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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上海市虹口区麻疹流行株
基因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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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鉴定２０１２年上海市虹口区麻疹流行株基因型，了解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上海市麻

疹流行株基因特性。方法采集疑似麻疹病例咽拭子标本，使用Ｖｅｒｏ－ＳＬＡＭ细胞分离麻疹病毒，
使用ＲＴ－ＰＣＲ扩增分离培养阳性病毒Ｎ基因羧基末端４５０ ｂｐ片段并测序，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的部分流
行株构建系统进化树，分析麻疹病毒基因型，同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结果３４份咽拭子标本中
分离到麻疹病毒７株，进化树分析显示，６株为Ｈｌ基因型，１株为Ｄ８基因型。流行病学调查显示，
Ｄ８基因型为上海自２０００年开展病毒监测以来的首次外来输入病毒。结论２０１２年虹口区麻疹
分离株与历年上海市麻疹流行株属于同一基因型，Ｈｌａ亚型为优势流行株，首次出现Ｄ８基因型，
为外来输入病毒。
【关键词】麻疹病毒；输入病例；Ｄ８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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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疹病毒共划分为８个基因组（Ａ、Ｂ、Ｃ、Ｄ、Ｅ、Ｆ、

Ｇ、Ｈ），共２３个基因型㈦，Ｈ１基因型为中国本土流行

株ｂ＇…，为了解上海市麻疹流行株基因特性，本研究对
虹口区分离的７株流行株进行测序，并对２０００—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部分流行株基因特性进行分析。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９
基金项目：上海市卫生局科研计划课题（２０１１４０６７）；上海市公共卫
生优秀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ＧＷＤＴＲ２０１２２５）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８２上海市虹口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李淑华、汤显、

材料与方法

１．病毒分离：采集麻疹疑似病例咽拭子标本，接

安、李崇山）

种于生长良好的Ｖｅｒｏ—ＳＬＡＭ细胞中，每份标本接种
２孔，并设细胞对照，每日用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病

通信作者：龚向真，Ｅｍａｉｌ：ｈｋｓｈｅｑｕ＠１６３．ｔｏｍ

变（细胞融合现象）１～２周，详细记录观察结果。病

钱晓华、杨彦基、于晓楠、龚向真）；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袁政

·４３０’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４月第３５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变细胞占正常细胞７５％以上时，反复冻融３次离心

３４例，采集咽拭子标本３４份，接种到Ｖｅｒｏ．ＳＬＡＭ细

取上清液一２０℃低温冰箱保存。若未出现病变，则

胞中，分离病毒７株，病例基本信息及流行病学基本
资料详见表１。

盲传３代，出现细胞病变，则保存备用。实验由上海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实验室完成。

２．目的基因扩增及测序：７株分离株经对

２．流行病学调查：按照上海市麻疹监测方案，进

ＲＴ－ＰＣＲ扩增后，均获得５６８ ｂｐ目的片段，测序后通

行流行病学调查及样本采样，由虹口区ＣＤＣ免疫规
划科完成。

过ＮＣＢＩ网站进行ＢＬＡＳＴ比对，获得的序列均包含

３．提取ＲＮＡ：采用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

麻疹病毒Ｎ基因羧基末端４５０ ｂｐ序列。
３．基因分型：７株分离株基因序列不完全相同，

ＲＮＡ飚ｔ（ＤＰ３１５一Ｒ），对细胞培养

其中ＳＨＨＫ２０１２—０１、ＳＨＨＫ２０１２—０３、ＳＨＨＫ２０１２—０４

阳性的病毒标本进行提取核酸，按试剂盒说明书操

序列完全相同，ＳＨＨＫ２０１２—０２、ＳＨＨＫ２０１２—０５、

作，提取的ＲＮＡ于一８０℃保存备用。

ＳＨＨＫ２０１２—０６序列完全相同，上述６株分离株与Ｈ１

４．ＲＴ－ＰＣＴ及序列测定：根据麻疹病毒的分型
要求，扩增病毒Ｎ基因羧基末端４５０ ｂｐ序列，上游

基因型参考株Ｈｕｎａｎ．ＣＨＮ／９３／７（ＡＦ０４５２１２）核苷酸

弓Ｉ物Ｐｌ：５’一ＴＡＧ

型参考株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Ｎ／９４／１（ＡＦ０４５２１７）核苷酸相差
６．６７％（４２０／４５０），与其他２２个基因型参考株核苷酸

司ＴＩＡＮａｍ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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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ｐ），下游弓Ｉ物Ｐ２：５’一ＴＧＴ

ＧＡＣＣＴＧａ丌ＣＣＴＡＡＧ＿３’（１

ＧＴＧ

相差２．２２％～２．４５％（４４０／４５０～４３９／４５０），与Ｈ２基因

７６５ｂｏ），扩增

相差７．１ｌ％一１１．３３％（４１８／４５０—３９９／４５０）。按ＷＨＯ

产物长度５６８ ｂｐ。采用天根生化科技（北京）有限公

推荐的“麻疹病毒基因型分型标准”…，６株分离株属

司Ｏｎｅ

ＲＴ－ＰＣＲ试剂盒对目的基因进行扩增，反
应体系为５０ ｐ １：１０×ｓｄ ＲＴ－ＰＣＲ Ｂｕｆｆｅｒ ５“ｌ，

于Ｈ１基因型。

ｄＮＴＰＭｉｘ ２“ｌ，５×ＲＴ－ＰＣ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ｒ １０ Ｉｘｌ，ＲＮａｓｉｎ

酸相差８．８９％一９．１１％（４１０／４５０～４０９／４５０），与Ｄ８基

（４０ Ｕ／ｐ１）Ｏ．５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２．５ Ｕ／ｐ１）

因型参考株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ＵＮＫ／３０．９４（ＡＦ２８０８０３）核苷

１“１，ＱｕａｎｔＲＴａｓｅ ０．５“ｌ，上、下游引物（１０肚ｍｏｌ／Ｌ）各

酸相差２．２２％（４４０／４５０），与其他基因型参考株核苷

３“ｌ，模板ＲＮＡ为２ ｕｌ，无ＤＮＡ酶的水２３“１。ＰＣＲ
反应条件：５０℃３０ ｍｉｎ（反转录）；９４℃２ ｍｉｎ；

酸相差４．８９％～１０．Ｏ％（４２８／４５０—４０５／４５０），属于Ｄ８

７４５。１

ｓｔｅｐ

ｐｌ，Ｈｏｔｍａｓｔｅｒ Ｔａｑ

基因型。

ｍｉｎ，４０个循环；

４．与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上海市部分麻疹流行株基

ｍｉｎ。扩增产物经回收纯化，送上海生工生

因特性比较：检索ＮＣＢＩ网站，获得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上
海市麻疹部分分离株９７株，中国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分离

９４℃０．５ ｍｉｎ，５６℃１ ｍｉｎ，６５℃２
６５℃１０

ＳＨＨＫ２０１２—０７分离株与其他６株分离株核苷

物工程有限公司进行序列测定。

５．基因序列分析：检索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获得麻
疹病毒分型参考株序列及上海市麻疹病毒历年分离

的１４株（麻疹病毒基因亚型参考株Ｈ，５１）及疫苗株
Ｓ１９１等基因序列，与２０１２年新分离７株流行株共同

株序列信息，进行网上ＢＬＡＳＴ比对，采用Ｍｅｇａ ４．０
软件，对目的基因序列进行核苷酸同源性和基因亲

构建基因进化树，如图１。

缘性关系分析，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值为１

年上海９１株流行株及１９９３—１９９４年Ｈｌａ亚型参考
株Ｃｈｉｎａ９３—２和Ｃｈｉｎａ９３—４共同构成分支，分支内核

结

０００。

果

苷酸差异为０～２．２２％（４４０／４５０），分支内呈现２个亚

１．麻疹病毒分离：２０１２年虹口区麻疹报告病例
表１

２０１２年新分离６株Ｈｌ型流行株与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分支，分支１（Ｃｌｕｓｔｅｒ １）６２株，分支２（Ｃｌｕｓｔｅｒ ２）３５

２０１２年上海市虹口区７株分离株病例流行病学信息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４年４月第３５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４３１·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株，分支内６株Ｈ１型流行株与
Ｈｌａ亚型参考株Ｃｈｉｎａ９３—２和
Ｃｈｉｎａ９３—４的核苷酸差异为
１．１１％～２．２２％（４４４／４５０～４４５／４５０），

根据Ｈ１基因型亚型的分型标
准ｎ’５］，该６株分离株属于Ｈｌａ基
因亚型，且分布在Ｃｌｕｓｔｅｒ １分支。
２０１２年Ｄ８型分离株与Ｄ８基
因型标准参考株及２０１２年美国
分离株ＭＶ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ＵＳＡ／
３７．１２［Ｄ８］（ｇｂｌＫＣ４９２０７２．１Ｉ）、香

港分离株ＭＶｓ／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ＣＨＮ／
４６．１２［Ｄ８］（ｇｂｌＫＣ２８８１０７．１Ｉ）、英

国分离株ＭＶｓ／Ｔａｕｎｔｏｎ．ＧＢＲ／
２７．１２／［Ｄ８］（ｇｂ［ＪＸ９８４４６１．１Ｉ）的同
Ｈ１ａ

源性为１００％（４５０／４５０）。
５．Ｄ８基因型流行病学调查：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患儿，女，
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６日出生，本市户

籍，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８日上午开始
发热，经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诊断为“疑似麻疹”，于１０月２日
１４时３４分进行网络直报，并采集
患儿咽拭子标本和血清标本分别
送检。１０月９日血清检测显示麻
疹ＩｇＭ抗体阳性。１１月６日上海
市ＣＤＣ报告麻疹病毒分离阳性，
并于１２月将病毒株送中国ＣＤＣ
复检。１２月２４日，中国ＣＤＣ报
告该麻疹病毒株的基因型为Ｄ８
型。对患儿麻疹接触史的调查表
明，患儿发病前无外出和出国史，
患儿父亲于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８日出
现发热，９月２３日１４时至上海市
ｍＣ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以“疑似麻疹”
住院隔离治疗。９月２４日，其血
清学检测报告显示麻疹ＩｇＭ抗体

…ｂ

阳性，并住院至９月２８日，未采集

№Ａ

咽拭子标本。进一步调查表明，
其父在发病前７～２１ ｄ曾２次往

∞

返于韩国与上海之间做批发生
意，期间在飞机上、机场内及韩国

注：■２０１２年分离株，◆Ｄ８标准分型参考株，口２０１２其他地区流行株，●１９９３—１９９４
年亚型流行株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上海市部分麻疹流行株和参考株基因（Ｎ）进化树分析

的机场大巴上均有外籍人士，客
户来自韩国、日本、中国及中国台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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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等不同国家和地区，未见明显发热、出诊症状的人
员，之后也均未发生麻疹疾病。
讨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４

病毒测序和分型工作，以提高本市实验室监测敏感
性，提高早期预警能力，逐步增加对麻疹基因变异、
抗原变异等的监测。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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