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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患者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的
表达与ＨＢｓＡｇ定量的相关性分析
苗静１袁晨翼２李秋伟１

郭丽颖１

贾建伟１

曹武奎１

（１．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１科，天津３００１９３；２．天津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天津３００１９３）
【摘要】目的探讨慢性乙型肝炎（乙肝）病毒（ＨＢＶ）感染者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的表达与乙肝
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定量水平的变化及两指标间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２０１２年
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收治的２７例乙肝病毒携带者（乙肝携带组）、９８例慢性乙肝患者（慢乙肝组）、８４例乙
肝肝硬化患者（肝硬化组）、３５例原发性肝癌患者（肝癌组）的一般情况及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的表达、

ＨＢｓＡｇ定量指标。比较４组患者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表达水平及其与ＨＢｓ堍的相关性。结果外周血ＣＤ４＋、
ＣＤ８＋Ｔ细胞的表达和ＨＢｓＡｇ定量在乙肝携带组、慢乙肝组、肝硬化组、肝癌组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ｃＤ４＋

（个，止）：８２９．０（６７２．０，８９０．０）、７３３．０（５２９．３，９２３．５）、５２０．０（３２９．０，７１７．５）、４３８．０（３１８．０，５６５．Ｏ），ｃＤ８＋（个，皿）：
４１５．０（４０７．０，９３５．０）、５７０．０（４３６．８，７６４．３）、２９８．０（２１１．５，５１０＿３）、３０９．０（２２３．０，４８３．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日值
分别为３７．２５０、５３．０５６，均Ｐ＝０．０００），两两比较的结果显示乙肝携带组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水平高于肝硬化组、
肝癌组，慢乙肝组高于肝硬化组、肝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Ｄ４＋：日值分别为３．８０４、４．５８０、３．９２８、４．６５０，
ＣＤ８＋：曰值分别为４．２４６、３。７７８、６。１８９、４．８１６，均Ｐ＜ｏ．０１），而乙肝携带组与慢乙肝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肝硬化组与肝癌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乙肝携带组ＨＢｓＡｇ水平高于慢乙肝组、
肝硬化组、肝癌组（ｕ几：９．８９８（７．５６５，１２．７０８）、５．２５７（３．４２８，８．２１６）、０．４５９（０．２８２，０．７９１）、０．２２１（０．１２５，０．３２４）］，

慢乙肝组高于肝硬化组、肝癌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日值分别为２．６２８、９．０３７、９．８２８、９．６０４、９．８８３，均Ｐ＜０．０１），

而肝硬化与肝癌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ｓｐｅ姗ｍ相关性分析显示在慢乙肝组中ｃＤｆ与ＨＢｓＡｇ
呈负相关（ｒ＝一０．３００，Ｐ＝０．００３），在肝硬化组中ｃＤ８＋与ＨＢｓＡｇ呈正相关（ｒ＝０．２８３，Ｐ＝０．００９）。结论慢性

ＨＢＶ感染者随着疾病的进展，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的表达呈下降趋势，且ｃＤ８＋Ｔ细胞表达与ＨＢｓＡｇ定量
在慢乙肝组中呈负相关，在肝硬化组中呈正相关。
【关键词】ＣＤ４＋Ｔ细胞；ＣＤ８＋Ｔ细胞；肝炎抗原，乙型；肝炎，乙型，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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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ＨＢｓＡｇ ｂｅ附ｅｅｎ ｌｉｖｅｒ 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 ｇｍｕｐ ａｎｄ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ｇｍｕｐ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ｄｉ珏．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ｊｇｌｌ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Ｓｐｅ删ａｎ

ｃｏ玎ｅｌａｌ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ｉｎ ｃｈｍｎｉｃ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ｇｒｏｕｐ，ＣＤ８＋ｗａ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Ｉ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ｉｖｅｒ 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ＣＤ８＋ｗ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ＢｓＡｇ（ｒ＝一０．３００，Ｐ＝０．００３），ａｎｄ ｉｎ
ＨＢｓＡｇ（ｒ＝０．２８３，Ｐ＝０．０Ｄ９）． Ｃ蚰ｃＩｕｓｉｏｎｓ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ｍ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ｍｎｉｃ ＨＢ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ｘｐ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ｅｒｉｐｈｅｍｌ ｂｌｏｏｄ ＣＤ４＋ａｎｄ ＣＤ８＋Ｔ ｃｅｌｌｓ ｓｈｏｗ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ｄｏｗｎｔｒｅｎｄ，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ｇｍｕｐ，ｔｈｅ ｃｏｎＩ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Ｉ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０ｆ ＣＤ８＋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ＨＢｓＡｇ ｉ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ｒ ｃｉｒｒｈｏｓｉｓ ｇｍｕｐ，ｔ１１ｅ ｃｏｎ．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ｔｗｏ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Ｄ４＋Ｔ ｃｅｌｌ；

ＣＤ８＋Ｔ ｃｅＵ；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ａｎｔｉｇｅｎｓ；

Ｃｈｍｎｉｃ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 Ｂ

我国作为慢性乙型肝炎（乙肝）病毒（ＨＢＶ）感

抗凝。在样品测定管中先加入５０肛抗凝全血，再

染的高发国家，感染率达１０％…，随着抗病毒乙肝

加人２０皿ｃＤ４一异硫氰酸荧光素／ｃＤ８一藻红蛋白／

高效价免疫球蛋白及疫苗的普及，新增慢性和急性

ＣＤ３一多甲藻叶绿素蛋白（ＣＤ４一ＦＩＴＣ，ＣＤ８一ＰＥ／

ＨＢＶ感染者的数量得到逐步控制，但ＨＢＶ感染的

ＣＤ３一ＰｅｒＣＰ）抗体，２０ ｍｉｎ后再加入４５０血溶血

慢眭化进程仍严重威胁着患者的健康∽。Ｊ。ＨＢＶ感

素，１５ ｍｉｎ后用流式细胞仪检测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

染的慢性化进程与免疫功能失常而不能有效清除肝

水平。

细胞中的病毒有着密切关系¨Ｊ。以Ｔ细胞亚群为

１．２．２

代表的细胞免疫在对ＨＢＶ的识别和清除中起着重

Ｃ０ｂａｓ

要作用¨１，临床上根据其表达的细胞膜分子的不同

１．２．３肝功能检测：采用日立７１８０全自动生化分

将其分为ｃＤ４＋Ｔ细胞［主要为辅助性Ｔ细胞（Ｔｈ）、

析仪，操作按说明书进行。

诱导性Ｔ细胞］、ＣＤ８＋Ｔ细胞（主要为细胞毒性

１．３统计学处理：使用ＳＰＳＳ １９．０统计软件处理

Ｔ细胞（ｃＴＬ）及部分抑制性Ｔ细胞］¨Ｊ。本研究通过

数据。满足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比较ＨＢＶ感染后不同病情患者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８＋

（孑±ｓ）表示，不满足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

Ｔ细胞的表达、乙肝表面抗原（ＨＢｓＡｇ）定量水平的
变化及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表达与ＨＢｓＡｇ的相关性。

（四分位数）［Ｍ（ＱＩ．，Ｑ。，）］表示，组间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Ｋｍ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日检验，两两比较采用Ｋｍｓｋａｌ一

１资料与方法

Ｗａｌｌｉｓ单因素ＡＮＯＶＡ检验的成对比较；计数资料

１．１病例来源：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天津市

用例表示，采用彤２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ｓｐｅａ册ａｎ

第二人民医院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门诊及

法。所有检验均为双侧，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

住院收治的２７例ＨＢＶ携带者（乙肝携带组）、９８例

意义。

慢性乙肝患者（慢乙肝组）、８４例乙肝肝硬化患者

２结果

（肝硬化组，其中Ｃｈｉｌｄ Ａ级３４例、Ｃｈｉｌｄ Ｂ级３３例、

２．１

ＨＢｓＡｇ定量检测：采用罗氏电化学发光仪
ｅ４１１检测ＨＢｓＡｇ，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４组患者年龄和肝功能比较（表１）：４组患者

Ｃ级１７例）、３５例乙肝相关原发性肝癌患者

随着病情加重，年龄逐渐增加（Ｐ＜０．０１）；慢乙肝组

（肝癌组）。诊断均符合我国《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

天冬氨酸转氨酶（ＡＳＴ）、丙氨酸转氨酶（ＡＬＴ）、总胆

南（２０１０年版）》＂。标准，原发性肝癌诊断符合我国

红素（ＴＢｉｌ）明显高于乙肝携带组、肝硬化组、肝癌

《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２０１１年版）》∽１标准。所有

组，而以乙肝携带组ＡＬＴ、ＡＳＴ、ＴＢｉｌ水平最低，说明

患者近６个月内未行保肝、调节免疫治疗，且排除自

慢乙肝组肝功能损伤最为明显，ＨＢＶ携带者肝功能

身免疫性肝病、酒精陛肝病、脂肪性肝炎及药物性肝

损伤最轻。

炎等。

２．２

１．２检测指标及方法

（表２～３；图１）：４组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比较差异

ｃｈｉｌｄ

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表达水平比较

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的检测：取治疗前４组患

有统计学意义（日值分别为３７．２５０、５３．０５６，均Ｐ＝

者静脉血３～５ ｍＬ，乙二胺四乙酸二钾（ＥＤＴＡ—Ｋ２）

０．０００）。乙肝携带组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高于肝硬化

１．２．１

万方数据

国！垒亘匿结合急救杂志２０１６年７月第２３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表１
性别（例）

例数

组别

（例）

ＪＴｃＭ ｗＭ ｃｒｉｌ ｃａｒｅ

４组患者性别、年龄和肝功能比较
肝功能［Ｍ（Ｑｌ，ＱＵ）］

年龄

男性

女性

（岁，；±ｓ）

ＡＬＴ（Ｕ／Ｌ）

ＴＢｉｌ（啪ｏｌ／Ｌ）

ＡＳＴ（Ｕ／Ｌ）

乙肝携带组

２７

１５

１２

２０．４ｌ±２．９１

２０．９０（１６．００，２２．９０）

２０．５０（１８ ２０．３０．００）

１７．（）０（１３．９０．２０．５０）

慢乙肝组

９８

６９

２９

３８．５９±１２．６８

１２３．００（“．２３，２０２．５３）

１２４．７０（４４．５３，１７５．８８）

６９．６０（１８．０８．９２．２０）

肝硬化组

８４

６２

２２

５０．０７±９．８０

４３．９０（２８．００．６９．７５）

４８．５０（３３．０５，７４．７８）

２３．４８（１５．５８．４１．４０）

肝癌组

３５

２７

８

５６．６０±８．７０

３７．５０（２５．ｏｏ．６１．７０）

５２．００（２８．ｏｏ，７０．００）

１７．７０（１３．（）０．２７．２０）

检验值

一二＝４．０９９

Ｐ值

，＝７９．９８９

Ⅳ＝９９．４３５

Ⅳ：７５．０１９

Ｈ：３６．８８５

Ｏ．Ｏｏ（）

００００

Ｏ．ｏ（）（）

００００

０．２５ｌ

组、肝癌组，慢乙肝组高于肝硬化组、肝癌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ＣＤ４＋：Ｈ值分别为３．８０４、４．５８０、３．９２８、

２ ０００

４．６５０，ＣＤ８＋：日值分别为４．２４６、３．７７８、６．１８９、４．８１６，
均Ｐ＜Ｏ．０１），而乙肝携带组与慢乙肝组比较差异无

５讲）

统计学意义，肝硬化组与肝癌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ｌ（瑚

意义（均Ｐ＞０．０５）。在肝硬化组中，Ｃｈｉｌｄ Ａ、Ｂ、Ｃ亚
组之间ＣＤ４＋、ＣＤ８＋表达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日值分别为０．９７５、１．１６７，均Ｐ＞Ｏ．０５；图２）。
ｈ洲Ａ级

表２

４组患者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

例数（例）

ＣＩ）４＋（个／汕）

仆ｉｌｄ Ｃ级

分级

注：ｏ为离散值；★为极限值

水平的比较［ｗ（Ｕ．．（Ｊ。，）］
组别

Ｃ㈨ｄ Ｂ级

图２不同Ｃｈｉｌｄ分级肝硬化患者外周血
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水平的比较

ｃＤ８＋（个扯Ｌ）

４组患者ＨＢｓＡｇ定量水平的比较（表４）：

２．３

４组患者ＨＢｓ鲰定量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日＝
主：与乙肝携带组比较．８Ｐ＜Ｏ．０ｌ；与慢乙肝组比较，“ＪＤ＜０．０

１９０．５０４，Ｐ＝０．０００）。乙肝携带组ＨＢｓＡｇ定量水平
高于慢乙肝组、肝硬化组、肝癌组，慢乙肝组高于肝

表３不同ｃｈｉｌｄ分级肝硬化患者外周血

硬化组、肝癌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日值分别

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水平的比较［。ｗ（Ｑ。．Ｑ。）］

为２．６２８、９．０３７、９．８２８、９．６０４、９．８８３，均Ｐ＜０．０１），

而肝硬化组与肝癌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表４

４组患者ＨＢｓＡｇ定量水平的比较［Ｍ（（）．．Ｑ。）］

注：与乙肝携带组比较，８Ｐ＜０．０１；与慢乙肝组比较，ｂＰ＜０．０ｌ
２．４

ＣＤ４＋、ＣＤ８＋表达与ＨＢｓＡｇ的相关性分析

（表５；图３～４）：在肝硬化组中ＣＤ８＋与ＨＢｓＡｇ呈
正相关（ｒ＝０．２８３，Ｐ＝０．００９）；在慢乙肝组中ＣＤ８＋
乙肝携带纠Ｉ

肝艇化川

性已ＩＪ｜＿组

＂蝴Ⅲ

组ｌｌｊ『Ｊ

注：ｏ为离散ｆｉ｜【；六为檄限值
图１

万方数据

４组患者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水平比较

与ＨＢｓＡｇ呈负相关（ｒ＝一０．３００，Ｐ＝０．００３）；在乙肝
携带组、肝癌组中未呈现一定的相关性。在４组中
ＣＤ４＋与ＨＢｓＡｇ均无相关性（均Ｐ＞Ｏ．０５）

·４０２·

表５

囝ｔｆ，堕匿笙盒鱼塾堡蠢！！ｌ！生！旦箜垫鲞箜兰塑鱼堕！』！垦丛里丛堡查鱼塑！』！！！！Ｑ！！！！！！：望！塑！：垒
ｃＤ４＋、ＣＤ８＋表达于ＨＢｓＡｇ的相关性分析

杨宏志等¨¨认为慢性乙肝患者的ｃＤ４＋水平及
ＣＤ４＋，ＣＤ８＋比值均与健康人有显著差异，表明乙肝
患者存在着免疫功能紊乱；孙学华等¨２ １研究发现，
慢乙肝患者外周血中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８＋ＣＤ２８一Ｔ、
ＣＤ４＋ＣＤ９５＋细胞表达水平增加，可能对ＨＢＶ感
染过程中的免疫耐受起作用；巫翠萍等¨引报道
慢乙肝患者外周血中ＣＤ４＋ＣＤ２５＋调节性Ｔ细胞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ｒｅｇ）增高，且与ＨＢＶ的复制水平及
ＡＬＴ增高具有一致性；高见等¨４１发现慢性乙肝患
者机体内ＨＢＶ复制的活跃性可能与外周血中ＣＤ８＋
细胞的活化状态，特别是其效应记忆Ｔ细胞（ＴＭＥ）
亚群上细胞程序性死亡因子（ＰＤ一１）的高表达有关。
本研究比较了乙肝携带组、慢乙肝组、肝硬化
组、肝癌组患者外周血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的表达、
ＨＢｓＡｇ定量水平的变化及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表达
与ＨＢｓＡｇ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乙肝携带组、慢乙
肝组、肝硬化组、肝癌组患者外周ＣＤ４＋、ＣＤ８＋Ｔ细

图３慢乙肝组ＣＤ８＋与ＨＢｓＡｇ的相关性

胞表达依次呈下降趋势，此结果与王慰等’１纠的报
道基本一致；ＨＢｓＡｇ定量水平在４组间依次降低，
此结果与裴彦祯等¨钊的研究相一致。关于ＣＤ４＋、
ｃＤ８＋Ｔ细胞表达呈现下降的原因主要考虑以下
３个方面：①Ｔ细胞凋亡：０ｈｔａｋｉ等ｈ７’认为ＨＢｖ
可诱导Ｔ细胞凋亡，尤其是ＣＤ８＋Ｔ细胞凋亡，引
起其数量减少及亚群比例异常，随着慢性化进展，
Ｔ细胞异常逐渐加重，导致在乙肝病毒携带者及慢
乙肝、肝硬化、肝癌患者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表达改
变。②Ｔ细胞“疲倦”状态：Ｙｅ等¨引证实在慢性
ＨＢＶ感染过程中存在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疲倦”状

图４肝硬化组ＣＤ８＋与ＨＢｓＡｇ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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