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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产妇生殖道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垂直污染羊水的研究 

唐家琪 李越希 潘秀珍 李先富 于明明 

提 要 用DNA聚台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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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碰Ⅳ)特异性棱酸 ，调查 l00名孕 

生殖器官受墙v感染和羊水受 污染的情况．结果表明：受感染的 

产妇 

垃产遭途径 ．污染羊水的机率分别为 11．1 (1／9)和 54．S~(6／l1)l原发性HSV、继发性 HSV垂直 

污染羊水机率分别为66．7 和29．4 l不同妊娠期和生育胎疚对污染率无显著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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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体妊娠期阐的生理变化，可导致藏匿于神经节中、处于潜伏状态的单纯疱疹病毒(HVS) 

活化。活化的 HSV沿着神经树突到达感觉神经末稍支配区域，并在局部复制产生传染性 HSV， 

形成症状疱疹或无症状疱疹[“ 。发生于母体生殖器官的疱疹可使胎儿或新生儿受感染。少效 

受感染者产生严重病损．甚至致残或致死；多效受感染者当时虽无症状疱疹的病损 ，却终生携 

带 HSV或其基因 ．日后多次发生症状疱疹‰ 。本研究对孕产妇HSV感染后其子代羊水受污 

染情况进行研究 ，旨在阐明HSV垂直传播的影响因素 ，以便采取有效 、可行的预防措旖 ，进一 

步提高我国的妇幼保健和优生优育水平。 

材料与方法 

l 研究对象 由南京市江浦县妇幼保健所、江浦县人民医院协助随机选择，包括中其妊掘三弓I产的孕妇38人， 

晚期妊娠引产孕妇 lO人，共计48人，均用药物引产l正常产道分娩的产妇52人。被研究的199名孕产妇中．头 

胎妊娠者 59人 ．二胎 上妊娠者 d{人。 

2 标本果羹和处理 对弓l产的孕妇，用无菌椰拭副取宫颈分泌物及欲脱落细胞 ．将其溶于 0lmol／L，pH7． 

的pBS1．5叫 中，作为检测母体的标本{在注入弓l产药物之前，用注射器穿刺抽取羊水 5ml于另—试管中．作为 

检测胎儿羊水的标本。对产道分娩产妇，分娩时用上述方法取宫颈样本作为检测母体的标本 ·破水后用试管接 

取经产道流出的羊水作为检澜新生儿羊水标本。全部采集的标本均如下处理 ,2OO0r／m离J 15分钟{弃上清， 

用 rE溶液5呲 溶解沉淀，煮沸 15分钟后加砖无水乙醇 IO呲 ，置--70"C29分钟 l4V．1 9990r／m离心 20分钟 ， 

弃上清，将 DNA沉淀溶于无菌去离子水1O 中，煮沸变性 10分钟后立即放一2O℃保存，供PcR检测用。 

3 HSV标准毒株 HSV-1标准毒株为sM． 株．由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引进；}珏Iv．2标准毒株为say株，由成 

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引进。上述两毒椿在BHK一21纽胞中传代．待出现％病变后一7O℃琼存．供PCR和 ELISA试 

验用。 

4 PcR引袖的设计与合成 根据引物设计原则和计算机处理结果，引物选于DNA多聚酶编码区[5]。左侧引物 

·率 于1993年2月2日收到．1993年6月30日惨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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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于}珏Ⅳ．1DNA多聚酶基因的 1944-1960段。为 5，- 

性为15／171右侧引物互补于HSV-1DNA多聚酶基因的2166-2149段 ，在 p-6(3T 

3，．与 HSV-2相应段的同源 

与HSV-2相应段的同源性为 18／18。上述寡棱奇酸用Bio-systcr~81A型 DNA合成仪合成。 

5 PCR反应曩结果判定 PCR反应所用 0．5ml微量离心管、试荆及热循环仪为Pc~kJn-~IITJgTCctus产品．反应 

物包含：10X缓冲液 5．zl(50mn~l／LKCI_~10n~．o1／LTds-HC!，pH8．3}1．5rnmol／LMgC1D．10r~no1／L的dATP、 

dCIP、dGTP、drip各 l ．2~ nol，L的左、右侧弓f物各 l ．处理过的待检标本 4 ，Tag DNA聚台酶 0．25．Ⅱ(I． 

25u)，用无菌去离子水补到 5 ，再加灭菌石腊油40 扩增程序为95"C1分钟 ．52"C1分钟 ，72"C1分钟 ，共进 

行36个循环．自第 31。个循环开始．每个循环的72"C延仲时间递增38．最后—个循环延伸时间为 8分钟 ．取扩 

增产物 IOlll，与溴酚兰电泳上样泣4 混匀后作琼脂糖微量电诛。腔浓度为3 ．电泳缓冲液为 IXTAE泣． 

100V，2b后取下胶块 ，用澳化乙锭(髓)染色 l0分钟在紫外灯下观察 DNA区带的有无，并根据区带与DNA标 

准 marker的位置关系．估算扩增产物的碱基数。 

6 ELISA检测 IBM抗体 以舢 的抗入 I臣 链抗体包被反应板 ，4"C过夜 ．洗涤 3×3分钟．加入 l l 100 

稀释的检测血清．37"C作用 lh．洗涤 3×1分钟。加入 1—50稀释的HSV抗原，37"C作用 lh，洗涤3×3分钟，加 

入 1—2000稀释的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抗 HSV单克隆抗体．37"C作用 lh．洗涤 3X3分钟。加入OPD底物， 

℃避光作用 15分钟．以 ≥2．0者判为阳性。 

结 果 

1 胎盘屏障作用完好条件下的羊水污染 PCR检测 拈对引产孕妇宫颈分秘物和注射器抽 

取羊水中的HSV核酸；9份宫颈标本为阳性 ，阳性率为 18．8 i一份羊水标本为阳性 ，阳性率 

为2．1 ．xz=7．14，P<．01[P．01—6．6353，有非常显著性差异。9份宫颈标本HSV核酸阳性 

者 中，其胎儿羊水有一份受污染 ，胎盘屏障作用完好条件下，宫颈 HSV感染后胎儿羊水受污染 

的机率为 l／9。 

2 胎盘屏障作用破坏条件下的羊水污染及子代感染 PCR检测 52对经产道分娩产妇的宫 

颈分泌物及产道流出羊水 中的 HSV核酸 ：11份宫颈标本为阳性 ，阳性率为 21．2％I11份宫颈 

标本阳性者中．其对应的胎儿羊水有 6份陌性 ，阳性率为 11．5％(6／52)；宫颈标本阴性者 ，其 

对应的羊水均阴性，胎盘屏障作用破坏条件下，羊水受污染的机率为54．5 (6／l1)。出生后一 

个月．对母体宫颈分泌物HSV核酸阳性的新生儿进行 HSV IgM抗体检测 ．羊水受污染的 6个 

新生儿中的 4人 HSV—IsM抗体阳性。 

3 孕产妇不同妊娠期HSV感染的比较 PCR检测宫颈分泌物中HSV核酸的结果表明：总感 

染率为 20％(e0／~00)，中期妊娠和晚期妊娠宫颈标本阳性率分另0为 21．1 (8／38)及 19．4 

(12／62)。 =0．154，P>．05，无显著性差异。 

d 孕产妇生育髓次与 HSV感染的关系 PCR检测宫颈标本的结果表明 ·孕产妇头胎妊娠和 

多胎妊娠时 ，宫颈标本 HSV核酸阳性率分别为 l7．9 (10／'56)及 22．7 (10／44)。 =0．365· 

P>．05，无显著性差异。 

5 孕产妇 HSV原发性感染和继发性感染羊水污染率的比较 对 PCR检测结果阳性的 20名 

孕产妇，用ELISA法测定其血中抗HSV的IgM抗体。获阳性结果者 3人·表明其为原发性感 

染。获阴性结果者 17人．表明其为继发性感染。比较其与对应羊水的检测结果可知：孕产妇原 

发性感染和继发性感染的羊水污染率分别为 66．7 (2／3)及 29．4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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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关于母体妊娠期问存在的活动性生殖道 HSV感染可垂直感染子代的问题已受到有关专 

家的极大关注[3]。HSV多侵染暴露的体表 ，有时不进人体液循环与机体的免疫系统广泛接触产 

生特异性抗体，本研究有6份羊水受 HSV污染 ，但出生一个月仅有 d例婴儿查到HSV—IgM，另 

2倒没查到 HSV—IgM可能就是缘于此因。在没有出现特征性病损之前 ，很难选定子代适当的部 

位进行取样，以确定其是否受到HSV垂直感染。鉴于子代与羊水的密切关系，本研究通过检测 

羊水调查子代被垂直感染 HSV情况，并通过产后随防测定子代的HSV—IgM，证实羊水受污染 

的子代有较高HSV感染率，其中通过感染产遭受感染的机率大于宫内感染的机率(6 1)。 

母体生殖器官疱疹原发性感染者比继发性感染者更易垂直传播给子代[“ 。其原因可能有 

以下三点：(1)原发性感染持续时问长，产生的传染性病毒漓度高；(2)原发性感染大多累及宫 

颈，继发性感染官颈受累率为 d一80 不等r。 ]}(3)原发性感染多无保护性抗体产生 ，同时缺乏 

细胞介导的免疫功能，不能有效地抑制感染扩散，继发性感染多有体液免疫力和细胞免疫力， 

能使病变局限化。 

随着 HSV对人类危害被揭示和阐明，对孕产妇生殖器官 HSV感染进行监测 ，显得很有必 

要 。而先进检测手段的问世和普及为监测工作提供了简便易行的手段 。PCR法可以检测 HSV 

核酸~ELISA法既可检测HSV抗原，又可检测IgG、IgM不同类别的抗体，进而鉴别HSV原发性 

感染和继发性感染。如果这些手段在我国妇幼保健工作中得到推广，必将进一步提高我国优 

生优育工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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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Studies Oil Transmission of HSV from Pregnant 

W 0men an d W omen in Chn曲 irth to砌 81 Generation 

Tang Jlaqi et．al 

(M／／~aryMed／ca／髓 矗 ，艄町 删 ，Ⅳ删细  210002) 

By detecting specific HSV nucloot／de soqtlenees with polymeras~ chaill reaction(PCR)，We 

Lave．st／gated 0ne hundred of pregnant women and women in childbirth for un derstanding HSV infection 

rateintheir reproductive o~ uls andthe posibility oftransmittingKSV tofilial generation． 

The resulm s!lowed the~-ansm ission rateofHSV froIriLafec ted mothertOfilial generationw∞  

spectlvelyn．j and 54．5 byHsV d／f~s／on&vagLa~：for primary瑚 v and secondary／-ISV．the 

transmission rate was 66．7 and 29．4 ，respectively．As for gestational p~iied and childbearing 

times·play all insignificant role in r．ransmitting Hsv． 

Key words HSV ，PCR ，ELISA ，Filjal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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