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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Ｉ．２型诺如病毒ＶＰ１蛋白原核表达及蛋白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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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利用原核表达系统，表达了ＧＩＩ．２型诺如病毒ＶＰ１蛋白，优化诱导条件并进行蛋白的纯化。　方法　扩

增诺如病毒的ＶＰ１基因，克隆至ｐＥＴ３２ａ（＋）载体，构建重组质粒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将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转化至大肠埃希菌

ＢＬ２１（ＤＥ３），加入ＩＰＴＧ进行诱导表达并优化诱导条件。利用 Ｈｉｓ标签镍离子蛋白纯化柱纯化表达蛋白，ＳＤＳＰＡＧＥ电

泳鉴定蛋白纯度。　结果　成功扩增大小为１６５９ｂｐ的诺如病毒ＶＰ１基因。ＰＣＲ检测重组质粒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构建成

功。将重组质粒转化至ＢＬ２１（ＤＥ３），ＩＰＴＧ诱导表达７０×１０
３ 的ＶＰ１重组蛋白，优化的最佳诱导表达条件为３７℃，０．６

ｍｍｏｌ／ＬＩＰＴＧ诱导５ｈ。重组蛋白以包涵体的形式表达，并ＳＤＳＰＡＧＥ鉴定镍柱纯化产物为单一电泳条带的目的蛋

白。　结论　利用原核表达系统成功构建了重组质粒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并表达纯化了诺如病毒ＶＰ１重组蛋白，为单克隆及

多克隆抗体的制备、检测试剂盒以及新型疫苗的研发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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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如病毒（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ＮｏＶ）是一种重要的人畜共

患病病毒，可感染人、猪、犬、牛、猫及啮齿类动物。腹

泻是全世界第四大常见死亡原因和第二大常见发病原

因［１］。ＮｏＶ感染当前是影响所有年龄段人群非细菌

性肠胃炎的主要原因，约占所有腹泻病例的五分之一。

在发达国家，ＮｏＶ感染每年造成２０００００多人死亡
［２］。

在拉丁美洲，ＮｏＶ还是引起急性胃肠炎（ＡＧＥ）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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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

大传染病防治＂课题资助项目（Ｎｏ．２０１８ＺＸ１０１０２００１）。

【通讯作者】　鲁会军，Ｅｍａｉｌ：ｈｕｉｊｕｎ＿ｌｕ＠１２６．ｃｏｍ；

　　　　　　金宁一，Ｅｍａｉｌ：ｎｉｎｇｙｉｋ＠１２６．ｃｏｍ

　 【作者简介】　李秋璇（１９９７－），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

事病毒学研究。Ｅｍａｉｌ：９９５９５４７１７＠ｑｑ．ｃｏｍ



原因，占病例的１５％
［３］。

ＮｏＶ属于杯状病毒科，是一种由单链正义ＲＮＡ

基因组组成的非包膜病毒。目前将ＮｏＶ分为１０个基

因组（ＧＩＧＸ）。这些基因组进一步细分为４９种以上

的基因型［４］。基因组 ＧＩ，ＧＩＩ和 ＧＩＶ可感染人。自

２００２年以来，ＧＩＩ基因型４（ＧＩＩ．４）成为疫情中检出最

多的基因型，与全世界范围内的大量 ＡＧＥ病例相

关［５］。然而，自２０１４年以来，ＧＩＩ．１７基因型受到更多

关注，因为该基因型已从亚洲传播到其他国家［６］。

２０１６年冬季，ＧＩＩ．２基因型在亚洲国家广泛流行。

ＮｏＶ使用ＲＮＡ依赖性ＲＮＡ聚合酶（ＲｄＲｐ）和

主要衣壳蛋白（ＶＰ１）的基因型通过双重命名法命

名［７－８］。最近出现了２种带有ＲｄＲｐ基因型ＧＩＩ．Ｐ１６

和另外２种ＶＰ１基因型的重组ＮｏＶ，并在全球传播，

如２０１６年在美国和欧洲出现的ＧＩＩ．Ｐ１６ＧＩＩ．４和在

欧洲和亚洲出现的ＧＩＩ．Ｐ１６ＧＩＩ．２
［９－１１］。Ｃｈｅｎｇ等

［８］

对５年期间中国香港的感染 ＮｏＶ 住院患者中 ＧＩＩ．

Ｐ１６ＧＩＩ．２与之前大流行的ＧＩＩ．ＰｅＧＩＩ．４和ＧＩＩ．Ｐ１７

ＧＩＩ．１７的病毒载量进行了研究，发现ＧＩＩ．Ｐ１６ＧＩＩ．２

存在与ＧＩＩ．ＰｅＧＩＩ．４和ＧＩＩ．Ｐ１７ＧＩＩ．１７一样的高流

行性。因此，ＧＩＩ．Ｐ１６ＧＩＩ．２型ＮｏＶ应该引起重视。

本研究通过构建原核表达系统表达并纯化ＧＩＩ．２

型诺如病毒的 ＶＰ１蛋白，为 ＶＰ１单克隆抗体和多克

隆抗体的制备，相关ＥＬＩＳＡ检测方法以及基因工程相

关疫苗等的研制奠定基础。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质粒、菌种　原核表达载体ｐＥＴ３２ａ（＋）由本实

验室保存；犈．犮狅犾犻ＢＬ２１（ＤＥ３）和 Ｔｒａｎｓ１Ｔ１感受态

细胞购自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１．２　主要试剂　鼠源 Ｈｉｓ单克隆一抗购于武汉三鹰

公司；ＨＲＰ标记的山羊抗鼠ＩｇＧ 二抗购于碧云天；

ＢｌｕｅＰｌｕｓＭａｒｋｅｒ和Ｈｉｓ标签镍离子蛋白纯化填料购

于购于北京全式金公司；ＤＬ２０００ｍａｒｋｅｒ，ＥｃｏＲＩ和

ＳｐｅＩ限制性内切酶购于日本 Ｔａｋａｒａ公司；ＩＰＴＧ购

自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无缝克隆连接试剂盒购于南京诺

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无缝克隆引物的设计与合成　参照 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

ＧＩＩ．２ｓｔｒａｉｎＥｎｖ／ＣＨＮ／２０１６／ＧＩＩ．Ｐ１６ＧＩＩ．２／ＢＪＳＭＱ

病毒株序列（ＧｅｎＢａｎｋ登陆号：ＫＹ４２１１２５．１）及本研

究所需的酶切位点设计无缝克隆ＶＰ１引物，由吉林省

库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成如表１所示。引物ＶＰ１

ＦＰ： ５ ＇ＣＣＡＴＧＧＣＴＧＡＴＡＴＣＧＧＡＴＣＣＧＡＡＴ

ＴＣＡＴＧＡＡＧＡＴＧＧＣＡＡＧＣ３＇；ＶＰ１ＲＰ：５＇ＧＡＧＴ

ＧＣＧＧＣＣＧＣＡＡＧＣＴＴＴＴＡＣＴＧＣＡＣＧＣＧＧＣＧＡＣＧ

ＧＣＣＡＴ３＇。扩增片段长度１６５９ｂｐ。

２．２　目的基因的扩增　ＰＣＲ反应体系：模板４μｌ，

Ｐｆｕ酶 １μｌ，２×Ｂｕｆｆｅｒ２５μｌ，ｄＮＴＰｓ Ｍｉｘｔｕｒｅ（１０

ｍｍｏｌ／Ｌ）１μｌ，上、下游引物（１０μｍｏｌ）各２μｌ，ｄｄＨ２Ｏ

１５μｌ。扩增条件为：９５℃预变性３ｍｉｎ；９５℃变性３０

ｓ，６０℃退火３０ｓ，７２℃延伸１ｍｉｎ２０ｓ，共３０个循环；

７２℃延伸７ｍｉｎ。ＰＣＲ产物经１％琼脂糖凝胶电泳鉴

定并回收目的片段备用。

２．３　重组表达质粒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的构建及ＰＣＲ鉴定

　使用ＥｃｏＲＩ和ＳｐｅＩ双酶切ｐＥＴ３２ａ质粒，纯化回

收目的片段。利用无缝克隆连接试剂盒将扩增的

ＮｏＶ的ＶＰ１片段连接至ｐＥＴ３２ａ目的载体，构建质粒

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并 进 行 酶 切 鉴 定。将 鉴 定 正 确 的

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转化至犈．犮狅犾犻ＢＬ２１（ＤＥ３）感受态，挑

取单克隆菌落，震荡培养１０ｈ后，保存菌液。

２．４　ＮｏＶＶＰ１重组蛋白的诱导表达　复苏ｐＥＴ３２ａ

ＶＰ１重组菌液，在２２０ｒ／ｍｉｎ、３７℃恒温振荡培养箱内

培养至菌液Ａ６００ 为０．５时，加入ＩＰＴＧ诱导８ｈ收集

菌液并进行超声破碎处理，以１２％的分离胶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分析。

２．５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试验　取２．４中的蛋白样品，以

１２％的分离胶进行ＳＤＳＰＡＧＥ，然后将蛋白转移至硝

酸纤维素膜，用５％脱脂牛奶进行封闭处理３ｈ；加入

鼠源Ｈｉｓ抗体４℃冰箱内孵育过夜，ＴＢＳＴ洗涤３次，

８ｍｉｎ／次；加入 ＨＲＰ标记的山羊抗小鼠二抗室温孵

育４０ｍｉｎ，ＴＢＳＴ洗涤３次后（１０ｍｉｎ／次）进行曝光显

影。

２．６　ＮｏＶＶＰ１重组蛋白表达形式分析　复苏保存的

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重组菌参照２．４方法加入ＩＰＴＧ进行诱

导表达收取菌液，超声破碎后５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

１３．５ｃｍ）离心１０ｍｉｎ，收上清；加入适量的ＰＢＳ重悬

沉淀。分别取上清和细菌包涵体制备样品，以１２％的

分离胶进行ＳＤＳＰＡＧＥ分析。

２．７　ＶＰ１重组蛋白表达条件优化

２．７．１　ＩＰＴＧ诱导时间优化　向试管中以１％的浓度

接种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重组菌，３７℃、２２０ｒ／ｍｉｎ振荡培养

至菌液Ａ６００ 为０．４～０．６时，加入０．６ｍｍｏｌ／ＬＩＰＴＧ

进行诱导。分别于诱导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ｈ取等量菌

液制备蛋白样品，以１２％分离胶进行ＳＤＳＰＡＧＥ分

析，确定ＩＰＴＧ诱导表达的最佳时间。

２．７．２　ＩＰＴＧ诱导剂浓度优化　向试管中以１％的浓

度接种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重组菌，３７℃、２２０ｒ／ｍｉｎ振荡培

养至菌液Ａ６００ 为０．４～０．６时，分别加入０、０．１、０．２、

０．４、０．６、０．８、１．０、１．２、１．５ｍｍｏｌ／Ｌ的ＩＰＴＧ，诱导５

ｈ后取等量菌液制备蛋白样品，以１２％分离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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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ＤＳＰＡＧ分析最佳诱导剂浓度。

２．８　ＮｏＶＶＰ１蛋白的纯化　复苏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重组

菌以１％的浓度接种２００ｍｌ培养基中，于３７℃条件

下震荡培养至菌液Ａ６００ 为０．４～０．６时，加入最佳优

化浓度的ＩＰＴＧ诱导剂，培养５ｈ，收集蛋白。用Ｎｉ
２＋


ＮＴＡ金属螯合蛋白质纯化柱按照说明书使用方法进

行纯化。制备纯化蛋白样品，以１２％分离胶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分析蛋白纯化效果。

结　果

１　犖狅犞犞犘１基因扩增

利用ＶＰ１引物扩增ＮｏＶＶＰ１基因片段约１６５９

ｂｐ，与预期大小一致（图１）。

　　

１　ＤＮＡ标志物　２～５　ＶＰ１基因ＰＣＲ产物

图１　诺如病毒犞犘１基因犘犆犚扩增

１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２－５　ＶＰ１ｇｅｎｅ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

犉犻犵．１　犖狅狉狅狏犻狉狌狊犞犘１犵犲狀犲犪犿狆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狉犲狊狌犾狋狊

２　重组表达质粒狆犈犜３２犪犞犘１的构建及鉴定

将ＮｏＶ的 ＶＰ１基因片段利用无缝克隆试剂盒连

接至ｐＥＴ３２ａ载体，获得重组质粒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经

ＥｃｏＲＩ和ＳｐｅＩ双酶切鉴定，ＮｏＶ的ＶＰ１基因片段成

功克隆入ｐＥＴ３２ａ载体（图２）。

　　

１　ＤＮＡ标志物　２　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双酶切

图２　狆犈犜３２犪犞犘１重组质粒酶切鉴定

１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２　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

犉犻犵．２　犇犻犵犲狊狋犻狅狀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狆犈犜３２犪犞犘１狉犲犮狅犿犫犻狀犪狀狋

３　犖狅犞的犞犘１重组蛋白的诱导表达

重组菌经ＩＰＴＧ诱导后的表达产物经ＳＤＳＰＡＧＥ

检测其相对分子质量约７０×１０
３ 与预期相符，且重组

菌以包涵体的形式表达蛋白（图３）。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

测显示重组蛋白能被相应抗体识别（图４）。

　　

１　蛋白ｍａｒｋｅｒ　２　重组菌包涵体蛋白　３　重组菌上清蛋白　４

　ｐＥＴ３２ａ空载体菌蛋白

图３　诺如病毒 犞犘１蛋白表达的犛犇犛犘犃犌犈验证

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２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ｂｏｄｙｐｒｏ

ｔｅｉｎ　３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ｐｅｒｎａｔ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ｉｎ　４　ｐＥＴ３２ａｅｍｐ

ｔｙｃａｒｒｉｅｒ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

犉犻犵．３　犛犇犛犘犃犌犈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犖狅狉狅狏犻狉狌狊犞犘１狆狉狅狋犲犻狀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

　　

１　蛋白ｍａｒｋｅｒ　２、３　ＶＰ１蛋白
图４　诺如病毒 犞犘１蛋白 犠犲狊狋犲狉狀犫犾狅狋验证

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２，３　ＶＰ１ｐｒｏｔｅｉｎ
犉犻犵．４　犠犲狊狋犲狉狀犫犾狅狏犲狉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犖狅狉狅狏犻狉狌狊犞犘１狆狉狅狋犲犻狀

４　犞犘１重组蛋白表达条件的优化

４．１　诱导时间　分别于诱导后０、１、２、３、４、５、６、７ｈ

取等量菌液制备蛋白样品，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

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重组菌在诱导５ｈ后蛋白表达量最高

（图５）。

４．２　诱导剂浓度　分别向等量重组菌加入０、０．１、

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１．０、１．２、１．５ｍｍｏｌ／Ｌ的ＩＰＴＧ诱

导５ｈ，ＳＤＳＰＡＧＥ检测显示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重组菌在

诱导剂浓度≥０．６ｍｍｏｌ／Ｌ时蛋白表达量最高（图６）。

５　犞犘１重组蛋白的纯化及鉴定

大量培养ｐＥＴ３２ａＶＰ１重组菌，收集蛋白样品，

参照Ｎｉ
２＋
ＮＴＡ金属螯合蛋白质纯化柱说明书对蛋

白进行纯化，结果见图７。纯化的ＶＰ１重组蛋白呈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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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泳条带。

　　

１　蛋白ｍａｒｋｅｒ　２　ＶＰ１蛋白　３　重组菌诱导０ｈ蛋白　４～１０

　重组菌分别诱导１、２、３、４、５、６、７蛋白
图５　诺如病毒 犞犘１蛋白诱导表达时间的优化

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２　ＶＰ１ｐｒｏｔｅｉｎ　３　０ｈ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４－１０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

ｄｕｃｅ１，２，３，４，５，６，ａｎｄ７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犉犻犵．５　犗狆狋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犲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狋犻犿犲狅犳狀狅狉狅狏犻狉狌狊犞犘１狆狉狅狋犲犻狀

　　

１　蛋白ｍａｒｋｅｒ　２～１０　分别加入０、０．１、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１．
０、１．２、１．５ｍｍｏｌ／Ｌ的ＩＰＴＧ诱导后蛋白

图６　诺如病毒 犞犘１蛋白表达诱导剂浓度的优化

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２－１０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０，０．１，０．２，０．
４，０．６，０．８，１．０，１．２，ａｎｄ１．５ｍｍｏｌ／ＬＩＰＴＧ
犉犻犵．６　犗狆狋犻犿犻狕犪狋犻狅狀狅犳犖狅狉狅狏犻狉狌狊犞犘１狆狉狅狋犲犻狀犻狀犱狌犮犲狉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

　　

１　蛋白ｍａｒｋｅｒ　２　流穿液蛋白　３～７　不同浓度洗脱液蛋白

图７　纯化诺如病毒犞犘１蛋白的犛犇犛犘犃犌犈分析

１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ｒ　２　Ｆｌｏｗ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ｒｏｔｅｉｎ　３－７　Ｅｌｕｅｎｔｐｒｏ

ｔｅｉｎ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犉犻犵．７　犛犇犛犘犃犌犈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狆狌狉犻犳犻犲犱犖狅狉狅狏犻狉狌狊犞犘１狆狉狅狋犲犻狀

讨　论

自２００２年以来，ＧＩＩ．４病毒已成为全世界传播最

常见的ＮｏＶ基因型
［１２－１３］。但在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冬季

的亚洲部分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ＧＩＩ．１７菌株，成为

急性胃肠炎暴发的主要原因［１４－１６］，表明非ＧＩＩ．４ＮｏＶ

可能成为主要基因型。２０１６年底，中国报告 ＮｏＶ感

染病例５６例，与前４年同期相比显着增对（２０１２年为

６例，２０１３年为１１例，２０１４年为３６例，２０１５年为１４

例）。ＧＩＩ．Ｐ１６ＧＩＩ．２病毒感染在２０１６年的５６起暴发

病例中占７９％
［１０］。

２０１６年末中国 ＮｏＶ感染流行大多与 ＧＩＩ有关。

ＧＩＩ．２疫情爆发的７８％发生在幼儿，具体原因尚不清

楚，但与Ｐａｒｒａ等
［１７］提出的模型相符。其中非ＧＩＩ．４

基因型似乎更频繁地感染婴儿，因为成年人逐渐建立

了对不同基因型病毒的免疫力。因此，对 ＧＩＩ．Ｐ１６

ＧＩＩ．２相关毒株的持续监测便于探索该病的流行病学

及临床进化，并应进一步研究探索ＮｏＶ活跃毒株出现

的机制。

本研究将ＮｏＶ的 ＶＰ１基因片段克隆至ｐＥＴ３２ａ

（＋）载体，利用原核表达系统对 ＮｏＶ的 ＶＰ１蛋白进

行表达，结果显示重组菌可表达出７０×１０
３ 左右的重

组蛋白。利用 Ｎｉ
２＋
ＮＴＡ金属螯合蛋白质纯化柱对

ＮｏＶ的 ＶＰ１蛋白进行纯化，获得电泳纯度的重组蛋

白，为ＧＩＩ．２型 ＮｏＶＶＰ１单克隆及多克隆抗体的制

备、新型疫苗研发及血清学检测方法的建立等奠定了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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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为抗原免疫小鼠得到高效价的 ＤｄｌＡ多克隆抗

体，该抗体能够识别耻垢杆菌及 ＴＢ的ＤｄｌＡ蛋白且

效价高，可用于ＤｄｌＡ蛋白的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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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Ｖｉｎｊｅ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ｙｐｉｎｇ

ｏｆ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Ｊ］．ＪＣ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５，５３（２）：３７３－８１．

［１３］　ＳｉｅｂｅｎｇａＪＪ，ＶｅｎｎｅｍａＨ，ＺｈｅｎｇＤＰ，ｅｔａｌ．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ｉｌｌｎｅｓｓｉｓａ

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ｐｒｅａｄｏｆ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ＧＩＩ．４ｖａｒｉ

ａｎｔｓ，２００１－２００７［Ｊ］．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９，２００（５）：８０２－１２．

［１４］　ＪｉｎＭ，ＺｈｏｕＹＫ，ＸｉｅＨＰ，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ｗ

ＧＩＩ．１７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ｖａｒｉａｎｔｔｈａｔｅｍｅｒｇｅｄｒｅｃｅｎｔｌｙａｓｔｈｅ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ＪＧｅｎＶｉｒｏｌ，２０１６，９７（１０）：２６２０－３２．

［１５］　ＬｕＪ，ＳｕｎＬ，ＦａｎｇＬ，ｅｔａｌ．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ｉｔｉｓ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

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ＧＩＩ．１７，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４－２０１５［Ｊ］．

Ｅｍｅｒｇ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５，２１（７）：１２４０－２．

［１６］　ＣｈａｎＭＣ，ＬｅｅＮ，ＨｕｎｇＴＮ，ｅｔａｌ．Ｒａｐｉｄ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ｏｆａｂｒｏａｄｌｙ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ａｎｄｆａｓｔ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

ＧＩＩ．１７ｖａｒｉａｎｔｉｎｌａｔｅ２０１４［Ｊ］．ＮａｔＣｏｍｍｕｎ，２０１５，６：１００６１．

［１７］　ＰａｒｒａＧＩ，ＳｑｕｉｒｅｓＲＢ，ＫａｒａｎｇｗａＣＫ，ｅｔａｌ．Ｓｔａｔｉｃａｎｄ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ｎｏｒｏｖｉｒｕｓ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Ｊ］．ＰＬｏＳＰａｔｈｏｇ，２０１７，１３（１）：ｅ１００６１３６．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３１４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５２６

·４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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