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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年苏州地区腹泻婴幼儿感染
人博卡病毒的分子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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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奋扬

目的明确苏州地区腹泻婴幼儿博卡病毒感染情况、病毒主要基因型别及其流行病

学特征。方法收集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苏州市儿童医院疑似病毒性腹泻患儿粪便标本８３２例（份），采
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方法检测粪便中博卡病毒ＤＮＡ，并对部分阳性标本测序明确病毒基因型。结果
８３２份粪便标本检出博卡病毒阳性５ｌ份，阳性率为６．１％。７—９月为博卡病毒感染高峰；９６％的患
儿为＜２岁，其中７～１２月龄为高发年龄段；男性患儿多于女性；３６例合并其他腹泻病毒感染。对
３５份博卡病毒阳性标本进行测序，其中２８份为ＨＢｏＶ－Ｉ型，５份为ＨＢｏＶ－２型，２份型别未确定，未
发现ＨＢｏＶ－３型及ＨＢｏＶ一４型。结论苏州地区婴幼儿腹泻标本中博卡病毒以ＨＢｏＶ－１型为主，
Ｉ司时存在ＨＢｏＶ一２型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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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博卡病毒（ＨＢｏＶ）属细小病毒科，首先由瑞

４），其中ＨＢｏＶ－２又可进一步分为２Ａ和２Ｂ怛。４１。血

典科学家Ａｌｌａｎｄｅｒ等…在２００５年从下呼吸道感染患

清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ＨＢｏＶ存在早期暴露，＜５岁

儿标本中分离获到。目前有４个血清型（ＨＢｏＶ－１～

人群阳性率为９０％，不同的ＨＢｏＶ型特异性抗体阳

性率存在差异，但以ＨＢｏＶ＿１感染最为常见［５＇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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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分析苏州地区腹泻婴幼儿中ＨＢｏＶ感染情况及
其分子特征。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９南京，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肠道病原
微生物重点实验室（付建光、秦圆方、艾静、吴斌、祁贤、鲍吕俊、朱叶
飞、汤奋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蒋翠莲）；苏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刘成）

通信作者：汤奋扬，Ｅｍａｉｌ：ｔｆｙｅｐｉ刨ｓｃｄｃ．ｃｎ

材料与方法

１．病毒性腹泻疑似病例定义：①每日排便≥３
次且性状有改变（稀便、水样便等），便常规镜检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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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数＜１５个／ＨＰ，未见红细胞者；②腹泻次数＜３次／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

１年苏州地区ＨＢｏＶ感染患儿年龄

日，但伴有大便性状改变和呕吐症状者；③腹泻次

和季节分布

数＜３次／日，呕吐为主要症状者。凡具备其中一条

昔嘉Ｈ燃ＢｏＶ簇肾ＨＢｏＶ 蒜Ｈ震ＢｏＶ禚肾ＨＢｏＶ

即为本研究病毒性腹泻疑似病例。
２．标本来源及其处理：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收集苏州市儿童医院＜５岁住院病毒性腹泻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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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８３２

６．１

病例标本共计８３２例（份），一７０℃冰冻保存。检测时

２５～

加入１ ｍｌ生理盐水至１．５

合计

ｍ１

ＥＰ管中，加入０．１ ｇ固

体粪便标本或０．１ ｍｌ液体粪便标本，置于漩涡振荡
器混匀，室温静置１０ ｍｉｎ，室温下≥５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５

ｒａｉｎ，吸取上清液，置一２０℃冰箱保存。
３．检测方法：①核酸提取：利用ＡＢ［自动核酸

提取仪，试剂采用ＡＢＩ

２
５１

５１

状病毒）感染。
２．病原学检测：通过对ＶＰｌ／ＶＰ２重叠区的序列
分析比对，发现ＨＢｏＶ各毒株核苷酸同源性有较大
差异，每一基因型内不同毒株核苷酸序列也有一定

５Ｘ ＭａｇＭＡＸＴＭ一９６ Ｖｉｒａｌ

差异（图１）。测序的３５份ＨＢｏＶ阳性标本中２８株为

Ｋｉｔ（美国ＡＢＩ公司），提取方法按照试剂盒
说明书。②实时荧光反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Ｒｅａｌ

ＨＢｏＶ－１型，与参考株的同源性为８８．９％～１００．０％，
２８株问的同源性为９０．２％～ｔ００．０％；５株为

ＲＴ－ＰＣＲ）：ＨＢｏＶ的定性检测采用文献报道的

ＨＢｏＶ－２Ａ型，与参考株的同源性为９３．４％。９８．９％，

引物探针及反应条件＂１，试剂盒采用ＱｕａｎｔｉＴｅｃｔ

彼此间的同源性为９９．６％～１００．０％；未发现ＨＢｏＶ－３

ＲＴ－ＰＣＲⅪｔ（德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扩增后对扩

型及ＨＢｏｖ－４型。此外，ＳＺ一５分离株在分支上接近

增曲线平滑且Ｑ值＜３３的样本判定为该组ＨＢｏＶ

ＨＢｏｖ＿１型，但同源性分析显示更接近ＨＢｏＶ－２Ａ型，

阳性。③ＲＴ－ＰＣＲ：扩增ＶＰｌ／ＶＰ２重叠区片段将３５

而ＳＺ一１７分离株则很难归类，与其他毒株的同源性

份ＨＢｏＶ阳性标本进行普通ＲＴ－ＰＣＲ扩增。试剂盒

较低，为４８．４％一７６．４％，其分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Ｐｒｏｂｅ

为ＱＩＡＧＥＮ

Ｏｎｅ Ｓｔｅｐ ＲＴ－ＰＣＲ

Ｋｉｔ（德国ＱＩＡＧＥＮ公

司）。反应采用文献报道的引物及反应条件旧１，一２０℃
保存ＰＣＲ产物。④序列测定分析：将ＰＣＲ阳性产物
送公司纯化和测序。从ＧｅｎＢａｎｋ的核酸序列数据库
中下载多株国内外ＨＢｏＶ的核酸序列片段，将下载
序列同本研究检测的ＨＢｏＶ序列用ＤＮＡＳｔａｒ公司
Ｍｅｇａ

５．１软件，采用ＣＬＵＳＴＡＬＷ方法进行序列比

对，利用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法构建进化树。
４．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统计，计数
资料比较采用Ｚ检验。
结

果

１．流行病学分析：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收集的８３２例
（份）粪便标本中，共检出ＨＢｏＶ阳性５１例（份），阳
性率为６．１％（表１）。ＨＢｏＶ感染在不同年龄段儿
童中均有检出，９６％感染患儿＜２岁，其中７。１２月
龄为高发年龄段，但各年龄段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Ｚ２＝６．０３７４，Ｐ＝Ｏ．１１０）；感染可发生于各季节，高
峰季节在７—９月间（Ｚ２＝２７．９３６４，Ｐ＜０．００１）；ＨＢｏＶ
感染患儿中男性３３例（阳性率６．０％），女性１８例（阳
性率６．３％），但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ｚ ２＝
０．０２６１，Ｐ＝０．８７２）；有３６例（７０．６％）合并其他腹泻病
毒（轮状病毒、诺如病毒、札如病毒、肠道腺病毒及星

—百ｉｒ＿’
图１

ＨＢｏＶ的ＶＰｌ／ＶＰ２重叠区核苷酸序列进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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