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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巢式ＰＣＲ诊断儿科患者鼻病毒感染的探讨
赵林清钱渊

【摘要】

朱汝南邓洁

目的

王芳

了解儿科急件呼吸道感染的病毒病原，建立快速、敏感、特异的检测鼻病毒

（ＨＲｖ）的方法。方法根据已发表的ＨＲｖ的核苷酸序列设计巢式ＰｃＲ引物，并用多种呼吸道病毒
的标准毒株确定方法的特异性。收集２００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１１月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标本７７ｌ
倒，应用巢式ＰｃＲ方法检测标本中有无ＨＲｖ基因片段。结果

特异性检测结果显示仅ＨＲｖ

ｃＤＮＡ

有预期大小的片段扩增。７７１例标本中ＨＲｖ总检出例数为１４８例（１４８『７７１），占１９ ２％；ＨＲｖ阳性检
出率在咽炎患儿中达到５３ ３％（８儿５），喉炎患儿４３ ８％（７／１６），支气管炎患儿为２８．７％（２９／１０１），其他
如急性扁桃体炎、急性肺炎等患儿也有较高的ＨＲＶ阳性检出率。在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以及２００３年８

Ｏ

月ＨＲｖ检测阳性率较高（２ｌ ６％～３２ ６％），尤其在２００３年９月份ＨＲｖ检测阳性率最高，达到
３２

６％；２００３年３—７月｝ｍｖ阳性标本所占百分率较平稳，在１６

１％之间。结论建立的巢

Ｏ％～１９

式ＲＴ。ＰＣＲ可以检测到儿科呼吸道感染患儿标本中的鼻病毒基因片段；ＨＲＶ是北京娑幼儿急性呼吸
道感染的露要病毒病原之一。
【关键词】鼻病毒；巢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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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病毒（ｈｕｍａｎ ｒｈｉｎ。ｖｉｒｕｓ，ＨＲｖ）是成人和儿童

病毒病原之一。目前在我国对儿童呼吸道感染的病

呼吸道感染的最主要病原，并且是诱发哮喘的主要

毒病原学检测主要集中于呼吸道合胞病毒（ＲｓＶ）、
流感病毒（Ｉｎｆ）、副流感病毒（ＰＩｖ）、腺病毒（ＡＤｖ）

基金项目：北京人类疾病基因诊断基础性研究实验室科研资助
项目（Ｊｓ９６‘）０４）．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专砸经费个人资助项目

等４种病毒，至今尚未见对ＨＲＶ感染的研究报道，
这势必会低估病毒在儿童呼吸道感染病原中作用，

（２００４２Ｉ）【＇３００９３５）；北京市科委新星汁划资助项日（２００４８３４】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０，首都儿科研究所病毒研究室北京市感染与

抗生素过度应用的原因之一”。。为了解ＨＲｖ在儿

免疫中心实验室

通讯作者：镘渊，Ｅ…【：ｙｑⅢ１巧ｃ＠２６３

也可能成为我刚儿科医师埘呼吸道感染患儿治疗中

ｌｌｅｔ

科急性呼吸道感染中的作用，我们设计了针对ＨＲ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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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序列保守区的巢式ＰｃＲ引物，以期建立快速、

６．巢式ＰｃＲ方法特异性检测：以ＡＤｖ、ＭＰ标

敏感、特异的检测ＨＲｖ的方法，并探讨该方法在病

准株ＤＮＡ以及Ｒｓｖ、Ｉｎｆ、Ｅｖ标准株或分离株的

毒病原学诊断中的应用。

国ＮＡ产物作为反应模板，应用ＨＲｖ巢式ＰｃＲ引
物进行巢式ＰＣＲ扩增，以检测方法的特异性。

材料与方法
结

果

１．标准毒株来源：ＨＲｖｌ４型（ＨＲｖｌ４）标准株
１０５９株来自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由首都儿科研

１．巢式ＰｃＲ方法特异性检测：以ＡＤｖ、ＭＰ标

究所张霆研究员赠送；肠道病毒（Ｅｖ）柯萨奇Ｂ３

准株的ＤＮＡ以及Ｒｓｖ、Ｅｖ标准株、Ｉｎｆ分离株的

Ｎａｎｅｙ株、ＡＤｖ ３型ＧＢ株由崔小岱副研究员赠送；

ｃＤＮＡ产物作为反应模板，应用ＨＲｖ巢式ＰｃＲ引

ＲｓＶＡ亚型原型株Ｌｏｎｇ株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物进行ＰｃＲ扩增。结果显示仅ＨＲＶｌ４ ｃＩ）ＮＡ有特

心病毒病研究所赠送；Ｂ亚型原型株ｃＨｌ８５３７株由

异性扩增片段，其他标准株ＤＮＡ或ｃＤＮＡ均无预

美国国立卫生院（ＮＩＨ）ｃｏｌｌｉｎｓ教授惠赠；Ａｌ型及

期的扩增产物。表明所用的检测ＨＲｖ目的基因片

Ａ３型流感病毒分离株由病毒室分离鉴定；肺炎支原

段的巢式ＰｃＲ方法与其他常见呼吸道病毒无交叉

体（ＭＰ）由荆菌室孙红妹副研究员赠送。

反应性。

２临床标本收集和处理：收集２００２年１１月至

２．临床标本中的ＨＲｖ检测结果：对２００２年１１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束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医院门诊就诊

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的７７ｌ例临床标本进行了ＨＲｖ

或住院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标本７７１例，其中咽

检测，取自门诊患儿的２８２例标本中有４９例检测到

拭子２８２例，取自门诊患儿；鼻咽分泌物标本４８９

ＨＲｖ，检测阳性率１７ ４％（４９／２８２）；取自住院患儿的

例，取自住院患儿。所有的标本均经常规处理后离

４８９例标本巾有９９例检测到ＨＲｖ，检测阳性率

心，上清用于ＲＮＡ提取。

２０

３．引物设计：参照文献［２］在ＨＲｖｌ４ ５’端非编
码区（５’一ＮｃＲ）保守区基因序列设计巢式ＰｃＲ引
物，包括外侧引物Ｒｈｌ：５’一ｃｃｃ

ｃＴＧ ＡＡＴ

２％（９９／４８９）。ＨＲｖ总检出例数为１４８例，总阳

性率为１９ ２％（１４８／７７１）。
３

ＨＲｖ感染与临床症状之间的关系：７７１例临

Ｇ（ＣＴ）Ｇ

床标本中有７６例标本取白发热患儿，９例ＨＲｖ检

ＧＣＴＡＡＣ一３’．Ｒｈ２：５’ＣＧＧ ＡＣＡ ＣＣＣ ＡＡＡ ＧＴＡ

测阳性（１１．９％，９／７６）；１９８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患

（汀（ｃＴ）ＧＧＴ ３’，预期扩增产物长度１０６ ｂｐ；内侧

儿中５０例ＨＲｖ检测阳性（２５ ３％，５０／１９８），其中明

引物Ｒｈ３：５’一（；ＡＡ ＴＧ（ＣＴ）ＧＧＣ ＴＡＡ ＣＣＴ ＴＡＡ

确诊断为咽炎的１５例患儿中８例ＨＲｖ检测阳性

（ＡＣ）ＣＣ一３’，Ｒｈ４：５’ＣＡＡ ＡＧＴ ＡＧＴ（ＣＴ）ＧＧ ＴＣＣ

（５３ ３％，８／１５），１６例明确诊断为喉炎的患儿中ｔ

ｃ（ＡＧ）Ｔ ｃｃ一３’，预期扩增产物长度９３ ｂｐ。引物由

例ＨＲｖ检测阳性（４３ ８％，７／１６），４例明确诊断为

赛百盛基因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扁桃体炎的患儿中１例ＨＲｖ阳性（２５．０％，ｌ／４）；

７

４病毒ＲＮＡ、ＤＮＡ提取：使川Ｔｒｉ∞ｌ

１０ｌ例支气管炎患儿中２９例ＨＲｖ检测阳性

（Ｉｎｖｊｔｒｏｇｅｎ公司产品）试剂盒提取标准毒株和标本

（２８ ７％，２９／１０１）；２７９例肺炎患儿中５３例ＨＲｖ检

中的ＲＮＡ、ＤＮＡ，操作按照说明书进行。

测阳性（１９．Ｏ％，５３／２７９）；３５例支气管哮喘患儿巾４

５．ｃＤＮＡ合成及巢式ＰｃＲ扩增：以ＲＮＡ为模

例ＨＲｖ检测阳性（１１ ４％，４／３５）；７１例其他患儿中

板，应用随机引物进行逆转录反应合成ｃＤＮＡ，然

（临床诊断为喉梗阻或抽搐待查等）３例ＨＲｖ检测

后进行巢式ＰｃＲ扩增。ＰｃＲ反应条件为：９４℃

阳性（４ ２％，３／７１）。

２０ ｓ，６０℃３０ ｓ，７２℃９

ｓ，扩增５０个循环。预期扩

４．ＨＲｖ感染的季节性分布：对所收集的２００２

ｐｌ

年“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的临床标本以及ＨＲｖ榆出

作为反应模板，进行第二次ＰｃＲ扩增，引物为

阳性率按月份进行统计。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００３年８、

Ｒｈ３、Ｒｈ４，反应条件为：９４℃１０ ｍｉｎ，９４℃１５

９、１０月份的ＨＲｖ检测阳性标本所占比例较高，分

增片段艮度为１０６ ｂｐ。取第一次ＰｃＲ反应产物５

ｓ，

６０℃３０ ｓ，７２℃８ ｓ，扩增４５个循环，预期扩增片段

别为２５

长度为９３ ｂｐ。以ＨＲＶｌ４标准毒株ｃＤＮＡ为阳性对

９月份为最高。２００３年３

照，无茼水为阴性对照。扩增产物经２％琼脂糖凝

所占百分率较平稳，维持在１６ ０％～１９．１％之间

胶电泳。

（图１）。

０％、２９

９％、３２．６％、２１

６％，尤以２００３年

７月ＨＲｖ检测阳性标本

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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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以及症状较轻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而减少了来
医院就诊的几率，进而影响到本研究中ＨＲｖ的阳
性检出率。如果要开展ＨＲＶ感染流行病调查时需

考虑到社选及医院两方面，才能使资料更客观的反
映ＨＲｖ感染状况。②本研究中不仅在上呼吸道感

染中ＨＲｖ有较高的阳性检出率，在下呼吸道感染
（如支气管炎、支气管肺炎等）中ＨＲｖ阳性检出率

电较高。这与文献报道的ＨＲＶ感染除了引起上呼
图ｌ

北京地区２００２

２０（）３年ＨＲｖ感染的季节性分布

讨

论

吸道感染性疾病以外，也会感染下呼吸道而引起肺
炎、儿童喘息、哮喘加重以及成人的慢性阻塞性肺炎
等下呼吸道感染症状的结论相一致”“Ｊ。

ＨＲｖ属小核糖核酸病毒。ＨＲｖ感染在世界各

文献报道，在世界范围内ＨＲｖ感染存在于各

地都很普遍，尤其是儿童更易受到ＨＲｖ感染。

年龄组并全年均可发生，但在温带地区ＨＲｖ感染

ＨＲｖ感染是普通感冒最常见的病因，可影响到整个

流行高峰主要集中于早春及秋天，这种季节性分布

的呼吸道，通过引起呼吸道黏膜的改变进而导致鼻

的可能原因是一些诸如学校开学、室内人群密集等

窦炎、中耳炎或者是加重哮喘发作”Ｊ。病毒分离加

季节性的变化”１。本研究中我们对ＨＲｖ感染进行

上耐酸性试验是最经典的检测ＨＲｖ的方法，但

ｒ季节性分布的分析，发现在２００２年１１月以及

ＨＲＶ不稳定，不易分离；由于ＨＲｖ存在１００多个

２００３年８

血清型，免疫学实验的鉴定方法非常复杂而几乎不

（２１．６％～３２ ６％），尤其是２００３年９月份ＨＲｖ检

可行。因此近年来国外开展的通过一个反应检测到

测阳性百分率最高，达到３２．６％；在２００３年３—７月

几乎所有型别的ＨＲｖ的ＲＴ—ＰＣＲ有可能在不久的

ＨＲＶ检测阳性标本所占百分率较平稳，维持在

将来取代病毒分离而成为一种常规的检测ＨＲｖ的

１６．０％～１９

方法“ｏ。

布总体趋势与国外文献报道相似，但不同月份之间

１０月ＨＲＶ检测阳性百分率较高

１％之间。本研究中ＨＲｖ的季节性分

本研究中考虑到ＨＲｖ血清型别多（１００多个），

的变化略区别于国外文献报道。因目前仅有一个年

型别问变异大，型别间保守的区域５’端非编码区

度的资料，应继续积累资料以了解ＨＲｖ感染的季

（５’一ＮＣＲ）又与Ｅｖ存在很高同源性等一系列特征，

节性分布。

我们参考国外文献ＨＲｖ ５’一ＮｃＲ保守区基因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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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药房购药即可治愈通常由ＨＲｖ感染引起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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