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５８

·

￡！ｉ！』垦逝ｉ！里ｉ！！！Ｅ！！！！！翌！！！！！ｙ型．！！！奠！：！

空堡煎鱼痘堂苤查！！！！笙！旦筮！！鲞塑！塑

·

实验室研究·
西安市家畜戊型肝炎病毒携带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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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西安市家畜戊型肝炎（戊肝）病毒（ＨＥＶ）携带情况。方法

目的

收集猪、犬等常

见家畜的胆汁标本，采用逆转录巢式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ｎＰｃＲ）技术扩增ＨＥＶ基因组开放读码２
（０ＲＦ２）区域内１５０ ｎｔ片段；阳性标本ＰＣＲ产物直接测序，并与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进行比对，构建进化树
分析遗传特征。结果共收集猪胆汁标本１９４份，犬胆汁标本１７８份，牛胆汁标本７９份，羊胆汁标本
１９１份。ＲＴ—ｎＰＣＲ检测结果表明，四种家畜胆汁标本ＨＥＶ ＲＮＡ阳性率分别为４．１０％、０％、０％、０％；
遗传距离分析发现本次得到的ＨＥＶ与Ⅳ型ＨＥＶ距离最近，其次为Ｉ型、Ⅱ型和Ⅲ型；氨基酸水平也
显示了同样的规律。结论猪是ＨＥＶ家畜宿主，Ⅳ型是主要流行型。
【关键词】戊型肝炎病毒；人兽共患病；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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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型肝炎（戊肝）病毒（ＨＥＶ）属于经消化道传

粪便更具有卫生学意义。然而粪便采集较胆汁标本

播病毒，流行病学监测显示ＨＥｖ发病率和暴发次

更难；研究表明ＨＥＶ在胆汁含量最高，其次是肝

数近年都有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ＨＥＶ

脏、粪便、淋巴结和外周血”。，因此推断胆汁标本可

属于人兽共患病…。目前已经从猪、鹿等动物体内

能会提高检出率。本研究主要采集西安地区家畜胆

分离到ＨＥＶ毒株心］，从犬、猫等多种家畜体内均检

汁标本，检测病毒ＲＮＡ，通过比较不同家畜的ＨＥｖ

测到了抗一ＨＥＶ抗体。３’引。除了猪与人ＨＥｖ的关系

ＲＮＡ阳性率，明确常见家畜中ＨＥｖ对人的潜在

已经得到广泛研究之外，其他家畜是否也携带病毒

影响。

以及与人ＨＥＶ的关系有待于明确。粪便中ＨＥＶ

材料与方法

可以直接排泄到环境中并引起人类疾病，因此检测
１．实验材料：ＴＲＩｚｏｌ Ｒｅａｇｅｎｔ购于Ｇｉｂｃｏ公司；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７７１８４２）

引物合成、ＰＣＲ产物测序均由北京鼎国生物工程公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教研

司完成；Ｔａｑ酶、Ｍ—ＭＬＶ逆转录酶、ｄＮＴＰｓ、ＤＮＡ

室（邵中军、郑英杰、熊成龙、陆一涵、姜庆五）；第四军医大学预防医
学系流行病学教研室（张景霞、徐德忠）；大同市第二卫生防疫站（马
文涛）
通讯作者：姜庆五，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ｑｗ＠ｓｈｍｕ．ｅｄｕ．ｃｎ

１ａｄｄｅｒ均购自于东洋纺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２．标本采集：２００７年３—４月从西安市某屠宰
场中收集猪胆汁标本１９４份，犬胆汁标本１７８份，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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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汁标本７９份，羊胆汁标本１９１份。

９２．５％；ＺＪＳｗｌ３１与ｚＪＳｗ３最近，同源性为９９．９％。

３．病毒ＲＮＡ提取：①取胆汁１００肚ｌ，加ＴＲＩｚｏｌ

而与参考株进行遗传距离分析后发现，本次得到的

５００舭ｌ，颠倒混匀，室温静置５ ｍｉｎ，加入氯

ＨＥＶ与Ⅳ型ＨＥＶ距离最近，其次为Ｉ型、Ⅱ型和Ⅲ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②取

型；氨基酸水平也显示了同样的规律（表２）。采用

Ｒｅａｇｅｎｔ

仿１００肚ｌ，振荡混匀，１２

０００

上清，加入等体积异丙醇，颠倒混匀，１２

ｒ／ｍｉｎ离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模型构建的进化树提示本次得到

心１０ ｍｉｎ；③吸走液体，加入ＤＥＰＣ处理的７５％冰

的病毒均为Ⅳ型ＨＥＶ，与分离于西安（ＡＢｌ９７６７３）

乙醇１ ｍｌ，颠倒混匀，１２

和上海（ＡＢｌ９７６７４）的ＨＥＶ毒株同源性最高（图

０００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④吸

走液体，加入冰乙醇１ ｍ１，颠倒混匀，１２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

心１０ ｍｉｎ；⑤吸走液体，阴干，加５０雄ｌ ＤＥＰＣ水，
一２０℃保存备用。

１），而这二者均是人源来源的毒株，证实了ＨＥＶ的
人兽共患性。
表ｌ

参比序列及其ＧｅｎＢａｎｋ基本数据特征

４．逆转录巢式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ｎＰＣＲ）检测
和测序：逆转录引物以及ｎＰＣＲ引物参照文献［６］。
首先，以Ｅ５引物２肚ｌ与模板３弘１混合，９３℃３ ｍｉｎ，
一３℃５ ｍｉｎ，在ＰＣＲ仪中完成；然后利用Ｍ—ＭＬＶ

逆转录酶进行逆转录；反应条件为４２℃５０ ｍｉｎ，
７５℃５ ｍｉｎ。然后利用Ｅ１、Ｅ５引物扩增开放读码２

（ｏＲＦ＇）区域内３５０ ｎｔ片段；以Ｅ２、Ｅ４１／Ｅ４２引物扩
增ＯＲＦ２区域内１５０ ｎｔ片段；阳性ＰＣＲ产物进行双
向测序。
５．同源性分析：从ＧｅｎＢａｎｋ选取工、Ⅱ、Ⅲ、Ⅳ
型ＨＥｖ全序列３２株做参比序列，参比序列及其
ＧｅｎＢａｎｋ登录号、分离地域、基因型别、宿主信息见
表１。利用ＭＥＧＡ Ｖ３．０软件将测定的核苷酸序列
与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中登录的ＨＥＶ全长基因序列进
行同源性队列。序列之间差异程度的两两比较利用

Ｋｉｍｕｒａ－２模型，Ｎｅｉ曲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模型生成进化树。
结

果

１．ＲＴ—ｎＰＣＲ检测结果：有８份猪胆汁标本
ＨＥｖ

ＲＮＡ阳性，犬、牛、羊胆汁标本均未检测到

ＨＥｖ

ＲＮＡ。猪、犬、牛、羊胆汁标本ＨＥｖ ＲＮＡ阳

性率分别为４．１０％、０％、０％、０％。
２．同源性分析：８株１５０ ｎｔ目的片段测序结果经
同源性分析发现ＺＪＳｗ２４与ＺＪＳｗ４７最远，同源性为
表２

注：“不明宿主”：无文献明确说明宿主来源

西安市部分家畜ＨＥＶ ＲＮＡ核苷酸与氨基酸的遗传距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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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Ａ。尽管牛、羊、犬都存在高比例的自然感

染旧１，但未能检测到ＨＥＶ ＲＮＡ，因此其作为人类戊
肝传染源的可能性不大。本次得到的ＨＥＶ均为Ⅳ
型，与分离于西安和上海市的人源ＨＥＶ毒株同源
性最高，直接证实了ＨＥＶ的人兽共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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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ｕｓ等。５ ｏ研究表明，ＨＥＶ在胆汁含量最高，其
次是肝脏、粪便、淋巴结和外周血，因此推断胆汁标
本可能会提高检出率。即便如此，本次调查猪ＨＥＶ
阳性率也仅为４．１１％，低于华东地区的阳性率（１０％

１
Ｉ

左右）。６。。这可能是由于西北地区干旱少水，而华东

｝

ＨＥＶ流行型。本次调查结果不仅提示了猪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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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５４８８ｌ

地区水网密集，水量充足，更利于ＨＥＶ传播。获得
的ＨＥＶ序列经过同源性分析显示均为Ⅳ型，与华
东地区的主要研究结果一致¨一，说明Ⅳ型是我国猪

人ＨＥＶ的惟一宿主家畜，同时也验证了猪是ＨＥＶ

自然宿主的这一假说。

Ｉ

西安市８株猪ＨＥＶ进化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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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未检测到ＨＥＶ ＲＮＡ，惟有猪胆汁标本中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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