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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１ ９９７－－２０ １ ２年戊型肝炎流行特征
和基因分型研究
任宏

李燕婷周欣王晔郑英杰
【摘要】

目的

朱奕奕

陆一涵

系统分析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上海市戊型肝炎（戊肝）的流行特征、血清学和基因

分型特点。方法利用国家法定传染病报告数据；采用ＥＬＩＳＡ检测社区健康人群戊肝病毒
（ＨＥＶ）一ＩｇＧ抗体，计算标化阳性率；使用巢式ＲＴ－ＰＣＲ、基因测序和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构建上海市ＨＥＶ
基因数据库。结果

１６年间上海市戊肝以散发为主，发病率呈季节性和周期性，总体略呈下降趋

势。男性发病率显著高于女性，患者以３０～６５岁年中老年人为主。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４次社区健康人
群抗体水平监测，共采集血清标本３９７９份，人群ＨＥＶ－ＩｇＧ抗体标化阳性率分别为２２．３２％、１８．５６％、
１０．２２％和３４．４３％，抗体阳性率与监测对象的年龄组别和地区分布呈显著关联。对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
上海市新发现的７３株ＨＥＶ同源性和进化树分析显示，ＨＥＶ以基因Ⅳ型为主，包含４个已知基因亚
型（４ａ、４ｄ、４ｈ和４ｉ）；人病毒株序列与猪基因Ⅳ型病毒株序列（ＧＵｌ８８８５ｌ、ＤＱ４５００７２和ＥＦ５７０１３３）
的核苷酸同源性分别为８３．０９％～９７．９６％、８５．８７％一９７．２６％和８３．８０％～９５．１０％；不同区县来源的
ＨＥＶ分离株中，同源性＞９９％的序列有５９对。结论戊肝仍是上海市需长期重点防治的急性传
染病之一。其人畜共患命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关键词】戊型肝炎；戊型肝炎病毒；流行特征；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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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型肝炎病毒（ＨＥＶ）引起的戊型肝炎（戊肝）是

月１日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由上述医院临床诊断的

以粪一口途径传播为主的人畜共患病，并被ＷＨＯ认

全部急性散发戊肝住院患者血清标本３０５份，经复

为是发展中国家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近年

核其中ＨＥＶ－ＩｇＭ抗体阳性血清标本１５１份，保存
于一７０℃备用。

来随着发达国家和地区中戊肝散发病例日益增多以
及人群抗体阳性率逐年上升，全球戊肝感染状况凸
现严重陋Ｊ。上海市自１ ９９７年系统开展戊肝病例监测
以来，已在动物源性传播途径、人群感染危险因素以
及基因分型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口，“，为此本研究拟在

（２）ＨＥＶ ＲＮＡ检测和测序：使用Ｔｒｉｚｏｌ

Ｒｅａｇａｎｔ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从２００ ｇｌ血清标本中提取ＨＥＶ
ＲＮＡ溶解于１０ ｇｌ ＤＥＰＣ溶液。采用巢式反转录一聚
合酶链式反应（ｎｅｓｔｅｄ ＲＴ－ＰＣＲ），４２℃，ＡＭＶ反转录

前期研究基础上，系统阐述上海市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戊

酶［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反转录４０ ｍｉｎ，扩

肝流行特征。

增ＨＥＶ开放阅读框ＯＲＦ２区域内１５０ ｎｔ片段（参考
对象与方法

１．数据来源：上海市１９９７－－２００３年戊肝发病数
据来源于全国传染病疫情报告系统，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
戊肝发病数据来源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人口资料由上海市公安局提供。

缅甸株６３１７。６４６６ ｎｔ，ＧｅｎＢａｎｋ登录号Ｍ７３２１８），引
物序列见表１，ＰＣＲ程序设置按照参考文献［５］提供
的方法操作。阳性结果重复实验两次，割胶纯化后
进行双向测序（上海基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表１

ＨＥＶ

ＲＮＡ巢式ＲＴ－ＰＣＲ引物序列

２．社区健康人群抗体水平监测：
（１）抽样方法：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和２０１２年各
开展１次社区健康人群ＨＥＶ－ＩｇＧ抗体水平监测。采
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在全市范围内随机抽取
４个区（县），每个区（县）随机抽取１个社区，按照年

注：Ｙ代表Ｃ或Ｔ，Ｒ代表Ａ或Ｇ，Ｗ代表Ａ或Ｔ

龄分成９层（０～、５～、ｌＯ～、１５～、２０～、３０。、４０。、
５０～、６０。岁），每个年龄层内随机抽取３０名社区健

Ｍ７３２１８－Ｂｕｒｌ—ｈｕｍａｎ、Ｄ１ １０９２一Ｃｈｉ—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ｈｕｍａｎ；

康居民作为监测对象。在知情同意原则下，收集监

Ⅱ型的代表序列Ｍ７４５０６一Ｍｅｘｉｃｏ—ｈｕｍａｎ；１１Ｉ型代表

测对象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职业和户籍等）和

序列ＡＦ０６０６６８一ＵＳ １一ｈｕｍａｎ、ＡＦ０６０６６９一ＵＳ２一ｈｕｍａｎ

０．５

ｍｌ血清标本备用。
（２）检测方法及试剂：采用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清标

（３）序列分析：参照序列为ＨＥＶ Ｉ型代表序列

和ＡＦ０８２８４３一ＵＳ．ｓｗｉｎｅ；ＩＶ型代表序列ＡＢｌ９７６７４．
Ｃｈ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ｈｕｍａｎ一２００ １＿４ａ、

ＡＢ２９ １ ９６４一Ｊａｐａｎ－

本ＨＥＶ－ＩｇＧ抗体。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４年检测试剂使用

１
１ ０８－
ｈｕｍａｎ一４ｂ、ＡＢ０７４９ ７一Ｊａｐａｎ—ｈｕｍａｎ＿４ｃ、ＡＪ２７２

美国Ｇｅｎｅｌａｂ公司生产的ＨＥＶ－ＩｇＧ抗体诊断试剂
盒（ＥＬＩＳＡ）；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检测试剂使用北京

Ｃｈｉ－Ｂｅｉｊ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２０００＿４ｄ、ＡＢ １ ０８５３７一Ｃｈｉ－Ｃｈａｎｇｃｈｕｎ－

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ＨＥＶ－ＩｇＧ抗体诊断
试剂盒（ＥＬＩＳＡ）。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严格

４ｈ、ＨＭ４３９２８４一Ｃｈｉ—Ｊｉａｎｇｓｕ—ｈｕｍａｎ一２００８＿４ｉ

按说明书进行操作，检测设备使用ＴＥＣＡＮ公司生

市２００９年在７月龄婴儿中发现的ＦＪ３７３２９５一

产的ＴＥＣＡＮ ＳＵＮＲＩＳＥ型酶标仪（仪器编号：

Ｃｈ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ｈｕｍａｎ一２００９。６】和２００７年在猪中发现的

６１１０００００７）。

ＥＦ５７０ １ ３３一Ｃｈ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ｗｉｎｅ一２００７。

３．基因分型监测：
（１）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法，在城区

ｈｕｍａｎ一２０００＿４９、ＧＵｌ８８８５ １－Ｃｈｉ—Ｗｕｈａｎ—ｓｗｉｎｅ一２００９—

和

ＤＱ４５００７２．Ｃｈ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ｗｉｎｅ．２００５ ４ｉ；以及上海

４．统计学分析：使用ＳＰＳＳ １ ９．０软件描述性统计

和郊区各随机抽取５个区，每个区随机抽取１所综合

分析戊肝发病数据，对影响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ＨＥＶ－ＩｇＧ
抗体阳性率的变量进行年龄组趋势Ｚ检验和多因素

性医院。在知情同意的原则下，整群抽取２００４年１

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使用Ｅｖｉｅｗ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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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５

（、）ｌｎ棚，．ｅｖｉｅｗｓ．ｃｏｍ）中Ｘ一１ ２一ＡＲＩＭＡ季节调整程序模

表２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上海市戊肝报告发病率（／ｌＯ万）分布

块一１，对戊肝发病数据的季节性趋势进行检验；使用
Ｍｅｇａ ５．０软件（ｗｗｗ．ｍｅｇａ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ｎｅｔ）对参考病毒

株和样本病毒株的核苷酸序列进行比对，利用
Ｋｉｍｕｒａ．２一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核苷酸替换模型计算序列两两
间的同源性，并运用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法构建进化
树。序列分析采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值为
１０００）进行检验，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值＞７０％的进化分组被认
为有足够的支持证据。
结

果

１．流行特征：
（１）发病率：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上海市（含户籍常住
和外来人口）共报告戊肝病例７７９８例，年均报告发
病率为２．６５／１０万；死亡５３例，病死率为０．６８％。其
中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戊肝报告发病率均低于０．７０／１０
万；２０００年加强病毒性肝炎分型诊断后，戊肝报告
发病率持续稳定在２．３１／１０万至４．２４／１０万。以２０００
年和２００５年报告发病率最高，２０１２年报告发病率较
低。戊肝月度发病率呈现季节性和周期性，总体呈
略有下降趋势（Ｆ＝３０．９９，Ｐ＜Ｏ．００１）。未报告戊肝
聚集性病例和暴发疫情（表２）。
（２）分布特征：戊肝报告发病率男性显著高于女

注：按性别报告发病率使用上海市户籍常住人口数（不含外来

人口）近似代替全市人口数；年均报告发病率＝报告病例总数爆露
人口总数（以上海市总人口数近似替代暴露人口数）

性（多元线性回归：ｔ＝４．３３，Ｐ＜Ｏ．００１），男女性年均

全市共开展４次社区健康人群ＨＥＶ－ＩｇＧ抗体水平监
测，共抽取社区健康人群３９７９人作为监测对象，其

发病率之比为１．９６：１（表２）。城区发病略低于郊区，

中男性２０９３人，女性１８８６人。

两者发病数之比为１：１．０７。发病数以浦东新区、徐

（１）ＨＥＶ－ＩｇＧ阳性率：２００１、２００４、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

汇区、杨浦区、闵行区和宝山区居前五位，共计３７９６
例，占报告发病数的４８．６８％。发病以３０～６５岁年龄

社区健康人群ＨＥＶ－ＩｇＧ抗体阳性率分别为１７．６６％、
１４．９６％、７。３３％和２６．５８％，标化阳性率分别为

组为主，共计５９６３例，占报告发病数的７６．４７％。

２２．３２％、１８．５６％、１０．２２％和３４．４３％（表３）。

２．社区健康人群抗体水平监测：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
表３

（２）影响因素分析：将监测地区、性别、年龄分组

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上海市社区健康人群ＨＥＶ－ＩｇＧ抗体阳性率

注：年龄别标准人口数为上海市户籍常住人口（不含外来人口）

·４２２·

主堡煎鱼堑兰垄查！Ｑ！！笙！旦篁丝鲞笙！塑壁堕！墅！！！堡！旦！！坐型垫！！！塑！：！！！塑竺：！

和甲肝抗体水平等变量纳入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９１．４７％）进行同源对比，核苷酸同源性分别为

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ＨＥＶ－ＩｇＧ抗体阳性率与监
测对象年龄和地区有关，即小年龄组抗体阳性率显

８３．０９％～９７．９６％、８５．８７％～９７．２６％和８３．８０％～

著低于大年龄组（ＯＲ＝Ｏ．０８，Ｐ＜Ｏ．００１），且随年龄增

对比，发现同源性＞９９％的序列有５９对，其中同年份

加呈线性上升趋势（岔＝２１０．５２，Ｐ＜０．００１）；城区人

的序列有２１对，间隔一年的序列有２０对。

９５．１０％。对各区（县）不同年份的ＨＥＶ分离株进行

群的抗体阳性率显著高于郊区（ＯＲ＝１．８４，尸＝

病毒株序列进行比对并绘制基因进化树。分析显

０．０１），见表４。
表４

ＨＥＶ－ＩｇＧ抗体阳性率的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因素

（２）进化树构建：将分离的ＨＥＶ病毒株与参考

变量赋值

口Ｗａｌｄｚ２值Ｐ值

Ｄ尺值（９５％ｃ｜『）

示，上海市ＨＥＶ １Ｖ型病毒株包含４个已知基因亚
型，分别是４ａ、４ｄ、４ｈ和４ｉ亚型（表５）；同时发现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Ｎ．３６一ｈｕｍａｎ．２００７株与另ｌ ４株序列保持
高度同源（平均同源性＞９８％）。该分支与４ａ亚型代
表株的同源性为９２．２０％，与其他４ａ亚型分离株的同
源性为９０．７０％～９３．７３％，与Ⅳ亚型代表株（４ｂ～４ｉ）
的同源性为８５．７６％～８９．９９％（图１）。
表５

序列数』里里孥兰堡鲨兰堑掣

ＨＥＶ进化树不同分支内部核苷酸片段平均同源性分析
亚型

Ｘ

！ｓ

注：各年龄组默认与＞６０岁组比较

３．基因分型监测：３０５例急性散发戊肝患者中

男性１７１例，平均年龄（４６．０４±１６．４１）岁；女性１３４
例，平均年龄（４９．５３±１６．０６）岁，两者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ｆ＝１．７６，Ｐ＞Ｏ．０５）；城区１７７例，郊区１２７例，两
者之比为１．３９：１。

讨

（１）基因分型和同源性分析：采取ｎｅｓｔｅｄ

ＲＴ－

论

戊肝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被首次报道以来，由于

ＰＣＲ检测１５１份ＨＥＶ－ＩｇＭ抗体阳性戊肝患者血清

实验室检测技术的局限，其发病率和人群感染率一

标本，１５０ ｎｔ核苷酸片段的总检出率为３２．７９％（７３／

直被低估，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自２００４年

３０５）。所扩增的１５０

ｎｔ

核苷酸片段经测序，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登录的ＨＥＶ
Ｉ、Ⅱ、Ⅲ和Ⅳ型（４ａ。

４ｉ）参考病毒株序列进行
同源对比，核苷酸序列
同源性分别为７４．２６％～
８３．４５％
８５．９６％

、

、

７２．４９％

～

７０．３９％

～

８１．７８％和７９．９２％～

９９．３２％。上述片段与猪
基因Ⅳ型病毒株序列
（ＧＵ ｌ ８８８５ １－Ｃｈｉ—Ｗｕｈａｎ—

ｓｗｉｎｅ－２００９—４ｈ、ＤＱ４５ｔＸｒ７２－
Ｃｈ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ｗｉｎｅ·－２００

５—４ｉ和ＥＦ５７０ １ ３３一Ｃｈ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ｗｉｎｅ一２００７核
苷酸同源性为８９．１１％～

图１

１－海市ＨＥＶ ＩＶ

１５０

ｎｔ核苷酸片段进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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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５

以来上海市戊肝发病率已超越甲肝，居急性肝炎发

食用污染水产品而共同暴露和感染，ＨＥＶ因物种差

病首位。

异以不同速率在动物体内进化并最终具备人畜共患

本研究对１９９７—２０１２年上海市戊肝人群流行
特征和发病趋势分析显示，主要以散发为主，发病率

特征ｎ ２Ｉ，所以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华东地区更容易早

呈现季节性和周期性，总体呈略有下降趋势。男性

期发现人和猪序列之间的同源ｎ·”’，而同期在中原地
区开展的调查却无此发现”“。但上述假设仍缺乏足

发病率显著高于女性，城区显著高于郊区，患者以

够的流行病学证据，同时ＨＥＶ跨物种变异和传播的

３０～６５岁中老年人为主，推测戊肝感染可能与男性

假设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本研究对上海市各区

外出就餐机会多于女性有关ｎ，，但仍存在未知传播

（县）来源的ＨＥＶ分离株比较发现，同源性＞９９％的

途径需要探索【２。。

序列有５９对，其中同年份的序列有２１对，间隔一年

为系统评估人群ＨＥＶ感染状况，于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系统开展４次基于社区健康人群的ＨＥＶ－ＩｇＧ抗体
水平监测。研究发现上海市已有７．３３％～２６．５８％

的序列有２０对，序列间是否存在流行病学的关联，
能否通过基因溯源的方式揭示戊肝聚集性病例和暴
发疫情，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标化阳性率为１０．２２％。３４．４３％）的人群感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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