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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深圳市一起肠道病毒７１型引发手足口病
流行的基因型别分析
何雅青

【摘要】

杨洪

周丽

李琳琳谭洁

毛丽莎

阳帆

刘建军

吕星

目的对２００４年深圳市一起肠道病毒７１型（Ｅｖ７１）引发手足口病流行的基因型别分

析。方法用ＥＶ７１型特异性引物进行ＲＴ．ＰＣＲ，并对ＥＶ７１的ＶＰｌ和ＶＰ４基因进行克隆，所得的序
列与ＥＶ７１型Ａ、Ｂ、Ｃ基因型代表株的核苷酸序列用ＴｒｅｅＶｉｅｗ和ＰＨＹＬＩＰ软件（３．６ｂ）进行系统进化
分析。结果４株病毒与Ｃ基凶型代表株比较接近。ＶＰｌ区核苛酸同源性在８７．８％～９２．０％之间，
ＶＰ４区核苷酸同源性在８５．９％－－８７．４％之间；与Ａ、Ｂ基因型代表株比较差异较大，ＶＰＩ区核苷酸同
源性为８１．９％－－８４．２％，ＶＰ４区为８０．６％～８５．０％；４株病毒ＶＰｌ核苷酸同源性为９４．１％～９９．８％，
ｖＰ４同源性为１００％，组成一个独立的小分支。结论对ＥＶ７１的ＶＰＩ和ＶＰ４区进行基因进化分析，
可得出类似的结果，４株Ｅｖ７ｌ深圳流行株可命名为ＣＡ亚型。
【关键词】肠道病毒７１型；手足口病；基因型分析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ｏｖｉｒｕｓ ｔｙｐｅ ７１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砸№一ｑｉｎｇ，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ＬＪ

ｆｒｏｍ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ａｎｄ－ｆｏｏｔ－ｍｏｕ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Ｌｉｎ—ｌｉｎ，ＴＡＮ Ｊｉｅ，ＺＨＯＵ Ｌｉ，ＭＡ０ Ｌｉ—ｓｈａ，ｙＡＮＧ

Ｒ”，ＬｊＵ Ｊｉａｎ—

ｉｕｎ，ＬＶ Ｘｉ聍ｇ．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５１８０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０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ｏｖｉｒｕｓ ｔｙｐｅ ７１，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ａｎｄ—
ｆｏｏｔ－ｍｏｕ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ｉｎ

２００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Ｔ－ＰＣＲ）ｕｓｉｎｇ ＥＶ７１
ＥＶ７１ ｗｅｒｅ ｃｌｏｎ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ｑｕｅｎｔｅｄ．Ａ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ｅｅ

ａｎｄ Ｃ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ＴｒｅｅＶｉｅｗ

ｇｅｎｏｇｒｏｕｐｓ Ａ，Ｂ

ｗａｓ

Ａ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ｗｅｒ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ｐｒｉｍｅｒ．Ｔｈｅ ＶＰｌ ａｎｄ ＶＰ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３．６ｂ）．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ＬＩＰ

ｗｉｔｈ
ＶＰｌ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ｉｓｅ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ｓｈａｒｅｄ ８７．８％一９２．Ｏ％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ｏｇｒｏｕｐ Ｃ，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Ｐ４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８５．９％一８７．４％．Ｔｈｅ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４

ｔｈｅ ＶＰｌ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Ａ ａｎｄ Ｂ Ｗｆ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８１．９％一８４．２％ａｎｄ ＷａＳ ８０．６％．８５．０％

ＶＰ４．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４ ｓｔｒａｉｎｓ．ｔｈｅ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Ｐｌ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９４．１％．
９９．８％ａｎｄ ｗａｓ １００％ｗｉｔｈ ＶＰ４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ｓｉｎａｉ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ｕｌｄ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ｔｅ ＥＶ７ ｌ ｇｅｎｅｔｙｐｅ ＣＡ．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Ｖ７１ ｂａｓｅｄ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ＥＶ７１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ｎｔｅｒｏｖｉｒｕｓ ｔｙｐｅ

ｏｎ

ＶＰｌ

ｎａｍｅｄ硝ＣＡ

７１；Ｈａｎｄ·ｆｏｏｔ—ｍｏｕ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ＶＰ４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

’

肠道病毒７１型（Ｅｖ７１）是引起手足口病的重要

发生一起手足口病的暴发，症状以手掌、１３腔黏膜、

病原。手足口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病，夏秋季易于流

足底、臀部出现疱疹为主，无中枢神经系统合并症，

行，托幼机构是主要发病场所。本研究对２００４年

发病年龄为３～６岁，共有２４例发病，发病率为

５—６月深圳市某幼儿园发生一起ＥＶ７１引起手足

３．５％（２４／６９０）。于６月１３—２５日采集该幼儿园手

口病暴发的病原进行检测，并对其中４株病毒进行

足口病患儿粪便标本１３份，每份标本约１０ ｇ，检测

核苷酸序列测定和比较分析。

后置于一８０℃保存。
２．标准毒株：ＥＶ７１的标准毒株采用ＥＶ７１一

材料与方法
１．对象与标本：２００４年５—６月深圳市某幼儿园

ＳＨＺＨ９８，其全基因组已提交国际核酸与蛋白数据
库（ＧｅｎＢａｎｋ，接收号码为ＡＦ３０２９９６）。
３．ＲＮＡ提取：用Ｒｏｃｈｅ Ｈｉｇｈ

作者单位：５１８０２０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何雅青、杨洪、谭

Ｐｕｒｅ ｖｉｒａｌ ＲＮＡ

Ｋｉｔ试剂盒提取，取绿豆粒大小的粪便标本，加ＴＥ
Ｉ￡ｌ制成１０％～２０％的悬液，８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洁、周丽、毛丽莎、阳帆、刘建军、吕星）。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５００

室（李琳琳）

５ ｍｉｎ；取２００肚ｌ标本上清加４００ ｔＡ结合液，混合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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匀，加入纯化过滤管中，１０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５ ｓ；弃去

７．ＤＮＡ序列测定和分析：以Ｔ７和ＳＰ６为通用

过滤液，换一新的收集管，加入５００／Ａ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引物，按照Ｔａｑ ＤｙｅＤｅｏｘｙＴＭ

ｒｅｍｏｖａｌ ｂｕｆｆｅｒ，１０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 ｍｉｎ；弃去过滤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液，换一新的收集管，加入４５０ ｔＡ洗液，１０
离心１ ｒａｉｎ；重洗一次；最后１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ｒ／ｍｉｎ

ｒ／ｒａｉｎ离一Ｌ，１０ ｓ，弃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

Ｃｙｃｌｅ

Ｋｉｔ（ＡＢＩ公司）所提供的条件进行荧光素

标记的ＤＮＡ序列测定反应。反应产物通过Ｃｅｎｔｒｉ．
Ｓｅｐ Ｓｐｉｎ

Ｃｏｌｕｍｎ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公司）去除

去残余的洗液；去掉收集管，换一个干净的无ＲＮＡ

未掺入的ｄｄＮＴＰ后，在ＡＢｌ３７３Ａ型ＤＮＡ序列自动

的１．５ ｍｌ Ｅｐｐｅｎｄｒｏｆ离心管，用５０“ｌ洗脱液加入过

分析仪上进行测定。全部ＤＮＡ序列及由ＯＲＦｓ所

滤管中，１０

推导的氨基酸序列的排列分析和同源性比较等工作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 ｍｉｎ，将提取的ＲＮＡ移

到一个新的离心管中。

均利用ＤＮＡＳｔａｒ和ＢｉｏＥｄｉｔ软件完成，ＥＶ７１病毒的

４．ｃＤＮＡ的合成：以提取的病毒ＲＮＡ为模板，
应用随机引物在Ｍ—ＭＬＶ反转录酶的作用下反转录
获得病毒基因组ｃＤＮＡ，反应条件为６５℃５ ｍｉｎ，加
入反转录酶后２５℃孵育１０ ｒａｉｎ，４２℃延伸１ ｈ，７０℃
变性１０ ｒａｉｎ。

参比序列取自ＧｅｎＢａｎｋ。
结

果

１．ＲＴ—ＰＣＲ检测ＥＶ７１：采用ＥＶ７１特异性引
物对１３份标本进行ＲＴ．ＰＣＲ，有９份标本扩增出

５．ＲＴ—ＰＣＲ：以病毒ＲＮＡ为模板，用随机引物，

５０７ ｂｐ的特异性条带，其中０４．Ｊ３８、０４．Ｊ３９、０４一Ｊ４０和

经ＡＭＶ反转录酶４２℃反转录３０ ｒａｉｎ，９４℃变性

０４一Ｊ４２等４份标本特异性条带强，其余标本的特异

３

ｒａｉｎ后进行ＰＣＲ，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酶（均为

性条带较弱，ＥＶ７１阳性率为６３．２３％。

Ｂｏｅｈｒｉｎｇｅｒ Ｍａｎｎｈｅｉｍ公司产品）进行ＲＴ—ＰＣＲ反应。

２．４株病毒ＶＰｌ区核苷酸及氨基酸序列和相

反应条件为９４℃预变性５ ｒａｉｎ；９４℃变性４５ ｓ，５０℃

关序列的比较分析：０４．Ｊ３８、０４．Ｊ３９、０４一Ｊ４０、０４．Ｊ４２病

退火４５ ｓ，７２℃延伸１ ｒａｉｎ，３４个循环；７２℃延伸

毒ＶＰｌ区核苷酸同源性为９４．１％～９９．８％，氨基酸

１０

ｒａｉｎ；用ＥＶ７１特异性引物进行扩增，ＰＣＲ后，用

的同源性为９６．９％～１００％。与Ａ基因型（ＢｒＣｒ）核

１．５％的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结果，特异性片段长度

苷酸同源性为８１．９％～８２．２％，氨基酸的同源性为

为５０７ ｂｐ。

９３．９％－－９４．６％；与Ｂ１、Ｂ２、Ｂ３、Ｂ４亚型核苷酸同源

６．病毒ＶＰｌ和ＶＰ４基因的克隆：采用

性在８３．０％～８４．２％之间，氨基酸的同源性在

ＤＮＡＳｔａｒ中的ＭｅｇＡｌｉｇｎ软件合成３对病毒特异性

９６．２％－－９７．９％之间；与Ｃ１、Ｃ２、Ｃ３亚型核苷酸同

引物（表１），引物的序列按ＢｒＣｒ（Ｕ２２５２１），ＳＨＺＨ９

源性在８７．８％～９２．０％之间，氨基酸的同源性为

（ＡＦ３０２９９６），ＴＷ２０８６（ＡＦｌ １９７９６），ＳＩＮ５６６６

９７．９％～９９．６％之间，与Ｃ４亚型的中国深圳株

（ＡＦ３５２０２７）中的保守序列来设计，引物的位置以标

ＳＨＺＨ９８、ＳＨＺＨ０３、浙江株ＺＪ．１—０３、重庆株ＣＱ０３—１

准株ＢｒＣｒ为准。以病毒基因组ＲＮＡ为模板在

和上海代表株比较接近，核苷酸同源性为９４．１％～

ＡＭＶ反转录酶和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酶（均为Ｐｒｏｍｅｇａ

９５．６％，氨基酸的同源性为９６．９％～１００％，说明本

公司产品）作用下进行ＲＴ－ＰＣＲ反应。ＰＣＲ反应条

次４株病毒均为ＣＡ亚型。

件为：９４℃１ ｒａｉｎ，５０℃１ ｒａｉｎ，７２℃１．５ ｒａｉｎ，３５个

４株病毒核苷酸序列比较显示，０４一Ｊ３８与０４－Ｊ３９

循环。ＰＣＲ扩增的特异性片段经１％琼脂糖凝胶电

相差２个核苷酸，与０４．Ｊ４０均相差１个核苷酸，

泳分离，回收纯化（ＱＩＡＧＥＮ）后分别克隆至

０４一Ｊ４２与０４．Ｊ４０相差３个核苷酸。０４一Ｊ３９与０４．Ｊ４０氨

ｐＧＥＭ．Ｔ Ｅａｓｙ载体（Ｐｒｏｍｅｇａ）。重组克隆经限制性

基酸序列完全相同，与０４．Ｊ３８相差１个氨基酸，与

内切酶（Ｐｒｏｍｅｇａ）鉴定。

０４．Ｊ４２相差２个氨基酸。

表１
核背酸数量
ｌ～１１９４

ＥＶ７１一ＶＰＩ、ＶＰ４区基因扩增引物
引

物

Ｆ１：ＴＴＡＡＡＡＣＡＧＣＴＧＴＧＧＧＴＴＧ
Ｒｌ：ＡＣＴＴＯＣＡＧＴＡＣＣＡＴＣＣＣＴＴＧ

２０７１～３２８１

Ｆ２：ＴＧＴＴＣＡＣＴＧＧＧＴ（：ＣＴＴＴＡＴＧＧＣ

Ｒ２：ＡＣＣＡＧＣＡＴＡＡＴ丌ＧＧＧＴＴＧＧＣＴ
３０１３～４３２６

０４．Ｊ３８第１７２位氨基酸发生突变，由谷胺酰胺
变为Ｘ，０４一Ｊ４２第４１位和２８７位氨基酸发生突变，分
别由Ｔ变为丝氨酸和Ｔ变为丙氨酸。
３．４株病毒ＶＰ４区核苷酸及氨基酸序列和相
关序列的比较分析：４株病毒ＶＰ４区核苷酸序列完

Ｆ３：ＴＡＯＣＡＴＴＣＡＴＧＴＣＡＣＣＴＧＣＧＡ

全相同，与ＣＡｌ６一Ｇ１０核苷酸同源性为６８．５％，与Ａ

Ｒ３：ＣＴＡＧＡＴＡｃＧＡＣＡＣＡｌｖｒＣＣＣＡＡＡ

基因型核苷酸同源性为８２．１％；与Ｂｌ、Ｂ２、Ｂ３、Ｂ４亚

·７９２·

表２

４株ＥＷｌ与不同基因型代表株核苷酸及氨基酸同源性分析（％）

注：４该行为核苷酸同源性；６该行为氨基酸同源性

型核苷酸同源性在８０．６％－８５．０％之间，与Ｃ１、Ｃ２、

ＥＶ７１引起的手足口病多伴有神经系统并发症，因

Ｃ３亚型同源性在８５．９％～８７．４％之间。与ＣＡｌ６

此，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根据ＥＶ７１的ＶＰｌ和

氨基酸的同源性为７８．２％，与Ａ、Ｂ、Ｃ基因型代表株

ＶＰ４基因序列变异情况，ＥＶ７１分为三个不同的基

氨基酸的同源性为１００％。

因型：Ａ、Ｂ、Ｃ型，其中Ｂ和Ｃ型又可以分为Ｂ１、Ｂ２、

４．ＶＰｌ基因进化分析：图１是根据ＶＰｌ区核

Ｂ３、Ｂ４和Ｃｌ、Ｃ２、Ｃ３亚型Ⅲ，７｜。

苷酸序列的系统进化分析，得到树状图；图１显示，

ＶＰｌ区是编码衣壳蛋白，是主要表面抗原的决

ＥＶ７１深圳流行株和各基因型的代表株在系统进化

定区，是ＥＶ分型的主要区域。４株病毒的ＶＰｌ区

树上聚集为Ａ、Ｂ、Ｃ三个分支，与Ｂｒｏｗｎ的传统分型

基因全长８９１ ｂｐ，与相关的ＥＶ７１比较，与中国深圳

相符。深圳流行株与Ａ、Ｂ基因型不同，与Ｃ基因型

株ＳＨＺＨ９８、ＳＨＺＨ０３、浙江株、重庆株和上海株的同

距离较近，因此，流行株为Ｃ基因型。

ＢｒＣｒ

Ｍｓ

深圳４株流行株与Ｃ１、Ｃ２、Ｃ３亚型不

２６０９．ＡＵＳ－７４

同，与中国深考ＩＩ株ＳＨＺＨ９８、ＳＨＺＨ０３、

２２８９．ＭＡＡ－９７
５５ ｌ Ｉ／ＳＩＮ／００

浙江株ＺＪ．１．０３、重庆株ＣＱ０３．１和上海

ｌ ８／ＳＩＮ／９７

株ＳＨＨ０２—６在进化树上形成一个相对

２８９６：ｒ＇ＡＩ一９８
２８６８．１’ＡＩ－９８

独立的分支，被定为ＣＡ亚型。

２６４ １．ＡＵＳ一９５
２２８６．ｒ５（厂ＵＳＡ／９７

５．ＶＰ４基因进化分析：图２是根

０１３．ＫＯＲ一００

据ＶＰ４区核苷酸序列的系统进化分

００１．－ＫＯＲ．—００
９７１ ８ＴＸ一８９

Ｓ１８１９Ｉ／ＳＡ眺

析，得到树状图；图２显示，ＥＶ７１深
圳流行株与Ｃ１６．Ｇ１０亲缘关系较远，

ｌＭ／ＡＵＳ／１２／００
４５７５／ＳＩＮ／９８

与各基因型的代表株在系统进化树上

ＳＨＺＨ０３

聚集为Ａ、Ｂ、Ｃ三个分支，深圳流行株

ＺＪ－ｌ·０３
Ｃ００３．１

与Ａ、Ｂ基因型不同，与Ｃ基因型距离

ＳＨＩ １０２－６
ＳｌｉｚＨ９８

较近，４株流行株为Ｃ基因型，且４株

０４－Ｊ３９

流行株与Ｃ１、Ｃ２、Ｃ３亚型不同，在进

０４一Ｊ４０
０４－Ｊ３８

化树上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分支。
讨

论

近年来，手足口病在亚洲的流行

０４－Ｊ４２
注：Ａ：ＢｒＣｒ（Ｕ２２５２１）；Ｂ１：２６０９一ＡＵＳ－７４（ＡＦｌ３５８８６）；１３２：Ｍｓ（Ｕ２２５２１）；
１３３：２２８９．ＭＡＡ－９７；Ｂ４：１８１ＳＩＮ／９７（ＡＦ２５１３５９）；５５１Ｉ／ＳｉＮ／００（ＡＦ３７６１２１）；２８９６一
ＴＡＩ．９８；Ｃ１：Ｓ１８１９１１ＳＡＲ／０２（ＡＹｌ８９１５４）；ＩＭ／ＡＵＳ／１２／００（ＡＦ３７６０９８）；４５７５／

呈上升趋势ｎ’２】，在我国的许多省份

ＳＩＮ／９８（ＡＹｌ２５９８６）；

都曾出现过手足口病的流行，其主要

（ＡＦｌ３５９４１）．２８６８．ＴＡＩ一９８；（２３：００１一ＫＯＲ一００（ＡＹｌ２５９６６）；０１３．ＫＯＲ．００

病原为柯萨奇Ａ１６和ＥＶ７１等肠道病

（ＡＹｌ２５９７６）；Ｃ４：０２１０３．１（ＡＹ５４７５０１）。Ｓ删０２—６（ＡＹ５４７４９９）。ＺＪ．１一０３

毒¨ｊ】。目前，世界上几起严重的手足
口病暴发或流行均由ＥＶ７１引起，由

９７１８．Ｔｘ．８９；

Ｃ２：２６４１－ＡＵＳ９５，２２８６一Ｔｘ／ＵＳＡ／９７

（ＡＹ９０５６１４）
围１

Ｖｉａｌ区的基因进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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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９３·

距离较近，且在进化树上形成一个相对

ＢｒＣｒ
ＣＡｌ６４３ＩＯ

独立的分支。

３７９９，ＳＴＮ，９８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ＶＰｌ和

ＳＢ ｌ ６４７／ＳＡＲ／００
５７６９／ＳＩＮ／００
８ １０２．Ｗ＾８７，ＵＳ～８７
２２３５－ＮＹ７７，ＵＳＡ，７７
２０３７一ＭＤ９５，ＵＳＡ／９５
９Ｐ｝ＡＵＳ／６／９

ＴＷ／２０８６／９８

ＶＰ４基因进化分析，可得出类似的结
果，与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中
国台湾ＥＶ７１流行株不同，４株ＥＶ７１深

圳流行株为一个独立的分支——Ｃ４亚

Ｔａｉｎａｎ／４６４３／９８

型，至于其基因变化与致病性的关系以

ＮＣＫＵ９８２２
ＫＯＲ．Ｏｌ

及与病毒毒力之间的相关性的关系还有

ＫＯＲ．１３

待进一步研究。

０４４４２
０４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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