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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手足口病例肠道病毒７ １型
分离株的全基因组序列分析
张绍丽许汴利
【摘要】

目的

陈立卫海燕杜燕华李幸乐

郭万申

对２００８年河南省手足口病患者体内分离的肠道病毒７１型（Ｅｖ７１）进行全

基冈组核苷酸序列测定。方法采用ＲＴ－ＰＣＲ扩增覆盖全基因组的８个重叠基因片段，双向测
序，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中的ＭｅｇＡｌｉｇｎ等软件进行同源性分析，ＭＥＧＡ３软件进行进化树分析和做
图。结果８个重叠基因片段序列拼接得到ＥＶ７１全基冈组序列，共７４０５个核苷酸，与其他ＥＶ７１
病毒基因组构成相似，在非编码区有核苷酸的插入和缺失。同源性分析：在Ｐ１区，ＨＥＮＡＮ０８株与
安徽株（ＡｎｈｕｉＦＹ０８）、深圳株（ＳＨＺＨ９８和ＳＨＺＨ０３）、浙江株（Ｚｈｅｊｉａｎ９０８）等毒株的核苷酸和氨基
酸同源性分别大于９１％和９７％；与标准株（ＢｒＣｒ）和台湾流行株（ＴＷ２０８６）的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
性分别大于７５％和８２％；与ＣｏｘｓａｃｋｉｅｖｉｒｕｓＡｌ６（Ｃｏｘ．Ａ１６）的同源性最低，为６８．７％和７９．６％。在Ｐ２
和Ｐ３区，ＨＥＮＡＮ０８株与其他国内ＥＶ７１株的同源性均较高，而与ＢｒＣｒ以及ＴＷ２０８６的同源性低于
Ｃｏｘ．Ａ１６。Ｐｉ区遗传进化分析表明：ＨＥＮＡＮ０８株与ＡｎｈｕｉＦＹ０８和Ｚｈｅｊｉａｎ９０８的进化关系都密切，
与Ｃｏｘ．Ａ１６疏远。结论ＨＥＮＡＮ０８属ＥＶ７１病毒的Ｃ４亚型，与ＡｎｈｕｉＦＹ０８、Ｚｈｅｊｉａｎ９０８和
ＳＨＺＨ０３进化途径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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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主要的病原体是新刑肠道病毒７１型

呼吸道感染和心肌炎等症状而导致几百例病例死

（ＥＶ７１）和柯萨奇病毒Ａ组１６型（Ｃｏｘ．Ａ１６）ｎ，引。其

亡，引起世界各国关注和警惕。自２００８年３月底以

中以ＥＶ７１为主要病原体的手足口病先后在马来西

来，我国安徽省阜阳等地相继发生手足口病疫情，并

亚（１９９７）、中国台湾（１９９８）和新加坡（２０００）等地引

从危重、死亡病例送检标本（肺、肠淋巴结、脑脊液、

起大规模暴发，且因该病毒侵犯中枢神经系统而引

脾、胸腺、肾、脑、心、咽拭子）中分离出ＥＶ７１，判断此

起患者并发无菌性脑膜炎、脑炎、急性弛缓性麻痹、

次疫情主要是由ＥＶ７１感染所致ｂＪ。河南省与安徽
省相邻，也有散发病例出现。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９．０１９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０１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张绍丽）；河南省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许汴利、郭万申、卫海燕、杜燕华、李幸乐）；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陈立）

中心（ＣＤＣ）及所辖地区ＣＤＣ对所报告病例均进行
现场流行病学调查和标本采集，成功分离出ＥＶ７１毒
株，对分离株进行病毒全基因组核苷酸序列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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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０．５“ｌ，Ｒｎａｓｅ．ｆｒｅｅ

１．毒株来源：待测病毒株是２００８年河南省ＣＤＣ

ｄｄＨ２０

反应条件：５０℃４０

儿的粪便中分离，经ＥＬＩＳＡ和ＥＶ７１ Ｐ１区特异性引

４０ ｓ，６５。Ｃ

物的ＲＴ－ＰＣＲ方法证实为ＥＶ７１病毒，并经ＲＤ细胞

１０

扩增分离得到细胞毒１２５号ＥＶ７１病毒株，该病毒株

凝胶电泳分离，回收纯化。

２．实验试剂：ＲＮＡ提取试剂盒（Ｔ认ＮＧＥＮ

ＴＩＡＮＧＥＮ

１

ｍｉｎ，９４０Ｃ ５ ｍｉｎ，９４。Ｃ ４０ ｓ，５００Ｃ

ｍｉｎ，共３５个循环。最后在６５℃延伸

６．病毒测序分型：将以上８对引物及回收产物送

Ⅵｍｌ ＲＮＡ Ｍｉｎｉ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鼬ｔ）和ＲＴ－ＰＣＲ试剂盒
Ｓｔｅｐ

２４．５“ｌ，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ｐｒｉｍｅｒ

ｒａｉｎ。扩增产物用０．５％溴化乙锭染色，１％琼脂糖

和ＲＤ细胞均由河南省ＣＤＣ相关科室保存。

Ｏｎｅ

Ｒｔａｓｅ

１ ｌｘｌ，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ｐｒｉｍｅｒ ｌ¨ｌ，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ＲＮＡ ３¨ｌ。

分离并保存的病毒株之一，是从郑州市手足口病患

（Ｑｕａｎｔ

ｌｘｌ，Ｑｕａｎｔ

ＲＴ－ＰＣＲ磁ｔ）均购自北京

测序公司测序。所用测序仪器为ＡＢＩ ＰＲＩＳＭ

３７３０，

ｖ３．１，同时进行双向
测序试剂为ＢｉｇＤｙｅ
测定，测序结果用ＡＴＧＣ软件进行编辑。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ｏｒ

ＢＩＯＴＥＣＨ公司。ＰＣＲ扩增片段纯化回

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搜索一组序列比较接近的肠道病

收采用ＵＮＩＱ一１０柱式ＤＮＡ胶回收法，试剂盒购自上

毒全基因组序列，运用Ｃｌｕｓｔａｌ（１．８）Ｘ、ＧｅｎｅＤｏｃ、

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其他生化试剂

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中的ＭｅｇＡｌｉｇｎ等软件进行序列间的
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性比较，同时用ＭＥＧＡ３软件

均为分析纯试剂。
３．引物设计与合成：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中安徽省阜
阳市２００８年新测的３株病毒株（Ｅｕ７０３８１２、

进行进化树分析和做图。对该新型肠道病毒ＥＶ７１
毒株进行定型ｏ－

ＥＵ７０３８１３和ＥＵ７０３８１４）的序列，参考文献［４，５］运

结

用Ｐｒｉｍｅｒ５．０和ＤＮＡＳｔａｒ中的ＭｅｇＡｌｉｇｎ软件设计了

果

８对首尾相互重叠、覆盖全基因组的引物。引物由

１．病毒全基因组ｃＤＮＡ的构建和序列分析：以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引物序

河南省ＥＶ７１分离株为模板，在预先设计的覆盖全基

列见表１。

因组的８对引物作用下进行ＲＴ－ＰＣＲ反应，１％琼脂
表１

糖凝胶电泳检测。结果表明，病毒分离物在设计的

Ｅｖ７１全基困组序列扩增用引物

８对引物的扩增后均能获得预计大小的片段。病毒
全基因组分区连接如图１。
经核苷酸序列测定发现，ＥＶ７１ ＨＥＮＡＮ０８株
全基因组（未包括多聚腺苷酸尾）长度为７４０５

ｂｐ，

其中Ａ占２７．０１％，Ｇ占２４．００％，Ｔ占２４．９２％，Ｃ占
２４．０７％。腺嘌呤核苷酸和胸腺嘧啶核苷酸丰富
（Ａ＋Ｔ＝５１．９３％）。从基因组的５’末端开始有７４２
个碱基的５ ７非编码区（５ ＵＴＲ），与ＳＨＺＨ９８株、
７

ＢｒＣｒ株、Ｚｈｅｊｉａｎ９０８株和ＴＷ２０８６株（７４３个碱基）不
同。５ ＵＴＲ之后为６５７９ ｂｐ的编码区，编码含２１９３
７

个氨基酸的多聚蛋白，其后为８４个碱基的３’非编码
７

区（３

ｕＴＲ）。与其他ＥＶ７１毒株相比，ＨＥＮＡＮ０８

株在编码区没有核苷酸的缺失和插入，但在５’ＵＴＲ
４．细胞毒总ＲＮＡ的提取：把ＥＶ７１病毒株经ＲＤ

和３’ＵＴＲ区有缺失和插入存在。

细胞扩大增殖得到的细胞毒反复冻融３次后，于

２．病毒基因组核苷酸同源性比较：ＥＶ７１

ｍｉｎ，取上清液１４０ ｐｌ按ＲＮＡ

ＨＥＮＡＮ０８株与其他Ｅｖ７ｌ毒株及Ｃｏｘ．Ａ１６核苷酸同

提取试剂盒的说明书进行操作，剩余上清液放一２０＇ｔ２

源性比较结果见表２。在整个基因组，包括５ ７ＵＴＲ

以下保存备用。

区、编码区（Ｐ１、Ｐ２和Ｐ３）和３’ＵＴＲ区，和ＡｎｈｕｉＦＹ０８

４℃２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０

５．ＲＴ－ＰＣＲ扩增覆盖全基因组的８条ｃＤＮＡ片
段：ＲＴ－ＰＣＲ的反应体系（５０ ｒｔｌ）：１０×ＲＴ－ＰＣＲ

株以及Ｚｈｅｊｉａｎ９０８株的同源性均高于９５％；在Ｐ１区，

Ｂｕｆｆｅｒ

ＨＥＮＡＮ０８与ＡｎｈｕｉＦＹ０８、ＳＨＺＨ９８、Ｚｈｅｊｉａｎ９０８、

５ ｐｌ，ｄＮＴＰｓ ２“ｌ，５×ＲＴ－ＰＣ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ｒ １０ Ｉｘｌ，Ｒｎｓｉｎ

ＳＨＺＨ０３株的同源性均＞９０％，与ＢｒＣｒ和ＴＷ２０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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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ｘ．Ａ１６等进行了遗传进化
分析。图２和图３显示：不

旺

鳍
嫠
址
挺

论结构蛋白和非结构蛋白，
ＨＥＮＡＮ０８株与加血ｌｉＦＹ０８
（ＥＵ７０３８１２）和Ｚｈｅｊｉａｎ９０８
Ｏ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６０００

７０００

（Ｅｕ８６４５０７）的进化关系都

８０００

密切，与Ｃｏｘ．Ａ１６（Ｕ０５８７６）
图１
表２

Ｈ

ＥＮＡＮ０８株病毒结构分区及核苷酸数目

ＨＥＮＡＮ０８株与其他Ｅｖ７ １毒株核苷酸同源性
比较结果（％）

在结构蛋白上进化疏远，与

ＢｒＣｒ（Ｕ２２５２１）以及ＴＷ２０８６（ＡＦｌｌ９７９６）在非结构

蛋白上进化疏远。
ＡｎｈｕｉＦＹ０８ ｆＥＵ７０３８１２１

Ｚｈｅｊｉａｎ９０８（ＥＵ８６４５０７）
ＨＥＮＡＮ０８

ＳＨＺＨ０３（ＡＹ４６５３５６）
ＳＨＺＨ９８

ｆＡＦ３０２９９６）

ＴＷ２０８６（ＡＦＩ １９７９６ｌ
ＢｒＣｒ（Ｕ２２５２１）
ＣＡｌ６（Ｕ０５８７６、

的同源性均＞８０％，而与Ｃｏｘ．Ａ１６的同源性最低（＜
７０％）；在Ｐ２和Ｐ３区，ＨＥＮＡＮ０８与其他国内ＥＶ７１
株的同源性均较高，而与标准株ＢｒＣｒ以及ＴＷ２０８６

注：括号内为基因登录号

图２

ＥＶ７１病毒结构蛋白Ｐ１区的遗传进化分析

的同源性低于Ｃｏｘ．Ａ１６；在５ ＵＴＲ区，ＨＥＮＡＮ０８与
７

其他ＥＶ７１株的同源性均较高，而与Ｃｏｘ．Ａ１６的同源

ＡｎｈｕｉＦＹ０８饵Ｕ７０３８１２１

性最低；在３’ＵＴＲ区，与标准株ＢｒＣｒ以及ＴＷ２０８６

Ｚｈｅｊｉａｎ９０８（ＥＵ８６４５０７）
ＨＥＮＡＮ０８

的同源性最低。

ＳｌｉＺＨ９８（ＡＦ３０２９９６、

３．病毒编码蛋白氨基酸同源性比较：由核苷酸

ＳＨＺＨ０３（ＡＹ４６５３５６、
ＣＡｌ６（Ｕ０５８７６１

序列推导的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比较显示，在整个编

ＢｒＣｒ（Ｕ２２５２１）

码区ＥＶ７１ ＨＥＮＡＮ０８株与其他国内外ＥＶ７ｌ株的同

源性均较高，与Ｃｏｘ．Ａ１６同源性最低；在Ｐ２和Ｐ３
区，ＨＥＮＡＮ０８与其他国内ＥＶ７１株的同源性均较
高，而与标准株ＢｒＣｒ以及ＴＷ２０８６的同源性低于

ＴＷ２０８６（ＡＦｌ １９７９６）

——葫丁———丽Ｆ———丽０
注：括号内为基围登录号
图３

ＥＶ７１病毒非结构蛋白Ｐ２和Ｐ３区的遗传进化分析

Ｃｏｘ．Ａ１６；结构蛋白ＶＰｌ区，ＥＶ７１ ＨＥＮＡＮ０８株与
讨

ＡｎｈｕｉＦＹ０８、ＳＨＺＨ９８、标准株ＢｒＣｒ、Ｚｈｅｊｉａｎ９０８、

论

ＳＨＺＨ０３、ＴＷ２０８６株的同源性均＞９５％，与Ｃｏｘ．Ａ１６

ＥＶ７１型属小ＲＮＡ病毒科肠道病毒属的新型

的同源性最低，为７２．７％。结构蛋白ＶＰ４区的同源

肠道病毒，基因组大约含有７４０８个核苷酸的单股

性比较都为１００％（表３）。

正链ＲＮＡ，从基因组的５’末端至３ ７末端依次排列

表３

ＨＥＮＡＮ０８株与其他ＥＶ７１毒株氨基酸
同源性比较结果（％）

着５’ＵＴＲ、编码区１Ａ、ｌＢ、ＩＣ、１Ｄ、２Ａ、２Ｂ、２Ｃ、３Ａ、
３Ｂ、３Ｃ、３Ｄ、３’ＵＴＲ及多聚腺苷酸尾。其中编码区
编码含２１９３个氨基酸的多聚蛋白，多聚蛋白可进
一步被水解成Ｐ１、Ｐ２、Ｐ３三个前体蛋白。Ｐ１区编码
１Ａ（多肽ｖＰ４）、１Ｂ（多肽ＶＰ２）、ｌＣ（多肽ＶＰ３）、１Ｄ
（多肽ＶＰｌ）４个病毒外壳蛋白，Ｐ２和Ｐ３区主要编码
蛋白水解酶及ＲＮＡ聚合酶，Ｐ３区在进化过程中高
度保守№一】。

４．病毒基因的遗传进化分析：用ＭＡＧＡ软件

在过去近４０年的流行过程中根据ＶＰｌ编码基

对ＨＥＮＡＮ０８与取白ＧｅｎＢａｎｋ的其他Ｅｖ７１毒株、

因核苷酸序列的系统发生树，ＥＶ７１逐渐分为５个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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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ｌ，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９

立的基因型（Ａ、Ｂ、Ｃ、Ｄ和Ｅ）。Ａ基因型为ＥＶ７１的

该ＥＶ７１分离株与Ｃｏｘ．Ａ１６的关系都最疏远。对非

原形病毒株，只包含一个单独的病毒株

结构蛋白（Ｐ２和Ｐ３区）的遗传进化分析表明，国内

ＢｒＣｒ－ＵＳＡ一７０；Ｂ基因型可进一步分为５个亚型（Ｂｌ、

ＥＶ７１分离株的进化关系都密切，与Ｃｏｘ．Ａ１６较疏

Ｂ２、Ｂ３、Ｂ４、Ｂ５），主要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哥伦比

远，而与欧美流行株以及中国台湾流行株关系最

亚、中国大陆部分地区与台湾、部分马来西亚的病毒

远。虽然ＨＥＮＡＮ０８株在非结构蛋白区与中国台湾

株；Ｃ基因型也分为４个亚型（Ｃ１、Ｃ２、Ｃ３、Ｃ４），主要

流行株进化途径不同，但可能由于许多共同的因素

包括美国、澳大利亚西部、中国大陆与台湾、加拿大

如种族、生活习惯及环境等，造成其抗原性上的相

和部分马来两亚的病毒株；Ｄ基因型主要包括新加

似。这与以往研究相符。

坡和马来西亚的病毒株；Ｅ基因型主要为中国台湾
的部分病毒株哺】。同一基因型内，核苷酸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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