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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地区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人肠道病毒
７ １型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刘晓琳汪照国
【摘要】

杨婷婷弋英

目的了解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青岛地区引起手足口病的人肠道病毒７１（ＥＶ７１）型ＶＰＩ

基因编码区（ＣＤＳ）分子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采用荧光定量ＰＣＲ对咽拭子标本进行总肠道病毒

（ＥＶ）、柯萨奇病毒Ａ１６（ＣＡｌ６）和ＥＶ７１检测。选取部分ＥＶ７１检测阳性的标本进行ＶＰｌ基阂ＣＤＳ

序列的扩增及测序，对所获得的序列进行进化树分析。结果青岛市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５１株ＥＶ７１
病毒核苷酸和氨基酸的差异性分别为５．３％和１．７％。所有病毒均属于Ｃ４亚型中的Ｃ４ａ簇。２００８和
２００９年的基因进化树均有多个分支产生，但每年都有一个主要分支（即优势株）。２００８年的优势
株与２００７年山东省临沂市优势株高度同源，２００８年的次优势株和２００９年的优势株同与２００８年
安徽省阜阳市优势株高度同源。２００７年的２株ＥＶ７１与２００７年山东省临沂市流行株高度同源。

结论青岛市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的ＥＶ７１均有多个传播链存在，２００８年的主传播链至２００９年变为次
传播链，但２００８年的次传播链至２００９年发展为主传播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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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ＨＦＭＤ）是婴幼儿常见的肠道传染
病，多表现为发热、口腔溃疡及特征性出疹。引起

对象与方法

ＨＦＭＤ的主要病原体是人肠道病毒７ｌ（ＥＶ７１）和柯

１．标本的采集：自哨点医院采集临床诊断的

萨奇病毒Ａ１６（ＣＡｌ６）“圳。自２００７年山东省临沂市

ＨＦＭＤ病例（包括门诊轻症病例和住院重症病例，其

暴发ＨＦＭＤ以后，青岛地区开始加强对ＨＦＭＤ的监

中：２００７年轻症病例１４５例；２００８年轻症病例７０６例。

测，本研究对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青岛地区ＥＶ７１病毒株

重症病例２ｌ例；２００９年轻症病例１０５７例，重症病例

的ＶＰＩ基因进行研究。

２０２例，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均无死亡病例）的咽拭子标本。
２．病毒核酸的提取：采用瑞士Ｒｏｃｈｅ公司生产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１．０４．０１３

作者单位：２６６０３３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微生物室
通信作者：汪照国，Ｅｍａｉｌ：ｗｚｇ－００３＠１６３．ｃｏｍ

的高纯度ＲＮＡ提取试剂盒，按照说明书从２００ Ｌｌｌ咽
拭子采样液中提取病毒核酸，提取的核酸溶解于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４月第３２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４

５０

ｕｌ无核酸酶的水中，于一８０℃中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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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毒株与１株深圳株（ＧｅｎＢａｎｋ：ＦＪ６０７３３７）高度同

３．荧光定量ＰＣＲ：对咽拭子标本中总肠道病毒

源。分支３（Ｈ１０９）与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日本富山流行

（Ｅｖ）、ＣＡｌ６和ＥＶ７１进行检测，采用中国疾病预防

株高度同源。分支４与２００７年山东省临沂市流行株

控制中心研发、北京中吉预医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

分支２（代表株５２１—０９Ｆ／ＳＤ／２００７）高度同源。

产的２种ＲＴ－ＰＣＲ荧光探针法核酸检测试剂盒，１种

２００９年ＥＶ７１病毒株的进化树（图略）可分为４个

检测ＥＶ，另１种检测ＣＡｌ６和ＥＶ７１。首先进行ＥＶ

分支，８５％（２２／２６）病毒株属于分支１。４个分支间核

的检测，阳性标本再进行ＣＡｌ６和ＥＶ７１的检测，按

苷酸和氨基酸的差异性分别为２．５％和０．７％。结合

试剂盒操作说明书进行。

Ｂｌａｓｔ结果进行分析，２００９年分支１作为优势株与

４．ＥＶ７１全长ＶＰｌ基因ＲＴ－ＰＣＲ扩增：选取荧光
定量ＰＣＲ检测为ＥＶ７１阳性的标本，采用Ａｃｃｅｓｓ

２００８年安徽省阜阳市优势株高度同源，与其代表株

ＲＴ－

Ｆｕｙａｎｇ／１７．０８／１７（ＧｅｎＢａｎｋ：ＧＱｌ２１４３８）的同源性达

Ｓｙｓｔｅｍ试剂盒（美国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对ＶＰＩ基因

９６．２％～９９．６％。分支２与２００７年山东省临沂市优势

全长序列进行扩增，引物序列＾：ＦＰ：５’＿（汇ＡＧＣＣ

株代表株５２３—１０Ｔ／ＳＤ／ＣＨＮ／２００７高度同源。分支３

ＰＣＲ

ＣＡＡＡＡＧ

ＡＡＣ兀Ｃ ＡＣ一３，ＲＰ：５’一ＡＡＧ ＴＣＧ

ＧＡＧ ＣＴＧ ＴＣＴＴＣ－３
５

ｍｉｎ；９４ ｃＣ

ＣＧＡ

７。反应条件：４２℃４５ ｍｉｎ，９４

４５ Ｓ，５００Ｃ ４５ ｓ，７２℃８０

ｏＣ

ｓ，３５个循环；

７２ｃｃ １０ ｍｉｎ。ＰＣＲ产物经２％凝胶电泳后进行分析，

阳性ＰＣＲ产物送南京金瑞思生物公司测序。

与２００８年另一安徽省阜阳市病毒株Ｆｕｙａｎｇ／１９．０８／６
（非优势株）高度同源。分支４与２００７年山东省临沂
市病毒株分支２（非优势株）的同源性很高。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青岛市５１株ＥＶ７１病毒核苷酸和

氨基酸的差异性分别为５．３％和１．７％，选取其中的３５

５．序列分析：采用Ｓｅｑｕｅｎｃｈｅｒ软件进行核苷酸序列

株ＥＶ７１病毒的代表株及ＧｅｎＢａｎｋ上已公布序列的

的校正整理，用ＢｉｏＥｄｉｔ软件进行核苷酸和氨基酸同源

２８株ＥＶ７ｌ代表株进行进化树分析（图１）。所有亚

性分析，通过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的Ｂｌａｓｔ比对进行基因型别鉴

型的代表株均按照其型别分布在Ａ、Ｂ和Ｃ ３个型别

定。采用Ｍｅｇａ４．０软件中的邻接（ＮＪ）法构建进化树。

当中。青岛市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所有ＥＶ７１病毒株皆属

结

果

于Ｃ４亚型。Ｃ４亚型又可分为Ｃ４ａ和Ｃ４ｂ簇。５－。青

岛市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病毒株均属于Ｃ４ａ簇。２００８年、

ＶＰｌ基因序列测定：通过对ＥＶ７１阳性

２００９年的病毒株相对比较集中，基本按照年份进行

标本ＶＰＩ基因全长序列的扩增及测序，共获得５１株

分布。但２００８年的４株病毒（Ｈ６１ｌ、Ｈ９３６、Ｈ２１５和

病毒ＶＰＩ序列。其中包括２００７年轻症病例２株，

ＨＳｌｌ４７）分布在２００９年的优势病毒株中，与２００９年

２００８年轻症病例１６株、重症病例６株，２００９年轻症

的优势病毒株及２００８年安徽省阜阳优势株（代表株

病例１５株、重症病例１２株。测序结果通过Ｂｌａｓｔ比

Ｆｕｙａｎｇ／１７．０８／１７）高度同源。即２００８年的这簇病毒

对后发现，所有序列与ＥＶ７１ ＶＰｌ基因高度同源，与

在２００９年成为优势病毒株，且分布相对独立，即

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结果一致，并与ＥＶ７１病毒Ｃ４亚

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各有自己的优势病毒株。２００７年的

型高度同源。

２株病毒，Ｈ１０８与２００７年临沂市优势株高度同源，

１．ＥＶ７１

ＶＰｌ基因亲缘性关系分析：将２００８和

Ｈ４与２００７年临沂市非流行株高度同源。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年ＥＶ７１病毒株的ＶＰｌ序列分别进行进化树

２００９年总树图中病毒株的分布与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各

分析，２００８年进化树（图略）可分为４个分支，４个分

自进化树中病毒株的分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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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间的核苷酸和氨基酸的差异分别为５．３％和
１．４％。７３％（１６／２２）病毒株属于分支ｌ。结合Ｂｌａｓｔ

讨

论

结果分析，分支ｌ中的病毒株与２００７年山东省临沂

ＶＰｌ蛋白是ＥＶ７１主要的病毒中和决定因子，

市优势株的同源性很高’５］，与其代表株５２３—１０Ｔ／

具有与病毒血清型对应的遗传多样性，因此ＶＰｌ基

ＳＤ／ＣＨＮ／２００７（ＧｅｎＢａｎｋ：ＥＶ７５３４００）的同源性为

因是ＥＶ７１基因分型和遗传进化分析的重要研究对

９７．９％一９９．４％。其中４株（Ｈ６ｌｌ、Ｈ９３６、Ｈ２１５和

象Ｌ６．７Ｊ。Ｂｒｏｗｎ等哺－将ＥＶ７１分为Ａ、Ｂ和Ｃ ３个基因

ＨＳｌｌ４７）集中形成１个簇，簇内同源性为９８．８％。

型。ＥＶ７ｌ的原型株——Ｂ疋ｒ株是Ａ基因型中的惟

９９．８％。这个簇与２００８年安徽省阜阳市优势株的同

一代表。目前，Ｂ和Ｃ基因型均可分为５个基因亚型

源性更高，与其代表株Ｆｕｙａｎｅｄｌ７．０８／１７（ＧｅｎＢａｎｋ：

Ｂｌ—Ｂ５和ＣＩ～Ｃ５。Ｃ４基因亚型自１９９８年首次于

ＧＱｌ２１４３８）的同源性达９９．１％一９９．８％。分支２中

深圳市发现以来一直在中国持续流行，是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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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各地引起了流行。山东省同年的地方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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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ＨＦＭＤ疫情的主要病原是ＥＶ７１的Ｃ４ａ簇，其流行
株可分为至少３个分支，分支１是优势株，包括了绝
大多数病毒株‘５］。２００８年安徽省阜阳市ＨＦＭ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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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地区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的流行株通过核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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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亚型的Ｃ４ａ簇。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的基因进化树
均可划分出４个分支，提示这两年ＥＶ７１病毒均有多
个传播链同时存在。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ＥＶ７ｌ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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