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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３·

·实验研究·
辽宁省葫芦岛地区鼠类汉坦病毒的
分离与鉴定
屈勇刚

杨国庆

【摘要】

邹洋

剡根强

陈化新

张永振

目的研究葫芦岛地区鼠类中汉坦病毒的感染流行情况以及病毒的型别。方法采用

夹夜法捕捉鼠类，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鼠肺中的汉坦病毒抗原，阳性较强的标本接种到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
分离病毒，ＲＴ—ＰＣＲ对分离的病毒与阳性样品扩增核苷酸片段并测序，构建系统发生树进行分型与系
统发生分析。结果

在２００份鼠肺标本中共检测到１１个样品阳性，阳性率为５．５％。选择阳性较强

的标本，接种到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并连续传代后分离到３株病毒。用Ｓ片段（６２０～９９９ ｎｔ）与Ｍ片段Ｇ１
区（１８０～５８０ ｎｔ）的核苷酸构建的系统发生树，结果表明葫芦岛分离的３株病毒均为ｓ３亚型。用Ｇ２

区的２００３～２３０２ ｎｔ的核苷酸序列构建的系统发生树将来自不同地区的ＳＥ０型病毒可分为７个亚型，
其中从葫芦岛地区分离的３株病毒与北京地区分离株ＣＰ２１１、ｃｈ３０２、ｄｃ５０１和山东省分离株ＳＤｌ０、
ｓＤ２２７株的亲缘关系最近。结论

葫芦岛地区鼠类中汉坦病毒的携带率较高，主要流行ｓ３亚型

ＳＥ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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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坦病毒（Ｈｖ）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

属，为有囊膜的单股负链ＲＮＡ病毒…。病毒基因
组由大（Ｌ）、中（Ｍ）、小（Ｓ）３个基因片段组成，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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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编码ＲＮＡ聚合酶，２个囊膜糖蛋白（Ｇ１、Ｇ２）前

（２００２ＤＩＢ４００９５）；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课题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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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以及核蛋白。ＨＶ有宿主动物特异性，每一型的

作者单位：８３２００３石河子，新疆石河子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屈

ＨＶ主要由一种啮齿动物宿主携带并传播，并与宿

勇刚、剡根强）；辽宁省葫芦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杨国庆）；中国疾

主动物共进化ｕ’２。，宿主动物的种群构成决定了疫

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邹洋、陈化新、张永振）
通讯作者：张永振，Ｅｍａｉｌ：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ａＩｌｇ＠ｓｏｈｕ．ｃｏｍ

源地的类型。鼠类感染病毒后，带病毒时间较长，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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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长与繁殖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旧１。但人类感染

和Ｓｔ４。序列见表１。

后能够导致两种严重的疾病：肾综合征出血热

４．ＲＴ—ＰＣＲ及其产物的纯化和回收：使用ＡＭＶ

（ＨＦＲＳ）和Ｈｖ肺综合征（ＨＰＳ）。Ｈｖ引发疾病的

逆转录酶合成ｃＤＮＡ，４２℃反应１ ｈ。ＰＣＲ扩增条件

类型及其严重程度取决于病毒的型别。因此，对

为９４℃预变性５ ｍｉｎ，进行如下循环：９４℃１ ｍｉｎ，

ＨＶ分型、阐明病毒之间的关系，揭示病毒演化规律

５０℃１ ｍｉｎ，７２℃３ ｍｉｎ，共３５个循环，最后一个循环

及其防治具有重要意义。葫芦岛市是辽宁省ＨＦＲＳ

于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取２肚ｌ ＲＴ—ＰＣＲ产物为模板，

主要疫区之一，但缺乏对啮齿类动物携带ＨＶ类型

用相应的内引物进行巢式ＰＣＲ扩增，反应条件同

及其遗传特征的研究。在本研究中对来自葫芦岛地

上。１％琼脂糖凝胶电泳，紫外灯观察结果。切下特

区鼠类样品进行了抗原检测、病毒分离及鉴定，结果

异分子量条带，用回收试剂盒纯化回收，收集的

报告如下。

ＤＮＡ溶于２０肚１去离子水中，一２０℃保存备用。
表１

材料与方法
引物

用于ＲＴ—ＰＣＲ扩增的引物

１．病毒检测与分离：用间接免疫荧光法（ＩＦＡ）
检测。鼠肺冰冻切片，冷风吹干后用冷丙酮固定
ｍｉｎ，加入兔抗ＨＶ血清（本实验室制备），于

１０

３７℃湿盒内反应１ ｈ，用ＰＢＳ漂洗３次后加ＦＩＴＣ标
记的抗兔ＩｇＧ抗体（Ｓｉｇｍａ）。于３７℃湿盒内反应
１

ｈ，用ＰＢＳ漂洗３次，每次３—５ ｍｉｎ，再用蒸馏水漂

洗１次，吹干封片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
Ｈｖ抗原阳性较强的鼠肺于４℃充分研磨，过滤
除菌后的上清液接种于单层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分离病

位置

序列（５’～３ ７）

Ｐ１４’Ｄ气Ｇｍ、Ｇ髓ＧＡＣＩ℃Ｃ

１～１４

片段
Ｍ、Ｓ
Ｓ（＋）

ＨＶ—ＳＦｏ ＧＧＣＣＡＧＡＣＡＧ【：ＡＧ芦Ⅱｖ１１３Ｇ
Ｈｖ－Ｓｆ刁０

ＡＧｃＴｃＡＧＧ加阳Ｃ舶亿玎Ｃ俎℃

ＳＥ０一ＳＦ

１℃趣ＡＡＡＣＧＣＯＣＡ饯Ｉ’０ＣＡ

ＳＥＣＬＳＲ

ＧＯＣＡＩ℃＝（Ｘ１℃ｃＧＡＣＡＡＡＣＡＡ

Ｓｔｌ

ＡＧ，１１【Ｘ）ＣＣＡＡＧＧＣＴｌｌⅨ芦ⅡＢＡＡ

Ｓ（一）
５８４～６０１

Ｓ（＋）

１０００～１０１９

Ｓ（一）

７８～１０１

Ｇ１（＋）

Ｓ晓ＴＨ３（—Ｕ筒ｒ（；ＴＧ茂［１３Ｇ（：Ａ！譬Ｒ１℃Ｔ

７２６～７４８

Ｇ１（一）

Ｓｔ３阁ｎ１℃０。（）ＣＡＣＨｘ℃筒门ＡＣ

１７５～１９４

Ｇ１（＋）

５７８～５９７
１９１０～１９３９

Ｇ１（一）
Ｇ２（＋）

Ｓｔ４

ＣＡＡＡＧＣ卢Ⅱ１］＿ｒＣＣｌｌ、（习ｎ：Ｈ℃Ａ

１３ｍｓｌ

ＡＡＡＡＧ强ＧＧＴＧｌｌ烈Ｅ≮ｎ：（了ｒＩ
ＡＣＡＫＫＨｂＧ

Ｂｍｓ２

Ｇ口ｍＩ（］Ｃｎ３弘０ＣＩＡ０００Ｃ

２３５４～２３７３

Ｇ２（一）

＆ｎｓｌ

ＧＴＧＧＡＣＲ■ＴＣ兀［℃他筋ｒＩ）４ⅡＴ

１９３６～１９５７

Ｇ２（＋）

２３３６～２３５８

Ｇ２（一）

Ｓｍ也ＴＧＧＧＣＡ衄陀田ＸＸⅪＧＧｒＫ∑≯盯Ｇ

毒Ｈ］。Ⅵ∞Ｅ６细胞来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对细胞分离的病毒，接种于２—３日龄的昆明小
５．核苷酸序列测定和分析：扩增核苷酸序列的

鼠乳鼠脑内，以增殖病毒。小鼠发病后处死，取鼠脑
抹片ＩＦＡ检测，阳性鼠脑于一７０℃保存备用。

测定由大连ＴａＫａＲａ公司完成。使用ＭＥＧＡ３软件

２．病毒ＲＮＡ的提取：参照ＧＩＢＣＯ／ＢＲＬ公司

包进行系统发生分析，以邻位相连法构建系统发生

的ＴＲＩｚｏｌ ＲＮＡ提取试剂使用说明书进行。取

树。分析采用５００个多序列组（ｒｅｐｌｉｃａｔｅｓ）。用于比

ｇ阳性鼠肺，加入１ ｍ１ ＴＲＩｚｏｌ试剂，充分研磨后

较分析的ＨＶ序列来自于ＧｅｎＢａｎｋ，本研究中使用

一７０℃过夜。取出后加氯仿２００灶ｌ，混匀静置５ ｍｉｎ，

的Ｓ片段的６２０～９９９ ｎｔ，Ｇ１区的１８０～５８０ ｎｔ以及

０．１

４℃１５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５ ｍｉｎ。取上清，加等体积的

异丙醇，于一２０℃放置１０ ｍｉｎ，４℃１５

０００

Ｇ２区的２００１～２３０３ ｎｔ的部分核苷酸序列见表２。

ｒ／ｍｉｎ离

结

果

心１０ ｍｉｎ，弃上清，加８０％乙醇１０００肛ｌ，４℃
１５ ０００

１．病毒分离：共捕褐家鼠２００只，ＨＶ抗原阳性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弃上清，用２０肚ｌ无ＲＮＡ

酶的去离子水溶解，一７０℃保存备用。
３．引物的设计及合成：使用的引物见参考文献

１１只，阳性率为５．５％。选择阳性较强的５份鼠肺，
制成２０％悬液接种于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培养后，共分离

［５］，用Ｐ１４引物反转录ｃＤＮＡ，ＨＶ—ＳＦＯ和ＨＶ—ＳＲＯ

出３株病毒（图１），病毒分别命名为ＨＬＤＬｌ２、

为ＨＶ的Ｓ片段属特异引物，用作扩增Ｓ片段

ＨＬＤＬ６５、ＨＬＤＬ７８。接种于昆明小鼠乳鼠脑内传代

（５８４～１０１９ ｎｔ）的外引物，Ｓｔｌ和Ｓｔ２为ＳＥｏＶ Ｍ片

以增殖病毒（图２），保存于一７０℃冰箱及一１９６℃液

段分型引物，用作扩增Ｇ１片段（１７５～５９７ ｎｔ）的外

氮中。
２．病毒分型与系统发生树分析：用Ｓ片段６２０～

引物。Ｂｍｓｌ和ＢｍＳ２是Ｇ２的外引物，Ｓｍｓｌ和
Ｓｍｓ２是Ｇ２的内引物。我们自行设计了用于扩增

９９９

ｎｔ核苷酸序列构建的系统发生树见图３。可见

Ｓ片段（５８４～１０１９ ｎｔ）的内引物ＳＥＯ—ＳＦ和

从葫芦岛褐家鼠分离的３株病毒均为ＳＥＯ型病毒，

ＳＥＯ—ＳＲ以及Ｇ１片段（１７５～５９７ ｎｔ）的内引物Ｓｔ３

与浙江省从褐家鼠中的分离株ＺＴｌ０及Ｚ３７分在同

ＳＥＯ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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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支。依据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ＨＶ分类标准¨。
及ｗａｎｇ等一。对中国ＳＥｏ病毒的分型结果，３株从
葫芦岛褐家鼠中分离的病毒应为ＳＥｏ病毒的第３
亚型。３株病毒在进化关系上与从韩国以及北美洲
的褐家鼠中的ＨＶ分离株进化关系最近，但却与从
我国褐家鼠中分离的ＨＶ Ｒ２２株及从罗赛鼠中分离
的Ｌ９９株亲缘关系较远，分在不同的亚型。

图２

ＨＶ抗原阳性脑组织荧光

进一步用Ｍ基因片段的Ｇ１区的１８０～５８０

ｎｔ

与Ｇ２区的２００３～２３０２ ｎｔ的核苷酸序列进行系统发
生分析，结果见图４、５。从图４可知，用葫芦岛３株
病毒的Ｇ１的１８０～５８０ ｎｔ核苷酸序列与用Ｓ片段的
６２０～９９９

ｎｔ核苷酸序列构建的系统发生树基本一

致，只是３株病毒间在此区间核苷酸同源性更大，进
图１

Ｈｖ抗原阳性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荧光
表２

化距离更小。

研究中用于系统发生分析的毒株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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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Ｔｌ０

今成功率很低∽１。在病毒分离的过程中，大部分文

Ｚ３７
ＨＬＤ６５

献的作者在接种病毒后，细胞维持的时间不超过２０

ＨＬＤ７８

天，而我们将细胞维持培养时间尽量延长，以至于维

ＨＬＤｌ２
８０—３０

ＴｃｈｏｕｐｉｔｏｕＩａｓ（ＴＣＨ）

持到３０天，结果在第一代即可检测到阳性。细胞维

Ｌ９９

持较长时间，可能为病毒提供了适应于细胞较为充

Ｒ２２
ＧＯｕ３
ＤＯＢ—ＳＬＯＶ

分的时间，并使病毒能达到一定的载量。

７６—１１８

ＨＬＤｌ２

Ｐ３６０

ＨＬＤ７８

、

ＨＬＤ６５
ｃＤ２１１

ＡＨｌ
ＮＭ Ｒ１１

ｃｈ３０２
ｄｃ５０１
ＳＤｌ０
ＳＤ２２７
ｚＴｌ０

图３

Ｚ３７

ＳＥＯＶ部分Ｓ片段核苷酸（６２０～９９９ ｎｔ）

ｃ３
Ｈｅｂｅｉ４
８０—３９

构建系统发生树
ＨＬＤｌ２

Ｈｕｂｅｉ一１

ＨＬＤ７８

ＴｃｈｏｕＤ“ＯｕＩａｓ
Ｇｉ阻ｒｄ Ｐｏｉｎｔ

ＨＬＤ６５
ｚＴｌＯ

Ｅｇｙｐｔ
Ｋｌ一２６２

Ｚ３７

ＳＲｌｌ

Ｌ９９

Ｂ—１

ＨＢ５５

ｗＩＩｄ—竹ｐｅ
Ｆｒａｎｃｅ—ｍ９０一２００３

Ｒ２２

８ｅｉｊｉｎｇ—Ｒｎ

ＳＲｌｌ

ＢｉＦＴ０１

８０—３９

Ｇｕａｎ９１９９
ＨＮ７１一Ｌ

ＧＯｕ３

Ｈ０ｕＳｔＯｎ
Ｈｅｎａｎ９４，

７６—１１８

Ｓｈａｎｘｉ

ＤＯＢ—ＳＬＯＶ

Ｊ１２

Ｐ３６０

Ｗａｎ

ＡＨｌ

Ｒ２２

ＮＭ Ｒ１１

ＨＢ５５
Ｌ９９
ＮＭ３９

０ ２０

０１５

Ｏ．１０

０ ０５

ＢａⅢｍＯ陀

０．００

Ｂｒａｚ¨
ＩＲ４６１

图４

ＳＥＯＶ部分Ｍ片段核苷酸（１８０～５８０ ｎｔ）

Ｇｏｕ３

构建系统发生树

从图５可以看出，用Ｇ２区２００３～２３０２ ｎｔ的核苷
酸序列进行系统发生分析，将来自我国不同地区的
ＳＥＯ型病毒分为７个分支。同样依据国际病毒分类

Ｕ．Ｕ５

图５

Ｕ．Ｕ４

Ｕ．ＵＺ

Ｕ ＵＵ

ＳＥｏＶ部分Ｍ片段核苷酸（２００３～２３０２ ｎｔ）
构建系统发生树

Ｓ３亚型的ＳＥＯｖ可能是我国北方褐家鼠疫区

委员会Ｈｖ分类标准及ｗａｌｌｇ等对中国ＳＥｏ病毒的

的主要亚型之一。我们根据Ｍ和Ｓ片段的核苷酸

分型结果，每一分支的病毒应为１个亚型。其中从葫

序列，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所报道的ＳＥｏＶ核苷酸序列进

芦岛地区分离的３株病毒仍与ＺＴｌ０及Ｚ３７株等分在

行比较绘制系统发生树，结果发现从葫芦岛市褐家

一支。然而在这一分支中，葫芦岛分离株与从北京分

鼠中分离的３株病毒均为Ｓ３亚型。从构建的系统

离株ＣＰ２１１、ｃｈ３０２、ｄｃ５０１及山东分离株ＳＤｌ０、Ｓ￡垃２７

发生树可以看出，在我们进行系统发生分析中，除辽

株的亲缘关系最近，与ＺＴｌ０、Ｚ３７株，以及从河北省患

宁省的葫芦岛市外，北京、河北、山东、浙江省（市）均

者中分离的Ｃ３株和黑线仓鼠中分离的Ｈｅｂｅｉ４株等

有ＨＶ Ｓ３亚型的分布。我们对河南省褐家鼠中ＨＶ

另一支的亲缘关系相对较远。

进行基因分型时，也发现Ｓ３亚型是河南省流行的

讨

论

ＳＥＯＶ的主要亚型之一¨０ｌ。另外，吉林省的褐家鼠
中也存在有Ｓ３亚型的ＳＥｏＶ¨１｜。上述研究结果表

目前发现ＨＶ至少存在２０个血清型／基因

明ＳＥＯＶ的Ｓ３亚型在我国的东北、华北以及华东

型㈨。但Ｈｖ至今仍是最难分离的病毒之一，有的

地区分布广泛，可能是我国汉城型病毒主要流行的

甚至在盲传若干代后也分离不到病毒，且病毒致病

亚型。另外，用Ｇ２区２００３～２３０２ ｎｔ的核苷酸序列

性越弱，就越难于分离；如ＰｕＵ型病毒，不管是用

进行系统发生分析，可将来自不同地区的ＳＥＯＶ分

实验动物还是用Ｖｅｒｏ Ｅ６细胞分离ＰＵＵ型病毒至

为７个亚型。这说明在ＳＥＯＶ具有遗传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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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ＳＥＯｖ的遗传多样性，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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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ｍｅｎｃｌａｔｕｒｅ ｏｆ

之间的抗原性差异，为我国抗ＨＶ疫苗的改进提供

Ｉｎｔ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依据。

Ｃｏｍｒｎｊｔｔｅｅ

ＭＨＶ，

Ｒｅｇｅｎｍｏｒｔｅｌ

ＨＴＮ、ＤＯＢ、ＰＵＵ以及Ｔｕｌａ型ＨＶ的分布存在
着地理聚集现象＂＇１２。４。。但本研究中，Ｓ３亚型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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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
第四届环境与职业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征文通知
第四届环境与职业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将由环境与职业医学杂志编委会、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美国加州卫生局
及昆明医学院等中美多方联合主办，将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中旬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
大会主题：健康环境与和谐社会；征文内容范围：①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②健康城市与社会和谐；③生命质量与健康指
标；④工业卫生与环境化学；⑤健康危害变化趋势及环境与职业流行病学；⑥有害健康危险度评价、污染控制和防治技术；⑦
毒理学研究和环境、职业医学实验检测技术；⑧室内外环境污染、公害病和环境相关疾病；⑨职业病危害因素、职业病和职业
相关疾病；⑩环境基因组学、蛋白组学；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应急救援；⑩职业相关社会心理问题和环境应急心理危机；⑩
环境与职业卫生事业管理：⑩公共卫生经济学与社会医学；⑥公共卫生法制与社会热点问题。
征文要求：①征文须是尚未在国内外正式期刊上发表过的科技论文，论文内容应符合上述“征文内容范围”，文责一律自
负。②征文著录格式的要求同《环境与职业医学》杂志。在征文首页左上角，请以小五号黑体字注明“第四届环境与职业医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字样，信封右上方注明“２００６国际会征文”字样。对需作幻灯片者，待大会学术委员会统一审稿后，将另行发
出具体通知。愿将该征文同时向《环境与职业医学》杂志投稿者，请予附言说明。③为适应大会交流，和大会《论文集》送国际
科技会议录索引（ＩＳＴＰ）收录的需要，要求在提交的每篇中文征文后，须附该中文全文的英文译文（至少须经１名专家审校）。
④征文的电子版请发至Ｅｍａｉｌ：ＪＥＯＭ２００６＠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和ｚａｚｈｉ２＠ｓｃｄｃ．ｓｈ．ｃｎ；也可将打印稿一份（需附电子文件）寄至：
２００３３６上海市中山西路１３８０号《环境与职业医学》杂志编辑部收。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２７５８７１０一１３２４（１３２６）；直线及传真：０２１—
６２０８４５２９；联系人：洪琪，丁瑾瑜。⑤接收征文截止时间：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以邮戳或电子邮件为准）。
第四届环境与职业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