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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尼罗病毒研究进展
高志勇

庄辉

西尼罗病毒（ｗｅｓｔ Ｎｉｌｅ ｖｉｒｕｓ）是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从非洲乌
干达西尼罗地区１例发热女患者的血液标本中首先分离的，

ＲＮＡ病毒，基因组全长１０

９６２

ｂｐ”１，５’端有帽子结构，３’端

无ｐｏｌｙ Ａ结构；５’端为结构基因，约占基因组全长１／４，其余

并因此而得名。最初，人们只认为它是非洲的一种地方病，

为非结构蛋白基因。病毒颗粒为球形，直径４０～６０ ｎｍ，有包

直到１９５７年以色列发生西尼罗病毒性脑膜脑炎爆发后，才

膜，呈２０面体对称结构。病毒颗粒有３种结构蛋白（Ｅ、Ｍ、

真正认识到该病毒的危害。此后，法国、南非也相继发生了

Ｃ）和７种非结构蛋白（ＮＳｌ、ＮＳ２Ａ、ＮＳ２Ｂ、Ｎｓ３、ＮＳ４Ａ、ＮＳ４Ｂ

该病的流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西尼罗病毒感染的流行

和ＮＳ５），Ｅ、Ｍ蛋白为包膜糖蛋白，Ｃ为核心蛋白，Ｅ蛋白可

地区扩大，阿尔及利亚（１９９４年）、罗马尼亚（１９９６一１９９７

凝集红细胞，介导病毒与宿主细胞粘附，Ｅ、ＮＳｌ、Ｎｓ３蛋白可

年）、捷克（１９９７年）、刚果（１９９８年）、俄罗斯（１９９９年）、以色

引发中和抗体。西尼罗病毒有２个基因型（１和２），基因型１

列（２０００年）和美国（１９９９～２００３年）等先后发生西尼罗病毒

与人类感染有关，基因型２仅局限于非洲，引起地方性动物

感染¨ｏ，波及非洲、欧洲、中东、西亚、中亚、大洋州和北美洲

感染¨１。所有的黄病毒科病毒的抗原密切相关，易产生交叉

等广大地区，流行星扩大趋势。至今我国尚未发现本病，值

反应，特别是与西尼罗病毒同属一个血清型者，因此，在实验

得提高警惕，防止该病毒从国外传入。

室检查时易出现假阳性。

１．美国西尼罗病毒感染状况：１９９９年８月，纽约爆发伴

３．传播特点：西尼罗病毒最常见的传播途径是被已感染

有肌无力的特殊脑炎，流行病学调查提示，该病是由节肢动

的蚊子叮咬。蚊子是通过叮咬感染的鸟类而携带西尼罗病

物传播的。对第一批８例患者的血清学和病毒学检测为圣

毒，然后再叮咬人和其他动物，将病毒传给人或动物。目前

路易斯病毒抗体阳性。由于圣路易斯病毒是经蚊子传播的，

美国至少已从４３种蚊子中检测到西尼罗病毒。最初从库

因此，立即采取了灭蚊防蚊措施。随后，大量鸟类死亡，因而

蚊、按蚊、伊蚊等分离到西尼罗病毒，库蚊对西尼罗病毒最为

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主要是乌鸦，还有一些是布朗克斯动

易感。美国西尼罗病毒的主要传播媒介是尖音库蚊¨’８１。许

物园里外来的鸟类。但圣路易斯病毒性脑炎不引起鸟类死

多鸟类感染西尼罗病毒后可产生至少１０５ＰＦＵ／ｍｌ（感染蚊子

亡，因此，不可能是本次纽约脑炎爆发的病原。后来，衣阿华

的最低水平）的病毒血症，并可维持数天至数周。因此，鸟类

州的国家兽医实验室从死亡的鸟类组织标本中分离到一株

是西尼罗病毒主要的储存宿主∽ｏ。但人、马及多数哺乳动物

病毒，经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ＣＤＣ）和加利福尼亚大学

感染西尼罗病毒后，不产生高滴度的病毒血症，不能通过蚊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和ＤＮＡ序列测定表明，该病毒株

子在人与人、人与动物间传播。因此，人和其他哺乳动物是

与从纽约４例脑炎患者的脑组织中分离的病毒相似，且与西

终末宿主［１…。此外，西尼罗病毒还可以通过胎盘、乳汁、输

尼罗病毒密切相关。所有圣路易斯病毒阳性的血清和脑脊

血、器官移植和实验室接触感染等传播¨１。”１。

液标本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西尼罗病毒抗体

４．动物感染情况：到目前为止，至少在１３８种鸟类中检

均为阳性；圣路易斯病毒抗体阴性或为临界值的１８例患者，

测到西尼罗病毒，属于鸦科的鸟类（乌鸦和蓝背楗鸟）对西尼

西尼罗病毒抗体也均为阳性。因此，确定西尼罗病毒是本次

罗病毒特别易感。尽管这些鸟类可因感染而发病，甚至死

脑炎爆发的病原旧－。

亡，但绝大多数能存活下来Ｈ…。马感染西尼罗病毒也很普

１９９９年后，西尼罗病毒迅速蔓延至美国其他州，２００２年

遍，２００３年有１４ ０００余头马发病，病死率为３５％。马感染西

共有４４个州发生西尼罗病毒感染爆发，共计４１５６例感染

尼罗病毒也是通过感染的蚊子叮咬传播¨１。西尼罗病毒可

者，２８４例死亡。至２００３年“月１９日，已波及４６个州，

能不引起狗和猫发病，但１９９９年对纽约西尼罗病毒流行区

８４７０例感染者，１８９例死亡∞１。至于西尼罗病毒是如何传入

的狗血清学调查表明，狗感染西尼罗病毒也很常见。此外，

美国的，至今尚未确定，可能是通过感染的候鸟或者进口的

蝙蝠、花栗鼠、臭鼬、松鼠、家兔也可感染西尼罗病毒‘１…。

鸟类进入北美，或通过蚊子携带西尼罗病毒意外传入所
致‘“。

５．临床表现：感染西尼罗病毒后，潜伏期为２—１５天（通
常为２—６天）。多数感染者无明显临床症状，但２０％有发

２．病毒的形态与结构：西尼罗病毒属于黄病毒科黄病毒

热、头痛、背痛、肌痛、厌食等症状，一般持续３—６天，全身淋

属，与乙型脑炎病毒（日本脑炎病毒）、圣路易斯病毒、默里谷

巴结肿大，约一半患者有皮疹，主要在脸部和躯干，可持续ｌ

病毒、昆津病毒等同属一个血清型。西尼罗病毒为单股正链

周，称为西尼罗热。此外，还可患心肌炎、胰腺炎、暴发性肝
炎等严重疾病，但极为罕见。另有约１／１５０感染者由于病毒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８３北京，北京大学医学部微生物学系

进入中枢神经系统而出现严重症状，多数为老年人和免疫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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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低下者，病死率较高，有高热、剧烈头痛、颈强直、抽搐、昏

用，但未被临床证实。２２’２…。给小鼠静脉注射抗西尼罗病毒抗

迷、震颤、麻痹、肌痉挛、横纹肌溶解等症状‘１“。脑膜脑炎是

体有预防和治疗效果怛“，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

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西尼罗病毒最典型的表现，但也有单独脑

（ＮＩＡＩＤ）将分离恢复期患者血清ＩｇＧ抗体进行临床实验研

膜炎或脑炎发生。有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的患者病死率可高

究‘２“。

达１０％，并可留有后遗症。１９９９年纽约西尼罗病毒感染流
行时，仅３５％脑炎患者于１年后完全康复Ｈ。。

８．预防和控制：人类对西尼罗病毒普遍易感，但至今尚
无人用的有效疫苗。目前预防和控制西尼罗病毒的主要措

６．实验室检查：

施是疫情监测和防蚊灭蚊。疫情监测包括采集标本进行血

（１）血常规及生物化学检查：该病患者可能有轻度白细

清学和病毒分子生物学诊断，分离西尼罗病毒，监测鸟类、家

胞增多或减少，部分患者有低钠血症，尤其是脑炎患者。脑

畜和鸡等动物的西尼罗病毒感染情况，评估并预测当地西尼

膜炎患者的脑脊液检查可见轻度细胞异常增多（一般为

罗病毒流行情况。防蚊灭蚊可减少携带西尼罗病毒的蚊子

３×１０７／Ｌ～１０×１０７／Ｌ，范围为０～１８×１０７／Ｌ，以淋巴细胞为

与人类接触，这是目前预防西尼罗病毒感染的最有效手段，

主），轻度到中度蛋白升高，葡萄糖水平正常。但其他实验室

其中主要是灭蚊和加强个人防护，在有感染蚊子存在的地方

检查一般为正常Ｈ ｏ。头颅核磁共振（ＭＲＩ）成像早期呈现脑

及蚊子最活跃的早晨和傍晚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清除住所周

膜和脑室周围区域信号非特异性增强。有学者提出丘脑和

围的积水，安装纱窗，户外应穿长袖上衣和长裤，以及使用灭

基底神经节Ｔ２加权像呈高信号，可作为西尼罗病毒性脑炎

蚊剂等。虽然至今尚无接触死于西尼罗病毒感染的动物尸

的早期指征¨“。

体而感染的证据，但在处理这些动物尸体时，应避免裸手接

（２）病毒分离：适用于分离病毒的标本有患者的脑脊液
（感染早期的血清可能也可以）和脑组织，马的脑和脊髓组

触。鉴于西尼罗病毒可通过胎盘、乳汁、输血、器官移植和实
验室感染传播，因此，也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织，鸟的肾、脑和心脏组织，其他哺乳动物可用多种组织标

西尼罗病毒的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基因工程疫苗和

本，最好是脑和肾组织。分离到病毒后，应用间接免疫荧光

ＤＮＡ疫苗等正在研制中。２００５年可能有人用疫苗上市。一

试验、核酸检测或中和试验确证。１…。

种可供马使用的灭活疫苗已研制成功，并已获得使用许可。

（３）血清学检查：于发病８天内用ＥＬＩｓＡ检测，至少

由减毒的西尼罗病毒株ｗＮＩ一２５Ａ制备的减毒活疫苗，经小

９０％患者的血清中可检测到西尼罗病毒特异性ＩｇＭ抗体，大

鼠和鹅试验证明有良好的保护作用。以登革病毒为载体，表

多数患者的ＩｇＭ抗体可持续半年，甚至达５００天。但西尼罗

达西尼罗病毒结构蛋白，并制成基因工程疫苗，经小鼠和猕

病毒的ＩｇＭ抗体不是急性感染指标。由于ＩｇＭ抗体不能通

猴试验显示，可产生有效的保护作用。表达西尼罗病毒Ｅ蛋

过血脑屏障，如脑脊液中检测到ＩｇＭ抗体，则强烈提示中枢

白和Ｍ蛋白的质粒ＤＮＡ疫苗，证明可产生中和抗体，有一

神经系统感染。ＩｇＧ抗体出现在感染后第７天，然后其滴度

定的保护作用拉…。

逐渐升高，绝大多数患者于发病３周后仍可检测到ＩｇＧ抗

目前我国尚未发现感染西尼罗病毒的病例，也未发现动

体ｎ…。但西尼罗病毒的抗体检测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①

物感染西尼罗病毒。但由于我国开展对西尼罗病毒的研究

感染黄病毒属的其他病毒或接种这些病毒疫苗可出现假阳

较少，因此，不能完全排除国内有西尼罗病毒感染的可能。

性，如日本脑炎病毒、登革病毒等；因此，阳性者应询问其免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存在该病毒传人的自然条件：西尼罗病

疫接种史并作进一步检查（如间接免疫荧光试验和空斑减少

毒的宿主鸟类种类繁多，并随季节南北迁移；媒介蚊子遍布

中和试验等），以排除假阳性。②由于ＩｇＭ抗体持续时间较

全国，虫媒传染病广泛存在；乙型脑炎病毒、登革病毒与西尼

长，且绝大多数感染者无症状，因此，检测到ＩｇＭ抗体也可能

罗病毒同为黄病毒属，有相近的生物学特性，而乙型脑炎在

是既往感染，而与现症无关，需与临床症状及其他实验室检

我国许多地区流行，登革热流行也呈扩大趋势；对西尼罗病

查结果综合分析，以作出准确判断。２…。目前诊断用的抗原

毒易感的马等哺乳动物分布广泛。因此，随着我国与世界其

为西尼罗病毒株Ｅ９１０１和ＮＹ９９¨…。

他国家之间的贸易、旅游、人员往来日益频繁，西尼罗病毒通

应用特异性多克隆抗体的免疫组化法检测人和鸟类脑
组织标本，对判断其是否感染西尼罗病毒极为有效。１…。

过各种途径传人我国是有可能的。
西尼罗病毒对我国是一种新的病原，人群无免疫力，对

（４）核酸检测：对脑脊液和各种组织标本，可用逆转录

其普遍易感。此外，西尼罗病毒有可能被当作生物战剂。因

（ＲＴ）一ＰＣＲ检测病毒ＲＮＡ，也可用实时ＰＣ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此，我们应及早作好准备，严防西尼罗病毒入侵。目前防止

检测。有研究表明，在血清学证实为急性西尼罗病毒性脑炎

西尼罗病毒的入侵的最主要措施是防止“蚊子进口”，出入境

的患者，其脑脊液和血清ＲＴ—ＰＣＲ的阳性率分别为５７％和

检验检疫机构对来自疫区的交通工具、集装箱等要实施严格

１４％［２１］。

的检疫和检验，以免带有西尼罗病毒的蚊虫进入我国；鸟类

７．临床治疗：目前对西尼罗病毒感染尚无特效的治疗方

动物的进口也应检疫，禁止从疫区带进鸟和其他动物。更为

法，主要是支持治疗和对症治疗，病情严重者应住院治疗。

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应有忧患意识，及早作好准备，防止西尼

体外研究表明，病毒唑和干扰素ａ一２ｂ等有抗西尼罗病毒作

罗病毒传人我国。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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