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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prevalence of swine Hepatitis E virus 

(HEV)infection in Xinjiang．8 1 3 swine serum samples collected from 1 to 1 2 months of age at 9 swine 

farms in Xinjiang region were tested by ELISA for the presence of IgG antibodies against HEV．The 

recombinant protein pUS 1 66 containing region 452—6 1 7aa of the ORF2 of HEV US strain was used as 

coating antigen．The result showed that anti_HEV IgG were detected in 265 of 405 pigs(65．43％1 in 

one group and 238 of 408 pigs(58．33％)in another group，and that the seropositivity rate was not 

related to geographic district and breeds，but differed remarkably by age，being 40％ among the 1一to 

3一month—old piglets．but 77．33％ among ones over 3一month—old．It suggested that swine HEV was 

widespread in different geographic regions of XinJia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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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型肝炎(HE)是一种经粪一口传播的疾病，在 

发展中国家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近年来的研 

究证实发达国家也存在戊型肝炎问题。该病主要威 

胁青壮年，孕妇病死率可高达20％。我国自1982年 

起就有HE的报道，新疆是HE的高流行区。由于HEV 

的组织培养研究尚不成熟，因此其诊断手段主要是 

利用RT-PCR检测病毒 RNA，或利用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ELISA)检测抗体。而用于血清学检测的抗原 

主要来自HEV ORF2和ORF3的产物，并且用ORF2 

产物建立的检测法有足够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自 

Meng̈ 1997年从美国猪体内克隆出戊型肝炎病毒 

(HEV)基因后，我国以及加拿大，西班牙，新西 

兰，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也都克隆出本国猪HEV 

基因。虽然我国也进行了猪HEV的检测，但在1988 

年爆发过人源戊型肝炎的新疆地区猪群感染HEV 

的情况还不清楚。本研究调查了HEV在猪群的感染 

状况，对新疆不同地区，猪场，年龄段及品种的猪 

进行HE的血清学检测。 

1 材料与方法 

1．1 血清样品来源 

猪血清样品分成两组，第一组为l998—1999年 

采 自新疆北疆地区某师4个团场猪场的405份血清， 

均为集约化养殖，猪品种、日龄等资料不详。第二 

组为2002年采 自新疆南北疆地区大小型5个猪场的 

408份种猪和商品猪血清，其中382份有日龄记录， 

133份有品种记录，养殖方式除东疆猪场为散养外， 

其余均为集约化养殖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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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包被抗原 

HEV美国株编码主要核衣壳蛋白的ORF2 C 端 

含中和抗原表位的基因片段插／~pGEX一4T一2载 

体转化大肠杆菌JM 109菌株，表达后的GST—HEV融 

合蛋白经GST．Sepharose 4B亲和层析纯化得到的重 

组蛋白，简称p166Us。由孟继鸿教授惠赠。 

1．3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将HEV重组蛋 白p166Us包被酶标板 (浙江海 

门)，包被量约42ng／孔，4℃过夜，用含10％犊牛 

血清 (江苏卫岗)的PBS．T封闭，37℃lh，加入用 

上述封闭液稀释的血清样品，37℃2h，洗涤3次， 

每次5min，再加入工作浓度的}Ⅱ 一SPA(上海生物 

制品研究所)，37℃lh，洗涤3次，每次5min，加入 

OPD底物液37℃显色15min，加终止液。在BIO— 

RAD酶标仪上测定OD492nm。结果判定：P／N大于 

2．1为阳性，反之为阴性。每块板设阳性血清、阴性 

血清、空白对照各两孔。对照用阳性血清系急性HE 

患者血清，由孟继鸿教授惠赠。阴性血清来自健康 

猪血清 。 

1．4 统计学处理 

用x 检验比较不同时问，不同地区或养殖场、 

不同品种、不同年龄段猪血清HEVIgG阳性率的差 

异。 

表1 猪血清样品来源及HEVIgG情况 

Table 1 Prevalence of antibody to Hepatitis E virus in pigs 

from different regions ofXinjiang 

2 结 果 Tabl。2 

2．1 不同年份、不同地区猪血清样品HEV IgG情况 

ELISA检测结果显示8l3份猪血清中有443份为 

阳性，阳性率达52．55 。第一组和第二组的阳性率 

分别为是50．62％和58．33％。不同养殖场的阳性率 

不同。第一组以2猪场最高，达76．47％，4猪场最低， 

但也接近第一组总体水平，达48．89 ，各猪场之间 

差异不显著。第二组东疆猪场阳性率高达89．47％， 

但各猪场阳性率之间差异不显著，表明阳性率与地 

理位置无关 (表1)。 

2-2 不同品种、不同年龄段猪血清样品HEV IgG情况 

检测的各个品种猪对HEV均易感，从100％～ 

60．46 不等 (表2)。约克夏阳性率为100 ，可能 

与样品数太少有关。x 检验显示四个品种猪之间差 

异不显著 (P>0．05)。但是不同年龄段表现出不同 

的HEV IgG~N性率，3月龄以上猪血清阳性率要高于 

3月龄以下猪的阳性率，差异极显著(P<0．01)(表3)。 

其中小于1月龄和1月龄一3月龄两个年龄段阳性率 

较低，分别为33．33 和41．1 1 ，并且P／N比值在2．1 
．3．5之间 (数据未列出)，为弱阳性。但成年猪阳 

性率很高，6月龄以上甚至高达81．82 ，而且部分 

P／N比值大于10(数据未列出)，为强阳性。 

表2 不同品种猪血清样品HEV IgG的比较 

Comparison of HEV-specific an tibod y prevalence in 

swine by breed 

Total no．of No．of sam#es positive B
reed 

samples tested for IgG anti—HEV(％) 

表3 不同年龄段猪血清样品HEV IgG 

Table 3 Comparison of HEV-specific antibod y prevalence 

in swineby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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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新疆是人HE的疫区，关于人感染HEV的研究不 

胜枚举，但对猪HEV的感染研究至今还是空白，本 

试验检测了381份新疆地区的猪血清，结果阳性率 

达52．55％，提示新疆猪普遍存在HEV的感染。1988 

年新疆南部人群HE大爆发，时隔十几年，仍能从商 

品猪和种猪的血清中检测到皿 V的抗体，推测猪群 

感染HE 的情况由来已久，且持续存在。新疆地区猪 

HEV IgG~J性率如此之高，但人群并未出现HE 的爆 

发流行，中原因有待探讨。 

统计学分析表明，猪的年龄与HEVIgGN性率 

极显著相关，3月龄以上阳性率要高于3月龄以下， 

这与Meng、Wu和Masaharu[1-3l报道在美国、台湾地 

区和日本大多数猪在2—3月龄感染HEV结果一致。由 

于母源抗体在1 3月龄后滴度下降，因此3月龄以上 

的抗体阳性应该是自然感染的结果。 

不同地区猪HE VIgG[~D性率差异不显著。所检 

测的东疆猪场阳性率高的原因，除了考虑猪龄均为 

1年以上的种猪外，同时该场是唯一的小规模的散 

养猪场，此种养殖方式是否与HE V高阳性率有关， 

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证明。 

猪HEV的研究涉及到公共卫生问题。如果HE 

确实存在猪与人的种间传播，那么对HE 的动物宿 

主、传播途径等的深入研究，将对制定防制人类}玎巳 

策略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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