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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湖南省啮齿动物携带汉坦病毒的
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张永振

肖奇友

李明慧

目的

【摘要】

邹洋

吕炜

戴德芳

陈化新

研究湖南省啮齿动物中汉坦病毒（Ｈｖ）流行情况及病毒型别。方法

采用ＩＦＡ

法检测鼠肺中ＨＶ抗原；用ＲＴ—ＰＣＲ法扩增阳性标本中Ｈｖ的部分ｓ和Ｍ片段；构建系统发生树进
行系统发生分析及分型。结果

在湖南省ＨＶ流行的地区共捕获啮齿动物３４４只，其中６份标本ＨＶ

抗原阳性，病毒携带率为１．７４％。对扩增出的部分Ｓ与Ｍ片段的核苷酸序列分析表明，５份标本中的
病毒为汉城型ＨＶ（ＳＥｏＶ），ｌ份为汉滩型ＨＶ（ＨＴＮＶ）。用Ｓ（６２０～９９０ ｎｔ）与Ｍ片段Ｇ２区（２００ｌ～
ｎｔ）核苷酸序列所构建的系统进化树显示，湘乡褐家鼠、黄胸鼠及黄毛鼠携带的病毒均为ｓＥＯＶ

２３０１

的Ｓ４亚型；宁远褐家鼠携带的病毒为ｓＥＯＶ的一个新亚型；石门小家鼠携带的病毒为ＨＴＮＶ的Ｈ４
亚型。结论湖南省为混合型ＨＶ疫区，以汉城病毒为主，并具有宿主多样性。
【关键词】汉坦病毒；基因型；系统发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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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坦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科的汉坦病毒属

生持续无症状感染，与自然宿主共进化幢。。由于

（ｈａｎｔａｖｉｒｕｓ，ＨＶ），主要由啮齿类动物携带并传播给

ＨＶ与宿主动物间的这种对应关系，宿主动物的种

人类。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发现ＨＶ至少存在有２０

群类型及其感染情况决定了疫区的性质和人间的流

个以上的血清型／基因型‘１｜。每一型均来自一种或

行强度。湖南省于１９６３年报告。肾综合征出血热

少数几种密切相关的啮齿动物．并在宿主动物中产

（ＨＦＲＳ）疫情ｂ Ｊ，以后报告发病数不断增加，疫区范
围不断扩大，是我国ＨＦＲＳ的主要疫区之一旧’４Ｉ。

基金项目：科技部科研院所社会公益研究专项资金重点项目
（２００１ ＤＩＡ４００３７，２００２ＤＩＢ４００９５）

为进一步了解湖南省宿主动物中ＨＶ的流行特征，
我们在湖南省进行宿主动物ＨＶ的流行病学调查，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并从Ｈｖ抗原阳性鼠肺中扩增部分Ｓ与Ｍ基因片

制所（张永振、李明慧、邹洋、陈化新）；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肖

段，进行病毒基因分型及相关序列分析，现将结果报

奇友、吕炜、戴德芳）
通讯作者：张永振，Ｅｍａｉｌ：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ｚｈａｎｇ＠ｓｏｈｕ．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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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树。分析采用１０００个多序列组。用于比较分

材料与方法

析的ＨＶ序列来自于ＧｅｎＢａｎｋ，见表ｌ。
１．标本采集：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的春季与秋季在湖

结

南省宁远、石门、湘乡、洞口、望城、岳阳、沅江等地区

果

的野外及居民区用鼠笼和鼠夹捕鼠，对捕获的鼠类

１．Ｈｖ抗原的检测：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在湖南省宁

标本经分类鉴定后，无菌解剖取其肺脏，放置于液氮

远、石门、湘乡、洞口、望城、岳阳、沅江等地区共捕获

中保存待检。

啮齿类动物３４４只，啮齿类动物种类及其数量见表

２．病毒抗原检测：将鼠肺冰冻切片后，用间接免

２，其中褐家鼠和黑线姬鼠均占鼠类总数的２７．９％，

疫荧光法（ＩＦＡ）进行检测。检测中所用的兔抗ＨＶ

为优势鼠种。采用ＩＦＡ法检测３４４份鼠肺标本，共

抗体由本实验室制备，羊抗兔免疫荧光抗体购自

检出Ｈｖ抗原阳性６份，病毒携带率为１．７４％。所

Ｓｉｇｍａ公司。免疫荧光检测抗原呈阳性的标本用于

发现的阳性标本中湘乡地区４份，占６６．７％；宁远及

ＲＴ—ＰＣＲ扩增。

石门各１份。带病毒的鼠种为褐家鼠、黄胸鼠、黄毛

３．病毒ＲＮＡ的提取：参照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的
Ｔｒｉｚｏｌ

ＲＮＡ提取试剂使用说明书提取病毒ＲＮＡ。

用４０肚１无ＲＮＡ酶的去离子水溶解，于一７０℃保存
备用。

鼠及小家鼠。在９６只黑线姬鼠的鼠肺中没有检测
到ＨＶ抗原。
２．ＨＶ的型别鉴定：对６份ＨＶ抗原阳性的标
本，采用型特异的引物，扩增其部分Ｇ１片段并进行

４．引物的设计及合成：用Ｐ１４引物逆转录Ｓ与

序列测定，结果湘乡地区２只褐家鼠、１只黄胸鼠及

Ｍ基因片段¨ｏ，用于扩增Ｓ片段（６２０～９９０ ｎｔ）与Ｍ

１只黄毛鼠中所携带的病毒均为ＳＥＯＶ，编号分别

片段Ｇ２区（２００１～２３０１ ｎｔ）的引物见参考文献［６］。

为ＸＸＡ０１７、ＸＸＡ０３９、ＸＸＡ００１、ＸＸＡ０３２，这４株病

扩增Ｍ片段Ｇ１区的１４０～６４０ ｎｔ的外引物见参考

毒间的核苷酸序列的同源性达９８．５％以上，与Ｌ９９

文献［７］，我们设计了用于扩增ＳＥＯＶ Ｍ片段Ｇ１区

及Ｒ２２株的同源性分别为９０．２％～９０．５％、

的内引物Ｇｌ Ｎ１（５ ７一ＡＴＴＴＣＣＣＣＣＡＣＴＣＴＣＡＴＴＡＣ一

９０．５％～９０．８％；宁远地区褐家鼠所携带的病毒也

３

７），ＧｌＮ２（５

３

７）。扩增田鼠中携带病毒的内引物ＫＢＲ—Ｓ１（５

７一ＣＡＡＡＧＣＡＴＴＴＴＣＣＴＴＣＴＧＴＣＡ一

ＴＣＣＴＴＴＧＡＴＧＡＴＧＴＧＡＡＴＧＧ一３
ＧＧＣＴＧＣＡＴＡＣＴＣＣＡＧＡＡＧＴＴ一３

７）与ＫＢＲ—Ｓ４（５

７一

７一

７）见参考文献

［８］。引物由北京奥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为ＳＥＯｖ，编号为ＮＹＡ０３９，与湘乡地区４株病毒
ＨＶ序列的同源性为８１．５％～８３．０％，与中国Ｌ９９
及Ｒ２２株的同源性为８０．０％～８０．５％；石门地区小
家鼠所携带病毒ＳＭＡ０２９株为ＨＴＮＶ，与ＨＴＮＶ
国际标准株７６—１１８株的同源性为８２．５％，与ＳＥＯＶ

５．ＲＴ．ＰＣＲ：以Ｐ１４引物使用ＡＭｖ逆转录酶

病毒的同源性为７０．０％～７１．９％。采用ＫＢＲ型特

（Ｐｒｏｍｅｇａ）于４２℃反应６０ ｍｉｎ合成Ｓ及Ｍ基因的

异性引物对所捕获的５７份东方田鼠肺组织样品进

ｃＤＮＡ。采用巢式ＲＴ—ＰＣＲ方法，以ＨＶ—ＳＦＯ和

行Ｓ片段序列扩增，结果全部为阴性。

ＨＶ—ＳＲＯ及ＳＥＯ—ＳＦ和ＳＥＯ—ＳＲ为外内引物扩增Ｓ片

３．系统发生分析：６份阳性鼠肺标本中，用属特

段（６２０～９９０ ｎｔ），以外引物Ｇ１ｗ１和Ｇ１ｗ２及内引

异性引物共扩增出６个Ｓ基因６２０～９９０ ｎｔ片段，采

物Ｇ１Ｎ１和Ｇ１Ｎ２扩增Ｇｌ区片段（１４０～６４０ ｎｔ），

用常用于进化分析的Ｍ基因Ｇ２片段特异性引物仅

以外引物ＨＶ—ＭＦ０和ＨＶ—ＭＲＯ及内引物ＳＥＯ—ＭＦ和

扩增出５个Ｇ２片段，从ＮＹＡ０３９标本中没有扩增

ＳＥＯ．Ｍ扩增Ｇ２片段（２００ｌ～２３０１ ｎｔ）。具体扩增条

出相应的Ｇ２片段。

件为：９４℃预变性５ ｍｉｎ，９４℃１ ｍｉｎ、５２℃１ ｍｉｎ、

比较５株ｓＥＯｖ部分ｓ片段核苷酸序列发现，５

７２℃ｌ ｍｉｎ，共３０个循环，最后于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

株病毒问的同源性为８９．７％～９９．７％。其中湘乡地

ＰＣＲ产物用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后，用ＴａＫａＲａ

区４株病毒间的同源性最高，为９７．３％～９９．７％，但

公司的凝胶回收试剂盒按照说明进行回收纯化。扩

与宁远ＮＹＡ０３９株的同源性相对较远，同源性为

增的核苷酸片段由北京奥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

８９．２％～８９．７％。与表１中所列出其他ＳＥＯＶ同

序列测定。

源性比较发现，湘乡地区４株病毒与ＳＲｌｌ、８０—３９、

６．系统发生分析：使用ＭＥＧＡ ３．１和ＤＮＡＳｔａｒ

Ｔｃｈｏｕｐｉｔｏｕｌａｓ株等ｓ４亚型病毒的同源性较高∽。，为

软件包进行系统发生分析，以邻位相连法构建系统

９６．１％～９７．９％，与ＨＬＤｌ２、ＨＬＤ６５、ＨＬＤ７８等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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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ｌ

研究中用于系统发生分析的毒株及来源

与

Ｌ９９、Ｒ２２、Ｋ２４株等Ｓｌ亚型
病毒的同源性为８９．４％～
９０．２％∽１，与Ｇｏｕ３株的同
源性为８６．０％～８６．３％‘９ ｏ。
ＮＹＡ０３９与Ｇｏｕ３株的同源
性９０．２％，与Ｓ１与Ｓ４等其
他亚型病毒株的同源性为
８２．８％～８３．１％。石门小家
鼠携带的病毒ＳＭＡ０２９株
的Ｓ片段的核苷酸序列与包
括７６—１１８株在内的ＨＴＮＶ
的差异型在２５％以内。
用部分Ｓ片段核苷酸序
列构建的进化树见图１。在
ＳＥｏＶ中，湘乡ＸⅪ如０１、
ＸⅪ∞１７及ｘⅪ如３９分在一
个亚支，ＸⅪ如３２与８０—３９、

Ｂｊ删１、ＲｈｏｕｐｉｔｏｕｌａＳ分在同
一亚支，但这４株病毒均分
在Ｓ４亚型分支内。而
ＮＹＡ０３９虽与（ｂｕ３株的进化
关系较近，但独自构成一进
化支。石门小家鼠携带的病
毒株ＳＭＡ０２９为Ｈ，ｒＮＶ，分
在ＨｒＮＶ发生群。
用Ｍ片段Ｇ２（２００１～
２３０１

ｎｔ）区核苷酸序列所构

建的系统进化树显示，湘乡
地区４株病毒均为ＳＥＯ型
ＨＶ，４株病毒间的同源性为
９８．５％以上，与Ｈｕｂｅｉ一１、
ＳＲｌｌ、Ｇｉｒａｒｄ

Ｐｏｉｎｔ病毒株

的同源性最高，为９５．５％～
９６．３％，在系统发生树上亲
缘关系最近，同在第４亚型
分支＂１（图２）。
石门地区小家鼠所携带
病毒ｓＭＡ０２９其Ｍ片段Ｇ２
区核苷酸序列与中国的
ＨＴＮ型毒株Ａ１６、Ｑ３２株的
同源性最近为８７．０％～

表２

捕获啮齿类动物种类及数量

·

６７·

·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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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８．７％，与ＨＴＮ型国际标准株７６一１１８株的同源性为

乡地区褐家鼠、黄胸鼠及黄毛鼠所携带的病毒均为

８６％，与ＨＴＮ型毒株８４Ｆｌｉ同源性为８５．４％；与

ＳＥＯｖ，而且在用Ｓ与Ｍ基因部分片段核苷酸序列

ＳＥＯ型的病毒株的同源性差异较大，为６９．１％～

构建的进化树上，与Ｈｕｂｅｉ一１、ＳＲｌｌ、Ｇｉｒａｒｄ Ｐｏｉｎｔ株

７１．８％。ＳＭＡ０２９处在ＨＴＮＶ第４亚型分支‘９Ｉ。

病毒的亲缘关系最近，位于Ｓ４亚型分支。这与我们
在河南省得到的结果一致，即同一地区相近鼠种携

ＮＣｌ６７
１ｎｎ

Ｂ７８

剥产亡辚，

ｓ９：箧。。
对＿０ｉ嚆警９

带同一亚型的ＨＶ，显示了明显的地理聚集现
象心＇６｜，也表明ＳＥＯＶ与其他型的病毒相比，可能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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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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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湖南省是我国ＨＦＲＳ的主要疫区之一，自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的１６年间，湖南省共报告５２ ５３９例

图２

用Ｍ片段核苷酸序列（２００１～２３０１ ｎｔ）构建的
系统发生树

ＨＦＲＳ，死亡５０１人。全省１２３个县（市、区）有１０７

湘乡地区褐家鼠、黄胸鼠及黄毛鼠所携带的病

个县（市、区）报告了疫情。１９９０—２００２年全省年报

毒ＸＸＡ０１７、ＸＸＡ０３９、ＸＸＡ００ｌ和ＸＸＡ０３２与

告发病数在１０００例以上，２００３年后ＨＦＲＳ疫情下

ＢｊＨＤ０１、Ｔｃｈｏｕｐｉｔｏｕｌａｓ等Ｓ４亚型病毒株的核苷酸

降趋势明显，２００５年全省共报告５６３例ＨＦＲＳ。本

序列的差异为２．１％～３．９％，与Ｌ９９及Ｒ２２等Ｓ１

次在望城、洞口、沅江、岳阳、宁远、湘乡、石门等地共

亚型病毒株的核苷酸序列的差异为９．８％～１０．６％，

采集啮齿类宿主动物３４４只，检出ＨＶ抗原阳性样

与Ｇｏｕ３、Ｃ一１０、ＱＨ３６７株Ｓ５亚型病毒的差异为

品６份，病毒携带率为１．７４％。啮齿类宿主动物中

１３．７％～１４．０％。以前的研究表明在ＳＥＯｖ的系

较低的ＨＶ携带率可能是近３年来全省人间ＨＦＲＳ

统发生树上，Ｓ１、Ｓ２、Ｓ３、Ｓ４亚型病毒株进化关系较

疫情显著下降的主要原因。

近，分在同一发生群，而Ｇｏｕ３株为代表的Ｓ５亚型

为了更好地了解湖南省啮齿类宿主动物中ＨＶ

为另一发生群∽１。宁远地区褐家鼠中所携带的病毒

流行的类型，我们对湖南地区啮齿动物中的ＨＶ进

ＮＹＡ０３９在部分Ｓ片段构建的系统发生树上的位置

行了基因分型及系统发生分析。结果发现：６份阳

与Ｇｏｕ３株处在同一发生群内。根据１９９９年国际

性标本中有５份为ＳＥＯＶ，１份为ＨＴＮＶ。其中湘

病毒分类委员会对ＨＶ型的界定标准，ＮＹＡ０３９病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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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张永振，肖东楼，王玉，等．中国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趋势及其

毒株可能为ＳＥｏＶ的新亚型…ｏ。
石门小家鼠中所发现的ＳＭＡ０２９株病毒为
ＨＴＮＶ，并与标准株Ａ１６、Ｑ３２同源性最高，亲缘关
系最近，为Ｈ４亚型。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现小
家鼠携带ＨＶ¨２｜，而且分布广泛，是优势鼠种之
一ｕ ２Ｉ。最近在河南省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小
家鼠携带ＳＥＯＶ№Ｔ∞Ｊ。在欧洲从小家鼠中分离到
ＤＯＢＶ和ＰＵｕＶ…，１５］，Ｂａｅｋ等¨６‘报道在美国从小
家鼠中分离到Ｌｅａｋｅｙ病毒，但还没有小家鼠携带

防制对策．巾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４，２５：４６６—４６９
［５］ｓｃｈｍａＵｏｈｎ ｃｓ，Ｊｅｎｎｉｎｇｓ
Ｓ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６］孙黎，张永振，李林红，等．河南省Ⅱ型汉坦病毒基因亚型及其
分布的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５７８—５８２．
［７］姚智慧，俞永新．应用聚合酶链反应对我国不同来源肾综合征
出血热病毒的型别分析．病毒学报，１９９４，１０：１２８—１３５
１８］ＨｏｒＩｉｎｇ Ｊ，Ｃｈｉｚｈｉｋｏｖ Ｖ，Ｌｕｎｄｋｖｉｓｔ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ＨＶ易感。由于目前对小家鼠携带ＨＶ的病原学研

６８７—６９４．

ＳＥＯＶ还是ＨＴＮｖ。另外，小家鼠是否如黑线姬
鼠、褐家鼠、黄喉姬鼠等一样，携带相对应的原始
ＨＶ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我们还采用ＫＢＲ特异的引物对所捕获的５７份

阴性。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有东方田鼠携带ＫＢＲＶ
的报道川，但我国是否存在此型ＨＶ还需进一步研
究证实。
我国是受ＨＶ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近十年来
我国年报告发病人数一直在２万～５万左右，新疫区
不断出现，老疫区的类型也有所变化，而且ＨＶ宿主
动物的种类繁多。４ｊ，以上情况提示在我国流行的
ＨＶ可能存在新的型别或亚型。因此，系统地开展
流行性出血热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病原学监测，发现
我国是否存在国外已发现的ＨＶ及其分布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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