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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ＩＬ一２—３３０基因多态性与慢性乙型肝炎
病毒和／或丙型肝炎病毒感染

及不同临床转归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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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乙型肝炎病毒（髓ｖ）和／或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感染及其不同临床转归

【摘要】

者ｌＬ－２基因多态性（ｓＮＰ）。方法对河北省赵县某农村Ｉ－ＩＢＶ和／或ＨＣＶ感染者及对照共２７７人
采集空腹静脉血。用ＥＬＩＳＡ检测抗～ＨＢＶ、抗一ＨＣＶ生物标志物，筛出ＨＢＶ重叠ＨＣＶ感染７９例、
单纯ＨＢＶ感染６９例、ＨＣＶ感染５５例和对照７４例。用ＲＴ－ｎＰＣＲ检测ＨＣＶＲＮＡ，ＢｅｃｋｍａｎＬＸ一２０
全自动生化仪检测肝功能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ＲＦＬＰ．ＰＣＲ技术检测几一２—３３０ ＳＮＰ，分析
ＩＬ一２一Ｔ３３０Ｇ

ＳＮＰ与ＨＢＶ和威ＨＣＶ感染、不同临床转归、Ｊ岍和ＨＣＶＲＮＡ表达的关系。结果

（１）不同感染类型即单纯ＨＢＶ、ＨＣＶ感染和重叠感染者ＩＬ一２—３３０ ＴＴ频率明显高于对照，一３３０

ＧＧ

频率明显低于对照（岔＝１４．２４，Ｐ＝０．０３），ＯＲ值（９５％ｃ，）分别是７．１４（２．１３—２３．８１）、３．４６（１．１７一
ｌＯ．０２）、２．９３（１．１５～７．４６），各感染类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２．０９，Ｐ＝０．７２）；各感染组一３３０Ｔ
频率明显升高，一３３０ Ｇ频率明显降低（ｚ２＝１２．３３，Ｐ＝０．０１），ＯＲ值（９５％ＣＩ）分别是２．２６（１．３９—

３．６９）、Ｉ．８２（１．０９～３．０３）、１．７３（１．１０—２．７３）倍。（２）不同临床转归即轻型、中重型肝炎和肝硬化组
几一２—３３０ＴＴ频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一３３０ＧＧ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ｘ２＝１３．５２，Ｐ＝Ｏ．０４），ＯＲ值
（９５％ＣＩ）分别是３．３３（１．７５～６．３２）、３．３１（１．７５—６．２６）、１１．２３（３．０９—４０．７６）。不同临床转归组一３３０Ｔ
频率明显升高，一３３０ Ｇ频率明显降低（ｚ２＝１２．３２，Ｐ＝０．０１）；ＯＲ值（９５％ｃ，）分别是１．８６（１．３２—

２．６３）、１．７１（１．２７—２．３１）、２．７７（１．５７—４．８９）倍。（３）几一２—３３０基因型和等位基凶频率与ＨＣＶ的病
毒复制无统计关联（Ｚ２＝０．８３，Ｐ＝Ｏ．６６；ｆ＝ｏ．２０，Ｐ＝０．６６），与ＡＬＴ水平亦无统计关联（ｚ２＝１．１０，

ＳＮＰ与ＨＢＶ和域ＨＣＶ感染者慢性化及不同临
ＴＴ厂ｒ能增加ＨＢＶ和威ＨＣＶ感染及其临床转归的危险，一３３０ ＧＧ／Ｇ

Ｐ＝０．５８；ｆ＝０．０８。Ｐ＝０．７８）。结论ＩＬ一２—３３０

Ｔ／Ｇ

床转归有一定关联，几一２—３３０
则减低其感染和临床转归风险。

【关键词】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干扰素．丫；单核苷酸多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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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Ｃ ｖｉｒｕｓ；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和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

抗一ＨＣＶ和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Ｂｓ、抗一ＨＢｃ检测，筛选出

感染均存在慢性化ｎ’２］，是全球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单纯ＨＢＶ感染６９例、单纯ＨＣＶ感染５５例、ＨＢＶ合

但为何机体感染ＨＢＶ、ＨＣＶ后，慢性化率高低不一，

并ＨＣＶ感染７９例及对照７４例共２７７例研究对象。

临床转归也复杂多样Ｄ“ｊ，究其机制尚不清楚，除与

ＨＢＶ、ＨＣＶ慢性感染诊断和临床转归类型以２０００

病毒本身因素有关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不同个体对

年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学术会议联合修

ＨＢＶ／ＨＣＶ感染所发生的免疫反应不同，个体免疫

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执行ｎＪ。

功能状态的差异又由某些细胞因子的基因多态性决

用ＥＬＩＳＡ检测全部研究对象血清：抗一ＨＣＶ（批

定。ＩＬ一２作为一种新型的细胞活性因子，对Ｔ淋巴
细胞、ＮＫ细胞和Ｂ淋巴细胞的增殖分化具有较强的

号２００６０２０８）、ＨＢｓＡｇ（批号２００５１１２９）、抗一ｎＢｅ（批
号２００６０１ １８）、抗一ＨＢｃ（批号２００６０２０９）。试剂盒由

免疫调节作用ｂ】。据报道，ＩＬ一２—３３０ ＴＴ基因型和Ｔ

上海科华实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按试剂盒说

等位基因分布增多，体内表达ＩＬ一２产量减低。６ Ｊ，导致

明操作。结果判断：抗一ＨＣＶ：ＣＯＶ＝０．１×阳性对照

细胞免疫功能低下，不利于机体清除病毒，是否使

平均Ａ值＋阴性对照平均Ａ值，标本Ａ值＜ＣＯＶ则

Ｉ－ＩＢＶ和／或ＨＣＶ感染持续存在，最终导致其临床进

为ＨＣＶ抗体阴性，标本Ａ值≥ＣＯＶ则为ＨＣＶ抗体

程不断加重呢？本研究以慢性ＨＢＶ和／或ＨＣＶ感染
者为研究对象，ＲＦＬＰ．ＰＣＲ技术分析ＩＬ一２—３３０基因

阳性；ＨＢｓＡｇ：样品Ａ值／阴性对照平均Ａ值≥２．Ｉ判
为阳性，否则为阴性。抗一ＨＢｅ：ＣＯＶ＝（阴性对照平

多态性，探讨ＨＢＶ、ＨＣＶ不同感染类型及不同临床

均Ａ值＋阳性对照平均Ａ值）／２，标本Ａ值≥ＣＯＶ为

转归的免疫遗传机制。

阴性，＜ＣＯＶ则为阳性；抗一ＨＢｃ：原倍血清ＣＯＶ＝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及分组：河北省赵县某农村（登记在

阴性对照平均４值×０．３，标本Ａ值≥ＣＯＶ为阴
性，＜ＣＯＶ则为阳性。酶标仪为芬兰ＭＫ一３５３型酶
联免疫检测仪，使用双波长测定，测量波长４５０

ｎｍ，

册１０１６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单采血浆还输血球

参考波长６３０ ｈｉｌｌ。经筛检对照７４例，其中男３４例，

（单采浆）献血员４３８人。１９９３年８月上海医科大学

女４０例，年龄（４８．６±９．４）岁；单纯ＨＣＶ感染５５例，

经现场调查、血清生化指标及病原学标志，被诊断为

其中男２８例，女２７例，年龄（４９．４±１０．０）岁；单纯

ＨＢＶ感染２３６例、ＨＣＶ感染１５８例。本研究于２００６

ＨＢＶ感染６９例，其中男３９例，女３０例，年龄（５２．７±

年３月１１日晨采集空腹血，同时进行现场流行病学调

１３．２）岁；ＨＣＶ重叠ＨＢＶ感染者７９例，其中男３６例，

查、Ｂ超诊断、临床生化指标及病原学感染标志——

女４３例，年龄（５０．０±８．６）岁。

·１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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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检测方法：

２

（１）肝功能检测：用Ｂｅｃｋｍａｎ ＬＸ一２０全自动生

ｌ。３７℃孵育１０ ｈ。酶切产物用２％琼脂糖凝胶电

化分析仪检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创ＬＴ），以≥４０

泳，ＥＢ染色，紫外灯下观察结果，ＣｈａｍｐＧｅｌ一１０００凝
胶成像系统拍照。

Ｕ／Ｌ为肝功异常诊断界值。

Ｕ限制性内切酶（Ｍａｅ Ｉ，ＢＢＩ）；④用水补至１０“

（２）ＨＣＶ ＲＮＡ表达检测：用反转录一巢式聚合

３．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ＨＷＥ）测定：用拟合优

酶链技术（ＲＴ－ｎＰＣＲ）№】。血清总ＲＮＡ提取用氯仿、

度ｆ检验，￡＝（１一舶胁）２ＸＮ，Ｈｏ为杂合子频率的

异丙醇法。首先将提取的ＲＮＡ反转录为ｃＤＮＡ，然

观察值，胁为杂合子频率的期望值（Ｈｅ＝２ｐｑ，Ｐ代表

后进行巢式聚合酶链反应。引物设计：外引物：Ｐ１：

一个等位基因频率，ｑ代表另一个等位基因频率），Ⅳ

ＣＣＣ ＴＧＴ ＡＡＧ ＧＡＡ ＣＴＡ ＣＴＧ ＴＣ；Ｐ２：ＣＡＴ ＧＧＴ

为受检例数。查）Ｃ２界值表，Ｐ＞Ｏ．０５，说明所选样本

ＧＣＡ ＣＧＧ ＴＣＴ ＡＣＧ

ＡＧ；内引物：Ｐｌ：ＴＴＣ

ＡＣＧ

有群体代表性。
４．统计学分析：数据结果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

ＣＡＧ ＡＡＡ ＧＣＧ ＴＣＴ ＡＧ：Ｐ２：ＣＡＡ ＧＣＡ ＣＣＣ ＴＡＴ
ＣＡＧ ＧＣＡ

ＧＴ。扩增产物大小片段为２４５ ｂｐ。

行统计分析。各组间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用

（３）基因组ＤＮＡ提取及鉴定：①改进盐析法提取
白细胞：将冰冻抗凝（柠檬酸钠）全血３００¨ｌ置３７℃

ＲＸ

Ｃ￡检验及两两比较的ｆ检验，有统计学意义时

计算ＯＲ值及９５％ａ。

水浴解冻；加入４倍体积裂红液混匀，４℃３０００ ｒ／ｍｉｎ

结

离心１０ ｍｉｎ；弃上清液，重复一次；加８倍体积牛理

盐水混匀，４℃３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弃上清得到
白细胞。②胍盐酸法提取基因组ＤＮＡ：得到的白细

果

１．ＩＬ一２—３３０位点ＳＮＰ扩增：每份样本先扩增出
１５０

ｂｐ目的基因，然后用Ｍａｅ Ｉ酶切，酶切产物经

胞加入２００肛ｌ双蒸水，１５０“ｌ １０％ＳＤＳ，２０肛ｉ蛋白

２％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如果仅有１５０ ｂｐ条带，即

酶一Ｋ溶液，１５０“ｌ

为ＴＴ野生纯合基因型，如有２６、１２４ ｂｐ条带，则为

７．５

ｍｏｌ／Ｌ胍盐酸溶液，置７０℃水

浴３０ ｍｉｎ，不时摇动；１２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５ ｍｉｎ；吸上

清于２倍体积冷无水乙醇，轻摇至ＤＮＡ析出；用

ＧＧ突变纯合基因型，如有１５０、２６、１２４ ｂｐ，则为ＴＧ
杂合基因型（图１）。

７０％冷乙醇洗ＤＮＡ ２次，溶于ＴＥ溶液。③紫外分
光光度法鉴定ＤＮＡ浓度和纯度：以ＴＥ溶液为空白

对照，测定ＤＮＡ样品在波长２６０、２８０ ｎｉｎ的Ａ值，计
算样品ＤＮＡ浓度（Ａ抛Ｘ５０ ｐｇ／ｍｌＸ稀释倍数）；计算

样品ＤＮＡ纯度（Ａ：洲：∞介于１．６～１．８为符合要求）。
（４）ＩＬ一２—３３０Ｇ多态性分析：①引物设计：由上
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上游引物

为５‘１ⅪＴＣＡ

ＣＡＴ

ＧＴＴ

ＣＡＧ

ＴＣＴ－３’，下游引物为５’一ＡＣＡ Ｔ１『Ａ
ＴＡＧ

ＴＧＴ

ＡＧＴ

ＧＣＣ ＣＡＣ ＡＣＴ

ＧＴ－３’。②ＰＣＲ反应条件及产物分析：反应体

系２５“ｌ。按顺序依次加人：２．５¨ｌ

１０ＸＰＣＲｂｕｆｆｅｒ

注：１、８：Ｍａｒｋｅｒ；２、３：ＴＴ野牛纯合子型；４、５：杂合子型；６、７：
ＧＧ突变纯合子型

图ｌⅢ一２—３３０位点Ｔ／Ｇ ＳＮＰ结果

２．ＨＷＥ检验：该人群中观察到的ＩＬ一２—３３０

ＴＴ、

【ｌ ００ ｍｍｏｌ／Ｌ＂Ｉ ｒｉｓ．ＨＣｌ（ｐＨ８．３），５００ ｍｍｏｌ／Ｌ ＫＣＩ］；

ＧＧ、ＴＧ基因型频率分别为４０．７９％、１４．０８％、

２．０ ｍｍｏｌ／Ｌ

ｐｍｏｌ／Ｌ上

４５．１３％，根据ＨｗＥ定律计算的基因型理论频率为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ＴａＫａＲａ

４０．１４％、１３．４３％、４６．４３％（ｆ＝０．２２，Ｐ＞０．０５）。本研

ＭｇＣｌ２；２００｝ｔｍｏｌ／Ｌ

下游引物；２０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ＮＴＰｓ；１ ０

ｎｇ ＤＮＡ；１ Ｕ Ｔａｇ

Ｃｏ．Ｌｔｄ）；石腊油ｌ滴。９４℃预变性

ｍｉｎ，扩增参数为：９４ ｏＣ，４８

究所选样本有群体代表性。

ｍｉｎ，３５次循

３．ＩＬ一２—３３０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与ＨＣＶ和／

环后，７２℃延伸７ ｍｉｎ。以上反应均在ＡｍｐＧｅｎｅ
ＤＮＡ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ｙｃｌｅｒ ４８００上完成。扩增产物用１．５％

或ＨＢＶ感染的关系：不同感染类型ＩＬ一２—３３０基因

琼脂糖凝胶电泳，ＥＢ染色，８０ Ｖ恒压电泳３０ ｍｉｎ，紫外

于对照组，一３３０ ＧＧ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ｃ２＝

２

ｏＣ，７２。Ｃ

１

灯下观察结果，ＣｈａｍｐＧｅｌ一１０００凝胶成像系统拍照。
（５）限制性内切酶酶切反应：１０“ｌ反应体系。
依次加入：①１

ｐｌ

１０Ｘｂｕｆｆｅｒ；②４

ｌａｌ

ＰＣＲ产物；③

型频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一３３０ ＴＴ频率明显高
１４．２４，Ｐ＝０．０３）。携带一３３０ ＴＴ基因型人体感染
ＨＢＶ、ＨＣＶ、ＨＢＶ重叠ＨＣＶ感染的ＯＲ值（９５％ＣＩ）
分另０是一３３０ ＧＧ的７．１４（２．１３～２３．８１）、３．４６（１．１７—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９月第３Ｉ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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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９

１０．０２）、２．９３（１．１５。７．４６）倍。而各感染类型间基因

６．ＩＬ一２—３３０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与ＡＬＴ的

型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２＝２．０９，Ｐ＝Ｏ．７２）。在

关系：ＩＬ一２—３３０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在ＡＬＴ＜

ＨＢＶ和／或ＨＣＶ感染者中，一３３０ Ｔ频率明显升

４０

高，一３３０ Ｇ频率明显降低（）Ｃ２＝１２．３３，Ｐ＝Ｏ．０１），ＯＲ

Ｐ＝Ｏ．５８；ｆ＝ｏ．０８，Ｐ＝０．７８），见表４。

值（９５％（７／）分别为２．２６（１．３９～３．６９）、１．８２（１．０９～

Ｕ／Ｌ和／＞４０ Ｕ／Ｌ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ｃ２＝１．１０，

表４

ＩＬ－２—３３０基因型和等位基因与ＡＬ，Ｔ的关系

３．０３）和１．７３（１．１０—２．７３）倍（表１）。
表ｌ

ＩＬ一２—３３０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与慢性
ＨＢＶ、ＨＣＶ感染的关系

注：同表１

讨

论

本研究分析了单纯ＨＢＶ、ＨＣＶ感染及ＨＢＶ重
ｆ＝１４．２４，Ｐ＝０．０３

ｆ＝１２．３３，Ｐ＝０．０１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叠ＨＣＶ感染者的ＩＬ一２—３３０基因多态性。发现单纯
ＨＢＶ、ＨＣＶ感染和ＨＢＶ重叠ＨＣＶ感染者一３３０

４．ＩＬ一２—３３０基凶型和等位基因频率与ＨＢＶ和／

ＴＴ

频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一３３０ ＧＧ频率明显低于对照

或ＨＣＶ感染者临床转归的关系：不同临床转归

（Ｐ＜０．０５），ＯＲ值分别为７．１４、３．４６、２．９３倍，说明携

Ⅲ一２—３３０基因型频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

带一３３０ ＴＴ基因型时感染ＨＢＶ、ＨＣＶ、ＨＢＶ／ＨＣＶ重

１３．５２，Ｐ＝０．０４），轻型、中重型肝炎和肝硬化组一３３０

叠感染的危险是一３３０ ＧＧ基因型的７．１４、３．４６、２．９３

ＴＴ频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一３３０ ＧＧ频率明显低于对

倍。携带一３３０ Ｔ等位基凶时感染ＨＢＶ、ＨＣＶ、重叠

照组，ＯＲ值（９５％ｃ，）分别是３．３３（１．７５～６．３２）、３．３１

ＨＢＶ的ＯＲ值分别一３３０ Ｇ的２．２６、１．８２、１．７３倍，ＨＢＶ

（１．７５～６．２６）、１１．２３（３．０９～４０．７６）倍。不同临床转归

重叠ＨＣＶ感染与单纯ＨＢＶ或ＨＣＶ感染比较差异无

类型，一３３０Ｔ频率明显升高，一３３０ Ｇ频率明显降低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中还发现不同临床转

（）Ｃ２＝１２．３２，Ｐ＝０．０１），见表２，ＯＲ值（９５％ｃ，）分别是

归类型：轻型、中重型肝炎和肝硬化患者一３３０ ＴＴ／Ｔ

１．８６（１．３２—２．６３）、１．７１（１．２７～２．３１）、２．７７（１．５７～４．８９）。

频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一３３０ ＧＧ／Ｇ频率明显低于对

表２

ＩＬ一２—３３０基因型和等位基冈频率与临床转归的关系

照组（Ｐ＜０．０５），携带一３３０ ＴＴ基因型时使感染者进

展为轻型肝炎、中重型肝炎、肝硬化的相对风险分别
是一３３０ ＧＧ的３．３３、３．３ｌ、１１．２３倍。携带一３３０Ｔ等位
基因进展为轻型肝炎、中重型肝炎和肝硬化风险分
别是一３３０ Ｇ等位基因的１．８６、１．７ｌ、２．７７倍。以上结
果均说明一３３０ ＴＴ／Ｔ型不仅可能是ＨＢＶ和／或ＨＣＶ
ｆ＝１３．５２，Ｐ＝０．０４

ｆ＝１２．３２，Ｐ－－－－Ｏ．０１

注：同表１

感染，而且还可能是ＨＢＶ／ＨＣＶ感染者不同临床转
归的危险基因型／等位基因。相反，一３３０ ＧＧ则可能

５．ＩＬ一２—３３０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与ＨＣＶ

是ＨＢＶ和／或ＨＣＶ感染者和不同临床转归的保护

ＲＮＡ复制的关系：ＩＬ一２～３３０基因型和等位基凶频率

基因型。本研究揭示ＨＢＶ和／或ＨＣＶ不同感染类

与ＨＣＶ病毒复制无统计学关联（Ｘ２＝０．８３，Ｐ＝Ｏ．６６；

型和不同临床转归者，一３３０ ＴＴ／Ｔ频率明显升高，体

ｆ＝ｏ．２０，Ｐ＝０．６６），见表３。

内表达ＩＬ一２产量减低抽】，从而引起细胞免疫功能低
下，不利于机体清除病毒，使得ＨＢＶ和／或ＨＣＶ感

表３

ＩＬ一２—３３０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与ＨＣＶ ＲＮＡ的关系

染持续存在，导致其临床不良转归一１，甚至肝硬化和
肝癌‘眠１¨。
近年基因重组人ＩＬ一２已经进入慢性肝炎的临
床治疗探索阶段，有报道单纯使用ＩＬ一２治疗慢性丙
型肝炎患者能有效提高患者的ＣＤ４＋和ＣＤ８＋细胞数

注：同表１

量“２。，使ＡＬＴ水平有一定下降，ＨＣＶ ＲＮＡ水平有所

·１０４５·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９月第３ｌ卷第９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ｉ，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９

降低“”，但也有报道对ＨＢＶ－ＤＮＡ无明显作用ｎ制。但

［７］１１ｌｅ 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Ⅵｍｌ

所用剂量不一，剂量和疗效问题仍在探索之中。本研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Ｃｈｉｎ Ｊ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２００１，１９（Ｉ）：５６—６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究发现ＩＬ一２—３３０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与ＨＣＶ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肝病学分会联合修订．

病毒复制和肝功异常无统计学关联（＿Ｐ＞０．０５）。提示
病毒复制和ＡＬＴ异常作为临床选择ＩＬ一２治疗的人选
指标有待更进一步严格实验设计研究确定。

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中华传染病杂志，２００１。１９（１）：５６—６２．
［８］Ａｎ ＷＦ，Ｚｈｕ ＷＦ，Ｗａｎｇ ＳＰ，ｃｔ ａ１．Ａ ｓｔｕｄｙ
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 ｏｆ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险；②ＩＬ－２—３３０

Ｔ聊能增加ＨＢＶ和戚ＨＣＶ感染

２００５，４１（５）：１０１９一１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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