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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８·

·Ｉｌ备床研究·

北京地区婴幼儿诺如病毒与轮状病毒
所致腹泻的临床比较分析
邓莉

陈冬梅张又张艳玲

贾立英钱渊

【摘要】

目的在病原学检测的基础上分析、比较婴幼儿诺如病毒腹泻与轮状病毒腹泻的临床特

点。方法对２００２年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就诊的７７９例急性腹泻患儿
收集粪便标本，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ＰＡＧＥ）方法检测轮状病毒基因，同时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对其中３１８份标本检测诺如病毒抗原。结果７７９份标本检ｆ｛；轮状病毒阳性２６３例，阳性检出
率为３３．８％；３１８份标本巾诺如病毒阳性７９例，阳性检出率为２４．８％；其中１６例为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
混合感染。诺如病毒组在发热程度上与轮状病毒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他临床表现如发病年龄、日
平均腹泻次数、疾病病程等均相似，而混合感染组与其他两组临床表现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流行
季节有所不同，轮状病毒腹泻更集中于寒冷季节，始于ｌＯ月，直至次年４月，而于ｌＯ月至次年１月的检
出阳性率最高；诺如病毒的检出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一年四季均可检出，但是冬季的检出率略高于其他
季节。结论轮状病毒仍是秋冬季婴幼儿急性腹泻的主要病原，诺如病毒也是引起婴幼儿急性腹泻的
重要病原之一，两者也是引起院内急性病毒性腹泻的主要病原，但两者的Ｉｌ缶床表现没有差异。
【关键词】诺如病毒；轮状病毒；婴幼儿；急性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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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状病毒是婴幼儿感染性腹泻的重要病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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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医院内感染性腹泻的常见病原。诺如病毒
（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属杯状病毒中的诺瓦克样病毒属，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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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急性感染性腹泻的重要病原之一，其重要性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２０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感染消化科（邓莉、

逐渐被认识。首都儿科研究所病毒研究室对北京地

贾立英、张艳玲），病毒研究室北京市感染与免疫中心实验室（钱渊、
陈冬梅、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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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杯状病毒感染现状进行初步研究，并对诺如病毒
检测方法及北京地区婴幼儿诺如病毒腹泻的临床特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４１ｑ第３０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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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进行了探讨，同时对北京地区儿童轮状病毒感

（２）季节分布：２６３份轮状病毒阳性标本有

染进行监测¨删。为探讨两种病毒性腹泻在婴幼

６９．９％（１８４／２６３）在１０—１２月检出，ｌＯ月至次年１月

儿的发病特点，我们对两组患儿的临床特点进行

为发病高峰；７９份诺如病毒阳性标本中４８份在１０一

分析比较。

１２月检出，占６０．８％（４８／７９），１０—１２月为发病高
对象与方法

峰。从表ｌ可看出这两种病原每月均可检测到阳性
病例，轮状病毒发病季节性更为明显，１０月份阳性

１．对象：７７９份粪便标本采集对象来自２００２年

率明显升高，２、３月份很快下降。而诺如病毒阳性

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

检出率的季节性趋势较平缓，６—８月阳性检出率逐

院肠道门诊就诊和内科病房住院的符合急性腹泻诊

渐升高，经过１０—１２月后于次年１月阳性率下降。

断的患儿ｎ¨，其中门诊５８９例，住院１９０例。全部标
本均进行轮状病毒检测，对其中３１８份标本同时检

表１标本采集月份和轮状病毒、诺如病毒检出率的关系

测诺如病毒。
２．临床资料的采集：设计统一表格，内容包括
患儿姓名、性别、年龄、就诊或住院时发病日数、住院
日期、临床诊断、日腹泻次数、日最高体温、有无胃肠
道外症状及表现、有无合并症（呕吐次数、脱水程度、
腹痛等）。门诊患儿于就诊时留取合格粪便标本，
由接诊医生详细填写表格。住院患儿于住院时或
出现腹泻时留取合格粪便标本，由主管医生在患儿
出院后填写统一表格。如果为住院后出现腹泻，要
注明出现腹泻的时间。留取的粪便标本送至病毒
室检测。
３．实验室病毒检测方法：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ＥＬＩＳＡ）检测诺如病毒抗原，所用试剂盒和具体的

注：括号内数据为阳性率

实验方法见参考文献［４］。轮状病毒基因检测采用

（３）年龄分布：２６３例轮状病毒腹泻患儿发病年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ＰＡＧＥ），即酚一氯仿法提取病

龄分布在１月龄至９岁，平均（１４．０±１４．１）月龄，２

毒核酸后不需沉淀浓缩即上样进行垂直板不连续

岁以内患儿占９３．９％。７９例诺如病毒腹泻患儿发病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３％浓缩胶，１０％分离胶），硝

年龄分布在１月龄至１０岁，平均（１３．９±１８．９）月龄，

酸银染色。

２岁以内患儿占９１．２％。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行统计分

２．临床表现：在２６３例轮状病毒腹泻和７９例诺

析。两独立样本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率

如病毒腹泻患儿中，１月龄至３岁的婴幼儿２４３例为

的显著性检验采用ｚ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单纯轮状病毒感染，６１例为单纯诺如病毒感染，１４

学意义。

例为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混合感染。各组患儿均有
结

果

不同程度的腹泻，大便为稀便、稀水便或蛋花汤样，
粪便常规检查多为阴性，少数可见白细胞（≤１０个／

１．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实验室检测：

ＨＰ）或脂肪球，未见红细胞。三组患儿均有部分病

（１）阳性率：７７９份标本检出轮状病毒阳性２６３

例伴有不同程度的发热、呕吐及脱水表现，发生率经

份（３３．８％），其中门诊检出率２３．３％（１３７／５８９），病房

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ｏ．００～２．２１，Ｐ＞

检出率６６．３％（１２６／１９０）；男女患儿检出率之比为

Ｏ．０５），见表２。三组患儿均有部分病例伴有胃肠道

１３７：１２６。抽取其中的３１８份标本检测诺如病毒，阳

外表现，包括呼吸道感染及惊厥。

性标本７９份，阳性率２４．８％，男女患儿检出率之比

（１）三组患儿临床症状比较：诺如病毒组在发热

为５２：２７，其中门诊患）Ｌ４１例，住院患儿３８例。有１６

程度上与轮状病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例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均为阳性，其中ｌｌ例为住院

０．０５），而在日腹泻次数（以每天平均腹泻次数相比

患儿，５例为门诊患儿。

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混合感染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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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两组在发热和日腹泻次数上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表３）。
表２

所不同，可能与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不同有关ｎ¨引。
国外文献对人类杯状病毒（ｈｕｍａｎ

ｉ组腹泻患儿感染伴随症状发生率比较

ｃａｌｉｅｉｖｉｒｕｓｅｓ，

ＨｕＣＶ）与疾病的关系已有较全面的研究报道，其中
对诺如病毒的研究最多，认为是除轮状病毒外造成
腹泻最主要的病毒病原ｎｓ．１９】。近年我国各地对诺如
病毒的研究报道日渐增多。在本研究中，诺如病毒
检出率为２４．８％，较轮状病毒略低，说明在北京地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率（％）
表３三组腹泻患儿临床症状比较

区婴幼儿中诺如病毒感染相当普遍。这一结果与
河北卢龙、长春、兰州地区诺如病毒检出率不尽相
同‘２蚴】，提示诺如病毒在各地的感染状况可能与地
理位置、气候条件及人群的遗传免疫不同有关ｂ】。
本研究发现全年均可检测到诺如病毒阳性标
本，６—８月阳性标本检出率有增加的趋势，以１１、１２
月为高峰，８一１２月阳性标本检出率为８１．０％（６４／

注：４诺如病毒组与轮状病毒组比较；‘轮状病毒组与混合感染
组比较；。诺如病毒组与混合病毒组比较

７９）。说明诺如病毒感染既具有散发性，又具有流行
性，但与轮状病毒流行季节和流行趋势略有不同，可

（２）三组患儿的住院病例病程比较：住院病例中

能与诺如病毒存在多种传播途径（人一人、食物、水

１１５例单纯轮状病毒感染患儿９９例痊愈出院，２７例

源），夏季容易造成食物、水源污染有关。另外本研

单纯诺如病毒感染患）Ｌ２１例痊愈出院，１１混合感染

究阳性结果为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采集标本中抽取部分

患ＪＬ ７例痊愈｝Ｈ院。病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样本检测所得，病例数偏少，故该病毒在婴幼儿感染

（表４）。

中是否有季节性发病高峰，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证实。从发病年龄来看，２岁以内患儿占９１．２％，此
表４三组患儿住院病例病程比较

与兰州、河北卢龙、长春地区报道结果一致‘２蚴］，也
与轮状病毒的发病年龄相似，说明轮状病毒和诺如
病毒感染在婴幼儿感染性腹泻的病因中起很重要的
作用，尤其是１岁以内的患儿。

注：Ｉ司表３

３岁以内婴幼儿腹泻临床资料分析表明，诺如

３．院内感染率：根据２００１年卫生部印发的《医

病毒感染的临床症状与轮状病毒相似，以腹泻稀便

院感染诊断标准》所述医院感染的定义，住院患儿中

或稀水便为主，约半数以上伴有不同程度的发热，部

１１５例单纯轮状病毒感染组２７例为住院后出现腹

分患儿伴有呕吐、腹痛、腹胀、脱水等表现，虽然伴有

泻，其中１４例为住院２天后出现腹泻，院内感染率

呕吐、脱水的病例所占百分率明显高于轮状病毒组，

１２．２％（１４／１１５）。２７例单纯诺如病毒感染组９例为

此结果与以往报道相符，但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

住院后出现腹泻，其中３例为住院２天后出现腹泻，

诺如病毒组婴幼儿病情与轮状病毒组比较，在发热

院内感染率１１．１％（３／２７）。１１例混合感染组５例为

程度上较轮状病毒感染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住院后出现腹泻，其中３例为住院２天后出现腹泻，

（Ｐ＜Ｏ．０５），而在日平均腹泻次数、病程上差异无统

院内感染率２７．３％（３／１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

计学意义（Ｐ＞Ｏ．０５）。而且轮状病毒和诺如病毒的

０．０３～０．８８，Ｐ＞０．０５）。

院内感染发生率近似，说明诺如病毒也是儿科医院

讨

论

内感染性腹泻的重要病原之一，值得引起临床医生
的重视。混合感染组无论从合并发热、呕吐、脱水的

本研究显示２００２年１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轮状病

例数上，还是发热、腹泻的程度上，以及病程等方面，

毒检出率为３３．８％，感染无性别差异，高发年龄为

与其他两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６一１２月龄，２岁以下患儿占９３．９％，与文献报道国

虽然混合感染组院内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两

内其他地区的流行情况相似‘１２．１３］。发病季节以ｌＯ月

组，但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可能是病例数少，应进

至次年１月为高峰。此与国内外报道的季节分布有

一步观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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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诺如病毒传染性强，感染剂量低，自然感染
后缺乏持久免疫力，且存在多种传播途径，极易发生
暴发疫情，而诺如病毒感染与轮状病毒感染在临床
表现上极为相似，故对散发病例进行病原学检测对

‘４０１·

方株ｖＰ７编码基因序列分析．病毒学报，１９９８，１４（２）：１２６－１３２．
［１０］袁丽娟，钱渊，刘军，等．北京等我国四个地Ⅸ要幼儿腹泻轮状
病毒ＶＰ４和ＶＰ７型别的研究．病毒学报，１９９４，１０（２）：１３６－１４４．
［１１］方鹤松．中国腹泻病诊断治疗方案．临床儿科杂志，１９９４，１２
（３）：１４８—１５１．

于疾病监测和疫情控制显得尤为重要。
轮状病毒可引起胃肠道外损害已得到证实，诺
如病毒是否能引起胃肠道外损害的相关报道少见。
本研究记录的单纯诺如病毒感染组患儿在出现胃肠
道症状的同时或之后出现呼吸道症状或惊厥，是否

［１２］常如虚，潘瑞芳，朱冰，等．广州地区婴幼儿腹泻轮状病毒感染
及其型别的研究．中华儿科杂志，２００２，４０（７）：４０５－４０８．
［１３］张春芳。金玉。张又，等．兰州地区婴幼儿腹泻轮状病毒的分型
特点．中华儿科杂志，２００２，４０（７）：４０９－４２１．
［１４］Ｋａｐｉｋｉａｎ ＡＺ，Ｃｈａｎｏｅｋ ＲＭ．Ｒｏｔａｖｉｒｕｓｅｓ／／Ｆｉｅｌｄｓ

由于诺如病毒感染直接引起并未做深入研究。２００６

３ｎｄ ｅｄ

年日本学者报道了一例１１月龄女婴诺如病毒感染

１６５７－１７０８．

相关件脑病，他们用ＲＴ－ＰＣＲ的方法在患儿的粪便、
血清和脑脊液中同时检测到诺如病毒基因，ｆｊｌ除外
了其他病原感染和电解质紊乱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

［１５３ Ｋｏｏｐｍａｍ Ｍ，Ｂｒｏｗｎ Ｄ．Ｓｅａ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Ａ

ｒｏｔａｖｉｒｕｓｅｓｉ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ｃｔａＰｅｄｉａｔｒＳｕｐｐｌ，１９９９，８８（４２６）：１４—１９．

［１６］Ｃｕｎｌｉｔｆｅ

ＮＡ。Ｋｉｌｇｏｒｅ ＰＥ，Ｂｒｅｓｅｅ ＪＳ，ｅｔ

ｒｏｔ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ａｒｒｈｏｅａ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ａ ｒｅｖｉｅｗ

症状∞Ｊ。另有报道在日本暴发的一次６４４例感染者
疫情中有１５例出现眼睛不适ｍ］。故诺如病毒感染
所致的胃肠道外损害应引起注意。

ｒｏｔａｖｉｒｕｓ ｉｍｍｕ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ｕｌｌ

１９９１

［Ｉ］靖宇，钱渊，王洛平．北京地区人群诺瓦克样病毒血清抗体水平

ａ１．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ＷＨＯ，１９９８，７６（５）：５２５—５３７．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ｒｏｔａｖｉｎｌ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１９９６．Ｐｅｘｉｉａｔｒ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

ｔｏ

Ｊ，１９９７。１６（１０）１９４１—９４６．

［１８］Ｍｏｒｅｎｏ－Ｅｓｐｉｎｏｓａ Ｓ，Ｆａｒｋａｓ Ｔ，Ｊｉａｎｇ Ｘ．Ｈｕｍａｎ ｅａｌｉｃｉｖｉｒ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ｇａｓｔｒｏｃｍｖｒｉｔｉｓ．Ｓｅｍｉ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２００４，１５（４）：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调查．病毒学报，１９９８，１４（４）：３２２—３２８．

ｔｏ

［１７］Ｔｏｒｏｋ ＴＪ，Ｋｉｉｇｏｒｅ ＰＥ，Ｃｌａｒｋｅ ＭＪ，ｅｔ ａ１．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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