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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犬病病原学特点及分型研究
鼋专
【关键词】狂犬病病毒；病原学特点
Ｓｔｕｄｙ

０ｎ

ｔｈｅ

丁ＡＮＧ Ｑｉ竹譬．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Ｊｎ５￡ｉ￡雠把

Ｂ以“跪ｇ

Ⅵｒｎｚ

加ｒ

Ｐ理ｗ前￡ｚ。挖，Ｃ矗ｉ拄跚Ｇ研￡盯南ｒ

狂犬病病毒属于弹状病毒科，分两个属：水泡性口炎病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ｎｇ

ｏｆ

ｒａｂｊｅｓ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Ｄｉｓ∞卵Ｃ铆￡ｒＤＺ

口咒ｄ

Ｄｉｓ∞靶Ｇ研￡加Ｚ ｎ踅矗Ｐ旭豫玎￡面携，

１０００５２，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ａｂｉｅｓ ｖｉｒｕｓ；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毒属（Ｖｅｓｉｃｕｌｏ ｖｉｒｕｓ）和狂犬病病毒属，此外还有未定属的植
物弹状病毒。该病毒中能感染人类、构成对人类威胁的只有
狂犬病病毒，也是狂犬病病毒属的典型种。从感染动物或病
例中发现的病毒称野毒或街毒，街毒经过系列传代适应特定
宿主后称固定毒∞ｏ。
２．狂犬病病原结构：狂犬病病毒外形似一颗子弹，长约

狂犬病病毒属于弹状病毒科（Ｒｈａｂｄ。ｖｉｒｉｄａｅ）狂犬病病毒
属（ＬａＳｓａｖｉｒｕｓ），能感染人类引起人的狂犬病，表现为急性、进
行性、几乎不可逆转的脑脊髓炎，因其有恐水的临床特征，又
称恐水症（ｈｙｄｒｏｐｈｏｂｉａ）。狂犬病病毒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
或黏膜侵入人体，经神经末梢上行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导致致

】８０

ｎｍ，直径７５ ｎｍ，一端为半球形，另一端扁平。病毒粒子

由感染细胞浆膜表面芽生形成，如同其他弹状病毒一样，一
个双层脂膜构成病毒颗粒的完整外壳，表面嵌有１０ ｎｍ长的
由病毒糖蛋白构成的包膜突起如钉状覆盖了除平端外的整
个病毒表面。来自宿主细胞浆膜的脂质外壳的内侧是膜蛋

死性的感染。野生动物是狂犬病病毒的主要储存宿主，此外

白，亦称基质蛋白。膜蛋白内侧为病毒的核心，即核衣壳，由

犬、猫和家畜既是储存宿主又是人狂犬病的主要传染来源，

核酸和紧密包围在外面的核蛋白所构成。

人的感染主要由于接触了携带病毒的犬或其他动物所致。

狂犬病病毒基因组是不分节段的单股负链ＲＮＡ，相对

狂犬病病毒是导致狂犬病的根本原因，随着单克隆抗体分析

分子质量（Ｍ，）约４．６×１０６，大小为１２ ｋｂ左右，其中９１％的

病毒抗原位点及病毒基因组测序分析等技术在狂犬病病毒
研究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对狂犬病病毒结构和功能的认识也
逐渐深入，从而也促进了对狂犬病流行、分布以及病毒致病
机理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和了解。
１．狂犬病病原的发现经过与生物学分类位置：在中国
医学文献上很早就对狂犬病有记载，古称“疯狗病”。到了１８

核苷酸参与编码５种已知的结构蛋白，即糖蛋白（ＧＰ）、包膜
基质蛋白（Ｍ，Ｐ）、衣壳基质蛋白（Ｍ，Ｐ）、核蛋白（ＮＰ）和转录
酶大蛋白（ＬＰ）。它们的Ｍ，分别为（７０、２５、４０、５０、１７０）×
１０ ３【“。基因组ＲＮＡ与１８０个ＮＰ分子结合成核糖核蛋白

（ＲＮＰ）的紧密结构，这种结构使ＲＮＡ受到良好的保护而不
被降解，同时也为基因组的复制和转录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结

世纪，狂犬病曾一度在欧洲流行猖獗。由于没有防治的办

构基础。ＲＮＰ与ＬＰ、Ｍ．Ｐ共同组成毒粒核心。ＬＰ和Ｍ。Ｐ

法，死亡率极高；因此，造成了极大的恐惧。１８８１年法国巴斯

是ＲＮＡ转录与复制所需的主要活性蛋白质，与ＲＮＰ结合构

德将从自然界病兽中直接分离的病毒命名为街毒（ｓｔｒｅｅｔ

成完整的狂犬病病毒核衣壳，在功能上具有全部转录与复制

ｖｉｒｕｓ），他把街毒稀释后在兔脑内传代，把感染的兔脑脊髓干

活性的一种复合物，可以独立完成基因组ＲＮＡ的转录与复

燥，以氢氧化钾处理减毒，把这样改变了的病毒称作固定毒

制。这也解释了负链ＲＮＡ病毒基因组ＲＮＡ不具有感染性

（ｆｉｘｅｄ ｖｉｍｓ）。固定毒经过上百次传代制造成功了狂犬病减

的现象。Ｍ，Ｐ是狂犬病病毒最小的结构蛋白，连接病毒外膜

毒活疫苗，并于１８８５年首次给一个被狂犬咬成重伤的儿童

及膜上ＧＰ和核衣壳。ＧＰ是一种典型跨膜糖蛋白，能诱导产

治疗，使这个儿童痊愈康复¨１。１９０３年，Ｎｅｇｒｉ在狂犬病患者

生中和抗体和刺激细胞免疫，是有效的保护性抗原，也是狂

尸体的脑部和实验动物中观察到神经细胞胞浆内的包涵体

犬病病毒与细胞受体结合的结构，并与病毒毒力直接

（Ｎｅｇｒｉ小体），建议将其作为狂犬病的诊断指标之一∞ｏ。虽

有关‘“。

然发现历史已有１００多年，但该病毒的结构和形态一直到２０

３．狂犬病病毒致病决定基因：狂犬病病毒具有严格的嗜

世纪６０年代才弄清楚。１９６２年狂犬病病毒首次在电镜下被

神经特性，动物实验显示，不同动物对狂犬病病毒的易感性

发现旧１，一年后，对病毒的形态与结构特征进行了描述。随

与动物机体的乙酰胆碱受体含量呈正相关。该病毒在组织

后，在鸡胚组织、神经组织中增殖成功了狂犬病病毒…，从而

培养的细胞上增殖，一般都需要一段适应阶段，经过细胞连

促进了对狂犬瘸病毒及其生物学、免疫学和病理学特征的迸

续传代，除了发生对细胞适应性的改变，提高病毒增生滴度，

一步认识。

还经常伴有其他一些生物学特性的改变；如病毒毒力的减
弱、表面糖蛋白发生改变等等。自然界中，不同地域、不同生

作者单位：ｌＯ００５２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铋中心病毒病预防控
制所

物种系中狂犬病病毒的致病性不完全相同，病毒接种动物后
引起的症状表现也不一样。

生生煎盟丛堂苤查！！！！至！旦笙！！鲞星！塑垦！垫』垦逝ｉ！里ｉ！！！丛！！尘！！！！！∑！！：；！！堕！：！

·３０３·

虽然狂犬病病毒在体内是严格嗜神经性的，但在体外也

和４种狂犬病固定毒均有很好的交叉反应性，包括明确定义

能感染非神经组织细胞，并且繁殖良好睛１。Ｓｕｐｅｒｔｉ等凹１发现

为狂犬病病毒血清型的ＨＥＰ株。因此，这３种非洲来源的

细胞膜上的某些脂和糖类也与狂犬病病毒的吸附有关。体

病毒ＭＯＫｖ、ＬＢＶ和ＤＵＶ可能是狂犬病病毒的变异株，与

外抗烟碱药物处理小鼠背根神经节细胞可以部分抑制病毒

其亲代病毒有着相同的关系，在血清学反应基础上进一步分

对神经节细胞的感染Ｈ“，因此也有入认为烟碱型受体也有

类为：斑清Ⅱ型ＬＢＶ，首先从尼日利亚蝙蝠脑中分离得到，后

可能与狂犬病病毒入侵有关。减毒和高神经毒狂犬病病毒

从中非共和国的蝙蝠中分离得到；血清Ⅲ型ＭｏＫＶ，首先从

其细胞嗜性有所不同ｎ“，高神经毒病毒株如ｃＶＳ高度嗜神

尼日利亚莉鼯中分离，以后在非洲一些国家的人、野生动物

经，而ＥＲＡ减毒株也感染非神经细胞。已经证实神经瘤细

和家养动物中分离出；血清Ⅳ型ＤＵＶ，首先从南非狂犬病患

胞表面存在着特异性狂犬病病毒ＧＰ附着点¨“，若ＧＰ

者中分离到，以后从南非和中欧的蝙蝠中分离得到。随后，

３３０

位的ＬｙＳｉｎｅ被ｍｇｉｎｉｎｅ取代则会明显降低ＧＰ和神经瘤细胞

ｓｅｌｉｍｏｖ等（２＂从乌克兰蝙蝠分离出２株狂犬病病毒，经单克

之间的相互作用，体外试验也证实了这一点¨…。比较一些

隆抗体分析，其抗原结构与从俄罗斯分离到的其他狂犬病病

抗原变异株发现在ＧＰ最主要的抗原区ＧⅢ一些特殊位点

毒相似，但二者之间又有差别，从而促进了定名为（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如第３３０、３３３、３３８等）上发生氨基酸替换。此外ＧＰ本身还

Ｂａｔ

具有独立的细胞毒活性¨“。

型——血清Ｖ型（欧洲蝙蝠狂犬病病毒）的建立。

Ｌｙｓｓａｖｉｒｕｓｅｓ，ＥＢＬ）ＥＢＬｌ和ＥＢＬ２的另一种新的血清

Ｋｉｓｓｉ等Ｈ纠比较了６个不同基因型代表毒株的Ｎ基因序

５．狂犬病病毒单克隆抗体分型：最初的狂犬病病毒与

列，发现有两个区域的同源性水平低于平均数：１０８０～１２７８

狂犬病相关病毒的识别是通过抗狂犬病病毒核衣壳蛋白单

核苷酸（共１９９个碱基）区域和位于９９～４０５核苷酸之间的区

克隆抗体进行的。此外．这类单克隆抗体还可以识别这类病

域，这也是变异最大的区域。在同～基因型中（基因Ｉ型）的

毒中存在的诸多变异株忆“。虽然ＭＯＫＶ分离株与ＬＢＶ分

不同毒株（共５４株）之闾核苷酸水乎的平均差异是９．６％，种

离株相比更为密切相关，３种ＭＯＫＶ变异株和５种ＬＢＶ变

系发生树可以将其分为至少１１个不同的基因谱系，这些谱

异株通过单抗分析仍然可以被鉴别出来。此外，在这２种病

系与这些毒株的地理位置和感染的宿主种类直接相关。进

毒群中有少数变异株显示出一些特别的变异与特别的宿主

一步研究高变异区的４００个核苷酸和完整的Ｎ基因绘制的

种类和地理区域相关。因此，应用抗独特型单抗反应谱可以

种系发生树可以准确定出每一谱系的病毒感染的宿主和地

作为测定一些特别的变异与宿主动物种类的关系的方法。

理分布范围。到目前为止，在所有研究的狂犬病病毒中有一

抗狂犬病病毒ＮＰ和ＧＰ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分析显示，

个共同特征，既ＮＰ基因以及与其相邻的非编码区共有三个

分离自不同宿主动物或不同地理位置的狂犬病病毒之间存

高变异区：编码ＮＰ的氨基末端和羧基末端，中间为高度保

在着相当大的抗原差异，并且证明这种差异既存在于ＮＰ中

守区域ｎ６’”’，这与确幽的研究结果相一致；第三个区域既变

也存在于ＧＰ中阻…。在抗狂犬病病毒核衣壳蛋白单抗反应

异最大的区域是Ｎ基因ｍＲＮＡ ３’端非编码区、Ｎ—Ｍ１基因间

基础上可以清楚地区分狂犬病病毒和狂犬病相关病毒拉“。

区和Ｍ１ ｍＲＮＡ ５ ７端非编码区并且包括转录信号。这种高

与以往血清学分型所不同的是用抗狂犬病病毒核衣壳蛋白

变异率还存在于Ｇ—Ｌ间区¨…。在狂犬病病毒基因组非编码

单抗还可以在同一血清型内进行进一步的分组，通过这种方

区核苷酸的高度变异与对这些区域的不严格要求和无意义

法不仅可以识别毒株的类型，还可进一步分析毒株传播的宿

变异有关。但是，这种碱基的替换并非随意的，无论是对编

主动物和地理位置，从而有可能找到流行来源的线索。

码区或非编码区分析基础之上得出的种系发生相似性也支

狂犬病病毒间的差异同样表现在与抗狂犬病病毒ＧＰ单

持这种观点¨”，提示这种选择压力同样对病毒结构有所

抗的独特反应中，由于抗狂犬病病毒ＧＰ单克隆抗体具有中

要求。

和活性可以特异性与该病毒表面ＧＰ结合，产生中和作用。

４．狂犬病病毒血清学分型：传统意义上，在狂犬病病毒

不同地理位置或不同宿主分离到的狂犬病病毒的ＧＰ可能存

屑内只有一个血清组，即血清Ｉ型（典型的狂犬病病毒）。血

在着抗原性差异，病毒在不同细胞基质中传代也会影响ＧＰ

清Ｉ型病毒包括全球各地主要的原型株和实验株，以及多种

抗原决定族，用特异性抗ＧＰ单克隆抗体进行中和实验则会

动物分离株。进～步通过多克隆抗体血清中和试验、补体固

产生不同的中和效果。用这种方法对大量毒株的分析和研

定试验和交叉中和试验等血清学反应，发现狂犬病病毒和随

究已经认识到一些狂犬病街毒在ＧＰ抗原结构上与疫苗株有

后发现的与该病毒类似的狂犬病相关病毒有所区别［２…，狂

明显不同阻６＇２“，并且疫苗免疫的失败与疫苗株和街毒株间抗

犬相关病毒包括Ｍｏｋ０１ａ ｖｉｒｕｓ（ＭＯＫＶ）、Ｌａｇｏｓｂａｔ

原差异的程度有关。

ｖｉｒｕｓ

（ＬＢｖ）、Ｄｕｖｅｎｈａｇｅ ｖｉｒｕｓ（ＤＵＶ），这些病毒分离自世界不同地

Ｓｍｉｔｈ和磁ｎｇ心引用抗狂犬病病毒核衣壳蛋白单抗

区并且来自广泛种类的宿主动物¨“，其中除了ＬＢＶ，所有这

（ＭＡｂ．ＲＮＰｓ）对来自不同地区的４２７株狂犬病病毒进行分

些病毒均可致人疾病。由动物制备的多克隆抗体血清学反

析，根据反应类型不同将其分组，这种分组与宿主动物的种

应显示狂犬病病毒和３种狂犬病相关病毒均属于狂犬病病

类和地理分布有关，并且这种反应类型的不同长时期保持稳

毒属的成员。ＭＯＫｖ、ＬＢＶ和ＤｕＶ病毒的核衣壳蛋白抗原

定。进一步比较发现无论是主要宿主动物或少数其他动物

·３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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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毒株，或将毒株经细胞或动物传代，其反应类型仍然

个独立的基因型，即基因５型和６型。这种基因分型结果和

保持不变。

原有的抗原分型是一致的，但更具有说服力和更为敏感，而

蝙蝠狂犬病被认为是非常独立的，很少成为陆地动物狂

且也提供了一个好的评估预值用于将狂犬病病毒分离物从

犬病的传染来源。但一些资料表明感染的蝙蝠偶尔也可将

基因１型到独特遗传谱系的分类，如果病毒分离物的ＮＰ基

狂犬病病毒传人陆地动物。例如北美一些无陆地动物狂犬

因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同源性分别低于８０％和９２％，分离

病流行的地区偶然会有陆地动物患狂犬病或蝙蝠患狂犬病

物将属于不同的基因型。该研究还显示ＮＰ中氨基末端４００

的报道，这些地区的动物患狂犬病可能是接触了感染的蝙蝠

个核苷酸编码区域和核蛋白基因（Ｎ）一磷蛋白基因（Ｐ）非编码

造成的。比较２４株从这些地区分离毒株的单抗反应类型表

区域的９３个核苷酸也可以用来确定主要病毒谱系的地理分

明其中的２３株来自蝙蝠，流行病学调查证明其中一匹患狂

布，这与ＮＰ全基因序列研究结果一致。因此当大量标本需

犬病马和一头患狂犬病牛接触过感染的蝙蝠；剩余的１株分

要快速分析时，可以用这两个短的高变区域进行快速种系发

离自纽约一只犬，该犬来自非洲，用抗病毒核蛋白单抗进行

生分析。

分析表明，分离的毒株完全不同于以往从纽约分离的毒株，

１９９６年澳大利亚蝙蝠新分离的狂犬病病毒（ＡＢＬｖ）¨…，

却与非洲分离栋反应一致。由此可以看出拢核衣壳蛋自单

通过交叉中和实验帮盘清学实验表弱ＡＢＬＶ和狂犬病病毒

抗反应类型上的差异与病毒的宿主和地理上的差异相一致。

抗原性相似∞…，但ＡＢＬＶ的Ｎ、Ｐ、Ｍ和Ｇ基因序列与其他狂

应用这一原理，这些单抗在流行病学中也很有用，可以显示

犬病病毒进行分析比较，结果表明ＡＢＬｖ与其他狂犬病病毒

给定毒株的地理位置和与之相关的宿主动物；提供狂犬病病

核苷酸水平上的差异足以将其归属于一个独立的基因型（基

毒株的遗传信息¨…，以及对人和家养动物潜在的暴露来

因７型）”…。进一步对２４个ＡＢＬＶ和６个基因型的狂犬病

源…１，这对狂犬病的流行病学研究和控黼有重要指导意义。

病毒的ＧＰ基因核苷酸序歹Ｉｊ种系发生分析显示，ＡＢＬＶ是一

单克隆抗体分型早已显示分离自不同地区或不同宿主

个独立的狂犬病病毒种类”“。

的动物狂犬病病毒存在着相当大的抗原差异，但在一定地理

７．狂犬病病毒遗传谱系分类：Ｂａｄｒａｎｅ等¨副根据病毒一宿

区域内的一种动物中传播的狂犬病病毒，其基因结构相对

主间反应、ＧＰ基因种系发生分析，将狂犬病病毒属的病毒分

稳定。

为两个遗传谱系。遗传谱系Ｉ的病毒由世界范围内分布的

６．狂犬病病毒基因分型：ＮＰ基因首先被用于狂犬病病

基因】型以及４型、５型（ＥＢＬｌ）、６型（ＥＢＬ２）和７型组成，遗

毒基因分型，其原因有几个方面：第一，绝大多数狂犬病病毒

传谱系Ⅱ的病毒由分离自非洲的基因２型（ＬＢｖ）和３型

以及狂犬病相关病毒的鉴定是根据抗狂犬病病毒核衣壳蛋

（ＭＯＫＶ）组成。继续研究免疫学和致病性特点以ｒ解这种

白单克隆抗体反应特点进行的，因此将ＮＰ作为基因和抗原

遗传谱系分类的生物学意义，发现遗传谱系Ｉ的病毒（基因１

分类的工具；第二，由于核衣壳蛋白引发的免疫反应可以抵

型和ＥＢＬｌ）通过脑内或肌肉注射途径感染鼠显示有致病性，

抗不同型狂犬病病毒的感染ｂ…；第三，ＮＰ基因的保守性并

而遗传谱系ＥＩ的病毒（ＬＢＶ和ＭＯＫｖ）只有脑内接种途径感

因此可以方便地用于比较经过相对长时间进化的病毒分离

染鼠才会致病；ＧＰ毒力关键决定位点（３３３位Ｒ残基）在遗

物¨…。正是这样的工作使得狂犬病病毒在原有的抗原分型

传谱系Ⅱ的病毒发生了自然替换，从而导致了其致病性的减

基础上实现了基因分型新的分类方法。ＮＰ基因对狂犬病病

弱。在每一个遗传谱系内，ＧＰ膜外区氨基酸序列至少有

毒进行基因分型的最初，是通过设计特异性弓；物用ＰｃＲ扩

７４，Ｏ％的一致性，并且抗ＧＰ病毒中和抗体显示有交叉中积

增ＮＰ基因作为一种简单的诊断方法，进一步扩大到ＮＰ基

作用。在不同遗传谱系之间，序列间一致性低于６４．５％并且

因核苷酸测序基础上的准确基因分型。代表所有６个基因

没有交叉中和作用，从而解释了传统的狂犬病疫苗（遗传谱

型狂犬病病毒分离物的ＮＰ基因序列可以用于提供足够的

系Ｉ）不能有效保护遗传谱系Ⅱ的病毒的攻击。因此，狂犬

信息来鉴定分离物为独特基因型中的一个。从比较的观点，

病病毒这种遗传谱系的差异较以往血清学分型和基因分型

孩衣壳蛋白曷其不同的结构以及作为决定宿主范舀的可能

稻比更为深入地反应了病毒的生物学祷性。

性，使得狂犬病病毒ＮＰ基因结构用于进化分析和遗传变异
研究。
Ｂｏｕｒｈｙ等【１６１对已经报告的狂犬病病毒属各个血清型中

在核衣壳蛋白水平，狂犬病病毒之间有着广泛的抗原交
叉反应，主要是由于ＮＰ的序列保守，氨基酸序列同源性达
７８．Ｏ％（ＭｏＫＶ和ＥＢＬＶ一２）至９３．Ｏ％（ＤＵＶＶ和ＥＢＬＶ一１），

具有代表性的分离物，包括：ＰＶ株和狐狸分离株（血清Ｉ

因此人们可以使用类似的免疫荧光诊断试剂检测狂犬病病

型）、ＬＢＶ（血清Ⅱ型）、ＭｏＫＶ（血清Ⅲ型）、ＤＵｖ（血清ｊ、『型）、

毒属的病毒。携带主要抗原部位的ＧＰ的胞外段更加易变，

２种欧洲蝙蝠狂犬病病毒（血清Ｖ型，ＥＢＬｌ和ＥＢＬ２），通过

同～遗传谱系内的狂犬病病毒之间能够交叉中和（胞外段的

ＮＰ基因的测序和比较，首次进行了狂犬病病毒基因分型的

氨基酸序列同源性＞７４．０％），但不同遗传谱系之问的狂犬

分析。在ＮＰ基因序列同源性分析基础上，将狂犬病病毒分

病病毒无交叉中和反应（胞外段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

为６个基因型，基因型１、２、３、４与相应的血清型对应，ＥＢＬｌ

６２、０％）伸“。Ｎ基因编码病毒内部蛋白，调节病毒的转录积

和ＥＢＬ２构成了血清Ｖ型，但基因结构上又相互区别成为２

复制，是适应宿主的重要调节因素。Ｇ基因编码病毒外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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