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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内 HDAg阳性慢性肝炎病理特点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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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用直接酶标和直接免症荧光 法在 120例 HB sAg阳性 肝组织中 拴 瓤 HDAg，发现 5例 

阳性 (4．2％ )，其中 3俩活 动住肝硬化 ，2侧慢性中型活动性肝受。 另设立相对应 的单 

纯 乙型肝炎作为对照 ，通过光镜 、 电镜 、 免 疫组化 的方 法， 重点探讨比较丁 羔肝炎 与单 

纯乙型肝炎二者肝组织：学的形态变化。 丁型肝炎组肝 细胞灶状司=死 ，坼接坏死，融合性 

坏死 的程度比单纯 乙型肝受 蛆重， 丁型肝炎组较单 纯乙型 开是 组常见 的组织学改变是肝 

细胞呈灶杭微小空泡的脂 肪变性及忙提 _嘈蘸 性变佳。 HDAg阳性肝细胞呈疏秘化 、 核 固 

缩 ，其周 围未见淋巴细胞 浸润。 

关键词：HDAg FIBsAg 免疫 组化 丁型肝炎 

近年来我国对丁型肝炎病毒 (HDV)的发病情况及 HDV感染者肝内免疫组织化学 

(免疫组化 )研究做了不少工作，但对肝内丁 型肝炎抗原 (HDAg)阳性慢 性肝炎的病 

理改变研究报道甚少。 本文从 120例 HBsAg阳性肝组织中用直接酶标及 直接免疫荧光 

法检测 HDAg，发现 5饲阳性，占4．2％，其 中， 慢性肝炎 70例，5侧 HDAg阳性 患 

者全部位于该组，占 6．3 。 该 5例通过光镜、电镜、免疫组化诸方面综合分析，重点 

对 ttDAg阳性慢性肝炎的病理改变 作了初步的探讨，另用 1O例单纯 HBV感 染的 相对 

应慢性肝炎亚型作为对照， 

材 料 及 方 法 

一

、 瓷料来嚣 从我院 1986~1989年 1月，肝穿括检及尸捡 中选用 120例 HB sAg阳 性 肝 组 

织，获得肝组织长I．2~2Cm，部分标本分为两份，分别用IO嘧福尔马林，2．s嘧戊二醛液固定，光 

镜材料用石蜡包埋，连续切片。光镜、电镜捡查，本文就其中79铡慢性肝炎进行分析。 

=、情理诊断 病理 诊断参考 1984年南宁肝炎会议标 准，79铡慢性肝炎 ，其 中慢性迁延性肝 

炎 2例，慢性小叶蛀肝炎s例，慢性播动佳肝炎 (慢活肝 )2倒 (轻型8铆，中型 I2饼，重型 2s 

饲 )，括动性肝硬化 26例，非活动性讦硬 化 l例。 配对 组选用相对应慢性肝炎亚 型，以横 向配对 

观 察，各种参数 以半定量计算。 

本文于 l0明 年 lo月 7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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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旰内 H8cAg和 HBsAg定位 栗 用 PAP接，具体操作步骤见报道¨J 

四、直接一I幂殛直接竞瘦荧光法拉铡肝内 HDAg 具体操作步骤 ：1．石蜡切片常规脱蜡入水 

2．O．05啊胰蛋 白酶消化 ，s7。。30分钟 ，水洗；3．阻断内源酶，室温 20分 钟，PBS洗 5分钟 2次} 

4．加酶标抗丁型肝炎病毒抗体 (抗 HDV )， l：20，4。。过夜， PBS洗 s分钟 2次；5．DAB显 

色，铙下监视染 色，水洗终止染 色，6．苏木索衬染 s秒钟} 7．脱水透 明封片 。 

五、试剂来源 酶标和荧光素标记抗 HDV为意大利 Rizzctto博士 实验室制各并提供， 其 制 

各方法见报道 I 2l。 

结 果 

一

、 肝内HDAg阳性慢性肝炎与HBsAg阳性慢性肝炎阡细胞改变比较(见表 1) 

亵 I．旰内 HDAg阳性慢性肝炎与HBsAg阳性慢性肝炎旰细胞改壹比较 

Tsh 1． Cotap~rises 。f h P＆Io。，te *legeaerstJon chj ge。betwee= p~tlents with eh rD-j。 

hepstnis D nd hepatiti9 B 

1． 在中型’龌活盱组，丁型肝炎肝细胞气球样变性，嗜酸性变性，脂肪变性比单纯 

乙型肝炎常见，尤其是嗜酸性变，常呈灶状分布 (见图 1)。2． 在活动性肝硬化组， 

肝细胞气球样变，嘈酸性变性，脂肪变性，在丁型肝炎明显多见于乙型肝炎，尤其是脂 

肪变性更为突出，该脂肪变性呈灶状分布，其特点为小空泡性脂肪变性 (见图 2)。 

二，忤内HDAg阳性 嗄性肝炎与 HBsAg阳性慢性肝炎忤组织改变比较 (见表 2) 

表2．肝内 HDAg阳性摄性肝炎与 ~ISsAg阳性慢性肝炎旰姐|}}政变比较 

T4b 2．Co pBri5o of 呲 r0【ic jⅡf1-131m~．tiDa tctivlty bet Ⅲ iⅡt TBhepstlc 

HDAg~ positi 。 p4tieⅡt 9 and p4tients With broni c h。pB【jti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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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型慢活肝组，丁型肝炎肝细胞灶状坏死多见于单纯 乙型肝炎，桥接坏死稍多见 

于丁型肝炎组，小叶内及 管区内炎性细胞浸润无 明显差异。2． 活动性肝硬化组，丁 

型肝炎肝细胞灶状坏死，桥接坏死，融合性坏死的程度较单纯乙型肝炎重，碎屑状坏死 

也较常见于丁型肝炎组。 

三、肝内 HDAg阳性慢性肝炎免疫组化特点 HDAg在肝组织内分布形式有两种； 

1． 散在分布 HDAg阳性的单个肝细胞散布于阴性肝细胞中，密度不等。2． 3～ 5 

个 HDAg阳性肝细胞成簇状分布，未发现弥漫分布，HDAg阳性细胞一般占总肝细胞数 

的 5％左 右。 

裹 3． 5倒肝内HDAg阳性慢性肝炎患者的免疫宿瑶 

Tab 3
． Exprea gion [eatu rea 。f 5 c4se B with iet rahepati~ gDA$-- positlvity 

四、肝内 HDAg阳性慢性肝炎肝细胞超微结构改变 1． 胞核t核形不规则，核仁 

明显 2． 胞浆 线粒体肿胀脊不清或消失，细胞间隙增宽，胞膜晕指状突起，肝细胞 

间隙胶原原纤维多见 (见图 3、图 4) 

讨 论 

Rizzetto 1977年用免疫荧光方法在 乙型 肝炎 HBsAg阳性患者中发现 d因子，现认 

为 d因子是一种 缺陷的 RNA病毒， 其复制 需要 HBV的帮助 ，有直接的致细胞病变作 

用 。HDAg阳性慢性肝炎患者肝脏形态变化与单纯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肝脏形态学变化 

相比较，是 否 HDAg慢性肝炎有其独特的病理组织学改变，导致病情呈进行性加重是否 

有组织学结构基础。通过观察，HDAg阳性慢性肝炎肝细胞及肝组 织改变有以下几点有 

别于单纯 陧性乙型肝炎：(1)肝细胞嗜酸性变性， (2)肝细胞脂肪变性} (3)肝细胞灶状 

坏死，碎屑状坏死，桥接坏死及融合性坏死的程度。 

脂肪变性呈微小空泡状，核呈固缩状，即所谓的桑葚胚样细胞 (Morula cel1)，基 

本上与 popper的报道一致 。肝细胞的坏死严重程度 与 Piceltto等报道一致 。 

我们对 5例 HDAg阳性病例标本进行连续切片， HE染色与直接酶标 HDAg阳性片 

作对比观察， 发现棱型 HDAg阳性 肝 细胞 大多是外观看来正常的肝细胞，偶见到少数 

HDAg核阳性肝细胞 呈高度疏松化，胞浆内有小的脂肪空泡，有些核呈固缩状态}胞浆 

型 HDAg阳性旰细胞在光镜下看完全正常，也可出现疏松变性或气球样变性，其周围未 

见淋巴细胞浸润。有人亦报道坏死残留肝细胞浆内存在 HDAg，上述形 态学证据也支持 

了HDV直接致病作用， 其发病 与免疫无 关的推测。临床资料也说明了HDV寤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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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rologiĉ SinicB 

图 1 灶状嘈酸性变性 

FiE 1． FocaI¨ idophlli c degⅢ ，BIion．× 109 

固 2． 灶扶小空泡性措肪变性 

FiS 2．FoellⅢi Ⅲ eBicu1Br fattT degeaeratlan．×400 

图 3． 肝细胞同辣蜡宽，胞膜呈指状突起 x 9000 

Fig 3 Dil~tiⅡⅡ of the inter ee|lular spxee bet een hepatoeytes· the ~ell surfl⋯  

facing th e spaces~how s - rleh a rray of microvill 

图 4． 肝细胞桂不规整，细胞间隙中有膻原原纤雏 ×5000 

F|E 4．Tk。lh e eel!nuc1eqn 8 i·irr gollr， the int cell lar。pace 日fill。d ith ~ella fibr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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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是进行性加重的事实[61。 由于 HDV复制靠 HBV的帮 助，HBsAg~HBcAg作为靶 

抗原受免疫活性细胞攻击而发生细胞变性 坏死，再加上 HDV可 直接致肝细胞变性 ，由 

于二者共同作用， 故使丁型旰炎肝组织变性坏 死更为严重， 导致病情进行性加重。因 

此，肝组织内 HDAg检测，对估计预后有重要价值。 

[5： 

B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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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plore the bi8t。path01。gicaI features in chronic hepatitis D， 5 out of 

120 cases of HBsAg—positive liver samples were fonnd to be intrahepatitie 

HDAg—positive by direct immunofIuorescence and immun。p r0xidaBe assays．Am— 

ong 5 cases， 3 had active cirrhosis， 2 cases with chronic active hepatitis．W ell— 

matched cases with chronl c hepatiti s B were used as eontrol，Emphasi s was put 

on sim ilarity and difference in bist。p th0l0gical findings between hepatitis D 

and hepatitis B by light and electron microscopy and im munohi stochemistry． 

In general， focal， bridging and confluent necrosis in hepatitis D resem bled 

that of chronie hepatitiS B， but tO more severe degree．Characteristie mierove— 

sicular fatty degeneration and aeidophilie degeneration in chronic he patitis B 

which were ]e ss conspicuous were frequently present in hepatiti s D ． In addi— 

tion， hepatocytes containing HDAg may undergo ballooning and karyopyknosis 

witbout perl-infi】tration of lymphocytes． 

K ey w ordsI HDAg HBsAg ImmuⅡohi 3locbemi8t y Hepatiti s D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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