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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流感病毒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

ＨＡｌ基因的分子进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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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冯燕徐昌平

莫世华

目的探讨乙型流感病毒两大谱系的进化特征和进化规律。方法从ＧｅｎＢａｎｋ数

据库下载１９４０—２０１２年乙型流感病毒流行株共１２６条，采用贝叶斯一马尔科夫链一蒙特卡洛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和分子钟方法，对乙型流感病毒的ＨＡｌ基因进行系统发育学分析，计算乙型流
感病毒两大谱系可能的起源时间与分化时间。结果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乙型流感病毒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与

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的ａａ平均差异率为５．４％～１０．２％，两谱系的ａａ差异和组间遗传距离随时间推移呈逐
渐增大的趋势。与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毒株相比，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全部毒株的１６３位ａａ及部分毒株的１６６位ａａ
缺失，但是这些年来的乙型流感病毒ＨＡｌ基因除个别位点外，尚未受到明显的正向选择压力。每
年乙型流感病毒ＨＡｌ基因的碱基替换速率为２．１３８×１０。３（９５％ＨＰＤ：１．８３３×１０～。２．４３７×１０。）替
代／位点，推算乙型流感病毒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的最近共同祖先出现在１９７１年（９５％ＨＰＤ：
１９６９—１９７２年），两大谱系的分化时间点分别为１９７３年（９５％ＨＰＤ：１９７１—１９７４年）和１９７７年（９５％
ＨＰＤ：１９７５—１９７８年）。结论乙型流感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均较以往发生大的变异，且两大
谱系的差异Ｅｔ趋增大，将来有可能分化为不同的亚型，在流感监测中应密切关注这一变化及其流
行病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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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型流感病毒的ＨＡ基因片段包括ＨＡｌ和

最近共同祖先（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ｒｅｃｅｎ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

ＨＡ２两部分，是流感病毒主要的抗原区域，该区域

ＴＭＲＣＡ）汐ｔ１０１。采用不相关松散对数分子钟模型

的氨基酸（ａａ）变异将导致流感病毒的抗原性改变，

（ｕ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ｌａｘｅｄ

ｌｏｇｎｏｒｍａｌ）结合种群指数增长
模型（ｅｘｐｏｎｅｎｔ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共运行３．２×１０７代，每
１０００代进行抽样。用Ｔｒａｃｅｒ分析Ｂｅａｓｔ抽样产生的

从而引起乙型流感的暴发与流行。根据抗原性和
基因特征的不同，乙型流感病毒分为Ｖｉｃｔｏｒｉａ和

数据，ｂｕｒｎ—ｉｎ值为３．２×１０６。同时利用后验概率法，

Ｙａｍａｇａｔａ两大谱系¨’３］，然而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两大
谱系的分化以及起源时间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
致Ｈ＇“。为探讨乙型流感病毒两大谱系的进化特征

推算出的最大分支可信树（ｍａｘｉｍｕｍ

ｃｌａｄｅ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ＭＣＣ），用Ｆｉｇｔｒｅｅ软件分析构建的进化树。

及进化规律，本研究采用贝叶斯一马尔科夫链一蒙特

结

卡洛（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方法，对现有乙型流感病毒
的ＨＡｌ基因进行系统发育学分析，并通过分子钟方

果

１．两谱系ＨＡｌ基因编码ａａ的差异：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流

法推算出乙型流感病毒两大谱系可能的起源及分

行株ＨＡｌ基因共编码３４０个ａａ，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流行株共
编码３３８～３３９个ａａ。与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毒株相比，

歧时问。

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全部毒株的１６３位ａａ及部分毒株的１６６
位ａａ缺失。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乙型流感病毒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

材料与方法

１．样本来源：从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下载１９４０—

与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的ａａ平均差异率为５．４％～１０．２％，其

２０１２年不同地区、不同来源的乙型流感病毒流行株

中１９７８—１９８８年的ａａ平均差异数最小（１８．４±４．４），

的ＨＡｌ基因序列共１２６条，用Ｃｌｕｓｔａｌ Ｗ程序进行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的ａａ平均差异数最大（３４．７±２．０），ａａ

对分析。

差异总体呈现出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大的趋势（表１）。

２．选择压力分析：根据乙型流感病毒的ＨＡｌ基

分化初期和当前乙型流感两大谱系流行株ＨＡｌ基因

因序列，用ＨｙＰｈｙ在线软件（ｈｔｔｐ：／／、）ｌ，、Ⅷ，．

的ａａ差异数分别为１３～１４个和３４～３６个（表２、３）。

ｄａｔａｍｏｎｋｅｙ．ｏｒｇ）的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ｉｎｇｌｅ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Ａｎｃｅｓｔｏｒ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ＳＬＡＣ

表１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方法对乙型流

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乙型流感病毒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

与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ＨＡｌ基因编码ａａ的差异

感病毒及其两大谱系分别计算进化压力∞值（∞＝
ｄＮ／ｄＳ）哺３，其中ｄＮ表示非同义替代率，ｄＳ表示同义
替代率。ａａ位点在检验水准０【取０．０５时，０）＜１表示
负向选择位点；０）一－－－１表示中性选择位点；∞＞１表示
正向选择位点。

３．遗传距离分析及系统进化树的构建：利用

２．乙型流感病毒选择压力分析：通过ＳＬＡＣ方
法计算，乙型流感病毒ＨＡｌ基因的选择压力平均∞

４．０软件进行遗传距离的计算，并构建ＮＪ树

值为０．２７８，谱系分化前的乙型流感病毒为ｏ．３１２，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Ｊｏｉｎｉｎｇ），ＰＡＵＰ软件构建ＭＰ树（Ｍａｘｉｍｕｍ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为０．２３４，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为０．２８０。在ｃ【＝０．０５

Ｐａｒｓｉｍｏｎｙ）。ＭＰ树各分支单位置信度通过自展值

的水平下，乙型流感病毒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
ＨＡｌ基因的１９９位受到明显的正向选择压力，为两

Ｍｅｇａ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进行检验，共１０００个循环ｎ·８Ｉ。
４．核苷酸替代模型的选择、进化速率及分化时

大谱系的共同正向选择位点；同时分化前乙型流感

间的估算：根据Ｍｏｄｅｌｔｅｓｔ ３．７软件的Ａｋａｉｋｅ信息准
则（Ａｋａｉｋ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病毒、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的负向选择位点数分

Ｃｉｔｅｒｉｏｎ，ＡＩＣ）选择本研究

别为５、７和７个（表４）。

核苷酸序列矩阵的最佳替换模型为ＧＴＲ＋Ｉ＋Ｇ。

３．乙型流感病毒遗传距离分析：将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利用Ｂｅａｓｔ软件对乙型流感病毒的ＨＡｌ基因序列进

年乙型流感病毒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流行株按
照时间顺序（间隔６年）分成５组，并进行遗传距离分

行分析，并且计算核苷酸的进化速率和谱系之间的

表２乙型流感病毒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与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分化初期流行株ＨＡｌ区的ａａ差异
谱系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

流行株

５６

７５

１２２

１２９

１３７

１４１

１６３

１６４

１６６

１８３

１９７

１９９

２３３

２３５

２５５

２６２

２６７

Ｂ／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１０／１９８０

Ｋ

Ｎ

Ｈ

Ｔ

Ｖ

Ｒ

Ｎ

Ｎ

Ｎ

Ｋ

Ｎ

Ｔ

Ｓ

Ｔ

Ｓ

Ｔ

Ｉ

Ｂ／Ｘｕａｎｗｕ／２３１１９８２

Ｋ

Ｔ

Ｈ

Ｔ

Ｖ

Ｇ

Ｎ

Ｎ

Ｎ

Ｅ

Ｎ

Ｉ

Ｎ

Ａ

Ｓ

Ｔ

Ｉ

Ｎ

Ｔ

Ｒ

Ｒ

Ｉ

Ｇ

—

Ｄ

—

Ｋ

Ｔ

Ｔ

Ｎ

Ｔ

Ｐ

Ｖ

Ｖ

Ｎ

Ｔ

Ｒ

Ｒ

Ｉ

Ｇ

—

Ｄ

—

Ｋ

Ｎ

Ａ

Ｎ

Ｔ

Ｐ

Ｖ

Ｖ

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Ｂ／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２２２／１９７９
Ｂ／Ｏｒｅｇｏｎ／５／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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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乙型流感病毒Ｖｉｃｔｏｒｉａ与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前流行株ＨＡｌ区的ａａ差异

注：一表示该ａａ位点缺失

表４谱系分化前乙型流感病毒、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

系的最近共同祖先出现在１９７１年（９５％ＨＰＤ：１９６９—

流行株ＨＡｌ基因的选择压力分析

１９７２年），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的分化时间点为１９７３年（９５％
ＨＰＤ：１９７１—１９７４年），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的分化时间点为
１９７７年（９５％ＨＰＤ：１９７５—１９７８年）（图１）。
讨

论

析。各时间段内毒株组内距离在０～０．０２５之间，均

一种病毒各粒子问的核苷酸序列并不完全相

小于各组的组间距离０．０３９。０．１２０。除１９８５—１９９１

同，存在一个差异谱，但仍以某一种序列为主，即病

年外，其余年份的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的组内距离均小于

毒的主序列，这种主序列与变异谱之间随着时空的

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的组内距离，两大谱系的组内距离差距
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最大，其中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０．０２５，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０．０１６，二者间差异达０．００９。此外，

转移而不断变化的过程就是病毒的进化…３。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以前乙型流感病毒尚未分化成Ｖｉｃｔｏｒｉａ和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的组间距离随时间推移逐

Ｙａｍａｇａｔａ两大谱系，推测该时期内的流行株为当时
乙型流感病毒的主序列，此后分离到的毒株才发现

渐增大，其中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与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年问的增

与早年毒株具有较大的差异乜，３｜。本研究结果显示，

加幅度最大，为０．０２７，１９９２年之后的增加幅度在

乙型流感病毒自分化为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以

０．０１７～０．０１９之间，保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表５）。

来，两个谱系间ＨＡｌ基因的ａａ差异随时间推移逐渐
增大，１９７８－－２０１０年谱系间的ａａ平均差异数从１８．４

４．乙型流感病毒系统进化树分析：用Ｍｅｇａ ４．０
软件构建的ＮＪ树与ＰＡＵＰ软件构建的ＭＰ树，以及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法构建的ＭＣＣ树三者结果基本一
致，均显示乙型流感病毒在毒株Ｂ／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５／７２后
形成了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两大分支。另外，
从系统进化树上看，１９４０－－２０１２年乙型流感病毒总
体呈现以时间为序进化的趋势（图１）。

个增加至３４．７个，ａａ的平均差异率则由５．４％扩大至
１０．２％，到２０１０年两者间的ａａ差异率已达１０％。同
时，从遗传距离的分析中也表明了两大谱系的组间
距离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大（０．０３９＿０．１２０），结合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分别于１９７３、１９７７年开始
分化，提示乙型流感两大谱系沿着各自的进化途经

５．乙型流感病毒进化速率及共同祖先的计算：

发展，差异逐年增大，随着时间积累将来可能由谱系

本研究用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法，计算得出每年乙型流
感病毒ＨＡｌ基因核苷酸平均碱基替代率为２．１３８×

分化成不同的亚型ｎ２‘１“。
通过选择压力分析发现，谱系分化前乙型流感

１０。３（９５％ＨＰＤ：１．８３３×１０～～２．４３７×１０。３）替代／位

点，推算乙型流感病毒的最近祖先出现在１９２８年

病毒、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的ＨＡｌ基因的∞值均
在０．３以下，乙型流感两个谱系在ＨＡｌ基因上的正向

（９５％ＨＰＤ：１９２１—１９３４年），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

选择位点仅第１９９位ａａ，提示乙型流感病毒ＨＡｌ区

表５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乙型流感病毒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流行株遗传距离分析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３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２００８

注：Ｉ（绿色）表示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Ⅱ（蓝色）表示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关键节点显示Ｂｏｏｔｓ仃ａｐ值＞７０％及祖先序列出现的时间（ＴＭＲｃＡ），括号内数据
为９５％Ｃ１，水平分支表示分化时间

图１乙型流感病毒ＨＡｌ基因的ＭＣＣ树

除个别位点外，尚未受到明显的正向选择压力ｎ

６Ｉ。

１０～～２．４３７ Ｘ

１０。３替代／位点，与Ｒｕｂｉｎｇ和Ｅｄｗａｒｄ¨８１

此外，本研究发现，近１０年来（１９９０—２０１２年）的乙

的研究结果相近，略小于每年甲型流感病毒的碱基

型流感ＨＡｌ区的４个抗原决定簇（Ａ区：１１６～１３７；Ｂ

替换速率（２．６８×１０～～１２．５０

区：１４１—１５０；Ｃ区：１６２～１６７；Ｄ区：１９４～２０２）上共
有１７个ａａ位点发生改变¨７。，这些位点的变异可能造

据此速率推算的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的最近共
同祖先应出现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稍早于国内学

成乙型流感抗原性的改变。与早年的乙型流感流行

者提出的两大谱系起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的结

株相比，两大谱系流行株在１６３。１６６位ａａ插入或缺
失比较频繁，１９８０年以后的Ｖｉｃｔｏｒｉａ流行株均在１６３

果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首

位插入一个ａａ，并发生多次变异（Ａｓｎ＿Ａｓｐ＿Ｇｌｕ—

型流感流行毒株，选择的毒株较多，毒株分离的年

Ａｓｐ），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的１６６位ａａ在１９９３年前缺失，

份、地区跨度较大，能够更为全面地分析乙型流感

示这两个位点的ａａ变异可能在两大谱系的适应与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系和Ｙａｍａｇａｔａ系的自然动态变化；其次，两
大谱系的起源时间，以往是根据乙型流感毒株的

进化上存在重要意义。

ＨＡｌ系统进化树来进行推算的。由于病毒变异与谱

直到１９９４年之后才保留下来（Ａｓｎ。驴Ａｓｎ），提
从乙型流感病毒的进化速率研究上显示，每年

乙型流感ＨＡｌ基因的碱基替换速率为１．８３３

Ｘ

Ｘ

１０。３替代／位点）ｎ引。

先，本研究所选毒株为１９４０－－２０１２年期间分离的乙

系分化在前，流行毒株分离在后，尤其是早年分离到
的乙型流感毒株本身就少，由此推算的两大谱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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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０·

同祖先在时间上会产生一定的滞后现象。本研究采
用的Ｂａｙｅｓｉａｎ—ＭＣＭＣ法是根据碱基的平均替换速
率来推算乙型流感两大谱系的分歧时间，能够充分
利用流行株的分离时间及进化信息，据此推算的共

ａｎｄ ｄ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Ｐｌｏｓ

［１１］ＪｉｎＱ．Ｍｅｄｉｃ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Ｖｉｒ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２—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金奇．医学分子病毒学．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３．
［１２］Ｌｉ ＭＨ，Ｚｈｏｕ Ｍ，Ｍａｏ

同祖先时间可能更接近真实的谱系分化时间。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ａ１．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Ａｌ

ＨＹ，ｅｔ

ｇｅｎｅ

ｏｆ

ｖｉｒｕｓ Ｂ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 Ｊ Ｈｅａｌｔｈ

ＬａｂＴｅｃｈｎ０１．２００８．１８（３）：４２９—４３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乙型流感两大谱系之间的转换及病毒本身抗原
性的变异，与乙型流感的暴发与流行密切相关陋…，因
此加强乙型流感病毒的进化研究，对于了解乙型流

Ｂｉｏｌ，２００６，４（５）：ｅ８８．

李敏红，周敏，茅海燕，等．浙江省乙型流感病毒ＨＡｌ基因分
析．中国卫生检验杂志，２００８，１８（３）：４２９—４３２．
［１３ Ｊ Ｑｉ

ＳＸ，Ｈａｎ

ＧＹ，Ｌｉｕ ＹＦ，ｅｔ ａ１．Ｖｉ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感的流行与进化规律，开展流感的预测预警工作，具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有重要的流行病学意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Ｃｈｉｎ Ｊ Ｖａ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ｖｉｒｕｓｅｓ

Ｂ

ｉｎ

ａｎｄ

Ｈｅｂｅｉ

Ｉｍｍｕｎ．２００９．１５（１）：

２７—３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齐顺祥，韩光跃，刘艳芳，等．河北省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乙型流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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