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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血液透析患者乙型肝炎病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ｖｉｒｕｓ，ＨＢＶ）、丙型肝炎病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Ｃ ｖｉｒｕｓ，ＨＣＶ）、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ＨＩＶ）和梅毒螺旋体（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 ｐａｌ—

ｌｉｄｕｍ，ＴＰ）的感染情况。方法应用酶联免疫法检测４４９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血清中ＨＢＶ五项、抗一
ＨＣＶ、抗一ＨＩＶ和ＴＰ抗体．应用ＰＣＲ一荧光探针法检测ＨＢｓＡｇ阳性的透析患者血清中ＨＢＶ—ＤＮＡ含量
及抗一ＨＣＶ阳性的透析患者血清中ＨＣＶ—ＲＮＡ含量，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４４９例透析患者ＨＢ—
ｓＡｇ、ＨＢｓＡｂ、抗一ＨＣＶ、ＴＰ抗体的阳性率分别为２．９０％、２０．７１％、８．６９％、１．７８％，抗一ＨＩＶ检测结果均为阴
性。其中，ＨＢｓＡｇ阳性患者中，ＨＢＶ—ＤＮＡ阳性率为４６．１５％，ＤＮＡ拷贝数为１．１ｘ１０４－３．７ｘ１０７ＩＵ／ｍＬ；抗一
ＨＣＶ阳性者中，ＨＣＶ—ＲＮＡ阳性率为５８．９７％，ＲＮＡ拷贝数为８．１ｘ１０３－１．５Ｘ１０７ＩＵ／ｍＬ。≥６０岁和＜６０岁

两组患者ＨＢｓＡｇ、抗一ＨＣＶ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结论血液透析患者ＨＢＶ、
ＨＣＶ感染率相对国外较低，但感染现象在各年龄段普遍存在。ＴＰ感染情况与国内外报道相似，应加强
管理防护。

【关键词】血液透析；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梅毒螺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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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在我国终末期肾衰的。肾脏替代治

患者乙型肝炎病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Ｃ

Ｂ

ｖｉｒｕｓ，ＨＢＶ）、丙型肝

疗（包括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及肾移植）患者，以每年

炎病毒（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１１％以上的速率增长Ⅲ。其中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

（ｈｕｍａｎ

血源性病毒感染现象比较普遍Ⅲ。为了解血液透析

（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 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ＴＰ）的感染情况，本文对２０１１

万方数据

ｖｉｒｕｓ，ｎｃｖ）、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ｅｙ

ｖｉｒｕｓ，ＨＩＶ）及梅毒螺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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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年１月至２０１ １年１２月我院收治的４４９例血液透析

ＤＮＡ定量检测，其中６例ＨＢＶ—ＤＮＡ阳性，占ＨＢ—

患者进行相关项目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分

ｓＡｇ阳性者比例为４６．１５％。ＨＢＶ—ＤＮＡ阳性者ＤＮＡ

析。现报告如下。

的拷贝数为１．１ｘ１０４－３．７ｘ１０７ ＩＵ／ｍＬ。１３例ＨＢｓＡｇ阳

１资料与方法

性患者中，≥６０岁和＜６０岁两组阳性率比较，差异

临床资料

１．１

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无统计学意义∽＝０．２７９，尸＞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我院收治的４４９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患者进行

ＨＢＶ的感染情况［ｎ（％）］

透析治疗前，肝炎、梅毒、ＨＩＶ感染情况未知。其中男
性２２２例，平均年龄（５３．５＋５．９）岁，女性２２７例．平均
年龄（５８。８±６．Ｏ）岁。并将患者分为≥６０岁和＜６０岁
两组。
１．２仪器与试剂

ＢＩＯ—ＲＡＤ

６８０全自动酶标仪为

美国伯乐公司产品；ＨＢＶ诊断试剂盒为英科新创

２．２

（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生产；ＨＣＶ抗体诊断试剂盒、

抗一ＨＣＶ阳性者为３９例．阳性率为８．６９％．其中

ＴＰ抗体诊断试剂盒及ＨＩＶ（１＋２型）抗体诊断试剂

ＨＣＶ—ＲＮＡ阳性者为２３例，阳性率为５８．９７％，

盒均为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核酸

ＨＣＶ—ＲＮＡ阳性者ＲＮＡ的拷贝数为８．１ｘｌ ０３～１．５Ｘ

检测试剂盒为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产

１０７ＩＵ／ｍＬ。３９例抗一ＨＣＶ阳性患者中，≥６０岁和＜

品。

６０岁组问抗一ＨＣＶ阳性率比较，差异元统计学意义

１．３方法

ＨＣＶ的感染情况分析４４９例透析患者中．

Ｘ２＝０．００４，侈０．０５）。见表２。

１．３．１抗体检测ＨＢＶ五项、ＴＰ及ＨＩＶ检测采用

表２

ＨＣＶ的感染情况［ｎ（％）］

酶联免疫法，ＨＣＶ检测采用双抗原夹心酶联免疫
法，所有检测均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要求进行。
１．３．２核酸检测

血清中ＨＢＶ—ＤＮＡ和ＨＣＶ—ＲＮＡ

检测采用ＰＣＲ一荧光探针法，血清中ＤＮＡ、ＲＮＡ的
提取、逆转录及ＰＣＲ扩增均严格按照ＰＣＲ基因扩

增实验室的管理规范及试剂盒说明书要求进行。

２．３

１．４判定标准ＨＢＶ血清检测结果判定：ＨＢｓＡｇ、

测结果均为阴性，ＴＰ抗体阳性者８例（１．７８％），其

ＨＢｅＡｇ、ＨＢｃＡｂ三项指标均为阳性者为急性乙型肝

中，≥６０岁患者为５例，＜６０岁患者为３例。

炎，俗称“大三阳”；ＨＢｓＡｇ、ＨＢｅＡｂ、ＨＢｃＡｂ三项指标

３讨论

ＨＩＶ及ＴＰ的感染情况４４９例患者抗一ＨＩＶ检

均阳性者为ＨＢＶ携带者．俗称“小ｊ阳”：除“大三

据国外资料［３—１统计，感染是导致终末期肾衰竭

阳”和“小三阳”两种模式外，ＨＢｓＡｂ、ＨＢｅＡｂ、ＨＢｃＡｂ

透析患者死亡的第二位病因（平均约占死亡病例的

ｉ项指标中，凡２项或２项以上阳性者称为乙型肝

２５．０％），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约占５０．０％）。尽管透析

炎感染恢复期。其余感染情况因例数较少，在此不作

患者的感染死亡率在过去几年中已有显著下降，如

讨论。ＨＢＶ—ＤＮＡ和ＨＣＶ—ＲＮＡ的检测灵敏度为

美国已从上世纪９０年代初的３６．０％降至１２．７％，但

ＩＵ／ｍＬ，低于此下限者视为病毒含量较低。

１．Ｏｘｌ０３

是，对透析患者感染进行积极预防和治疗仍是一项

１．５统计学处理采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统计软件对数据

重要的临床课题【２］。维持性透析患者接触肝炎病毒

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ｒ检验，以Ｐ＜０．０５

的潜在风险增加，进展为慢性肝炎、肝硬化或肝癌在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内的慢性肝病的风险增加，相关死亡风险同时增加。

２

结果

ＴＰ、Ｈ１Ｖ主要通过性传播，也可经血液传播，

ＨＢＶ感染情况分析４４９例透析患者中，ＨＢＶ

ＨＢＶ、ＨＣＶ主要经血液进行传播，血液透析患者因

五项指标检测均阴性者３４３例，占７６．３９％：乙型肝

其自身免疫功能低下，且经常输血或血液制品，成为

炎恢复期患者为３６例（８．０２％），其中≥６０岁１５例

ＨＢＶ、ＨＣＶ、ＴＰ和ＨＩＶ感染的高危人群。

２．１

（３．３４％），＜６０岁２１例（４．６８％）；ＨＢｓＡｂ阳性者为

血液透析患者及血液透析相关工作人员ＨＢＶ

９３例，阳性率２０．７１％；ＨＢｓＡｇ阳性者为１３例，阳性

的感染更为突出［５］。血液透析患者的ＨＢｓＡｇ阳性率

率为２．９０％。对１３例ＨＢｓＡｇ阳性者进行血清ＨＢＶ—

在世界各地的透析中心差别较大，但是均与当地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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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人群的ＨＢＶ流行状况相关。有资料嘲显示，世界

液传播。多数国家统计，血液透析中心患者血清中

各国及地区血液透析患者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为：美国

ＨＩＶ阳性率约为ｌ％。血液透析传播ＨＩＶ的危险并

０．９％，日本１．６％，巴西１０．０％。中国香港１０．０％，沙

不是很高［引，本文研究中未见ＨＩＶ抗体阳性者。

特阿拉伯１１．８％。本文研究的４４９例透析患者中，

综上所述，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由于免疫力低

ＨＢｓＡｇ阳性率为２．９０％，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ＨＢ．

下，加之严重贫血、营养不良、抵抗力差，极易受到病

ｓＡｇ阳性患者中，其ＨＢＶ—ＤＮＡ阳性者占４６．１５％，

毒的侵犯。血液透析患者已成为ＨＢＶ、ＨＣＶ、ＴＰ感

且ＤＮＡ的拷贝数为１．１Ｘ１０４－３．７＞（１０７ ＩＵ／ｍＬ。说明该

染的高危人群，输血、透析年限及透析器反复使用均

部分患者体内ＨＢＶ复制活跃，应继续加强预防和管

是肝炎病毒和梅毒感染的高危因素。近年来，我国部

理，同时应适时给予抗病毒药物治疗∽。本文研究结

分医院已采取下列措施．着手减少血源性病毒感染

果显示，ＨＢｓＡｂ阳性患者为２０．７１％（９３／４４９），乙型

的机会：①严格血源管理，掌握输血指征；②提倡使

肝炎恢复期患者占８．０２％（３６／４４９），这些患者为继

用促红细胞生成素及造血原料纠正贫血以减少输

往感染ＨＢＶ，现在已产生抗体，不具有传染性。

血，选择适当的透析时机，积极改善患者的营养状

ＨＣＶ为一种单链ＲＮＡ病毒，直径４０～６０ ｎｍ，大

况，提高患者免疫力；③加强透析中心工作人员的防

约由９４００个核苷酸组成，主要经输血及血液制品传

范意识，强化消毒隔离措施，严格执行无菌操作，血

播。血液透析患者是丙肝高发的一个特殊群体。许多

液净化室实行分区管理。

发达国家对血液透析患者定期监测血清抗一ＨＣＶ，多

４参考文献

中心调查显示发达国家ＨＣＶ的感染率是很高的。中

１王海燕．译后评论：我国慢性肾脏病的新数据及其警示．英国医学
杂志（中文版），２００６，９：１３６．

国大陆地区报道的血液透析患者抗一ＨＣＶ阳性率为
２５％～８０％，汪年松等体］通过对２０１０例感染ＨＣＶ的

２王质剐．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感染并发症．中国血渡净化，

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随访研究发现，有２２５例患者
抗～ＨＣＶ转阳，总转阳率为１１．２％，占总随访人群比

２００３，２：５２４—５２６．
３ Ｅｓｐｉｎｏｓａ Ｍ，Ｍａｒｔｉｎ—Ｍａｌｏ Ａ，Ａｌｖａｒｅｚ ｄｅ Ｌａｒａ ＭＡ，ｅｔ ａ１．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ｉｓ—

例较高。本文研究中血液透析患者ＨＣＶ的感染率为

ｔｏｒｙ ｏｆ

８．６９％，低于国外报道：９，１０］的１６．３％～３２．１％感染率，但

２００２，５８：１４３—１５０．

显著高于普通人群（３．Ｏ％）ＮＩ］，说明血液透析患者是

隔离及相关防护管理［１ ２。。ＨＣＶ极易使患者发展为慢
性肝炎、肝硬化，甚至发生肝癌，严重影响了血液透
析患者的生活质量及存活率［５＝。
本文研究中，将４４９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分
为≥６０岁和＜６０岁两组，经统计学分析。两组人群
的ＨＢＶ和ＨＣＶ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
维持性血液透析人群均易感染ＨＢＶ和ＨＣＶ。
梅毒是一种慢性感染性疾病，几乎可以累及所
有器官和系统．其广泛流行和传播已成为世界各国
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一３’。我院２０１１年透析患者ＴＰ

治．中国血液净化，２００５，５：２３３—２３５．
６

Ｗａｎｇ ＰＮ，Ｆｕｎｇ ＴＴ，Ｍａｋ ＳＫ，ｅｔ ａ１．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Ｈｅｐａｔｏｌ，２００５，２０：１６４１—１６５１．

７ Ｎａｋａｉ Ｓ，Ｓｕｚｕｋｉ Ｋ，Ｍａｓａｋａｎｅ Ｉ。ｅｔ ａｌ，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ｄｉａｌｙｓｉ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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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ｈｅｒ Ｄｉａｌ，

性肝炎１２６个月随访研究．中国血液净化，２００９，８：５９３—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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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ｆｆｉｎｇ ｈａｖｅ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Ｃ ｒｉｍｓ ｔｒａｎｍＪ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ａｌｙ—

ｓｉｓ．Ａｍ Ｊ Ｋｉｄｎｅｙ Ｄｉｓ，２００１，３７：１００４－１０１０．
１０ Ｓａｌａｍａ Ｇ，Ｒｏｓｔａｉｎｇ Ｉ，Ｓａｎｄｒｅｓ Ｋ，ｅｔ＇ｅ１．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Ｃ

２０００，６１：４４—５１．

属反转录病毒的一种。该病毒主要通过性行为及血

２００８）．Ｔｈｅｒ

８汪年松，盛晓华，张晓光，等．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感染丙型病毒

统供血者感染率０．３２％ｃＨ］。透析中心的患者均为高

ＨＩＶ是～种感染人类免疫系统细胞的慢病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０，１４：５０５—５４０．

Ｆｒｅｎｃｈ

作中也应注意自身防护。

Ｈ．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

５刘惠兰．应重视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乙、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防

抗体阳性率为ｌ，７８％。高于１９９９年全国性病监测系

危人群，应做好安全防护、隔离措施；医务人员在工

Ｃ／ｉｎ Ｎｅｐｈｒｏ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ｍｉｎ Ｎｅｐｈｒｏｌ，２００２，２２：３４０－３５０．

为８．１×１０３～】．５×１０７ ＩＵ／ｍＬ，说明此透析人群中ＨＣＶ
感染后，大多数患者体内病毒复制活跃，应积极做好

ＨＣ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

４ Ｇｉｒｎｄｔ Ｍ．Ｋｏｈｌｅｒ

ＨＣＶ感染的高危人群。其中ＨＣＶ—ＲＮＡ阳性者占
抗～ＨＣＶ阳性患者百分比为５８．９７％，ＲＮＡ的拷贝数

ａｃｕｔｅ

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

ｕｎｉｔｓ：Ａ

ｒｉｍ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ｕｈｉ—ｃｅｎｔｅ／＂ｓｔｕｄｙ．Ｊ

Ｍｅｄ

Ｖｉｒｏｌ，

１１中华医学会肝脏学分会．中华医学会感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
丙型肝炎防治指南．中华内科杂志，２００４，４３：５５１－５５５．
１２朱庆俊．血液透析与丙型肝炎的防控．医学信息，２０１１，２４：１７８０—
１７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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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５种药物服用正常剂量和超剂量后尿中吗啡检测结果［ｎ（％）］
超剂量

正常剂量
组别

例数

阳性率

ｒ值

Ｐ值

例数

阳性率

妒值

Ｐ值

Ｐ值

注：６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氟哌酸组正常剂量与超剂量比较，Ｐ＜０．０５；“Ｉ司一种药物正常剂量与超剂量比较，尸＞Ｏ．０５

显著高于正常剂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夕ｂ，其余各

证工作时，应结合对象是否用药来判断，以避免造成将正常

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说明超剂量服用氟哌酸对胶体金层

人当做吸毒对象的误判。

析法检测尿中吗啡的结果影响更大。曹洋【３］等检测尿中吗啡４参考文献
阳性率小于千分之一，而陈金超等［４】对某部已入伍新兵行尿
中吗啡检测发现４５例假阳性结果。本实验室在四年征兵尿
检中仅证实有１例为吸食毒品同。近年我国征兵体检增加了
此项目并普遍采用胶体金层析法检测尿中吗啡，据美国国家

１张锐敏，冯忠堂，张力群，主编·海洛因等阿片类物质依赖的临床
与治疗－第１版·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９，】一１０８·
２刘文英，主编·药物分析·第１版·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７８—２６４·
３曹洋，郑秀诗，李晓春－征兵体检吗啡冰毒和ＨＩＶ筛查分析·检验

药物研究所报道［２．，，采用此方法检测，当海洛因、可待因等浓医学与临床，２００７，４：３０５·
度≥３００ ｎｇ／ｍＬ时，呈阳性反应；麻黄碱、先锋ＩＶ、可卡因、美
沙酮、罂粟碱、安定、扑热息痛、氟派酸、东莨菪碱浓度≤１００

斗ｇ／ｍＬ时，不会引起交叉反应，但高于此浓度就会产生阳性
反应：吴燕等【６】也报道服用雷尼替丁、平喘止咳复方制剂以及
摄人含有罂粟壳的火锅等都会引起假阳性结果，与本文研究
结论相近。因此．实验室人员在检测标本时、公安人员在作举

４陈金超，徐立凤，吴太忠－新兵吗啡和甲基安非他明毒品检测假阳
性结果分析·实用医技杂志，２００７，１４：５８６—５８７·
５彭和平，陈冬莲，何文，等·胶体金层析法检测尿中吗啡的探讨·临
床和实验医学杂志，２００７，６：１２１·
６吴燕，韩光宇，徐湛－徐州市区应征青年吗啡／甲基安非他明检测
结果分析－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０，２９：１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２３）
ｆ本文编辑．张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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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血人群中大学生ＨＩＶ感染现状调查．巾国临床研究，２０１１，２４：
８６—８７．

４郑建东，吴尊友，庞琳，等．大学在校学生男男性接触者性取向自
我认同与艾滋病相关危险因素定性研究．中国艾滋病性病，
２００８，１４：２５８～２６０．

５王书江，王丽娟，齐惠荣，等．大学生ＨＩＶ自愿检测和艾滋病知识
调查分析．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０７，２３：４４７—４４８．
６杨雪斌，杨璞，丁权，等．献血者高危因素的识别、判断和筛选研究．
临床输血与检验，２００９，１１：４８—５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４—１１）
（本文编辑：张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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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李安信，王鹰．梅毒的诊断和治疗策略．传染病信息，２００７，２０：２６—
２９．

１４俞进．粱圉钧，夏强．１９９９年全国性病监测系统不同人群性病患病
率调查，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２００１，７：１３５—１３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１５）
（本文编辑：张志成）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