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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侗族、汉族人群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结局与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基因一４０３Ｇ／Ａ
及一２ ８Ｃ／Ｇ位点多态性研究
张婵单可人何燕王婵娟
【摘要】

张婷李毅邓婕李林洁

欧阳凯官志忠

目的探讨贵州省世居侗族和汉族人群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基因（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Ｔ ｃｅｌ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ｕｐｏｎ

ｓｅｃｒｅｔｅｄ）一４０３Ｇ／Ａ和一２８Ｃ／Ｇ位点多态性与乙型肝炎病毒

（ＨＢｖ）感染后结局的相关性。方法采取病例对照方法，募集侗族和汉族共计２２９例ＨＢＶ持续
感染者、１６ｌ例ＨＢＶ清除者作为研究对象，同时选取２００例正常者作为对照组。应用ＴａｑＭａｎ—
ＭＧＢ探针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反应ＳＮＰ分型技术对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基因一４０３Ｇ／Ａ和一２８Ｃ／Ｇ位点

进行分型测定。结果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基因一４０３Ｇ／Ａ和一２８Ｃ／Ｇ基因型频率在侗族汉族ＨＢＶ持
续感染组、ＨＢＶ清除组和正常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单因素分析发现一４０３ＡＧ
和一２８ＧＧ增加ＨＢＶ持续感染的危险度（０Ｒ＝１．２９２，ＯＲ＝１．１５１）。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一２８Ｃ／Ｇ基因

型频率在侗族和汉族ＨＢＶ持续感染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ＲＡＮＴＥＳ一４０３Ｇ／Ａ各
基因型在两族人群中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携带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一４０３ＡＧ
和一２８ＧＧ基因型ＨＢＶ持续感染风险性高。ＲＡＮＴＥＳ－－４０３Ａ有助于ＨＢＶ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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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乙肝）病毒（ＨＢＶ）感染常导致肝组
织巾大量炎性细胞聚集，肝内炎症和肝细胞损伤是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ｖｏｌ－３３，Ｎｏ＋１２

统一将样本ＤＮＡ浓度标化为２０

ｎｇ／ｇｌ。

慢性乙肝的特点，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可以趋化、激活

（３）ＰＣＲ扩增：参照ＴａｑＭａｎ＠ＳＮＰ 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
Ａｓｓａｙｓ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美国应用生物系统公司），ＰＣＲ扩增

炎性细胞，同时也可与炎症因子相互作用，延长并

体系为１０

加重炎症反应。。２＝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存在多个多

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 ５儿ｌ、４０

态性位点，其中包括２个在启动子区的多态位

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 Ａｓｓａｙ

点一４０３Ｇ／Ａ、一２８Ｃ／Ｇ以增加ＲＡＮＴＥＳ表达［３～。尽管

ｒｓ２２８０７８８）ｏ．２５

有研究报道慢性ＨＢＶ感染者的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

ＡＢＩ Ｓｔｅｐｏｎｅ Ｐｌｕｓ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高表达与慢性化有关：６１…，但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多态

子Ｌ板设置３个空白对照（ＮＴＣ），反应条件为：９５℃热

性影响ＨＢＶ感染机体过程在不同民族人群间由于

变性ｔ０ ｍｉｌｌ；９２℃变性１５ Ｓ，６０℃退火ｌ ｍｉｎ，共４０个

不同遗传背景造成ＨＢＶ感染率是否存在差异尚不

循环。

ｐ

ｌ，含ＤＮＡ模板１．５肛ｌ、２×ＴａｑＭａｎ
Ｘ

ＴａｑＭａｎ

ＳＮＰ

Ｍｉｘ（－４０３Ｇ／Ａ：ｒｓ２ １０７５３ ８：一２８Ｃ／Ｇ：

ｌａｌ，ｄｄＨ：Ｏ ３．２５

ｌａｌ补足体系。采用

ＰＣＲ仪进行扩增，每９６

明确。因此本研究选取贵州省少数民族遗传学上相

（４）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一４０３Ｇ／Ａ、一２８Ｃ／Ｇ基因型

对隔离的人群——侗族与汉族人群进行趋化因子

检测：在上述ＰＣＲ基础上，利用ＡＢＩ Ｓｔｅｐｏｎｅ Ｐｌｕｓ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进行等位基因识别分析，２个位点均

础Ⅳ阿Ｉｓ多态性及ＨＢＶ感染相关性检测。

设置ＦＡＭ、ＶＩＣ探针和样品孔、３个ＮＴＣ空白对照。

材料与方法

读取荧光信号，通过ｘ、Ｙ轴散点图分析各样本的基

１．研究对象及分组：在知情同意的原则上，抽取
贵州省世居少数民族中较封闭的自然人群——侗族

因型。

和汉族人群，样本总量为５９０份。所选研究对象三

（５）ＤＮＡ测序分析：为验证ＴａｑＭａｎ＠ＳＮＰ基因
分型方法的准确性，随机挑取不同基因型的１６个样

代之内无族外通婚，彼此间无直接血缘关系，性别、

品进行测序。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 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年龄匹配．无乙肝疫苗接种史。

由于样本人群无乙肝疫苗接种史，结合乙肝血

分析。以行×列或连续校正卡方（ｆ）检验分析基因

液学及生化指标判断标准分组①ＨＢｓＡｇ阴性、

型和等位基因在不同组别及民族间的差异。双侧检

抗一ＨＢｓ以及抗一ＨＢｃ阳性者为ＨＢＶ清除组；②

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ＨＢｓＡｇ阳性、ＨＢｅＡｇ阴性、谷丙及聋罕草转氨酶正常

结

果

或ＨＢｅＡｇ阳性、谷丙及谷草转氨酶大于正常高值的
２倍者为ＨＢＶ持续感染组。侗族人群样本３２５份，

１．ＰＣＲ扩增和ＳＮＰ分析：ＳＮＰ基因分型见图

其中ＨＢＶ持续感染组９９份，ＨＢＶ清除组１２６份，正

１。根据美国应用生物系统公司提供的信息，等位基

常对照１００份；汉族人群样本２６５份，ＨＢＶ持续感染

因分析图谱中Ｘ轴代表ＶＩＣ探针（ＣＣＬ５—４０３Ｇ或趋

组１３０份，ＨＢＶ清除组３５份，正常对照１００份。侗族

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一２８Ｃ），Ｙ轴代表ＦＡＭ探针（趋化因

人群ＨＢＶ感染率为３０．５％，汉族人群为４９．６％。

子ＲＡＮＴＥＳ一４０３Ａ或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一２８Ｇ），样品

２．研究方法：

集中分布在４个区域，３个ＮＴＣ空白对照组在接近

（１）乙肝血液学检测：采血样后离心取血浆，采

原点的对角线上，靠近Ｘ轴的代表趋化因子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乙肝血清学标

ＲＡＮＴＥＳ一４０３ＧＧ或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一２８ＣＣ纯合

志［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表面抗体（抗一ＨＢｓ）、ｅ抗原

子，靠近Ｙ轴的代表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一４０３ＡＡ或趋

（ＨＢｅＡｇ）、ｅ抗体（抗一ＨＢｅ）、核心抗体（抗一ＨＢｃ）］

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一２８ＧＧ纯合子，对角线上的一组为

及血液生化指标（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试剂

杂合子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一４０３ＡＧ或趋化因子

盒由北京万泰生物药物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ＲＡＮＴＥＳ一２８ＣＧ。参照空白对照，各样本均能明确分

Ｘ２０１００８０４），按说明书操作，采用美国Ｂｉｏ—

析基因型。为验证ＴａｑＭａｎ＠ＳＮＰ基因分析方法的
准确性，随机挑取４个位点１６份样本进行ＰＣＲ产物

ｔｅｃＥＬＸ８００酶标仪判断结果：

（２）基因组ＤＮＡ提取：根据乙肝血液学检测结
果，选取样本并使用常规酚、氯仿抽提ＤＮＡ。取２

ＬＩＩ

直接测序，结果与ＴａｑＭａｎ＠ＳＮＰ基因分型结果完全
一致。

进行１．５％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其质量，ＤＵ～６４０核

２．各组基因型分析：由表１可见，趋化因子

酸蛋白定量仪（美国贝克曼公司）测定ＤＮＡ浓度，后

ＲＡＮＴＥＳ一４０３Ｇ／Ａ、一２８Ｃ／Ｇ的基因频率在ＨＢＶ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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匕川ｊ’凡Ｉ、７＂Ｅ５—４０３（；（ｊ！，置二８【’Ｃ：

·１２８ｌ·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翅化：州』ＪⅣｌ、７Ｅ～一４０３ＡＧ歧一２８（’Ｇ：●造化Ｗ』’Ｍ、，Ｆ～一４０３ＡＡｚ芷一２８（；（；：■Ｎｌ（１，

图１采用ＴａｑＭａｎ—ＭＧＢ探针ＳＮＰ基因分型方法检测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一４０３Ｇ／Ａ分型（Ａ）和ＲＡＮＴＥＳ一２８Ｃ／Ｇ分型（Ｂ）

感染组、清除组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１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一４０３Ａ／Ｇ、一２８Ｃ／Ｇ位点

（Ｐ＝０．５２５，Ｐ＝０．４５８）。ＨＢＶ持续感染组与ＨＢＶ清

在ＨＢＶ持续感染组和清除组的分布

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８３７，Ｐ＝０．１６４）；
ＨＢＶ持续感染组和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ｓ№位点眢黼躺篇ｆ值Ｐ值
２（ａ＝２２９）轨＝１６１）（ｎ＝２００）

意义（Ｐ＝０．３８９，Ｐ＝０．５９６）；ＨＢＶ清除组与正常对照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２６８，Ｐ＝０．６５９）。
单因素结果分析显示携带ＲＡＮＴＥＳ一４０３ＧＡ、一２８ＧＧ
基因型发生ＨＢＶ持续感染风险大（ＯＲ＝１．２９２，
９５％Ｃ／：０．８７７～１．９０３；ＯＲ＝１．１５１，９５％Ｃ，：０．７８２一

１．６９４）。由表２可见，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４０３Ｇ／Ａ各
基因型在侗族和汉族人群的ＨＢＶ持续感染组、清
除组和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Ｏ．１２５，Ｐ＝０．４６４，Ｐ＝０．４４３）。ＲＡＮＴＥＳ一４０３Ｇ／Ａ位点
基因型分别在侗族和汉族人群的ＨＢＶ持续感染组、
清除组和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Ｏ．９１５，Ｐ－－０．４１９）；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一２８Ｃ／Ｇ各基因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总体ＨＢＶ
持续感染组、ＨＢＶ清除组与对照组比较；６ＨＢＶ持续感染组与ＨＢＶ
清除组比较；‘ＨＢＶ持续感染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ＨＢＶ清除组与
正常对照组比较

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５００，Ｐ＝０．８８６）。
讨

论

型在侗族和汉族的ＨＢＶ清除组分布的差异有统计

ＨＢＶ感染后的免疫学应答是控制感染的主要

学意义（Ｐ＝０．０２９），而在ＨＢＶ持续感染组和正常

因素，不同的免疫学应答导致预后的差异，而不同的

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６０８，Ｐ＝

免疫学应答可能是免疫遗传学差异所致。本研究前

０．４４３）。ＲＡＮＴＥＳ一２８Ｃ／Ｇ位点基因型分别在侗族和
汉族人群的ＨＢＶ持续感染组、清除组和正常对照组

期发现侗族人群中乙肝感染率为３０．５％，汉族人群
为４９．１％。并发现参与ＨＢＶ免疫调节的ＩＬ—１０在不

表２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４０３Ｇ／Ａ、一２８Ｃ／Ｇ位点在侗汉两族ＨＢＶ清除组和ＨＢＶ持续感染组分布

注：４各组侗族与汉族比较；‘侗族ＨＢＶ清除组、ＨＢＶ持续感染组和正常对照组比较；‘汉族ＨＢＶ清除组、ＨＢＶ持续感染组和正常对照组比较

·１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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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民族间分布存在差异¨１。有研究发现阳“０｜，在慢性

［２］Ｖｉｅｌｈａｕｃｒ Ｖ，Ｂｅｍｉｎｇ

对循环中各种炎性细胞起趋化作用。Ｄｕａｎ等盯３研究
认为慢性ＨＢＶ感染者的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可作为
反映ＨＢＶ慢性感染肝细胞损伤的指标，在鉴别急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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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Ｓｈｏｏ

Ｋ，Ｘｕ

ｊ（，ｅｔ

Ｏｔ＇ｌ

ＨＩＶ／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ｉｎ ＲＡＮＴＥＳ

和一２８ＧＧ基因型的人群如暴露在ＨＢＶ环境中较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ｒｏｃ

ａｔ．Ｃｏｉｍｍ池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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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Ｚ．ｅｔ ａ１．ＲＡＮＴＥＳ ｇｅｎ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抽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７］Ｄｕａｎ ｚＰ，Ｚｈａｏ

在肝脏参与病毒清除ｎ ２‘。因此携带趋化因子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ｉｎ

ＲＡＮＴＥＳ一４０３Ａ等位基因可协助清除ＨＢＶ。趋化因

９０９－９１４．

子ＲＡＮＴＥＳ一４０３Ｇ／Ａ和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一２８Ｃ／Ｇ基

ｉｓ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ＨＩＶ—ｌ

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的表达．从而使大量ＮＫ细胞聚集

ｄｅｒｍａｔｉｔｉｓ

ｃｈｅｍｏｋｉｎｅ黝ＮＴＥＳ．Ｊ［ｍｍｕｎ０１．２０００，１６４：１６１２－１６１６．

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显示携带－－４０３ＡＧ

发现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４０３Ａ启动子多态性可上调

Ｉｎｔ．２００４，

ｆｉｍｅ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Ｃ

ＵＳＡ．２００２，９９：１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７．

异性炎症细胞到肝脏中，参与ＨＢＶ的清除¨１｜。研究

ｗｉｔｈ

６６（６）：２２６４—２２７８
【３ Ｊ

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４０３Ｇ／Ａ、一２８Ｃ／Ｇ的基因型在

ＩＦＮ叫可诱导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表达，募集抗原非特

ｍｉｃｅ

ｇｌｏｍｅｍｌｏｓｅｔｅｍｓｉｓ ａｎｄ 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Ｋｉｄｎｅｙ

ＡＩＤＳ ｂ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ＲＡＮＴＥＳ ｇｅｎｅ

持续感染ＨＢＶ。ＨＢＶ感染动物模型实验发现，

ｉｎ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性炎症时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人群
ＨＢＶ持续感染组、清除组和正常对照组间的差异无

ｂｌｏｃｋａｄｅ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ａ１．ＣＣＲｉ

Ｅ．Ｅｉｓ Ｖ．ｅｔ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乙肝患者体内多种免疫细胞和一些正常情况下无趋
化因子分泌活性的细胞均能分泌多种趋化因子，且
在病毒感染局部含量增高，可产生方向性迁移信号，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８］Ｗａｎｇ

Ｍｅｄ Ｊ（Ｅｎ９１）．２００５，１１８（１１）：

ＣＪ，Ｓｈａｎ ＫＲ，Ｈｅ Ｙ，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呻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因多态性可能不是影响中国人群Ｉ－ＩＢＶ感染后结局

ＩＬ－ＩＯ－８

的遗传易感因素，但由于乙肝是一种多因素、多基因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ｉ．Ｙａｏ ａｎｄ Ｈａｒｔ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疾病，既定的某一或者几个位点的作用对疾病发生

Ｃｈｉｎ Ｊ Ｐｕｈｌｉｃ

可能只产生微弱影响。
本研究还发现在侗族和汉族人群中，
ＲＡＮＴＥＳ－－４０３Ｇ／Ａ基因型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ＲＡＮＴＥＳ一２８Ｃ／Ｇ基因型在上述两人群的ＨＢＶ持
续感染组分布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在ＨＢＶ清除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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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婵娟．单可人，何燕，等．贵州彝、瑶族及汉族ＨＢＶ感染与
ＩＬ一１０－８１９相关性．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１１，２７（１）：５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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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对照组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因为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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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偏少，对统计结果有一定影响，因此需加大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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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综上所述，趋化因子ＲＡＮＴＥＳ一４０３Ａ等位基因
有利于乙肝患者体内ＨＢＶ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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