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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2。’2， 

提要 本文报道 55倒高复制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血清m 、r复制指标与肝脏病变的关系。55倒 

均为血清}Ⅱ 髓cAg及抗．m 阳性．部分病例血清髓cAg、DNAP、I~V-DNA阳性，均作肝穿活 

检．病理报告ĉ H 5倒、cLH 9倒 、cPH 41倒，前=者组成A组，代表病变活动组 ；CPH称 B组 ，代 

表病变稳定组．结果显示A组各项肝脏病变在} 复制情况下检出率普遍高于 B组 ALT异常时 

肝脏各项病变检出率达 8O％ 上者 A组也多于B组，而且A组出现 4啻=I碎片状坏死、B组则无·显 

慢性 乙型肝炎(简称慢 乙肝)发病机理还未完全阐明．乙肝病毒在慢乙肝发病发展中的作 

用如何，值得研究。有关慢乙肝血清HBV指标与肝脏病变关系的报道．结果不一致，尚无统一 

认识。我们自 ]986年以来对慢乙肝“三阳 患者 55例作肝活检病理检查 ，并与血清 HBV指标 

对比观察 ．结果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1 寮饼选择 慢乙肝 55倒均具有血清 lⅡ HBeAg及抗-Ⅷk三项阳性 ，部分病伪血清 }Ⅱ Ag、DNAP或 

HBV-D~ 阳性。病程均在半年以上，最长10年。男性37倒，女性18倒，年龄最大d8岁，最小2o岁·平均29·1 
岁．肝芽报告慢性活动性肝炎(慢活肝、CAH)5倒，慢性小叶性肝炎(cuI)9倒、慢性持续性肝炎(CPH)J J倒，前 

=者为—组．称A组，代表病变活动性组．CPH为一组．称B组，代表病变稳定组。 

2 检测顷目 

2．1 血清乙肝三系，检溯55倒除l丑 采用RPHA法外，余均采用EL~SA法。 

2．2 血清HBcAg、检测 36倒 ．采用EIASA法． 

卫3 血清 DNAF、检测d6倒，采用免疫沉淀法。 

卫4 血清 HBV-DNA，检渊 50倒 ．采用血清斑点杂交法． 

2．5 肝组织病理检查 55倒。 

2．6 肝功能检查 ALT 55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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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l 肝组织病理改变主要有四方面 

I．1 变性坏死 55例均出现不同程度表现的变性坏死，其中包括：(1)肝细胞肿胀 d3例；(2) 

气球样变 d9例|(3)嗜酸性变 d7例|(4)脂肪变性 17例I(5)点状坏死 27例；(6)灶性坏死 5 

例 ，(7)碎片状坏死 4例。 

I．2 渗出性改变；主要表现为汇管区炎性细胞授润，共 41例(74．5 )，其中出现少量 2l例， 

大量9例，介于两者之间 儿例。 

1．3 增生性改变：出现不同程度不同表现的增生性改变27例(4T．2 )-其中包括；(1)汇管 

区结缔组织增生 21例I(2)枯否氏细胞增生 10例，(3)胆小管再生 2例；(4)肝细胞再生7例； 

(5)肝细胞呈双核 2例。 

I．4 毛玻璃样细胞阳性 39例(70．9 )。 

2 两组中肝畦病变情况对比 详见表一． 

衰l 两组肝t赢盘1 龇  

‰ l ∞ m d 删  m Ⅷ k㈣ thctwo 

·两组对比 P<m 001 

Cbm m n w啪 血 two孽 P< 0．001 

由于 A组肝细胞肿胀、气球样变、点状坏死、汇管区炎性细胞浸润、增生性改变检出率均 

较B组为高，但统计学上无明显差异，而且A组1 中4例出现碎片状坏死、B组无I例出现，两者 

相比，其差异有显著性(P<0．001)。 

3 两组血{膏l=mV撸标及肝功能检爵情况 

3．1 }Ⅱ ̂ g、阳kAg及抗一砌k两组全部阳性。 

3．2 I-~cAs、总检出率55．5％(2o／3~)，A组检测6倒中3倒阳性(50 )，B组30例中l7例阳性 

(58．7 )。 

3．3 DNAP；总检出率36．8％(IT／46)，A组检测l0例中5倒阳性(50 )，B组36例中l2例阳性 

(33．3 )． 

3．4 ]"IBV-DNA：总检 出率56 (28／5o)．A组1 0例 中4例阳性 4 0 ，B组 40例中2d例 阳性 

(60％)。 

3．5 同 时查 阳 Ag、I-~cAs、DNA．P、l=mV—DNA 4项 复制 指标 33例 中2项 以上 阳性 26例 

(78．8 )，其中A组6例中有4倒(66．7 )．B组27例中有22倒(81．5 )。以上各项经统计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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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两组无显著差异 。 

3．6 肝功能(以 ALT为例说明之)：总异常率(ALT~25~)43．6 (24／55)。A纽l d例中7例异 

常(50 )、B组 1例中17倒异常(41．5 )，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差异 。 

‘ 两组肝脏病变与 HBV复制指标 、肝功能关系的对比观察 详见表2。 

裹2 两组旰功建寅变与 HBV复制指标爰肝功麒 系的对比现囊 

Tmb．2 pBd∞n吐畔Ⅳ 刚m t 啦 t re]atiorc~h[p咖 1B he tholoJ 龃I dI肺  

m V∞PIi 1 b and1 run．ionin twoF 

*两组对比 P<0．05 

p吐inB嚏 thetwo鲫  P< m 05 

由上可见：(1)A组肝脏各项病变不但检出率高，而且普遍高于B组，特别是代表乙肝病毒 

复制指标各组的肝脏病理改变6项中4～5项均高于B组。(2)ALT异常情况下肝脏各项病变检 

出率达8O 以上者 A组6项中有d项，B组仅2项，而且 A组增生性改变检出率(1 00 )显著高 

于 B~tt(47·1 )，并具有统计学上意义(P<O．05)，且 A组肝功能异常7例中 ， 例(57．】 )出 

现碎片状坏死，而 B组无一例有此项变化 。两者相 比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
一  显著意义 (P<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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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6 肝毙病^肝肚房理切片 

F ．1—6 ‘ 0如 l静d r珥of llvcr in I~patitis I~ticnls 

】．慢性活动性肝璺(×70)；三慢性活动性肝炎(×280) 

3．慢性小叶性肝炎(×70)I 4．慢性小叶性肝炎(x280) 

5．慢性持续性肝璺 (×70)I6．慢性持续性肝炎(x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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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慢乙肝患者乙肝病毒复制指标与肝脏病变关系多年米有所报道 ，但 尚无统一认识 。我们 

近年来对病程半年 以上乙肝病毒感染程度较重 、HBV复制指标2项以上阳性占78．8 的慢乙 

肝患者55倒进行肝穿活检，报告为慢活肝5饲，慢性小叶性肝炎9例，两者为活动性组(A组)，慢 

性持续性肝炎41例 ，为病情较稳定组(B组)。从表1和2可见两组肝脏病变程度与乙肝复制指标 

及肝功能异常程度之间存在一定关系 ，特舅 是病毒复制指标阳性组及2项以上阳性者 A组肝 

脏各项病变6项中4—5项出现率均高于B组。说明乙肝病毒复制与肝脏病变程度及活动性有 

关 。正如 Hadziyannig[1]等所描述对肝炎病人血清 HBV-DNA检测发现血清 HBV-'DNA阳性病人 

都具有组织学活动性慢性肝病，这表明除了免疫损伤外，HBV在肝内复制也是慢活肝经久不 

愈的原因。朱万孚口 报道鸭乙肝病毒感染与肝组织点灶状坏死有关。导致肝组织超微结构异常 

也有报道[3]，认为肝内HBsAg与I-LBcAg表达与肝细胞损伤的发生与程度有关 。腾新策[4]等还 

提及 HBV复制是慢乙肝发生的先决条件 ，在 HBV复制的前提下 ，淋 巴细胞才对肝细胞有攻击 

现象，并与肝脏病变的严重程度有明显关系。近年文献报道[5]亦提及乙型慢活肝 HBV复制与 

肝细胞损伤有关 ，本文结果基本上同文献报道一致 。 

．其次 ，ALT异常与肝脏病变活动性关系也较明显 (见表2)，ALT异常者肝脏病变出现率在 

80 以上者A组高于B组，特别是增生性改变A组出现率100 ，B组仅47．1 ，两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而且A组肝功能异常7铡中4侧出现碎片状坏死，而 B组则无一倒出现 ，提示 

ALT增高反映了肝脏病变及其活动性，与一般文献报道一致。因肝内ALT含量为血中100倍 ， 

若释放的酶全部保持活性 ，只要 1 的肝细胞坏死 ，便足以使血清中 ALT增高，因此血清中 

ALT活性可作为肝细胞损伤的敏感指标之一。本文研究结果提示 ALT异常．、病毒复制与肝脏 

病变三者呈密切相关性 。 

本研究中55例慢己肝病毒感染程度较重 ，虽然造成严重肝脏病变病铡数量不多 ，但乙肝 

病毒复制程度与肝脏病变活动性、广泛性及肝功受损情况还是密切相关 ，故抗病毒浩疗作为 

慢乙肝综台治疗措施之一还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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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i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rum 

HBV Replication M arks and Hepatic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Chronic Hepatitis B of High RepBcafion Type 

Huang Huafang Xiong Kaijun Zong Linglan d al 

(肪 E ，Umm ， Med~oi 曲 ，Wul~n 43002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5el'tllTl HBV replication marks and h0patIc pathological cha nges WaS 

reported in 55 c~ses of chronic hepatitis B of high replication type．55 cas鹤 were HBsAg，HBeAg and 

an ti-HBci~sRive，,someaocompan ied 州 th HBOA~，DNAP orHBV-DNA positive．All cases hadmade 

liver biopsy andpatholo~ l七船七_The path0l0 caI reportwas：CAH 5 cases，CLH 9alsesandCPH d1 

cases． The first two states bec蛳 e Group A ，which represented pathological chza'~ active， CPH b 

c~trneGroupB ，which represented inactive．UndertheHBV replication state，the examined  rateofthe 

hepatic pa thologica l change in the Group A commonly higher than Group B．under the ALT abac~- 

n墟l state，the examined 拍}te up to 80 of some hepatic pa thologica l cha ng~ in GroupA 'lr卫 also 

hjgher than Group B．It also indicated that piecemeal necrosis appeared fm the 4 c ％ of Group A ．and 

none inGIoupB．Com binh',4 the a的 ve re．．~flt，it'mdicatedtha tthere Nv2t~d∞ e at p锄 、ongthe 

HBV replication degree，the activity an d extension of the hepatic 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the fiver 

function dam age．Thus，the an tiviral therapy is ne．~ azy． 

Key words Chconic hepatitis B of high replicationtype，Serum I-IBV replication mark，Hel~ttie 

pa thological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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