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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系统地阐明ＯＢＩ的分布特征。各研究中ＯＢＩ检出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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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地区ＨＢＶ的流行强度、研究对象类型、研究对象Ｉ－ＩＢＶ
血清学标志物情况以及检测方法有关。
１．ＨＢＶ流行强度和０ＢＩ检出率：各国ＨＢＶ流行强度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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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及相关因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相差很大；目前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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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依据Ｉ－ｍｓＡｇ携带率高低分类标准分为乙肝低流行区（＜
２％）、中流行区（２％～７％）和高流行区（８％～１０％）。｝ⅡⅣ高
流行区ＯＢＩ的检出率高于低流行区。在ＨＢＶ高流行区的中

乙型肝炎（乙肝）病毒（ｍⅣ）感染是严重的全球性公共

国、印度等国家，“健康”献血员（指ＨＢｓＡｇ阴性，且肝功能正常

卫生问题。多数ＨＢＶ感染没有明显临床症状。ＨＢｓＡｇ阳性

的献血员）中ＯＢＩ的检出率为５％～２３％［ａ－５１，而在巴西、希腊

和病毒血症是ＨＢＶ感染的主要证据。血清Ｉ－ｌ＆Ａｇ阴转及

等低流行地区检出率仅为Ｏ％～４％慷“，见表１。由于在高流

抗，ＦＩＢｓ的出现一直被认为是ＨＢＶ清除和临床痊愈的标志。

行区，ＨＢＶ主要通过围产期或在儿童早期传播，更多成年人感

Ｈｏｏｆｎａｇｌｅ等…报道，船ｓＡｇ和抗．ＨＢｓ阴性但抗一耶ｃ阳性的

染者后期出现难以发现的ｍＢＡｇ慢性乙肝，表明在这些地区

血液可引起输血后ＨＢＶ感染，提示单独抗．ＨＢｃ阳性者也可

抗．ＨＢｃ阳性者中ＯＢＩ的高发生率。但也有研究得出不同的结

携带ＨＢＶ并引起感染。此后，各国在这方面开展了大量研

论。我国北京地区的一项调查显示，２９７名抗一ＨＢｃ阳性、

究工作。

｝Ⅱｈ吨阴性献血者中仅１名检测出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检出率为

目前，大多数学者将ＨＢｓＡｇ阴性的ＨＢＶ感染称为隐匿
性ＨＢＶ感染（ｏｃｃｕｌｔ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称静息性ＨＢＶ感染（ｓｉｌｅｎ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ＢＩ），但也有

０．３４％【１们；而低流行区墨西哥的调查显示，在８．２３％（１３／１５８）

抗一ｍ泮独阳性献血员中检出ＨＢＶ ＤＮＡｔ“ｊ。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严格

２．不同研究对象中的ＯＢＩ检出率：对ＯＢＩ的研究以献血

讲，０ＢＩ是指除血清转换前的窗口期外，机体存在ＨＢＶ

员中最多（表１），其次为肝病患者和ＨＩＶ感染者。不同国

ＤＮＡ，但无法检测到Ｉ－ＩＢｓＡｇ的Ｉ－ＩＢＶ感染，可伴有或不伴有

家、地区研究结果表明，ＨＢｓＡｇ阴性的不同临床类型肝病患

抗．ＨＢｃ或抗一ＨＢｓ【２Ｊ。近年来，由于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技术

者中ＨＢＶ ＤＮＡ的检出率为０％～４２％［３，１２－１７］，见表２。中国

的日益广泛使用，ＯＢＩ的存在得到广泛的证明。现就０ＢＩ的

台湾一项调查发现，不同临床进程的ＨＣＶ感染相关肝病患

流行情况、临床和公共卫生学意义综述如下。

者中ＯＢｌ感染率不同，肝细胞癌患者中最高（２２．０％，ｎｌ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一、ＯＢＩ流行情况及影响因素

５０），慢性肝病患者次之（１４．５％，１６／１１０），肝硬化患者最低

近年来，研究者在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对ＯＢｌ的流行

（８．０％，４］５０）ｎ”。瑞士一项研究对５７例抗一船ｃ单独阳性的

表１

不同ＨＢＶ流行区“健康”献血员ＯＢＩ的检出率

注：。＋，一”指阳性或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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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Ｖ感染者平均随访３１个月，在不同时间采集血标本（平均

查合格的献血员血液中检出ＨＢＶ ＤＮＡ。但印度有研究未发

每人采集３．５份），发现其中５１名（８９．５％）至少１次在其血

现ＯＢＩ检出率与抗一Ｉ－ＩＢｃ状态相关【５】，这可能与不同研究

清中可以检出ＨＢＶ ＤＮＡ【ｌ＂；但其他研究并没有在ＨＩＶ感染

抗．ＨＢｃ的检测方法各异有关。

者中发现如此高的ＯＢＩ发生率，其检出率为０．６％～

４．检测方法影响ＯＢＩ检出率：ＯＢＩ的检出率与Ｉ－ＩＢｓＡｇ

２２．０％ｍ２扪，见表３。未见国内ＨＩＶ感染者中ＯＢＩ发生率的

和ＨＢＶ ＤＮＡ的检测方法有关。ＨＢｓＡｇ的检测方法目前主

报道。另外，在ＨｍＡｇ阴性的血液透析者（３．８％，９／

要有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技术、固相放射免疫法

２３９）‘圳、静脉吸毒者（４５．０％，８１／１８０）‘刎、组织器官移植供

（ＲＩＡ）、免疫荧光技术、化学发光免疫分析（ＣＬＩＡ）法和微粒

体中（１５．３％，１９／１２４）均有报道【２引。

子酶免法（ＭＥＩＡ），不同检测方法的灵敏度不同。目前ＯＢＩ

表２

ＨＢｓＡｇ阴性肝病患者中ＯＢＩ检出率

研究中ＨＢＶ ＤＮＡ检测主要使用ＰＣＲ方法，但无论从扩增基
因区段，还是从阳性判断标准上均无统一标准，不同实验灵
敏度差异较大（０ＢＩ检测方法将另文综述）。
二、ＯＢＩ的临床和公共卫生学意义
Ｉ．ＯＢＩ与ＨＢＶ传播：
（１）输血传播ＨＢＶ：目前临床观察已证实ＨＢＶ基因可
以从ＨＳｓＡｇ阴性的献血员传播给受血者，但各国输血后
ＨＢＶ感染情况不同。我国输血后ＨＢＶ的感染率为
０．１％啪】。在黑猩猩中进行的实验也证实了这种传播的可
能性ｂ“。Ｍｏｓｌｅｙ等ｂ２１发现抗．ＦＩＢｓ滴度和传染性之间有密切
的关系，只有抗．ＨＢｓ滴度较低的血液有传染性。从目前的研

文献国家ｉ赢瓦当票％旃婆焉
衰３

ＨＩＶ感染者中ＯＢＩ检出率

究看，并非所有的ＯＢＩ献血员均可造成输ｍ后乙肝，这一方
面与供者血液中ＨＢＶ ＤＮＡ的含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受血
者的免疫状态有关，但尚无系统研究来说明供者血液中
ＨＢＶ

ＤＮＡ载量与输血后乙肝的关系，也未见有研究通过供

血者和受血者ＨＢＶ ＤＮＡ序列对比来证实ＯＢＩ的输血传播。
（２）组织器官移植传播ＨＢＶ：许多研究者在组织器官移
注：“＋／－”指阳性或阴性

植供体中发现ＦＩＢＶ ＤＮＡ。Ｃｈａｚｏｕｉｌｌｅｒｅｓ等¨纠对肝移植后出

自然人群中ＯＢＩ的研究较少。Ｌｕｏ掣２７１在我国两省的

现ＨＢｓＡ培阳转的病例及其肝组织供者进行了研究，发现２例

调查发现，其自然人群中单一抗．ｍｃ（＋）的流行率分别为

受者肝组织和血清，以及供者和受者血清中ＨＢＶ ＤＮＡ的同

７．２％（２１／２９４）和９．７％（１９３／１９９５）。而单一抗．ＨＢｃ（＋）群体

源性达到１００％。以上研究提示ＯＢＩ感染者可能通过组织

中ＨＢＶ ＤＮＡ的检出率分别为２８．６％（６／２１）和３５．２％（６８／

器官移植传播ＦＩＢＶ。

１９３）；此外未见国内类似报道。Ｍｉｎｕｋ等啪１２００５年在北美

２．ＯＢＩ与乙肝疫苗免疫失败：乙肝疫苗免疫接种是预防

因纽特人中的调查发现，ＨＳｓＡｇ阴性的调查对象中ＯＢＩ检出

乙肝最经济有效的方法，但部分人在接种后未产生保护性的

率为９．６５％（４７／４８７），这是笔者仅见的国外社区人群中ＯＢＩ

抗．ＨＢｓ抗体，即出现免疫失败。一项在中国台湾２５０名医务

流行率的研究。

人员进行的研究中发现，男性、年龄＞４０岁和抗．ＨＢｃ阳性与

３．ＨＢＶ血清学指标与ＯＢＩ流行率：不同研究中研究对

免疫后元应答有关；而抗．Ｉ－ＩＢｃ单独阳性的无应答者中，绝大

象ＨＢＶ血清学标志物的状况不同，有的仅局限于抗一耶ｃ单
独阳性者（即抗．ＨＢｅ阳性，而ＨＢｓＡｇ、抗一船ｓ阴性者）或ＨＢＶ

多数为ＯＢＩｍ】。Ｌｕｏ等ｂ副在广州的乙肝疫苗无应答者中用
ＰＣＲ方法调查，发现潜在的ＨＢＶ感染竟占６０％～７０％，认为

血清学指标全阴性者（即ＨＢｓＡｇ、抗一凰、抗．ＨＢｅ均为阴性），

ＨＢｓＡｇ阴性的ＨＢＶ感染可能是我国乙肝疫苗免疫失败的主

有的只要求研究对象ＨＩ．Ａｓ阴性。Ｍｉｎｕｋ等汹１发现在有既

要原因之一。

往ＨＢＶ感染血清学证据者中，Ｉ－ＩＢＶ ＤＮＡ的检出率（１８．０％，

３．ＯＢＩ与肝细胞癌和隐源性肝病的关系：目前关于ＨＢＶ

１４／８０）明显高于既往无ＨＢＶ感染血清学证据者（８．１％，３３／

致肝癌已很明确，但在临床上只有８０％的肝细胞癌患者血清

４０７），中国台湾一项调查也得到相似的结论ｕ“。有些研究

ＨＢｓＡｇ阳性，另有２０％的肝癌找不到致病因子的证据。目

发现ＨＢＶ ＤＮＡ的检出率与研究对象抗．ＦＩＢｃ滴度有关。

前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ＯＢＩ可能是肝细胞癌发生的一个危

ｌｉｚｕｋａ等【驯对２９４份抗．Ｉ－ＩＢｃ单独阳性的血标本进行检测，显

险因素。Ｓｑｕａｄｒｉｔｏ等Ⅲ１曾对３８０例ＨＢｓＡｇ阴性的慢性肝病

示抗．ＨＢｃ血凝抑制抗体反应滴度≥１：６４的血标本中ＨＢＶ

患者（３５．５％为ＯＢＩ，６５．５％为非０ＢＩ）进行随访，１３４例（５３

ＤＮＡ的检出率（６．９％，１２１１７５）显著高于滴度≤１：３２（０，ｏ／

例为ＯＢＩ，另８１例为非ＯＢＩ）追踪至少５０个月，其中９例在

１１９）者；任芙蓉等【１训仅在抗一ＨＢｃ高滴度（＞１：１２８）的常规筛

追踪期间发生肝细胞癌，８例为ＯＢＩ，１例为非ＯＢＩ。中国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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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癌高发区广西隆安县进行的一项研究也发现ＨＢＶ Ｃ基
因型和持续性的ＯＢＩ可能在肝细胞癌的发生中起重要
作用‘３”。
另外，许多研究者发现，隐源性肝病患者中ＨＢ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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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出率较高，认为ＯＢＩ可能是隐源性肝病的重要病因。
Ｃｈａｒｔ等¨纠发现香港隐源性肝硬化患者中ＨＢＶ ＤＮＡ的检出

［１０］ 任芙蓉，李慧，赵海燕．抗．邗Ｂｃ阳性、ＨｇｓＡｇ阴性献血者乙壹肝
炎病毒感染性研究．中华预防医学杂志，１９９８，３２（１）：７．９．
【１１］ Ｇａｒｃｉａ－Ｍｏｎｔａｌｖｏ ＢＭ，Ｆａｒｆａｎ．Ａｌｅ ＪＡ。Ａｃｏｓｔａ－Ｖｉａｎａ ＫＹ，ｅｔ ａ１．

率为３２．Ｏ％（９／２８），其中２例患者出现了“ａ”抗原决定簇的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

４．ＯＢＩ与慢性丙肝治疗的关系：ＨＣＶ感染者合并ｏＢＩ
的发生率较高。有研究表明，合并０ＢＩ可能会影响丙肝患者
的临床治疗效果。Ｆｕｋｕｄａ等¨引发现，不论ＨＣＶ基因型如
何，合并ＯＢＩ均可能通过降低Ｉ型干扰素受体反应来影响丙
肝患者干扰素的治疗效果；但也有研究得到不同的结论旧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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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中华医学会卫生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成立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９日。中华医学会卫生学分会第七届委员会青年委员会成立和选举会议在北京河南大厦举行。４３名青年委
员会委员参加本次会议，中华医学会组织管理部主任张辉、卫生学分会主任委员曾光、候任主任委员张建中、副主任委员段广
才和李兴旺出席会议并讲话。
曾光主任委员主持青年委员会成立会议，介绍了青年委员会委员的推荐、遴选和确定过程，指出卫生学分会成立青年委
员会的宗旨是为了更广泛地建立中国年轻的公共卫生人才网络，构筑多学科的合作和交流平台，促进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发
展。张辉主任代表中华医学会充分肯定了新一届卫生学分会成立以来所开展的工作，对青年委员会的成立表示祝贺，提出了
相关要求，并十分赞赏卫生学分会提出的成立青年委员会核心组成员（青年委员会常委）的建议，卫生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张
建中、副主任委员段广才和李兴旺对青年委员会的成立也表示祝贺并提出期望。
根据《中华医学会专科分会管理规定》，卫生学分会曾光主任委员兼任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分会常委会研究决定由分会
常委冯子健协助主任委员分管青年委员会工作。会议在４名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工作人员及卫生学分会秘书监票下，投票
选举李群、么鸿雁、卢联合、俞梦越、马会来、王栩冬、郭军巧、盛晓阳、袁东、张卫东、何剑峰、李勤为青年委员会常委，选举李群、
么鸿雁、俞梦越、王栩冬为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当选的常委和副主任委员均表示要尽自己最大努力为青年委员会的发展
多做贡献。此外，曾光主任委员提名青年委员会委员张丽杰担任秘书长，卫生学分会秘书孟嫒兼任青年委员会秘书，大家鼓
掌通过。
随后，青年委员会召开由１２名常委参加的第一次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青年委员会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机制，强凋了青年
委员会是卫生学分会的后备力量和生力军，应充分发挥青年人思想活跃、积极热情的优势，为促进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多做贡献；并提出青年委员会应当在卫生学分会的领导和指导下，充分发挥多学科合作的优势，进一步做好疾病预防控制系
统与医疗卫生系统之间的协调工作，促进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来自医院的青年委员也表示将在医务人员中推广公共卫生的
观念，促进临床和疾病预防控制部门之间的合作。
会议决定今后每年青年委员会年会与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年会合并举办，要求青年委员会委员每年至少参加一
次卫生学分会年会或青年委员会年会，要求常委必须参加，累计因故３次或无故２次缺席会议者，建议取消委员资格，会议还
对未参加本次会议的青年委员提出批评。
会议商定了青年委员会委员之间将定期以简讯、电子邮件或网络视频等形式相互联系，总结前一阶段工作，并讨论下一
步工作计划。青年委员会将积极支持和协助发展省级卫生学分会及青年委员会，并计划以简报、沙龙、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
开展学术活动，扩大卫生学分会及青年委员会的影响；当前任务是着手确定青年委员会工作机制，并策划建立卫生学分会网
站。会议还决定由么鸿雁副主任委员作为首位轮值副主任委员，负责青年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轮值期暂定为半年。
本次青年委员会成立和选举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受到与会领导和委员的一致肯定，掀开了中华医学会卫生学分会发展
历程的崭新一页。
中华医学会卫生学分会青年委员会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