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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楚雄州汉坦病毒宿主动物
及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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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掌握汉坦病毒（Ｈｖ）在云南省啮齿动物中的流行情况及其遗传特征。方法采用

笼夜法捕鼠，鼠肺标本用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ＨＶ抗原，用ＲＴ－ＰＣＲ法检测ＨＶ核酸及分型，对产物进
行序列测定，用ＰＨＹＬＩＰ软件包进行系统发生分析。结果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在云南省楚雄州１０个县（市）
居民区共捕获鼠类４属８种１４２１只，其中褐家鼠１０５６只，构成比高达７４．３１％，其次为黄胸鼠（１９．７０％）。
检测鼠肺组织１０２９份，ＨＶ抗原阳性５３份，总带病毒率为５，１５％，带病毒鼠种为褐家鼠（５．０８％，３８／
７４８））、黄胸鼠（５．９７％。１２／２０１）、大足鼠（７．６９％，２／２６）和斯氏家鼠（６．２５％，１／１６）。ＨＶ汉城型（ＳＥＯ）核
酸检测阳性２ｌ份（褐家鼠１５份，黄胸鼠４份，大足鼠２份）。获得的１２个病毒ｓ片段核苷酸序列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国ＳＥＯ型病毒Ｒ２２、Ｌ９９和ＨＬＤ６５株同源性较高，为８７．１％一９９．７％；与汉滩型（ＨＴＮ）
７６．１１８株同源性仅为６４．４％～６９．１％。系统进化分析显示，楚雄州１２个病毒ｓ片段核苷酸序列与ＳＥＯ

型亲缘关系较近，与ＨＴＮ型及其他型ＨＶ相距较远，证实这１２份病毒标本均为ＳＥＯ型病毒，并可分ｓｌ
和ｓ３两个亚型。结论首次证实楚雄州１０个县（市）广泛存在以褐家鼠为主要传染源的ＨＦＲＳ家鼠
型疫源地及ＳＥＯ型病毒的流行。分析发现ＳＥＯ型不同亚型病毒的分布有其地域特点和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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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综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疫源地的存在很大程

序列进化树。核苷酸序列同源性采用ＤＮＡｓｔａｒ中的

度上取决于携带汉坦病毒（ＨＶ）的主要（原始）贮存

ＭｅｇＡｌｉｇｎ软件进行分析。用于本研究的ＨＶ名称、

宿主鼠种的地理分布。由于各地自然和地理条件的

分离地点、标本来源及Ｓ片段核苷酸序列基凶库编

不同，ＨＶ宿主动物和分布也有差异，因此，掌握ＨＶ

号见表１。

宿主动物分布及其遗传特征，对防治ｔ作具有重要

表１本研究使用ＧｅｎＢａｎｋ中ＨＶ序列的病毒株

意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云南省楚雄州常有
ＨＦＲＳ流行，但缺乏宿主动物及Ｉ－ＩＶ的流行病学资
料，为此，我们对该州进行了ＨＶ宿主动物和疫源地
分布特点以及ＨＶ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材料与方法

１．标本采集：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６年的５—１０月，在云
南省楚雄州的楚雄、双柏、大姚、南华、姚安、元谋、牟
定、永仁、武定和禄丰共１０个县（市）居民区用笼夜
法捕鼠，对捕获的鼠类经分类鉴定后，无菌解剖取其
肺脏，放置于液氮中保存待检。
２．ＨＶ抗原检测：鼠类肺脏组织经冰冻切片后，
用直接免疫荧光试验（ＤＦＡ）检测ＨＶ抗原，抗原呈
阳性的标本用于核酸检测。
３．ＲＴ－ＰＣＲ法检测ＨＶ核酸：参照ｌｎｖｉｔｒｏｎｇｅｎ公
司的ＴＲＩｚｏｌ ＲＮＡ试剂使用说明书提取阳性鼠肺组

织中的病毒ＲＮＡ。用宝生物丁程大连有限公司反
转录酶试剂盒反转录得到ｃＤＮＡ。用ＲＴ－ＰＣＲ法扩
增ＨＶ Ｓ基因片段，１％琼脂糖凝胶检测扩增产物。

４．引物的设计与合成：用Ｐ１４引物反转录
ｃＤＮＡ，用于扩增ｓ片段（６２０～９９９ ｎｔ）的引物见参考
文献［１］。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合成。
５．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以Ｐ１４引物

结

果

反转录Ｓ基因的ｃＤＮＡ。ＨＶ－ＳＦＯ和ＨＶ－ＳＲＯ为ＳＥＯ

１．宿主动物调查：２００５和２００６年的５—１０月，

病毒通用ｓ片段的外引物，ＳＥＯ．ＳＦ和ＳＥＯ．ＳＲ为扩

在楚雄州１０个县（市）共捕获鼠类５属８种１４２１只，

增ＳＥＯ病毒ｓ片段的内引物。具体扩增条件为：

其中褐家鼠１０５６只，构成比高达７４．３１％，黄胸鼠、

９４℃预变性５

ｍｉｎ，９４℃１ ｍｉｎ，５００Ｃ １ ｍｉｎ，７２０Ｃ

小家鼠、大足鼠、斯氏家鼠、高山姬鼠、臭鼢鼯和卡氏

１０

ｍｉｎ，共３５个循环，最后一个循环于７２℃延伸

小鼠构成比依次为１９．７０％、２．２５％、１．８３％、１．２７％、

１０

ｍｉｎ。ＰＣＲ产物用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后，用

０．２８％、ｏ．２１％和０．１４％。结果表明，褐家鼠和黄胸

ＴａＫａＲａ产物回收试剂盒（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

鼠是楚雄州居民区优势鼠种。

司）纯化与回收，参照说明书操作。扩增的核苷酸片

２．Ｈｖ抗原检测：检测楚雄州１０县（市）居民区

段由北京三博远志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完成序列

鼠类肺组织标本１０２９份，阳性５３份，总带病毒率为

测定。

５．１５％，阳性鼠种为褐家鼠（５．０８％，３８／７４８）、黄胸鼠

６．序列分析：序列分析采用ＣｌａｓｔａｌＸ １．８３进行

（５．９７％，１２／２０１）、大足鼠（７．６９％，２／２６）和斯氏家鼠

核苷酸序列配对，应用Ｐｈｙｌｉｐ ３．６８软件包进行系统

（６．２５％，１／１６）。各县（市）鼠类ＨＶ带病毒率：永仁

ｍｅｔｈｏｄ，

县为５．７７％（３／５２），，阳性鼠种为褐家鼠；禄丰县为

ＮＪ）构建系统发生树，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值设定为１００。用

３．９８％（８／２０１），阳性鼠种为褐家鼠、黄胸鼠、大足鼠

Ｔｒｅｅｖｉｅｗ软件打开ｐｈｂ文件后，获得ＨＶ的ｓ段基因

和斯氏小鼠；牟定县为３．７７％（２／５３），阳性鼠种为褐

发生分析，以最大相邻法（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３月第３０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３

·２４１·

家鼠、黄胸鼠；大姚县为４．８５％（５／１０３），阳性鼠种为

１）的部分Ｓ基冈片段核苷酸序列（６２０～９９９ ｎｔ）构建

褐家鼠、黄胸鼠；南华县为１０．００％（１１／１ｌＯ），阳性鼠

系统发生树（图１）。楚雄州ＨＶ与ＳＥＯ型病毒亲缘

种为褐家鼠和黄胸鼠；楚雄市为６．３７％（１３／２０４），阳

关系较近，同在一个分支上；与ＨＴＮ型和分布于欧

性鼠种为褐家鼠；双柏县为２．００％（１／５０），阳性鼠种

洲的多不拉伐一贝尔格莱德（Ｄｏｂｒｏｖａ—Ｂｅｌｇｒａｄｅ）、普

为褐家鼠；元谋县为３．００％（３／１００），阳性鼠种为褐

马拉（Ｐｕｕｍａｌａ）和美洲引起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辛

家鼠和黄胸鼠；武定县为５．６６％（３／５３），阳性鼠种为

诺柏（ＳｉｎＮｏｍｂｒｅ）病毒相距甚远，表明来自楚雄州

褐家鼠；姚安县为３．８８％（４／１０３），阳性鼠种为褐家

家鼠的１２份病毒标本均为ＳＥＯ型ＨＶ。其中ＳＢ０３６

鼠和黄胸鼠。

（双柏县）和ＲＡ０８４、ＲＡ２４２（姚安县）的病毒标本与

３．ＨＶ核酸检测和分型：首先用ＨＶ属特异性引
物对ＨＶ抗原检测阳性的５３份鼠肺标本进行第一轮

北京市褐家鼠中的病毒株（ＢｊＨＤ０１）、辽宁省褐家鼠
的病毒株（ＨＬＤ６５）亲缘关系最近，在同一分支上，同

的ＲＴ－ＰＣＲ检测，然后用汉滩型（ＨＴＮ）和汉城型

属于ＳＥＯ型Ｓ３亚型；而ＬＦ０２９、ＬＦ０６４（禄丰县）、

（ＳＥＯ）引物进行扩增，结果ＳＥＯ型阳性２１份，分布

ＹＭ０５０（元谋县）、ＭＤ０４７（牟定县）、ＤＲ０８２（大姚县）

于南华县（黄胸鼠ｌ份，褐家鼠３份）、楚雄市（褐家鼠

与分离自山西省病毒株（ＨＢ８６１０）和河南省褐家鼠的

４份）、元谋县（褐家鼠１份，黄胸鼠１份）、禄丰县（大

病毒株（Ｒ２２）亲缘关系最近，在同一分支上，均属

足鼠２份，黄胸鼠２份）、永仁县（褐家鼠１份）、姚安

ＳＥＯ型Ｓ１亚型；来自楚雄市的４份病毒标本（ｃｘｌ０、

县（褐家鼠２份）、双柏县（褐家鼠１份）、大姚县（褐家

ＣＸｌ６、ＣＸ３５、ＣＸｌ２７）均与江西省罗赛鼠分离病毒株

鼠１份）、牟定县（褐家鼠１份），而ＨＴＮ型扩增均为

Ｌ９９同在一小分支上，同属ＳＥＯ型ｓｌ亚型。

阴性。结果表明大多数县、市均分布有ＳＥＯ型Ｈｖ。
‘４．同源性分析：经序列测定，楚雄州鼠肺标本

讨

论

中共获得１２株ＨＶ Ｓ片段核苷酸序列，其中来自褐

楚雄州属高原地区，本次捕鼠地区覆盖该州所

家鼠１０株，黄胸鼠和大足鼠各１株。这１２个病毒序

有县（市），均为海拔在１６００～２０００ ｍ的山间盆地，

列与来自河南省褐家鼠的Ｒ２２、江两省罗赛鼠的Ｌ９９

在云南省具有代表性。由于国内ＨＦＲＳ疫源地主要

和辽宁省褐家鼠的ＨＬＤ６５ ＳＥＯ型病毒株的同源性

分布在低海拔（＂＜５００ ｍ）地区，故楚雄州ＨＦＲＳ疫源

在８７．１％～９９．７％之间，与ＨＴＮ型７６．１１８株同源性

地在国内也具有特殊性。调查表明，褐家鼠和黄胸

仅为６４．４％～６９．１％（表２）。表明楚雄州１２个病毒

鼠足该州居民区优势鼠种，且带病毒率也较为相似，

序列与ＳＥＯ型同源性较高，而与ＨＴＮ型同源性较

由于这两种家鼠种群数量多，分布广泛，属当地居民

低，均为ＳＥＯ型病毒。

区主要带病毒鼠种，符合ＨＦＲＳ家鼠型疫源地宿主

５．系统发生树分析：用本次测序获得的１２株

动物分布特点。楚雄州１０县（市）居民区鼠类带病

ＨＶ序列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收集到的２８株不同型ＨＶ（表

毒率最高为南华县（１０．００％），最低为双柏县

表２云南省楚雄州１２株ＨＶ Ｓ基因片段部分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比较

注：黑体字部分为核苷酸序列同源性，白体宁为核苷酸序列差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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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定和大姚县均为ｓ１亚型，尤其是楚雄市４份病毒
序列均为ｓｌ亚型，表明在相似生态环境的疫源地
内，ＨＶ具有共同的分子特征。也可以认为，当地宿
主动物和生态环境未发生改变，ＨＶ的变异是非常有
限的。另外本研究首次经核酸和序列分析证实大足
鼠可作为ＳＥＯ型病毒的传染源，大足鼠在云南省广
泛分布，对其流行病学意义应引起重视。
由于ＨＶ与宿主共进化，随着生态环境的变
化，宿主动物改变和新发宿主的迁移，可能会引起
ＨＶ变异或称基因重排，导致病毒致病力更强¨ｏ。
我国学者研究发现，自然界ＨＶ存在着基因重排现
象阳，１０１，本研究楚雄州ＳＥＯ型病毒问虽存在一定程
度的差异，但是否为基因蕈排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本研究首次通过病原学和分子生物学研究证实
楚雄州的１０县（市）广泛存在着以褐家鼠为主要传
图１

ＳＥＯ型病毒部分ｓ片段核苷酸（６２０～９９９ｎｔ）
种系发生树

染源的ＨＦＲＳ家鼠型疫源地及ＳＥＯ型病毒的流行，
黄胸鼠和大足鼠在该疫源地中也发挥重要的传染源
作用。当地是否存在ＨＦＲＳ野鼠型疫源地尚需进一

（２．００％，１／５０）。各县（市）居民区无论褐家鼠（ｆ＝

步调查。

４６．８３，Ｐ＝Ｏ．００）或黄胸鼠（ｆ＝１９６．６２，Ｐ＝Ｏ．００）Ｈｖ

［本研究中的捕鼠工作由楚雄、双柏、大姚、南华、姚安、元谋、牟

带病毒率虽有差异，但总的来看，这两种家鼠的传染

定、永仁、武定和禄丰县（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给予大力支持，特此

源意义是一样的，而从种群数量看，褐家鼠的传染源

志谢］
参

作用更大。
已知引起人类ＨＦＲＳ的ＨＶ基因型主要为
ＨＴＮ、ＳＥＯ、普马拉型和多不拉伐一贝尔格莱德型病
毒。ＨＴＮ型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欧洲；ＳＥＯ型分布最
广，包括亚洲心，３｜、欧洲¨】、非洲㈦、美洲…等呈全球性
分布；普马拉型分布在西欧、北欧及中欧，多不拉伐一
贝尔格莱德型和近年发现的ＳＡＡ型主要分布在欧

考

文献

［１］孙黎，张永振，李林红，等．河南省Ⅱ型汉坦病毒基闪亚型及其
分布的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５，２６（８）：５７８—５８２．
［２］ＰｌｙｕｓｎｉｎａＡ，Ｉｂｒａｈｉｍ ＩＮ，Ｗｉｎｏｔｏ

ａ１．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Ｓｅｏｕｌ

Ｉ，ｅｔ

ｈａｎｔ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 Ｒｍｔｍ，ｌｏｒｗ觚ｃ蛐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Ｓｃａｎｄ Ｊ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２００４，３６（５）：３５６—３５９．
［３］Ｋａｒｉｗａ Ｈ，Ｙｏｓｈｉｍａｔｓｕ Ｋ，Ａｒｉｋａｗａ Ｊ．Ｈａｎｔ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Ｃｏｍｐ Ｉｍｍｕｎｏ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２００７，３０（５－６）：
３４ｌ－３５６．

［４］Ｏｌｓｓｏｎ ＧＥ．Ｗｈｉｔｅ Ｎ，Ｈｊｆｉｌｔ６ｎ Ｊ，ｅｔ ａ１．Ｈａｂｉｔａ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洲【７］。我国主要流行ＨＴＮ和ＳＥＯ型病毒。本研究

ｗｉｔｈ

对采自楚雄州的１０县（市）经ＤＦＡ检查阳性的５３份

ｈａｎｔａｖｉｒｕ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ｗｅｄｅｎ，２００５，５（４）：３１５－３２３．

鼠肺标本进行ＨＶ核酸检测和分型，结果核酸阳性
２１份均为ＳＥＯ型病毒，表明调查地区广泛分布有
ＳＥＯ型病毒。
为进一步掌握楚雄州家鼠中ＳＥＯ型病毒的分
子遗传特征，对经核酸检测阳性的病毒标本进行部
分ｓ片段核苷酸序列测定、同源性分析并构建系统
发生树，同样证明楚雄州１２个病毒序列与ＳＥＯ型同
源性较高，而与ＨＴＮ型同源性较低，均为ＳＥＯ型病
毒。进化树分析还发现它们之间仍存在着一定差
异，可分为两个亚型，其中Ｓ１亚型３株，ｓ３亚型９株，
以ｓ１亚型为主。有意义的是，亚型分布也存在明显

ｂａｎｋ

ｖｏｌｅｓ（Ｃｌｅｔｈｒｉｏｎｏｍｙｓ

ｇｌａｒｅｏｌｕｓ）ａｎｄ

［５］Ｋｌｅｍｐａ Ｂ，Ｆｒｃｈｅｔ．Ｃａｌｖｅｔ Ｅ，Ｌｅｃｏｍｐｔｅ

ａ１．Ｈａｎｔ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

Ｅ，ｅｔ

ｗｏｏｄ ｍｏＢｓｅ，Ｇｕｉｎｅａ．Ｅｍｅｒｇ Ｉｎｆｅｃ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ｃｏｍｉｔａｎｔ

Ｄｉｓ，２００６，１２（５）：

８３８－８４０．

［６］Ｃｌｅｍｅｎｔ

Ｊ，Ｎｅｉｌｄ

ＧＨ，Ｍａｅｓ

Ｐ，ｅｔ

ｈａｎｔ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Ｅｍｅｒｇ

ａ１．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Ｉｎｆｅｃｔ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２００７，１３（２）：

３４５—３４６．

［７］周济华，张海林．汉坦病毒分型及致病性的研究进展．国际病毒
学杂志，２００８，１５（２）：３７—４２．
［８］Ｚｅｉｅｒ Ｍ，Ｈａｎｄｅｒｍａｎｎ Ｍ，Ｂａｈｒ Ｕ，ｅｔ ａ１．Ｎｅ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ａｎｔ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ａ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ａｎｄ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 ｒｅｖｉｅｗ．ＶｉｒｕｓＧｅｎｅｓ．２００５．３０（２）：１５７－１８０．

［９］林献丹，杨鹏ｌ￡，廖晓伟，等．浙江省温州市啮齿动物中汉坦病毒
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８，２９（９）：８９１—８９４．
［１０］Ｚｏｕ Ｙ，Ｈｕ Ｊ，Ｗａｎｇ
ｈａｎｔａｖｉｒｕｓｅｓ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ＺＸ，ｅｔ

ｆｒｏｍ

ａ１．Ｃｅｎ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ｎ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ｒ

ｒｅａｓｓｏｒ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Ｊ Ｍｅｄ Ｖｋ０１．２００８。８０（６）：

１０３３－１０４１．

的地域特点，如该州西南部的双柏和姚安县仅分布

（收稿Ｅｌ期：２００８—１０—２６）

有Ｓ３亚型，而中部和东北部的楚雄市及禄丰、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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