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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肝炎病毒(HBV)的复铜是以

其RNA为中间体，通过反转录酶的作

用而进行的，可能由于缺乏校读的功能，

因此，与大多数DNA病毒相比，HBV具

有较高的突变率，故了解其变化特点十

分重要。现就HBV不同的基因型与病

毒变异及临床的关系，不同基因位点变

异的临床意义以及中医辨证论治研究概

况介绍如下。

1 HBV基因型及其与病毒变异及临床

表现的关系

HBV分为7种基因型，命名为A～

G。有研究发现，HBV基因型之间存在

分子生物学特征、临床结局以及对抗病

毒疗效等方面的差异。C型HBV与肝病

相对活跃及可能相对较慢的乙型肝炎

e抗原(HBeAg)血清转化有关n’。患者

的HBV基因型与干扰素疗效有关，感

染B型患者治疗后HBeAg血清转换率

为33％～44％，感染C型患者转换率为

21％～28％，感染A型患者转换率为

47％，感染D型患者转换率为25％∞。

各基因型在前C区1898终止密码

子变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o’，HBV基因

型及亚型与聚合酶P区氨基酸序列

YMDD变异的发生无关“3。温志立等曲’

研究HBV基因型与临床表现的关系时

发现，B型和C型两种基因型所占比例

分别为86．4％和13．6％，随着病情加

重，C型基因的比例增加(尸<0．05)。C

型的丙氨酸转氨酶(ALT)升高率显著

高于B型(96．7％比75．2％，P<0．05)，

B、C两型的HBeAg阳性率总体无差异，

但在慢性重型以及21～30岁的患者中，

C型HBeAg阳性率(35．O％和50．O％)

均显著高于B型(14．4％和24．5％，

P均<O．05)．并发现湖南省HBV基因

型以B、C型为主，基因型与临床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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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几种可能与治疗有关的HBV变异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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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种类和部位 与治疗可能的关系

前c终止码变异

核心蛋白抗原表位变异株

X基因及与其重叠的C基因启

动子变异

改变表面蛋白抗体识别部位的

变异株

P基因聚合酶活性部位B区

和c区变异

可能对干扰素应答差，肝移植后病情恶化

感染有主要T辅助细胞决定簇或HLA—A2细胞毒T细

胞决定簇变异株的患者对干扰素应答不良

对干扰素应答率好，易复发，需深入研究

出现于肝移植后应用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治疗的患者，

常导致抗一HBs中和作用消失

变异后HBV复制活性较原型株低，但产生耐药

相关性，C型引起的病情较B型重。

2常见的HBV变异及其临床意义

HBV在宿主体内感染的过程中会

发生自然变异，并在宿主体内免疫系统

的压力下以及在人为的干预过程中进行

变异的优势选择，以达到逃逸免疫、对抗

药物作用、实现物种生存的目的。常见与

治疗有关的HBV变异有前S／S区、前

C／C区、X区和P区基因变异(表1)，其

中P基因的变异常使药物易感性下降，

从而导致病毒学和生化反弹，是目前研

究的热点与难点。Anna SF LOK“3对

998例用拉米夫定治疗达6年患者的观

察显示，第1年和4年以上耐药性发生

率分别为33％和77％。在1～4年内由

于耐药导致的肝脏失代偿率为<2％，

4年以后增加到6％。良好的结局见于年

轻者(平均32岁)和肝病早期患者(仅

10％有肝硬化)。一些报道指出拉米夫定

耐药患者可出现肝炎发作、肝功能衰竭

和死亡，尤其见于老年、肝硬化和免疫功

能低下者。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核苷类

似物的序贯应用可产生多耐药性。此外，

耐药变异株在人群中的传播可能成为一

个公共卫生问题。

3中医辨证论治研究

3．1 HBV变异与中医辨证的关系：病

毒的变异涉及到宿主及其免疫水平、病

毒基因型、药物作用等3个方面的因素，

与中医学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正邪斗

争相似，在慢性乙型肝炎(CHB)病程进

展中，邪气以HBV为主的基因变异有

可能影响中医证候的转换，因致病因素

的改变(基因变异)，机体的反应性亦随

之发生变化，正邪之间相互作用状态影

响着中医证侯的转换。

杨玲等订3报道，CHB虚证和实证患

者的机体免疫状态不同，实证患者HBV

前C区突变率明显高于虚证者。而施卫

兵等储3研究发现，CHB肝胆湿热型与肝

郁脾虚型前C区突变株阳性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可能与研究病

例数较少(15／25)或机体一开始就感染

病毒变异株有关，同时，也不排除部分

HBV在不同免疫反应状态下也会发生

突变。戴敏等∞3的研究发现：前C区

1896变异阳性组与阴性组各证型分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D4+、Ⅳ型胶原

(ⅣC)、DNA的相对危险度均>1，其中

与CD4+呈负相关，与ⅣC、DNA呈正相

关。认为HBV DNA定量测定CD4+、

ⅣC数值可看作发生HBV前C区1896

变异的危险因子，辨证为湿热血瘀兼正

虚的CHB患者出现前C区变异的几率

可能较高。李瀚曼等n∞采用基因芯片技

术检测前C区基因变异与CHB中医证

侯的相关性，结果发现：相同位点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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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不同证候之间不同，如1762、1764

位点的变异率在瘀血阻络证均较高

(92．50％，90．00％)，1862、1896位点的

变异率在肝肾阴虚证最高(8．82％，

67．65％)，1896、1899位点的变异率在

肝郁脾虚证较高(16．78％，50．00％)，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相同位点

变异株信号强度在不同证侯之间不同，

不同证候之间在变异位点和信号值强度

上亦存在显著差异，如肝肾阴虚证与瘀

血阻络证在1896、1899位点变异株信号

强度存在显著差异(P均<0．01)，肝肾

阴虚证与肝郁脾虚证在1762、1862、

1896、1899等位点的变异株信号强度存

在显著差异(尸均<O．01)，瘀血阻络证

与肝郁脾虚证在1762、1764、1896、1899

等位点的变异株信号强度亦存在显著差

异(P均<o．01)。蒋开平等m3探讨HBV

C基因启动子(BCP)双变异(ntl762A—

T，ntl764G—A，T1762A1764)CHB患

者的中医证型特点，BCP双变异检测采

用微板核酸杂交法。研究发现：双变异

CHB患者中医证型特点以湿热中阻为

主，肝郁脾虚次之，建议临床治疗要重视

清热利湿、舒肝健脾治法或方药的选用。

王奕等n∞研究后认为：无论是HBV

野生株，还是变异株导致的患者病情反

复，它们都有相似的病因、病机和症状表

现，即机体外感疫疠之邪，从而导致湿热

内蕴肝胆，肝郁气滞，瘀热互结，而发生

HBV YMDD变异的患者病程较长，湿

热瘀血相兼为患，日久形成因实致虚，虚

实夹杂的复杂表现，因此对此类患者在

解毒祛邪治疗的同时，还要兼顾扶正。

这些研究对基因突变与中医证候的

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规律进行了探讨，但

由于研究方法和结论各异，临床标本有

限，对CHB中医证候的微观辨证及观察

中医药抑制突变株复制提供了一定的实

验参考指标，值得进一步研究，以便对临

床发挥指导作用。

3．2 HBV变异的中医治疗

3．2．1 中医药治疗HBV前C区基因

变异：杨宏志等n钉探讨HBV前C区基

因变异的中医辨证治疗方案。通过随机

抽取HBV前C区基因变异株阳性的

CHB患者80例。并随机分为研究组和

对照组，分别给予扶正祛邪、清热解毒治

疗。研究组所用基本方：制大黄15 g，白

花蛇舌草30 g，半枝莲30 g，鳖甲10～

zo g，龟甲10～20 g，生地黄15～30 g，

丹参15～30 g，赤芍15 g，柴胡12 g，海

藻30 g，炙甘草9 g。水蛭7～15 g，当归

10～15 g，砂仁12 g，白术15 g，黄芪

30 g，枸杞子15～30 g，茵陈30 g，栀子

10～24 g。辨证加减：伴湿热黄疸加满天

星}气分热重加栀子、石膏I湿邪困脾加

苍术、陈皮；肝郁胁痛加川楝子、延胡素，

肝阴亏损加枸杞子、首乌、生地黄；肾阳

虚加菟丝子、巴戟等。对照组基本方(五

草汤)：败酱草15～60 g，鱼腥草

15～60 g，龙胆草15～60 g，车前草15～

30 g，炙甘草9 g，大黄10 g(后下)，茵陈

30 g，栀子10 g，黄芩10 g，黄柏10 g，柴

胡10 g，法半夏10 g，每日1剂，分两次

饭后温服，3个月为1个疗程，可用

1～3个疗程。中药治疗后，观察两组患

者HBV前C区基因变异及HBeAg、

HBVDNA定量变化。结果显示：研究组

40例患者中33例HBV前C区基因变

异者转为阴性，随访12个月后无复发，

HBV DNA定量阴转率为50．o"A，

HBeAg阴转率为55．o oA。对照组40例

中HBV前C区基因变异者阴转12例，

经随访12个月有1例复发，HBV DNA

定量阴转率为35．o oA，HBeAg阴转率为

44．4％。两组各项阴转率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o．05或P<0．01)，提

示中医扶正祛邪辨证治疗对清除HBV

变异株有显著疗效。

3．2．2 用中医辨证治疗防治HBV

YMDD变异：王奕等n∞观察清肝解毒降

酶汤对慢性HBV YMDD变异患者的治

疗作用，将99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YMDD变异患者分为治疗组(52例)和

对照组(47例)。治疗组予清肝解毒降酶

汤(蒲公英、大青叶各15 g，虎杖、丹参、

苦参、五味子各12 g，黄精9 g)加减。兼

有两胁胀痛、暖气不舒加延胡索、JII楝

子、苏梗；恶心、腹胀、口苦口腻加陈皮、

木香、茯苓、炙鸡内金；厌食呕吐加焦山

楂、焦神曲、姜半夏、竹茹；腰膝软加淮牛

膝、桑寄生、杜仲}盗汗乏力加浮小麦、桃

仁、党参、黄芪；牙龈出血加茜草、仙鹤

草、青黛；夜寐欠安多梦加酸枣仁、柏子

仁、合欢皮、夜交藤；肋下积痞块加生牡

蛎、炙鳖甲、穿山甲、泽兰，每日1剂，分

两次煎服。对照组予益肝灵片剂，每次

1片，每日3次口服。4周后观察两组血

清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谷氨

酰转移酶(GGT)的变化情况，结果：治

疗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88．46％

比68．09％，P<o．05)，治疗组治疗后肝

功能指标ALT、AST、GGT均低于对照

组(P<0．05或P<0．01)，提示清肝解

毒降酶汤能有效降低慢性HBV变异患

者的肝功能指标水平，其疗效明显优于

对照组。池晓玲等n们探讨辨证运用柴芍

六君汤对减少HBV YMDD变异的疗效

观察。将360例CHB患者分为对照组

(60例)和治疗组(300例)，分别给予拉

米夫定、拉米夫定联合柴胡六君汤。基本

方：柴胡9 g，白芍9 g，党参12 g，白术

9 g，茯苓12 g，陈皮6 g，法半夏6 g，甘

草6 g。辨证加减：夹湿者加白术12 g，

茯苓15 g，薏苡仁30 g；夹热者去陈皮、

法半夏，加郁金12 g，茵陈15 g(后下)；

兼血瘀者去陈皮、法半夏，加丹参15 g，

益母草15 g，香附15 g，气滞者去陈皮、

法半夏，加香附15 g，延胡索15 g，三棱

6 g，莪术12 g；每日1剂。治疗18个月，

观察ALT的复常率、HBeAg阴转率、

HBeAg血清转换率、HBV DNA阴转率

以及治疗12个月和18个月的YMDD

变异率。结果：治疗组ALT复常率、

HBeAg阴转率、HBeAg血清转换率及

治疗18个月时YMDD变异率均明显优

于对照组(尸<0．05或P<O．01)。说明

辨证运用柴芍六君汤联合拉米夫定对改

善患者肝功能有良好的作用，能提高拉

米夫定抑制病毒复制作用，减少病毒

YMDD变异。

近年来大量的研究资料表明，采用

拉米夫定联用苦参碱注射液或肝舒康煎

剂、扶正解毒汤、叶下珠复方、晶珠肝泰

舒等治疗各组，结果肝功能复常率，

HBeAg、HBV DNA阴转率均明显高于

单用拉米夫定组，而YMDD变异率亦低

于后者。拉米夫定分别与治肝灵冲剂、肝

纤方联用，不仅疗效明显提高，而且无一

例病毒变异(YMDD阳性)n”。廖永州

等n∞联用双虎清肝颗粒治疗68例CHB

患儿，其疗效优于单用拉米夫定者，可显

著降低病毒变异发生率。张永华n7’报道

拉米夫定联合中医辨证施治，可明显抑

制HBV发生YMDD变异，并使HBV

DNA、HBeAg阴转率明显提高。陈泽雄

等n盯观察104例用拉米夫定治疗6个

月后的CHB患者，其中52例根据中医

辨证并用中药，与继续单用拉米夫定的

52例进行比较，结果第52周时联用组

YMDD检出率明显低于对照组，HBV

DNA转阴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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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v的基因分型是基于其核苷酸

序列中存在约8oA的差异(俗称“准

种”)，其变异涉及到宿主及其免疫水平、

病毒基因型、药物作用等3个方面因素。

一些研究显示，HBV基因分型可能与急

性感染后恢复速度和慢性肝病的进展有

关，而且与治疗的反应、病毒变异等均有

某种关系m)。不同病毒基因变异后其临

床意义不同，其临床表现、疾病的结局等

均有不同程度差异，这为中医辨证论治

提供了可能。尤其是临床常见的前C区

变异、P基因变异，均为西药治疗带来不

利的影响，针对每位患者的病毒、免疫学

和临床特征，发挥中医辨证论治优势，制

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防治和减少病毒

的变异及其带来的不利后果，将给CHB

的治疗带来希望。目前中医辨证治疗方

面的研究资料还比较少，中医干预的临

床疗效证据等级较低，难以用多中心随

机对照试验证实。而且临床辨证标准难

以控制，证型的演变与变异的关系有待

进一步研究。因此，建议扩大病例数、延

长随访时间至少两年以上，尤应重视疾

病的终点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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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读者：《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英文摘要写作要求

投《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文章的作者写作英文摘要时请按照如下要求。

1总体要求：中英文摘要一致，英文摘要可略详于中文摘要。英文摘要实词以250个左右为宜。

2文题：①文题为短语形式，可以为疑同句，但不能是陈述句和否定旬。②用词宜少，以10～15个词为宜。③少用或不用冠词。

④尽量避免多个。of”连用。⑤句首字母大写，余小写，专用名词词首字母大写。

3作者姓名及单位：①用汉语拼音写出全部作者的姓名。②翻译全部作者的作者单位，按照科室，医院，单位所在市、邮编、所

在省，China的顺序书写。有通讯作者或责任作者时要以“Corresponding author：”开头。译出通讯作者或责任作者的姓名，

单位，单位所在地、邮编、所在省．最后加China。

4正文：①采用报道性文摘，按照“Objective”、“Methods”、“Results”、。Conclusion”撰写英文摘要。其中，。Objective”要使用

“To”开头的不定式短语形式，而“Methods”、。Results”和“Conclusion”均使用陈述句形式。尽量使用短句子。②不使用第一

人称。I”、。we”等。③“Methods”、“Results”用过去时，“Conclusion”用一般现在时。④英文缩写第一次出现时要注明英文全

称，其后括号内注明缩写，如interleukin一8(IL一8)。⑤中药的名称用英文，应采用《中国药典》的名称，既包括植物(或动物、

矿石等)的名称，也包括其药用部分和必要的炮制手段。中成药、方剂的名称：药名用汉语拼音，剂型用英文，并在英文后用

括号加注中文，例如：Shenmai injection(参麦注射液)。⑥中医证型的英译文后以括号注明中文，例如：deficiency both of

Yin and Yang(阴阳两虚)。⑦关于自拟处方，作者有对处方起名的权利，4个字母以上首字母应大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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