Ｃ２、Ｃ３和Ｃ４亚型；Ｄ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登录的６０份（２份来自中国）ＨＢＶ／Ｃ和

基因型可分为Ｄ１、Ｄ２、Ｄ３和Ｄ４亚型；Ｆ基因型分为

上述４１份ＨＢＶ／Ｂ基因序列的Ｘ区进行分析比较，

Ｆ１和Ｆ２亚型等ｂ－６Ｊ。对于Ｂ基因型的两个主要亚

找出相对于ＨＢＶ／Ｂ和ＨＢＶ／Ｃ两种基因型的特异序

型Ｂａ和Ｂｊ而言，Ｂａ亚型患者的ＨＢｅＡｇ阳性率和核

列。根据这些特异序列设计出ＨＢＶ／Ｂ的特异性引

心启动子双位点突变（Ｔ１９６２／Ａ１７６４）率显著高于Ｂｊ

物ＨＢ。引物ＨＢ、ＨＢＡＳ一４ｖ【９ ｏ、ＢＡ和ＢＪ用于半巢

亚型，尤其在年龄大于３０岁的Ｂａ亚型和Ｂｊ亚型患

式ＰＣＲ扩增的内外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

者中ＨＢｅＡｇ阳性率的差异更加明显，而且Ｂａ亚型

服务有限公司合成，序列见表１。

感染者发生肝细胞癌（ＨＣＣ）的年龄显著低于Ｂｊ亚

表１

半巢式ＰＣＲ法鉴定｝｛ＢＶ Ｂａ和Ｂｉ亚型所用引物序列

型感染者发生ＨＣＣ的年龄＂丐］。可见，ＨＢＶ／Ｂ亚型
的划分可在一定程度上诠释感染同一型别ＨＢＶ／Ｂ

引物

船（正义链）
鼢ＡＳ４Ｖ（反义链）

基因型患者临床表现的差异。
目前，诊断ＨＢＶ／Ｂ基因亚型的方法主要有全基

序列

（５’～３’）

第一轮
ａｃｃ

ｇ培ａａｃ

ｇｃｃ

ａｔａ ｇｇｇ ｇｃａ ｔｔｔ

ｃａｃ

Ｍｇｇ ａａ（ｎｔ １６１７～１６３６）

ｇ时ｇｇ七ｃｔ（址２３１６～２２９７）

第二轮

Ｉ皿（正义链）

因分析、ｐｒｅＣ／Ｃ区测序法、聚合酶链反应法（ＰＣＲ）、
聚合酶链反应一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分析法

ａｃｃ

ｇ培ａａｃ

ＢＡ（反义链）

昏ｃ

ＢＪ（反义链）

ｇｔａｔｃｔ

ｔｇａ Ｋｔｔ

ｇｃｃ
ｔｔａ

ｃａｃ

Ｍ晖ａａ（ｎｔ １６１７～１６３６）

Ｋｇｃ ｃｃａ

ａ鳐ａｇＲｔｃｔ

ｃｇｃ

ｔａｔ

ｔａａ

ｃ（ｍ ２１９５～２１７１）

ａｃｃ（ｎｔｌ９９８～１９７８）

（ＰＣＲ—ＲＦＬＰ）等。在大规模检测方面，ＰＣＲ具有简
便快速的优点，而巢式ＰＣＲ又能使检测的灵敏度和

４．方法：

特异度进一步提高。本研究利用巢式ＰＣＲ的这一

（１）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提取：将５０弘ｌ待检血清加

特性，设计了一套检测ＨＢＶ Ｂａ和Ｂ｛亚型的半巢式

入到６０“１裂解液中，混匀，３７℃水浴１０ ｍｉｎ，加入

ＰＣＲ法，采用多个引物同时扩增，根据ＰＣＲ产物的

３０ ｐｌ

大小直接判定Ｂａ和Ｂｊ基因亚型，该法简便快速，灵

充分混匀后，１４

敏度和特异度较高，便于大样本检测。

等体积异丙醇和１０弘１醋酸钠（ＮａＡｃ）溶液（２ ｍｏｌ／Ｌ，

材料与方法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ｌＯ ｍｉｎ，取上清，加入

ｐＨ值４．０），一２０℃沉淀２
１５

１．样本：随机选取本室血清库中冻存的ＨＢＶ

Ｔｒｉｓ饱和酚和３０弘１氯仿：异戊醇（４９：１）溶液，

ｈ，１４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ｍｉｎ，弃上清，加入７５％预冷乙醇５００弘ｌ，

１４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弃上清，沉淀于５０℃干燥

慢性感染者血清标本７１份，其中经型特异性引物

后，溶于２０扯１灭菌双蒸水（ＤＤｗ）中，一２０℃保存备

ＰＣＲ法鉴定为ＨＢＶ／Ｂ感染者５６份Ｈ ０。，经ｐｒｅＳ／Ｓ区

用，作为ＰＣＲ反应的模板。

序列测定证实为ＨＢＶ／Ｃ感染者１５份，均为ＨＢｖ

（２）半巢式ＰＣＲ：①第一轮ＰＣＲ：用ＨＢ和

ＤＮＡ阳性。载有ＨＢＶ Ｂｊ亚型基因组的质粒由日

ＨＢＡＳ一４Ｖ分别作为上游引物和下游引物（外引物）

本传染病研究所Ｋｅｎｊｉ Ａｂｅ教授惠赠。

进行第一轮ＰＣＲ扩增，ＰＣＲ反应体系（２０肚１）如下：

２．试剂和仪器：核酸提取试剂盒购自Ｐｒｏｍｅｇａ

１０×ＰＣＲ缓冲液２“１，ｄＮＴＰ（１０ ｍｍ０１／Ｌ）０．４“１，

公司；ｄＮＴＰ和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酶购自北京华大中生

ＭｇＣｌ２（２５ ｍｍ０１／Ｌ）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琼脂糖（西班牙进口原装）购自

０．７５

上海华美生物工程公司；ＤＮＡ分子质量标志

聚合酶（１×１０６ Ｕ／Ｌ）０。２弘ｌ，ＨＢＶ ＤＮＡ模板２｝上ｌ，

中Ｘ１７４一ＨｉｎｃⅡｄｉｇｅｓｔ购自北京六合通技术发展有

灭菌ＤＤｗ １２．７肚１，按９５℃预变性１０ ｍｉｎ；９５℃

限公司；台式高速离心机为德国Ｈｅｒａｅｕｓ公司

３０ ｓ，５５℃４５ ｓ；７２℃１

Ｂｉｏｆｕｇｅ

２８Ｒ５；ＰＣＲ热循环仪和凝胶成像仪为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公司产品。
３．引物设计：用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比较分析

７

１．２肛ｌ，ＨＢ（１０ ｍｍ０１／Ｌ）

ｌ【上１，ＨＢＡＳ一４Ｖ（１０ ｍｍｏｌ／Ｌ）０．７５肛ｌ，Ｔａｑ

ＤＮＡ

ｍｉｎ，扩增４０个循环；７２℃，

ｍｉｎ。②第二轮ＰＣＲ：同样用ＨＢ作为上游引物，

ＢＡ和ＢＪ作为下游引物（内引物）进行第二轮扩增，
反应体系（２０肛１）如下：１０×ＰＣＲ缓冲液２弘ｌ，ｄＮ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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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ｍｍｏｌ／Ｌ）０．４肛ｌ，ＭｇＣｌ２（２５ ｍｍｏｌ／Ｌ）１．２肛ｌ，ＨＢ

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已知的ＨＢＶ Ｂａ和Ｂｊ亚型序列进行

（１０ ｍｍ０１／Ｌ）０．７５肛ｌ，ＢＡ（１０ ｍｍ０１／Ｌ）０．７５肛１，ＢＪ

序列比对和同源性分析，结果与半巢式ＰＣＲ检测Ｂ

（１０ ｍｍｏｌ／Ｌ）０．７５】ｕｌ，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酶（１×

基因亚型的结果一致，均为Ｂａ亚型，未发现其他亚

１０６

ｕ／Ｌ）０．２肛１，第一轮ＰＣＲ产物１ ｐｌ，灭菌ＤＤｗ

型（图２）。

１２．９５肚１，按９５℃预变性１０ ｍｉｎ；９５℃３０ ｓ，５５℃
３０ ｓ，７２℃３０

ｓ，扩增３５个循环；７２℃，７ ｍｉｎ，４℃保

存，取５”ｌ第二轮ＰＣＲ产物在１００ Ｖ电压下，经
３０

ｇ／Ｌ琼脂糖凝胶电泳２０ ｍｉｎ后，在凝胶成像仪下

观察条带的大小。
（３）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法鉴定Ｂａ和Ｂｊ亚型：①
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从上述５６份ＨＢＶ／Ｂ慢性感染
者血清标本中随机选取１５份，将第一轮ＰＣＲ产物
直接测序。ＰＣＲ产物纯化和测序由北京华大中生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完成。②基因序列测定法分型：
使用Ｂｌａｓｔ和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将１５份血清样本的测

６

４

２

ＮｔｌｃＩｃｏｔｌｄｅ甄ｌｂｓ“ｎｌｆＩｏｎｓ（ｘＴ００）

序结果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已知的ＨＢＶ Ｂａ和Ｂｉ亚型序
列进行序列比对和同源性分析，以验证该法的准

图２

１５份血清标本的测序结果与已知ＨＢｖ

Ｂａ

和Ｂｊ亚型序列的同源性分析

确性。
结

果

讨

论

１．半巢式ＰＣＲ鉴定Ｂａ和Ｂｊ亚型：半巢式ＰＣＲ

目前，ＨＢＶ／Ｂ基因型已被分为５个亚型，其中

扩增的Ｂａ亚型片段为５７９ ｂｐ，Ｂｊ哑型片段为

Ｂｊ主要在日本流行；Ｂａ主要在中国、越南等亚洲国

ｂｐ，４９份ＨＢＶ／Ｂ和７份Ｂ＋Ｃ混合型慢性感染

家流行；Ｂ３仅在印度尼西亚发现；Ｂ４仅在越南发

３８２

者血清样本均被检测为Ｂａ亚型（图１）。

现；Ｂ５最近在菲律宾发现哺１。但主要为Ｂｊ和Ｂａ

２

个亚型。ＨＢＶ Ｂａ与Ｂｊ亚型相比，在ＨＢｅＡｇ阳性
率、病毒载量、ＡＬＴ水平、ＰｒｅＣ区的变异以及致病性
等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ｏ。９｜，因而对ＨＢｖ／Ｂ
基因亚型的检测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中利用半巢式ＰＣＲ检测５６份ＨＢＶ／Ｂ
慢性感染者血清标本均为Ｂａ亚型，检出率为
１００％，并与测序结果一致，说明该法具有较高的灵
敏度和特异度。本文初步检测结果提示，我国的

ＨＢＶ墙以Ｂａ亚型为主。是否存在硒亚型，还有待
注：１：Ｂｊ亚型质粒；２～５：ＨＢＶ／Ｂ阳性血清；６：阴性对照；

做进一步分析。目前ＨＢｖ／Ｂ基因亚型检测技术尚

Ｍ：ＤＮＡ分子质量标准
图１

收集更多慢性Ｂ基因型乙型肝炎患者的血清样本

半巢式ＰｃＲ鉴定Ｂａ和Ｂｊ亚型的琼脂糖
凝胶电泳结果

２．Ｂ基因型特异性：半巢式ＰＣＲ扩增的１５份
ＨＢＶ／Ｃ慢性感染者的血清标本均为阴性。

有一些不足之处，如核酸测序法尽管是金标准，但价
格昂贵，且需要反复比较分析才能得出结论，不适于
进行大批量样本的检测；ＰＣＲ—ＲＦＬＰ法虽然检测成
本相对较低，但酶切分析步骤繁琐，耗时较长，而且

３．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分析Ｂ基因亚型：从上述

可能存在酶切不完全等因素的干扰，不利于结果的

５６份ＨＢＶ／Ｂ慢性感染者血清标本中，随机选取１５

判定旧１。本研究设计的半巢式ＰＣＲ法简便易行，初

份ＨＢＶ徊的第一轮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并使用

步研究提示，该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相对

Ｂ１ａｓｔ和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将１５份血清标本的测序结果

于ＰＣＲ—ＲＦＬＰ而言，该法具有Ｂ型特异性，能更好

·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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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排除ＨＢＶ／Ｂ＋Ｃ混合型中Ｃ基因型的干扰，根据
扩增片段的大小能对检测结果进行更准确地判定，
避免了酶切的繁琐步骤及酶切不完全等因素的干
扰。我们拟扩大样本量进一步检测该方法的灵敏度

［５］Ｓｕｇａｕｃｈｉ Ｆ，Ｋｕｍａｄａ Ｈ，Ｓａｋｕｇａｗａ Ｈ，ｅｔ ａ１．Ｔｗ。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Ｂ（Ｂａ ａｎｄ Ｂｊ）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６］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Ｔ，Ｔａｎａｋａ Ｙ，

ｃｈｒ。ｎｉｃ

学调查。

２００６，８７（７）：１８７３—１８８２．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７］Ｋａｏ ＪＨ，Ｃｈｅｎ

考

文

献

［１］Ｋｒａｍｖｉｓ Ａ，ｗｅｉｔｚｍａｎｎ Ｌ，Ｏｗｉｒｅｄｕ ｗＫ，ｅｔ ａ１．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Ｊ Ｇｅｎ

Ａ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ｖｉｒｕｓ

（ｓｕｂ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Ａｃ（Ａ３）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Ａ
ａｎｄ

ｎｅｗ

ｓｕｂｔｙｐｅ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Ａ

Ｅ ｉｎ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Ｊ Ｇｅｎ Ｖｉｒｏｌ，２００５，８６

Ｃｌ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

Ｊａｐａ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Ｌａｉ

ＰＪ，

Ｅ，

Ｎ。ｖｅｌ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ｔｈｅ

ａ１．

ａｎｌｏｎｇ

Ｇｅｎ

Ｖｉｒ０１，

Ｈ印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Ｃ

Ｂ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Ｊ

ｅｔ

ＭＹ，

ａ１．

ｅｔ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ｇｙ，２０００，１１８（３）：５５４—５５９．

［８］Ｏ“ｔ。Ｅ，Ｉｃｈｉｄａ Ｔ，ｓａｋｕｇａｗａ Ｈ，ｅｔ ａ１．Ｇ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ＨＢＶ）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ｏｆ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Ｄｎｉｃ ＨＢＶ

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１，３４（３）：５９０一５９４．

［９］Ｓｕｇａｕｃｈｉ Ｆ，０“ｔｏ Ｅ，Ｉｃｈｉｄａ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

ｆｒｏｍ

Ｖｉｒｏｌ，２００２，８３（４）：８３５－８３９．

［２］Ｋｕｒｂａｎｏｖ Ｆ，Ｔａｎａｋａ Ｙ，Ｆｕｊｉｗａｒａ Ｋ，ｅｔ ａ１

ｖｉｒｕｓ

ｖｉｒｕ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ａｍｅｓ
Ｂ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ｇｅｎｏｍｅ ｏｆ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

０ｎｔｏ

（ｓｕｂ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和特异度，使之可推广用于大规模的临床和流行病

参

Ｂ

ｖｉｒ０１，２００４，３８（９）：１２２２一１２２８．

ａ１．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０９ｉｃ ａｎｄ ｖｉｒｏｌｏｇｉｃ

Ｔ，ｅｔ
Ｂ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Ｃ．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Ｂ

ｈ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

１２４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７）：２０４７—２０５６
（４）：９２５—９３２

［３］Ｓｕｇａｕｃｈｉ Ｆ，０“ｔｏ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Ｂ

ｔｈｅ

Ｅ，

Ｉｃｈｉｄａ

Ｔ，

ｅｔ

ａ１．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ｖｉｒｕｓ

ｏｆ

［１０］Ｎａｉｔｏ Ｈ，Ｈａｙａｓｈｉ
ｗｉｔｈ。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ｃｏｒ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Ｂ

ｐｌｕ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ｃｏｒｅ

ｇｅｎｅ．Ｊ

ｓ，

Ａｂｅ

Ｋ．

Ｒａｐｉｄ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Ｖｉｒ０１，２００２，７６（１２）：
ｂｙ

ＰＣＲ

ｕｓｉｎｇ

５９８５—５９９２．

Ｂ ｖｉｒｕｓ

ｔｙｐ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ｒｒｅｓｐｏｎ出ｎｇ

ｔｏ

ｐｒｏｍｅｒｓ．Ｊ Ｃｌｉｎ

ｓｉＸ

ｍａｊｏｒ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２００ １，３９

（１）：３６２—３６４．
［４］Ｎｏｒｄｅｒ Ｈ，Ｃｏｕｒｏｕｃｅ ＡＭ，ｃｏｕｒｓａｇｅｔ Ｐ，ｅｔ ａｌ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ｓｕｂ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ａｎｄ ＨＢｓＡｇ

ｄｅ ｒｉｖｅ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ｌＯ一１１）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本文编辑：张林东）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Ｉｎｔｅｒｖｉ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４７（６）：

２８９．３０９．

·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性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告
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试
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４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
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至±ｓ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Ｍ（Ｑ。）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
合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
法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２０，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
方法，不应盲目套用￡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
件及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Ｙ２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
归类型，不应盲目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
在一元分析的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
的解释和评价。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Ｐ＜Ｏ ０５（或Ｐ＜０．０１）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
显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休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
分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ｑ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川：￡＝３．４５，ｘ２＝４．６８，Ｆ＝６．７９等）；在用不等式表示Ｐ值的情
况下，一般情况下选用Ｐ＞０．０５、Ｐ＜０．０５和Ｐ＜０．０１三种表达方式即可满足需要，无须再细分为Ｐ＜０．００１或Ｐ＜Ｏ．０００１。
当涉及总体参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９５％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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