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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外膜大蛋白与乙肝病毒核酸检测

在抗病毒治疗中的价值分析

袁摇 军,张摇 艳,詹摇 颉

[摘要]目的:探讨乙型肝炎病毒外膜大蛋白(HBV鄄LP)与乙型肝炎病毒核酸(HBV鄄DNA)检测在抗病毒治疗中的临床价值。
方法:选取 300 例乙型肝炎患者,均给予核苷(酸) 类似物抗病毒治疗,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6、12 个月采集血清标本进行

HBV鄄LP、HBV鄄DNA 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不同 HBV鄄DNA 拷贝组的 HBV鄄LP 吸光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1)。 HBV鄄LP 含量与 HBV鄄DNA 拷贝数具有正相关关系;HBV鄄LP、HBeAg、HBV鄄DNA 阳性率均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而

降低,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但在治疗 6 个月及 12 个月 HBV鄄LP 的阳性率均高于 HBV鄄DNA 的阳性

率(P < 0. 01)。 随着抗病毒治疗时间的延长,HBV鄄LP 的灵敏度降低,特异度升高,阳性预测值降低,治疗后 12 个月时,HBV鄄
LP 的灵敏度最低(93. 28% ) ,特异性最高(53. 01% )。 结论:HBV鄄DNA 阴转并不意味着肝内乙型肝炎病毒复制的消失,联合

检测 HBV鄄LP 以检测病毒复制,对抗病毒治疗监测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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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value of the joint detection of hepatitis B virus large protein
and HBV鄄DNA in antiviral therapy

YUAN Jun,ZHANG Yan,ZHAN Jie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The People忆s Hospital of Shanxi,Xi忆an Shanxi 71006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linical value of the joint detection of hepatitis B virus large protein(HBV鄄LP) and hepatitis B
virus DNA(HBV鄄DNA) in antiviral therapy. Methods:Three hundred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were treated with antiviral therapy. The
serum levels of HBV鄄LP and HBV鄄DNA in all patients were detected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6 and 12 months of treatment,the result
of which was analyzed. Results:The difference of HBV鄄LP in different HBV鄄DNA copies patients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
0. 01). The HBV鄄LP content wa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HBV鄄DNA copies. The positive rates of HBV鄄LP,HBeAg and HBV DNA
decreased with the time extension of treatment, and the differences of whose between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 0. 01). The positive rates of HBV鄄LP 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HBV鄄DNA after 6 and 12 months of treatment(P <
0. 01). With the time extension of antiviral treatment,the sensitivity,specificity and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HBV鄄LP decreased,
increased and decreased,respectively. The sensitivity(93. 28% ) and specificity(53. 01% ) of HBV鄄LP were the lowest and highest
after 12 months of treatment. Conclusions:The negative HBV鄄DNA does not mean the disappearance of intrahepatic HBV replication.
The joint detection of HBV鄄LP and HBV鄄DNA can detect the virus replication,which has important clinical value in monitoring antiviral
treatment.
[Key words] hepatitis;hepatitis B virus large protein;hepatitis B virus DNA;antiviral therapy

摇 摇 我国是乙型肝炎(乙肝)大国,慢性乙肝患者感

染者约占全世界的 1 / 3,患者若未得到有效治疗,晚
期易引发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1]。 目前临床上是

否为乙肝患者主要监测乙肝 5 项(HBsAg、HBsAb、
HBeAg、HBeAb、 HBcAb) 和乙肝病毒核酸 ( HBV鄄
DNA)的含量[2]。 随着对乙肝病毒的深入研究,逐
渐发现乙肝病毒外膜大蛋白(hepatitis B virus large
protein,HBV鄄LP)可作为一项新的血清学指标,其与

乙肝发病机制、HBV 感染与复制等关系密切[3]。 本

文就 HBV鄄CP 与 HBV鄄DNA 在抗病毒治疗中的临床

价值作一探讨。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我院门诊或住院的 300 例慢

性乙肝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 WS299鄄2008《乙型病

毒性肝炎诊断标准》。 其中男 185 例,女 115 例;年
龄 22 ~ 53 岁;所有患者均符合抗病毒治疗的条件

(HBV鄄DNA 为阳性;以前没有进行抗病毒治疗),且
均给予抗病毒治疗。 300 例患者在接受治疗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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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6 个月及治疗 12 个月时,分别清晨空腹抽取

10 ml外周静脉血,3 000 r / min,离心 10 min, - 70 益
低温冰箱冰冻保存以备测。
1. 2摇 方法摇 ELISA 法测定患者乙肝 5 项,试剂盒为

北京金豪制药有限公司产品。 实时荧光 PCR 方法

扩增检测 HBV鄄DNA,试剂盒为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产品。 ELISA 法检测 HBV鄄LP,试剂盒由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HBV鄄DNA 与 HBV鄄LP 的相关性摇 将 300 例患

者抗病毒治疗前的检测结果按照 HBV鄄DNA 拷贝数

的对数值进行分组,结果显示不同 HBV鄄DNA 拷贝

组的 HBV鄄LP 吸光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F =
55. 30,P < 0. 01),且 HBV鄄LP 的吸光度随着 HBV鄄
DNA 拷贝数的增加而增加,对 HBV鄄DNA 拷贝数对

数值与 HBV鄄LP 吸光度作相关回归分析,其相关系

数 r = 0. 8327,回归方程为 Y = 0. 2081X - 0. 2547,
HBV鄄LP 含量与 HBV鄄DNA 拷贝数之间具有正相关

关系(见表 1)。

表 1摇 HBV鄄DNA 与 HBV鄄LP 的相关性

HBV鄄DNA 拷贝数的对数值 n HBV鄄LP 吸光度

< 3 15 0. 257 依 0. 154

3 ~ 4 30 0. 564 依 0. 159

> 4 ~ 5 65 0. 701 依 0. 182

> 5 ~ 6 71 0. 867 依 0. 187

> 6 ~ 7 63 1. 161 依 0. 221

> 7 56 1. 430 依 0. 210

2. 2摇 HBV鄄LP、HBeAg、HBV鄄DNA 阳性率比较 摇 治

疗前 HBV鄄LP、HBV鄄DNA 均高于 HBeAg,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 < 0. 01),HBV鄄LP、HBeAg、HBV鄄DNA
阳性率均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而降低,与治疗前相

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治疗 6 个月及

12 个月 HBV鄄LP 的阳性率均高于 HBV鄄DNA 的阳性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见表 2)。
2. 3摇 以 HBV鄄DNA 为金标准时 HBV鄄LP 的各指标

数据摇 抗病毒治疗不同阶段共检测 1 320 例次,在
抗病毒治疗前 HBV鄄LP 的灵敏度、阳性预测值最高

(均 100% ),在抗病毒治疗后,随着抗病毒治疗时间

的延长,HBV鄄LP 的灵敏度降低,特异度升高,阳性

预测值降低。 治疗后 12 个月时,HBV鄄LP 的灵敏度

最低( 93. 28% ) ,特异性最高( 53. 01% )(见表 3)。

摇 表 2摇 治疗过程中 HBV鄄LP、HBeAg、HBV鄄DNA 的阳性率

比较[n;百分率(% )]

血清收集时间 n HBV鄄LP HBV鄄DNA HBeAg F P

治疗前 300 300(100) 300(100) 192(64) 245. 45 < 0. 01

治疗 6 个月 300 237(89) 204(68) 135(45) 78. 38 < 0. 01

治疗 12 个月 300 219(73) 183(61) 105(35) 92. 04 < 0. 01

F — 89. 73 203. 23 25. 09

P — <0. 01 < 0. 01 < 0. 01

表 3摇 以 HBV鄄DNA 为金标准时 HBV鄄LP 的各指标数据

血清收集时间 灵敏度 特异度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治疗前 100 — 100 —

治疗 6 个月 98. 60 31. 19 76. 80 81. 71

治疗 12 个月 93. 28 53. 01 70. 80 74. 34

3摇 讨论

摇 摇 之前认为 HBeAg 的阴转标志着 HBV 复制降

低,肝炎得到有效控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有

相当部分患者在血清 HBeAg 阴转后仍可表现为持

续的病毒高复制,肝内炎症活动[4]。 可能原因为病

毒发生变异,导致 HBeAg 的阴转已不能完全作为评

估抗病毒的疗效指标。 目前,临床上用于评估乙肝

患者病毒复制与抗病毒疗法的监测指标为 HBV鄄
DNA 含量,但对于抗病毒治疗患者来说,HBV鄄DNA
转阴并不意味着病毒已完全清除,因为肝内 cDNA
的降低远远低于血清 HBV鄄DNA 水平,而血清中的

HBV鄄DNA 不能真实反映肝组织内 HBV 的变化

水平[5]。
本研究结果显示,HBV鄄LP 含量与 HBV DNA 拷

贝数具有正相关性关系,提示检测 HBV鄄LP 含量可

反映 HBV 的复制情况。 结果还显示,在抗病毒治疗

前 HBV鄄LP 的灵敏度、阳性预测值最高(均 100% ),
抗病毒治疗后,随着抗病毒治疗时间的延长,HBV鄄
LP 的灵敏度降低,特异度升高,阳性预测值降低。
治疗 后 12 个 月 时, HBV鄄LP 的 灵 敏 度 最 低

(93. 28% ) ,特异性最高(53. 01% ),均提示 HBV鄄
LP 是 HBV 感染者体内病毒复制的可靠指标。 但

DNA 检测所需技术和检测试剂均较昂贵,不易在基

层医院开展[6]。 HBV鄄LP 的检测主要采用 ELISA
法,检测试剂的价格比 PCR 试剂便宜,仪器为酶标

仪,操作简单,结果可靠,可在基层医院推广,且能够

显著提高慢性乙肝的诊治效率[7]。 本研究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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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HBV鄄LP、HBeAg、HBV鄄DNA 阳性率均随着治疗

时间的延长而降低,但在治疗 6 个月及 12 个月

HBV鄄LP 的阳性率均高于 HBV鄄DNA 的阳性率,同时

HBV鄄DNA 的阳性率高于 HBeAg 阳性率。 抗病毒治

疗 12 个月时,HBV鄄DNA 阳性率从 100%降到 68% ,
HBV鄄LP 阳性率从 100% 降到 89% ,抗病毒治疗过

程中 HBV鄄LP 晚于 HBV鄄DNA 消退,而 HBV鄄LP 消退

才是病毒真正清除的迹象。 原因可能为核苷类药物

可快速抑制 HBV鄄DNA 的复制,降低患者血清中的

HBV 鄄 DNA;同时 HBV鄄LP 与病毒的侵入、成熟和组

装密切相关,其不仅存在于 Dane 颗粒上,还存在管

状颗粒上。 抗病毒治疗虽然可直接抑制 HB鄄DNA
复制,但残留的病毒前基因组仍可合成蛋白[8]。

综上所述, HBV鄄DNA 阴转并不意味着肝内

HBV 复制的消失,联合检测 HBV鄄LP,对抗病毒治疗

监测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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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献血对免疫功能的影响分析

储摇 磊1,冯友江2

[摘要]目的:探讨多次献血健康正常人和非多次献血健康体检正常人的免疫功能有无区别。 方法:选取多次献血健康正常人

400 名(多次献血组),非多次献血健康体检正常人 100 名(正常对照组),分别检测 2 组血浆免疫球蛋白(Ig)A、IgG、IgM 水平、
全血淋巴细胞亚群、自然杀伤细胞百分率及全血白细胞计数。 结果:多次献血组的血浆 IgA、IgG、IgM 水平与正常对照组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全血淋巴细胞亚群(CD4 + 辅助性 T 细胞、CD8 + 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百分率和白

细胞计数与正常对照组差异亦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多次献血不会导致献血者的免疫功能下降。
[关键词] 免疫学检验;献血者;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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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普及无偿献血、保证血液安全是长期的任务与

国策。 自 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颁布以

来,我国无偿献血事业取得了明显成绩,95%以上的

临床用血来源于无偿献血,然而“血荒冶事件仍时有

发生[1],其中献血对机体健康状况影响的担忧可能

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机体在献血后能否及时通过

调节机制调整由于血细胞丢失,尤其是免疫细胞丢

失所造成的影响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

献血尤其是多次献血会导致人的免疫功能下降而不

愿意去献血。 因此,研究多次无偿献血后机体免疫

功能状态,对招募无偿献血者具有重要意义[1 - 3]。
本研究通过检测多次献血健康正常人和非多次献血

健康正常人的血浆免疫球蛋白(Ig)A、IgG、IgM 水平

分析其体液免疫功能,通过检测全血淋巴细胞亚群、
自然杀伤(NK)细胞百分率及全血白细胞(WBC)计
数分析其免疫功能。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0 年 1 月到 2013 年 6 月

在江苏省丹阳市中心血站献血的多次献血健康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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