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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病毒检测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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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检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感染病毒种类，分析感染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１９年７月

本院收治的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３８５例，采集鼻咽分泌物，采用免疫荧光试剂盒检测呼吸道病毒感染情况；收集患者临

资料，分析ＲＳＶ、ＨＲＶ病毒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　结果　３８５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中共１３２例检出呼吸道病毒，占

３４．２９％；其中ＲＳＶ和 ＨＲＶ感染分别占４３．９４％（５８／１３２）和２４．２４％（３２／１３２），ＰＩＶ２和ＰＩＶｌ分别占０．７６％（１／１３２）和

１．５２％（２／１３２）。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秋、冬季节为ＲＳＶ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犘＜０．０５），春、夏季节及特应性体质

为 ＨＲＶ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犘＜０．０５）。　结论　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体以病毒多见，主要为ＲＳＶ和 ＨＲＶ。春、夏

季节为ＲＳＶ感染危险因素，秋、冬季节及特应性体质为 ＨＲＶ感染危险因素，可为急性呼吸道感染的防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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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常见感染性疾病，主要包括细

菌感染、病毒感染以及非典型病原感染等，其中约９０．

０％急性呼吸道感染为病毒引起
［１］。目前临床上常见

的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毒主要包括流感病毒Ａ、Ｂ型

（ＩＶＡ、ＩＶＢ），呼吸道合胞病毒（ＲＳＶ），副流感病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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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型（ＰＩＶ１、ＰＩＶ２、ＰＩＶ３），腺病毒（ＡＤＶ）和人鼻病

毒（ＨＲＶ）等。呼吸道病毒种类繁多，不同年龄、不同

季节和地区患者呼吸道病毒感染情况存在一定差异，

且感染后症状无特异性［２］。本研究拟检测急性呼吸道

感染患者感染病毒种类，并分析常见病毒感染的相关

危险因素，为该病的预防、诊断及治疗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１　病例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１９年７月本院收治的急性呼吸

道感染患者３８５例，其中男性１９８例，女性１８７例；年

龄１８～８２岁，平均年龄（５２．６±８．８）岁。患者均符合

急性呼吸道感染相关标准［３］，临床诊断为肺炎、毛细支

气管炎、哮喘急性发作、重症肺炎、咽炎、急性鼻炎等，

病程均≤１个月。患者病历资料齐全完整，排除免疫

缺陷疾病，先天性心脏病，闭塞性细支气管炎、肺大泡、

支气管扩张、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等疾病患者；排除先天

性气道狭窄、气道软化等气道畸形情况患者；排除患有

湿疹、皮肤过敏、食物过敏、药物过敏以及已接受相关

药物治疗患者。本研究获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

患者知情同意。

２　方法

２．１　常见病毒检测　在患者入院２４ｈ内，使用无菌

负压吸痰法采集鼻咽分泌物：清理鼻腔，将塑料吸痰软

管经鼻腔插入７～８ｃｍ 至咽部，吸取鼻咽分泌物２

ｍＬ，移至装有无菌生理盐水的试管中，振荡混匀后送

检。样品合格标准：２００×视野下至少包含２个及以

上上皮细胞；白细胞＞２５个／低倍镜视野，鳞状上皮细

胞＜１０个／低倍镜视野。将试管内溶液混匀３０ｓ后离

心１０ｍｉｎ，去上清液，加入２ｍＬＰＢＳ，离心１０ｍｉｎ，去

上清液，制成０．２ｍＬ细胞悬液。取２０μＬ细胞悬液

点样于多孔载破片上，风干；用预冷丙酮固定１０ｍｉｎ，

风干；加入相应标记的ＦＩＴＣ荧光的单克隆抗体１滴

于多孔载破片上，将待测样品完全覆盖，置３７℃孵育

１５ｍｉｎ，用ＰＢＳ洗片３次，风干后封片，在ＢＸ５１ＴＲ

３２ＦＢ３Ｆ０１型荧光显微镜（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生

产）下观察结果。检测的病毒包括呼吸道流感病毒Ａ、

Ｂ型（ＩＶＡ、ＩＶＢ），呼吸道合胞病毒（ＲＳＶ），副流感病

毒１、２、３型（ＰＩＶ１、ＰＩＶ２、ＰＩＶ３）和腺病毒（ＡＤＶ）。试

剂盒购自美国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Ｈｙｂｒｉｄｓ公司。

２．２　非典型病原体人鼻病毒（ＨＲＶ）检测　将鼻咽分

泌物中加入４倍体积的生理盐水，４℃冰箱过夜；取

１ｍＬ加入离心管中，离心，去上清，将沉淀物分成两

份，１份加入５０μＬＤＮＡ提取液充分混匀，１００℃恒温

处理１０ｍｉｎ，离心；另１份加入５０μＬＲＮＡ提取液充

分混匀，１００℃恒温处理１０ｍｉｎ，离心。采用ＲＴＰＣＲ

检测ＨＲＶ。取１０μＬＲＴＰＣＲ产物用质量分数为１．

５％的琼脂糖凝胶电泳，紫外灯下观察１０６ｂｐ荧光片

段。

２．３　结果判读　检测样品前，先检查阳性与阴性对

照，荧光显微镜下阳性细胞显示绿色荧光，找到≥２个

阳性细胞的标本判为阳性；未发生抗原抗体反应的细

胞被Ｅｖａｎｓ蓝染成红色，判定标本为阴性。

２．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ｘ
２ 检验；病毒感染的相

关危险因素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犘＜０．０５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毒种类

３８５例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中，共检出呼吸道病

毒感染１３２例，感染率３４．２８％（１３２／３８５）。其中ＲＳＶ

与 ＨＲＶ 感染分别占４３．９４％（５８／１３２）和２４．２４％

（３２／１３２），Ｐ１Ｖ２与ＰＩＶｌ感染分别占０．７６％（１／１３２）

和１．５２％（２／１３２）（表１）。

表１　急性呼吸道感染患者病毒检出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犞犻狉狌狊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犻狀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狑犻狋犺犪犮狌狋犲狉犲狊狆犻狉犪狋狅狉狔狋狉犪犮狋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病毒

Ｖｉｒｕｓｓｐｅｃｉｅｓ

感染例数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ｓｅｓ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构成比（％）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

ＨＲＶ ３２ ８．３１ ２４．２４

ＲＳＶ ５８ １５．０６ ４３．９４

ＩＶＡ ９ ２．３４ ６．８１

ｌＶＢ ５ １．２９ ３．７９

ＰＩＶ３ １３ ３．３８ ９．８５

ＡＤＶ １２ ３．１２ ９．０９

Ｐ１Ｖ２ １ ０．２６ ０．７６

ＰＩＶｌ ２ ０．５２ １．５２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１３２ ３４．２８ １００．００

２　呼吸道犚犛犞、犎犚犞感染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经单因素分析，ＲＳＶ急性呼吸道感染与季节、年

龄、疾病类型存在一定相关性（均犘＜０．０５）；ＨＲＶ感

染与季节、年龄、疾病类型以及特应性体质存在一定相

关性（均犘＜０．０５）（表２）。将上述因素进一步作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秋、冬季节为ＲＳＶ感染的独立危险

因素［Ｂ＝１．６４５，Ｓ．Ｅ＝０．２７８，Ｗａｌｄ＝３５．３９８，ＯＲ

（９５％Ｃ．Ｉ）＝５．２０２（３．０２１～８．９５５），犘＜０．０５］（表

３）；春、夏季节和特应性体质为 ＨＲＶ感染的独立危险

因素［Ｂ＝０．８２４，Ｓ．Ｅ＝０．５３２，Ｗａｌｄ＝１１．７５５，ＯＲ

（９５％Ｃ．Ｉ）＝６．１６２（２．１７９～１１７．４２６），Ｂ＝１．６１３，Ｓ．Ｅ

＝０．４２１，Ｗａｌｄ＝１４．６７９，ＯＲ（９５％Ｃ．Ｉ）＝４．９９３（２．

１９３～１１．３６７），犘＜０．０５］（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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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急性呼吸道犚犛犞、犎犚犞病毒感染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２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狉犻狊犽犳犪犮狋狅狉狊犪狊狊狅犮犻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犪犮狌狋犲狉犲狊狆犻狉犪狋狅狉狔犚犛犞犪狀犱犎犚犞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相关因素

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

检查例数（ｎ＝１３２）

Ｎｏ．ｏｆｃａｓｅｓ

ＲＳＶ检出例数（ｎ＝５８）

Ｎｏ．ｏｆＲＳＶ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ｃａｓｅｓ

χ２值

χ２Ｖａｌｕｅ

犘 值

犘 Ｖａｌｕｅ

ＨＲＶ检出例数（ｎ＝３２）

Ｎｏ．ｏｆＨＲＶ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ｃａｓｅｓ

χ２值

χ２Ｖａｌｕｅ

犘 值

犘 Ｖａｌｕｅ

季节 春 ５７ １４ １８．９３７ ＜０．０１ ２０ ４．９１６ ＜０．０５

夏 ４１ １０ ９

秋 １１ １１ １

冬 ２３ ２３ ２

性别 男 ６９ ３３ ０．３４６ ＞０．０５ １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５

女 ６３ ２５ １５

年龄（岁） １８～４５ ３４ ４ １３．６２４ ＜０．０１ ４ ９．５４３ ＜０．０１

４６～６０ ４６ １６ ２２

≥６０ ５２ ３８ ３２

疾病类型 上呼吸道感染 ７０ ４０ ３．８８０ ＜０．０５ ２２ ５．８２７ ＜０．０５

气管炎 ２８ ９ ８

肺炎 ６ ３ １

支气管炎 ２１ ４ １

下呼吸道感染 ７ ２ ０

特应性体质 是 ６８ ２６ ０．７２１ ＞０．０５ ２３ ４．３２３ ＜０．０５

否 ６４ ３２ ９

表３　急性呼吸道犚犛犞病毒感染多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３　犕狌犾狋犻狏犪狉犻犪狋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犪犮狌狋犲狉犲狊狆犻狉犪狋狅狉狔犚犛犞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独立危险因素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 Ｓ．Ｅ

Ｗａｌｄ值

ＷａｌｄＶａｌｕｅ

ＯＲ
（９５％Ｃ．Ｉ）

犘 值

犘 Ｖａｌｕｅ

季节（秋、冬） １．６５４０．２７８ ３５．３９８ ５．２０２（３．０２１～８．９５５）＜０．０５

表４　急性呼吸道犎犚犞病毒感染多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４　犕狌犾狋犻狏犪狉犻犪狋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犪犮狌狋犲狉犲狊狆犻狉犪狋狅狉狔犎犚犞狏犻狉狌狊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独立危险因素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 Ｓ．Ｅ

Ｗａｌｄ值

ＷａｌｄＶａｌｕｅ

ＯＲ
（９５％Ｃ．Ｉ）

犘 值

犘 Ｖａｌｕｅ

季节（春、夏） １．８２４０．５３２ １１．７５５６．１６２（２．１７９～１１７．４２６）＜０．０５

特应性体质 １．６１３０．４２１ １４．６７９４．９９３（２．１９３～１１．３６７）＜０．０５

讨　论

病毒感染为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因，已成为

全球传染性疾病的重点防治疾病之一［４－５］。本院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１９年７月收治的３８５例急性呼吸道

感染患者中病毒感染率为３４．２８％（１３２／３８５），高于李

云等［６］报道的２４．５０％，与徐淼玲等
［１］报道的３４．１５％

相近。分析其原因主要与地区不同有关，不同地区不

同的温、湿度及气候影响病毒的易感染性。本研究结

果提示病毒感染为当地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主要病因，

快速、准确检测患者急性呼吸道感染病毒，对疾病的及

时诊断、抗生素选择、治疗及防控等意义重大。

不同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临床表现以及生物学

指标不同，临床治疗和用药会因此存在差异［７］。病毒

类型检测为急性呼吸道感染早期病因学诊断和临床治

疗提供重要依据。本研究应用呼吸道病毒检测试剂盒

进行检测，１３２例病毒阳性患者中 ＲＳＶ 检出占４３．

９４％（５８／１３２），ＨＲＶ检出占２４．２４％（３２／１３２），ＰＩＶ１

与ＰＩＶ２检出分别占１．５２％（２／１３２）和０．７６％（１／

１３２）。表明ＲＳＶ、ＨＲＶ是当地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主

要病毒种类。

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毒谱和构成会因为年龄、季

节、性别、环境等因素表现出明显差异。ＲＳＶ为呼吸

道感染７大常见病毒之一，ＨＲＶ是目前国内普通感

染常见致病病毒，若早期治疗不当极易引发肺炎［８－９］。

本研究对检出率较高的ＲＳＶ、ＨＲＶ病毒进行感染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男、女患者ＲＳＶ、ＨＲＶ检出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表明性别间ＲＳＶ、ＨＲＶ的

易感染性无明显不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显示，年

龄不是ＲＳＶ、ＨＲＶ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犘＞０．０５）。急性呼吸道病毒感染存在一定的季节

性，本研究中ＲＳＶ秋冬两季检出率高，ＨＲＶ春夏季

节检出率高，这与ＲＳＶ、ＨＲＶ病毒的特性有关，也与

当地卫生条件、经济水平以及温湿度等情况存在一定

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探讨［１０］。上呼吸道感染和气管炎

患者ＲＳＶ、ＨＲＶ检出率较高，说明ＲＳＶ、ＨＲＶ更容

易引起患者上呼吸到感染和气管炎的发生，治疗中需

针对性使用抗ＲＳＶ、ＨＲＶ病毒药物。ＨＲＶ在特应性

体质患者中的检出率高于非特应性体质患者（犘＜０．

０５），与 Ｈａｎｓｅｌ等
［１１］和 Ｍｉｌｌｅｒ等

［１２］的研究结果相近。

Ｔｈ１参与限制病毒复制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而特应

性体质患者存在Ｔｈ１／Ｔｈ２失衡情况，从而增加了患者

感染ＨＲＶ的风险。

综上所述，急性呼吸道感染病原体以病毒占比较

大，主要为ＲＳＶ和 ＨＲＶ。ＲＳＶ在春、夏季节检出率

较高，而ＨＲＶ在秋、冬季节以及特应性体质患者中的

检出率较高，可为 ＲＳＶ和 ＨＲＶ感染的预防提供参

考。临床上应根据病毒检出结果，给予患者及时有效

的治疗。

（下转８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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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１０／２３）。ｆｉｍＡ与ｋｇｐ基因型组合类型中的ｆｉ

ｍＡⅡ＋ｋｇｐⅠ、ｆｉｍＡⅡ＋ｋｇｐⅡ均占１７．３９％（４／２３）。

提示难治性根尖周炎根管内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基因

型以ｆｉｍＡⅡ型、ｋｇｐⅠ型为主，ｆｉｍＡⅡ＋ｋｇｐⅠ与ｆｉ

ｍＡⅡ＋ｋｇｐⅡ为常见ｆｉｍＡ和ｋｇｐ基因型组合。分析

不同临床症状患者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的基因型，结

果显示肿胀患者以ｆｉｍＡⅡ型（４０．００％），ｋｇｐⅠ型（６０．

００％）为主，窦道患者以ｆｉｍＡⅡ型（４６．１５％）为主，ｋｇｐ

Ⅰ型与ｋｇｐⅡ型占比相近。表明不同基因型牙龈卟啉

单胞菌所引起的疾病症状存在一定差异，还有待从基

因型层面对难治性根尖周炎致病菌的致病机制进行研

究。

难治性根尖周炎根管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阳性菌为

主，革兰阴性菌中的牙龈卟啉单胞菌以ｆｉｍＡ Ⅱ型为

主，ｋｇｐⅠ型略多于ｋｇｐⅡ型，ｆｉｍＡⅡ＋ｋｇｐⅠ和ｆｉｍＡ

Ⅱ＋ｋｇｐⅡ为常见ｆｉｍＡ和ｋｇｐ基因型组合，不同基因

型所引起疾病的临床表现可能不同。ＨＫ１在难治性

根尖周炎中起重要作用，但其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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