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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硬变中丙型肝炎病毒Cs3c抗原 

及 HBxAg的分布及意义’ 

王春杰 

(第四军 医大学病理擘教研室 ，西安 7100~2) 奎·z。 

提要 应用抗 HCV G 抗原 2B6株单克隆抗体和抗 }n扛Ag多克隆抗体。以 ABC法对 86倒肝硬变 

盟织进行 HCV及 [-IB'V相关抗原定位研究．HCV6 抗原及 HBxAg在肝硬变中的阳性率分别为 

76．7 及 62．8 ．G 抗原和}玎BxAg阳性占所检病倒 88．4％，二者同时阳性为 51．2％，HCVc 抗 

原位于肝硬变组织的肝细胞胞桨内，充满整个胞桨 ，细胞棱及胞膜未见阳性’阳性细胞呈弥漫、局灶 

及散在分布三种形式，以弥漫、局拙分布为主。部分病倒阳性细胞周围有较多的淋巴细胞、单棱细胞 

浸泡 并发现 HCVc 抗原位于小胆普上发细胞内 结果提示 HCV感染致盱细啦损伤可能是免疫 

反应参与的免疫损害。除HBV 外 ，HCV感染在我国肝硬变发生中起。一定作用 ，在肝硬变组织中 

HCV、啊 V重叠感染较为普遍。 

关键词 丙型肝炎病毒，乙型肝炎病毒，肝硬变 ，抗原 

丙型肝炎病毒(He：patitlsCVirt~s，HCV)是非甲非乙型肝炎的主要致病因子 ，HCV感染易导 

致慢性肝炎并发展成肝硬变 和肝细胞癌f1]。国外有不少报道在慢性肝炎患者组织中检测到 

HCV RNA EZ一一，我们已应用原位分子杂交法在肝硬变和肝细胞癌中检测剜 HCV RNA[~-：，有关 

HCV相关抗原的定位研究在国外只见少数报道W- ．而应用抗 HCV c 抗原单克隆抗体对 

HcV进行组织定位未见报道。我们用抗 HCV c 抗原 2B6株单克隆抗体以 ABC法对 86例肝 

硬变组织进行 HCV相美抗原定位 ．并结合 HBV感染情况 ，探讨 HCV和肝硬变发生的关 系 ，为 

阐明HCV的致病机理提供形态学依据。 

材料和方法 
材料 

标本来源 86倒肝硬变组织为我校西京医院1 987年至1993年外科手术切除及本室尸检标本并经病理 

证实。所有标本均经 10 福尔马林固定、脱水，常规石蜡包埋，制备 厚连续切片。 

2 试剂来源 抗 HCV C,w2B6株单克隆抗体腹水由北京医科大学 ，兔抗 }玎kAg 

多克隆抗体由美国费城 Foxcha辩癌症中心提供 ，ABC试剂合购自va咖r h 

2 方法 

2—1 HCVcs 抗原染色 石蜡切片常规脱蜡至柬 ，P砖 振洗，加 2 正常血清封闭 3o分钟之后加抗 HCVG 

21：16椿单克隆抗体(1：150稀释)。d℃孵育 16小时．ST"C~ 1小时，PBS振洗后加生物素化二抗，37"Cl小 

时，振洗后用0．3 双氧水 30分钟 阻断内源性过氧化物酶活性，之后加ABC复合物 37"Cl小时 P酷；振洗后 

本文于 1994年 5月24日收到，6月l3日修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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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B显色 ，苏术精衬染 ，脱水透明封片． 

&2 HI~xAg染色 按v由qf【丑b提示说明接作， 

l 对照 

阳性对照选择 } cv RNA杂交阳性病倒，井设计了尸检正常肝组织对照及替代 ，空白对照· 保证结果的 

特异可靠， 

图 1 肝硬变组织 ，抗 Hcv 单克隆抗体染色．阳性物质位于肝细胞桨内 ．阳性细胞弥漫分布 ABc法 X200 

Figj The：I-ICV c} 蛐吐g n~'ere岫  协d抽 t虹 恻 i0n of v drrbc目 byI】吕irIg恤eABC rr 也0dwnh瑚 ll(d衄 al b lo∞ 

鲳 4l啷‘H( c| The p嘶 d e l8 were loca~d in ‘ q加 曲蛐  he坤 t唧 把，州  p姐 dve ceils were distributed diffIBe 

×200 

母 2 肝硬变组织 抗 } cv 单克隆抗体染色 ，示阳性细胞呈灶状分布 ABc莹 X200 

F吨 2 T 岛 an廿B曲 detect~ 加 雠  嘶 呻 ofu憎  Th0岫  u蚺 t B̂(：men10d帆 hm<u~ocloml aIl位'妇 耻柚  

C n p嘲  cells～ e血卅 。din 咖  ×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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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织 ．示HcV cl 抗原阳性细胞周围有许多淋巴细胞单棱细胞授润 ABC法 苏木精 

村染 ×200 

3 The sc~tion 0f 血Th s聃∞m删 chrord~active 咄 A h d m~nomclear cells卸 d1ympb艘 accumulated 

axoundtheH(!v岛 删 '噼 p训 ve odls(ABc T嘲 h酿 。h 眦l 帅 stained,) ×200 

图 4 肝硬变组织。示增生小胆管上皮细胞内HEY c 诫 麻阳性 ABc法 苏木精村染 ×200 

F 4 ∞ oIl ofIiv~"drf ．TheHEY 幽 c antigens detectedinthe呻  d pcd~ ratinl$∞ Ⅱch 啦  

iLal。吐b (ABC method。hematc0~lin scathed)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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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应用抗 HCV G 2B6株单克隆抗体及兔抗 KBxAg多克隆抗体对 86倒肝硬变组织进行了 

相关抗原检测 ，二者阳性率分别为 76．7 (66／86)及 62．8 (54／86)，HCVc3＆抗原阳性和 HBx 

Ag阳性占所检病例 88．d (76／86)，二者相同病例同时阳性为 51．2 (44／86)。HCV ca 抗原 

在肝硬变组织中位于肝细胞胞桨内，呈棕黄色细颗粒状 ，尤以核周信号更强。阳性细胞在肝硬 

变组织中呈弥漫 、局灶及散在三种分布形式 ，但以弥漫局灶状分布为主 (图 l、2) 在肝硬变伴 

慢性活动性肝炎病例可见阳性细胞灶内或周围有较多单核细胞、淋巴细胞浸润(图 3)，光镜观 

察 HCVc 阳性的肝细胞胞核未见病理形态学改变 。单核细胞 、淋巴细胞、肝窦内皮细胞 、Kupf 

fer细胞未见阳性信号 ，但在小胆管增生活跃病例可见小胆管上皮细胞及脱落小胆管 上皮细胞 

胞浆阳性(图 4)。HBxAg在肝硬变中的分布与 HcV C 基本相似 ，但在部分病例可见肝细胞胞 

核阳性 。连续切片观察 HBxAg和 HCV c 抗原阳性细胞有部分重叠 ，二者阳性细胞分布并不 

完全一致．无论是 HCV Ca 抗原还是 KBxAg，在肝硬变组织的不 同标本及同一标本的不同区域 

均有二者表达强弱不等的情况，对照实验为阴性。 

讨 论 

最近国内外学者非常重视 HCV与慢性肝炎肝硬变关系的研究 ，研究的热点集中于血清抗 

HCV抗体和 HCV RNA的检测 ，HCV感染致肝细胞损伤的机理尚不清楚。从本研究结果看 ， 

HCV c 抗原在肝硬变中表达阳性率为 76．7 ，尽管有 51．2 与 KBV感染混合存在 ，但至少 

有 25．5 的肝硬变发生与 HCV单独感染相关 。HCV和 KBV感染在我国肝硬变中为 88．4 ， 

提示 HCV和 HBV感染在我国肝硬变中起主要作用 ，且 HCV RNA变异快 ，易导致疾病的慢性 

化 ，结合本实验结果我们分析 HCV感染在肝硬变发生中至少与 KBV感染同等重要 ，二者双重 

感染易导致严重肝病的发生 

我们研究的结果显示 HCV c 抗原位于肝细胞胞桨 内，单核缅胞 、淋巴细胞 、Kupffer氏细 

胞 ·肝窦内皮细胞未发现阳性染色 ，这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口-83，但我们还发现 HCV c 抗 原 

位于部分增生小胆管上皮细胞 内及脱落小胆管上皮细胞内，从这点分析不能排除 HCV对小胆 

管上皮细胞的直接损伤作用 但在部分病例阳性肝细胞周围有大量淋巴细胞 ，单核细胞浸润 ， 

结台国外资料报道人淋巴细胞可以对 HcV结构抗原和非结构抗原诱导产生明显的增殖反 

应Lg]，提示 HCV致肝细胞损伤可能是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均参与的免疫损害 ，其免疫损伤的 

具体机理尚待深入探讨。 

抗原是 HCV的一十重要表位抗 原[”]，该抗 原由丙型肝炎病毒的 Ng3基因编码 ，其分 

子量约为 30kD，它是 目前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NS3基因编码的 

蛋白为一螺旋酶 ，该酶可能参与 HCV RNA复制时 RNA基因组的展开[ ， 抗原在肝硬变组 

织中的高表达 ，提示 HCV在肝细胞的增殖复制可能是活跃的 ，这从 另一佣面证实了 HCV RNA 

在肝细胞中复制的结果[ 

综 所述 ，HCVc 抗原在肝硬变组织中的定位检测，为HCV感染和肝细胞损伤提供了形 

态学依据 ，综合 KBV感染情况分析 ，表明二者在我国肝硬变的发生中起主要作用 ，但二者具体 

作用机理 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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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of the HCV C33c Antigen and tm xAg in Liver 

Ckrh0sitie Tissues by 

w ang Ch~njie 

1 hniques 

w ang W onlian g W an g Buoyun 

( 傩 髓 f，‘ 4抽 Mi／／arr~M~／a,／ 面嘞 ， 帆 710032) 

The HCV 岛 antigen an d HBxAg wero detected with monoclonal antibodies against G  an d poly 

clonal antibodies agaif1st HBxAg by techniques in 86 paraffin embedcd so．ions 

of liver cirrho$ific tL~ es ．Th e rate of the HCV Cs轧an tigen and H~xAg positive was 76
． 7 (66／86) 

and 62-8 (54／86)respectively．The rate of either the HCV岛k or H~xAg positive was 88．4 (76／ 

86)-The rate of boththeHCV c搬 andHBxAg positivewas 51．2 (44／86)．The HCV c执 an tigen 

was  clearly stained in the eytoplasm of hepatocytes but not in the nuclells or cell nlembrarie
． The D．0sI 

nVe signals were distributed diffusely in the cytoplasm of hepatocyt~,s．The HCV C3k antigen positive 

cells were distributed in three ways：diffuse，cluster an d patchy
，but mainly diffuse an d cluster．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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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a lot of inflam matory cells accum ulated around the HCV C3缸 antigen positive cel1．The 

HCV C执 antisen were also detected in the cytoplns m of sm all cholan gic epithelial cells．Our 

results suggests that im m une reactions m ay be involved in the HCV induced hepatocyte in— 

jury．TO a certain extent·HCV infection may play a role in the developm ent of liver cirrhosis 

besides HBV m fe ct ion，H CV an d HBV double infect inn WaS very com m on in liver cirrhosis． 

Key word Hepatitis C Virus(HCV)，Hepatitis B Virus(HBV)，Liver cirrhosis，Antisen 

南方医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诚 聘 

南方医学生物技术研究所位于全国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之一——广东顺蓥，是以生物技术、特别是其 

中的基因工程、细胞工程为发展重点，以高起点、高标准为建所原则．以建成全国一流并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 

平的集科研、开发、中试与生产于一体的生物工程基地为目标的高科技企业．现因业务发展需要，诚聘以下科 

技人员，竭诚欢迎国内、外优秀人才加入我们的行列。 

1·基因工程和细胞工程技术骨干人员：要求大专以上学历(中专毕业具丰富实践经验者亦可)；具有从事 

基因工 是中试、生产、冷冻干燥和质控的实践经验． 

2·中心实验宣主任：要求本科毕业以上学历}对各类镦量生物活性物质的研究与测试有全面的理论修养 

与实践经验；掌握光谱、色谱、同位索等仪器的使用与维修保养技术． 

3 实验动物：专业技术人员：要求实验动物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熟练掌握纯系动物的繁殖、饲养与管理技 

能，有较高的理论承平与丰富的实践经验． 

4·木处理专业技术人员：要求本专业大专以上学历；熟练掌握承处理原理与技术；能维修、保养相关设施。 

上人员年龄最好在25—45岁之间，男女不限；有产品型科技成果者优先．一经聘用待遇从优，并随本单 

位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福利待遇．有意者请将简历、近照、学历资料等寄我所。 

地 址：广东省顺蓥市容奇镇成业路八号南方医学生物技术研究所。 

邮政编码：528303 

电 话：(0765)6622343 联系人：张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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