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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痹病例非脊髓灰质炎肠道病毒
分型鉴定分析
马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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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詹军

目的对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宁夏地区急性弛缓性麻痹（ＡＦＰ）病例中分离的７３株非脊髓

灰质炎肠道病毒（ＮＰＥＶ）进行分型鉴定。方法采用简并引物ＲＴ－ＰＣＲ对分离株进行ＶＰｌ区基因
扩增和序列测定，测序结果进行ＢＬＡＳＴ比较和基因进化分析。结果经过基因测序分析鉴定，７３
株ＮＰＥＶ中，有４株无法定型，另６９株共包括２７个血清型，分别属于Ａ组肠道病毒（ＨＥＶ－Ａ）和
ＨＥＶ－Ｂ组，无ＨＥＶ－Ｃ和ＨＥＶ－Ｄ组毒株，其中ＨＥＶ－Ａ组毒株包括８个血清型２３株，ＨＥＶ－Ｂ组毒株包
括１９个血清型４６株。６９株病毒中，以ＥＶ７１所占比例最大（９／６９），以ＣＶＡ４、ＣＶＡｌ６、Ｅｃｈ０２４、
Ｅｃｈ０６和ＣｏｘＡ９所占比例较高。结论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宁夏地区ＡＦＰ病例分离的ＮＰＥＶ以ＨＥＶ－Ｂ
组为主要型别６６．７％（４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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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弛缓性麻痹（ＡＦＰ）病例监测是脊髓灰质炎
（脊灰）消除阶段和维持无脊灰阶段调整免疫策略的

定，以期展示宁夏地区ＡＦＰ病例中ＮＰＥＶ病原谱。
材料与方法

重要依据，而随着全球脊灰野病毒的逐步消灭，由非
脊灰肠道病毒（ＮＰＥＶ）引起的ＡＦＰ越来越引起重

１．病毒株来源：粪便标本来源于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

视。为了解宁夏地区ＮＰＥＶ的型别特征和流行病学

宁夏回族自治区ＡＦＰ病例监测系统报告的ＡＦＰ病

规律，本研究采用ＲＴ－ＰＣＲ方法对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

例（１５岁以下儿童），绝大部分病例按照ＷＨＯ的要

ＡＦＰ病例监测系统中分离到的ＮＰＥＶ进行型别鉴

求采集双份粪便，所有粪便标本按照ｗＨＯ《脊髓灰
质炎病毒实验室操作手册》处理后接种于ＷＨＯ推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１１．０１５
作者单位：７５０００４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马江涛、陈慧同为第一作者
通信作者：詹军，Ｅｍａｉｌ：ｎｘ＿ｚｈａｎｊｕｎ＠１２６．ｃｏｍ

荐的细胞，出现病变后，进行中和试验鉴定。鉴定后

的脊灰毒株送国家脊灰实验室进行型内鉴定，其余
ＮＰＥＶ在一２０℃保存。本研究对历年来本实验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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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行脊灰病毒分离有关（表１）。

存的ＮＰＥＶ病毒株进行肠道病毒型别鉴定。
２．研究方法：

表１

（１）病毒ＲＮＡ提取和引物设计：采用瑞士罗氏
公司Ｈｉｇｈ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宁夏地区报告ＡＦＰ病例数
和ＮＰＥＶ分离率（％）

Ｐｕｒｅ Ｖｉｒａｌ ＲＮＡ Ｋｉｔ试剂盒，按操作说明书

提取病毒ＲＮＡ。反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
及测序引物参照Ｏｂｅｒｓｔｅ的方法，选用不同引物对
（０１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１１）进行ＶＰｌ区基因扩增…，对用上

述引物不能扩增的毒株，选用其他引物对（１８７／
２２２、１８８／２２２、１８９／２２２）扩增［２］。引物序列，０１１：
５’一ＧＣＩ ＣＣＩ ＧＡＹ ＴＧＩ ＴＧＩ
５’一ＡＴＧ ＴＡＹ ＧＴＩ

ＣＣＲ ＡＡ一３’．０１２：

ＣＣＩ ＣＣＩ ＧＧＩ

５’一ＡＴＧ ＴＡＹ ＲＴＩ ＣＣＩ ＭＣＩ

ＧＧ～３ ７．０４０：

ＧＧＩ ＧＣ一３’．１８７：

５’一ＡＣＩ ＧＣＩ ＧＹＩ ＧＡＲ ＡＣＩ ＧＧＮ ＣＡ一３ ７。１８８：
５７一ＡＣＩ

ＧＣＩ ＧＴＩ

ＧＡＲ ＡＣＩ ＧＧＮ Ｇ一３ ７．１８９：

５’一ＣＡＲ ＧＣＩ ＧＣＩ ＧＡＲ ＡＣＩ ＧＧＮ ＧＣ一３ ７，２２２：
５ ７一ＣＩＣ ＣＩＧ ＧＩＧ

ＣＩＡＹＩＷＡＣＡＴ－３

７。

（２）ＲＴ－ＰＣＲ：采用一步法ＲＴ－ＰＣＲ扩增试剂盒
（美国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反应体系：２×反应缓冲液
（含０．４

ｍ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ｓ，３．２ ｍｍｏｌ／Ｌ

ＭｇＳ０４）１２．５“ｌ，

注：部分ＡＦＰ病例未采集到双份粪便；分离率＝ＮＰＥＶ分离株
数／ＡＦＰ病例数

２．分子生物学鉴定：对７３株ＮＰＥＶ（５８株来自

酶混合物（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１１Ｉ ＲＴ／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Ｔａｑ）０．５ ｕ１，
引物０１２、０４０、０１ｌ（０．１ ｍｍｏｌ／Ｌ）各ｌ ｕｌ，模板ＲＮＡ

ＡＦＰ病例，１５株来自ＡＦＰ病例密切接触者）进行型

０．５肛ｌ，补足无ＲＮＡ酶水至２５斗ｌ。反应条件：４５℃

别鉴定，其中４株（１９９９和２００１年各１株，２００４年２

３０ ｍｉｎ，９４℃２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５０℃３０ Ｓ，７２℃

株）无法定型，其余６９株分别属于Ａ组肠道病毒
（ＨＥｖ－Ａ）和ＨＥＶ－Ｂ，无ＨＥＶ－Ｃ和ＨＥＶ－Ｄ病毒株：

６０

Ｓ，４０个循环；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ＰＣＲ产物用

１．５％琼脂糖电泳分析结果。
（３）序列测定与分析：电泳阳性的ＰＣＲ产物
（５００ ｂｐ左右）送北京博迈德公司进行测序，测序结
果使用Ｓｅｑｕｅｎｃｈｅｒ软件（美国Ｇｅｎｅ Ｃｏｄｅｓ公司）编辑

整理后，与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进行ＢＬＡＳＴ比较分析。

ＨＥＶ－Ａ包括８个血清型２３株，分别为９株（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各１株，２０１１年５株）ＥＶ７１，４株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各１株）ＣｏｘＡ４，３株（２００８
年分离）ＣｏｘＡｌ６，ＣｏｘＡ２和ＣｏｘＡｌ０各２株（均２００８

病毒血清型别的确定参照Ｏｂｅｒｓｔｅ等…推荐的方法，

年分离），ＣｏｘＡ６和ＣｏｘＡ８各１株（分别２００６、２００８
年分离）和１株（２０００年分离）ＥＶ８９；ＨＥＶ－Ｂ包括１９

即ＶＰｌ区的基因序列与基因库中标准株的同一区域

个血清型４６株，分别为６株（１９９９、２０００、２００３、

５．１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各１株）Ｅｃｈ０２４，ＣｏｘＡ９（２００８年

软件，进化树的构建方法采用邻位连接法

分离）、Ｅｃｈ０６（２００１、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各１株，２００５年２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ｍｇ，ＮＪ），可信度评估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设置

株）各５株，４株（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各１株，２００８年２株）

为１０００。

Ｅｃｈ０１１，Ｃｏｘ

的序列进行比较。种系进化树的分析选用Ｍｅｇａ

结

果

Ｂ１（２００４年１株，２０１０年２株）、Ｅｃｈｏｌ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各１株）、Ｅｃｈｏｌ４（２００８年ｌ株，
２０１１年２株）、（２０００、２００６、２００９年各１株）Ｅｃｈ０２５各

１．ＮＰＥＶ分离率：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宁夏地区共报

３株，ＣｏｘＢ５（２００８年分离）、Ｅｃｈｏｌ５（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各

告ＡＦＰ病例５２１例，分离获得７３株ＮＰＥＶ，其中包括
２００８年从ＡＦＰ病例密切接触者粪便中分离的１５

１株）、Ｅｃｈ０３２（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各１株）各２株及Ｃｏｘ Ｂ３
（２００９年）、Ｅｃｈ０７（１９９７年）、Ｅｃｈ０９（２０００年）、Ｅｃｈｏｌ２

株。ＡＦＰ病例中ＮＰＥＶ的分离率各年有所不同，最

（２００７年）、Ｅｃｈｏｌ３（２００２年）、Ｅｃｈ０１８（２００９年）、

低为２００４年的６．３％，最高为１９９８年的１８．２％，平均

Ｅｃｈ０３０（２０１０年）和ＥＶ８８（２００７年）各１株。

分离率为１１．１％，其中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８年分离率最

３．种系发生分析：将６９株病毒的基因序列应用

高，可能与２０００年之前采用ＲＤ和Ｈｅｐ一２两种细胞

Ｓｅｑｕｅｎｃｈｅｒ软件整理后，序列结果选用Ｍｅｇａ ５．１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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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构建种系发生树进行分析比较（图１）。人肠道病

粒的聚集会影响中和试验的结果判读。因此ＡＦＰ病

毒（ＨＥＶ）血清型别分为５组，即ＨＥＶ－Ａ、ＨＥＶ－Ｂ、

例监测系统中发现的多数ＮＰＥＶ不能被定型。近年

ＨＥＶ－Ｃ组、ＨＥＶ－Ｄ组和鼻病毒Ａ、Ｂ、ｃ型（ｈｔｔｐ：／／

来，国内外学者多采用ＲＴ－ＰＣＲ和测序的方法对肠

ｗｗｗ．ｐｉｃｏｍａｖｉｒｉｄａｅ。ｃｏｒｎ）。６９株ＮＰＥＶ明显分化为

道病毒进行型别鉴定，弥补了中和试验的缺点心‘７１。

２支，包括ＨＥＶ－Ａ和ＨＥＶ－Ｂ，无ＨＥＶ－Ｃ和ＨＥＶ－Ｄ组

本研究采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对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

病毒株，其中ＨＥＶ－Ａ组包括２３株，ＨＥＶ－Ｂ组包括４６

宁夏地区ＡＦＰ病例中分离的６９株ＮＰＥＶ进行血清

株，与ＢＬＡＳＴ分型结果一致。

型别鉴定，共包括２７个血清型，隶属于ＨＥＶ－Ａ组和
ＨＥＶ－Ｂ组，其中ＨＥＶ－Ｂ组为主要血清型别（６６．７％），
这与ＮＰＥＶ流行趋势一致随１。但不同的是，近１５年
来报告ＮＰＥＶ中，未发现ＨＥＶ－Ｃ组病毒，这与我国其
他省监测结果有所不同阳‘１“。在６９株ＮＰＥＶ中，以
ＥＶ７１所占比例最大（９／６９），尤其是２０１１年，ＥＶ７１占
据了全年ＮＰＥＶ的６２．５％（５／８），而根据宁夏地区手
足口病监测资料，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６月底，ＥＶ７１是引
起手足口病的主要病原，说明ＥＶ７１近年来在宁夏地

区流行较广，应该引起重视。而Ｃｏｘ Ａ４、Ａ９、Ａ１６和
Ｅｃｈ０２４、６所占比例也较高，这几种病毒是引起手足
口病和无菌性脑炎脑膜炎的典型病毒，易引起大的
爆发性流行。

本研究发现，宁夏地区ＨＥＶ病原谱随时间变化
而发生变迁，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ＮＰＥＶ主要以Ｅｃｈｏ病毒
为主（７１．８８％），其次为新型ＨＥＶ和ＣｏｘＡ病毒（各占
１２．５０％），而２００８年由于标本主要来源于健康人群，
主要以ＣｏｘＡ组病毒为主（７０．００％），２００９年以后

ＡＦＰ病例表现为混合感染，其中以Ｅｃｈｏ和新型ＨＥＶ
为主要病原，分别占４１．１８％和３５．２９％。这一方面提
示ＣｏｘＡ组病毒致病性比较弱，以隐性感染为主，而

Ｅｃｈｏ病毒和新型ＨＥＶ致病性比较强；另一方面也揭
示了宁夏地区ＨＥＶ由较为单一的病原向复杂病原
转移。值得一提的是．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７年从宁夏ＡＦＰ

病例粪便中分离的Ｐ０００３３和Ｐ０７０２０分别属于ＥＶ８９
和ＥＶ８８型病毒，这在国内较为少见，通过ＢＬＡＳＴ比
图１

６９株宁夏地区ＮＰＥＶ分离株的
ＶＰｌ区基因进化树分析

讨

论

尽管大部分ＮＰＥＶ感染表现比较轻微，或者无

明显临床症状，但由于ＮＰＥＶ可引起急性心肌炎、
出血性结膜炎、手足口病神经并发症和无菌性脑膜
炎［３‘５１，因此对ＮＰＥＶ分型鉴定仍具有重要的公共卫

较发现，其分别与美国ＡＹ６９７４７２和ＡＹ８４３３０６具有
比较高的同源性。
通过对宁夏地区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ＡＦＰ病例粪便

中ＮＰＥＶ的分型研究，初步探讨了ＡＦＰ病例的病毒
学病原谱，但针对ＨＥＶ疾病的病毒学监测系统尚未
完全建立，因此本研究也为今后宁夏地区建立基于
实验室的病原学监测奠定基础。

生学意义。在ＡＦＰ监测系统中，ＷＨＯ推荐使用微
量中和试验对ＮＰＥＶ分离株进行血清型别鉴定№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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