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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１年河南省脑炎患者柯萨奇病毒Ｂ５型

分离株基因组序列分析
马红霞潘静静康锴谢志强
【摘要】

茹维萍陈豪敏黄学勇

许汴利

目的分析河南省柯萨奇病毒Ｂ５（ｃｖＢｓ）分离株全基因序列，了解其遗传特性。

方法采集２例脑炎患者临床标本，分离病毒，提取病毒阳性分离物ＲＮＡ，进行ＲＴ－ＰＣＲ扩增，产物
直接测序。利用ＤＮＡＳｔａｒ ５．０１和Ｍｅｇａ ５．０５软件进行全基因序列拼接及亲缘进化分析。结果获
得２株ＣＶＢ５分离株（０３００１Ｎ和１７Ｙ）全基因组序列，核苷酸长度分别为７４０８ｂｐ和７４０４ ｂｐ，两者核
苷酸同源性为９７％，同２０１０年河南ＣＶＢ５分离株同源性最高，分别为９８％和９９％。５’一ＵＴＲ分别为
７４７ ｂｐ和７４３

ｂｐ；３’一ＵＴＲ区均为１０３ ｂｐ；病毒基因组编码区全长同为６５５８ ｂｐ，编码含２１８５个氨基

酸残基的多聚蛋白，氨基酸同源性为９９％。ＶＰｌ区系统发生树分析显示，２株ＣＶＢ５分离株进化关系

较近，同近年来国内其他分离株成一簇，而２００９年的河南省ＣＶＢ５分离株同山东省ＣＶＢ５分离株成
一簇。结论河南省内存在不同ＣＶＢ５株传播链的流行，此次分离株为近几年内的主要流行株。

【关键词】柯萨奇病毒Ｂ５型；脑炎；系统进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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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萨奇病毒Ｂ组（ｃＶＢ）感染常表现为无症状，

的流行报道越来越多ｎ圳，河南省内也多次出现

但也可诱发心脏和中枢神经系统等的严重疾病，如
病毒性脑炎和病毒性心肌炎等…。近年来我国大陆

ＣＶＢ５引起的脑炎暴发及散发病例【５汪’。本研究对
２０１１年河南省脑炎患者标本中分离的２株ＣＶＢ５进

ＣＶＢ５引起的脑炎及伴有神经系统症状的手足口病

行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和分析，并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上登录
的其他ＣＶＢ５毒株序列，尤其是河南省往年ＣＶＢ５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３．０１２．０１３

分离株进行比较和分析。

基金项目：河南省科技厅项目（１２２４００４５０３５７）；河南省医学科技攻
关计划省部共建项目（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３）

材料与方法

作者单位：４５００１６郑州，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通信作者：许汴利，Ｅｍａｉ｜：ｘｕｂｌ＠ｌｈｎｃｄｃ．ｃｏｒｎ．ｃｎ

１．病毒来源：０３００１Ｎ来源于平顶山市病毒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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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患儿脑脊液标本，１７Ｙ来源于漯河市病毒性脑炎
患儿咽拭子标本，一７０℃保存。所有标本的采集均

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上检索到的３５株ＣＶＢ５（包括１７株其他

经家属知情同意。

列（ｎｔ２４５１～ｎｔ３２４６，参照原型株Ｆａｕｌｋｎｅｒ）构建系统

２．研究方法：

发生树。分析显示，各ＣＶＢ５分离株在系统发生树

（１）病毒分离及鉴定：将所有标本接种于单层非

上的分布同时呈现了地理与时问上的趋近性，主要

洲绿猴肾细胞（Ｖｅｒｏ细胞），３６ ｏＣ、５％ＣＯ：培养箱培

分为４组。Ｇｅｎｏｇｒｏｕｐ Ｉ仅包含ｌ株ＣＶＢ５原型株
Ｆａｕｌｋｎｅｒ，分离于２０世纪中期；Ｇｅｎｏｇｒｏｕｐ ＩＩ包含２株

养，盲传３代后收集出现细胞病变（ＣＰＥ）的培养物，
用于序列扩增及鉴定分型。
（２）ＲＴ－ＰＣＲ扩增及序列测定：病毒阳性分离产

河南来源ＣＶＢ５分离株）几乎全长ＶＰｌ区核苷酸序

ＣＶＢ５分离株，分别是１９９８年中国山东分离株
ＣＶＢ５

９８３８８和２０００年韩国分离株２０００／ＣＳＦ／ＫＯＲ，

物，首先使用肠道病毒５’一ＵＴＲ区通用扩增引物

组内核苷酸同源性为９２．８％；ＧｅｎｏｇｒｏｕｐⅢ共包含１５

ＥＶＦ／ＥＶＲ进行扩增旧１，琼脂糖凝胶电泳，测序，初步

株ＣＶＢ５分离株，分离时间均为２００９年，组内核苷酸

鉴定后采用文献［９］方法及引物进行基因组分段扩

同源性为９５，７％～１００．０８／ｏ（其中１３株来自河南省，核

增并测序。

苷酸同源性为９６．１％～１００．Ｏ％；２株来自山东省，两

（３）序列分析：测得的序列使用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中
的ＳｅｑＭａｎ程序进行序列拼接。将拼接完成序列在

者间核苷酸同源性为９９．５％）；ＧｅｎｏｇｒｏｕｐＩＶ包含近
年来在中国各地陆续分离出的１５株和国外分离的４

美国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网站进行ＢＬＡＳＴ分析

株，组内核苷酸同源性为９０．１％～１００．ｏ％，其中６株

（ｈｔｔｐ：／／ｂｌａｓｔ．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初步发现同源序列。

河南分离株均分离自脑炎／脑膜炎患者标本，在

使用ＤＮＡＳｔａｒ ５．０Ｉ中ＭｅｇＡｌｉｇｎ软件分析核苷酸序

ＧｅｎｏｇｒｏｕｐＩＶ中分别位于２个进化分支内，ＣＯＸＢ５／

列同源性，最后用Ｍｅｇａ ５．０５软件进行进化树分析和

Ｈｅｎａｎ／２０００和０３００１Ｎ分别于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１年分离

作图，采用最大似然法构建系统发生树，建树的可靠

于河南省平顶山地区２例脑炎患者，两株ＣＶＢ５核苷

性通过１０００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值来评估。本研究２株ＣＶＢ５

酸同源性为９６．５％，并与２０１ １年分离于河南省漯河

分离株的核苷酸序列已提交至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序
列号分别为ＪＸ０１７３８２和ＪＸ０１７３８３。

地区的１７Ｙ及２００９年河南分离株ＣＢ２８形成＿个分

结

果

１．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及分析：将所有阳性病毒
分离物使用肠道病毒５’一ＵＴＲ区核苷酸序列通用引
物进行扩增，测序结果在美国生物技术信息中心网
站进行ＢＬＡＳＴ分析，显示所有序列均与ＣＶＢ５同源

支；另外２株ＣＶＢ５河南分离株１９ＣＳＦ和２０ＣＳＦ是
２０１

１年分离于河南省漯河地区的脑炎患者，核苷酸

同源性达９９．１％，两者与２０１０年长春分离株ＣＶＢ５／
ＣＣｌ０／１０／ＣＣ／１０和ＣＶＢ５／ＣＣｌ０／１７／ＣＣ／１０进化距离
最近，形成一个分支。
讨

论

性最高。获得的２株ＣＶＢ５（０３００１Ｎ和１７Ｙ）全基因

本研究对２０１ １年河南省脑炎患者标本中分离的

组序列长度分别为７４０８ ｂｐ和７４０４ ｂｐ，其中，

２株ＣＶＢ５进行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和分析，并将其与

５’－ＵＴＲ分别为７４７ ｂｐ和７４３ ｂｐ；病毒基因组编码区

ＧｅｎＢａｎｋ上登录的其他ＣＶＢ５毒株，尤其是河南省往

全长同为６５５８ ｂｐ，编码含２１８５个氨基酸残基的多

年的ＣＶＢ５分离株进行比较。结果显示２株ＣＶＢ５与

聚蛋白；３ ７一ＵＴＲ区均为１０３

２０１０年平顶山ＣＶＢ５分离株ｃＯｘＢ５／Ｈｅｎａｎ／２０１０归］及

ｂｐ。

２，核苷酸和氨基酸序列同源性比较：０３００１Ｎ和

另外１株ＣＶＢ５毒株ＣＢ２８进化关系最近，在系统进

１７Ｙ的全基因组序列核苷酸同源性为９７％，与

化树上单独呈密切相关一簇。而ＣＢ２８和ＣＯＸＢ５／

ＧｅｎＢａｎｋ上其他ＣＶＢ５的全基因组序列同源性分别

Ｈｅｎａｎ／２０１０分别分离于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年发生在河

为８０％～９８％和８０％～９９％，其中与这两株ＣＶＢ５分

南省两起脑炎暴发事件中的患者标本，本研究

离株基因组核苷酸同源性最高的均为２０１０年河南

０３００１Ｎ来源于散发病例标本，１７Ｙ来源于暴发事件

ＣＶＢ５分离株ＣＯＸＢ５／Ｈｅｎａｎ／２０１０，两者与原型株基

标本。由此可见，该传播链上的ＣＶＢ５毒株至少近几

因组核苷酸同源性均为８１％。两者ＣＤＳ氨基酸同

年在河南省一直存在，既可引起脑炎暴发，也可引起

源性为９９％，与两者氨基酸同源性最高的为

散发。而与该分支上同在Ｇｅｎｏｇｒｏｕｐｉｖ的另一分支，
也包含２株河南ＣＶＢ５分离株（１９ＣＳＦ和２０ＣＳＦ）均分

ＣＯＸＢ５／Ｈｅｎａｎ／２０１０，同源性为９８％。

３．种系进化分析：将本研究的２株ＣＶＢ５分离株

离于２０１１年河南省漯河地区脑炎暴发事件中患者标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第３４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１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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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ｒ一●ｊＸＯｌ７３８３．１１０３００ｌＮ／ＨＮ／１１
塑Ｉ
１｛ｃｏｘＢ５／Ｈｅｎａｎ／２０１０

本。有报道显示口＇１…，该

Ｌ————一▲ＨＱ９９８８５１

广—！划Ｌ—一●ＪＸ０１７３８２．１ｆ１７Ｙ，ＨＮ川
’剐
Ｌ▲Ｈ０８３０２２１

分支的ＣＶＢ５毒株存在

ｌ

ＨＬ

着基因重组，而且重组

ＪＣＢ２８／Ｉ－１Ｎ／０９

Ｇ０２４６５１６．１ＩＹＺ０８１／ＳＤ／ｃＨＮ／２００５

一’ＧＱ２４６５１３．１１ＹＺ０７２／ＳＤ／０５
Ｌ————————一ＨＱ４２３１４５．１ｌＫＭＡｌ９３／ＫＭ／０９

母株包含ＣＯＸＢ５／

８４Ｉ

广ＧＵ３７６７４７

Ｈｅｎａｎ／２０１０。由此提

ＳＨｌ／ＳＨ／０８

１

Ｌ——一厂一ＧＵ２７２０１４．１１０９０７０５／２—３Ｈ／ＳＤ／０９
’”Ｕ
…ｊ

示，ＣＶＢ５在河南省流

１００▲ＪＸ０１７３８１．Ｉｆｌ９ＣＳＦＩＨＮ／１ｌ

Ｌ▲Ｊｘ０１７３８０ １１２０ＣＳＦ＆ＩＮ／１

９９ｌ

行过程中可能发生了重

９９

Ｇｅｎｏｇｒｏｕｐ

ＩＶ

ｌ

ＪＮ５８００７０．１｝ＣＶＢ５／ＣＣｌ０／１０／ＣＣ／１０

ＪＮ６９５０５１．１【ＣＶＢ５／ＣＣｌ０／１７／ＣＣ／１０

ＡＹ６９５ ０８．１

Ｉ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０２
——ＧＱ３２９７７０ １ １０２３３６１ＳＤ／２００２

组现象。然而本研究获

得的２株ＣＶＢ５分离株

１００

６哉厂Ｅｕ６０４６５２．１Ｉｋｏｒ０５‘ＣＶＢ５—２６３ｃｎ／０５
３５１广ＧＱ３５２３９４．ＩＩＣＶＢ５－Ｆ４０５３／ＢＬＲ／０５

匐ＩＡＭ７１１０１６ １１２３６０２３－０５／ＵＳＡ／０６

未发现基因重组现象，

１００‘ＡＭ２３６９５１

１ｌＣＦ２３８０４８１－０５／ＦＲＭ０９

９１广▲ＨＱ８３０２０７．Ｉ｝ＣＢ５／ＨＮ／０９

虽然同样是来源于

Ｌ——一ＡＨＱ８３０２１０．ＩｌＣＢＳ／ＨＮ／０９
ｏｏＩ▲ＨＱ８３０２１９ ｌＩＣＢ２２／ＨＮ／０９

２０１１年漯河地区脑炎
９２Ｉ

暴发事件标本。
ＣＶＢ５的ＶＰｌ区进

ｏ▲ＨＱ８３０２１８ ｌＩＣＢ２１／ＨＮ／０９
９９广，Ｎ７１２６７５．１』ＣＳ２６／ＳＤ／０９

９０ｌ
Ｌｌ
埔ｌ

化树分析显示，近年来

Ｌ

Ｊｘ２７６３７８．１ｌＣＶＢ５／ＳＤ／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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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陆分离到的毒

蚯ｌ ＡＨＱ８３０２１４．１｜ｃＢｌ２／ＨＮ／０９
６４１１ ｏＡＨＱ８３０２１５．】ｊＣＢｌ３／ＨＮ／０９

株同源性最高，说明国

Ｕ▲ＨＱ８３０２ｌｌ ＩＩＣＢ９／ＨＮ／０９

—ＡＦｌ

内的ＣＶＢ５分离株之间

…ｌ▲ＨＱ８３０２２３．１１ＣＢ３３／ＨＮ／０９

’▲ＨＱ８３０２２２．１ＩＣＢ３２／ＨＮ／０９

存在一定的分子流行

１４３８３．１｝Ｆａｕｌｋｎｅｒ

——ＡＹ８７５６９２，１ １２０００／ＣＳＦ／ＫＯＲ

病学联系。除了与本
研究２株ＣＶＢ５进化关

００

ＧＱ３２９７７１．１１９８３８８／ＳＤ／１９９８

Ｇｅｎｏｇｒｏｕｐ

Ｉ

Ｇｅｎｏｇｒｏｕｐ １Ｉ

０ ０２

注：▲河南省其他来源株；●本研究分离株

系较近的ＣＢ２８毒株，

图１

ＧｅｎＢａｎｋ上同样分离于

２００９年河南省脑炎暴发事件患者标本的其他１３株
ＣＶＢ５毒株，与同期分离于山东省的２株ＣＶＢ５在进
化树上构成另外一组（ＧｅｎｏｇｒｏｕｐⅢ），可以推测其
进化途径可能十分相近，充分显示了进化关系在时

ＣＶＢ５

ＶＰＩ区核苷酸序列系统发生树分析
ｃｏｘｓａｃｋｉｅｖｉｍｓ Ｂ５ ｉｎ ｈａｎｄ，ｆｏｏｔ，ａｎｄ ｍｏｕ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ｈｉｎａ．Ｅｍｅｒｇ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２。１８（２）：３５１－３５３．
１４ Ｊ Ｗｅｎｇ ＹＷ，Ｚｈｏｕ ＣＨ，Ｃｈｅｎ Ｗ，ｅｔ ａｌ，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ｏｘｓａｃｋｉｅ ｖｉｒｕｓ Ｂ５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ｕｊ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２０１０．Ｃｈｉｎ Ｊ
Ｚｏｏｎｏ，２０１１，２７（１２）：１０８６—１０８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翁育伟，周朝晖，陈炜，等．２０１０年福建省手足ＶＩ病患者中柯萨
奇Ｂ５病毒的序列分析．中国人兽共患病学报，２０１Ｉ，２７（１２）：
１０８６—１０８９

间和地理上的趋近性。

有报道显示…，ＣＶＢ５具有不同于其他５个血清
型的独特循环模式，即每隔３～６年出现一次流行，
每次流行的持续时间约为１年。本研究提示２００９—

１５ｊ Ｈｕａｎｇ ＸＹ，ＭｕＹＪ，Ｌｉ ＸＬ，ｅｔ ａ１．Ｅｔｉｏｌｏｇｙ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ａｎ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ｖｉｒａｌ 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Ｃｈｉｎ Ｊ Ｐｒｅｖ Ｍｅｄ，２０１１，４５（９）：８３０—８３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黄学勇，穆玉姣，李幸乐，等．一起暴发性病毒性脑炎的病原学
调查．中华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１ｌ，４５（９）：８３０—８３２．
１ ６ Ｊ Ｍａ ＨＸ，Ｍｕ ＹＪ，Ｌｉ ＸＬ，ｅｔ ａ１．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ｘｓａｃｋｉｅ—ｖｉｒｕｓ Ｂ５

Ｈｅｎａｎ

ｔｈａ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ａｎ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ｖｉｒａｌ

２０１１年河南省不同地区出现的脑炎暴发事件中

ＣＶＢ５毒株之间存在着进化关系上的差异，其中引

马红霞，穆玉姣，李幸乐，等．引起河南省一起病毒性脑炎暴发
的柯萨奇病毒Ｂ５的鉴定及其序列分析．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
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２（７）：６１０－６１３．

起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 １年暴发的ＣＶＢ５分离株均混杂着

（７）：６１０—６１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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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进化速度的毒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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