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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南部地区蚊携带乙型脑炎病毒的
检测和遗传进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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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探索云南省南部地区乙型脑炎病毒（JEV）的流行及基因变异情况，将 2016 年 8—10 月在南部 4 个

县级地区采集的 6 952 只蚊，根据采集地和蚊种合并为 69 份样品，采用 RT-PCR 检测 JEV 并进行基因分析。结
果显示 ：检出 7 份 JEV 阳性样品，平均阳性率为 10.14%，其中思茅区和宁洱县蚊阳性率最高，均为 25.00% ；扩
增的 5 条完整 JEV E 基因序列与 2009 年分离的 JEV 老挝株亲缘关系最近，
同源性为 97.3%~98.7%，
均属于基因 I 型；
5 条 E 基因序列（YN2016-1/2/3/4/5）在 1 323 位核苷酸位点首次出现 C 碱基替换，且 YN2016-1 在第 340 位氨基
酸位点首次出现丙氨酸替换。结果表明 ：云南省南部地区蚊 JEV 的携带率较高，尤其是思茅区和宁洱县 ；蚊携
带的 JEV 出现了核苷酸和氨基酸变异，应注意对其加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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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and Phylogenetic Analysis of 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
Carried by Mosquitoes in the Southern Area of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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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prevalence and variation situation of 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JEV）in
mosquitoes in the southern area of Yunnan Province，6 952 mosquitoes were collected from 4 counties during August
to October of 2016 and merged into 69 samples. JEV of 69 samples was detected by RT-PCR method，and its gene
mutations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7 samples were detected JEV-positive，with an average positive
rate of 10.14%. The positive rates in Simao District and Ninger County were the highest and same，both of them were
25.00%. Five complete JEV E gene were amplified，of which the sequence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JEV strain
isolated from Laos in 2009，with the nucleotide homology of 97.3% to 98.7%，the five genes all belonged to the
genotype I JEV. C base substitution occurred ﬁrstly at the 1 323 nucleotide sites of the ﬁve E genes（YN2016-1/2/3/4/5），
and alanine substitution at amino acid position 340 also ﬁrstly occurred in YN2016-1 strain. As a result，the carrying
rate of JEV in mosquitoes in southern area of Yunnan Province was relatively high，especially in Simao and Ninger，
and nucleotide and amino acid mutations appeared，hence，JEV surveillan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 ：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 ；mosquito ；variation analysis ；phylogenetic analysis ；surveillance ；Yunnan

乙型脑炎（Japanese encephalitis，JE）由乙型

脑炎病毒（Japanese encephalitis virus，JEV）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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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广泛流行 ，每年约
[1-3]
有 3.5 万 ~5 万人感染，1 万 ~1.5 万人死亡 ，且

通信作者 ：周红宁，鲁会军，金宁一

50% 的患者出现后遗症

[1-3]

[4-6]

。全球近 300 万人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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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JE 流行地区

[2-3]

。由于流行地区旅游业的发展，JE

[7]

发病率不断增加 。云南省南部地区被北回归线贯穿，
地形地貌独特，具有热带、亚热带气候特点，终年平
均温度在 20 ℃左右，平均降水量约 8 mm/d，利于蚊
类滋生和繁殖，全年均有蚊类分布

[8-9]

。JEV 是云南

省分布最广、危害较大的一种虫媒病毒，主要流行基
因 I 型和 III 型。在云南省，基因 I 型最早分离于 1977
年，1978—2004 年的分离株几乎均为基因 III 型（1982
年分离到基因 I 型），近十年基因 I 型成为主要流行
[10]

[11-12]

型 。三带喙库蚊为 JEV 主要传播媒介
，猪是
[13]
JEV 重要动物宿主 ，从而形成了“猪 - 蚊虫 - 人”
[14]

。对蚊携带 JEV 的检测和调查，有益于
进一步掌握病毒流行情况，及时预警 JE 流行。

的循环链

本研究对云南省南部地区蚊携带 JEV 进行了
调查检测，对扩增的 JEV 基因进行了遗传进化分析，

图1

以便为该地区的 JE 防治提供参考。
1
1.1

表1

材料与方法

采集地点

主要试剂
DNA 聚 合 酶、dNTP、ddH2O： 从 TaKaRa 公

西盟县

司购置；引物：吉林省库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

宁洱县

成；RNA 提取试剂盒：采购于杭州博日科技有限
公司；反转录试剂 M_MLV 反转录酶、RNA 酶抑

思茅区

制剂 RNasin®：购置于 Promega 公司。
1.2

云南地区蚊样品采样地点分布

蚊样品采集

2016 年 8—10 月，从南部西盟县（N22º 65'，
E99º59'）、 宁 洱 县（N23º06'，E101º04'）、 思 茅

景洪市

区（N22º79'，E100º98'）、 景 洪 市（N22º00'，
E100º77'），采集三带喙库蚊、中华按蚊、骚扰阿蚊、

蚊种采集数量及分组

蚊种
三带喙库蚊
中华按蚊
三带喙库蚊
骚扰阿蚊
中华按蚊
三带喙库蚊
骚扰阿蚊
白纹伊蚊
三带喙库蚊
骚扰阿蚊
白纹伊蚊
中华按蚊
淡黄蓝带蚊
达勒姆阿蚊
总计

数量（n）/ 只 分组（n）/ 份
3723
37
98
1
624
6
87
1
119
1
134
1
532
5
182
2
573
6
107
1
79
1
214
2
173
2
307
3
6 952
69

E 基因变异分析

白纹伊蚊、达勒姆阿蚊及淡黄蓝带蚊共计 6 952 只，

1.4

冻存于液氮中待用。采样地点分布见图 1。

从 阳 性 蚊 样 品 中 扩 增 JEV E 基 因 序 列， 用
MEGA 7.0 软件对扩增的序列进行比对分析。

1.3

病毒检测

将 6 952 只蚊根据采集地和蚊种合并为 69 份
样 品（ 表 1）。 将 样 品 置 于 无 菌 EP 管 中， 加 入

2

1 mL 样 品 研 磨 液 SM buffer， 用 组 织 研 磨 仪，60
Hz 3 min 研 磨 蚊 样 品，12 000×g 离 心 20 min，
取上清；按照病毒 RNA 提取试剂盒（产品货号

来 自 4 个 采 样 点 的 69 份 蚊 样 品 中， 通 过
RT-PCR 检 测， 检 出 7 份 JEV 阳 性 样 品， 平 均 阳

2.1

结果
蚊样品 JEV 检测

BSC62M1）说明书提取病毒 RNA，进行 JEV RT-

性 率 为 10.14%。 其 中， 思 茅 区 和 宁 洱 县 蚊 样 品
JEV 阳性率最高，均为 25.00%，景洪市次之，为

PCR 检测；将 DNA 目的片段回收测序，对测序正

6.67%，西盟县最低，为 5.26%（表 3）。PCR 检

确的样品进行 JEV E 基因序列扩增并测序。JEV E
基因巢式 PCR 检测及扩增引物见表 2。

测阳性结果图谱见图 2。
2.2 JEV E 基因变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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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V 检测和 E 基因扩增引物

表2
引物用途 引物名称

引物

产物
大小 /bp

JEV-F1
TGGAAAGCATGGGGAAAAAG
684
JEV-R1 GGTCTGATTTCCATTCCGTACC61.90
JEV 检测
JEV-F2 TTTGGGGGGATGGTGTTGA50.54
249
JEV-R2 GCACCAGTCAGTGATCAACTTTCC
E-F
CTATTGGTCGCTCCGGCTTACAGT
E 基因扩
1 500
增
E-R
TGTCAATGGCGCAGCCAGTGTC

表3
采集地点
西盟县
宁洱县
思茅区
景洪市
总计 / 平均

蚊样品 JEV 检测

样品数量（n）
38
8
8
15
69

图2

阳性（n）
2
2
2
1
7

阳性率 /%
5.26
25.00
25.00
6.67
10.14

PCR 检测阳性结果图谱

从 7 份 JEV 阳性蚊样品中扩增 E 基因序列，
分别从西盟县 50%（1/2）、宁洱县 100%（2/2）
以 及 思 茅 区 100%（2/2） 阳 性 蚊 样 品 中 扩 增 到 5
条 完 整 的 E 基 因 序 列（YN2016-1/2/3/4/5）。 将
这 5 条 E 基因序列与 22 条国内外 JEV 代表株进

图3

蚊样品 JEV E 基因核苷酸变异

图4

蚊样品 JEV E 蛋白氨基酸变异

3 讨论
JE 是全球最重要的病毒性脑炎 [15-17]，因蚊叮
[18-21]

咬而传播，可造成大范围流行
。蚊吸血感染
JEV 后，病毒在蚊体内复制，并通过叮咬感染动物
和人，完成 JEV 的循环链传

[22-24]

中，JEV 流行地域有扩大趋势

。在过去的 50 年

[25-26]

。1935 年我国首

[27]

行比对分析，发现同源性为 98.6%~99.8%，而且
均与 2009 年分离的 JEV 老挝株同源性最高，为

次报道夏季脑炎疫情

97.3%~98.8%。通过核苷酸变异分析发现，在 E 基
因第 1323 位核苷酸位点，5 条 E 基因序列首次出

和 1969 年泰国北部清迈病例相继被报道 ；1985
年斯里兰卡首次发生 JE 流行，造成 410 人发病，

现了 C 碱基替换（图 3）；氨基酸变异分析发现，
YN2016-1 在 E 蛋白第 340 位氨基酸位点首次出现

75 人死亡

了丙氨酸替换（图 4）。
2.3 JEV E 基因系统进化分析

人发病（平均发病率 1.8/100 000），其中近 75%

将扩增的 5 条完整 JEV E 基因序列（GenBank 序
列号 MG644382-MG644386）与 22 条国内外 JEV 代表

5.4/100 000），我国患者约占 50%（33 900） 。云

株做进化树分析，
发现 5 条 E 基因序列均属于基因 I 型，
且与 2009 年分离的 JEV 老挝株亲缘关系最近。

斯东部各州被发现

；1940 年，JE 首次在俄罗
[29]
；1965 年越南北部 JE 疫情

[28]

[30]

[31]

。目前，JE 流行于 24 个国家和地区，

均为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国家。全球每年约 67 900
的患者（51 000）为 0~14 岁的儿童（平均发病率
[32]

南省南部地区位于我国西南边境地带，纬度较低，气候
[33-35]
温暖湿润，蚊类可越冬生存，利于 JEV 传播
。猪是
JEV 重要扩散宿主，为蚊传播 JEV 提供了便利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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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蚊样品 JEV E 基因系统进化

[32]
2012 年，梁国栋 对我国 JEV 流行做了详细整理和
分析，为今后 JEV 研究提供了帮助。本研究针对云南

Journal of tropical pediatrics，2011，57（4）：241-244.
[7]

prospects：POP/DB/WUP/Rev.2005/1/F1 [M]. 2005
Revision. United Nations：New York，2005.

省南部地区蚊进行 JEV 检测，了解了该地区 JEV 流
行情况，为进一步的 JE 防控提供了参考。

[8]

本研究检测发现，云南省南部地区蚊 JEV 携

[9]

带率为 10.14%（7/69），与宋帕

[38]

的调查结果相似

（老挝南塔省芒新县三带喙库蚊传黄病毒阳性率为
[39]
15.56%），而低于龚道方等 对云南省新平县蚊 JEV
的调查结果（阳性率为 8.33%）。从思茅区、宁洱县和
西盟县蚊样品中扩增的 5 条完整 JEV E 基因序列均
属于基因 I 型，且与 2009 年老挝的 JEV 分离株亲缘
[40]
关系最近。徐可树等 研究显示，JEV E 基因变异可
导致病毒增殖性降低。分析显示，YN2016-1 在 E 蛋白
第 340 位氨基酸位点首次出现丙氨酸替换。E 基因为
JEV 毒力基因，该位置变异可影响病毒表面免疫球蛋
白样结构的折叠，进而影响病毒免疫原性
4

[41]

。

结论
本研究表明：JEV 在云南省南部地区蚊样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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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3（5）：439-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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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乙型脑炎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J]. 中华流行病
学杂，2016，37（11）：1519-1525.
[11] 龚道方，郭晓芳，周红宁，等 . 云南景东县乙型脑炎流行状
况调查 [J]. 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2010，5（1）：57-58.
[12] PEARCE J C，LEAROYD T P. LANGENDORF B J，
et al. Japanese encephalitis：the vectors，ecolog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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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5（S1）：16-26.
[13] 王兴涛 . 河南省规模化种猪场 JEV 毒株的分离鉴定及
进化分析 [D]. 重庆：西南大学，2011.
[14] 魏建超 . 日本脑炎病毒入胞机制及其靶向抑制分子的
研究 [D].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0.

存在较高的带毒率，尤其是思茅区和宁洱县，JEV

[15] PATABENDIGE A，MICHAEL B D，CRAIG A G，

阳性率均高达 25.00%，说明这两个地区存在较高的
JEV 传播风险；JEV 毒力基因的变异对该地区的 JE

et al. Brai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astrocyte cell

防控可能带来新的挑战，应注意加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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