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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禽流感Ｈ５Ｎ１病毒
基因特性与进化重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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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近年来浙江省禽流感病毒Ｉ－－ＩＳＮｌ分离株的基因特性与进化重组特征进行分

目的

【摘要】

李榛

茅海燕

冯燕

通过对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浙江省禽与人的Ｉ－Ｌ５Ｎ１病毒株进行全基因序列测定，采用Ｍｅｇａ ３．０

析。方法

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病毒株基因特性并与相关基因型标准病毒株进行系统进化分析。结果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年浙江省ＨＳＮｌ病毒株ＨＡ序列裂解位点序列含多个碱性氨基酸，符合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特
征；与Ｇｓ／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１／９６相比，除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２／０２和Ｃ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８／０３株外其他病毒株均在ＮＡ蛋
白茎区缺失２０个氨基酸。全基因系统进化分析表明，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的分离株遗传基因基本属于当
年流行的Ｂ、Ｗ、Ｘ、Ｙ、ｚ等基因型，但部分病毒株不同基因片段属于不同基因型。结论浙江省禽类
中也广泛存在Ｈ５Ｎ１的基因片段莺组现象，２００５年后的Ｃ叫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２４／０５株及人Ｈ５Ｎ１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６／
０６株各遗传基因基本上稳定于近年大陆流行的ＦＪ．１ｉｋｅ基因型。
【关键词】禽流感Ｈ５Ｎ１；基因特性；进化；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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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自１９９６年以来Ｈ５Ｎ１禽流感病毒基因型

ｖｉｒｕｓ）Ｈ５Ｎ１亚型不仅感染禽类及哺乳动

由于重组变异经Ｇｓ／Ｇｄ／９６、Ａ、Ｂ、Ｃ、Ｄ、Ｅ、Ｖ、Ｗ、Ｘ、

物，也能直接从禽类感染人类【１二】。自香港地区

Ｙ、ｚ、ｚ＋不断演化为目前主要流行的Ｚ基因型，其

１９９７年出现人类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Ｈ５Ｎ１病毒

中鸡、鸭等禽类被认为是禽流感病毒基因重组的中

而致死的事件以来，世界上（包括我国在内）的感染

间载体旧｛Ｊ。为了分析近年浙江省禽流感Ｈ５Ｎ１病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ｈｉｇｈ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病例已达３００多例。据报道最初发现的人类高致病

毒的基因特性与进化重组情况，本研究对浙江省

性禽流感Ｈ５Ｎ１病毒与禽源Ｇｓ／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１］９６株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分离到的禽及人Ｈ５Ｎ１毒株的全基
因组８个片段进行序列测定，并利用生物信息学软

基金项目：浙江省科技攻关重点项目（２∞４ｃ２３０∞１）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５１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镧中心病毒所

件进行分析，探讨近年禽流感Ｈ５Ｎ１病毒的相关基
因特性与进化重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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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Ｈ５Ｎ１全基因组扩增：Ｈ５Ｎ１病毒核酸提取采

材料与方法

用Ｑｉａｑｅｎ
１．材料来源：禽Ｈ５Ｎ１病毒株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２／
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３／０２、

０２、

·１１１５·

Ｏｋ／

Ｃ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４／０３、

ＲＮＡｅａｓｙ

Ｋｉｔ，按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ＲＴ－ＰＣＲ采用Ｒｏｃｈｅ公司的ＲＴ－ＰＣ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ｉｔ进

行，反应体系为５０ ｕｌ：其中５×ＲＴ－ＰＣＲ缓冲液
ｐｌ，ｄＮＴＰｍｉｘ（１０ ｍｍｏｌ／Ｌ）４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８／０３、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９／０３核酸由浙江省农科

１０

院提供；人Ｈ５Ｎ１病毒株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６／０６为２００６年

（１００ ｍｍｏｌ／Ｌ）２．５ ｔＡ，ＲＮａｓｅ抑制剂１ ｔＡ，２０ ｔＬｔｍｏｌ／Ｌ

ｐｌ，ＤＴＴ

浙江省人感染禽流感Ｈ５Ｎ１病例，在ＢＳＬ－３实验室

的上下游引物各１ ｔｄ，酶混合物（５ Ｕ／ｔｄ）１弘ｌ，病毒

中从患者气管吸出液标本中分离得到；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ＲＮＡ

２５／０４全基因序列以及各Ｈ５Ｎ１基因型别代表株序

３０ ｍｉｎ，９４℃２

列等均由美国ＮＣＢＩ 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下载得到，

５１℃３０ Ｓ，６８℃２ ｍｉｎ进行扩增，３５个循环后转入

Ｈ５Ｎ１基因型各代表株见表１¨刮。

６８℃７ ｍｉｎ，再置４℃。取８“１反应产物进行电泳，判

表１

高致病性禽流感Ｈ５Ｎ１病毒基因型别代表株
病毒株

基因型恩

病毒株

基因犁别

１０弘ｌ，补足ｄｄＨ２０至５０肛ｌ。反应条件为５０℃
ｍｉｎ进行反转录，然后９４℃３０

ｓ，

断有无相应的特异性条带出现。
４．序列测定与序列分析：采用Ｂｉｇ ＤｙｅＴＭ

Ｃ“ＨＫ／８５８．３／０１

Ａ

ｃｋ／Ｓｈａｎｔｏｕ／４２３１１０３

Ｖ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 Ｖ ３．１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Ｋｉｔ进行，ＰＣＲ产物纯化

Ｃ埘ＨＫ／ＳＦ２１９／０１

Ａ

Ｔ∞ｌ／Ｃｈｉｎａ／２９７８．Ｉ／０２

Ｗ

后在ＡＢＩ一３１００ Ａｖａｎｔ测序仪上自动完成序列测定。

Ｃ“ＨＫ／ＹＵ５６２／Ｏｌ

Ｂ

Ｄｋ／Ｇｕａｎｇｘｉ／１５８６／０４

Ｗ

Ｄ“ＨＫ／６４６．３／０ｔ

Ｂ

Ｇｓ／Ｇｕａｎｇｘｉ门０９７／０４

Ｗ

Ｃｋ／ＨＫ／３１．４／０２

Ｂ

Ｓｃ“ＨＫ／ＹＵｌ００／０２

Ｘ

Ｃｋ／ＨＫ／８２９．２／０１

Ｃ

Ｃ副ＨＫ／３１．２／０２

Ｘ

ＣＶＨＫ／ＦＹ７７／０１

Ｃ

Ｐｈ／ＨＫ，６７５．１４／０２

Ｘ

Ｃｋ／ＨＫ／ＦＹｌ ５０／ｏｌ

Ｄ

Ｃ“ＨＫ／４０９．１１０２

Ｙ

Ｃ“ＨＫ／７１５．５／０１

Ｅ

Ｃｋ／ＨＫ／９６．Ｉ／０２

Ｙ

１．病毒株基因特性分析：完成对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Ｃｌ‘／ＨＫ／８７３．３／０１

Ｅ

Ｃ“ＨＫ／６１．９／０２

ｇ

２／０２等５株禽Ｈ５Ｎ１病毒株全基因测序（序列待登

Ｔ娜／Ｈｅｍｎ／Ｉ／０４
Ｇｓ／Ｑｉｎｇｈａｉ／５／０５
Ｄｋ／Ｆｕｊｉａｎ／１７３４／０５

ＨＮ—ｌｉｋｅ

Ｃｋ／ＨＫ／ＹＵ７７７／０２

ＱＨ－ｌｉｋｅ

Ｇｓ／ＨＫ／７３９．２／０２

ｇ＋

ＨＫ／２１３／０３

Ｚ＋

ＦＪ．１ｉｋｅ

Ｚ

用Ｍｅｇａ ３．０生物信息学软件对Ｈ５Ｎ１的８个基因
序列进行基因特性与系统进化分析。
结

果

录ＧｅｎＢａｎｋ），完成对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６／０６人Ｈ５Ｎ１病毒
株全基因测序（ＧｅｎＢａｎｋ的登录号为ＥＦｌ００８１７．
ＥＦｌ００８１８，ＤＱ６４３８０９．ＤＱ６４３８１４）。基因及推导的

２．引物设计：世界范围内下载不同年份及地区
的Ｈ５Ｎ１毒株全基因序列，用Ｍｅｇａ ３．０软件做基因
同源性比对后，在各基因片段５ ７及３’端保守区设计
特异性引物，引物序列见表２。

氨基酸序列分析表明浙江省禽Ｈ５Ｎ１病毒株Ｄｋ／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２／０２等以及人Ｈ５Ｎ１病毒株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６／
０６的ＨＡ裂解位点序列均含多个碱性氨基酸，符合
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特征；全部病毒株ＨＡ蛋白
２２６－－２２８位氨基酸均为为ＱＳＧ（谷酰胺、丝氨酸、甘

表２

高致病性禽流感Ｈ５Ｎ１病毒８个基因的测序引物

氨酸），属于禽源宿主受体结合位点。与Ｇｄ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１／９６相比，除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２／０２和Ｃｋ／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８／０３株外，其他病毒株均在ＮＡ蛋白茎区

缺失２０个氨基酸。此外，在ＰＢ２基因第６２７位氨基
酸除Ｃ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８／０３株为Ｋ外，其他均为Ｅ。
２．全基因系统进化分析：对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年浙江
省禽流感Ｈ５Ｎ１遗传基因８个片段与相应的基因型
标准株基因构建系统进化树进行分析（表３）。
（１）ＨＡ基因系统进化分析：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
Ｈ５Ｎ１病毒株ＨＡ基因属于Ｚ、Ｖ、ｗ基因型，但其中
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２／０２株属于新基因型ＨＮ．１ｉｋｅ；而Ｃｋ／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２４／０５株及人Ｈ５Ｎ１病毒株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６／０６
同属于ＦＪ—ｌｉｋｅ型（图１）。
（２）ＮＡ基因系统进化分析：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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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５Ｎ１病毒株ＮＡ基因属于Ｙ、Ｚ＋基因型，与ＨＡ

（５）ＰＢｌ基因系统进化分析：除Ｃ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２４／

基因相同Ｃｋ／Ｚｈｏｉａｎｇ／２４／０５株及人Ｈ５Ｎ１病毒株

０５株和人Ｈ５Ｎ１、病毒株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６／０６属于ＦＪ—ｌｉｋｅ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６／０６同属于ＦＪ．１ｉｋｅ型。发现ＨＫ／１５６／９７

型，以及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３／０２和Ｃ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４／０３属于

与其他序列差异较大，但与Ｔｅａｌ／ＨＫ／Ｗ３１２／９７

Ｚ、Ｙ基因型外，其他毒株ＰＢ２基因均与代表株有一

（Ｈ６Ｎ１）高度同源（图２）。

定差异，不属于任何基因型（图５）。

（３）Ｍ基因系统进化分析：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９／０３与

（６）ＰＡ基因系统进化分析：Ｄ“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２／０２和

ＨＫ／１５６／９７株属于同一分支，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３／０２株属

Ｃ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８／０３株属于Ｂ基因型，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９／

于ＱＨ．１ｉｋｅ型，而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ｔ’２／０２株和Ｃｋ／

０３属于Ｘ基因型，Ｄｋ／Ｚｈｏｉａｎｇ／７３／０２和Ｃ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８／０３株则自成一簇，不属于其他任何基因

４／０３株属于ｚ＋、ＱＨ．１ｉｋｅ，但Ｃ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２４／０５株

型。人Ｈ５Ｎ１病毒株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６／０６以及另外其他

和人Ｈ５Ｎ１病毒株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６／０６在ＰＡ基因上却

病毒株等分别属于ＦＪ—ｌｉｋｅ、Ｚ、Ｚ＋基因型（图３）。

与其他基因型代表株都有一定的差异（图６）。

（４）ＰＢ２基因系统进化分析：Ｃ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８／０３

（７）ＮＰ、ＮＳ基因系统进化分析：除Ｄｌ“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株属于Ｗ基因型，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２／０２株等其他毒株

９／０３的ＮＳ基因属于９７一ｌｉｋｅ型，其他病毒株的２个基

都属于Ｚ基因型，同样Ｃ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２４１０５株及人

因分别属于当年流行的Ｂ、Ｗ、Ｙ、Ｚ、Ｖ等基因型，而

Ｈ５Ｎ１病毒株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１６／０６同属于ＦＪ．１ｉｋｅ型，但

Ｄｌｄ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９／０３、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３／０２和Ｃ埘压巧ｉａｎ彰４／

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９／０３则不属于任何基因型（图４）。

０３株的ＮＰ基因均未能基因分型（图７、８）。

衰３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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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病性禽流感Ｉ－－ＩＳＮｌ病毒ＨＡ基因进化树

图２

高致病性禽流感ＨＳＮｌ病毒ＮＡ基因进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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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ｎ１。此外，ＰＢ２蛋白第６２７位氨基酸的突变与病

毒对小鼠的毒力有关嵋】，当该位点由Ｅ突变为Ｋ时，
可引起小鼠全身及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而致死，
Ｚｈｅｉｉａｎｇ／１６／０６株的ＰＢ２蛋白第６２７位均为Ｅ，而Ｃ斟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８／０３株则为Ｋ，表明该病毒株对小鼠的神经
系统可能有较强的毒力。
禽流感病毒可以通过基因重组的．方式以适应新
的环境和宿主，其结果往往替代了先前流行的病毒
株而处于主导地位旧一。本研究分析标明，浙江省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分离的禽Ｈ５Ｎ１病毒株基因基本上
属于当年流行的Ｂ、ｗ、Ｙ、Ｚ、Ｚ＋等基因型，但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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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致病性禽流感Ｈ５Ｎ１病毒ＰＢＩ基因进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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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高致病性禽流感Ｈ５Ｎ１病毒ＰＢ２基因进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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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禽流感疫情的扩大和人禽流感病例的

Ｈ

雌

持续增加，使禽流感病毒经过变异重组而感染人类的
机会不断增大，因此加强对禽流感病毒的分子流行病
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对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年浙江省分离的禽Ｉ－１５Ｎ１和人Ｈ５Ｎ１病毒株全

Ｃｋ／！

Ｔｒｅｅｓｐａｒ

基因进行测序分析，发现与ＧＳ／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１／９６株相
比，全部病毒株均在ＮＡ蛋白茎区４９～６８位缺失２０
个氨基酸，提示这将会降低病毒与唾液酸受体的结合

图６

高致病性禽流感ＨＳＮＩ病毒ＰＡ基因进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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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株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１５６／９７密切相关。此外，本研究还
发现有些病毒株的部分基因片段和当年流行基因型
均存在一定差异而不能归属于任何基因型，提示除
已发现的基因型外，当时还可能存在其他流行的基
因型，如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２／０２株ＨＡ基因与
Ｔｒｅｅｓｐａｒｒｏｗ／Ｈｅｎａｎ／Ｉ／０４株高度同源，而该病毒株是
２００４年在河南省麻雀体内分离到并被认为是Ｈ５Ｎ１
新基因型¨ｊ。Ｇｓ／Ｑｉｎｇｈａｉ／５／０５株是从我国青海湖迁
徙候鸟中分离到的且该病毒株被证实是由其他病毒
株重组而成，其Ｍ、ＰＡ、ＰＢｌ、ＰＢ２和ＮＳ基因被认为
来源于２００４年香港Ｐｅｒｅｇｉｒｉｎｅ ｆａｌｃｏｎ／ＨＫ／Ｉ）００２８／０４
株¨０．１１】，但在本研究中发现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３／０２株的
ＰＡ和Ｍ基因以及Ｄｋ／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９／０３株的ＨＡ基因
均与其高度同源，提示在２００２年以前该类病毒株的
某些基因片段就已经在禽间重组流行并稳定遗传。
图７

高致病性禽流感Ｈ５Ｎ１病毒ＮＰ基因进化树

禽流感病毒在禽类体内相互传播并产生重组，
不断形成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新基因型，并可随
着候鸟的迁徙而广泛传播。近年来禽流感以及人禽
流感在不同地区的不断暴发，已严重威胁着养禽业
的发展和人类的健康，应积极完善流感与禽流感的
监测体系，加强分子流行病学的相关研究，密切关注
禽流感病毒的变异及对人类可能产生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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