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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伊犁地区马群中博尔纳病病毒
自然感染调查
朱丹

曾志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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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新疆伊犁地区马群中博尔纳病病毒（ＢＤＶ）的流行状况，分析该病毒的种系

来源。方法采用改进的巢式反转录ＰＣＲ（ｎＲＴ。ＰＣＲ）方法对新疆伊犁地区１２０匹马的外周血单个
核细胞（ＰＢＭＣ）及脑组织中的ＢＤＶ ｐ２４基因片段进行检测，对阳性产物进行基因序列测定和同源性
分析。结果有３匹马外周血和脑组织中同时检测到ＢＤＶ，阳性率为２．５％（３／１２０）。扩增产物序列
与其他国外马源ＢＤＶ分离株同源性＞９３％，与标准株Ｈｅ／８０同源性达到９８％以上。结论新疆伊犁
地区马群中存在ＢＤＶ的自然感染。该地区ＢＤＶ流行株与标准株Ｈｅ／８０存在高度的同源性。
【关键词】博尔纳病病毒；巢式ＲＴ－ＰＣＲ；ＴａｑＭａｎ探针；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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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尔纳病病毒（ＢＤＶ）是一种负链单股ＲＮＡ病

统感染［２４］。在我国重庆、哈尔滨和宁夏等地区已有

毒，具有高度嗜神经性，是人畜共患病——博尔纳病

对血液ＢＤＶ检测的报道【５。７】，但新疆地区尚未见较

的病原体。ＢＤＶ基因组长约８．９ ｋｂ，包括６个开放

大规模的调查报告。为此，我们采用改进的巢式反

读码框，分别编码核蛋白（Ｎ）、磷蛋白（Ｐ）、基质蛋白

转录．聚合酶链反应（ｎＲＴ—ＰＣＲ）检测新疆伊犁及其

（Ｍ）、糖蛋白（Ｇ）、ＲＮＡ聚合酶（Ｌ）、病毒蛋白（Ｘ）。

周边地区马外周血单核细胞（ＰＢＭＣ）和脑组织中的

近２０年来，越来越多的动物种系被检测出ＢＤＶ抗

ＢＤＶ

体及其核酸阳性，也在越来越多的国家与地区找到

以了解新疆伊犁地区马的ＢＤＶ自然感染状况，并分

ＢＤＶ感染的证据，引起了人们对ＢＤＶ的重视…。

析ＢＤＶ种系来源及其与标准株Ｓｔｒａｉｎ Ｖ和Ｈｅ／８０

目前国内外研究已证实，ＢＤＶ自然感染以马和羊为

的同源性。

主，可引起从鸟类到灵长类的多种动物中枢神经系
：

基金项目：国家“８６３”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资助项目

（２００６ＡＡ０２２１９６）

ｐ２４基因片段，并对阳性产物进行测序分析，

材料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全部１２０匹马均为２００７年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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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半。每匹马采外周血１０ ｍｌ加ＥＤＴＡ抗凝，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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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左侧额叶脑组织１００ ｍｇ。
２．引物和探针：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中ＢＤＶ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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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最保守区Ｎ基因，即编码核蛋白（ｐ２４蛋白）的

阳性扩增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用凝胶扫描系

核苷酸序列，设计２对引物和１条探针，其中外引物

统观察结果。同时将ＰＣＲ产物送上海生工生物工

序列为Ｐ１：５＇－ＴＧＡ

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测序。

ＣＣＣ ＡＡＣ ＣＡＧ ＴＡＧ ＡＣＣ Ａ－

３’，Ｐ２：５＇－ＧＴＣ ＣＣＡ ＴＴＣ ＡＴＣ ＣＧＴ ＴＧＴ（＞３

引物序列为Ｐ３：５’一ＣＣＣ

７；内

ＴＣＣ ＡＡＧ ＴＧＧ ＡＡＡ ＣＣＡ

６．序列分析：登录ＧｅｎＢａｎｋ，用Ｂｌａｓｔ软件对
ＢＤＶ

ｐ２４阳性扩增产物的核苷酸及其编码的氨基

Ｔ－３’。Ｐ４：５’一ＣＡＧ ＴＡＴ ＣｒＴ ＧＡＴ ＧＴＴ ＣＴＣ ＧＣＣ

酸序列与国外人和动物来源ＢＤＶ分离株和标准株

Ａ－３’，引物由上海英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荧光

Ｓｔｒａｉｎ

探针序列为：５＇－ＦＡＭ．ＴＣＡ

ＧＣＧ ＧＴＧ

Ｖ与Ｈｅ／８０等进行比较分析。

ＣＧＡ ＣＣＡ

结

Ｃ－ＴＡＭＲＡ－３’，由中山医科大学达

ｃＴＣ ＣＧＡ ＴＡＧ

晖基因诊断中心合成。

果

１．ＲＮＡ的提取质量：所选择８份外周血样本和

３．ＲＮＡ的提取：将ＥＤＴＡ抗凝的外周血用ＦｉｅｏＵ－

４份脑组织样本的ＲＮＡ，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

ｏｃｍｒａｙ液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ＰＢＭＣ，随后用Ｔｆｉｚｏｌ

Ａ ２６０ ｎｍ、Ａ ２８０

一步法提取ＲＮＡ；脑组织标本直接用Ｔｒｉｚｏｌ二步法提

１．９１、１．９７，１．８８、１．８４、１．９４、１．９３、１．８２、１．８３、

取ＲＮＡ。提取的ＲＮＡ样本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Ａ

１．８５、１．８７。琼脂糖凝胶电泳可见明显的２８Ｓ、１８Ｓ、

ｎｎ值，并计算二者比值以分析ＲＮＡ

５Ｓ三条带，其中２８Ｓ与１８Ｓ的亮度约为２：１，提示所

２６０ １１１１１和Ａ ２８０

样品的纯度。使用随机数字表法选择８例ＰＢＭＣ样
本和４例脑组织样本提取的ＲＮＡ样品进行琼脂糖凝
胶电泳分析所提取的ＲＮＡ样品完整性。

ｎｍ值，比值分别为１．８８、１．８０、

提取的ＲＮＡ样品纯度较高，完整性良好。
２．ＢＤＶ检测：使用改进的ｎＲＴ－ＰＣＲ方法对样
本ＲＮＡ进行ＢＤＶ检测，结果发现，３份马外周血样

４．ＢＤＶ检测：采用改进的ｎＲＴ．ＰＣＲ方法。即在
常规ｎＲＴ—ＰＣＲ的基础上，在第二轮ＰＣＲ过程中加入
ＴａｑＭａｎ荧光探针。在进行ＢＤＶ检测的以下环节

本及脑组织样本ＲＮＡ（马编号ＨＯＲｌ４、ＨＯＲ２０、
ＨＯＲ２５）中的ＢＤＶ ｐ２４基因片段检测阳性（图１、
２），其余样本均为阴性。

中，每次均设置非模板对照以排除假阳性结果，同时
每次检测时使用ＢＤＶ质粒（本课题组保存）作为阳
性对照以排除假阴性结果。
（１）反转录反应：反应体系为１０ ｍ，ＲＮＡ样本
５础，５×反转录缓冲液２出，外上、下游引物各０．２出，
１０

ｍ瑚ｌ／Ｌ

ｄＮ７Ｉ、Ｐ

０．１础，２０ ｕ／ｔ．ａ反转录酶０．５皿，

ＤＥＰＣ水２ ｌｔｌ。反应条件：３７℃６０ ｍｉｎ，９５℃３ ｍｉｎ。
（２）第一轮ＰＣＲ采用２５肛ｌ反应体系：５×定性
ＰＣＲ缓冲液５肛ｌ，外上、下游引物各０．３ ｕｌ，
ｍ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 ０．３ ｕｌ，３

Ｕ／，ｕｌ Ｔａｑ聚合酶１ ｐｌ，反

转录产物５

ｐｌ，ｄｄＨ２０ １３．１

ｇｌ。反应条件：９３℃预变

１０

图１

马ＰＢＭＣ的ＢＤＶ荧光扩增曲线

圈２

马脑组织的ＢＤＶ荧光扩增曲线

性２ ｒａｉｎ；９３℃变性１ ｒａｉｎ，５５℃退火３０ ｓ，７２℃延伸
５０

Ｓ，共２５个循环。
（３）荧光定量ＰＣＲ（ＦＱ—ＰＣＲ）用５０ ｐｌ反应体

系：５×定量ＰＣＲ缓冲液（含２５ ｍｍｏｌ／Ｌ ＭｇＣｌ２）
１０弘ｌ，内上、下游引物各０．５

ｔ＊ｌ，１０

ｍ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

０．５弘ｌ，Ｔａｑ聚合酶（３ Ｕ／弘１）１ ｔＡ，荧光探针０．５肛１，
ＰＣＲ产物５肛ｌ，ｄｄＨ２０ ３２肛ｌ。反应条件：９３℃预变
性２ ｍｉｎ；９３℃变性１ ｒａｉｎ，５５℃退火１ ｍｉｎ，共４０个

循环。运用Ｒｏｔｅｒ，ｇｅｎｅ ６０００荧光定量ＰＣＲ仪自动
进行实时定量分析。
５．ｎＲＴ—ＰＣＲ扩增产物电泳和测序：将ｎＲＴ—ＰＣＲ

３．ＰＣＲ扩增产物的电泳和测序鉴定：琼脂糖凝胶
电泳显示，阳性样本ＰＣＲ扩增产物的大小为８６ ｂ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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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相符。其他阴性样品未见此扩增条带。

直观的观察ＰＣＲ反应的结果；③避免常规ｎＲＴ－

对ＰＣＲ阳性样本的扩增产物进行测序，并登录
美国国立卫生院网站（ｈｔｔｐ：／／ｂｌａｓｔ．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

ＰＣＲ反应后电泳等操作，减少了工作量；④可对第
二轮反应开始时的模板进行定量。

ｇｏｖ／Ｂｌａｓｔ．ｃｇｉ）检索Ｂｌａｓｔ和序列比对。结果发现，３

新疆地区是我国主要的马匹饲养基地，且与周

份样本中有２份的ＰＣＲ扩增产物序列与ＢＤＶ标准

边国家如俄罗斯等接壤。而在我国西北方向的邻国

病毒株Ｈｅ／８０（Ａｃｃｅｓｓ Ｎｕｍｂｅｒ．Ｌ２７０７７）序列完全一

已经发现有ＢＤＶ的自然感染，加之在“丝绸之路”沿

致，同源性为８６［８６（１００．００％）；另一份样本的ＰＣＲ

线发达的传统商业交流，使国外疫病病原如ＢＤＶ等

产物序列与ＢＤＶ Ｈｅ／８０株序列基本一致，仅有１个

有可能输入该地区。本研究关注新疆伊犁地区伊犁

碱基不同（第１６５６位Ｃ＿一Ｔ），同源性为８５／８６

马的ＢＤＶ自然感染情况，对１２０匹马ＰＢＭＣ及脑

（９８．８４０，６），编码氨基酸序列无变化。与其他标准病

组织进行ＢＤＶ检测。结果发现所采集的马外周血

毒株Ｓｔｒａｉｎ Ｖ（Ａｃｃｅｓｓ Ｎｕｍｂｅｒ：Ｕ０４６０８．１）和Ｓｔｒａｉｎ

和脑组织中ＢＤＶ阳性率均为２．５％（３／１２０），提示在

Ｈ１７６６（ＡＪ『３１１５２３．１）相比，变异程度均小于７％（表

新疆伊犁地区的马中存在ＢＤＶ的自然感染。与国

１），所编码的氨基酸序列亦无变化。

内马培林等∽１采用ｎＲＴ．ＰＣＲ方法发现的黑龙江地

讨

区马ＢＤＶ的阳性率２３．５％相比，本文的结果则远远

论

低于这一数值。这可能是因为ｎＲＴ—ＰＣＲ敏感性极
近年来，随着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找到

高，且操作步骤较多容易引起污染导致假阳性，此外

ＢＤＶ感染的证据，人们对ＢＤＶ的研究更加重视，但

研究也提示若标本保存处理不当可出现假阳性ｕ引。

对于ＢＤＶ感染在全球范围的分布、与人类疾病的关

我们在研究中尽可能严格试验分区，很好地避免了

系及其在自然界的宿主、传播途径等仍不十分清楚。

实验室污染引起的假阳性结果，另外探针的引入增

已有的研究表明Ｈ１，动物的ＢＤＶ自然感染主要分布

强了检测的特异性，减少扩增后产物处理的污染导

地区在欧洲、北美洲，主要感染动物是马和绵羊。最

致假阳性的可能ⅢＪ刘。

初的研究认为仅选择性在中枢神经系统的神经元、

ＢＤＶ是一种相对保守的病毒，从目前来源于马

星形胶质细胞和少突胶质细胞中持续复制，但近来

的分离株Ｈ１７６６、Ｓｔｒａｉｎ Ｖ等来看，其基因序列存在

发现周围神经、血液、胸腺及骨髓中的非神经细胞也

高度同源性。国内马培林等【９１及王振海等＂１发现国

是其复制部位【８】。因此，在外周血进行ＢＤＶ检测发

内马等动物中存在ＢＤＶ自然感染，且其基因序列与

现阳性时提示可能同时存在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ＢＤＶ标准株及分离株Ｈ１７６６、Ｓｔｒａｉｎ Ｖ等序列同源

多数国外研究采用抗原和抗体等免疫学方法检

性较高。本研究对ＢＤＶ阳性标本的基因扩增产物

测ＢＤＶ，近年来也开始使用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

进行克隆、测序，并与国外患病马的ＢＤＶ分离株进

ＢＤＶ核酸。对ＢＤＶ的核酸检测中，普通ＰＣＲ检测

行序列分析。结果发现，新疆伊犁地区马感染ＢＤＶ

方法可能敏感性不够，导致出现假阴性结果的可能

的核苷酸序列与国外ＢＤＶ株Ｈｅ／８０的同源性最高，

性较大。ｌ恹Ｔ－ＰＣＲ有很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可检

有２个样本为１００％，另一样本为９８．８４％，与ＢＤＶ

出每份标本中１０～１００个ＢＤＶ基因拷贝，但是存在

Ｈ１７６６和Ｓｔｒａｉｎ Ｖ的同源性也达９３％以上，编码的

反应结束后必须进行电泳才能明确检测结果的问

氨基酸没有改变。由于这些马匹是从我国西北邻国

题。本研究对常规的ｎＲＴ－ＰＣＲ方法做了改进，在

引种的，提示伊犁地区马群中存在的ＢＤＶ很可能源

第二轮ＰＣＲ过程中加入荧光探针，改进后的方法具

于这些国家，也提示ＢＤＶ可能通过动物品种改良等

有以下优点：①进一步增加了反应的特异性；②可以

途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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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Ｓｈａｈ Ｅｂｒａｈｉｍ教授介绍了孟德尔随机化法。这种分析

在过去１０年中，遗传流行病学的关联研究运用较多。

方法类似于随机对照临床试验（ＲＣＴ），通常将遗传变异变量

这些研究通常采用病例一对照设计，从而比较病例和对照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ｎｔ），例如表型、基因型设置为工具变量

中特殊基因变量的频率。和连锁相比，关联研究有更强的统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从而达到控制混杂，研究暴露因素

计效能以检测中、低度遗传效应。与单个候选基因关联研究

（ｎ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ｉｆｉａｂｌｅ

相比，以通径为基础的全基因关联研究可以对基因组进行更

点在于遗传变异因素不受社会经济状况等混杂因素影响，而

复杂的评估分析。存在的挑战是如何更好地设计这些研究，

且不会发生暴露与结局的时间关系颠倒（ｒｅｖｅｒｓｅ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如何去检测基因一基因和基因．环境的交互作用。

因此能比一般的线性回归方法（例如多因素分析）更准确地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与结局关系的目的。其优

在流行病学研究资料的分析方法方面，会议更多地关注

推断病因关联性，解决了许多病因关系推断中流行病学观察

了贝叶斯偏倚模型。认为传统模型是假设没有偏倚或偏倚

性研究与ＲＣＴ结果不相符合的问题。但通常适合的遗传变

可以忽视，而贝叶斯偏倚模型是考虑到偏倚。传统的方法最

异变量难以寻找，同时会受到基因多效性的影响；而且需要

多是对数据进行描述，而且经常导致一些“垃圾”推论。贝叶

大样本量时才能表现出较高的统计学效能。

斯偏倚模型可以免除传统方法中“滑稽”的假设，是现代流行
病学推论所必须的。

４．期刊杂志对流行病学研究与发展的作用：会议认为，
流行病学者应该更多关注经典流行病学中的病原、宿主和环

３．流行病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调查中的应答率是研究

境三方面，这是所有初级预防策略制订的基础。国际主要流

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应答率低于１００％时，流行病学研究的

行病学期刊应该鼓励和优先发表有可能应用到公共卫生的

有效性就会受到影响，而在流行病学研究中普遍存在应答率

流行病学研究成果，如增加统计模型的应用、流行病学与卫

低于１００％。国际上开展了多项有关提高应答率的随机实

生政策相结合、系统综述和Ｍｅｔａ分析文章。会议也关注了

验。提高应答率的方法有：保持调查表简短、使调查有趣、由

医学界对ＳＣＩ过度关心的现象，而忽视了行业重要杂志的贡

一所大学发起、有小的激励、之前接触和事后发明信片、随访

献及其研究的应用价值，也有学者直指这种现象在中国的

提醒等措施。英国爱丁堡大学的１ｈｉ Ｓ．Ｂｈｏｐａｌ教授建议，在研

表现。

究过程中应做到准确地描述研究人群的特征；准确地描述各

我国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与江苏省、浙江省的流行病

种偏差；ｆｆ细比较研究对象问的差异，控制混杂；结合理论知

学合作研究团队的９名教师和工作骨干参加了此次会议，并

识与既往研究经验，正确地评价研究的病因推断能力；提供具

在会上作了“气候变暖与血吸虫病传播的关系”、“乙型肝炎

体、客观的研究数据；从公共卫生意义出发，提出防治措施；将

母婴传播的流行病学研究”的学术报告，同时以海报（ｐｏｓｔｅｒ）

研究结果积极应用于临床医疗实践、政策的制定及公共卫生

形式介绍了“肝癌流行病学研究”、“戊型肝炎人畜传播的研

领域，只有这样才能改进流行病学研究，使其不断进步。

究”、“流感传播特征”、“血吸虫病监测”等最新研究成果。会

一些最新的流行病学研究设计和分析方法也在大会上
进行了交流。适用于病例一对照研究和病例一队列研究中补充

议期间，国际一些著名的学术机构介绍了在中国开展的合作
研究成果，但遗憾没有中方合作单位人员参加。

抽样并能减少缺失资料影响的两阶段抽样设计（ｔｗｏ－ｐｈａｓｅ

会议决定下届（第１９届）大会于２０１１年在苏格兰爱丁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评价随时问而改变的暴露因素（例如吸烟史、服药

堡召开。会议还选举新西兰Ｍａｓｓｅｙ大学公共卫生研究中心

史）与结局关系的ｇ统计法（ｇ－ｍｅｔｈｏｄｓ），以及以病例自身作

主任Ｎｅｉｌ Ｐｅａｒｃｅ为新一届国际流行病学协会（１ＥＡ）主席。

为对照的病例交叉研究（ｃａｓｅ－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ｓｔｕｄｙ）等。英国布里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１０．１２）

斯托尔大学的Ｄｅｂｂｉｅ Ｌａｗｌｏｒ教授和伦敦卫生与热带病医学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