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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水平与ＨＢＶ－ＤＮＡ

载量的相关研究
张荣莲罗颖谢婧娴陈起燕成玲郭胜斌黄欣欣
【摘要】

目的探讨ＨＢｓＡｇ阳性父亲血ＨＢＶ－ＤＮＡ的不同载量水平对其新生儿发生ＨＢＶ父

婴垂直传播的影响。方法对１６１例ＨＢｓＡｇ阳性的父亲及其新生ＪＬ（母亲ｍ清ＨＢＶｌｖｌ全阴性或
仅ＨＢｓＡｂ阳性及ＨＢＶ－ＤＮＡ均为阴性）ＨＢＶ感染状况进行调查分析。采用ＥＬＩＳＡ检测ＨＢＶＭ，
ＦＱ－ＰＣＲ法检测血清Ｉ－ＩＢＶ ＤＮＡ载量水平。结果

（１）父亲血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水平与新生儿脐带

血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存在剂量反应关系趋势（９２＝６４．１１７，Ｐ＝０．０００）。父亲血ＨＢＶ－ＤＮＡ≥１．０×１０７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组新生儿的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水平显著高于＜１．０×１０７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组（ｆ＝７１．５３９，Ｐ＝
０．０００）；（２）ＨＢｅＡｇ阳性组与ＨＢｅＡｇ阴性组父亲其新生儿的ＨＢＶｏＤＮＡ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ｆ＝６．８９２。Ｐ＝０．００９）。结论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水平与是否发生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密
切相关，随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增加而上升，并存在影响传播的浓度界面；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Ｉ＞
１．０×１０７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及ＨＢｅＡｇ阳性是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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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ＢＶ垂直传播是指生殖细胞受病毒感染，在受
ＤＯｈ 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０．０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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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时由精子或卵细胞作为载体，将病毒基因带到胚
胎进而使子代患病的一种传播方式。按性别划分，

作者单位：３５０００１福州，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张荣莲、陈起燕、成玲、

垂直传播分为母婴传播和父婴传播。携带状态的概

郭胜斌、黄欣欣）；福建省卫生厅培训中心（罗颖）；福建医科大学妇产
科（谢婧娴）

率与受染的年龄相关，成年人感染后发展成为慢性

通信作者：张荣莲，Ｅｍａｉｌ：ｗｐｘｚｒｌ＠１６３．ｏＤｍ

携带者的比例为５％左右，而＜１岁的婴儿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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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９０％成为人群中新一轮的ＨＢＶ储存库和传染
结

源ｎ】。垂直传播成为人群中慢性ＨＢＶ感染和ＨＢＶ

果

储存库的主要途径之一∞】。以往有关ＨＢＶ父婴垂

１．人口学特征：１６１例父亲中年龄最大３２．４岁，

直传播水平的研究较少，有关报道结果差异较大。

最／ｂ２６．１岁，平均年龄（２９．２７±３．１７）岁；文化程度分

为从分子生物学角度探讨ＨＢＶ的传播形式，本研

布：小学及小学以下９例、初中１４例、中专或高中４ｌ

究对１６１例ＨＢｓＡｇ阳性父亲ＨＢＶ－ＤＮＡ载量与其新

例、大专及以上９７例；职业分布：农民４例、个体１９

生ＪＬ ＨＢＶ－ＤＮＡ载量进行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例、外出务工人员２４例、工人５３例、干部６１例；居住
地：城区９８例、郊区４９例、农村１４例。

对象与方法

２．新生儿情况：１６１例新生儿中男婴１０３例，女

１．对象：２００７年９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对产前检查

婴５８例，均为足月妊娠分娩，新生儿平均体重

询问病史中了解孕妇ＨＢｓＡｇ阴性、丈夫ＨＢｓＡｇ阳

（３．３３±０．４０）ｋｇ，无畸形及死胎。３６例脐带血ＨＢＶ－

性，并决定住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分娩的孕妇，在知情

ＤＮＡ检测呈阳性的新生儿划分为病例组，余１２５例

同意下采集夫妇双方肘静脉血行ＨＢＶ标志物

新生儿为对照组。病例组与对照组新生几分娩方

（ＨＢⅥ讧）及ＨＢＶ－ＤＮＡ检测，经检测孕妇为ＨＢＶＭ

式、孕周、体重、身长、性别、１分钟Ａｐｇａｒ评分、新生

全阴性或仅ＨＢｓＡｂ阳性及ＨＢＶ－ＤＮＡ阴性、丈夫血

儿病理性黄疸及合并其他内外科疾病（如贫血、腹

ＨＢｓＡｇ阳性的家庭作为研究目标人群。

泻、呕吐、低血糖、颅内出血）等情况进行比较，均无

２．方法：研究期间共有住院分娩产妇１６

１４５

名。根据初诊孕妇常规做“乙型肝炎（乙肝）两对半”

显著性差别（Ｐ值均＞０．０５），结果表明ＨＢＶ父婴垂
直传播的发生与胎儿的妊娠结局无相关性（表１）。

检测（乙肝标志物五项），发现孕妇“乙肝两对半”全

表１病例组与对照组新生儿情况

阴性或仅ＨＢｓＡｂ阳性者，逐个询问其丈夫是否查过
“乙肝两对半”，如了解到配偶已于婚检或体检、献血

时检查，为“大三阳”（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皿ｃＡｂ均阳

项目
分娩方式顺产

７９

２６

４６

１０

３９．１１±１．２３
３．３４±０．３７

出生身长（锄）‘４９．６２±１．５５

４９．８ｌ±１．５１

剖腹产

性），或“小三阳”（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ｂ、ＨＢｃＡｂ均阳性）

孕周‘

或二项（ＨＢｓＡｇ、ＨＢｃＡｂ阳性），经夫妇双方同意参

出生体重（１【ｇ）‘

加本项研究，则建议其配偶采血复查“乙肝两对半”，
并检测ＨＢＶ－ＤＮＡ。经检查丈夫血ＨＢｓＡｇ阳性的家
庭作为研究家庭，之后逐个调查收集资料。
目标家庭孕妇于分娩时再次采集肘静脉血检测
ＨＢＶＭ和ＨＢＶ－ＤＮＡ，以确定孕妇有无ＨＢＶ感染，

（蝥舞）翟统拖Ｐ值

性别（男／女）
１分钟Ａｐｇ盯评分。
新生儿病理性黄疸

７８／４７
９．８１±Ｏ．４７
１４

合并其他内外科疾病４

‘００３
９２－－－－１．００

Ｏ．３１７７
Ｏ·３ｌ

３８．９７±１．４８

ｔ＝０．５７４

０．５６７

３．３３±０．３７

ｔ＝０．１３０

０．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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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排除母婴传播的可能，收集人选研究家庭

３．父亲血清ＨＢｅＡｇ与新生儿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

新生儿出生时脐带血检测ＨＢＶ－ＤＮＡ。本研究共收

阳性率的相关性分析：以父亲ＨＢｅＡｇ是否阳性分为

集ＨＢｓＡｇ阳性父亲１６１例及新生儿１６１例。

两组，探讨血清ＨＢｅＡｇ与新生儿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

ＨＢＶＭ检测采用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由中山生物工

阳性率的关系。结果显示：ＨＢｅＡｇ阳性组与ＨＢｅＡｇ

程有限公司提供，具体操作及结果判断均由检验科

阴性组父亲之间其新生儿的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差异

专业人员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血清ＨＢＶ－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ＨＢｅＡｇ阳性父亲组

ＤＮＡ检测采用ＦＱ．ＰＣＲ法，试剂盒由深圳匹基生物

的新生儿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比ＨＢｅＡｇ阴性父亲组高
（表２）。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具体操作及结果判断均由
ＰＣＲ室专业人员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３．分组标准：采用ＦＱ—ＰＣＲ检测新生儿脐带血，

４．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与新生儿哜带血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率的相关性分析：将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为病例组，脐带血

量由低到高分为７个细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随着父亲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为对照组。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６．０医学统计软件。

ＤＮＡ阳性率也逐渐升高，即随着父亲血清Ⅲ≥ｖ－ＤＮＡ

计量资料采用￡检验，计数资料采用Ｚ检验和Ｆｉｓｈｅｒ’ｓ

载量越高，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率越高，两者呈剂量反

精确概率法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应关系（趋势ｆ＝６４．１ １７，Ｐ－－－－０．０００）。见表３。

ＨＢＶ－ＤＮＡ≥１．０ Ｘ １０３
ＨＢＶ－ＤＮＡ＜１．０×１０３

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的升高，新生儿脐带血ＨＢＶ－

！兰煎行病学杂志２０ｌｏ年２月第３１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ｉ，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表２父亲血清皿ｅＡｇ与新生儿册Ｖ－ＤＮＡ阳性率的
相关关系

新生儿脐带血髓ｖ．ＤＮＡ

父亲血清ＨＢｅＡｇ

阴性

阳性

阳性率（％）

·１６１·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父亲其新生儿是否发生Ｉ－ＩＢＶ父婴垂直传播对胎儿
的生长发育及出生结局无明显影响（表１）。与其他
研究发现ＨＢＶ感染者精子染色体畸变率比健康对
照者显著性增高，增加不育、流产、死胎、围生儿病死
率及胎儿畸形的风险不同旧引。
２．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水平：以往相关研究结果
提示阻１ ３。，ＨＢｓＡｇ阳性父亲其新生儿群体中有着较

表３父亲血ＨＢＶ－ＤＮＡ载量与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

高的ＨＢＶ感染率，是ＨＢＶ感染的高危人群，但是关

水平的关系

于其传播率各研究报道相差悬殊，没有得出较一致
结论ｎ¨引。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以往研究所采
用的诊断标准不统一，另一方面可能是所选研究对
象的差异。本研究结果显示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率
为２２．４％（３６／１６１），其中父亲ＨＢｅＡｇ阳性组为３２．０％
（２３／７２），父亲ＨＢｅＡｇ阴性组为１４．６％（１３／８９）。
３．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水平与ＨＢＶ父婴垂
直传播水平的相关性分析：本研究１６１份父亲血清
ＨＢＶ－ＤＮＡ检测有１２２份呈阳性，其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

为了进一步分析父亲血清中ＨＢＶ－ＤＮＡ的何种
载量水平是新生儿发生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的危险

为７５．８％，ＨＢＶｏＤＮＡ载量在２．３９×１０３

６．３２×１０８

因素，本研究根据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水平分

ｅｏｐｉｅｓ／ｍｌ之间，平均载量为３．８５×１０７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为
了更加准确地分析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不同载量水

层分析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进行检验。由于本研究部

平对新生儿发生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的影响，将父亲

分组样本例数少，按行×列表Ｚ检验的原则，把新生

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水平由低到高分为７个组作为

儿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相近的组进行叠加，则

观察指标进行单因素研究，结果发现随着父亲血清

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水平分为≥１．０×１０７

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水平升高，新生儿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

和＜１．０

Ｘ １０７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两个组进行）Ｃ２检验（ＪＰ＜

０．０１），见表４。

阳性率也逐渐升高（表３）。即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
不同载量水平对新生儿发生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相

表４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不同水平的ＨＢＶ父婴

关，随着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水平的升高，其新

垂直传播水平比较

生儿发生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的危险Ｉ生也增高，与高
颖和李峰¨引报道的结果相同。
为了进一步分析父亲血清中ＨＢＶ－ＤＮＡ的何种
载量水平是新生儿发生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的危险
因素，本研究根据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水平分

注：ｆ＝７１．５３９，Ｐ＝０．０００

层分析结果进一步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父亲血清
讨

论

ＨＢＶ－ＤＮＡ≥１．０×１０７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时，新生儿脐带血

１．新生儿的妊娠结局：由于ＨＢｓＡｇ阳性男性其

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显著增加，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值

ｌｉｂＶ－ＤＮＡ在精子染色体上的整合是随机、非特异
性的，这种随机、非特异性的整合可能导致遗传物质

在≥１．０×１０７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组与＜１．０×１０７ ｅｏｐｉｅｓ／ｍｌ组
之间时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率相差７０．０％（Ｐ＜０．０１），

不稳定性。目前关于ＨＢｓＡｇ阳性男性其胎儿的妊

提示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水平存在影响ＨＢＶ

娠结局研究鲜见。所以本研究对病例组及对照组新

父婴垂直传播的浓度界面，即当父亲血清

生儿的出生资料进行收集，对这些资料进行统计发
现病例组及对照组的新生儿在早产发生率、出生体

ＨＢＶ－ＤＮＡ值降至１．０×１０７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以下时，可减少
７０．０％的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的危险。因此本研究认

重、身长、１分钟Ａｐｇａｒ评分、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合

为船Ｖ－ＤＮＡ≥１．０ Ｘ

并其他内外科疾病等情况均无显著性差别，且两组

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的高危因素。

均无胎儿畸形、死胎发生。本研究提示ＨＢｓＡｇ阳性

１０７

ｅｏｐｉｅｓ／ｍｌ是新生儿发生

本研究结果提示，阻断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的关

中华流行病学杂７２ｄ五，２０１０年２Ｂ第３ｌ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１６２·

键是对ＨＢＶ－ＤＮＡ高载量水平的ＨＢＶ男性携带者，
在孕前积极进行系统有效的抗病毒治疗，父亲血清
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水平＜１．０×１０７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时再怀孕，
可显著降低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水平。但由于本研
究样本量较少，关于父亲血液中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水
平要下降到哪个载量水平才能降低新生儿发生

（１）：３０一３６．

［１０］Ｚｈａｎｇ ＬＹ，Ｆａｎｇ Ｚ，Ｚｈｅｎｇ Ｚ，ｎ ａ１．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ｒｏｕｔ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 ｖｉｒｕ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ｂｉｅｓ．

ＪＩＩＩｆｃｃｔＤｉｓ，１９９４，１２（４）：１９９—２０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丽云，方之，郑兆，等．乙型肝炎病毒父婴传播途径的初步研
究．中华传染病学杂志，１９９４，１２（４）：１９９—２０１．
［１１］Ｗａｎｇ

ＧＦ。ｅｔ ａ１．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Ｂ ｖｉｒｕｓ

ＳＳ，Ｊｉａｎｇ ＰＬ，Ｐｅ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ＢＶ父婴垂直传播，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ｏｎ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ｌｉｖｅｒ．Ｃｈｉｎ Ｊ

Ｈｅｐａｔｏｌ。１９９９。７（４）：２０３—２０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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