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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宁夏及其周边地区博尔纳病病毒感染的

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王振海谢鹏
【摘要】

韩玉霞

目的

詹军

探讨博尔纳病病毒（ＢＤＶ）在宁夏及其周边地区的流行状况。方法

采用巢式逆

转录酶聚合酶链反应结合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了５２例病毒性脑炎（ＶＥ）患者和３２名健康人外周血液
（ＰＢＭＣ）和脑脊液有核细胞（ＣＳＦＭＣ）、５３例抑郁症（ＤＤ）患者和３６０只绵羊ＰＢＭＣ中ＢＤＶ ｐ２４基因
片段，对阳性产物进行基因序列测定ｊ同源性和氨基酸顺序分析；并绘制系统发生树，分析ＢＤＶ感染
ＢＤＶ ｐ２４基因片段阳性率在ＶＥ患者ＣＳＦＭＣ为１１．５４％、ＤＤ患者

的分子流行病学特点。结果

ＰＢＭＣ １１．３２％明显高于健康人０％（Ｐ＜０．０５）；绵羊的ＰＢＭＣ为７．７８％与健康人对比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系统发生树图形表明，绵羊ＰＢＭＣ目的基因片段与人类ＶＥ和ＤＤ核苷酸序列亲缘
关系最近，来源于一个分支，并与德国Ｈ１７６６病毒株核苷酸序列亲缘关系最近，其变异性较小。结论
宁夏及其周边地区部分ＶＥ、ＤＤ可能与ＢＤＶ感染有关，健康绵羊存在ＢＤＶ的自然感染，其流行可能
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人类ｖＥ、ＤＤ的ＢＤＶ感染可能存在潜在动物源性，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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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纳病病毒（Ｂｏｒｎａ

ｎｅｓｔ

ＲＴ—ＰＣＲ

ｖｉｒｕｓ，ＢＤＶ）是一

为致死性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以行为异常、脑实质和

种非细胞溶解性、负链、单股ＲＮＡ嗜神经病毒，其

脑膜的炎性细胞浸润，以及疾病特异性抗原在边缘

感染范围从鸟类到灵长类，并造成博尔纳病（Ｂｏｒｎａ

系统中积聚为特征。自然感染以马和羊为主，人类

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Ｄ），即免疫介导的脑脊髓炎，其临床表现

的ＢＤＶ感染可能与部分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病有

ｄｉｓｅａｓｅ

关。１’２１。我国重庆和哈尔滨等地已有对血液ＢＤ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４７０６０５）；宁夏卫生厅
基金重点资助项目（ｗ２００４０２１）
作者单位：７５０００４银川，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综合病房（王振
海）；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重庆市神经病学重点实验
室（谢鹏）；宁夏回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韩玉霞、詹军）
通讯作者：谢鹏，Ｅｍａｉｌ：ｘｉｅｐｅｎ９５８＠２１ｃｎ．ｃｏｍ

检测的散在报道ｂ’４Ｉ，但宁夏及其周边地区的ＢＤＶ
感染国内外尚未见有报道。为此我们采用巢式逆转
录酶聚合酶链反应结合荧光定量ＰＣＲ（ＦＱ—ｎＲＴ—
ＰＣＲ）检测上述地区病毒性脑炎（ｖｉｒａｌ ｅｎｃｅｐｈａＩｉｔｉｓ，

生堡煎笪煎堂盘查！！业生！旦箜！！鲞筮！塑ｇｂ也』垦Ｅｉｉ！望塑：』！！！！！竖：№！：！！：垒生：！

·４８０·

ＶＥ）患者、抑郁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ＤＤ）患者和

（２）ＢＤＶ质粒标准曲线制作：将重组质粒定量

健康人以及绵羊外周血液中ＢＤＶ ｐ２４基因片段，现

后作为阳性模板，稀释成１０６、１０５、１０４、１０３、１０２拷

将初步结果报道如下。

贝／”ｌ浓度梯度，在ＡＢＩ Ｐｒｉｓｍ＠７７００型扩增检测仪
上进行ＰＣＲ扩增，该扩增检测仪在ＰＣＲ反应进行

材料与方法

的同时，每８秒钟检测１次ＰＣＲ产物的量（即反应
１．研究对象：５２例ＶＥ患者均系宁夏及其周边

管中荧光值Ｒｎ的变化），做到实时检测。反应结束

地区医院神经科２００３年８月到２００５年８月住院及

后，由计算机自动分析出定量结果，并给出ＰＣＲ扩

门诊患者，通过临床表现、脑脊液（ＣＳＦ）和血液常规

增的动力学曲线。

生化检测及细胞学、脑电图及影像学等检查，符合

（３）ＦＱ—ｎＲＴ—ＰＣＲ：首先进行逆转录反应，在含

ＶＥ的临床诊断，并行单纯疱疹病毒、ＥＢ病毒等特

ＲＮＡ的６５℃烘干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管中加入逆转录体系

异性抗体检测，筛选全部病例经病原学诊断不明确

１４．２肛１，外引物一对各０．４肛１，逆转录酶ＭＭＬＶ

者，男３７例，女１５例，平均年龄４２岁±１０岁，收集

１肚ｌ（２０ Ｕ），总反应体积为２０弘ｌ，３７℃持续１ ｈ，９５℃

发病后１５天内的血液和ＣＳＦ各５２例，１５—３５天的

３

血液３８例和ＣＳＦ ２３例。收集３２例上述医院外科

５肛ｌ，加外引物一对各０．５肛ｌ，ｄＮＴＰ（２５ ｍｍｏｌ／Ｌ）

手术患者血液和ＣＳＦ，男１８例，女１２例，平均年龄

０．３肛１，５×定性ｂｕｆｆｅｒ

３７岁±１１岁。５３例ＤＤ患者均系上述地区医院神

（２ ｕ），总反应体积２０肛ｌ，进行第一轮ＰＣＲ，反应条

经科和精神科２００４年４月到２００５年８月住院及门

件为：９３℃预变性２ ｍｉｎ，９４℃变性４５ ｓ，５５℃退火

诊患者，诊断均符合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２００１年

３０

制定的中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第三版

７

（ＣＣＭＤ。３）ＤＤ的诊断标准，采用ＨａｍｉＩｔｏｎ抑郁量表

轮扩增产物５肛Ｉ，ｄＮＴＰ １肛１，Ｔａｑ酶２弘Ｉ，２５ ｍｍｏＩ／Ｌ

（ＨＡＭＤ）对患者进行评分：ＤＤ患者≥１７分入组。

ＭｇＣｌ２１０ ｐｌ，内引物一对各１ ｐｌ，荧光标记探针１弘ｌ。

男２２例，女３１例，平均年龄３７岁±１９岁；并同时

反应条件为：９３℃预变性２ ｍｉｎ；９３℃４５ ｓ，５５℃

收集３２名上述地区血库提供的健康自愿献血者为

１

对照，男１８名，女１４名，平均年龄３４岁±１５岁；在

周期。每次实验设阴性对照。

ｍｉｎ灭活逆转录酶。然后取逆转录后反应产物

ＤＮＡ聚合酶１．５肛１

ｓ，７２℃延伸４５ ｓ，共循环２０周期；再７２℃延伸
ｍｉｎ。第二轮ＰＣＲ总反应体积亦为５０肚ｌ，含第一

ｍｉｎ，循环１０个周期；９３℃３０ ｓ，５５℃４５ ｓ，循环４０

上述地区的１２个点，每个点随机抽取绵羊外周血液
３０份，共计３６０份。

５弘１，Ｔａｑ

（４）ＰＣＲ产物纯化、克隆、测序和系统发生树分
析：对阳性ＰＣＲ产物采用纯化、克隆后由中山大学

２．主要试剂及仪器：①外引物：Ｐ１：５ ７一ＴＧＡ

达安基因诊断中心进行测序。测序结果用ｃｌｕｓｔａｌｘ

ＣＣＣＡＡＣＣＡＧＴＡＧＡＣＣＡ一３

７（１９ ｂｐ），Ｐ２：５ ７一ＧＴＣ

１．８３、ＤＮＡｔ∞ｌｓ ６．０软件与ＧｅｎＢａｎｋ提供的不同时

ＣＣＡＴＴＣＡＴＣＣＧＴＴＧＴ（＞３

７（１９ ｂｐ）；（Ｄ内引物：Ｐ１：

间、地点分离的国外标准病毒株进行同源性和氨基

５ ７一ＣＣＣＴＣＣＡＡＧＴＧＧＡＡＡＣＣＡＴ一３

７（１９ ｂｐ），Ｐ２：５

ＣＡＧＴＡＴＣＴＴＧＡＴＧＴＴＣＴＣＧＣＣＡ一３

７（２２ ｂｐ）。

７一

均

酸顺序分析，绘制系统发生树和ＢＤＶ阳性患者的地
理分布简图，揭示ＢＤｖ分子水平的流行规律。

由上海博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荧光探针的序
歹Ⅱ：５ ７一ＦＡＭ—ＴＣＡＧＣＧＧＴＧＣＧＡＣＣＡＣＴＣＣＧＡＴＡＧ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
皮尔逊Ｙ２和相关性检验。

Ｃ—ＴＡＭＲＡ一３ ７（２５ ｂｐ），由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诊断中

结

心合成。ＡＢＩ Ｐｒｉｓｍ＠７０００型荧光定量ＰＣＲ仪（美
国应用生物系统公司产品）；ＧｅｎｅＡｍｐ

１．ＦＱｍＲＴ．ＰＣＲ扩增ＰＢＭＣ和ＣＳＦＭＣ中

ＰＣＲ Ｓｙｓｔｅｍ

９７００（美国Ｐｅｒｋｉｎ Ｅｌｍｅｒ公司产品）。

果

ＢＤＶ

ｐ２４基因片段的检测：ＢＤＶ ｐ２４基因片段阳性

３．方法：

率，ＶＥ患者ＣＳＦＭＣ为１１．５４％（６／５２）、ＤＤ患者

（１）提取细胞总ＲＮＡ：外周血液用Ｆｉｃ０１ｌ—ｃｏｎｒａｙ

ＰＢＭＣ １１．３２％（６／５３）明显高于健康人０％（０／３２）

液分离外周血有核细胞（ＰＢＭＣ）；ＣＳＦ

ｍ１，离心分

（Ｐ＜０．０５）；绵羊的ＰＢＭＣ为７．７８％（２８／３６０）与健

离ＣＳＦ有核细胞（ＣＳＦＭＣ），采用Ｔｒｉｚｏｌ ＲＮＡ提取

康人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ＶＥ患者中

试剂盒（北京鼎国公司）提取细胞总ＲＮＡ，标本

ＰＢＭＣ和ＣＳＦＭＣ

置一７０℃保存。

值呈显著正相关（ｒ＝０．６５３，Ｐ＜Ｏ．０５），见表１。

５

ＢＤｖ

ｐ２４基因片段拷贝数的对数

·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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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ＰＢＭＣ和ＣＳＦＭｃ中ＢＤＶ ｐ２４基因片段的检测结果

·

（图２）。从发生树可以看出，我们检测的ＶＥ患者
的ＣＳＦ、ＤＤ患者的ＰＢＭＣ和绵羊ＰＢＭＣ三者目的
基因片段与德国Ｈ１７６６、Ｈ５４４和澳大利亚的Ｓ８８病
毒株核苷酸序列亲缘关系最近，其同源性分别为
９６．５％、９６％和９６％。
讨

论

＊与健康人ＣＳＦＭＣ比较，Ｐ＜Ｏ．０５；＃与健康人ＰＢＭＣ比较

近年来病毒性感染疾病在世界许多国家呈爆发

Ｐ＜Ｏ．０５

２．ＢＤｖ基因序列同源性和氨基酸顺序分析：以

性流行，如尼巴病毒（ＮｉＶ）和西尼罗河病毒（ｗＮＶ）

国际上公认的ＢＤＶ有代表性的可识别的开放读码

脑炎，导致感染区数千人短时间内迅速死亡；２００４

ｆｒａｍｅ，ＯＲＦ），编码为磷蛋白（Ｐ，

年以来发生的人感染禽流感病毒等都引起了人类恐

ｐ２４）作为研究对象，用ＦＱ—ｎＲＴ—ＰＣＲ扩增出宁夏及

慌和高度重视。ＢＤＶ可能也是新发感染性疾病中

框（ｏｐｅ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ＰＢＭＣ和绵羊ＰＢＭＣ的目

的一种病原体，本研究采用ＦＱ—ｎＲＴ—ＰＣＲ检测宁夏

的基因片段，并进行纯化、克隆和测序，结果经

及其周边地区ＶＥ患者ＰＢＭＣ和ＣＳＦＭＣ、ＤＤ患

ＢＬＳＡＴ软件分析，证明为ＢＤＶ ｐ２４基因片段。与

者、健康人和绵羊的ＰＢＭＣ中ＢＤＶ ｐ２４基因片段。

ＧｅｎＢａｎｋ提供的标准病毒株Ｖ核苷酸序列比较同

从地域分布上看（图３）：①检测标本来源于１２市

源性为９６．５１％，在３个位点出现突变

区。５２例ＶＥ患者中血液５例（９．６％）和ＣＳＦＭＣ

（ｎｔｌ６４９Ｔ—Ｃ，ｎｔｌ６７０Ｃ—Ｔ，ｎｔｌ６７３Ｃ—Ｇ），突变率

例（１１．５％）ＢＤＶ ｐ２４基因片段阳性；３２名健康人均

为３．４９％，所编码的氨基酸大约为第５３６～５６４位氨

为阴性。ｖＥ患者ＣＳＦＭＣ ６例阳性主要来自于宁

基酸，第５４８位的Ａ由ｖ代替，第５５５位的Ｇ由Ｅ

夏固原市（２例）、吴忠市和石嘴山市（各１例）及内

代替（图１）。该目的基因变异程度小，加上多数突

蒙古乌海市和阿拉善左旗（各１例）；ＤＤ患者ＰＢＭＣ

变为无义突变，所以氨基酸序列变异很小。

６例阳性患者主要来自于宁夏固原市、中卫市、吴忠

其周边地区ＶＥ

ＣＳＦ、ＤＤ

６

３．ＢＤｖ系统发生树分析：应用ｃｌｕｓｔａｌｘ １．８３软

市和石嘴山市（各１例）、内蒙古乌海市（１例）和陕

件，将所测的ｖＥ患者ＣＳＦ、ＤＤ患者ＰＢＭＣ和绵羊

西定边县（１例）；②以宁夏吴忠市为界线，进行南北

ＰＢＭＣ三者基因序列与ＧｅｎＢａｎｋ提供的２５个国外

区域划分，结果６０％阳性标本来自于北部地区，

有代表性病毒株进行序列分析，并绘制系统发生树

７５％阳性标本分布于半农半牧区；③经皮尔逊相关
１６９４性检验分析，在ＢＤＶ

１６０９

Ｓ”。Ｉ

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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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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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内外实验

ＧＧＣＧＡＧＡＡＣＡＴＣＡＡＧＡＴＡＣＴＧ耳】／卜／、１儿Ｊ川’Ｖ

Ｉ，Ｊ

及其周边地区ＢＤｖ

５

ＰＳ？？ｉ？引‘？？ｉ Ｎ ｒ。Ｗ？ｙ ｉ？ＲＴ ｉ？ｊ。

感染率略高，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①不同地域
；盥米罕哈向，ⅡＪ月巨习ｒ、岁Ｕ囚系伺大：Ｕ个ＪＨＪ飓峨

？？ｊ ｗＫ？？？？？“÷”｜＿Ⅵ６馨？？？“１、洲。ｊ

的ＢＤｖ感染率可能不同，宁夏处于半农半牧

Ｊ』

Ｉｌｃ／８０

ｏ．０５）。

及
ｊ。。ＴＣ？Ｍ州。ＡＡ削。ＡＴ型。。Ａｃｊ。。１、ｃｊＧｃＧ“Ｇｃｊ剧Ａｃ÷。。ｊｊ捌ＧｃＡＴｃＡＧＧＡＴ一‰ＧＣ“。√酬，。“ＧＡＴＡ“ｊ结果对比分析，宁夏
ＣＣＣＴＣＣＡＡ（；ＴＧＧＡＡＡＣＣＡＴＣＣＡＧＡＣＡＧＣＴＣＡＧＣ【；ＧＴＧＣＧ Ａ【１ＣＡＣＴＣＣＧＡＣＡＧＣＡＴＣＡＧＧＡＴＣＣＴ‘１
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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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正相关（Ｐ＜

眦。。。

Ｐ

ｘ

区，居民具有同马、牛、羊等广泛的接触史；国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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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感染率为２％～１３％，一些学者认为ＢＤＶ
感染存在动物源性，另一些认为接触马、牛、羊

ＰｃＲ扩增的目的基因片段与Ｇ。ｎＢ。ｎｋ提供的

和猫等动物不能增加ＢＤＶ血清抗体阳性率；从

标准病毒株ｖ和Ｈｅ／８０病毒株核苷酸和

该系统发生树分析，检测的ＶＥ患者ＣＳＦ、ＤＤ

氨基酸序列对比

患者ＰＢＭＣ和绵羊ＰＢＭＣ三者目的基因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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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但因血液中病毒ＲＮＡ的水平低，若标本保存
处理不当可出现假阴性或假阳性∽１。这可能也是检
测ＢＤＶ人类感染阳性率差异较大的原因；ＦＱ—ｎＲＴ—
ＰＣＲ在扩增反应中加入了特异性２个荧光标记的
探针，增强了检测的特异性，避免了扩增产物后处理
的可能污染所致的假阳性。本组资料统计提示，宁
夏及其周边地区部分ＶＥ、ＤＤ可能与ＢＤＶ或ＢＤｖ
相关病毒感染有关，健康绵羊存在ＢＤＶ的自然感
染，并可能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同时也可以看
出，我们所检测的目的基因片段多数突变为无义突
变，变异程度小，氨基酸序列高度保守，但由于缺乏
ＢＤＶ分离株，分子生物学性质研究相对较少，尚无
法做出全面的解释。因此，需要对ＢＤｖ感染的分子
图２

ＢＤＶ系统发生树分析

病毒学以及广泛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进一步揭示
ＢＤＶ的流行规律，为预防和控制ＢＤＶ打下基础。
（本课题部分实验在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诊断中心完成，
得到胡斌、王伟毅博士，王涛和乔颖枫技师的指导和帮助，谨
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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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邹德智，谢鹏，徐平，等．重庆地区精神疾病患者Ｂｏｍａ病病毒感
染的初步报道．中华精神科杂志，２００３，３６：２２８—２３０．
４杨爱英，张凤民，李均辉，等．用蛋白印迹试验检测精神分裂症患
图３

宁夏及其周边地区ＢＤｖ阳性患者和

者血清中博尔纳病病毒．ｐ２４抗体的研究．中华实验和ｌ临床病毒学
杂志，２００３，１７：８５—８７．

标本来源地的地理分布

与德国Ｈ１７６６病毒株核苷酸序列亲缘关系最近，来
源于一个分支，其变异性较小，说明ＢＤＶ流行有一
定的地域局限性；绵羊ＰＢＭＣ目的基因片段与人类

５裳＝：三＝：ｉ娑：：＝：三兰蕊淼；
９８：，镰２７４
６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和ＤＤ患者核苷酸序列亲缘关系最近，来源于一
个分支，提示可能存在人类感染的潜在动物源性，有

７

８

阳性率可能也不同；本组检测ＶＥ患者是在出现症
状后１５天内行腰穿取ＣＳＦ，ＢＤｖ检测结果阳性率
高于１５—３５天，其结论与Ｄａｖｉｅｓ等‘７１和Ｄａｖｉｓ，
Ｔｙｌｅｒ‘８１报道相一致；④不同检测方法对检测结果也
有很大的影响。ＦＱ—ｎＲＴ－ＰＣＲ有很高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可检出每份标本中１０～１００个ＢＤｖ基因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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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于进一步研究；②分离检测ＰＢＭｃ和ｃｓＦＭｃ的
方法不同可能影响检出率；③不同发病时期检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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