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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compar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PCREB qualitative analysis versus amp-lisensor
quantitative assay in the detection of HBV-DNA
in serum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METHODS: PCR-EB qualitative analysis or amplisensor quantitative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serum HBV-DNA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who were positive for both HBsAg and antiHBs (group A), those positive for HBsAg alone
(group B), those positive for anti-HBs alone (group
C), or those negative for both HBsAg and antiHBs (group D). The detection rate of serum HBVDNA was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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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HBsAg (S/N)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roup than in group A (P < 0.05),
and anti-HBs valu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roup C than in group A (P < 0.05). The detection rate of serum HBV-DNA by Amp-lisensor
quantitative assay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y PCR-EB qualitative analysis (P < 0.05).
For amp-lisensor quantitative assay, the positive
rate of serum HBV-DNA was lowest in patients
of group C (P < 0.05). Serum HBV-DNA rose
significantly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HBVDNA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roups
A and B than in groups C and D (all P < 0.05),
but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A and B (P > 0.05).
CONCLUSION: Amp-lisensor quantitative assay
has a high sensitivity in the detection of serum
HBV-DNA and is even able to detect HBV-DNA
in patients who are positive for anti-HBs.
© 2013 Baishideng. All rights reserved.

■背景资料

目前, 临床上用于
HBV-DNA检测的
方式方法较多, 从
曾经的HBV-DNA
的定性检测, 发展
为目前HBV-DNA
的定量检测. 曾经
常用的HBV-DNA
检测方式有夹心
斑点杂交法、
PCR-EB定性检查
等. 但是临床资料
表明, 上述2种检
查方法存在阳性
检测率低的缺陷.
当前, 对于HBVDNA检测灵敏度
的要求越来越高,
正因如此, Amplisensor定量法检
测HBV-DNA得到
了较大的发展. 与
传统的定性检查
不同, 其能直接反
应病毒复制的程
度, 指导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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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两种不同方法检测乙型肝炎患
者血清中的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DNA的应用价值比较.
方法: 分别使用PCR-EB定性及Amp-lisensor定
量法对HBV患者,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virus surface antigen, HBsAg)与抗-HBs同时
阳性、HBsAg阳性、抗-HBs阳性、HBsAg与
抗-HBs同时阴性进行血清HBV-DNA检查, 观
察2组患者阳性检测率.
结果: B组(H B s A g阳性)患者H B S A g(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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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临床上用
于检测血清HBV
DNA的方法较多,
随着研究的进一
步深入以及检验
技术的迅速发展,
新的HBV DNA检
查手段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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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高于A组(P <0.05), C组抗-H B s值高于A组
(HBsAg与抗-HBS同时阳性)(P <0.05), Amplisensor定量检测下, 患者HBV-DNA阳性率明
显高于PCR-EB定性组(P <0.05). Amp-lisensor
定量检测中, C组(抗-H B S阳性)患者的阳性
检测率最低(P <0.05), 乙型肝炎患者血清中
H B V-D N A对数值均有明显的上升, 与E组
(乙型肝炎两对半全阴性)比较均有统计学意
义(P <0.05). A组与B组H B V-D N A对数值明
显高于C组与D组(H B s A g与抗-H B s同时阴
性)(P <0.05), A组与B组HBV-DNA对数值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清中HBV-DNA的阳性率及含量, 阐述两种方法

结论: Amp-lisensor定量法检测血清HBV-DNA
的灵敏度较高, 在抗-HBs阳性患者中仍可以
检测到HBV-DNA.

常的健康体检者. 各组病例均为25例. HBV临床

© 2013年版权归Baishideng所有.

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 现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本研究共纳入研究对象125例, 均为我
院2012-01/2012-12门诊或住院治疗的H B V患
者或寄往曾明确诊断为HBV的患者. 根据患者
检测指标进行临床分组. 其中A组患者为乙型
肝炎表面抗原(hepatitis B virus surface antigen,
HBsAg)与抗-HBs同时阳性; B组为HBsAg阳性;
C组为抗-HBs阳性; D组为HBsAg与抗-HBs同时
阴性; E组为乙型肝炎两对半全阴性, 肝功能正
诊断标准参考2000-2001年《病毒性肝炎防治方
案》, 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
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联合修订.
1.2 方法

关键词: PCR-EB; Amp-lisensor; 乙型肝炎病毒;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核酸
核心提示: 通过对比PCR-EB定性及Amp-lisensor
定量法检查HBV患者血清中HBV-DNA的阳性率
以及含量, 阐述两种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
Amp-lisensor定量法检测血清HBV-DNA的灵敏度
较高, 而在抗-HBs阳性患者中仍可以检测到HBVDNA, 为HBV患者的治疗与预后提供了直接的证
据.
叶儒军, 郑培锐, 区宇洁, 魏威. 两种方法检测乙型肝炎患者血
清HBV-DNA的应用价值.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3; 21(21):

1.2.1 标本采集: 清晨空腹采取肘静脉血10 mL,
经4 ℃离心机5000 r/min离心15 min分理出血清,
-20 ℃冰箱中保存.
1.2.2 HBV 5M检测: 使用1 Mx自动免疫分析仪
进行, 采用微粒子酶免分析法HBV 5M试剂盒,
仪器与试剂盒均购自Abbott公司, 实验操作按说
明书进行.
1.2.3 PCR-EB定性检测: (1)实验步骤: 将5 μL
25 mmol/L MgCl2加入50 μL血清中, 98 ℃变性
15 min, 然后进行离心, 变性裂解液5 μL加入标
准反应液15 μL中, 密封94 ℃变性5 min, 进行45

2109-2112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21/2109.

个循环. 所有反应在ABI Prism 7300型荧光定量

asp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1.i21.2109

PCR仪(Applied Biosystems, 美国)上进行.
1.2.4 Amp-lisensor定量法检测: 使用AG-9600荧

0 引言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核酸(hepatitis B virus,
HBV-DNA)是反映乙型肝炎患者是否存在HBV
复制的一个经典指标, 具有较高的准确性[1]. 目
前, 临床上用于H B V-D N A检测的方式方法较
多, 从曾经的HBV-DNA的定性检测, 发展为目前
HBV-DNA的定量检测[2]. 曾经常用的HBV-DNA
检测方式有夹心斑点杂交法、PCR-EB定性检查
[3,4]

等

. 但是临床资料表明, 上述两种检查方法存

光检测仪进行检测, 并采用HBV-DNA定量试剂
盒以及ASAP软件, 实验操作根据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 实验设立阴性及阳性对照组以及最大信
号对照组, 同时严格参考Kwork等提出的预防污
染措施, 阳性截止值≥2×103 copy/mL.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 计量资料用mean±SD表示, 计数资料用
百分率表示, 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两样本t 检
2

验, 组间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 检验, 以P <0.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在阳性检测率低的缺陷. 当前, 对于HBV-DNA
检测灵敏度的要求越来越高, 正因如此, Amp-

2 结果

lisensor定量法检测HBV-DNA得到了较大的发

2.1 各组患者HBV 5M检测结果比较 B组患者

展. 与传统的定性检查不同, 其能直接反应病毒

HBsAg(S/N)值高于A组(P <0.05), C组抗-HBs值

复制的程度, 指导临床治疗. 笔者通过对比PCR-

高于A组(P <0.05)(表1).

EB定性及Amp-lisensor定量法检查HBV患者血

2.2 2种方法检测血清H B V-D N A阳性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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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关报道

各组患者HBV 5M检测结果比较 (n = 25, mean±SD)

分组
A组: HBsAg与抗-HBs同时阳性
B组: HBsAg阳性

HBsAg(S/N)值

抗-HBs值(IU/L)

HBeAg

抗-HBe

抗-HBc

98.3±69.0

92.9±202.4

11

8

25

10

8

25

4

11

25

5

13

25

104.2±73.9a
115.2±187.1a

C组: 抗-HBs阳性
D组: HBsAg与抗-HBs同时阴性
a

P <0.05 vs A组. HBsAg: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HBV: 乙型肝炎病毒.

表 2

2种方法检测血清HBV-DNA阳性率比较 (n = 25)

PCR-EB定性

分组

2111

Zaaijer等曾经使
用斑点杂交法、
分支链DNA信号
扩增、Abbott液
相杂交、PCR、
Amp-lisensor定
量等对HBV患
者进行血清HBV
DNA灵敏度的检
测. 结果发现, 各
组灵敏度分别为
2.5×10 7 、2.5×
10 6 、2.5×10 7 、
2 . 5 × 1 0 2、 5 0
copy/mL.

Amp-lisensor定量

阳性数(n )

阳性率(%)

阳性数(n )

阳性率(%)

A组: HBsAg与抗-HBs同时阳性

17

68.0

23

92.0ac

B组: HBsAg阳性

14

56.0

19

76.0ac

C组: 抗-HBs阳性

6

24.0

13

52.0a

D组: HBsAg与抗-HBs同时阴性

10

40.0

20

80.0ac

总计

47

47.0

75

75.0a

a

P <0.05 vs PCR-EB组; cP <0.05 vs C组. HBsAg: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HBV: 乙型肝炎病毒.

表 3

Amp-lisensor定量检测各组血清HBV-DNA含量比较 (n = 25, mean±SD)

分组

HBV-DNA(对数值)

P值
与对照组比较

与A组比较

与B组比较

A组: HBsAg与抗-HBs同时阳性

6.13±1.88

＜0.05

B组: HBsAg阳性

6.09±1.79

＜0.05

＞0.05

C组: 抗-HBs阳性

4.09±1.38

＜0.05

＜0.05

＜0.05

D组: HBsAg与抗-HBs同时阴性

5.08±1.19

＜0.05

＜0.05

＜0.05

E组: 乙型肝炎两对半全阴性

1.99±0.55

与C组比较

＜0.05

HBsAg: 乙型肝炎表面抗原; HBV: 乙型肝炎病毒; HBV-DNA: 乙型肝炎病毒脱氧核糖核酸.

Amp-lisensor定量检测下, 患者HBV-DNA无论在

等[6]曾经使用斑点杂交法、分支链DNA信号扩

A、B、C、D组, 阳性率均明显高于PCR-EB定

增、Abbott液相杂交、PCR、Amp-lisensor定量

性组(P <0.05). Amp-lisensor定量检测中, C组患

等对HBV患者进行血清HBV-DNA灵敏度的检测.

者的阳性检测率最低(P <0.05)(表2).

结果发现, 各组灵敏度分别为2.5×107 copy/mL、

2.3 Amp-lisensor定量检测各组血清HBV-DNA含

2.5×106 copy/mL、2.5×107 copy/mL、2.5×102

量比较 除E组(健康体检者)外, 乙型肝炎患者血清

copy/mL、50 copy/mL. 提示Amp-lisensor定量对

中HBV-DNA对数值均有明显的上升, 与E组比较

于临床检查HBV患者血清HBV-DNA的灵敏度较

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A组与B组HBV-DNA对

高. 本研究对PCR与Amp-lisensor定量两种目前临

数值明显高于C组与D组(P <0.05), A组与B组HBV-

床虫咬的检验HBV-DNA方法进行了观察, 可以

DNA对数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表3).

发现, 无论在HBsAg与抗-HBs同时阳性、HBsAg
阳性、抗-HBs阳性、HBsAg与抗-HBs同时阴性

3 讨论

的患者中, Amp-lisensor检测的阳性检测率均明显

目前, 临床上用于检测血清HBV-DNA的方法较

高于PCR-EB. 这与Zaaijer等[6]的研究结果较为相

多,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检验技术的迅速

似, 说明Amp-lisensor检测在检测HBV-DNA阳性

[5]

发展, 新的HBV-DNA检查手段不断出现 . Zaaijer
WCJD|www.wjgnet.com

率方面, 具有较高的检查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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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显示, HBsAg与抗-HBs同时阳性的

淬灭基团吸收. 当两探针分开后, 其间的FRET关

HBV患者, 和普通的HBV患者一样, 其血清HBV-

系受到破坏, 淬灭基团的抑制作用解除, 报告基

DNA的含量均较高, 且两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

团的荧光信号得到释放. 因此, Amp-lisensor的结

但是, 在抗-HBs阳性患者以及抗-HBc阳性患者

果较为可靠, 出现假阳性的情况相对较低.

方面, 两组血清HBV-DNA含量明显低于A组与

总之, Amp-lisensor定量法检测血清HBV-

B组. 然而, 进行Amp-lisensor检测可以发现, 两

DNA的灵敏度较高, 在抗-HBs阳性患者中仍可

组的H B V-D N A阳性率仍达到52.0%(13/20)、

以检测到HBV-DNA, 为HBV患者的治疗与预后

80.0%(20/25), 并且处于阳性截止值之上. 传统的

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理解认为, 如果HBV感染者血液中抗-HBs出现阳
性, 即表示患者体内的HBV病毒被清除, 意味着
HBV传染性的消失以及病情好转、康复

[7-9]

. 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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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通过本研究的结果, 发现即使抗-HBs出现阳
性, 患者血清HBV-DNA含量仍然处于较高水平.
因此, 临床对于该类抗-HBs出现阳性的患者, 需
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随着
检测手段的丰富, 目前临床研究已经发现 [10,11],
在一些抗-HBs阳性的HBV患者中, 仍可以在血
清或肝脏组织中发现较大量的HBV-DNA. 有学
者对1355例HBV慢性携带者进行了跟踪随访检
测, 在进行为期23 mo的检查后, 发现有55例患者
HBsAg发生自然转阴, 32例患者出现抗-HBs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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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12]. 对抗-HBs阳性的患者进行进一步观察, 发
现有近20%的患者, 血清HBV-DNA检测阳性. 而
对55例HBsAg自然转阴的患者进行观察, 能够
发现18例患者出现肝癌、肝硬化以及亚急性重
型肝炎. 研究认为[13,14], HBsAg自然转阴, 甚至抗
-HBs出现阳性, 并不一定属于病情好转的标志,
相反, 在一些患者中, 甚至出现病情恶化的可
能. 该情况的发生与体内仍存在一定量的HBVDNA有关. 因此, 临床上定性检测HBV 5M, 可
能存在较大的误差, 影响HBV患者的预后判断.
而Amp-lisensor定量检测恰恰可以弥补各类定
性检测方法可能带来的误差, 精准得出患者血
清HBV-DNA的含量, 判断是否存在传染性或病
情恶化[15]. 该技术与PCR的主要差别在于Amplisensor采用的是复合探针. 一个探针上标以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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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报告基团, 另一个探针上标以荧光淬灭基团,
两探针之间能因碱基互补而结合. 此时, 两基团
靠近而形成FRET结构, 报告基团的荧光信号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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