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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浙江省温州市啮齿动物中汉坦病毒的
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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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浙江省温州市啮齿动物中汉坦病毒（ＨＶ）流行情况及病毒型别，为该地区肾

综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的预防控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ＩＦＡ）检测鼠肺中ＨＶ

抗原；用ＲＴ．ＰＣＲ法扩增阳性样品中ｌⅣ的部分Ｓ片段及部分Ｍ片段；构建系统发生树进行系统发
生分析及分型。结果在温州市ＨＦＲＳ疫区共捕获啮齿动物９６只，在６份鼠肺样品中检测到ＨＶ抗
原，其中４只褐家鼠，１只黄胸鼠与１只黄毛鼠，病毒携带率为６．３％。用汉城病毒（ＳＥＯＶ）特异引物
从其中５份ＨＶ抗原阳性样品中扩增出部分Ｓ片段（６２０～９９９ｎｔ）及部分Ｍ片段（２００１～２３０Ｉｎｔ）并测
定序列。对扩增出的部分Ｓ及Ｍ片段的核苷酸序列分析发现，５株病毒与现有的ＳＥＯＶ有高同源性，
均为汉城型ＨＶ。但在用部分Ｓ片段及部分Ｍ片段核苷酸序列所构建的系统进化树上，５株病毒的
聚集模式不同。结论

温州市的褐家鼠、黄胸鼠、黄毛鼠均携带汉城型ＨＶ，并可能发生基因片段的

重排。
【关键词】汉坦病毒；汉城型病毒；基因分型；系统发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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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坦病毒（ｈａｎｔａｖｉｒｕｓ，ＨＶ）属于布尼亚病毒科

坦病毒肺综合征（ＨＰＳ），但宿主动物感染后其生长

的ＨＶ属，主要由啮齿类动物携带并传播给人类。

繁殖不受影响，且产生持续无症状感染…。在全世

虽然人感染后能引起肾综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和汉

界范围内已发现Ｈｖ至少存在有２２个以上的血清
型或基因型¨１，每一型ＨＶ由一种或少数几种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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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啮齿动物携带并传播，与自然宿主共进化哺１。
由于ＨＶ与宿主动物间的这种共进化关系，一个地
区宿主动物的种群构成及其感染情况也就决定了当
地ＨＦＲＳ疫区的类型及其流行强度。温州市地处

·８９２·

东南沿海，地理地貌以山区为主，与福建省ＨＦＲＳ
的主要疫区相邻，１９８１年报告首例ＨＦＲＳ病例，随

比较分析的Ｈｖ序列来自于ＧｅｎＢａｎｋ（表１）。
表１

研究中用于系统发生分析的毒株及来源

后ＨＦＲＳ疫情不断。为进一步了解温州市宿主动
物中的ＨＶ型别、流行强度，我们在温州市进行宿主
动物ＨＶ的流行病学调查，并从ＨＶ抗原阳性的鼠
肺样品中扩增出部分Ｓ、Ｍ基因片段，做病毒的基
因分型及分子流行病学分析。
材料与方法
１．标本采集：２００７年冬季在温州市ＨＦＲＳ流行
最严重的瑞安市疫点周围的野外及居民区用鼠笼捕
鼠，对捕获的鼠类标本经分类鉴定后，无菌解剖取其
肺脏，放置于液氮中保存待检。
２．病毒抗原检测：将鼠肺样品冰冻切片后，用间
接免疫荧光法（ＩＦＡ）检测。兔抗一ＨＶ抗体由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出血热室制备，
羊抗兔免疫荧光抗体购自Ｓｉｇｍａ公司。免疫荧光检
测抗原呈阳性的标本用于扩增部分Ｓ基因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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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ｌ无ＲＮＡ酶的去离子水溶解，于一７０℃保存
备用。
４．引物的设计及合成：用Ｐ１４引物反转录Ｓ与

结

果

Ｍ基因片段¨１，用于扩增Ｓ片段（６２０～９９９ｎｔ）与Ｍ
片段Ｇｃ区（２００１～２３０Ｉｎｔ）的引物见参考文献［５］。
引物由北京奥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合成。

１．ＨＶ抗原检测：２００７年在温州市主要ＨＦＲＳ
疫区瑞安市的居民区及野外共捕获啮齿类动物９６

５．ＲＴ．ＰＣＲ：以Ｐ１４引物使用ＡＭＶ反转录酶

只，其中褐家鼠（Ｒａｔｔｕｓ ｎｏｒｖｅｇｉｃｕｓ）６４只（野外８

（Ｐｒｏｍｅｇａ）于４２℃反应６０ ｍｉｎ合成Ｓ及Ｍ基因的

只、居民区５６只），黄胸鼠（Ｒａｔｔｕｓ ｔａｎｅｚｕｍｉ）１５只

ｅＤＮＡ。采用巢式ＰＣＲ方法，以ＨＶ—ＳＦＯ和ＨＶ—ＳＲＯ

（居民区），黄毛鼠（Ｒａｔｔｕｓ ｒａｔｔｏｉｄｅ）１６只（野外１４

及ＳＥＯ—ＳＦ和ＳＥＯ．ＳＲ为外内引物扩增Ｓ片段（６２０～

只、居民区２只），黑线姬鼠１只（野外）。褐家鼠占

９９９ｎｔ），以外引物ＨＶ—ＭＦＯ和ＨＶ．ＭＲＯ及内引物

总数的６６．７％，为当地居民区的优势鼠种（占居民区

ＳＥｏ—ＭＦ和ＳＥＯ—Ｍ扩增Ｇｃ片段（２００３～２３０２ｎｔ）。

鼠总数的７６．７％）。

具体扩增条件为：９４℃预变性５ ｍｉｎ，９４℃１ ｍｉｎ、

采用ＩＦＡ法检测９６份鼠肺标本，共检出６份鼠

５２℃１ ｒａｉｎ、７２℃１ ｒａｉｎ，共３０个循环，最后于７２℃延

肺样品Ｈｖ抗原阳性，病毒携带率为６．３％，其中褐家

伸１０ ｒａｉｎ。
ＰＣＲ产物用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后，用ＴａＫａＲａ
公司的凝胶回收试剂盒按照说明进行回收纯化。扩
增的核苷酸片段由北京奥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
序列测定。

鼠４只，编号分别为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ｎ２３、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ｎ３３、
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ｎ４５、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ｎ７６，黄胸鼠１只，编号为

Ｗｅｎｚ㈣４，黄毛鼠１只，编号为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ｒ５７。

２．ＨＶ部分Ｓ基因片段核苷酸序列的扩增、测
序及其同源性分析：以ＲＴ．ＰＣＲ法采用ＳＥＯｖ型特

６．系统发生分析：用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包进行基因序

异引物从６份ＨＶ抗原阳性的标本扩增部分Ｓ与

列排序及同源性分析，用ＰＨＹＬＩＰ软件包进行系统发

Ｍ基因片段，并进行序列测定。除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ｎ４５

生分析，以邻位相连法（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ＮＪ）

鼠肺样品外，从其他５份鼠肺样品中均扩增出部分

构建系统发生树。分析采用１０００个多序列组。用于

Ｓ基因片段（６２０～９９９ｎｔ）及Ｍ基因片段Ｇ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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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２３０Ｉｎｔ）的核苷酸序列。５株病毒间的部分

Ａ

２９盟ＮＹＡ０３９

Ｓ片段核苷酸序列的同源性为９６．２％～９８．０％，部

叫卫ｑ二！！：笔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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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Ｍ基因片段核苷酸序列间的同源性为９６．９％～
９９．７％。进一步分析发现，这５株病毒与浙江省慈

Ｐ—９９一ｒ５０Ｃｒｉｘ—ｉＲｆｌＬ３９９５

ｌ∞

溪地区褐家鼠携带的病毒（ＣｉｘｉＲｎ３０、ＣｉｘｉＲｎ５６、

ｋ璺厂！ｊ謦舢２

Ｉ
］７ｌ ｒ—ｂ８ｃ６ｉｘｉｌ０Ｒｆ９２
—１—乙ｃｉｘｉＲｆ２３
９０

ＣｉｘｉＲｎ７６）及北京褐家鼠携带得到ＢｊＨＤ０１株病毒

ｌ爿Ｍ！．ｒＴ竺７７－一广ＳＲ—ＩＩ

的核苷酸序列的同源性大于９５％。

区的核苷酸序列与汉滩型病毒（ＨＴＮＶ）及多布拉伐
型病毒（ＤＯＢＶ）的同源性分别小于７０％和７５％。

Ｉ广—一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ｔ３３

ＬＩ。医鬯婴Ⅲ－啪。

３．系统发生分析：用部分Ｓ片段核苷酸序列
（６２０－－９９９ｎｔ）构建的系统发生树见图１Ａ。由图１Ａ

］ｌ

可见，无论是由褐家鼠携带的３株病毒还是由黄胸

群中。５株病毒与慈溪褐家鼠及北京褐家鼠携带的

中由褐家鼠携带的２株病毒（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ｎ２３、
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ｎ７６）与黄胸鼠及黄毛鼠携带的２株病毒

‘Ｃｃ－ｉｘｉｉｘｉｋＲｎｎ５７６６

℃Ｗｗｅ ｎＩｌｚ ｈｏｈｏｕ Ｒｎ２Ｒｆ＇／４３

。ｋＣ竺Ｗ舵ｅ№ｎｚｈ姝ｏｕ盯Ｒｒ６５７

鼠及黄毛鼠携带的２株病毒全部位于ＳＥＯＶ单元

ＳＥＯＶ病毒分在一起，属于ＳＥＯＶ的ｓ３亚型№Ｊ。其

Ｔｃｈｏｕｐｉｔｏｕｌａｓ

叫硭ｐ篓ｆ２６
匕！忙磊。

另外，这５株病毒的部分Ｓ与Ｍ基因片段Ｇｃ

Ｂ
Ｆ＂－ＨＴＮＶ
｝－—一ＤＯＢＶ

１．。广一ＣＧＲｎ９４１５

哑ｒ

（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ｆ７４、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ｒ５７）聚集在一起，进化关

Ｇ叭３
６８。 。 ＢｊＦＴ０１－

系最近，而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ｎ３３株与其他４株的进化关系

１１９８ｒ－－ｏ－Ｓ广＿－Ｋ２Ｒ２４－ｖ２２
Ｉ＿Ｌ９９

相对较远。

０广Ｇｉｒａｒｄ Ｐｏｉｎｔ
１１１２Ｚ广８０·３９

用Ｍ片段Ｇｃ区核苷酸序列（２００１～２３０Ｉｎｔ）构
建的系统发生树也表明温州地区５株病毒均为

Ｉ轭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ｎ７６

ｓＥＯＶ。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ｎ２３与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ｎ３３两株病毒

叫二乃７
苜陡漩黧：黑

与山东省褐家鼠携带病毒株ＳＤｌ０聚集在一起，
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ｒ５７与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ｆ７４两株病毒与辽宁省
葫芦岛地区褐家鼠携带的病毒株ＨＬＤ６５聚集在一
起。但值得注意的是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ｎ７６株病毒单独构

铲ＳＤｗｌ
Ｌ——一ＷｅｎｚｈｏｕＲｎｌｌ
０ｅＩｌｚｈｏｕＲｎ２３

成一个分支，与包括温州市其他４株病毒在内的Ｓ３
亚型ＳＥＯＶ的进化关系较远（图１Ｂ）¨１。

注：Ａ部分Ｓ基因片段（６２０～９９９ｎｔ）；Ｂ部分Ｍ基因片段Ｇｃ

讨

论

区核苷酸序列用ＨＴＮＶ作外群；标出大于５０％自展值
圈１

用ＮＪ法构建的系统发生树

温州市地处东南沿海，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最
快的地区之一，相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农村居民生活

本次在瑞安市捕捉的９６只啮齿动物中黑线姬

环境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温州市１９８１年报告首例

鼠仅１只，不同于以前的调查结果＂１。这表明该地

ＨＦＲＳ病例，随后ＨＦＲＳ疫情从未间断，２００６年全

区啮齿动物的种群结构可能发生改变，鼠属鼠类已

市共报告２０例。瑞安市是温州市的主要ＨＦＲＳ疫

成为该地区居民区及野外的优势鼠种。从９６份样

区。我们对瑞安市居民区及野外的啮齿动物中ＨＶ

品中检测出的６份Ｈｖ抗原阳性的４份来源于褐家

流行情况调查发现，褐家鼠等啮齿动物中ＨＶ的携

鼠，另２份分别来源于黄胸鼠与黄毛鼠。从其中的

带率高达６．３％。这说明虽然农村居民生活环境条

５份样品中扩增出部分Ｓ与Ｍ基因片段，系统发生

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由于ＨＶ在褐家鼠等啮齿动

分析发现５株病毒全为ＳＥＯＶ的Ｓ３亚型拍１。上述

物中的严重流行，从而导致了该地区人间ＨＦＲＳ仍

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现阶段的人间ＨＦＲＳ可能主

然有较强的流行。

要由ＳＥｏＶ引起。同时也提示我们控制鼠属鼠类

·８９４·

的数量及在人群中加强针对ＳＥＯＶ为主的疫苗接

陵）的地区，深入开展ＨＦＲＳ宿主动物间和人间ＨＶ

种将能有效预防ＨＦＲＳ在该地区的流行。

感染状况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具

基因重排（ｒｅａｓｓｏｒｔｍｅｎｔ）在分节段病毒的进化、致
病性以及流行病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旧一。。布尼亚病
毒科的虫媒病毒间在试验或自然条件下可以发生基
因重排ｎ ０’…。ＳＮＶ病毒不同亚型间也能发生基因重
排旧’１ ２‘。用不同型ＨＶ同时感染细胞，不同型Ｈｖ间
也能发生基因重排【９’１３’１ ４１。然而由于ＨＶ与其宿主动
物间的长期共进化关系，不同型Ｈｖ问在自然条件下
很少发生基因重排。最近我们在贵州省发现自然条

件下Ｈ］ⅢＶ与ＳＥＯＶ能发生基因重排ｕ ５Ｊ。在本研究
中用部分Ｓ基因片段和部分Ｍ基因片段的Ｇｃ区核
苷酸序列分别构建系统发生树（图１），温州鼠属啮齿
动物中流行的５株ＳＥＯＶ的相互进化关系不同，这表
明该地区流行的ＳＥＯＶ不同病毒间可能发生了基因
重排。这一结果也支持Ｈｖ进化过程中基因重排发
生率可能比原来认为的要多¨５｜。
世界范围内，至今已发现啮齿类动物中存在至
少２２个血清型或基因型的ＨＶ幢ｏ，每一型均来自一
种或少数几种密切相关的啮齿动物，与其宿主共进
化¨］。ＳＥＯＶ主要由鼠属的鼠类携带，能引起轻型
ＨＦＲＳ，呈世界性分布哺’１ ６’川，但由ＳＥＯＶ引起的
ＨＦＲＳ主要分布在我国，以及日本与韩国等国
家№’１ ８｜。除褐家鼠与黑家鼠是ＳＥＯＶ的主要宿主
外，黄胸鼠、黄毛鼠、小家鼠、社鼠、针毛鼠等也能携
带ＳＥＯＶ¨７｜。近年来我们在河南、湖南、辽宁、吉林
等地区开展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在同一地区鼠属
的不同鼠种中流行的ＳＥＯＶ均为同一亚型¨’１皿２１｜。
尽管ＳＥＯＶ呈全球性分布，但与其他型的ＨＶ相

有重要的价值，更是为预测分析温州市ＨＦＲＳ流行
趋势，制定疫苗免疫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得到浙江天元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资助。谨志衷心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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