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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人尿细胞中HBV的实验研究 

谭维国 李法卿 吴玉强 
- — — — — — 一

- --— — — — 一  

吴德福。 龚希平 

(南京军区军事医学研究所，南京 210002) 

： 萎 。。21 00 03) R f 如 ’(解放军第，卜医院，南京 { )l一口。 ／ 
l 提要 本文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1id，RPHA法，ELISA法及斑点杂交技术检测 10傅无症状HB- 
。

＆ 携带者及 89傅乙肝病人尿细胞中的 Ⅷ Ag、阳 As及 HBV DNA，发现屎细胞中有 HBsAg、 

I-mekg、I-m'VDNA存在。结果提示 乙肝无症状携带者及乙肝病人昧细胞中具育} EIsAg、HBoAg、邢v 

II~TA，因此更进一步证实尿液具有传染性． ． ， ． 

煳词 ，HBVDN 晰  r',--- 粥匆 · ●_— ——一 ，r I t，̈ 。p ’ I ， 
病毒性乙型肝炎(乙肝)病人及无症状HBsA8携带者尿中存在HasAg业已被证 。- ，并 

肯定了尿液有传染性叫。但尚未见乙型肝炎病人尿细胞中检出HBsAg HBeAg的报道。我们于 

1989年对无症状HIMA$携带者和乙肝病人的尿细胞进行了检测，结果发现无症状携带者和乙 

肝病 人尿细胞中有 HBsA8 I-IBcAg、HBV DNA存在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和方法 

1 材料 

1．1 临床诊断为乙肝无症状携带者 10悄{计缶床诊断为乙肝病人8g悄 ．其中急性肝炎 26悄 ，慢性活动性肝炎 

(慢活肝)42例 ，慢性迁延性肝炎(慢迁肝)I 3例 ，重型肝炎(重肝)8倒 ，均符台 I990年 海病毒性肝炎学术会 

议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试行)中的诊断分型标准． 

1．2 选择H卧 g、抗一H 、I-~eAg、抗一HBc、抗一胁 均阴性的健康者 30倒为阴性对照。 

2 标本收纂殛处理 

收集晨尿300~500 ml于无菌广口瓶中，先取 2ml，用联苯胺法检查隐血，余下的所有尿液置于500ml离心 

管中，3000r／m离心 10分钟 ，弃上清，加 0．01tool／LpH7．2 P日s连续洗涤 3次，沉淀物加入 0_01nvol／L PfiS1 

叫，混匀后用接种环挑取涂片，每人份每张涂2孔，涂2张，吹干，冷丙酮固定 30分钟，吹干、待检。余下的尿细 

胞悬液于一20"C反复冻融 5次，3000r／m离心 10分钟 ，弃去沉淀 ，上清置于一20"C保存待检，所有尿标奉隐血 

试 均为阴性。 

采尿同时采血 3~5rnl，分离血清，置一20"C待检． 

3 检测项目及方法 

3．1 尿细胞涂片检澳j 邛 Ag、}mcAg按常规间接免疫荧光法(1F)检测。阳性标奉均进行阿【断试验加以证实． 

3．2 尿细胞冻融液的上清检涮 l-~sAg采用RPHA法 ，H卧 g采用EL1SA法 

·车文 1992年 9月8 H收到 ．1993年7月12 H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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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HBv DNA检测 取HBsAg、]-IBeAB均阳性的尿细胞冻融上清 2份 ·58000r／m离心 4小时，弃上清，沉淀 

加 0．5ml 0．01mol／LpBS，混匀，低速离心．取上清 0．~Stnl在硝酸纤维素膜上抽滤点样，同时点I-IBVDNA阳性 

对照和阴性对照，然后进行变性 、中和、烘烤、预杂交、杂交、膜片漂洗、封闭、亲和、漂洗、显色 ·再弃去显色液， 

用蒸馏水冲洗膜片．出现兰紫色斑点者为HBV DNA阳性。与标准膜片色列比较，估计标本HBV DbIA含量。其 

斑点杂交溶液配制及实验程序详见上海医科大学科技服务部提供的《非放射性乙型肝炎病原基因诊断试剂， 

说明书． 

结 果 

1 尿细胞涂片检测 

1．1 无症状 HBsAg携带者 l0倒 ，其中尿细胞 HILgAg盘疫荧光阳性 3倒 ~HBeAg免疫荧光阳 

性 1倒 ，其尿细胞 HBaAg也为阳性。 

1．2 乙肝病人 89倒 ，尿细胞HB认gIF阳性 37例 ，阳挫 率为 41．57 ；尿细胞 HBeAgIF阳性 

29例，阳性率为32．58 。HBsAg、HBeAg均为阳性者28例，共检出38例，总检出率为 42．7 。 

在乙肝病人中各类型乙肝尿细胞中HBsAg、HBeAg检出情况详见表 1。30倒阳性对照尿细胞中 

均无 HBeAg、HBsAg检 出。 

丧I 89倒乙肝病人中各类型肝炎m 、HFIeAg检测结果 

Ta]Tt~1 Results of H啮l̂g and HBeAg a．~ay in t 1牡in sampl鹤 patients wlth v io噼 tylx~ot hepatitis 

■ 图己肝病人尿细胞间接IF染色．IF颗粒存在于胞浆中 Fig Pati~nls with laelmtitis mallmry cells stained by IF·t granuttes arc I),~ent ~ylopla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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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中可以看出重肝病人尿 细胞检出率最高 ，急肝病人检 出率最低 ，经 x 检验 p< 

0．O1，两者有显著性差异．特异性免疫荧光颗粒存在于细胞胞浆中，颗粒大小不等(见圈)。 

2 屎细胞冻融上清液检测 

无症状携带者中尿细胞冻融上清 nmAg阳性 2倒DHBeAg阳性 1倒。在89例乙肝病人中 

HBsAg阳性 16例，}璃eAg阳性 11例，其中两者均为阳性 l0例。30例阴性对照均为阴性。上述 

尿细胞冻融 }：清 HBsAg、HBcAg检测为阳性的标本 ，其尿细胞免疫荧光检测均为阳性。 

3 血{膏中HBV感染标志对屎纽胞中HBsAg、HBeAg检出结果的影响 

血中 HBV感染呈以下 5种模式：(1)H~Ag+HI~Ag+抗一HBc；(2)抗一HBc+抗 HBc+HB 

sAgI(3)HBsAg+HBeAgl(4)rinse +抗一HBe；(5)HBeAg+抗一HBc。10例无症状携带者感染模 

式的 人数分别为 5、4、1、0、0；乙肝病人感染模式的人数分别为 64 2、13、3、7．尿细胞中HBsAg、 

HBeAg检 出，在无症状 Hlk~Ag携带者中只在第一种模式中检出；在乙肝病 人中第一种模式检 

出36人，第三、四种模式各 1人，其它模式均未检出 由此看出尿细胞中HBsA．g、HBcAg在第一 

种模式中检出最多。 

4 HBVDNA检测 

2份 ~BsAg、HBcAg均为阳性的尿细胞冻融． 清 ，经斑点杂交 ，出现兰紫色斑点为 HBV 

DNA阳性；与标准膜片色列比较，一份标本中HBV DNA含量约为 1 0pg，另一份标本中HBV 

DNA含量约为 10～20pg，阴性对照仍为阴性 。 

讨 论 

对乙型肝炎病 人尿液的研究 ．国内外做了许多工作。1971年 Combes发现 1例慢性肝炎发 

展为肾小球肾炎，并于活检中发现有nmAg复合物沉淀于基底膜；同年 Apos~lov[q报告在乙 

型肝炎病人尿液中盍到 HBsAgI1 976年Tiku等报告 HI~．Ag阳性携带者 56例中尿液呈Ⅷ g 

阳性者 19倒。国内也有不少关于乙型肝炎病人尿液传染性的研究[3 ]、但对于乙肝病人尿细胞 

中HBV感染标志的检测目前尚束见有文献报道。我们通过对 】O例无症状HBsAg携带昔及89 

例乙肝病人尿细胞的检测，结果发现 ：无症状 HBsAg携带者和乙肝病人尿细胞中均有 HBsA~、 

HBcAg存在 ，并能检出 HBV DNA。 

研究结果表明 无症状 HBsAg携带青和乙肝病人尿细胞同尿液一样可以检测到 HBgAg、 

HBeAg及HBV DNA，且检出率与尿液大致相同。尿细胞中感染标志检出主要呈二种模式：(1) 

仅HBsAg阳性 l(2)HBsAg和HI~,eAg同时阳性。已经证实H g是HBV台成时过剩的蛋白外 

壳，本身无传染性，而HBeAg、HBV DNA则是病毒存在、复制及传染性的主要标志。尿细胞中存 

在HBeAg、I"IBV DNA，提示尿细胞有潜在的传染性，同时进一步证明尿液具有传染性。曾有报 

道在成人的 HBV带毒者肾脏组织中发现有 HBV DNA[6]及肾小球内存在HBsAg、HBeAg、 

HI~Ag[TM ]
。 关于尿液中H g、HBeAg阳性细胞的来源及与肾细胞的关系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对乙蛩肝炎病 人及无症状 H风 ŝ携带者尿液的消毒处理 ，在控制乙肝流行的预防工作中不 

可忽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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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HBsAg．HBeAg and HBV DNA in Urinary cells 

of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an d HBsAg Carriers 

Tan W eiguo Li Faq W u Yuqiang W u Defu Gong Xiping 

U 时 蛐 哪 Mediate，Nd洳g c Ⅻmd PLd，N姐洳g 21 0002) 

This paper reports the detection of HBsA8，HBeAg and HBV DNA in the urinary cells by IFA 

RPHA ELISA and molecular hybridization techniques． 10 HBsA8 carriers and 89 patients with hepati 

tis B were exam ined．The l indicated that HBsA8，HBeA~ and HBV DNA could be detected  in 

the urinary oel ． It also suggests that the urine of carriers and patients with hepa titis B be infectious． 

Key word~ Urinary o~lls，I-IB．~ s，HBeAg，HBV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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