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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新生 HBsAg及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检测分析 

蒋 斌 

· 检验 医学 · 

[摘要]目的：了解大学新生乙型肝炎(乙肝)病毒感染及肝功能情况，为在校大学生乙肝的预防提供依据。方法：对 2006、 

2007、2008级6 953名入学新生采用 ELISA检测 HBsAg；采用动力学方法测定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结果：2006、 

2007、2008级新生 HBsAg阳性率分别是3．19％、3．38％、2．07％，总阳性率为2．87％，较 2006年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 

查的HBsAg阳性率 8．57％低；2006、2007、2008新生 HBsAg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女生总检出HBsAg阳性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各年级男、女生问HBsAg阳性率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O1)；各年级新生 AL1’异常率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大学新生 HBsAg阳性率较低，男生阳性率明显高于女生，ALT异常率较低；学校要继续加 

强乙肝的健康教育，增加体检检验项目，对易感者进行乙肝疫苗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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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HBsAg 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mong new students of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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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know about the situation of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and the liver function among college freshman，in order 

to provide the scientific basis for prevention and education work．Methods：Firstly used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to check 

HBsAg carriers of freshmen 2006，2007，2008；then used kinetic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serum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 )． 

Results：The positive rates of HBsAg were 3．19％ ，3．38％ ，and 2．07％ among freshmen 2006，2007，and 2008，respectively；and 2． 

87％ among the total students．The positiv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level of national population seroepidemiologieal survey 

of hepatitis B(8．57％)in 2006．The difference of positive rate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mong freshmen 2006，2007，and 2008(P 

<0．05)．The difference of positive rate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male students and female students(P<0．O1)．And the 

difference of positive rates was als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male students and female students among freshmen 2006，2007，and 

2008，respectively(P<0．O1)．The difference of abnormity rate about ALT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mong freshmen 2006，2007， 

and 2008(P>0．05)．Conclusions：The positive rate of HBsAg is low among freshmen．The positive rate of male student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female students．The abnormity rate of ALT is low．The college must strengthen health education of the 

hepatitis B to the students，increase physical examination items and have them vaccinated against hepatitis B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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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乙肝)是我国常见传染病，威胁着人 

们的身体健康，影 响在校学生的学 习及生活质 

量 。为了解我校大学新生 HBsAg携带情况，学校 

每年对入校新生进行 HBsAg和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的检测。现就我校2006、2007、2008级入学 

新生的HBsAg和 ALT检测结果作一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06级新生 2 161名，其中男生 

410名，女生 1 751名；2007级新生 2 158名，男生 

453名，女生 1 705名；2008级新生 2 274名，男生 

434名，女生 1 840名；绝大多数来自安徽省各地，年 

龄 18—21岁。清晨空腹采静脉血，并于24 h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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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血清，当日完成检测。 

1．2 方法和试剂 HBsAg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试剂购自上海实业科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有 

效期内使用，仪器是普朗公司 DNM-9602型酶标分 

析仪；ALT检测采用动力学连续监测法，试剂购自上 

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仪器是迈瑞公司 BS-4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1．3 结果判断 HBsAg检测：待检血清 OD值／阴 

性对照平均 OD值 ≥2．1，判为阳性，否则为阴性。 

ALT测定：按ALTI>40 u／L为异常，观察肝功能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 

2 结果 

2006、2007、2008级新生 HBsAg总阳性率为 

2．87％，较2006年全国人群乙肝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的HBsAg阳性率 8．57％低。2006、2007、2008级新 

生 HBsAg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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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006级与 2007级 HBsAg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2006、2007、2008级新生 ALT异常 

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男、 

女生检 出 HBsAg总阳性率差异有 统计学 意义 

(P<0．01)，各年级男、女生间 HBsAg阳性率差异 

也有统计学意义(P<0．01)。各年级男生间及女生 

间 HBsAg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2)。 

表 1 2006、2007、2008级新生 HBsAg和 ALT检测结果比 

较[n；阳性率(％)] 

表 2 2006、2007、2008级新生不同性别 HBsAg阳性率比 

较[n；阳性率(％)] 

3 讨论 

乙肝是由乙肝病毒(HBV)引起的一种传染病， 

HBV主要经血液和血液制品、母婴、破损的皮肤和 

黏膜及性接触等途径传播。该病在世界各地广泛流 

行，也是我国当前流行最广泛并严重危害人们身体 

健康的传染病。有研究 表明，在 HBV携带者中， 

约 1／4可能发展为慢性活动性肝炎，进而发展为肝 

硬化或肝癌 。我国每年有 3O万人死于与乙肝有 

关的肝硬化或肝癌。 

我院新生 HBsAg总阳性率为2．87％，明显低于 

卫生部 2006年全国人群乙肝等有关疾病血清流行 

病学调查的 15～59岁人群 8．57％的水平。男生 

HBsAg阳性率明显高于女生，可能与女生卫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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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男生的社交范围较广、不十分注重个人卫生，感 

染机会多，以及男生抗一HBs阳性率低于女生等因素 

有关 J，所以乙肝在男生中传播的几率就大一些。 

ALT为肝脏受损、肝功能检查最敏感的指标。 

本次检测 AIJT异常率为 0．93％。对 AIJT异常者， 

须查明原因，仔细分析，对症治疗。 

大学是人群集中的地方，同学之间交往密切，增 

加了传播的机会 。虽然我校学生 HBsAg携带率 

偏低 ，但是也不能忽视。对检查结果分析、评判并采 

取对应措施是必须的。我们建议对于 HBsAg携带 

者和ALT增高者，做好早发现、早治疗，防止乙肝在 

大学生中流行；增加检测 HBV血清标志物的项 目； 

对 5项全阴者全程接种乙肝疫苗，抗．HBs单项阳性 

者，如3年内未接种过乙肝疫苗，应加强接种 1针， 

提高抗．HBs阳性率，特别是即将进入实习、工作岗 

位的检验、护理、助产等医学技术类专业的学生是 

HBV感染的高危人群 ；虽然 目前有用拉米夫定、 

苦参素、干扰素等药物通过抑制 HBV复制，使 HBV 

DNA水平恢复正常 ，但这些药物都有着严格的适 

应证，且复发、耐药突变。所以，要加强对学生进行 

乙肝知识的培训，让他们了解乙肝的传播途径和预 

防措施等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真正建立起自 

我预防、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同时学校应积极开 

展心理咨询等工作，消除学生不必要的恐慌，帮助 

HBsAg携带者摆脱 自卑情绪，提高自信心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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