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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北京地区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肠道病毒７ １型

ＶＰｌ区基因特征分析
李仁清陈丽娟王玉梅张合润

了解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北京地区分离的不同来源肠道病毒７１型（Ｅｖ７１）ｖＰｔ区基因

目的

【摘要】

贺雄

特征。方法从手足口病例、急性弛缓性麻痹病例和健康儿童的粪便、咽拭子和疱疹液标本中分离
ＥＶ７１病毒株，选取其中９株ＥＶ７１分离株，采用ＲＴ－ＰＣＲ扩增ＶＰｌ区全长基因片段并进行序列测定、系
统发生树构建、核苷酸同源性及组内和组间进化距离分析。结果９株ＥＶ７１在系统发生树上与Ｃ基
因型中的Ｃ４亚型代表株属同一分支；在核苷酸同源性分析中，９株分离株与Ｃ４亚型代表株的同源性达
到９２．１％一９３．９％，明显高于与Ｃ１、Ｃ２、Ｃ３亚型代表株的同源性（分别为８８．８％一８９．５％、８９．４％一９０．０％
和８８．４％～８９．３％）；三种不同来源的分离株病毒之间具有较高的同源性（９５。９％～１００．０％），但与１９９８
年分离的Ｃ４亚型代表株的同源性却较低（分别为９３．３％～９３．９％和９２．１％一９２．９％）。在进化距离的分
析上，Ｃ４亚型内各组间距离较大，尤其是亚型代表株与分离株之间距离最大（Ｄ＝０．０５２～０．０７１）。
结论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北京地区流行的ＥＶ７１仍然是Ｃ４亚型，在同一时间不同地区、不同来源、不同疾
病状态下分离的ＥＶ７１在ＶＰｌ区全长基因序列上无明显差别；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核苷酸变异的不断积
累，出现新亚型的概率也在不断增加，因此有必要加强分离株的监测以掌握ＥＶ７１的变异趋势。
【关键词】手足口病；肠道病毒７１型；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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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病毒７１型（ＥＶ７１）是小ＲＮＡ病毒科肠道病

手、足、口腔及臀部等部位的皮疹、溃疡为主要临床

毒属（Ｅｎｔｅｒｏｖｉｒｕｓ，ＥＶ）的成员，可以引起以发热和

特征的急性传染病——手足口病（ＨＦＭＤ）。ＥＶ７１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３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１３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还可引起诸如心肌炎、肺水肿、无菌性脑膜脑炎、脑
干脑炎、脊髓灰质炎（脊灰）样麻痹等严重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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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７４年首次报道”１以来，ＥＶ７１在世界大部分

（１）Ｅｖ的分离：对不同来源的粪便、咽拭子和疱

地区均有流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ＥＶ７１开始肆

疹液标本进行相应处理后接种到形态良好、刚长满

虐东亚地区叫］，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是１９９８年在台湾

单层的ＲＤ细胞上，同时设正常细胞对照。其中粪

地区的ＥＶ７１感染（报告１２９ １０６例，其中重症４０５

便标本用含１０％氯仿的ＰＢＳ充分振荡制成粪悬液，

例，死亡７８例），患者发生严重的脑干脑炎，并引发

４０００

急性弛缓性麻痹（ＡＦＰ）、肺水肿和出血等严重并发

疹液、咽拭子可直接接种细胞。每份标本在每种细

症。近年来，我国大陆包括北京、安徽、山东等地区

胞上各接种２管，每管接种０．２ ｍｌ，置３７℃、５％的

陆续出现ＨＦＭＤ疫情，并在疫情样本中分离到

Ｃ０２培养箱内，每日观察细胞病变（ＣＰＥ），待ＣＰＥ达

ＥＶ７１。为了解北京地区ＥＶ７１基因特征，探讨病毒

到卅以上，再续传一代，待ＣＰＥ达到卅以上，将培养

株流行、变异情况，对实施疾病预防控制策略和措施

物置于一８０。Ｃ保存，即为阳性分离病毒株。如第１代

提供科学依据，我们选择２００６年以来自不同人群

接种７ ｄ无ＣＰＥ出现，则盲传一代，再连续观察７

（ＨＦＭＤ病例、ＡＦＰ病例和健康儿童）标本分离的９株

仍无ＣＰＥ出现，则判为阴性。

ＥＶ７１，测定ＶＰｌ区全长核苷酸序列，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ｒ／ｍｉｎ离心２０ ｍｉｎ，取上清液用于细胞接种；疱

ｄ

（２）ＥＶ特异性核酸检测：将含有阳性分离病毒
株的培养物４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取上清液用病
毒ＲＮＡ提取试剂盒提取病毒ＲＮＡ，采用ｏｎｅｓｔｅｐ

１．材料：

ＲＴ－ＰＣＲ试剂盒进行病毒ＲＮＡ的ＲＴ－ＰＣＲ扩增。以

（１）标本采集：在北京市各区县疾病预防控制中

提取的病毒ＲＮＡ为模板，用ＥＶ种属特异性引物

心（ＣＤＣ）的协助下采集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健康儿童粪

（ＥＶｌ／ＥＶ２）和ＥＶ７１特异性引物（ＥＶ７１．Ｓ／Ｅｖ７１．Ａ）

便标本，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ＨＦＭＤ患儿的疱疹液、咽拭

进行扩增，两对引物均扩增出目的核酸片段的标本

子和粪便标本及２００７年ＡＦＰ病例粪便标本。

判为ＥＶ７１阳性。用于ＥＶ种属特异性引物扩增和

（２）试剂及细胞：本实验采用的病毒ＲＮＡ提取

ＥＶ７１特异性引物扩增的ＲＴ－ＰＣＲ反应条件参照
ＲＴ－ＰＣＲ试剂盒操作手册的条件为：５００Ｃ

试剂盒、ｏｎｅｓｔｅｐ ＲＴ－ＰＣＲ试剂盒和ＰＣＲ产物纯化试

ｏｎｅｓｔｅｐ

剂盒均购自ＱＩＡＧＥＮ，ＲＮＡ酶抑制剂（ＲＮａｓｉｎ）等购

３０ ｍｉｎ，９５ ｏＣ １５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５２℃３０ Ｓ，７２０Ｃ

自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司。ＢｉｇＤＹＥ

３０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

物经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

Ｖ１３．１

Ｃｙｃｌ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试剂盒和

Ｓ，３５个循环，７２℃１０ ｍｉｎ，４０Ｃ

１０

ｍｉｎ。ＰＣＲ产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试剂盒均购自

（３）ＶＰｌ全长核苷酸序列和氨基酸序列分析：以

ＡＢＩ。人横纹肌肉瘤（ＲＤ）细胞来源于中国ＣＤＣ病

ＥＶ７１阳性标本提取的ＲＮＡ为模板，用ＶＰｌ区全长

毒病预防控制所国家脊灰实验室。

基因片段扩增引物（ＥＶ７１．ＶＰｌ．Ｓ／ＥＶ７１一ＶＰｌ一Ａ）进

ＢｉｇＤＹＥ Ｘ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

（３）引物合成：合成ＥＶ种属特异性引物（ＥＶｌ／

行ＲＴ－ＰＣＲ。其ＲＴ－ＰＣＲ反应条件为：５０℃３０

ｍｉｎ，

ＥＶ２）、ＥＶ７１特异性引物（ＥＶ７１．Ｓ／ＥＶ７１．Ａ）和ＶＰｌ

９５℃１５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５０℃３０ Ｓ，７２。Ｃ ９０

区全长测序引物（ＥＶ７１．ＶＰｌ．Ｓ／ＥＶ７１一ＶＰｌ一Ａ）各一

个循环，７２℃１０

对，引物序列见表１，均由北京六合通经贸有限公

物用于核酸序列测定。测序采用ＱＩＡｑｕｉｃｋ

司合成。ＥＶｌ和ＥＶ２序列参考文献［５］合成，ＥＶ７１．ｓ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试剂盒纯化，用ＢｉｇＤＹＥ

和Ｅｖ７１一Ａ序列参照《手足口病预防控制指南（２００８

Ｖ１３．１ Ｃｙｃｌｅ

年版）》，ＥＶ７１．ＶＰｌ．Ｓ和ＥＶ７１一ＶＰｌ一Ａ序列由中国

应。标记产物用ＢｉｇＤＹＥ

ＣＤ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国家脊灰实验室提供。

试剂盒纯化，采用美国ＡＢＩ ３１００自动测序仪完成测

表１
引物

ＥＶ鉴定和全长ＶＰｌ扩增引物
序列（５’。３’）

ＥＶｌ

ＴＣＣＧＧＣＣＣＣＴＧＡＡＴＧＣＧＧＣＴＡ√气ＴＣＣ

ＥＶ２

ＡＣＡＣＧＧＡＣＡＣＣＣＡＡＡＧＴＡＧＴＣＧＧＴＣＣ

ＥＶ７１．Ｓ

ＧＣＡＧＣＣＣＡＡＡＡＧＡＡＣＴＴＣＡＣ

ＥＶ７１．Ａ

ＡＴＴＴＣＡＧＣＡＧＣＴＴＧＧＡＧＴＧＣ

ＥＶ７１－ＶＰｌ．Ｓ

ＧＣＡＧＣＣＣＡ Ａ ＡＡＧＡＡＣＴＴＣＡＣ

ＥＶ７１．ＶＰｌ．Ａ

ＡＡＧＴＣＧＣＧＡＧＡＧＣＴＧＴＣＴＴＣ

２．方法：

ｍｉｎ，４０Ｃ １０

Ｓ，共３５

ｍｉｎ。ＲＴ－ＰＣＲ扩增产
ＰＣＲ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试剂盒进行测序的标记反
Ｘ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序和校对。将测得的核苷酸序列使用Ｂｉｏｅｄｉｔ和
ＭＥＧＡ４进行分析，用于构建系统发生树的ＥＶ７ １病毒
各基因型代表株的ＶＰｌ区核苷酸序列来自美国国豸廷蔓
物技术信息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ＣＢＩ）的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
结

果

１．ＥＶ的分离及鉴定：将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期间采

主堡煎堡痘堂苤查！Ｑ！！生！旦箜！！鲞笙！塑堡垒垫！坠ｉ堕！坐ｉ！！：！塑！型！！！！！塑！：！Ｑ！堕！：！

·４７·

集到的包括健康儿童粪便、ＡＦＰ病例粪便、ＨＦＭＤ患

列分析：从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中下载各基因型和亚型

儿（包括重症病例）的咽拭子、疱疹液和粪便标本进

代表株的ＶＰｌ全长基因序列№＇７１。将本实验室分离

行病毒分离。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健康儿童粪便３６０份，

的９株ＥＶ７１病毒分离株与代表株的ＶＰｌ全长基因

其中２８份病毒分离结果阳性，经ＥＶ种属特异性引

序列用ＭＥＧＡ４的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法构建亲缘性系

物和ＥＶ７１特异性引物进行ＥＶ７１检测，仅１株病毒

统发生树，选柯萨奇病毒（Ｃｏｘ）Ａ组１６型（ＣｏｘＡｌ６）

为ＥＶ７１；２００７年ＨＦＭＤ疫情标本共２１７份，对其中

原型株作为外部对照（图１）。９株ＥＶ７１病毒分离株

的１１６份（主要是粪便标本）进行病毒分离，其中１１

在系统发生树上与Ｃ４亚型的代表株聚成一簇，

份病毒分离结果阳性，经分子生物学鉴定，有７株病

ｂｏｏｔｓ仃ａｐ值为９７％。利用Ｂｉｏｅｄｉｔ的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毒为ＥＶ７１；２００７年ＡＦＰ病例粪便有２５５份标本，其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中３３份病毒分离结果阳性，经分子生物学鉴定，有２

亚型代表株之间的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性分析，结果

株病毒为ＥＶ７ｌ；２００８年对２１７份ＨＦＭＤ患儿咽拭

见表３和表４。从表３可以看出，９株ＥＶ７１病毒分离

子、疱疹液标本进行病毒分离，阳性样本中有４１份

株与Ａ、Ｂ、Ｃ各基因型代表株核苷酸同源性分别为

经分子生物学鉴定为ＥＶ７ｌ。从上述５１株ＥＶ７ｌ病

８１．９％～８２．９％、８４．８％～８５．４％和８８．４％～９３．９％（氨

毒中筛选出９株病毒（分别来自健康儿童、ＡＦＰ病

基酸的同源性分别为９４．６％。９５．２％、９６．９％～９７．９％

例、ＨＦＭＤ及其重症死亡病例）进行ＶＰｌ区全长基因

和９６．６％～９９．３％），可见分离株与Ｃ基因型代表株的

特征分析，结果见表２。

同源性最高；９株ＥＶ７１病毒分离株与Ｃ基因型各亚型

２．ＥＶ７１病毒ＶＰｌ全长核苷酸序列和氨基酸序
表２
病毒株
ＢＪ０６．ｓｊｓ０１
ＢＪ０７－Ｊ０５６
ＢＪ０７－Ｚ０１ １－６
ＢＪ０８一Ｚ００１．２
ＢＪ０８一Ｚ００２—１６
ＢＪ０８．Ｚ００４．３
ＢＪ０８－Ｚ０１１－４
ＢＪ０８．Ｚ０２０－１
ＢＪ０８－Ｚ０２５—５

代表株Ｃ１、Ｃ２、Ｃ３、Ｃ４８、Ｃ４６的核苷酸同源性分别为
８８。８％～８９．５％、８９．４％～９０．０％、８８．４％～８９－３％、

９株ＥＶ７１毒株ＥＶ特异性核酸检测结果

９３．３％一９３．９％和９２．１～９２．９％（氨基酸的同源性分别

齄粉ＥＶ嫠艮Ｅｖ碍爹性

标本来源
健康儿童
ＡＦＰ病例
ＨＦＭＤ病例
ＨＦＭＤ病例
ＨＦＭＤ病例
ＨＦＭＤ病例
ＨＦＭＤ病例
ＨＦＭＤ病例４
ＨＦＭＤ病例

粪便
粪便
粪便
咽拭子
疱疹液
疱疹液
疱疹液
疱疹液
疱疹液

＋

为９８．３％～９９．３％、９８．３％。９８．９％、９７．９％～９８．６％、

＋

＋

＋

＋

＋

Ｊ＋

＋

＋

＋

＋

＋

＋

＋

＋

＋

＋

＋

９８．６％～９９．３％和９６．６％～９７．３％），可见分离株与Ｃ４
亚型两个代表株的同源性比与Ｃ１、Ｃ２、Ｃ３的高。
从表４可以看出，９株ＥＶ７１病毒分离株之间的
核苷酸同源性为９５．９％～１００．０％，高于与Ｃ４亚型代
表株的同源性（９３．３％～９３。９％和９２．１％～９２．９％）。
分离株之间的氨基酸同源性为９８．６％。１００．０％，与

注：。重症死亡病例
表３
病毒株

ｍａｔｒｉｘ进行ＥＶ７１病毒分离株与各基因型和

Ｃ１

９株ＥＶ７１与各基因型及亚型代表株ＶＰｌ区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性分析
Ｃ２

ｃ３

ＢＪ０６．ｓｉｓｏｌ

８９．１（９８．３１

８９．７（９８．３）８９．３（９８．６）

ＢＪ０７．Ｊ０５６

８８．８（９８．９）８９．７（９８．９）

ＢＪ０７－Ｚ０１１－６
ＢＪ０８－Ｚ００１．２

８８．８（９８．６）

Ｃ４８

Ｃ４６

Ａ

Ｂ

ＣｏｘＡｌ６

９３．７（９８．９）

９２．８（９６．９）８２．４（９４．６）８４．９（９６．９）

６４．４（７２．Ｏ）

８８．６（９７．９）

９３．３（９８．９）

９２．３（９６．９）８２．３（９４．９）８４．８（９７．６）

６３．６（７２．７）

８９．２（９８．６）８９．４（９８．３）８８．５（９８．３）

９３．９（９８．６）

９２．７（９６．６）８２．１（９５．２）８５．４（９７．３）

６３．５（７２．７）

９０．０（９８．９）８８．８（９８．３）

９３．６（９９．３）

９２．９（９７．３）

８２．１（９４．６）８４．８（９７＿３）

６２．８（７２．３）

ＢＪ０８－Ｚ００２．１６

８９．１（９９．３）８９．５（９８．６）８８．４（９８．３）

９３．３（９９．３）

９２．１（９７．３）８１．９（９４．９）８５．１（９７．９）

６４．３（７２．７）

ＢＪ０８．ｚ００４—３

８９．５（９９＿３）

９０．０（９８．６）８９．２（９８．３）

９３．８（９９．３）

９２．４（９７－３）８２．９（９４．９）８５．１（９７．９）

６４．１（７２．７）

ＢＪ０８．Ｚ０１１．４

８８．８（９８．６）

９０．０（９８．９）

８８．７（９８．３）

９３．６（９９．３）

９２．９（９７．３）８２．１（９４．６）８４．８（９７．３）

６２．８（７２．３）

ＢＪ０８．Ｚ０２０．１

８８．８（９８．６）

９０．０（９８．９）８８．８（９８．３）

９３．６（９９．３）

９２．９（９７＿３）８２．１（９４．６）８４．８（９７．３）

６２．８（７２．３）

ＢＪ０８．Ｚ０２５．５

８９．０（９９．３１
８９．６（９８．６）８８．４（９８．３）
９３．３（９９－３】
９２．２（９７．３）８２．４（９４．９）８５．１（９７．９）
６３．６（７２．７１
注：Ｃｌ：ＡＹ２０７６２６．０３８９一ＭＡＡ－００；Ｃ２：ＡＦ２８６５２２．２９１２．ＴＡＩ－９８；Ｃ３：ＡＹｌ２５９７１．ＫＯＲ－ＥＶ７１．０７；Ｃ中：ＡＦ２８６５３ｌ一３２５４．ＴＡＩ一９８；Ｃ４ｂ：ＡＦ３０２９９６．

ＳＨＺＨ９８；Ａ：ＥＴＵ２２５２１．ＢｒＣｒ；Ｂ：ＥＴＵ２２５２２．ＭＳ／７４２３／８７；Ｃｏｘ．Ａ１６：ＣＡＵ０５８７６．Ｇ一１０；括号外数据代表核苷酸同源性百分比（％），括号内数据
代表氨基酸同源性百分比（％１
表４

９株ＥＶ７１间ＶＰｌ区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性分析

注：表内黑体数据代表氨基酸同源性百分比（％），其他数据代表核苷酸同源性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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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４ａ亚型的同源性相当（９８．６％一９９．３％），比Ｃ４ｂ亚

间；Ｃｌａｄｅ ３—４与Ｃｌａｄｅ ５—６之间的变异较小，Ｄ值

型的同源性高（９６．６％～９７．３％）。

在Ｏ．０３３～０．０３７之间；Ｃｌａｄｅ ５和Ｃｌａｄｅ ６之间的变异

３．组内和组间进化距离：将进化树中位于Ｃ４亚

最小，Ｄ＝０．０１８。

型分支的病毒株分为６个进化枝（Ｃｌａｄｅ）（图１），其

讨

中分离自１９９８年的两个Ｃ４亚型代表株

论

（ＡＦ２８６５３ １－３２５４一ＴＡＩ一９８和ＡＦ３０２９９６一ＳＨＺＨ９８）属

利用分子生物学方法进行ＥＶ鉴定和分型具有敏

于Ｃｌａｄｅ １，２００３年分离的深圳病毒株

感性高、特异性强和可重复等优点瞪１，且ＶＰｌ区序列分

（ＡＹ４６５３５６一ＳＨＺＨ０３）属于Ｃｌａｄｅ ２，本实验室分离的

型结果与中和试验鉴定结果一致性较好隅。０１。根据

９株病毒分别属于Ｃｌａｄｅ ３～６。利用ＭＥＧＡ４中的

ＶＰｌ区全长基因序列测序结果，可将ＥＶ７１分为Ａ、Ｂ和

Ｃｏｍｐｕ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ｉｔｈ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Ｍｅａｎｓ计算每两个

Ｃ三个基因型嘲。自崔爱利等ｐ１在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中国

进化枝之间或每个进化枝内的平均距离（Ｄ）（如表

大陆ＨＦＭＤ患儿的疱疹液中分离到Ｃ４亚型ＥＶ７ １毒

５）。Ｃｌａｄｅ ６组内变异最ｄｘ（Ｄ＝０．００３），Ｃｌａｄｅ １组内

株，Ｃ基因型至今已分为Ｃ１、Ｃ２、Ｃ３、Ｃ４四个亚型。

变异较大（Ｄ－－－－Ｏ．０５４）。Ｃｌａｄｅ １与其他进化枝之间

通过对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不同来源的９株ＥＶ７１病

的组间变异最大，Ｄ值为０．０５２～０．０７１；Ｃｌａｄｅ ２与

毒和各基因型及亚型代表株病毒ＶＰｌ区全长基因序

３～６之间的变异较大，Ｄ值在０．０４３—０．０４９之

列同源性分析并构建亲缘性关系树，结果显示９株

Ｃｌａｄｅ

Ｅｖ７１病毒全部属于Ｃ４亚型；２００６年以来在北京地
区分离到的９株ＥＶ７１病毒与２００８年在安徽省阜阳
Ｃ１

地区分离到的３株病毒无明显差别（数据未给出）；
三种不同来源（７株来自ＨＦＭＤ病例、１株来自ＡＦＰ
病例、１株来自健康儿童）的ＥＶ７１病毒之间也没有
明显的差别。因此可以推断，在同一时间段，分离自
不同地区、不同来源的ＥＶ７１病毒在ＶＰｌ区全长基
因序列上没有明显的差别。
在同源性分析中，２００６年以来分离的９株ＥＶ７１
病毒之间具有较高的同源性（９５．９％～１００．０％），且
高于与１９９８年分离的２株Ｃ４亚型代表株的同源性
（分别为９３．３％一９３．９％和９２．１％一９２．９％），与２００３

Ｃ４

年分离的ＳＨＺＨ０３的同源性（９５．１％一９５．７％）介于以
上两者之间。在进化距离分析中也体现了这种趋
势，９株病毒所在的Ｃｌａｄｅ ３—６具有最近的进化距离
（Ｄ＝０．０１８～０．０３７），ＳＨｚＨ９８所在的Ｃｌａｄｅ ２与
Ｃｌａｄｅ

３～６之间具有较长的进化距离（Ｄ＝０．０４３～

０．０４９），而２株Ｃ４亚型代表株所在的Ｃｌａｄｅ １与其他
分离株病毒距离最远（Ｄ＝０．０５２～０．０７１）。虽然本
次分析的数据量有限，但还是可以看出ｌｏ年来逐渐

而
注：ＥＵ７０３８１２．Ｆｕｙａｎｇ．ＣＨＮ一１７０８．１／２／３为２００８年安徽省阜阳地
区暴发ＨＦＭＤ疫情病毒分离株核苷酸序列
图１

表５

ＥＶ７１病毒ＶＰｌ基因亲缘性系统发生树

Ｃ４亚型分支病毒株６个Ｃｌａｄｅ的组内及组间Ｄ值

递变的趋势。随着核苷酸变异广泛和持续积累，是
否会有新的基因亚型出现值得关注。
本实验室从健康儿童的粪便中也分离到ＥＶ７１。
核苷酸同源性分析表明，来自重症病例（ＢＪ０７一Ｊ０５６）
甚至死亡病例（ＢＪ０８．Ｚ０２０—１，ＥＵ７０３８１２，ＥＵ７０３８１３
和Ｅｕ７０３８１４）的ＥＶ７１病毒与来自普通ＨＦＭＤ病例
（ＢＪ０７．Ｚ０１１－６，ＢＪ０８一Ｚ００１．２，ＢＪ０８．Ｚ００２—１６，ＢＪ０８．
Ｚ００４—３，ＢＪ０８．Ｚ０１

１－４，ＢＪ０８一Ｚ０２５—５）和健康儿童

（ＢＪ０６．ｓｊｓ０１）携带的病毒没有明显的差别，说明导致

空堡煎鱼疸堂苤查！！！！至！旦箜！！鲞箜！塑堡垒垫！坠ｉ鱼！坐迪！！！塑望！翌！！！！！№！：！！！堕！：！

疾病不同状态和进程的原因与ＶＰｌ区变异情况可能

７１
４

没有明显的关系。

区（北京、阜阳）、不同来源（ＨＦＭＤ病例、ＡＦＰ病例、
健康儿童）、不同疾病状态（重症病例甚至死亡病例、
普通ＨＦＭＤ病例或者健康儿童）分离的ＥＶ７１病毒
在ＶＰｌ区全长基因序列上没有明显的差别。但是随
着时间推移，核苷酸变异的不断积累，出现新亚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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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早餐奶污染恶臭假单胞菌引起食物中毒一例报告
孔繁才崔一峰
２００７年７月中旬江苏省海安县某小学一名学生因食用南

察。小白鼠在接种试验菌１２ ｈ后均出现厌食、精神萎靡、稀

方某品牌早餐奶数小时后出现腹痛、腹泻、发热等症状，经投

便等症状，３６ｈ内有２只死亡，并从死亡小白鼠体内分离出接

诉由海安县工商部门去销售点采样后送海安县疾病预防控制

种菌，对照组小白鼠７２ ｈ无异常。药敏试验用Ｋ．Ｂ法，结果

中心检验，鉴定为恶臭假单胞菌污染牛奶引起的食物中毒。

对氧哌嗪青霉素、先锋必、氯霉素、氟哌酸、四环素、氟嗪酸、

取早餐奶分离于普通平板、血平板、￥平板，分别在有氧

菌必治等药物敏感；对妥布霉素、丁胺卡那、环丙沙星、卡那

和厌氧条件下培养；将患者粪便分离于ｓｓ及普通琼脂平板，

霉素高度敏感；对林可霉素、氨苄青霉素、苯唑青霉素、复方

置３７ｑＣ培养。２４ ｈ后取可疑菌落划线于普通琼脂斜面，３７℃

新诺明、先锋Ⅵ、复达欣、先锋Ｖ、头胞呋肟、呋喃妥因、利福

培养２４ ｈ。在分离接种的同时，用牛奶及粪便直接涂片进行

平耐药。

革兰染色。结果在有氧和无氧条件下均有菌生长，早餐奶及

讨论：①从早餐奶及患者腹泻便中均分离到恶臭假单胞

粪便标本在营养琼脂平板上均出现大量圆形、光滑、湿润、黏

病原菌，经动物试验结合临床症状，证实这次食物中毒是由

稠中等大的菌落，ｓｓ平板出现大量光滑、湿润、圆整中等大的

恶臭假单胞菌污染早餐奶引起。②恶臭假单胞菌分布很广，

微凸无色半透明菌落，血平板上出现大量扁平、湿润黏稠的

存活力强，在土壤、水、空气中均有存在，正常人的皮肤、肠

大菌落，不溶血。牛奶及粪便直接涂片镜检可见大量革兰阴

道、呼吸道等处亦有本菌存在，一般为条件致病菌。该菌株

性杆菌与分离菌染色形态一致。生化特性分析表明，从牛奶

动物试验３只小白鼠死亡２只，表明毒力较一般条件致病菌

及粪便中分离出的可疑菌落均为氧化酶阳性，葡萄糖分解氧

强。③早餐奶营养丰富，一旦被该菌污染，温度适宜时便大

化型，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生产的ＡＰｌ２０ＮＥ手工条鉴定，

量繁殖。而早餐奶为小型包装非透明的袋装奶，饮用时一般

结果：ＮＯ，一、ＴＲＰ一、ＧＬＵ一、ＡＤＨ＋、ＵＲＥ一、ＥＳＣ一、

都用塑料管直接插入吸吮，如被细菌污染即使牛奶在感官上

ＧＥＬ一、ＰＮＧ一、ＧＬＵ＋、ＡＲＡ一、ＭＮＥ一、Ｍ渔Ｎ一、ＮＡＧ一、

发生变化，也不易发觉，极易引起食物中毒。在对该早餐奶

ＭＡＬ一、ＧＮＴ一、ＣＡＰ＋、ＡＤＩ一、ＭＬＴ＋、ＣＩＴ＋、ＰＡＣ＋。生

进行检验时发现牛奶呈灰白色，并有大量絮状物。建议生产

化谱编码均为：０１４００５７为恶臭假单胞菌，鉴定百分率为

厂家改用透明度好一些的塑料袋或其他透明物品包装，从而

９９．５％。将分离菌种接种于普通肉汤３７。Ｃ培养１８ ｈ，用生理

能及时发现牛奶有无异常，避免饮用变质牛奶引起食物中

盐水稀释培养液使菌液浓度约１０５ ｃｆｕ／ｍｌ。取１８—２０ ｇ／ｂ白

毒。生产车间保持清洁和经常消毒，生产过程注意无菌操

鼠３只，腹腔注射０．５ ｍＹ只，用大肠埃希菌作对照，逐日观

作，对出厂前的牛奶要严格消毒，防止被细菌污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６—０２）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４

作者单位：２２６６００江苏省海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