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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ＳＡＲＳ恢复期患者血液与排泄物中
ＳＡＲＳ—ＣｏＶ ＲＮＡ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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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王敏

杨耀武

郭丽

应用巢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检测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ｓＡＲｓ）恢复

期患者血液与排泄物中的病毒ＲＮＡ。方法

对连续３次收集的２３例确诊ＳＡＲＳ恢复期（病程≥２１

天）患者的血、尿、痰、粪便标本进行核酸提取，设计特异性内外引物，使用巢式ＲＴ—ＰＣＲ的方法进行病
毒ＲＮＡ检测。结果

通过巢式ＲＴ—ＰＣＲ，共检测到６份阳性标本，其中粪便标本中检测到４份，检出

率为５．８％；痰标本中检测到２份，检出率为２．９％。在尿液和血液标本中未检测到病毒ＲＮＡ。结论

个别ＳＡＲＳ恢复期患者排泄物中有＆堰Ｓ病毒ＲＮＡ存在，因此对恢复期患者的排泄物应慎重处理，对
其引起＆幔Ｓ的再次传播的危险性需要进一步评估。
【关键词】＆壕ｓ冠状病毒；排泄物；恢复期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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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ＡＲＳ）是一种主要通过近距离空气飞沫

和密切接触传播的呼吸道传染病，ＳＡＲＳ相关冠状

病毒（ＳＡＲＳ—ＣｏＶ）已被确定为该病的病原体‘１。。目
前已证实在ＳＡＲＳ急性期患者血、尿、便、痰中都有

基金项目：国家“８６３”计划专项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３ＡＡ２０８４０３）

ＳＡＲＳ—ＣｏＶ的存在心’３｜，但是对于恢复期（病程≥２１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２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

天）患者的排毒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因此，我们跟踪

制所（常昭瑞、王彦斌、任丽丽、王敏、杨耀武、郭丽、王健伟、洪涛）；南
京农业大学（杨仁全）；清华大学附属北京酒仙桥医院（晁彦公）；山西
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曲成毅）

收集了２３例ＳＡＲＳ恢复期患者的血、尿、便、痰标

本，使用巢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对标

常昭瑞、杨仁全同为第一作者

本中的病毒ＲＮＡ进行了检测，以探讨ＳＡＲＳ恢复期

通讯作者：王健伟，Ｅｍａｉｌ：ｗａｎ西ｗ２８＠ｖ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ｍ；曲成毅，

患者的排毒规律，为ＳＡＲＳ的防治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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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ＲＳ—Ｃｏｖ的ＲＮＡ经巢式ＲＴ—ＰＣＲ扩增后，取其产
对象与方法

物进行１％琼脂糖凝胶电泳，结果显示阳性对照在

１．样本来源：标本采集对象为临床确诊的２３例

４６３

ｂｐ大小位置有特异条带，而阴性对照及空白对

＆蟓Ｓ患者，诊断依据卫生部修订的ｓＡＲｓ诊断标

照无相应大小条带出现（图１），说明核酸的提取没

准，以出现ＳＡＲＳ相关症状为病程第１天，均为病

有污染，巢式ＲＴ—ＰＣＲ的检测结果可信。将ＲＴ—

程≥２１天的恢复期患者，病程最短２１天，最长６３

ＰＣＲ产物回收，插入中间质粒ｐＧＥＭ—Ｔ，酶切鉴定

天。每例患者都同时采集痰、尿、便、血标本，每隔３

正确后送测序，将测序结果与ＧｅｎＢａｎｋ的序列进行

天采集１次，连续采集３次，共采集标本２７６份。

比较，发现与所有的ＳＡＲＳ—ＣｏＶ相应序列完全一

一８０℃保存备用。

致，说明我们设计的ＲＴ—ＰＣＲ可以特异性地检测

２．阳性对照：ＳＡＲＳ—ＣｏＶ ＨＴ一１株为分离自

ＳＡＲＳ—ＣｏＶ ＲＮＡ。

ＳＡＲＳ患者咽拭子的ＳＡＲＳ—ＣＯＶ毒株，由本室分离

并鉴定。将该毒株接种于Ｖｅｒｏ细胞，待细胞病变后
收集细胞，进行ＲＮＡ提取。
３．病毒ＲＮＡ的提取：痰、尿、便标本中的病毒
ＲＮＡ提取使用ＲＮＡ提取试剂盒（Ｑｉａｇｅｎ公司），按

照试剂盒操作说明书进行操作。对于血液标本，则
在分离淋巴细胞后，使用常规方法提取。以上操作
均在生物安全３级实验室（ＢＳＬ一３）中进行。
４．ＳＡＲＳ—Ｃｏｖ特异性引物序列设计：根据
ＧｅｎＢａｎｋ公布的ＳＡＲＳ—ＣＯｖ基因序列，并与已知的

Ｍ：ＤＬ２０００ Ｍａｒｋｅｒｓ；１～４：阳性对照；５：阴性对照；６：空白对照
图１

巢式ＲＴ—ＰＣＲ对ＳＡＲＳ—ＣｏＶ ＲＮＡ的扩增结果

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做比较，选择Ｎ蛋白编码基因
中的保守序列，设计ＳＡＲＳ—ＣＯＶ特异性的引物，由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引物序列为：外
侧引物：Ｎ。。ｔＦ：５’一ａｔａ

ｃａｇ

３’，Ｎ。。。Ｒ：５’一ｃａｃ ｇｔｃ ｔｃｃ

侧引物：Ｎｉ。Ｆ：５’一ｇａ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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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一ａａｔ ａｇｃ ｇｃｇ ａｇｇ ｇｃａ ｇｔｔ

片段长度为４６３

ａｃａ

ｔｔｃ ｃａａ

ａｔｃ ｃ一

ｃｇ一３’；内

ｔｃ一３’，Ｎ。。Ｒ：

ｔｃ一３’。巢式ＲＴ—ＰＣＲ扩增

２．ＳＡＲＳ恢复期患者排泄物中病毒ＲＮＡ的检
测结果：应用我们建立的巢式ＲＴ—ＰＣＲ方法，对２３
例ＳＡＲＳ恢复期患者的血、尿、便、痰样品各６９份进
行检测，结果发现距发病时间２１～５１天时有４例
（５．８％）患者的粪便和３１～４１天时２例（２．９％）患
者的痰标本中可以检测到ＳＡＲＳ—ＣｏＶ特异ＲＮＡ片

段，巢式ＲＴ—ＰＣＲ阳性患者情况见表１，说明ＳＡＲＳ

ｂｐ。

５．巢式ＲＴ—ＰＣＲ扩增：逆转录和首轮ＰＣＲ使用

Ｑｉａｇｅｎ公司的一步ＲＴ—ＰＣＲ试剂盒，反应总体系为

恢复期患者有排毒的可能。
表１

巢式ＲＴ—ＰＣＲ阳性患者情况

２０肛ｌ。取第一轮ＰＣＲ产物５肛ｌ进行第二轮ＰＣＲ：扩

增反应总体系为５０”１，反应条件为：７５℃１０

ｍｉｎ；

９４℃１０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６０℃３０ ｓ，７２℃１ ｍｉｎ，进行

３５个循环；７２℃１０ ｍｉｎ。取５肛ｌ ＲＴ—ＰＣＲ终产物在

１％琼脂糖凝胶进行电泳鉴定。
６．序列分析：将第二轮ＰＣＲ扩增产物回收后，

克隆到ｐＧＥＭ—Ｔ载体（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产品），转化感
受态Ｅ．∞ｚｉ ＤＨ５ａ，小量提取质粒，经酶切鉴定正

讨

论

确后，将阳性克隆送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测

序。将阳性克隆的测序结果与ＧｅｎＢａｎｋ已发表的
ＳＡＲＳ—ＣｏＶ序歹Ⅱ进行ＢＬＡＳＴ比较。
结

果

１．ＳＡＲＳ—ＣｏＶ特异性ＲＴ—ＰＣＲ方法的建立：将

ＳＡＲＳ是２１世纪第一个重要的新发传染病，虽
然目前ＳＡＲＳ的流行已得到有效控制，其相关研究

也在不断深入，有关ＳＡＲＳ的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
例如患者通过呼吸道、粪便及体液释放病毒的持续
时间和规律等，而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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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ＲＳ的有效控制。因此，本文着重检测了恢复期

病毒颗粒，也不能说明存在足够感染剂量的活病毒，

患者的带毒情况以了解其排毒规律。

只能推测恢复期患者有排毒可能性。从检测结果推

ＲＴ—ＰＣＲ可特异地检测ＳＡＲＳ病毒的ＲＮＡ片
段，是ｗＨＯ推荐使用的检测ｓＡＲＳ—ＣｏＶ的方法之

断，ＳＡＲＳ恢复期患者可能通过痰液和粪便途径排
毒。

一，但是由于标本采集和保存不当导致ＲＮＡ易降

ＳＡＲＳ—Ｃｏｖ存活力较强，随粪便和呼吸道分泌

解或操作不规范引起的样品污染等原因，容易出现

物排出后，能在环境中及物体表面存活一定时间。

假阳性和假阴性Ｈ‘７ ｏ。为了确保ＲＴ—ＰＣＲ结果的可

因此对恢复期患者要足够重视，在其出院前一定要

靠性，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①根据ＷＨ０提供的实

检测其痰液和粪便中的带毒情况，确保其不排毒后

践经验，采集尿液、痰液、粪便和血液标本等多部位

方可出院，并且在出院后一个月内，至少要跟踪检测

样品以提高检测阳性率Ｍ ｏ；②为避免ＲＮＡ降解和

两次，以确认该患者是否排毒。对恢复期患者的排

污染，在ＲＮＡ提取过程中使用的标本大多为新鲜

泄物应慎重处理。恢复期ＳＡＲＳ患者粪便等标本中

标本，并以ＤＥＰＣ水作为阴性对照；③针对ＳＡＲＳ病

的病毒是否可引起再次传播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毒ＲＮＡ序列保守区域设计并筛选出实用、可靠、灵

参考文

献

敏度高、特异性好的引物；④采用巢式ＲＴ—ＰＣＲ方

法，通过外侧及内侧引物两次扩增提高检测的灵敏

１

度；⑤为避免ＲＴ—ＰＣＲ过程中的假阳性，特设阴性
２

对照和空白对照；⑥对可疑标本至少测定２次以上，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Ｃｈａｎ

Ｐ００ｎ

ＫＨ，

３

ＪＳ，Ｃｈｕ

ｌｏａｄ

ｉｎ

４

检出率。
５

Ｐ００ｎ

ＶＣ，

ｅｔ

ａｌ

６

ａ１．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ＶＣ，ｅｔ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ｅ

Ｙａｍ

ＷＣ，

Ｃｈａｎ

Ｄｉｓ，

ｏｆ

ａｎｄ ｖｉｒ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ＳＡＲＳ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ａ

ｃｏｍｎａｖｉｒｕｓ
Ｃｌｉ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ＡＲＳ）．

Ｐｏｏｎ

ｆｏｒ

ａｓＳａｙｓ

ａｓｓｏｃｌａｔｅｄ

ＬＬ，
ｒａｐｉｄ
ｗｉｔｈ

ａ１．

ｅ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

ｏｆ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ｎｏｖｅｌ

ａｃｕｔｅ

Ｊ Ｃｌｌｎ

Ｋｓｉａｚｅｋ ＴＧ，Ｅｒｄｍａｎ Ｄ，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ＣＳ，ｅｔ ａ１．Ａ １１０ｖｅｌ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２００３．３４８：１９５３－１９６６．
７

Ｐｏｏｎ ＬＬ，Ｃｈａｎ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期粪便是较好的检测标本旧ｏ。我们的检测结果与之

ＫＨ，Ｗｏｎｇ ｏＫ，ｅｔ ａ１．Ｅａｒｌｙ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ｅａｌ ｔｉｍｅ ＲＴ—ＰＣＲ．Ｊ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ＳＡＲＳ

Ｃｌｉｎ Ｖｉｒｏｌ，２００３，２８：

２３３—２３８．

８张政，徐东平，王福生，等．＆墟Ｓ患者ｓＡＲｓ冠状病毒ＲＮＡ的动
态检出特点及其意义．解放军医学杂志，２００４，２９：４１８．４２０．
９

Ｈａｍｍｉｎｇ，Ｔｉｍｅｎｓ

Ｗ，Ｂｕｌｔｈｕｉｓ ＭＬＣ，ｅｔ ａ１．Ｔｉｓｓｕ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小肠上皮细胞，并大量复制。因此，ＲＴ—ＰＣＲ在恢复

ＡＣＥ２ ｐｒｏｔｅｉｎ，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ｆｏｒ ＳＡＲＳ

期患者痰液和粪便中检测到ＳＡＲＳ—ＣｏＶ的ＲＮＡ，可

ｓｔ印ｉ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ＡＲＳ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遗传物质，但并不意味着一定存在具有感染性的活

ＳＡＲＳ

Ｅｍｅｒｇ Ｉｎｆｅｃｔ

ｓｔｕｄｙ．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３，３６１：１７６７—１７７２．

ａｃｕｔｅ

ＫＨ，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和血液标本中未检测到。以往实验也证实呼吸道和

巢式ＲＴ—ＰＣＲ的阳性结果表明样本中存在病毒的

ｏｆ

Ｍｉｃｒｏ．２００３．４１：４５２１—４５２４．

ＳＡＲＳ患者痰液中也检测到了病毒ＲＮＡ；而在尿液

能来自于肺和小肠上皮细胞中复制的ＳＡＲＳ—ＣｏＶ。

ｏｆ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ＳＡＲＳ．

ＬＬ，Ｗｏｎｇ ｏＫ，Ｌｕｋ Ｗ，ｅｔ ａ１．Ｒａｐｉ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中检测到了病毒ＲＮＡ；在患病３３、３９天的２例

上皮中大量存在∽』，提示ＳＡＲＳ—Ｃｏｖ可以感染肺和

ＣＭ，Ｃｈｅｎｇ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ｒ卜ＰＣＲ

现，在患病２６、３０、３４、４３天的４例ＳＡＲＳ患者粪便

研究表明，ＳＡＲＳ病毒受体ＡＣＥ２在肺和小肠

ｃａｕｓｅ

Ｃｈｅｍ，２００３，４９：９５３—９５５．

ＳＡＲＳ恢复期患者的血、尿、便、痰标本检测结果发

相符。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ｖ

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粪便样品更适合于使用ＲＴ—ＰＣＲ诊断，并且发病晚

Ｃｈｅｎｇ

Ｌ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Ｐｅｉｒｉ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ａ

作前后对生物安全柜进行清洁消毒。以上措施在一

本研究应用自行建立的巢式ＲＴ，ＰＣＲ方法，对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ｓ ａ

ｓｙｎｄｍｍｅ．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３，３６１：１３１９—１３２５

２００４．１０：２９４—２９９．

Ｔｉｐ头，所有操作过程均在生物安全柜中进行，在操

定程度上克服了假阳性的问题，同时也提高了阳性

ＪＳ，Ｌａｉ ＳＴ，Ｐｏｏｎ ＬＬ，ｅｔ ａ１．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

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⑦为避免交叉污染，操作人员
戴口罩和手套，使用专用的ＰＣＲ加样器及带滤芯的

Ｐｅｉｒｉｓ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Ａ

ｆｉｒｓ‘

Ｊ 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０４，２０３：６３１—

６３７．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一０９—０９）

（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