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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广州市某医院儿童秋冬季腹泻诺瓦克样病毒
感染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刘翼

姚英民

戴迎春

目的

【摘要】

李建栋

詹惠春

陈清

俞守义

聂军

了解广州市某医院２００３年秋冬季儿童腹泻中诺瓦克样病毒（ＮＬｖｓ）感染的流行

病学特点及病毒的基因型。方法

收集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４年１月Ｉ临床诊断为病毒性腹泻而就诊

的患儿粪便标本，采用引物ＪＶｌ２Ｙ／ＪＶｌ３Ｉ进行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检测ＮＬＶｓ，阳性标本的ＰＣＲ产
物经纯化、测序进行基因分析。结果

收集的３５８份标本中检测出ＮＬｖｓ ４２份，阳性率１１．７３％。３

岁以下的婴幼儿阳性４０例，占９５．２４％，其中６月龄～１岁组与１～２岁组阳性率最高，分别占
３８．１０％、３５．７１％。年龄最小者只有２５天龄。４个月中，１１月阳性率最高为１７．２７％，其次是２００４年
１月、２００３年１０、１２月，阳性率分别为１５．７９％、８．１１％、１１．３６％。抽取１１份阳性标本进行测序分析，
结果５份为ＧⅡ一３群，５份为ＧⅡ一４群，１份为ＧⅡ型，但尚不确定所属群。随机抽取２０份轮状病毒阳
性标本检测ＮＬＶｓ，未发现合并感染。结论广州市某医院儿童腹泻的散发与ＮＬＶｓ感染有关，并且
存在着不同的基因型，流行优势株为ＧⅡ一３群与ＧⅡ一４群的病毒株。
【关键词】诺瓦克样病毒；腹泻；流行病学，分子

ＭＯｌｅｃｕｌ盯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０留ｏｆ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ｗａｌｋ—Ｈｋｅ Ｖｉｒ吣ｉｎ ａ ｈ鸺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Ｇｕ锄ｇｚｈｏｕ ｉｎ
Ａｕｔｕｍｎ蛐ｄ Ｗｉｎｔｅｒ Ｌ几，Ⅵ。，ＤＡＪⅥ雄ｇ－娩“挖，ＹｒＡｏⅥ喈优锄，ＬＪ以ｎｎ一幽咒ｇ，貉硝Ｎ凰屠如鲫，
ＣＨＥＮ Ｑ诹ｇ，ＹＵ

ｓｈｏ＊谚，ＮＩＥ Ｊｕ竹．’Ｅ缸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Ｄｅ∞ｊ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０ｕｔｈ盯ｎ

Ｍｅｄ主ｃ。ｌ Ｕｎｔ恍ｒｓｉｔｙ，

Ｇ“口超ｇｚ忍Ｄ“５１０５１５，Ｃｈｉｎａ

国ｒ懈印冠ｄ纳；口“髓ｏ，．：Ｎ匹＾咒，Ｅｍａｉｌ：ｎｉｅｉｕｎ＠ｆｉｍｍｕ．㈣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ｔｏ

Ｆｅｃａｌ

ｉｎｆｂｍａｔｉ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４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Ｒ鹤ｕｌｔｓ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

ｏｆ

ｏｆ ａｇｅ．

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ｓ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７．２７％）

ｉｎｆａｎｔ
ｗ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ａｃｕｔｅ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Ｕｅｃｔｅｄ．ＮＬＶｓ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ｃｈａｉｎ

１１．７３％（４２／３５８）．Ｏｆ

ｒａｔｅ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ｆｒｏｍ ３５８ ｃｈｎ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７ｒ—ＰＣＲ）

Ｆｏｒｔｙ－ｔ、Ⅳ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ｏｒｗａｌｋ—ｌｉｋｅ ｖｉｒｕｓ（ＮＬＶｓ）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ｔ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

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ｂｙ

ＰＣ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ｓｅ，４０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３５８ ｆｅ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ｎｆａｎｔｓ）Ｄｕ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ＬＶ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ｏｎｌｙ ２５ ｄａｙ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ｉ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 ０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３

Ｅｌｅｖｅ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Ｃ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

ｙｅａｒＳ

ｒａｔｅ

ｉｎ

ａ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ｄ．

１１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ａ１１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ｇｅｎｏｇｒｏｕｐ Ⅱ（ＧⅡ），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ｓｅ，５
ＧⅡ一３ ｃｌｕｓｔｅｒ，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５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ｂｅｌｏｎｇｅｄ ｔｏ ＧⅡ一４ ｃｌｕｓｔｅ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０ｎｅ ｓｔｒａｉｎ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ｏ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ｂｅｌｏｎ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ｃｏｕｌｄ
ａｃｕｔｅ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ｏｔ

ｂｅ

ｄｅｔｅ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佣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ｔ

ＮＬＶｓ
ａ

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ＧⅡ一３ ａｎｄ ＧⅡ一４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Ｎｏｒｗａｌｋ—ｌｉｋｅ ｖｉｒｕｓ；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０９ｙ，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诺瓦克样病毒（Ｎｏｒｗａｌｋ—ｌｉｋｅ ｖｉｒｕｓ，ＮＬＶｓ）属人

个国家均有报道…。近年来我国学者在北京、长春

类杯状病毒，是引起成人和儿童非菌性急性胃肠炎

和广州等地区的研究证明我国儿童中也存在ＮＬＶｓ

爆发和散发的重要病原体，它所致的腹泻在世界多

的感染‘２训，我们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４年１月在
广州市南方医院儿科门诊开展腹泻病监测并进行了

作者单位：５１０５１５广州，南方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研室（刘翼、

ＮＬＶｓ感染的研究。

戴迎春、李建栋、詹惠春、陈清、俞守义、聂军）；广州南方医院儿科（姚
英民）

对象与方法

通讯作者：聂军，Ｅｍａｉｌ：ｎｉｅｊｕｎ＠ｆｉｍｍｕ．ｃｏｍ

１．对象：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４年１月在南方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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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６·

院儿科就诊的临床诊断为病毒性腹泻的患儿３５８
例，年龄０～４岁，男２３７例、女１２１例。

２００４年１月共收集到腹泻患儿粪便标本３５８份。
检出ＲＶ １８９份，阳性率５２．７９％（１８９／３５８）。用随机

２．方法：采集腹泻患儿粪便标本并利用自制的

数字表采用简单随机抽取ＲＶ阳性标本２０份经

流行病学调查表收集有关信息。粪便标本筛检轮状

ＲＴ—ＰＣＲ检测ＮＬＶｓ，未发现ＲＶ与ＮＬＶｓ合并感

病毒（ＲＶ），阴性者用逆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ＲＴ—

染。ＲＶ阴性的标本，经ＲＴ—ＰＣＲ检出ＮＬＶｓ ４２份，

ＰＣＲ）检测ＮＬＶｓ，并进行序列分析。标本置一２０℃

阳性率为１１．７３％（４２／３５８）。检测ＮＬＶｓ阳性标本

保存备用。

ＰＣＲ产物电泳图见图１。

（１）ＲＶ检测：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
测试剂盒（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产品）检测ＲＶ，方

法参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２）病毒ＲＮＡ提取ｂ］：取１ ｇ粪便样品加Ｈａｎｋ’ｓ
液１０ ｍｌ（含庆大霉素８０００ Ｕ），并彻底振荡使之悬
一１５００

浮，４℃３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２０ ｍｉｎ，取上清并保存

一１０００

在一７０℃冰箱中备用。提取病毒核酸用Ｔｒｉｚｏｌ
（Ｇｉｂｃｏ方法）从１００“ｌ粪便悬液中提取、纯化待检标

—５００
一４００

本中的ＲＮＡ，ＲＮＡ保存于一７０℃。

一３００
—２００

（３）ＲＴ—ＰＣＲ检测ＮＬＶｓ：ＲＴ—ＰＣＲ采用

—１００

Ｋｏｏｐｍａｎｓ引物ＪＶｌ２Ｙ／ＪＶｌ３ＩＭ Ｊ，引物序列位于
ＲＮＡ依赖的ＲＮＡ聚合酶基因区；引物ＪＶｌ２Ｙ：５’一

ｌ、８：１００ ｂｐ ＤＮＡ Ｍ“ｋｅｒ；２：阳性对照；３～６：阳性标本；７：阴

性对照

ＡＴＡＣＣＡＣＴＡＴＧＡＴＧＣＡＧＡＹＴＡ一３’，位于４５５２～

图１

ＮＬＶｓ阳性标本ＰＣＲ产物电泳图

ｂｐ；引物ＪＶｌ３Ｉ：５’一ＴＣＡＴＣＡＴＣＡＣＣＡＴＡＧ

４５７２

ＡＡＩＧＡＧ一３’，位于４８５８～４８７８ ｂｐ。扩增ＮＬＶｓ基因

２．ＮＬｖｓ腹泻患儿的年龄、性别分布：４２例

相应片段得到３２７ ｂｐ的扩增产物。ＲＴ．ＰＣＲ：１０×

ＮＬＶｓ阳性患儿年龄为２５天龄～４岁；６月龄～１岁

ｂｕｆｆｅｒ

２．５０弘ｌ，ｄＮＴＰ（１０ ｍｍｏｌ／Ｌ ｅａｃｈ）１．００弘ｌ，

组与１～２岁组所占比例最大，两者总共占ＮＬＶｓ阳

ＲＮＡｓｉｎ（４０ ｕ似１）ｏ．１５肛ｌ，ＡＭＶ（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产

性例数的７３．８１％（３１／４２）。男性ＮＬＶｓ阳性例数约

品，１０ ｕ似１）ｏ．３５弘ｌ，ＪＶｌ３Ｉ（１５ ｐｍｏｌ似１）２．ｏｏ肛ｌ，

为女性的２倍（２９／１３），但在３５８例患儿中男性２３７

Ｈ２０

１７．００肛ｌ，模板ＲＮＡ ２．００肚１，４２℃１ ｈ。ＰＣＲ

反应过程：１０×ｂｕｆｆｅｒ

２．５０弘ｌ，Ｔａｑ

例，女性１２１例，男性约是女性的２倍（表１）。

ＤＮＡ聚合酶（北

京鼎国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产品，２ Ｕ／ｐ１）

表１

广州市ＮＬＶｓ腹泻患儿的年龄、性别分布

２．５０弘ｌ，ＪＶｌ２Ｙ（１５ ｐｍｏｌ／弘１）１．００弘ｌ，Ｈ２０ １９．００弘ｌ，
加入第一管，９４℃３ ｍｉｎ，然后９４℃１ ｍｉｎ，３７℃
１．５ ｍｉｎ，７４℃１

ｍｉｎ，４０个循环，７４℃７ ｍｉｎ。ＰＣＲ

产物采用１．５％的琼脂糖凝胶电泳，分子量标准采用
大连宝生物１００

ｂｐ 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

Ｍａｒｋｅｒ。阳性对照

为ＥＰ２００２０００５ Ｍｕｓｇｒｏｖｅ，由荷兰国立公共卫生和
环境研究院Ｅｒｗｉｎ Ｄｕｉｚｅｒ博士惠赠。
（４）测序与序列分析：ＰＣＲ产物由上海博亚公

３．ＮＬＶｓ腹泻患儿的月份分布：在冬季的４个

司纯化测序。用软件ＤＮ瓜ｔａｒ进行基因序列分析，

月中，ＮＬＶｓ腹泻患儿例数在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阳性率

ＢＬＡＳＴＮ进行基因库比较，ＣＬＵＳＴＡＬ Ｘ进行序列

最高，为１７．２７％（１９／１１０），其次是２００４年１月、

排队，做进化树，用ＴＲＥＥＶＩＥｗ绘制进化树。基因

２００３年１０、１２月，ＮＬＶｓ阳性率分别为１５．７９％（３／

序歹０来自ＧｅｎＢａｎｋ。

１９）、８．１１％（１５／１８５）、１１．３６％（５／４４）。
结

果

１。粪便标本的收集及检测：２００３年１０月至

４．ＮＬＶｓ流行优势株及遗传进化树分析：随机
抽取１１株检出的ＮＬＶｓ进行ＰＣＲ产物的纯化和测
序，将测序结果在网上于ＧｅｎＢａｎｋ进行ＢＬＡＳＴＮ库

·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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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证实１１株ＰＣＲ产物均为ＮＬＶｓ。将引物序列

去除后与参考株进行比较，并绘制了遗传进化树（图

讨

论

２）。同源性比较（表２）与进化树分析表明本研究检

ＮＬＶｓ是世界范围急性非菌性胃肠炎的重要病

测的ＣＨ０３０６２、ＣＨ０３１００、ＣＨ０３２８０、ＣＨ０３２９６、

原，临床症状以腹泻、呕吐、发热为主要表现，其中呕

ＣＨ０３３９６五株病毒与参考株ＣａｍｂｅｒｗｅＵ

ｖｉｒｕｓ

吐发生率较高。又因该病在冬季多有流行，所以曾

（ＣＡｖ）同源性最高，属ＧⅡ一４群（ｃｌｕｓｔｅｒ）ｏ ７｜。而

被称为“冬季呕吐病”。调查结果表明，腹泻患儿粪

ＣＨ０３００７、ＣＨ０３００９、ＣＨ０３１２１、ＣＨ０３２７８、ＣＨ０３３９９

便ＮＬＶｓ阳性率为１１．７３％，是重要的致泻病原体。

与参考株Ｍｅｘｉｃｏ ｖｉｒｕｓ（Ｍｘｖ）同源性最高，属ＧⅡ．３

在芬兰曾对２～２４月龄儿童进行了２年的前瞻性队

群。ＣＨ０３０５５株核苷酸序列与参考株Ｈａｗａｉｉ

ｖｉｒｕｓ

列研究喁ｏ，检测腹泻患儿粪便标本中ＮＬＶｓ阳性率

（ＨＶ）、Ｓｎｏｗ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ｖｉｒｕｓ（ＳＭＶ）、Ｍｅｌｋｓｈａｍ

ｖｉｒｕｓ

为２０．２％，其中约一半患儿到医院就诊。本次研究

（ＭＫＶ）、Ｌｏｒｄｓｄａｌｅ ｖｉｒｕｓ（ＬＶ）同源性分别为

是在三级甲等医院收集的腹泻患儿的粪便标本，可

８５．１６％、８３．７１％、８２．８１％、８３．２６％，同源性均较

能低于社区人群中的ＮＬＶｓ感染性腹泻发病率。研

低，可能属于新的群。基因序列来自ＧｅｎＢａｎｋ，编号
为ＣＡＶ，ＡＦｌ４５８９６；ＭＸＶ，Ｕ２２４９８；ＨＶ，Ｕ０７６１１；
ＳＭＶ，Ｌ２３８３１；ＭＫＶ，Ｘ８１８７９；ＬＶ，Ｘ８６５５７；Ｂｒｉｓｔ０１
ｖｉｒｕｓ（ＢＶ），Ｘ７６７１６；Ｎｏｒｗａｌｋ ｖｉｒｕｓ（ＮＶ），Ｍ８７６６ｌ。

究的４个月中以１１月份发病率最高（１７．２７％），其
他３个月也均有较高的发病率。与我国长春地区的
研究结果稍有不同ｂ ｏ，以１２月份发病率最高，其次
为１、２及１１月份，而１０月份发病率很低，这种差异
提示我国南方地区发病高峰期可能早于北方地区。
本资料研究时间较短，要明确广州地区全年发病情
况还需扩大时间范围及进行社区人群的研究。
ＮＬＶｓ可导致成人与儿童腹泻病的发生，但初
次发病的年龄很小（本研究中患儿最小为２５天龄）。
我国北京、太原市的血清学研究资料表明旧’１驯，３岁

时ＮＬｖｓ血清抗体水平就已达到８０％～９０％，前期
研究显示，在３岁以前的婴幼儿血清中也存在较高
的ＮＬＶｓ抗体水平（６３．９％）Ｈ Ｊ，所以ＮＬＶｓ感染在

婴幼儿期应相当普遍。本次研究中ＮＬＶｓ感染患儿
主要分布于２岁以下，占检测阳性数的８５．７１％（３６／
４２），其中又以６～１２月龄、１～２岁两组阳性率最高，

共占７３．８ｌ％（３ｌ／４２），与我国其他地区研究结果相
图２

ＮＬ、，Ｓ

ＲＮＡ依赖的ＲＮＡ聚合酶区部分

核苷酸序列（ＨＶ ｎｔ４３２９～４５４９）遗传进化树

表２

１０株ＮＬＶｓ与所选的ＮＬＶｓ ＲＮＡ依赖的ＲＮＡ

似。ＮＬＶｓ阳性患儿性别分布存在着明显差异，男

性约是女性的２倍（２９／１３），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由于
总体腹泻患儿性别比例的差异所导致，存在着性别
差异的原因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多聚酶区部分核苷酸序列同源性（％）

国外有关研究资料表明，有ＲＶ与ＮＬＶｓ合并
感染的情况很少见，但我国ＮＬＶｓ感染情况是否如

此则没有相关的研究结果。我们随机抽取了２０份
ＲＶ检测阳性标本检测ＮＬＶｓ，未发现合并感染者。
经测序鉴定的１１株ＮＬＶｓ中，有５株属ＧⅡ．３
群，５株属于ＧⅡ一４群，１株尚不能确定所属群，说明
ＣＨ０３００７

９４．１２

７８．７３

７５．１１

６１．０９

ＣＨ０３００９

９４．１２

７８．７３

７５．１１

６１．０９

ＣＨ０３１２１

９４．１２

７８．７３

７５．１１

６１．０９

ＣＨ０３２７８

９４．１２

７８．７３

７５．１１

６１．０９

ＣＨ０３３９９

９３．６７

７８，２８

７５．５７

６１．５４

广州地区的流行株有ＧⅡ一３群和ＧⅡ．４群两个群的
ＮＬＶ株。ＧⅡ一４群病毒株是我国北方的流行株ｂ１，
也是全球ＮＬＶｓ流行的优势株，本研究证实ＧⅡ一４群
ＮＬＶｓ株也是我国南方的流行优势株。与北京、长

·５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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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０１ｅｃｕｌａｒ

春地区的研究资料不同的是，ＧⅡ．３群病毒株也是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ｓ ｏｆ

我国南方的流行优势株，而长春测序的１７株中仅１

ｏｆ

“Ｎｏｒｗａｌｋ一１ｉｋｅ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

ｉｎ

ｖｉｒｕｓ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Ｊ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２００２．１８６：１—７．

株属ＧⅡ一３群∞Ｊ，表明我国不同的地区存在着不同的

２陈东梅，张又，钱渊，等．北京地区婴幼儿人类杯状病毒感染状

流行优势株。在测序的１１株ＮＬＶｓ中无Ｇ Ｉ型，可
能Ｇ Ｉ型ＮＬＶｓ在本地的流行居次要位置。

况及型别分析．中华儿科杂志，２００２，４０：３９８—４０１．
３谢华萍，方肇寅，王光，等．长春市儿童医院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婴幼

采用ＪＶｌ２Ｙ／ＪＶｌ３Ｉ引物进行ＲＴ—ＰＣＲ检测
ＮＬＶｓ，阳性率为“．７３％（４２／３５８），该结果明显低于
国内其他研究结果，差别较大。其原因除研究时间、

儿杯状病毒腹泻流行病学研究．病毒学报，２００２，１８：３３２—３３６．
４戴迎春，聂军，刘翼，等．广州地区人类杯状病毒感染的初步研
究．第一军医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４：２９６．２９９．
５

地点不同和标本多来自门诊患者外，可能与下列因

Ｍ，Ｌｕａｎ

ＮＰ，Ｇｕ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０９ｙ ｏｆ ｓｍａｌｌ

素有关。如采用了两种检测方法（但符合率不足
１５％）旧ｏ、阳性结果没有进行序列测定Ｈ川、显色检测

Ｌｅｖｅｔｔ

ａ１．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

ｒｏｕ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Ｖｅｎｎｅｍａ Ｈ，ｄｅ Ｂｒｕｉｎ Ｅ，Ｋ００ｐｍａｌｌｓ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ｕｓｅｄ

判定结果没有采用盲法等旧Ｊ，上述原因均可造成假

ｇｅｎｅｒｉｃ

阳性结果。研究中对阳性标本随机抽取了１１份进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ａｓｅ

ｖｉｒｕｓｅｓ

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ａ

ａ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１９９６，３４：１４９７—１５０１．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６

Ｂ，ｅｔ

Ｍ．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 Ｎｏｒｗａｌｋ一１ｉｋ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ｖｉｒｕ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Ｊ ＣＩｉｎ Ｖｉｒｏｌ，２００２，２５：

２３３，２３５．

行测序分析，测得序列进行ＢＬＡＳＴＮ于ＧｅｎＢａｎｋ库

７

比较，结果全为ＮＬＶｓ，证实了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害应当引起重视并开展正规和广泛协作的流行病学
研究，以全面、系统的了解我国人群中ＮＬＶＳ感染情
况的规律和特点，为控制ＮＬＶｓ感染提供理论依据。
此外，研究证实ＮＬＶｓ感染病例中２岁以内患儿占
８０％以上，患儿不伴有或与ＲＶ共同感染，ＧⅡ一３群
与ＧⅡ一４群ＮＬＶｓ株同为本研究季节的流行优势株。

Ｔ，

Ｎｏｅｌ

“Ｎｏｒｗａｌｋ＿ｌｉｋｅ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ＮＬＶｓ是引起广州地区某

医院儿童秋冬季腹泻的重要病原体，其所造成的危

Ａｎｄｏ

ＪＳ，

ＦａｎｋｈｕＳｅｒ ＲＬ

ｖｉｒｕｓｅｓ”．Ｊ

Ｇｅｎｅ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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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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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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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临床医院感染学》（修订版）征订启事
为迎接“医院管理年”和准备医院分级评审，由卫生部殷大奎、于宗河、王羽等领导主审，全国医院感染监控管理培训基
地、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徐秀华教授主编的《临床医院感染学》修订版（１９９８年初版）将于２００５年７月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包括
理论与实践两部分，内容除医院感染的基础知识及进展外，还体现了Ｉ临床各科感染性疾病的新进展；并根据国内外医院感染
控制指南更新了感染控制的指导方案，如呼吸机相关感染、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以及相关检验方面内容。本书由湖
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１８０万字，售价１４８元／本，加寄１５％邮费，合计１７０元／本（订购２本以上者，邮费酌减为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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