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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昭通市婴幼儿急性胃肠炎中 

轮 状 病 毒 的 研 究 

陈元 张惠芬 孙茂盛 丁雪凤 戴国珍” 

万新邦’王丽春 李家喜 苏 晔 郭 仁 

陈孝贤 

(巾国 医学 科 学醇 医 学年 物学 研 究 所． 昆明 1 

提 姜 

本文报道应用PAGE EM ELISA检测技术 ，对1982年10月~[1985年12月问采直云南 

省昭通 市的婴幼儿 急性胃肠炎患 者大便标 本 中的 A组轮状病毒 (RV) 和腺病 毒 (Adv) 

的研究结果。从 309倒标本中共检出 169俩含有 RV ，阳性率为 54，7嘧。在不同性别间 

RV 检出率 i殳有显著差异。RV> 6月～ 24月龄 患儿组 中的捡出率 (59，1嘶 )显著 高于《 6 

月龄患儿组 (33．3嘧 )(P<0．0I)。 10月至 i月是 PV 胃肠炎流行的高峰季节 ，在这一 

季节中RV的检出率 (6 ．1嘧 )显著高于其它季节 (P<0．001) 对RV基因 RNA的分子 

流行病学研究发现 1984年 2月~1985年12月间在昭通市流行的 RV 全为第二亚 组 Adv 

在婴幼儿急性胃肠炎中的检出率为I6．7嘧。结果表明．RV是昭通市婴幼儿急性胃肠炎的 

主要病原体 ，它的流行具有 明显的季节 性。 

关■ 胃：婴 幼儿急性胃脑炎 ，轮状病 

急性传染性胃肠 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是人类重要的疾病” ，轮状 

病毒 <RV)是这一疾病的主要抗原。全世界 RV 胃肠炎 每年都有很高的发病率和死 亡 

率 。就目前所知，在 RV属中有五个不同的组 ，与人类胃肠炎关系密切的有三个组。 

B组 RV(在中国)是引起成人急性胃肠 炎的主要病原” ，而A组 RV则 仍然是婴幼儿 急性 

胃肠炎的主要病原 1。肠遭腺病毒 (EAd)是婴幼儿急性胃肠炎l的男一重要病原，在全 

世界都有广泛的流行和很高捡出率 。 

人类虽然已经有了关 于这丽类病毒及疾病的许多知识 ，然而有关它们的较长时期 的 

流行瘀学研究资料仍然是很缺乏的。我们运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PAGE)方法，电 

子显微镜 <EM)技术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对 1982年lO月至 1985年 l2月 

期间采自我国云南 省昭通市婴幼儿 急性肠胃炎住院患儿的大便中的 ^组 RV和 腺病毒 

(Adv)进行研究。本文报道研究结果。 

河南省卫生防疫站 中国河南病腹泻研究中心 

¨ 广州市丑晴疫站、A云南省昭通地区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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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与 方 法 

一

、
瞄床标本的果 和妊丑 位于昭 通市的昭通地区 人民医院小儿科住 院部中诊断为急性胃 

肠是 中婴 幼儿 ，其大便标 本在住 院 1～ 3 天内进行收集 。 大便多为 淡黄 捷绿色的米汤样 或蛋花 

样稀水便。 自1982年 lO月至 1985年 l2月．共收集 309倒 其中除 2倒为 2岁6月龄和 3岁 2 

月瓣 外 ．其余 都在 2岁及以 下年龄。最小年龄为 32天。 

采 集 的大便标本 ．置 4。C存放 ． 并 迅速送 至实 验室 ， 立即将标本用 MEM 维持 液 (含青霉 素 

2000~／m1．链霉索 2000~g／m1．J0mol／L Ca++．pH7．4)稀释为 20和 悬浓，经 3，000r／m]离 心 

30分钟后．取上清液于 -20 C保存待捡。 

=．太便中 ：V RNA 和 dv O A的摄取和 P GE植 取0．4ml 20嘶大便液 ．加入 0．2sml 

I知SDS 0．5骺醋酸钠混合液和0．25ml苯酚一氯仿，(3 ：2 v／T)液．室温振荡2分钟 I5 0O0r／m离 

心 5分钟 ，吸上部水相即为 RV RNA和 Adv DNA样 品 

聚 丙烯酰胺凝破 电泳采用 3 浓缩胶和 IO骺 分离胶。 电弥在不含 SDs的Laemmll不连续缓 

冲液 中进行 电流为 40mA，在室温下电泳 3～ 4小时 电泳完毕后，凝胶用 0．I9和 AgNO a染色。 

详 细过程见 前文【̈  1。 

三．EM 檀嗣 便上清直接漓铜同．2和PTA(pH6．8)染色．上电镜观察 RV和 Adv 

四．EI．I~；I植 大便上精液用检测 ^组 RV抗原的 ELISA试剂盒 (WHO RV研究合作中 

心荚国京伯弱精医院 Flewett博士提供 )进行 RV检测 撵作按说明书进行。 

结 果 

一

、 大便中 RV和 Adv的 EM捡铡 

运用 EM 技术 ，在婴幼儿胃肠 炎患者大便中找到 RV和 Adv两种病毒。 在 EM下， 

完整的 RV为 65~75nm的2O面体球形颗粒，其中心为蜂窝状基因 RNA核心，外面 

环绕两层排列成车轮辐条状的蛋白子粒，整个病毒颗粒形似车轮。Adv在EM下为 ~7o 

图 l 大便中轮状病毒在电镜下的形志 
F ． 1 Ek eh 4皿i f tollTiⅢ  

；Ⅱ feeil I~eeimel 

图2 大便中朦病毒在电镜下的形态 
F；I． 2 Ele。tTom i。r口gr-Ⅲ af a6enovlru 9 

i fecal l~eeim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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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O 11111，外观呈六边形的2O面体颗粒，表面有清晰的蛋白子粒排列m。B．V和 Adv在 

EM下的形态见图 1和图 2。 

二 、RV和 Adv在婴儿胃肠毙中的捡出率 

在所采集的 3∞ 例大便标本中，经过 PAGE、EM 和 ELISA研究，检测 出 189倒 含 

有RV，阻性率为54．7％。我们用EM法井经 PAGE证实， 从 1982年1O月收集的l2侧 

大便标本中发现有 2例含有 Adv(16．7 )。 研究中没有发现 RV和 Adv混合感染或 

死亡 的病 俪 。 

三、RV在不同性别和年龄中的流行病学 

1．在男性患者中RV的捡出率为57．6 (102／177)，在女性患者中为49．5 (48／97)， 

在两牲间 RV的捡 出率没有显著差异 (P>0．05)。RV胃肠炎患者以男性居多(88 ， 

102／150)。 

2．RV在不同年龄患儿中的检出率。 根据年卣孥差异， 可将患儿分为两个年磐组 · 

甲组为《6个月龄患儿，轮状病毒检出率为 33．3 (14／42)I乙组为> 6月龄患儿， 

RV检出率为59．1 (143／242)。乙组中R、r的捡出率显著高于甲组 (P<O．O1)，且 

RV胃肠炎患者也是乙组居多 (91 ，143／157)。 

四、RV在不同季节中的流行病学 。 

RV胃肠炎在全年中，除了 6月， 7月和 9月未检泓到外，其余各月中都有 RV捡 

出，见表和图 3。 

囊 曼曲儿■性■葺壹中的糖杖■●在鲁月竹中的撞 出牢 

T le． Positire 1~tte 0f rottvir~s detested fT。m stools 0f infants 
1 

with ~~IJl|O E--troe1teTiti- ．丑 d~ffereat months of 7ear 

图 3 -7年不同月份中轮捷巍毒胃肠炎的置寐率 

FiB． 3 Positive r-t。 。f infantile iotavirQs 

gaetroeaterits in differeat monthu of 7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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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RV在各月份中的检出率，可以将 RV在全年的流行分为三个流行季节|A流 

行季节，包括当年的 10月至次年的 1月共 4个月，为 RV流彳亍r的高峰季节，这个季节 

中胃肠炎患者最多，RV检出率(65．1 ，ls3／2s~)显著高于其它流行季节(P<O．001)f 

B流行季节， 包括每年的 2月至 5月， 该季节中 RV的检出率 (28．2 ，ta／39)显蓍 

低于 A流行季节而显著高于 c流行季节 j C流行季节为 6月至 9月， 这一季节 中只在 

8月中检出1例 RV，其检出率 (4．2 ，1／24)显著低于 A流行季节 (P<0．001)和 

B流行季节 (P<O．O5)。 

五、RV RNA和Adv DIgA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躅 4 轮状病毒 RH^和腺病毒 DH^的 PAgE分析 

A．胃肺煎 患儿大便中的腺病毒 DN  ̂

B
． 人腺病毒 (Ads)DNA标准对照 

c
． 胃肺炎患儿大便中的轮徒病毒 RN̂  

D．婴劫儿轮 谯病毒 (cl 9o株 )RH^株对黑 

E．牛翰状病毒 (UK椿 )RHA标准对照 

F
． 成^腹泻轮扶病毒 (AI~I1V)“l RNA对照 

c
． 新生见腹浮轮妆病毒 (EMB／R8睇 ) 】ltNA对用 

Fig． 4 An4l7 sj_ of rotavlru s RNA ‘日d ‘de⋯ i u 

DN^ hr PACE 

^
．  

^dⅢ rirul DNA e Ir-0ted f咖 teeJ J ●peeimen 

of inf●Ⅱt wlt／~ gait r0 t ritiB 

B． Reftfen e h jd⋯ TiⅢ (̂ d5) D  ̂

C Rot~virqs RN^ eI Ir●cted from fe~t1 0e i e 

。f inf●Ⅱt ith ga tr ⅡteritiB 

D
．  
Refe re口ce jnf ∞tile roItTiru^ fC190 dtr utin RIgA 

E． Ref n e bo i r IaTifn日f"OK sIr·in) RN^ 

F
．  

Refiti-ence ●dt Jt di-rthe‘ rot‘ iru日r̂ DRV [81 RN  ̂

G
．  
Refere~t~eⅢ n·tt J di·f e·r0t· iru§(KMB／R85 

Str~ia)t，】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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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Rv RNA的 PAGE研究发现，昭通市 1984年 2月至1985~-12B流行的RV全部 

为第 Ⅱ亚组即长型 ( “L 型 )RV株 。昭通市流行的RV RNA的 PAGE图型见图 4 

(柱 3)。 

Adv DNA在 PAGE图型中为一条分子量较高的核酸带 ， 位于第一条RV RNA带 

的上方 ，见图 4(柱 t)。 

讨 论 

急性胃肠炎是全人类共同的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字，急性传染急性胃 

肠发病率在发达国家如美国，每年有四百五十万人次，其中150人死亡，而在发展中国 

家， 每年有约三十亿人次，其中五百至 7百万人死亡 (大多数是 5岁以下儿童 )  ̈。 

RV是这一疾病 的主要病原，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很高的检出率 ，在 前 者 约 

34 ，后者约35 ，并且是引起发展中国家急性胃肠炎患儿死亡的主要原因· 5岁以下 

儿童 RV胃肠炎死亡者占所有腹泻中死亡率的2O 。目前。尚缺乏有关 RV感染的系 

统的流行病学资料。研究 RV致病的最危险年龄，将有助于将来在使用疫苗时选择最佳 

年龄。探索引起疾病的主要流行毒株或血清型，对研制 RV疫苗具有战略意义。研究腹 

泻病 的综台病因也是 WHO控制腹泻的重要课题之一[1 。 

本研究中的RV检出率为 54．7 ，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黹平要高 。 RV在两性别中 

的检出率没有显著差异， 可能说明 RV感染在不同性别中的机会是相等的。 RV胃肠炎 

发病率在 6月酶以下较低 (33．3 )，而在 6月至 24月龄较高 (59．1 )，这与世界 

各地的结果是一致的0 。 6月至 24月龄，是 RV瘟染的高敏年龄。 

在昭遁市，RV轮状胃肠炎主要发生在冬季，lO胃至 1胃是流行的高蜂季节， 其发 

病率很高 (60．1 ～74．2 )。在春季，RV胃肠炎的发病也是 很高的， 即使在夏季， 

也有散在流行。 

对 RV RNA的分子流行 病学研究表明， 昭通在这段时间内流行的RV胃肠炎全为 

第1亚组引起。这是一个流行特 点 第 Ⅱ亚组人 RV包括血清型 l、 3和 4，各血请型 

在昭通市胃肠炎中的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Adv也是我们在研究病毒性胃肠炎中常碰到的病毒，但由于我们 目前没有进行血清 

分型，不能鉴定出检测到的 Adv是肠道腺病毒 (EAd)，还是非肠道腺病毒(NEAd)~ ， 

它们在婴幼儿胃肠炎中的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 

我们曾经报导从昭通地区医院妇产科病房中的新生儿急性胃肠炎患儿大 便 中 检 测 

到一种新 RV， 这种新 RV在外形上与 A组 RV没有 区别 ， 但在基因组 RNA和抗原性 

上，与 A组 RV截然不 同 ， 而与近来 国内报导的引起成人 胃肠炎的 RV (ADRV)相 

似 ，这是 目前为止全世界唯一的一次由新 RV引起新生儿急性胃肠炎：的 报道。 昭 

通市 RV胃肠炎流行的这些特点，应引起卫生防疫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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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rl Rotavirus Involving in Acute Infantiia 

Gastroenteritis in Zhaotong City，Yunnan Province 

ctLen Yuan—ding Zhang Hui—fen。 Sun Mac—sheng Ding Xue—feng 

Dai,，GUo—zhen 。 Wan Xing—bang。 Wang Li—ehun Li Jia—xi 

Su Ye，Guo Ren Chen Xiao—xian 

(I．stitute 0，Medical Biology．Chinese Academy of】lfedical 

Sciences．Kunmln~)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rotavirus(Re)in group A and 

adenovirua(ADV)in fecal specimens collected from infants with acute gastro。 

enteritis in．Zhaotong， Y'unnsn from October 1982 to December 1985． 

By means of PAGE．EM and ELISA， 309 fec；~i specimens of 1 cases 

were detected with rotavirus。the positive rate wa8 54．7％．There is no sigai— 

fleant 6iffereaee in positive rate of rotavirus betwsen two s x ej． PoMtlv e rate 

in>6— 24 month age group(59．1 )is much higher hat in that of--<6 m onth 

(33．3％)(P<O．01)．The peak period of the epi-demic was from Octoher to 

January，and in these mouths，positive rate (65．1 ) is muc higher t han 

other months(P< 0．001)．By。pidemi0J。gical analysis of rotaviru~gcnome R NA， 

we find that rotavirus prevailed in Zhaotong during February 1984 to Dece- 

mber 1 985 WaS all belonging to 8 subgroup． Positive rate of adenovirus in 

acute infantile gastroentsritis WaS 16．7％ ．The rosults indicate that rotavirus 

i the main causative agent of t he disease and evidently cs epidemic is 

seasona1． 

Key words：Acute infantile gastroenteritis，Rotavl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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