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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唐浏英许文波
数据。最近几年，结合ＰＣＲ技术，特定基因的序列测定，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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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腺病毒原型株和野病毒分离株的分析，逐渐成为研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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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腺病毒六邻体基因高变区（ＨＶＲｓｌ一７）序列测定方法，用

点¨一Ｊ，进一步丰富了腺病毒分子流行病学信息。
（２）腺病毒引起的呼吸道感染：目前认为腺病毒引起呼

Ａｄｅｎｏｖｉｒｕｓ；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吸道和结膜感染最为常见，但也可以导致其他组织感染。由
腺病毒引起的儿童肺炎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比较猖

腺病毒，尤其是Ａｄ３、Ａｄ７和Ａｄ２１引起的社区或军队呼吸道

獗，发病宰和病死率很高，中国报道的病死率达１６．６％～

疾病的暴发时有报道¨“１３］。婴幼儿群体的暴发涉及肺部感

３３．３％…。８０年代后发病率和病死率有所降低，但近几年腺
病毒感染人数义有所回升，甚至出现了腺病毒新的变异株。
据报道，２００６年５月美国纽约市１名出生１２ ｄ的女婴死于腺
病毒１４型引起的一｜：呼吸道感染；２００７年３～６月在俄勒冈、
华盛顿和德克萨斯州有１４０例患者感染腺病毒１４型，导致９
例死亡，研究结果显示为腺病毒１４型变异株所致口Ｊ，从而引

染时通常是很严重的，发病率和病死率都很高。ｈＡｄＶ．Ｂ种
进一步分成Ｂ１和Ｂ２，在普通人群中，ｈＡｄＶ—Ｂ１的３、７、１６，
ｈＡｄＶ—Ｂ２的１４和ｈＡｄＶ．Ｅ的４町以引起从轻微呼吸道发热和
结膜炎到潜在成年人和儿童的致死性疾病。ｈＡｄＶ．Ｃ的ｉ、２、
５、６可以导致婴幼儿上呼吸道感染的散发或偶尔暴发。腺病
毒的其他璎别通常不＇－７ｌ起健康人的呼吸道疾病。

起各国关注。
腺病毒首次发现于１９５３年¨一）。１９９９年国际病毒命名
委员会建议，根据病毒的生物学特征和测定的核苷酸以及推
测的氨基酸序列特征，将分属于哺乳动物腺病毒属的人腺病
毒（ｈＡｄＶｓ）的５１个血清型进一步分为Ａ、Ｂ（Ｂ１，Ｂ２）、Ｃ、Ｄ、Ｅ
和Ｆ等６个不同的亚属或种。不同种／型的腺病毒与不同的
疾病谱相关，因为腺病毒有不同的组织嗜性，如Ａｄｌｌｐ具有
嗜肾细胞特性，而Ａｄｌｌａ具有嗜呼吸道上皮细胞特性。本文
从腺病毒不同血清型／基凶型所致疾病、常见血清型／基因型
的流行概况以及腺病毒监测等方面加以综述。

状，在婴幼儿中这砦感染通常很严重并有可能是致命的；大
年龄组儿童患病可能症状很严重，但预后很好¨”。Ａｄ７最常
与呼吸道疾病的暴发有关，在１９６７—１９７６年ＷＨＯ报告的腺
病毒病例中，Ａｄ７感染占１９．７％。Ａｄ７ｂ引起１９５７年巴黎严
重的腺病毒暴发。对Ａｄ７腺病毒在不同国家的分布进行分
析，发现１９６５年Ａｄ７ｃ和Ａｄ７ｂ在欧洲和澳大利亚占优势
（表１）１１４］。

１．腺病毒全球流行概况：

表１

（１）腺病毒基因分型系统：各种不同的基因型和基因亚

国家或地区基阂型分离株数时间（年）

型以各种流行程度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循环年代，
人群免疫状况是疾病暴发程度以及症状严重性的一个决定
因素。此外，研究表明某些基因型可能和毒力增强有关¨’６ Ｊ，
所以基冈分型对临床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为了研究腺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从１９８６年以来很多学者
提出不同的基因型／亚型分型系统，而到目前为止，普遍被接
受和，“泛应用的足Ｌｉ和Ｗａｄｅｌｌ ０７１建立的ＰＣＲ．ＲＦＬＰ分类和
命名方法。即Ｐ作为原型株（ｐｒｏｔｏｔｙｐｅ）的缩写，属于同一血
清型但有不同ＢａｍＨｌ切割谱带的记为ａ、ｂ、ｅ等，阿拉伯数字
加在Ｐ、ａ．ｂ、Ｃ等后以区分用附加的其他限制性内切酶区分的
不同基因亚型（如Ａｄ３ｐ、Ａｄ３ｐｌ、Ａｄ３ａ、Ａｄ３ａ５、Ａｄ７ｄ２）。对腺
病毒基因型／亚型研究较多的是腺病毒３型和７型。但到目
前为止，每一血清型共发现多少基因亚型还没有统一的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２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
制所

在Ｂ亚属中，尤其是Ａｄ７，通常引起全身性感染导致流
行性爆发，伴随症状有发热、肺炎、胃肠炎和中枢神经系统症

腺病毒７型基因亚型的世界性分布（１９５８—１９７６年）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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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对腺病毒进行的广泛研究发现，有些

用这种方法，有许多关于从患者眼睛和尿道中分离到

基因璎只在某个洲出现，如Ａｄ７ｈ、Ａｄ７ｊ、Ａｄ７ｉ在南美洲发现。

ｈＡｄＶ一３７变异株的报道他“。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间，在日本眄部的

有些新发现的基因型局限于其原发国家或洲际，如美国的

广岛。分离到ｈＡｄＶ一３７的变异株ｈＡｄＶ．３７ａ。日本对其他血清

Ａｄ７ａ２和Ａｄ７ａ６，中国的Ａｄ７ａ４，南非的Ａｄ７ｃｌ。Ａｄ７ａ存在同

型／基因型长期监测和分析发现，已经有近１０年没有有关

样的现象，最初在中国发现，但后来在美国也检测到。ＡｄＴｇ

ｈＡｄＶ０３７基因型转换的报道，也没有ｈＡｄＶ．３７核苷酸序列变

在中国流行，但其他基因型，如Ａｄ７ｂ、Ａｄ７ｃ和Ａｄ７ｅ在五大洲

异的报道。

广泛传播。随着时问的推移，新的基因型传到新的地区，中

（４）胃肠道腺病毒感染：讵属Ａ内的血清型Ａｄｌ２、Ａｄｌ８

东地区的Ａｄ７分子流行病学无人描述过。以色列１９６８—

和Ａｄ３１几乎无一例外的都分离自胃肠道。相对于传统意义

１９９５年问仅发现４个基因型；新的基因型Ａｄ７ｋ是由Ａｄ７ｄ

上的可培养的非肠道腺病毒（ＮＥＡｄ），所谓“不能培养的”或

衍生而来，没有在以色列循环的证据，可能是由其他国家或

“肠道”腺病毒，在粪便标本中常常检测到；是继Ａ组轮状病

地区输入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在１９９５年以前分离

毒之后，全球第二大致婴幼儿胃肠炎的病原因子。腺病毒，

到的Ａｄ７很少，在１９８０—１９９４年中只分离到３０株Ａｄ７（包括

尤其是肠道腺病毒４０和４１型，是小年龄组儿童胃肠炎的重

１９９２年分离的１５株），占所有人类腺病毒分离株的１％，在

要致病因子，多数感染发生在２岁以下，而且发病率很少有

日本有如此低的Ａｄ７分离率在腺病毒的流行病学上是独有

季节不同。Ａ５４９细胞可用于分离非肠道腺病毒，但正如其

的特征。１９９５年，Ｅｌ本突发Ａｄ７全国暴发，７５例报告病例，

他与腹泻有关的病毒一样，肠道腺病毒的营养需求比较复

随后分离到病毒¨“。台湾省高雄市医院病毒学实验室的呼

杂，在这种细胞的牛长能力有限。然而，Ｇｒａｈａｍ２９３细胞，因

吸道腺病毒监测资料报道ｕ”，１９８１—２００１年台湾省南部监

为转化了人腺病毒５型ＥＩＡ和ＥＩＢ，支持腺病毒的有效复

测到７个血清型，ＡｄＶ．１、ＡｄＶ－２、ＡｄＶ．３、ＡｄＶ－４、ＡｄＶ一７、

制，对分离腺病毒十分有效。其他可用的方法包括免疫电

ＡｄＶ．８和ＡｄＶ一１４。病毒分离率逐年上升，到１９９９年超过肠

泳、ＥＬＩＳＡ、胶乳凝集、免疫电镜、酶免疫实验等可以用于腹

道病毒，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的连续检测中，发现在高雄地区有

泻性疾病腺病毒检测和分型，另外还可用限制性内切酶及免

腺病毒暴发，主要血清型为２００１年ＡｄＶ一４，２００２年ＡｄＶ一３。

疫斑点实验诊断腺病毒性腹泻。Ｌｅｉ等拉２１于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

腺病毒还在部队训练营这一特殊的环境中传播，如

对亚洲的日本、韩国和越南３５７７份儿奄腹泻粪便标本进行

Ａｄ３、Ａｄ７、Ａｄ２１、Ａｄ４和Ａｄｌ４在部队训练中心引起过严重的

腺病毒检测和分型，发现Ａｄ４０的分离率下降而Ａｄ４１却上升

呼吸道疾病暴发¨ｈ”’；导致美国部队营房８０％的感染，其中

（分别为７．６％和６３．９％）。另外还发现，在伞球与结膜炎有

２０％需要住院治疗，Ａｄ４和Ａｄ７是发病的主要血清型，占所

关的Ａｄ３和Ａｄ８基因型，在日本和韩国的粪便标本分离率分

有新兵呼吸道住院病例的６０％Ｉｌ…。Ａｄ４和Ａｄ７ａ肠衣几服

别为４．０％和３０％。８．０％和２０％。这一发现说明“非肠道”腺

活疫苗，通过选择性感染肠道引起免疫应答，在部队训练营

病毒在婴幼儿急性胃肠炎中也起重要作用。

使用后，发现这峰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在新兵训练营常规使

腺病毒５１个血清型中有３２个属于Ｄ亚属。这些血清

用始于１９７１年，Ａｄ４和Ａｄ７的联合应用使腺病毒感染发病

型通常分离自免疫缺陷或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和艾滋病患

率降低９５％～９９％，在疫苗使用期间，ｔ呼吸道的发病率降

者，最近认为是感染免疫抑制人群的一组莺要的病原体。这

低达５０％～６０％１１９］。然而。在１９９６年疫苗供应减少，直到

一组腺病毒被认为是变化最快的，出现很多中间型或型内毒

１９９９年停止。监测结果显示，疫苗停止使用后腺病毒的发病

株，Ａｄ４８首次发现于１９８５年，分离自旧金ＩＩＩ海湾地区的１

率以及死亡病例数大为增加，证明当初的疫苗对大多数循环

例ＡＩＤＳ患者体内，随后几年的研究发现，只有１株不是发生

毒株来说足有效的。但是，在免疫人群中也发现了几例Ａｄ４

在ＨＩＶ共感染的例子比引。

和Ａｄ７感染病例，出现腺病毒新毒株或变异株的可能性增

２．腺病毒毒力基因研究：

加。最近，美国国防部与Ｂａｒｒ Ｌａｂ，Ｉｎｃ签署协议继续生产这

（１）Ａｄ７ｄ毒力的探讨：据报道，Ａｄ７ｄ仅在１９５８—１９８４年

种疫苗，有望能降低这一特殊人群的发病率。

中国分离到心“，而Ａｄ７ｄ在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的巾国腺病毒感染

（３）腺病毒性结膜炎：腺病毒性结膜炎主要由ｈＡｄＶ．３、

报道中占有绝对优势乜“。以色列在１９６８—１９８４年分离到其

ｈＡｄＶ－４、ｈＡｄＶ－８、ｈＡｄＶ．１９和ｈＡｄＶ一３７引起，ｈＡｄＶ一８、

他基因型，而１９９２—１９９５年仅分离剑Ａｄ７ｄ２１１“。尽管除日

ｈＡｄＶ．１９和ｈＡｄＶ．３７引起的结膜炎比其他型别更为严重。

本外，其他国家未分离到Ａｄ７ｄ２；这螳结果显示Ａｄ７ｄ或其相

ｈＡｄＶ．３７最先由Ｄｅ Ｊｏｎｇ等Ⅲ’于１９７７年从荷兰１例结膜炎

关的基因型如Ａｄ７ｄ２截止到１９９８年一直是哑洲国家代表性

患者中分离到的，随后ｈＡｄＶ－３７被认为是结膜角膜炎的一个

基因型。日本１９９５年以前出现的散发病例不排除突变因

重要病原因子。日本也于１９７７年分离到ｈＡｄＶ．３７，曾经引起

素，但更可能的原因是从其他亚洲国家输入的；与以色列出

１９９０和２００１年３次大的结膜炎流行。报道显示，ｈＡｄＶ－３７

现Ａｄ７ｄ２的情形类似，有一种观点认为是１９９４年日本广岛

基因型比较稳定，在Ｓａｐｐｏｒｏ，直到１９９８年ｈＡｄＶ一３７的分离株

亚运会期间从以色列传入的，而散发病例分离株则可能是从

都是ｈＡｄＶ－３７ｐ。限制性核酸内切酶技术为腺病毒分子流行

中国传人的ｎ副。从１９８９年广岛的血清流行病学资料看出，

病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工具，自从分离到ｈＡｄｖ－３７以来，利

该城市人群的抗体阳性率Ａｄ７明显低于Ａｄ３，分别是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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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４２．６％。１９９５年的Ａｄ７全国暴发，并不能只用人群Ａｄ７

合Ａｄｌ５而血凝抑制试验符合Ａｄ９的一类毒株。发生在荷兰

抗体阳性率低来解释；因为１９９５年以前的流行，如１９８７年

的Ａｄ２１感染如同Ａｄ７一样，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分别称为

的Ｎａｒａ和东京以及１９９２年的Ａｉｃｈｉ地区，尽管血清学背景

１９６０—１９６３、１９６４—１９８３和１９８４—１９８５时期，证明这三个时

相似，却只有散发病例，可能Ａｄ７ｄ２比Ａｄ７的其他基因型传

期分另｜Ｊ与不同的ＤＮＡ变异株有关。１９６０—１９６３年５０个分

播能力、传染性或致病性强。通过对Ａｄ７ｄ２和Ａｄ７ｄ的核苷

离株只检测到１３２变异株；１９６４—１９８３年５个分离株至少代

酸序列进行比较发现，在Ｅ３区第２６５位的Ｇ突变成Ａ，导致

表３个变异株Ｄ２、Ｄ４和Ｄ５。在这一时期。美国也分离到

相对分子质量（Ｍ，）１４．９×１０３蛋白的甘氨酸变成了丝氨酸。

１３２、Ｄ５；最后，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的流行则是２个新的突变株在

Ａｄ７的Ｍ，１４．９ｘ １０３蛋白质的功能还不清楚，但是Ａｄ２和

循环，Ｄ７和１３８。在１９６０—１９６３年期间Ａｄ２１感染很明显与

Ａｄ５的相应的蛋白质可以抑制由ＴＮＦ引起的细胞裂解、凋

肺炎相关，与后两个时期不同，是否与１３２和Ｄ７、Ｄ８突变株

亡和炎症，是否Ｍ，１４．９×１０３蛋白质的突变与Ａｄ７ｄ２的致

的致病性差异有关还不太确定。只能推测在平静期持续分

病性相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对病例的临床表现进行分析

离到Ａｄ２１的Ｄ２型表明１９６３年后群体免疫已经形成，从而

发现Ａｄ７ｄ２引起一系列轻微症状¨“。尽管１９９５年日本全

阻止Ａｄ２１感染的商发，也确实在人群中检测到高滴度Ａｄ２１

国暴发Ａｄ７感染并有５例死亡，但这些婴儿都有基础性疾

的中和抗体；环境流行病因素的改变也发生作用，如降低部

病，这些结果与美国某康复中心的情况类似。１９９８年美国芝

队¨ＪＩ练营人口的街集度等¨“。无论如何，在Ａｄ２１又一次引

加哥一家儿童康复中心发生腺病毒肺炎暴发，随后传播到一

发明显循环之前，它已经产生２个新的ＤＮＡ变异株，具备了

家临终关怀医院，造成６７例发病，８例死亡，是美国首次

在人群中增强其传播能力的更适宜的抗原决定簇或其他因

Ａｄ７ｄ２感染暴发的报道托“。

素；他们也确实发现变异株不同的抗原活性，其单克隆抗体

（２）基因型的漂移或交替出现现象：Ｂｅｒｇｅ掣２＂１９５８年

的区别更大些，如同在Ａｄ４０和Ａｄ４１中发现的一样。但根据

分离到Ａｄ７的原形株Ａｄ７ｐ，而Ｒｏｗｅ等同年检测到Ａｄ７的第

３０年的资料分析，Ａｄ２１不会出现如流感病毒一样每年都卷

二个血清型，Ａｄ７ａ（１０５５株）。欧洲对Ａｄ７的基因型分布进

土重来的“抗原漂移”现象。

行广泛研究发现Ａｄ７ｐ和Ａｄ７ａ的分离株很少，在病例分离物

１９６９年３月，四班牙某军队发生上呼吸道疾病暴发，

中占多数的Ａｄ７ｃ和Ａｄ７ｄ，而且相瓦交替出现。日本Ａｄ７的

Ａｄｌｌ是主要的致病因子¨引。对Ａｄｌｌ分离株进行血清学研

感染产生很高的抗Ａｄ７抗体阳性率，导致Ｅｔ本所有腺病毒分

究和分型时发现，这些Ａｄｌｌ分离株的血清学表现不典型。

离株中Ａｄ７的分离率只占２％［１６１。瑞典１９６４—１９７２年分离

被称为“非典型Ａｄｌｌ”。即这些分离株根据中和试验可以定

到的都是Ａｄ７ｃ，１９７３年只分离到Ａｄ７ｂ；Ａｄ７ｃ和ＡｄＴｂ在瑞典

为Ａｄｌｌ，但与血凝抑制试验的结果不统一，缺乏血凝活性。

和德国这两个国家都有交替出现的现象心“。１９６８—１９９５

用纯化的病毒免疫家兔和豚鼠制备的抗血清，具有很高的挽

年，以色列有４个基因型或基冈亚型在不同年代出现，而

Ａｄｌ４的ＨＩ抗体滴度和抗Ａｄｌｌ的ＳＮ抗体滴度，呈现

１９７３年有３个基因型发生短暂变换¨纠。１９６９年欧洲发生

“Ａｄｌ４．１１中间型”的病毒特征ⅢＪ。因为限于当时研究条件的

Ａｄ７ｃ到Ａｄ７ｂ基因型漂移，引起Ａｄ７呼吸道疾病暴发的病原

限制，对此类分离株的抗原变异没有进一步分析，可能是

从Ａｄ７ｃ转变成Ａｄ７ｂ的原因未知。

Ａｄｌｌ或Ａｄｌ４的不同的基因型／亚型，或出现变异株。

研究发现分离到Ａｄ７原型株的情况不多见，可能是因为

３．腺病毒监测：在腺病毒监测方面，走在前列的是美国。

该基因型比Ａｄ７ｃ和Ａｄ７ｂ基因型毒力弱。关于Ａｄ７ａ基因型

１９９６年美国陆军健康研究中心启动发热性呼吸道疾病的人

可得到的信息是矛盾的，Ａｄ７ａ在美国和瑞典最常从健康人

群监测项目，以提供在疫苗减少过程中和减少后腺病毒的分

群中分离到，而美国应用的Ａｄ７疫苗株就是来自于Ａｄ７ａ。

子流行病学数据【１“。这项监测最初是设在美国４个新兵训

但Ａｄ７ａ和疾病相关，中国曾经从死于肺炎患者的尸检标本

练营以评价腺病毒的负担，但后来扩展到８个场所，同时也

中分离到３株Ａｄ７ａ幢引；美国也曾经报道１例成年人致死性

监测其他病毒，监测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扩展。另一个监测

肺炎与接种Ａｄ７ａ疫苗有关，该患者是通过口服肠衣胶囊给

项目是从２０００年开始，美国建立包括１５个监测点涉及１４

药；但没有关于注射给药或母体传播Ａｄ７毒力的相关报道，

个州的全国腺病毒监测网络，连续收集三个冬天的临床腺病

应该对上述所有分离到的Ａｄ７ａ进一步分析以确定是否存在

毒标本。临床标本的采集主要针对３个高危人群（７岁以下

异源基因型。

儿童，接受异体干细胞或器官移植患者，部队接受训练者）和

（３）ＤＮＡ变异株的研究：病毒在复制过程中发生突变的

其他腺病毒感染人群。所有腺病毒分离株都用一种新的

频率，ＤＮＡ病毒比ＲＮＡ病毒要低的多。但异质性现象在腺

ＤＮＡ六邻体基因序列分析方法分型，对于Ａｄ３、Ａｄ７和Ａｄ２１

病毒中出现还是很常见，如Ａｄ４１，同一血清型出现不同的血

分离株迸一步用限制性核酸内切酶技术区分亚型。２００６—

凝特征啪】。由Ａｄｒｉａｎ等口¨建议对ＤＮＡ变异株采用如下的

２００７年的美国腺病毒１４型变异株的发现就归功于这一敏感

命名系统：血清型／变异株／首次检测到变异的毒株编号／毒株

的监测系统。日本对腺病毒有连续８年的监测¨“，中国台湾

的地理来源／分离年份。如Ａｄ２１／Ｄ２１２０６５５１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６０，

地区有１９９１—２００２年的连续监测资料报道。包括中国大陆

简写Ａｄ２１／Ｄ２，Ｄ指ＤＮＡ。如Ａｄｌ５／Ｈ９，指的是中和试验符

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腺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监浏几乎是

±堡煎堡瘟兰茎查塑！生！旦箜垫鲞箜！塑Ｑ些』堡匹！！！堑垡：鱼竖丝型！：型：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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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可得到的用于分离株分型资料的缺乏，所以对腺病
毒所引起疾病的评估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尽管当怀疑感冒或
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的情况下可以分离到腺病毒，但很少有
人对其系统检测，因为很少实验室进行血清分型研究，而进
一步基因分型者更少。所以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有
关腺病毒感染发生的频度以及腺病毒基因型的组成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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