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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双方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垂直传播的
危险因素研究
张荣莲王梅颖
【摘要】

陈起燕修晓燕任坤海邱丽茵黄欣欣

目的探讨父母双方均为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感染者其垂直传播的危险因素及感

染率。方法选择２０１０年８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在福建省妇幼保健院行产前检查夫妻双方均为

ＨＢｓＡｇ阳性的４６个孕妇家庭及其新生儿为研究对象。分娩时收集新生儿脐带血，进行血清ＨＢＶ
标志物（ＨＢＶＭ）、ＨＢＶ－ＤＮＡ检测，以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载量≥５×１０２ｃｏｐｉｅｓ／ｍｌ为病例组，此值
以下为对照组。结果新生儿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为４５．７％（２１／４６），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为３４．８％
（１６／４６），ＨＢｅＡｇ阳性率为２３．９％（１１／４６）；母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为５２．２％（２４／４６），ＨＢｅＡｇ阳
性率为３９．１％（１８／４６）；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为６９．６％（３２／４６），ＨＢｅＡｇ阳性率为３２．６％（１５／
４６）。单因素分析表明，孕妇血清ＨＢｓＡｇ阳性ＨＢＶＭ不同模式、ＨＢｅＡｇ阳性、ＨＢＶ－ＤＮＡ阳性和
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及其配偶血清ＨＢｓＡｇ阳性ＨＢＶＭ不同模式、ＨＢｅＡｇ阳性、ＨＢＶ－ＤＮＡ阳性和

ＨＢＶｏＤＮＡ载量为ＨＢＶ垂直传播的危险因素，ｆ值分别为８．７３１、８．４１４、８．９３２、９．６６３、１０．８２３、３．９６２、
１３．６３８、３６．５０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多因素分析表明，孕妇血清ＨＢＶ－ＤＮＡ阳性及其

配偶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是夫妻双方ＨＢＶ感染垂直传播的危险因素，ＯＲ值及其９５％Ｃ１分别为
１７．６（１．３—２３８．４）和３．５（１．６～７．６）；夫妻双方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均与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呈正
相关，其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均＞脐带血ＨＢＶｏＤＮＡ载量。随着父母双方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的

升高，新生儿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载量也逐渐升高，两者存在剂量反应关系；ＲＯＣ曲线分析表明，孕
妇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为１０３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其配偶血清ＨＢＶ－ＤＡＮ载量在１０４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时预测的敏感

性与特异性较高，为预测ＨＢＶ垂直传播发生的分界点，病例组和对照组新生儿结局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阳性新生儿随访至第７个月时，阴转率为１５．０％（３／２０）。
结论母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是其亲子ＨＢＶ垂直传播的危险因素；
母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１０３ｃｏｐｉｅｓ／ｍｌ、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ＡＮ载量＞１０４ｃｏｐｉｅｓ／ｍｌ时，ＨＢＶ亲子垂
直传播的阳性率增加。

【关键词】乙型肝炎病毒；垂直传播；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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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ｅｒｕａｌ ｓｅｒｕｍ ＨＢＶ－ＤＮＡ ｌｐａｄ＞１ ０４ ｃｏｐｉｅｓ／ｍ１．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ＢＶ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Ｒｉｓｋ

乙型肝炎（乙肝）病毒（ＨＢＶ）的母婴、父婴垂直

ｆａｃｔｏｒｓ

红素血症、畸形、死亡及ＨＢＶ感染等情况）。

传播已有较多研究，尤其是对母婴ＨＢＶ垂直传播及

３．分组标准：以新生儿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载量

其阻断方法的研究，但夫妻双方均为ＨＢＶ感染者的

分组，即≥５×１０２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为病例组，＜５×１０２

垂直传播研究却鲜见报道。为探讨夫妻双方均为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为对照组。

ＨＢＶ感染者，其亲子垂直传播情况及其危险因素，
开展了此项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选择２０１０年８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在
福建省妇幼保健院行产前初诊检查，且在询问病史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统计分析，
计数资料采用ｆ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概率法；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相关性分析应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多因
素及冈素间的交互作用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同归分析；Ｊ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中得知夫妻双方均为ＨＢｓＡｇ阳性的孕妇，经双方知
情同意后检测血清ＨＢＶ标志物（ＨＢＶＭ）、ＨＢＶ－
ＤＮＡ载量确定为ＨＢＶ感染者，并决定在该院分娩
及其新生儿为研究对象。共有５８个家庭符合入选
条件，其中资料完整的４６个家庭。

１．垂直传播情况：４６个家庭中新生儿脐带血
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为４５．７％（２１／４６），脐带血ＨＢＶＭ
检测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为３４．８％（１６／４６），ＨＢｅＡｇ阳性率
为２３．９％（１１／４６）。孕妇血清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为

２．研究方法：夫妻双方采血复查ＨＢＶＭ和

５２．２％（２４／４６），ＨＢｅＡｇ阳性率为３９．１％（１８／４６）；其配

ＨＢＶ－ＤＮＡ，并跟踪随访孕妇至分娩时收集新生儿脐

偶血清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为６９．６％（３２／４６），ＨＢｅＡｇ

带血，进行ＨＢＶＭ、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检测［ＨＢＶＭ采

阳性率为３２．６％（１５／４６）。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由中山生物

２．垂直传播的危险因素：

工程有限公司提供；ｍ清ＨＢＶ－ＤＮＡ采用载量荧光

（Ｉ）单因素分析：采用ｆ检验共筛选出孕妇血清

定量ＰＣＲ法（ＦＱ—ＰＣＲ）检测，试剂盒由德国ＲＯＣＨＥ

公司提供］；同时使用自制问卷进行调查，夫妻一人

ＨＢｓＡｇ阳性ＨＢＶＭ不同模式（ｆ＝８．７３１）、ＨＢｅＡｇ阳
性（ｆ＝８．４１４，ＯＲ＝６．５）、ＨＢＶ－ＤＮＡ阳性（ｆ＝８．９３２，

一表，由专人一对一面访。调查内容包括夫妻双方

ＯＲ＝６．８）、ＨＢＶ－ＤＮＡ载量（）ｃ２＝９．６６３）及其配偶血

及其新生儿的临床和流行病学资料（双方年龄、文化

清ＨＢｓＡｇ阳性ＨＢＶＭ不同模式（ｚ ２＝１０．８２３）、

程度、职业、ＨＢＶ携带时问、乙肝一级家族史、系统
治疗情况、肝功能检查、婚检时检出ＨＢＶ情况和

ＨＢｅＡｇ阳性（ｚ２＝３．９６２，ＯＲ＝３．６４）、ＨＢＶ－ＤＮＡ阳

ＨＢＶＭ、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及相关保健知识的知晓情

３６．５０１）８个变量为ＨＢＶ垂直传播的危险因素（Ｐ值

况；新生儿的性别、ｆ¨生体重、身长、Ａｐｇａｒ评分、高胆

均＜Ｏ．０５）。而夫妻双方年龄、职业、文化程度、ＨＢＶ

性（ｊｃ ２＝１３．６３８，ＯＲ＝Ｉ．９２）、ＨＢＶ－ＤＮＡ载量（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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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１２８５·

携带时间、乙肝一级家族史、肝功能、系统治疗、对乙

切点在１０４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时Ｓｅ＝０．７１４，Ｓｐ＝０．９２０（假阳

肝传播途径及预防方法与ＨＢＶ通过精子垂直传播
的知晓程度、婚前检查是否检出ＨＢＶ、定期体检、新

性＝ｌ－－Ｓｐ）．ＡＵＣ＝０．８１７。此两切点的Ｓｅ、Ｓｐ值均
较高．且ＡＵＣ最大（图２），因此认为母血清

生儿妊娠结局为ＨＢＶ亲子垂直传播的非危险因素

ＨＢＶ－ＤＮＡ切点在１０３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父血清ＨＢＶ－ＤＮＡ

（Ｐ值均＞０．０５）。

切点在１０４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是最佳分界点，适宜作ＨＢＶ垂

（２）多因素分析：将单因素分析筛选（采用前进

直传播发生的预测指标。再以母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

法，筛除标准为Ｐ＝Ｏ．０５）出有统计学意义的８项因

量１０’ｃｏｐｉｅｓ／ｍｌ为界面，即＜１０３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和≥ｌ ０３

素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最终保留在模型内
的变量有母血清ＨＢＶ－ＤＮＡ阳性及父血清ＨＢＶ－

ｃｏｐｉｅｓ／ｍ１分别计算其ＨＢＶ垂直传播的阳性率，结果
表明（表２）阳性率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ＤＮＡ载量．ＯＲ值及其９５％Ｃ１分别为１７．６（１．３—

以父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１０‘‘ｃｏｐｉｅｓ／ｍｌ为界面，即＜

２３８．４）和３．５（１．６。７．６），判定为双亲ＨＢＶ感染其子

１０＇ｃｏｐｉｅｓ／ｍｌ和≥１０４ ｃｏｐｉｅｓ／ｍ１分别计算其ＨＢＶ垂

垂直传播的危险因素（表１）。

直传播阳性率．结果表明（表３）阳性率间差异有统

裹ｌ父母双亲为ＨＢＶ感染其垂直传播危险因素的

计学意义（Ｐ＜Ｏ．０１）。

多因素分析
危险因素

品要箸｜Ｐ值０Ｒ值（９５％ＣＩ）

卢值

母血清ＨＢＶ－ＤＮＡ阳性２．８６８

１．３３０

父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１．２６３ ０．３９０

４．６５０

０．０３ Ｉ Ｉ ７．６（Ｉ．３—２３８．４）

１０．５０４ ０．００１

３．５（Ｉ．６～７．６）

３．父母双亲与新生儿的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关系：
将新生儿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分为＜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８０００和＞８０００ ｃｏｐｉｅｓｌｍｌ三组分析，结果父母

双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与新生儿脐带血
ＨＢＶ－ＤＮＡ载量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图１）。病例和
对照两组新生儿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及ＨＢｅＡｇ
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Ｉ．
．：
．

１１１ｊ＼．１）＼＼姐ａ－
‘－ＩｔＩ｛＼．１）＼＼ｊｋ：１：

图２父母双亲ｍ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切点
与ＨＢＶ垂直传播水平的ＲＯＣ曲线分析
表２母血清ＨＢＶｏＤＮＡ载量界面与其ＨＢＶ
垂直传播水平的关系

ｌ
表３父血清ＨＢＶｏＤＮＡ载量界面与其ＨＢＶ
垂直传播水平的奖系
圈ｌ父母双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与新生儿脐带血
ＨＢＶ－ＤＮＡ载量的关系

４．父母双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与ＨＢＶ垂直
传播的关系：本研究采用ＲＯＣ曲线分析预测ＨＢＶ
垂直传播风险的最佳分界点，即根据父母血清
ＨＢＶ－ＤＮＡ载量（ｃｏｐｉｅｓ／ｍ１）对数水平共分为１２个切

点，分别计算各等级切点的敏感性（Ｓｏ）、特异性（Ｓｐ）
和曲线下面积（ＡＵＣ）。结果显示：母血清ＨＢＶ－

５．父母双亲不同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水平对新
生儿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的影响：本研究将双
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由低到高分为０—５×１０２、～
５×１０３、。５×１０４、一５×１０５、一５×１０６、＞５×１０６

６个组进行比较。结果母血清ＨＢＶｏＤＮＡ

ＤＮＡ切点在１０３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时Ｓｅ＝Ｏ．７６２，Ｓｐ＝０．７６０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

（假阳性＝１一Ｓｐ），ＡＵＣ＝０．７６１；父血清ＨＢＶ－ＤＮＡ

载量＞１５×１０’ｃｏｐｉｅｓ／ｍｌ、父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

·１２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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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ｐｉｅｓ／ｍｌ时，新生儿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阳性
率最高（表４）。
５×１０４

表４病例组与对照组在新生儿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
阳性率的比较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ｔ，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ｌ ２，Ｖ０１．３３，Ｎｏ

１２

多且较为肯定的是ＨＢＶ－ＤＮＡ高载量和ＨＢｅＡｇ阳
性…，其他因素如乙肝一级家族史２。、避孕方式”、性
行为州也有报道。但对父母双方均为ＨＢＶ感染者，

其亲子垂直传播的危险因素目前国内外未见报道。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发现，孕妇血清ＨＢｓＡｇ阳性
ＨＢＶＭ不同模式、ＨＢｅＡｇ阳性、ＨＢＶ－ＤＮＡ阳性、
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及其配偶血清ＨＢｓＡｇ阳性ＨＢＶＭ
不同模式、ＨＢｅＡｇ阳性、ＨＢＶ－ＤＮＡ阳性、ＨＢＶ－ＤＮＡ
载量８项因素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是ＨＢＶ垂直
传播的高危因素。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排除
混杂因素影响后仅孕妇血清ＨＢＶ－ＤＮＡ阳性与其配
偶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两项仍有统计学意义，说明
该两项为ＨＢＶ感染其亲子垂直传播的危险因素。
提示孕前使孕妇血清ＨＢＶ－ＤＮＡ阳性转阴、降低其
配偶的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可减少ＨＢＶ感染亲子垂
直传播的危险。

注：母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５×ｌ ０．一１０５无阳性数据

２．父母双方ＨＢＶ感染的垂直传播情况：本研究

６．新生儿结局及随访：本研究４６铡新生几中男

中父母双方均为ＨＢＶ感染的４６个家庭．其新生儿脐

婴２６例，女婴２０例，平均体重（３．２７＋０．４４）ｋｇ，平均

带血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为４５．７％（２１／４６）．脐带血

身长（４９，５２±１．９５）ＣＩＴＩ。病例组（ｎ＝２１）和对照组

ＨＢＶＭ检测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为３４．８％（１６／４６），ＨＢｅＡｇ

（ｎ＝２５）在孕母分娩方式、孕周、产程及新生儿体重、

阳性率为２３．９％（１１／４６）。张荣莲等引曾报道父婴垂

身长、性别、Ａｐｇａｒ评分、高胆红素血症、内外科疾病

直传播新生儿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为２２。４％
｛３６／ｔ６１）。说明父母双方均为ＨＢＶ感染者，其新生

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ｊＰ＞０，０５）；两组新生

儿均无死亡、畸形等。本研究对２ｌ例脐带血
ＨＢＶ－ＤＮＡ阳性新生儿中的２０例进行随访，均接种３

儿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及ＨＢｓＡｇ阳性率明显高

『欠乙肝疫苗和２次乙肝免疫球蛋白，在出生后第７个

３．父母双亲与新生儿的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载量

月时有３例（１５．０％）ＨＢＶ－ＤＮＡ阳性者转阴。

于父婴垂直传播。

问关系：为便于分析本研究将不同水平的新生儿脐

７，一－种垂直传播途径对新生儿脐带血ＨＢＶ－

带血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分为三组。结果显示父母双方

ＤＮＡ、ＨＢｓＡｇ阳性率的影响：３ｌ例母亲为ＨＢＶ感染
者、父亲为非ＨＢＶ感染者，其新牛儿ＨＢＶ－ＤＮＡ阳

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均与新生儿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
载量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提示随着父母双方血

性率为３８．７％（１２ｔ３１），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为２５＋８％（８／

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的升高，新生儿脐带血

３１）；３０６例父亲为ＨＢＶ感染者、母亲为非ＨＢＶ感染

ＨＢＶ－ＤＮＡ载量也逐渐升高。为进一步分析父母双

者。其新生儿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为２Ｉ。９％（６７／３０６），

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对ＨＢＶ垂直传播的影响，本

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为１７．６％（５４／３０６）；而父母双方为

研究通过ＲＯＣ曲线分析预测ＨＢＶ垂直传播发生

ＨＢＶ感染者，其新生儿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为

风险的最佳分界点，认为母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切

４５．７％（２ｌ，４６），Ｉ－－ＩＢｓＡｇ阳性率为３４．溉（１６１４６）。可

点在ｔ０’ｃｏｐｉｅｓＪｍｌ、父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切点在

见父母均为ＨＢＶ感染者，其新生儿脐带血

１０４

ＦＩＢＶ－ＤＮＡ、ＨＢｓＡｇ阳性率均高于母婴、父婴传播途

直传播发生的预测指标。

径。ｉ者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皇１３．３８０，Ｐ＜

本研究还以父母双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切点
为界面，分别计算ＨＢＶ亲子垂直传播的阳性率，其

０．０１；ｆ＝７．１２３，Ｐ＜０．０５）。

讨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是最佳分界点，适宜作为ＨＢＶ亲子垂

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即父母双方血清

１．父母双方Ｈ１３Ｖ感染垂直传播的危险因素：

ＨＢＶ－ＤＮＡ不同载量水平与ＨＢＶ亲子垂直传播相
关，提示父母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水平是影响ＨＢＶ

目前报道ＦＩＢＶ母娶、父婴垂直传播的危险因素．较

垂直传播的“浓度界面”．如使父母双方血清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１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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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ＢＶ－ＤＮＡ载量低于切点值，可明显降低ＨＢＶ垂直

高于母婴、父婴垂直传播，因此若孕前能使孕妇血清

传播的危险。但根据ＲＯＣ曲线分析表明父母双方

ＨＢＶ－ＤＮＡ阳性转阴、降低父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

血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是以哪个水平为界才能更有效

可减少ＨＢＶ垂直传播的危险。

降低ＨＢＶ垂直传播的阳性率，还有待增加样本量进
一步研究。
４．父母双方均为ＨＢＶ感染者其垂直传播的宫
内感染判断标准：本研究以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阳性
及ＨＢｓＡｇ阳性作为判断宫内感染的标准，结果表明
父母双方为ＨＢＶ感染者，其新生儿ＨＢＶ－ＤＮＡ阳性
率为４５．７％（２１／４６），而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为３４．８％（１６／
４６），ＨＢｅＡｇ阳性率为２３．９％（１１／４６），新生儿病例组
与对照组在ＨＢｓＡｇ阳性率、ＨＢｅＡｇ阳性率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值均＜０．０５）。
本研究共收集４６例脐带血，采用ＥＬＩＳＡ法检测
ＨＢＶＭ，共有１１种模式：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ＨＢｃＡｂ均
阳性占１５．２％（７／４６）；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ｂ、ＨＢｃＡｂ均阳
性占１０．９％（５／４６）；ＨＢｓＡｇ、ＨＢｃＡｂ均阳性占６．５％
（３／４６）；ＨＢｓＡｂ、ＨＢｅＡｇ、ＨＢｃＡｂ均阳性占２．２％（１／
４６）；ＨＢｓＡｇ、ＨＢｓＡｂ均阳性占２．２％（１／４６），与Ｃｏｌｓｏｎ
等哺１的研究结果相同。另１例ＨＢｓＡｂ、ＨＢｅＡｂ、

参考文献
［ｉ］Ｌｉ ＷＬ，Ｐｅｎｇ

Ｐ，ＺｈａｎｇＹＬ，ｅｔ ａ１．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ａｂｉｅｓ．Ｊ

Ｐｒａｃｔ Ｍｅｄ，２００５，２１（３）：２７７—２７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文玲，彭萍，张艳玲，等．乙型肝炎病毒父婴垂直传播的临床研
究．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１（３）：２７７—２７８．
［２］ＬｉｕＺＹ，ＬｉＸＹ，ＹａｈＸｌｖｌ，ｅ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１．Ｎｅｓｔｅｄ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ｔｈｅ

ｏｆ ｐｅｆｉｎａｔａｌ

Ｂ

ｓｔａｇ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ｖｉｒｕｓ．ＢｕｌｌＣｅｎｔ 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Ｍｅｄ Ｓｃｉ，２００７，３２（３）：４５ｌ－４５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刘智昱，李夏雨，颜雪梅，等．应用巢式病例对照探讨ＨＢＶ围生
期传播的影响因素．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０７，３２（３）：
４５ｌ－４５４．

［３］Ｋｉｄｄ．Ｌｊａｎｇｇｒｅｎ Ａ，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Ｊ，Ｂｌａｃｋｂｅｒｇ Ｂ，ｅｔ ａ１．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ＤＮＡ ｉｎ ｂｏｄｙ ｆｌｕｉｄ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ａｒｄｅｒｓ．Ｊ Ｈｏｓｐ

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０６，６４（４）：３５２—３５７．
［４］Ｓｈａｏ

ＺＪ，Ｘｕ

ＤＺ，Ｘｕ

ＪＱ，ｅｔ

ａ１．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ｖｉｒｕｓ．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０５，２６（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２３２—２３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ＢｃＡｂ均阳性、２例ＨＢｅＡｇ、ＨＢｃＡｂ均阳性的脐带

血存在低水平的病毒复制，仍具有一定的传染性，与
Ｌｏｒｉｏｔ等＂１的报道结果一致。
５．新生儿结局及随访：本研究病例组与对照组
在新生儿结局（性别、体重、身长、Ａｐｇａｒ评分、新生
儿畸形、新生儿病理性黄疸、其他新生儿疾病）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且未发现死胎、死产、过期产的情况，
提示本研究两组新生儿结局均衡可比，其父母双方
均为ＨＢＶ感染者，对胎儿的生长发育及妊娠结局无
明显影响。本研究仅对２０例脐带血ＨＢＶ－ＤＮＡ阳性
的新生儿在出生后第７个月跟踪随访，有３例
（１５．０％）ＨＢＶ－ＤＮＡ阳性者转阴，１６例脐带血ＨＢｓＡｇ
阳性新生儿随访到第７个月，３例（１８．８％）转阴。有

邵中军，徐德忠，徐剑秋，等．孕期性行为与乙型肝炎病毒宫内感
染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４）：
２３２—２３５．

［５］Ｚｈａｎｇ

ＲＬ，Ｃｈｅｎ

ＱＹ，Ｘｉｅ

ＪＸ，ｅｔ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ＢＶ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ａｎｔ．Ｃｈｉｎ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ＨＢｓＡ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张荣莲，陈起燕，谢静娴，等．乙型肝炎病毒父婴垂直传播的危险
因素分析．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０９，４４（１１）：８０５—８０８．
［６］Ｃｏｌｓｏｎ

Ｐ，Ｂｏｒｅｎｔａｉ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Ｐ，ＭｏＲｅ Ａ，ｅｔ ａ１．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ＢｓＡｇ ａｎｄ

ｉｎ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Ｂ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Ｖｉ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３６７（１）：３０一４０．

［７］Ｌｏｒｉｏｔ ＭＡ，Ｍａｒｃｅｌｌｉｎ Ｐ，Ｂｉｓｍｕｔｈ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ａｎｄ ｖｉ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ｔｉ—ＨＢｓ

Ｅ，ｅｔ

ａ１．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 ａｆｔｅｒ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ＨＢｅＡｇ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Ｈｅｐａｔ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２，１５（１）：３２—３６．

［８］Ｎｉ

ｏｆ

ｖｉｒｕｓ ＤＮＡ ｂｙ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随访的期限。

新生儿脐带血ＨＢｓＡｇ阳性率和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均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ｔｉ··ＨＢｅ

清ＨＢＶ－ＤＮＡ载量是父母双方均为ＨＢＶ感染者亲
子垂直传播的危险因素。父母双方为ＨＢＶ感染的

ｆａｔｈｅｒ

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０９，４４（１１）：８０５—８０８．（ｉｎ

研究表明随１，ＨＢＶＭ的自然阴转时间为１年，应延长
综上所述，母亲血清ＨＢＶ－ＤＮＡ阳性与父亲血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ｏｒ

ＨＢｓＡｇ

ｔｏ

ＹＨ．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ｔｉ－－ＨＢｓ ｓｅｒｏ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ｏ

ｗｉｔｈ

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１，４６（１）：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６—０８）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