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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人卵巢组织中乙型肝炎病毒（ＨＢＶ）ＤＮＡ、ＨＢＶ共价闭合脱氧核糖核酸

（ｃｃｃＤＮＡ）表达与ＨＢＶ宫内感染的相关性。方法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方法（ＦＱ—ＰＣＲ）检
测３３例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孕妇卵巢组织中的ＨＢＶ ＤＮＡ和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相
应３３例婴儿出生当日和１月龄外周血血清乙型肝炎病毒标志物（ＨＢＶＭ），ＦＱ．ＰＣＲ法检测婴儿血
清ＨＢＶＤＮＡ含量。结果３３例卵巢组织中ＨＢＶＤＮＡ和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总阳性率为５１．５２％（１７／
３３）。婴儿宫内感染率为１２．１２％（４／３３，４例均为肝功能正常的孕妇）。婴儿母亲卵巢组织中ＨＢＶ
ＤＮＡ和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均阳性时，宫内感染率比ＨＢＶＤＮＡ、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均阴性时显著升高（Ｐ＜
０．０５）。宫内感染婴儿较非宫内感染婴儿母亲卵巢组织中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的表达水平和阳性率明显
升高（Ｐ＜０．０１和Ｐ＜０．０５）。结论ＨＢＶ可感染人卵巢组织并在其中复制，且有可能通过卵细胞
垂直传播至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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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乙肝）病毒（ＨＢＶ）母婴垂直传播的
方式包括宫内、产时及产后感染…。其中宫内感染

个核细胞传播陋１；种系传播或遗传传递，即ＨＢＶ经
卵子、精子、受精卵传播。母婴ＨＢＶ垂直传递是指

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可能的传播途径有血源性感

受到ＨＢＶ感染的卵细胞，与正常精子受精，使子代

染即通过胎盘传播；细胞源性感染即通过外周血单

获得ＨＢＶ ＤＮＡ成为ＨＢＶ携带者或者发病，这是一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２．０１７

种尚有争议和机制未明的传播方式。由于获得卵细
胞较为困难，对ＨＢＶ感染卵细胞的研究还很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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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研究发现，慢性乙肝妇女卵巢组织中有ＨＢｓＡｇ、
ＨＢｅＡｇ和ＤＮＡ的存在ｂ‘５ ３。本研究通过检测ＨＢ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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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Ａ阳性孕妇卵巢组织中ＨＢＶ ＤＮＡ和ＨＢＶ共价

’Ｉ‘Ｃ’Ｉ…Ｉ’Ｇ’Ｉ”Ｉ’Ｃ一３’一’ＩＡＭＲＡ。

闭合脱氧核糖核酸（ｃｃｃＤＮＡ），探讨ＨＢＶ在卵巢组
织中持续存在和复制且通过卵细胞传递至子代的可

分别取ＨＢＶ－ＰＣＲ、ＨＢＶ－ｃＰＣＲ ＭＩＸ Ｔａｑ酶系，
室温融化并振荡混匀后，１０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Ｓ。分

能性。

别配制ＰＣＲ、ｃＰＣＲ反应液，将处理后样品、ＨＢＶ阳
性定量质控品和阴性质控品各４¨ｌ加入分装有反

对象与方法

应液的反应管中，１０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３０ Ｓ后上机检

１．研究对象：来自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１月在

测。同时设ＰＢＳ液为空白对照，取患卵巢良恶性肿

东南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产科接受剖宫产手术的单

瘤、ＨＢｓＡｇ阴性、剖宫产孕妇的卵巢组织５例作阴

胎孕妇及其婴儿共３３对，孕妇年龄２１～３９岁，产前

性对照，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均阳性，ＨＢＶ ＤＮＡ定量＞

检查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均阳性，ＨＢＶ ＤＮＡ定量＞
１．０×１０６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术中探查发现卵巢囊性、实性或
囊实性肿块考虑为卵巢良／恶性肿瘤需要切除病灶

１．０×１０６ｃｏｐｉｅｓ／ｍｌ的非孕妇女的活体肝组织（肝穿
法获得）５例为阳性对照。

或卵巢。其配偶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均阴性，ＨＢＶ ＤＮＡ
定量＜５．０×１０２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所有婴儿均予人工喂

检ＨＢＶＭ及ＨＢＶ ＤＮＡ，后立即注射重组酵母基因工

养。剔除标准：有先兆流产及先兆早产史；术前Ｂ超
提示胎盘位置异常或胎盘早剥；孕妇血清丙型肝炎

格每支１０ Ｉ．ｔｇ）２０ ｇｇ和乙肝免疫球蛋白（ＨＢＩＧ，中国
四川Ｉ成都蜀阳制药厂，规格每支２００ ＩＵ）２００ ＩＵ，１５ ｄ

病毒、丁型肝炎病毒、艾滋病病毒、巨细胞病毒、ＥＢ

后再注射ＨＢＩＧ ２００ ＩＵ，１、６月龄时再次注射ＨＢＶａｃ

（Ｅｐｓｔｅｉｎ—Ｂａｒｒ）病毒阳性；胎儿宫内窘迫史；６个月内
使用过抗病毒药物或其他影响免疫功能的药物。患
者及家属签订知情同意书，研究方案经东南大学附

２０“ｇ，１月龄复查ＨＢＶＭ及ＨＢＶ ＤＮＡ。ＨＢＶ宫内

新生儿出生后、注射疫苗前抽股静脉血４ ｍｌ送
程乙肝疫苗（ＨＢＶａｃ，中国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规

感染诊断标准：新生儿出生时血清ＨＢｓＡｇ和（或）
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并持续至１月龄。
３．统计学分析：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统计分析。计

属第二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研究方法：３３份离体卵巢组织一部分立即予
以福尔马林固定后送常规病理检查，另一部分快速

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分类资料采用ｆ检验
或四格表确切概率法。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置一７０℃冰箱保存，标本由专人统一检测。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分析。

ＦＱ—ＰＣＲ法检测ＨＢＶ

ＤＮＡ、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核酸扩

结

增检测试剂盒购自北京索奥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

果

司，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核酸扩增检测试剂盒购自上海

１．ＨＢＶ宫内感染情况：３３例婴儿出生时感染６

科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试剂盒灵敏度均为５．０×

例，其中４例持续至１月龄，婴儿宫内感染发生率为

１０～１．０×１０９

１２．１２％（４／３３）。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取检测结果对数值进行统
计学分析。ＨＢＶＭ（ＨＢｓＡｇ、ＨＢｓＡｂ、ＨＢｅＡｇ、ＨＢｅＡｂ、
ＨＢｃＡ－ｂ）检测采用化学发光法，试剂由美国Ａｂｂｏｔｔ公
司提供。操作均严格按说明书进行。
（１）卵巢组织ＤＮＡ提取：取冰冻卵巢组织，用生
理盐水洗净组织表面的血液，再用ＰＢＳ液反复冲洗，

２．卵巢组织中ＨＢＶ ＤＮＡ和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表达
及其与婴儿发生ＨＢＶ宫内感染的相关性：共获得满
足条件的病变卵巢组织３３份。其中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
１２份，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阳性１４份（图１）。其结果表达
模式有４种。Ａ：ＨＢＶ

ＤＮＡ、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同时阴

末次洗液ＰＣＲ检测ＨＢＶ ＤＮＡ阴性。取每份卵巢组

性，Ｂ：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阴性，Ｃ：ＨＢＶ

织各约５０ ｍｇ，分别置１．５ ｍｌ离心管中，加入核酸提
取液Ｂ ５０ ｕｌ充分混匀（提取液用前需室温溶解并充
分混匀），用研磨器充分研磨后１００℃裂解１０ ｍｉｎ，

ＤＮＡ阴性、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阳性，Ｄ：ＨＢＶ

１３ ０００

ＤＮＡ、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同时阳性，其不同表达模式与婴儿发生
ＨＢＶ宫内感染的相关性提示（表１），卵巢组织中
ＨＢＶＤＮＡ或（和）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总阳性率为５１．５２％

ｒ／ｍｉｎ离心３ ｍｉｎ。

ｃｃｃＤＮＡ检测：严格按说明

（１７／３３）。随着两者表达类型的升级，其宫内感染率

书操作。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测定上游引物：５’一ＣＧＡ
ＡＣ一３’；下游引物：

也逐渐升高，两者呈正相关，Ｓｐｅａｒｍａｎ分析ｒ＝０．４３１，
Ｐ＝０．０１２。但只有Ｄ与Ａ比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ＣＣ一３’；荧

Ｚ２＝６．０６１，Ｐ＝０．０１４。ＨＢｓＡｇ阴性孕妇的５例卵巢组

ＣＴＣ ＴＧＣ ＣＴＡ ＡＴＣ ＡＴＣ

织ＨＢＶ ＤＮＡ和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均未表达，ＨＢｓＡｇ阳

（２）ＨＢＶ

ＤＮＡ、ＨＢＶ

ＣＣＧ ＡＣＣ ＴＴＧ ＡＧＧ ＣＡＴ

５’一ＡＧＡ ＧＴＡ ＡＣＴ ＣＣＡ ＣＡＧ ＡＴ／ＡＧＣ

光探针：ＦＡＭ一５’ＣＡ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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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２

卵巢组织中ＨＢＶ ＤＮＡ、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平均对数值分

性的非孕妇女的活体肝组织５例均为阳性。

别为（１．３９±１．９１）ｃｏｐｉｅｓ／ｍｌ和（１．４８±１．８１）ｃｏｐｉｅｓ／ｍｌ，

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一０．２０７，Ｐ＝０．８３７），但均
显著低于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水平（￡＝１８．３２４、１８．９９６，
Ｐ＝０．０００）。

５．孕妇不同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水平与卵巢组织
ＨＢＶ ＤＮＡ、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阳性率、宫内感染率比较：

孕妇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水平＞１．０×１０８ｃｏｐｉｅｓ／ｍｌ时，卵
巢组织ＨＢＶ ＤＮＡ、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表达概率、宫内感

８
●ｌ ６

染率明显增加，但与＜１．０×１０８ｃｏｐｉｅｓ／ｍｌ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孕妇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

ｌ ４
２
Ｏ
ｌ●０ ８

水平与宫内感染率之间呈正相关，Ｓｐｅｒｓｍａｎ分析
ｒ＝０．８９４，Ｐ＝０．０００。见表３。

０ ６
０ ４
０ ２
０ ０
２０

２２

２４

２６

２８

３０

３２

３４

３６

３８

４０

表３孕妇不同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水平与卵巢组织ＨＢＶ
ＤＮＡ、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阳性率、宫内感染率的比较

循叫、次数

图１部分卵巢组织标本ＨＢＶ ＤＮＡ（Ａ）和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Ｂ）
的扩增（ＦＱ．ＰＣＲ法）
表１卵巢组织ＨＢＶＤＮＡ和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的
不同表达模式与婴儿ＨＢｖ宫内感染的关系

注：两组卵巢组织ＨＢＶ ＤＮＡ阳性率比较，ｆ＝３．４６４，Ｐ＝０．０６３；
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阳性率比较，ｘ２＝Ｏ．３３７，Ｐ＝０．５６１；两组宫内感染率比

较，ｆ＝０．８３６，Ｐ＝０．３６１

６．孕妇肝功能对ＨＢＶ宫内感染的影响：３３例孕
妇中肝功能异常者胎儿宫内感染率为０％（０／１０），肝
注：ｘ２（Ａ：Ｃ）－－－－３．３６，Ｐ＝０．０６７；ｆ（Ａ：Ｄ）－－－－６．０６１，Ｐ＝Ｏ．０１４；

ｆ（Ｂ：Ｃ）＝ｏ．６８６，Ｐ＝０．４０８；ｆ（Ｂ：Ｄ）＝１．３３３。Ｐ＝０．２４８；ｆ（ｃ：Ｄ）＝

功能正常者胎儿宫内感染率为１７．３９％（４／２３），）ｃ２＝
１．９７９，Ｐ＝０．２１６。

０．２８０，Ｐ＝０．５９７

３．宫内感染与卵巢组织中ＨＢＶ ＤＮＡ和ＨＢＶ

讨

论

ｃｃｃＤＮＡ的表达水平和阳性率比较：宫内感染婴儿

１．ＨＢＶ感染卵巢的证据：近年研究发现许多肝

较非宫内感染婴儿母亲卵巢组织中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的

外组织和脏器存在ＨＢＶ（检测到ＨＢＶ ＤＮＡ或乙肝

表达水平和阳性率均明显升高，但ＨＢＶ ＤＮＡ的表
达水平和阳性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抗原）［６’“，提示该病毒具有泛嗜性哺。１…。有学者发现
ＨＢＶ在肝外侵犯的主要器官是肾脏，卵巢属于生殖

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的表达水平和阳性率的差异均有统计

系统，与泌尿系统均起源于体壁中胚层，根据ＨＢＶ

学意义（Ｐ＜０．０１和Ｐ＜０．０５），见表２。

的生物学特性和卵巢组织的生理特征，认为ＨＢＶ感

表２婴儿宫内感染与卵巢组织中ＨＢＶＤＮＡ和ＨＢＶ

染卵巢组织进而可能感染生殖细胞一】。目前已有多

ｃｃｃＤＮＡ的表达水平及阳性率的关系

项研究在慢性乙肝妇女的卵巢组织或卵泡细胞中检
测出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ｇ和ＨＢＶ ＤＮＡ【３。川。提示ＨＢＶ

可以感染卵巢或卵细胞。本研究检测３３例孕妇卵

注：两组卵巢ＨＢＶＤＮＡ水平比较，￡＝Ｉ．７０７，Ｐ＝０．０９８；阳性率
比较，ｘ２－－－－２．９３６，Ｐ＝Ｏ．０８７；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水平比较，ｔ＝５．０１８，Ｐ＝
Ｏ．００３；阳性率比较，ｆ＝６．１７７，Ｐ＝０．０１３

４．孕妇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水平与卵巢组织ＨＢＶ
ＤＮＡ、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表达水平的比较：３３例孕妇血

清ＨＢＶ ＤＮＡ平均对数值为（７．７４±Ｏ．５６）ｃｏｐｉｅｓ／ｍｌ，

巢组织中ＨＢＶ ＤＮＡ和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结果１２例
ＨＢＶＤＮＡ阳性，１４例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阳性，两者表达
水平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均较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

的水平明显降低，推测其原因可能是大量病毒在肝
细胞内复制后首先释放入血，后继经血循环感染卵
巢，因卵巢不是ＨＢＶ特异的靶器官，故感染机会及
病毒数量减少，提示卵巢感染ＨＢＶ与病毒复制不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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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２

平行关系，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不是评价ＨＢＶ经卵细胞

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垂直传播的有效指标。推测卵巢除经血液途径感染

本研究还观察到，宫内感染婴儿与非宫内感染

ＨＢＶ外，可能还存在其他感染途径和机制。ＨＢＶ

婴儿其母亲卵巢组织中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的表达水平和

ｃｃｃＤＮＡ是ＨＢＶ的原始复制模板。Ｃｈｅｎ等”２ ３认为，

阳性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Ｏｌ和Ｐ＜

血清中ｃｃｃＤＮＡ是由肝细胞损伤后释放至血液中，

０．０５）。提示宫内感染与卵巢组织中ＨＢＶ

与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相比，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能更精确地
反映病毒存在及复制状态。因此，卵巢组织中检测

的表达密切相关。推测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在卵巢组织感
染ＨＢＶ的过程中起关键作用，不仅是ＨＢＶ感染卵

到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不仅说明卵巢组织被感染，而且提

巢及其复制的敏感指标，也是预测垂直遗传的重要

示ＨＢＶ在其中装配和复制。本研究为ＨＢＶ在卵巢

依据。另外还观察到，当血清ＨＢＶ

组织的感染和复制提供新的证据。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时，宫内感染率增加，但与＜１．０×１０８

ｃｃｃＤＮＡ

ＤＮＡ＞１０８

２．卵巢组织中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在ＨＢＶ宫内感染

ｃｏｐｉｅｓ／ｍｌ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尸＞０．０５），可

中的作用：目前少有ＨＢＶ在卵巢组织表达的研究报

能与本研究例数较少有关。孕妇血清ＨＢＶ ＤＮＡ水

道，且研究对象主要是乙肝非孕妇的卵巢组织，故仅
证实卵巢可能被ＨＢＶ感染，无法证实ＨＢＶ是否能

平与宫内感染率之间呈正相关，提示母亲血清ＨＢＶ

够通过卵细胞传递至子代。关于ＨＢＶ在孕妇卵巢

血液途径感染仍是母婴传播的主要途径ｎ“。值得注

组织表达的报道罕见，Ｌｏｕ等…！通过检测６８例

意的是，１０例肝功能异常孕妇的胎儿未发生宫内感
染，而肝功能正常孕妇的胎儿宫内感染率为

ＨＢｓＡｇ阳性孕妇卵巢组织中的ＨＢｓＡｇ表达，发现卵
巢组织ＨＢＶ感染与宫内感染无明显的相关性。

ＤＮＡ水平是婴儿宫内感染的相对独立危险因素，经

１ ７．３９％，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提示肝功

ＨＢｓＡｇ是ＨＢＶ的外膜蛋白，常作为免疫组化检测的
ＨＢＶ标志蛋白，但表达较少，且免疫组化检测方法

能异常孕妇虽然处于免疫清除期，但如不伴随ＨＢＶ

不够敏感，不能定量，易出现假阴性。而ＰＣＲ方法
敏感性高，可以检测微量的ＨＢＶ ＤＮＡ和ＨＢＶ

本研究例数偏少，且检测的是卵巢组织而非卵
细胞中的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检测方法也存在一定不足，

ｃｃｃＤＮＡ，但无法定位，因卵巢问质血管丰富，组织中

故不能完全肯定卵巢组织中ＨＢＶ ｃｃｃＤＮＡ在ＨＢＶ

含有血液，故特异性差，有一定假阳性率。本研究采

垂直遗传中的作用，但至少说明卵巢组织中如存在

用生理盐水、ＰＢＳ液反复冲洗，直至末次洗液ＰＣＲ检

ＨＢＶ

测ＨＢＶ ＤＮＡ阴性以减少假阳性。

传风险也将增加。说明ＨＢＶ经卵巢一卵细胞一子代

由于ＨＢＶ具有很强的嗜肝细胞特性，卵细胞并

ＤＮＡ的下降，则对宫内感染率无明显影响。

ｃｃｃＤＮＡ，则卵子感染ＨＢＶ的可能性增加，遗

的母婴传播途径在其母婴传播中仍占据一定地位。

不是其特异的靶细胞，目前的研究发现卵巢组织有
ＨＢＶ ＤＮＡ的存在，只能说明ＨＢＶ能感染卵巢组织，

但是否在其内复制循环尚未可知。ｃｃｃＤＮＡ是ＨＢＶ
原始复制模板，代表着具有感染、复制和装配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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