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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免疫力下降有关。建议高年龄组人群通过增加接种针次来

区和乡镇接种点血清抗体阳性率无明显差异。随着卫生资源

提高免疫效果。国产人用狂犬病疫苗及国产与进口疫苗混

投入。乡镇接种点冷链车、专用冰箱的配备，疫苗运输贮存的

合接种者血清抗体阳性率明显高于进口疫苗接种者，杨洁

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同时采用知情同意书告知接种者按规程

等…曾报道可能存在疫苗抗原与试剂包被抗原不匹配的原

进行全程疫苗接种、及时采血检测以及抗体阴性者及时进行

因。目前国内间接ＥＬＩＳＡ人用狂犬病毒ｌｇＧ抗体试剂盒具

加强免疫等措施，可大大提高人群免疫效果。

有一定的非特异性反应，除』，检测狂犬病毒抗体成分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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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乡镇接种点的抗体阳性率明显低于城区接种点。分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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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埃可病毒２５型河南分离株全基因特征分析
晁灵黄学勇

李幸乐

许汴利
鉴于目前除原型株，ｖｏ外，尚未有Ｅｃｈ０２５全基因序列的测

【关键词】埃可病毒２５型；全基冈序列
ＯＩＩ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ｒｏｍ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归ｒ矿．１２

ｏｆ

Ｅｃｈ０２５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ＣＨＡ０ Ｌｉｎｇ。．ＨＵＡＮＧ Ｘｕｅ－

Ｘｉｎｇ－ｌｅ２，ＸＵ Ｂｉａｎ－ｌｉ２．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ｚｈｏｕ

４５０００ｌ，Ｃｈｉｎａ；２

ｌｔｅｎ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ＸＵ Ｂｉａｎ－ｌｉ，Ｅｒｎａｉｌ：ｘｕｂｌ＠ｈｎｃｄｃ．ｃｏｍ．ｃｎ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

ｇｒａｎｔ居．０ｍ ｔｈｅ ｔｔｅｎ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ｌｅ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Ｎｏ．２００７０２０１６）．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ｃｈ０２５；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ｇｅｎｏｍｅ

定，为了解其基闪特征．本研究对其中ｌ株进行全基因组序列
测定。
１．材料与方法：

（１）毒株来源：待测病毒株是２００８年河南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ＣＤ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病毒性脑炎实验室分离并
保存的毒株。命名为ＨＮ－０２。

（２）引物设计：根据原型株Ⅳ４（ＡＹ３０２５４９）序列，设计
ｌｌ对首位相互重叠、覆盖全基因组的引物（表１）。
（３）ＲＮＡ提取及反转录：将病毒接种于ＲＤ细胞。待细胞

埃可病毒２５型（Ｅｃｈ０２５）是一种常见的肠道病毒．２００８

病变达７５％时收获。一２０℃反复冻融３次；用美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

年河南省从病毒性脑炎患者脑脊液中分离出４株Ｅｃｈ０２５。

的Ｒｎｅａｓｙ Ｍｉｎｉ试荆盒提取ＲＮＡ，用大连宝生物公司的
ＰｒｉｍｅＳｅｒｉｐｔ ｌ—Ｓｔｒａｎｄ ｃＤＮＡ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

Ｉ．０１．０２２

基金项目：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项目（２００７０２０１６）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０１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晁灵）；河南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黄学勇、李幸乐、许汴利）
通信作者：许汴利．Ｅｍａｉｌ：ｘｕｂｌ＠ｈｎｃｄｃ．ｃｏｍ．∞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试剂盒反转录ｃＤＮＡ，

所有操作按照说明书进行。

（４）ＰＣＲ扩增：ＰＣＲ反应体系（５０¨１）：１０×Ｂｕｆｉｅｒ

５ ｐＩ，

４×ｄＮＴＰ混合物４ ＦＩ。０．４ ｐｌ Ｔａｑ酶．ｃＤＮＡ ３肛Ｉ，上下游特异
引物（２５ ｐｍ）各ｌ¨ｌ。反应条件：９４℃４ ｍｉｎ；９４℃５０

ｓ，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１月第３２卷第１期Ｃｈｉｎ

·９２·

表１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Ｉ

酸尾（ＰｏｌｙＡ）夕ｂ，全长７４２３ ｂｐ。分为３个区：７４３ ｂｐ的５’非编

Ｅｃｈ０２５全基因组扩增引物序列

码区（５’ＵＴＲ）、６５８４ ｂｐ的编码区（ＣＤＳ）、９６ ｂｐ的３’ＵＴＲ。
ＨＮ一０２基因组特征为ＡＴ含量丰富，占５２．５７％。ＨＮ一０２分离

株与原型株Ｊｖｑ全基因序列核苷酸同源性为８１．４％（表２）。

（２）５’和３’ＵＴＲ：与原型株Ｍ相比，ＨＮ一０２株５’ＵＴＲ

核苷酸同源性最高，为８３．０％，３’ＵＴＲ核苷酸同源性为
７４．７％。与ＨＥＶＢ其他型相比。５’ＵＴＲ核苷酸差异为
１３．２％～１９．２％。３’ＵＴＲ核苷酸差异为１２．２％～２１．３％。各型
别间５’ＵＴＲ区核苷酸序列较保守。
（３）ＣＤＳ特征：与原型株Ｊｖ．４相比，ＨＮ一０２所编码的氨
基酸差异为３．５％；核苷酸差异为１８．８％，其中ＶＰ４一ＶＰ２核苷
酸差异为１８．６％一１９．２％、ＶＰＩ核苷酸差异为１９．６％；Ｐ２、Ｐ３

核苷酸差异分别为１７．５％、１９．９％。与ＨＥＶＢ其他型相比，
ＶＰ４一ＶＰ２核苷酸差异为２０．５％～３４．３％、ＶＰｌ核苷酸差异为
３０．９％～４０．１％；Ｐ２、Ｐ３核苷酸差异为１１．Ｏ％～１９．４％。
（４）所测ＨＮ一０２全基因序列提交至ＧｅｎＢａｎｋ，所得序列
号为ＨＭ０３１１９１。
３．讨论：相对于５’ＵＴＲ区，ＨＮ一０２ ＣＤＳ序列不断变异，
但这些变异为同义突变，并不影响氨基酸序列…。肠道病毒
４０℃５０ ｓ，７２℃９０ ｓ，共３５个循环；７２℃１０ ｍｉｎ。ＰＣＲ扩增

基因组中以衣壳蛋白ＶＰＩ、ＶＰ２、ＶＰ３ ＣＤＳ较易发生变异，其

产物经１．２％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产物纯化后送南京金斯

中ＶＰＩ蛋向上关键的抗原表位变化会影响病毒对宿主细胞

瑞生物科技公司进行测序。

的吸附及其免疫原性，从而改变病毒的毒力。】。ＨＮ一０２与

（５）序列分析：使用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中的ＳｅｑＭａｎ程序将所

ＨＥＶＢ其他型同源性分析发现，Ｐ１区氨基酸差异较大，为

测片段拼接起来，得到ＨＮ一０２全基因序列。从ＧｅｎＢａｎｋ上

１８．８％．２９．４％，Ｐ２、Ｐ３区相对保守，氨基酸同源性均在９５％

选取同源性较高的其他型人肠道病毒Ｂ组（ＨＥＶＢ）如Ｅｃｈｏ

以上，表明不同区域在进化巾并不同步。基因重组不仅仅发

病毒及柯萨奇病毒（ＣＢＶ）等基因序列，用ＢｉｏＥｄｉｔ软件进行

生在衣壳区，Ｐ２、Ｐ３区基因重组也很频繁，有研究表明，基因

同源性比较。

重组为肠道病毒进化的主要机制＿１。随着新型肠道病毒的

（６）序列登录号：所测ＨＮ一０２全基因序列提交至

不断出现ｔ及肠道病毒频繁的基因重组‘２ｊ，为进一步了解该
病毒的基因特性，应对肠道病毒ＵＴＲ、病毒基因重组及抗原

ＧｅｎＢａｎｋ。

２．结果：

性改变情况等作更多的研究，为疾病的防治提供详实的基础

（１）ＨＮ一０２是一条单股正链ＲＮＡ，除３’末端的多聚腺苷

性资料。

表２
病毒株

全基因组５’ＵＴＲ

ＨＮ一０２株与其他型ＨＥＶＢ毒株同源性比较结果（％）

ＣＤＳ

ＰＩ

ＶＰ４

ＶＰ２

ＶＰ３

ＶＰＩ

Ｐ２

Ｐ３

３ ７ＵＴＲ

ＡＹ３０２５４９（ＥＣＨ０２５）８１．４

８３．０

８１．２（９６．５）８１．钺９６．１１

ＡＹ９４８４４２（ＥＣＨ０３０）

７９．３

８６．８

７８．３（９０．３）７４．７（８０．Ｏ）７４．７（９１．４）７０．７（８２．５）７０．８（８１．Ｏ）６７．２（９７．１）８１．７（９６．Ｏ）８５．４（９７．６）８６．８

８１．４（９４．２）８１．０（９８．ｏ）８０．８（９６．６）８０．４（９７．５）８０．１（９６．ｏ）８２．５（９７．３）

７４．７

ＤＱ２４６６２０（ＥＣＨ０３０）

７９．３

８６．７

７８．３（９０．７）７３．０（８０．３）７３．８（９１．４）７０．８（８２．９）７０．７（８１．９）６７．２（９７．５）８１．９（９６．８）８５．２（９７．８）８７．８

ＥＦｌ５５４２３（ＡＭＳ５７３）

７７．４

８６．０

７６．９（９０．５）７６．１（引．２）７６．１（９２．８）７２．６（８３．７）７０．４（８１．０）６９．１（９８．９）８０．“９５．８）８０．８（９７．１）８４．６

ＡＹ３０２５４７（ＥＣＨ０２１）

７８．Ｏ

８３．８

７７．３（９０．７）７９．５（８０．７）７９．５（９４．２）７３．７（８２．９）７１．４（８２．３）６８．８（９８．２）８０．９（９６．５）８０．８（９７．６）

７８．７

ＦＪｌ７２４４７（ＥＣＨ０４）

７８．７

８０．８

７８．５（８７．９）７４．２（７３．８）７４．２（９２．８）７１．ｏ（７９．８）６７．９（７２．２）６０．６（９８．２）８２．１（９５．６）８９．ｏ（９７．８）

８１．９

ＡＦ５２４８６７（ＥＣＨ０９）

７７．６

８６．８

７６．５（８６．４）７４．２（７０．６）７４．２（９２．８）７０．ｏ（７７．６）６５．７（６９．４）５９．９（９６．７）８２．１（９６．７）８４．８（９７．５）８２．６

ＦＪ０００００ｉ（ＣＢＶ３）

７８．１

８６．５

７７．１（８７．７）７８．５（７３．１）７８．５（９１．４）６７．９（７８．Ｏ）７０．３（７４．３）６１．ｏ（９７．１）８１．９（９５．８）８５．２（９８．１）

８１．８

Ｃ，Ｑ１４１８７５（ＣＢＶ３）

７８．１

８６．８

７７．１（８７．８）７８．５（７３．１）７８．５（９１．４）６７．３（７７．６）６９．６（７４．７）６１．４（９７．５）８１．８（９６．０）８５．钡９８．Ｉ）

８０．Ｏ

注：括号外数据为核诗酸ｆｎｌ源性比较．括号内数据为氨基酸同源性比较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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