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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云南省与缅甸接壤地区健康儿童
肠道病毒携带情况调查
丁峥嵘汤晶晶
【摘要】

田炳均

张杰李立群赵智娴何丽芳

目的了解缅甸入境健康儿童和云南省口岸地区健康儿童肠道病毒（ＥＶ）携带情

况及病毒型别特征。方法在１０个边境【Ｊ岸＜１５岁的健康儿童中采集粪便标本，进行病毒分离
和型别鉴定。共采集到３１９份粪便标本。脊髓灰质炎（脊灰）病毒（ＰＶ）用抗体中和试验鉴定，并
送国家脊灰实验室进行型内鉴别；非脊灰肠道病毒（ＮＰＥｖ，用基因测序方法进行鉴定；腺病毒用
血清学方法鉴定。结果共检测到ＥＶ ５３株（带病毒率为１６．６％），其中ＰＶ２３株（阳性率７．２％）经

国家脊灰实验室证实均为疫苗株，未发现脊灰野病毒；ＮＰＥＶ ３０株（阳性率９．４％），经ＶＰｌ区核苷
酸序列测定，除１株未被所有ＥＶ通用引物扩增外，其余２９株分别属于ＨＥＶ－Ａ组（１株，１个血清
型，占３．３％）、ＨＥＶ－Ｂ组（２０株，１１个血清型，占６６．７％），ＨＥＶ－Ｃ组（８株，４个ｍ清型，占２６．７％），未
检测ＨＥＶ－Ｄ组病毒。同时还检测到腺病毒４株，阳性率为Ｉ．２５％。分别做Ｂ组和ｃ组病毒基因
树，相同型别的分离株都与对应的标准株聚集在一起。同源性计算表明，分离株与对应标准株的
核苷酸同源性及氨基酸同源性分别在７５％和８５％以上，符合国际测序定型标准。结论在中国
云南省与缅甸接壤地区，ＥＶ携带率较高，特别是ＰＶ阳性率高于急性弛缓性麻痹常规监测。ＥＶ
中以ＨＥＶ－Ｂ组病毒为主，病毒血清型的分布具有多样性，并发现ＥＶ７３（２株）、ＥＶ７５（１株）、ＥＶ８０
（１株）和ＥＶ９６（４株）等新型ＥＶ。

【关键词】肠道病毒；测序定型；健康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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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我国云南省与近年来仍有脊髓灰质炎（脊灰）野

ＥＶ及小ＲＮＡ科其他病毒的全部序列数据库，进行

病毒流行的缅甸接壤…，由于两国边境线绵长，且边

比较分析。如果其与某一型病毒株同源性不低于

境地区通道众多，人员交往频繁，因此脊灰野病毒输

７５％，同时与另一最接近的血清型的同源性不高于

入我国的危险性随时可能发生。作为常规急性迟缓

７０％，则其与此病毒株为同一血清型；如果最高同

性麻痹（ＡＦＰ）病例监测系统的补充，了解云南省与

源性介于７０％一７５％之间或与另一最接近血清型的

缅甸接壤边境地区健康儿童肠道病毒（ＥＶ）携带情

同源性高于７０％，则不确定型别，有待于用其他方

况，为脊灰监测、常规免疫、强化免疫等工作提供依

法鉴定；如果最高同源性低于７０％贝ＩＪ说明此分离株

据，于２００７年１１月在与缅甸接壤的６个州市的ｌＯ个

序列与数据库中的所有序列均不匹配，可能属于新

口岸采集健康儿童粪便标本并进行病毒分离和型别

的型别。

鉴定。

（３）病毒遗传系统进化树分析：用Ｍｅｇａ软件进
行进化树分析和做图。进化树用临位相接法

对象与方法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所用模式为Ｋｉｍｕｒａ二参

１．调查对象：在与缅甸接壤的６个州市１９个县

数置换法（Ｋｉｍｕｒａ ２－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中，选择出入境人员流动量较大的１０个口岸，采集＜

用１０００个ｐｓｅｕｄｏ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进行进化树ｂｏｏｔ

１５岁的入境健康儿童和口岸地区健康儿童粪便标

ｓｔｒａｐ统计学分析。

本。每个口岸采集３０份标本（单份便），入境儿童和

（４）腺病毒鉴定：对于只在Ｈｅｐ一２细胞上生长且

口岸地区儿童粪便标本各占一半。共采集３１９份合

具有典型腺病毒细胞病变效应，既不能被脊灰组合

格粪便标本。均在３ ｄ内低温冷藏送至云南省疾病

血清中和，又不能被ＥＶ引物扩增的分离株，用腺病

预防控制中心脊灰实验室。

毒诊断试剂盒（美国Ｓ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司）进行鉴定（由

２．方法：

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吉田弘提供）。

（１）病毒分离：所有粪便标本均按照ＷＨＯ推荐

结

的方法进行处理汜】，然后接种到Ｌ２０Ｂ、ＲＤ和Ｈｅｐ一２
细胞上。

果

１．病毒分离：共检测３１９份粪便标本，分离到

（２）病毒鉴定：脊灰病毒（ＰＶ）型别用ＷＨＯ提供

ＥＶ

５３株，阳性率为１６．６％。其中ＰＶ ２３株（Ｉ型１９

的组合血清进行鉴定。非脊灰肠道病毒（Ｍ，Ｅｖ）用

株、Ⅱ型３株、Ⅲ型１株），阳性率为７．２％，未分离到

基因测序定型。病毒ＲＮＡ提取试剂盒为ＱＩＡａｍｐ

混合型ＰＶ。２３株ＰＶ经国家脊灰实验室鉴定均为疫

Ⅵｒａｌ ＲＮＡ Ｍｉｎｉ Ｋｉｔ（ＱＩＡＧＥＮ公司），ＲＴ－ＰＣＲ试剂

苗株病毒。ＮＰＥＶ ３０株，阳性率为９．４％；腺病毒４

盒为Ａｃｃｅｓｓ ＲＴ．ＰＣＲ（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ｃＤＮＡ合

株，阳性率为１．２５％（表１）。

成、ＲＴ－ＰＣＲ及测序所用引物参照Ｏｂｅｒｓｔｅ等ｂ１的方

表１云南省各口岸地区健康儿童ＥＶ检测结果

法进行。ＲＴ－ＰＣＲ和测序引物为：２９２：５’一ＭＩＧ ＣＩＧ
ＹＩＧ ＡＲＡ ＣＮＧ Ｇ一３’．２２２：５ ７一ＣＩＣ ＣＩＧ ＧＩＧ ＧＩＡ

ＹＲＷ ＡＣＡ

采样地点

标本
份数ＰＶｌ

阳性株数
ＰＶｌＩ ＰＶ￥ＮＰＥＶ

阳性率（％）
ＥＶ

ＰＶ

ＮＰＥＶ

Ｔ－３７，０１２：５’一ＡｒＧ ＴＡＹ ＧＴＩ ＣＣＩ ＣＣＩ

ＧＧＩ ＧＧ一３’。０４０：５ ７一ＡＴＧ ＴＡＹ ＲＴＩ ＣＣＩ ＭＣＩ ＧＧＩ
ＧＣ一３’，０１ｌ：５’一ＧＣＩ
ＡＡ一３

ＣＣＩ

ＧＡＹ ＴＧＩ ＴＧＩ ＣＣＲ

７。ＲＴ－ＰＣＲ程序为：４８℃４５ ｍｉｎ，９４℃２

９４℃１０ Ｓ，５０℃１０ Ｓ，６５℃ｌ

ｍｉｎ，

ｍｉｎ，共３０个循环，最

后在６５℃延伸５ ｒａｉｎ。ＰＣＲ产物用ＱＩＡｑｕｉｃｋ

ＰＣＲ

纯化试剂盒（ＱＩＡＧＥＮ公司）纯化。ＰＣＲ产物送上海
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双向测序，并
用Ｓｅｑｕｅｎｃｈｅｒ软件（美国Ｇｅｎｅ Ｃｏｄｅｓ公司）进行编
辑。测序结果在基因库进行“Ｂｌａｓｔ Ｓｅａｒｃｈ”并用
Ｍｅｇａ软件进行核苷酸序列和氨基酸序列比对¨】。

２．ＮＰＥＶ定型：用ＥＶ通用引物对３０株ＮＰＥＶ进

根据参考文献［５］，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ＥＶ型别

行基因扩增及测序，其中１株（ｈｑ—１２８）不能被所有

判定时，可将测得的ＶＰｌ区序列提交与一个包含有

引物（２９２／２２２、０１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１１）扩增，其余２９株属

堂堑行病学杂志２０ｌｏ年２月第３１卷第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２
于３个组，即ＨＥＶ－Ａ组ｌ株（１个血清型，ＣＡ６）占

·１８７·

因树时不用７２、７７、３０８、３１９。

３．３％，ＨＥＶ－Ｂ组２０株（１１个血清型）占６６．７％，其

讨

中新型肠道病毒ＥＶ７３

论

２株（１ｙ８０，ｍｈ一１９１），
ｌ株（Ｊｇ一２２１），ＥＶ８０ ｌ株（ｍｈ一２０１）；ＨＥＶ－Ｃ

云南省地处中国西南边陲，外与近年来仍有脊

组８株（４个血清型）占２６．７％，其中新型病毒

灰野病毒流行的缅甸接壤…，存在输入性传播的危

４株（ｍａ一４０，ｍｈ一１９３，ｍｈ一２０３，ｊｇ－２３４）。

险；内与曾发现聚集性疫苗相关病例（ｃＶＤＰＶ）的贵

未分离到ＨＥＶ－Ｄ组病毒。分离株与对应标准株的

州省和发生过疫苗重组ＰＶ循环的四川省相邻№’７】，

核苷酸同源性在７６．７％。９３．３％之间，与氨基酸同

给云南省维持无脊灰状态带来很大的挑战。本次调

源性在８９．７％～９８．４％之间，与国际测序定型标准

查选择出入境人员流动量较大的１０个边境口岸＜

一致（表２）。

１５岁的入境健康儿童和境内健康儿童，进行ＥＶ动

ＥＶ７５

ＥＶ９６

标本号泐盏蒙藿船淼墨翥
表２

ＮＰＥＶ与标准株同源性比较及定型结果

卯２

嘶

态监测，为维持无脊灰状态提供可靠的实验室依据。
本次调查分离的ＰＶ均为类疫苗株病毒，未发现
野病毒株，说明目前云南省维持消灭脊灰状态良
好。ＥＶ和ＰＶ的分离率分别为１６．６％和７．２％，比同
年在常规ＡＦＰ标本中分离到的ＮＰＥＶ分离率（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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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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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ＰＶ分离率（４．７％）高，是否与常规ＡＦＰ病例采便

２一

２

７

３

及时率、采便质量、运送途中的保存状态等有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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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２一

２

４

ｊ

２一

２

ｌ

２

从各口岸ＥＶ分离情况可见，德宏拉影镇的ＥＶ、

Ｏ一

ｌ

４

４

ＰＶ分离率分别为４５．７％和２８．３％，均高于其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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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

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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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６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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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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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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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侉％＂四科配∞ｓ！四虬够弛∞盯弛他跎弛如

待进一步研究。

岸。值得注意的是，Ｅ７的７株病毒中，６株来自德宏
拉影镇，说明该病毒可能发生局部循环。德宏芒海
镇虽未分离到ＰＶ，但ＮＰＥＶ的分离率较高（３０％）；
临沧南伞镇未分离到ＥＶ。不同地区ＥＶ带病毒率的
差异，可能是否与当地的气候、地理环境、饮食与卫
生习惯等因素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近来用基因测序方法对ＥＶ进行鉴定已成为定
型的金标准№】。本次研究结果表明，云南省边境地

３

粥卯 鹕％鳃 ％蟠卯 粥蛄够％ 舛粥够％ ｍ石缶４石４

Ⅸ附阱Ｂ馓町一阱踢肼町一；耋耵酐

区健康儿童携带的ＮＰＥＶ主要以ＨＥＶ－Ｂ为主
（６６．７％），其次为ＨＥＶ－Ｃ组。检测到的ＥＶ血清型涵

ｍａ－－４０

２９２－２２２

７７．７

９３．９

ＥＶ９６

ｍａ—４７

２９２—２２２

７７．７

９５．７

ＣＡｌ７

ｍｈ一１８８

２９２－２２２

７９．６

９４．６

ＣＡ２０

ＥＶ９６。Ｔｉａｎ等一１曾对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及２００４年云南

ｍｈ一１９３

２９２—２２２

８１．２

９３．７

ＥＶ９６

省ＡＦＰ病例中的ＮＰＥＶ进行研究。并发现了７种新

ｒａｈ一１９４

２９２—２２２

７８．８

９３．０

ＣＡ２０

ｍｈ－２００

２９２－２２２

７９．８

９５．７

ＣＡ２４

ｍｈ一２０３

２９２—２２２

８０．４

９６．４

ＥＶ９６

ＥＶ９６）。早在２００ １年，Ｏｂｅｒｓｔｅ等¨们首先发现并报道

』量：坐

！！！：兰丝

丝：旦

！！：！

型！１

了ＥＶ７３，此次在云南省边境健康儿童中检出ＥＶ７３，

盖１７种，包括４种新型ＥＶ：即ＥＶ７３、ＥＶ７５、ＥＶ８０和

型ＥＶ（ＥＶ７５、ＥＶ７６、ＥＶＳ０、ＥＶ８１、ＥＶ８３、ＥＶ９３、

３．进化树分析：用ＭＥＧＡ软件分别分析１６株Ｂ

为国内首次报道。２株ＥＶ７３的基因序列已登入基

组、８株Ｃ组病毒组间及与对应标准株问的亲源关

因库，基因库编号为ＡＢ４７４１８１和ＡＢ４７４１８２。新型

系，从图ｌ、２可看出相同型别的分离株与对应的标

ＥＶ在云南省的广泛分布及呈现多样性，表明继续开

准株聚集在一起。ＨＥＶ－Ｂ组中，分离株７２、７７、３０８、

展对ＥＶ的分子生物学监测有重要意义。

３１９、２１４、３０７和３１５血清型别为Ｅ７，其中７２、７７、
３０８、３１９所用引物为０４０／０１ｌ，２１４、３０７、３１５所用
引物为２９２／２２２。由于０４０／０１ｌ扩增的是ＶＰｌ区的
３ ７端，而２９２／２２２扩增的是ＶＰｌ区的５’端，所以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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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现已实行“中华医学会信息管理平台＂在线投稿
２０１０年中华医学会信息管理平台升级，本刊登录网址更新为中华医学会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ｍａ．ｏｒｇ．ｃｎ。在线投稿请点击首
页上方“业务中心”。新老用户使用过程中具体注意如下：（１）第一次使用本系统进行投稿的作者，必须先注册。才能投稿。注
册时各项信息请填写完整。作者自己设定用户名和密码，该用户名和密码长期有效。（２）已注册过的作者，请不要重复注册，否
则将导致查询稿件时信息不完整。如果遗忘密码，可以从系统自动获取，系统将自动把您的账号信息发送到您注册时填写的
邮箱中。向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中不同杂志投稿时无须重复注册。进入系统后１１０ ｕ－Ｊ实现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间的切换。本刊
的审稿专家可使用同一个用户名作为审稿人进行稿件审理和作者投稿。（３）作者投稿请直接登录后点击“个人业务办理”，然后
点击左上角“远程稿件处理系统”，在页面右上角“选择杂志”对话框中的“中华流行病学杂志”冉点击“作者投稿”。投稿成功
后，系统自动发送回执邮件。作者可随时点击“在线杳稿”，获知该稿件的审稿情况、处理进展、审稿意见、终审结论等；有关稿
件处理的相关结果编辑部不再另行纸质通知。投稿成功后请从邮局寄出单位介绍信，来稿需付稿件处理费２０元／篇（邮局汇
款），凡未寄单位介绍信和稿件处理费者，本刊将对文稿不再做进一步处理，视为退稿。如有任何问题请与编辑部联系，联系电
话：０１０—６１７３９４４９。Ｅｍａｉｌ：ｌｘｂｏｎｌｙ＠ｐｕｂｌｉｅ３．ｂ诅．ｎｅｔ．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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