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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吃穿山甲了！管轶团队从穿山甲中发现新冠相关冠状病毒

 

新冠病毒的溯源研究得出最新成果。当地时间2月18日，预印本网站bioRxiv（未经同行评议）发表

论文“中国南方马来穿山甲2019-nCoV相关冠状病毒的鉴定”，通讯作者为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新发传

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管轶教授、广西医科大学胡艳玲教授。

管轶现为香港大学新发传染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以及流感研究中心主任。2003年“非典”时

期，管轶团队率先分离出SARS病毒，并证实了果子狸是SARS的中间宿主，也是人类感染SARS的直接来

源。基于中间宿主的清晰及管轶等人的上报，广东省随后清除市场上的果子狸，从而有效遏制了SARS疫

情的扩散。

在此次这项最新研究中，管轶等人报告了在中国南部反走私行动中查获的穿山甲（(哺乳纲鳞甲目)

中发现了2019-nCoV相关冠状病毒。他们发现，穿山甲相关的冠状病毒属于2019-nCoV相关冠状病毒的两

个亚型，其中一个的受体结合域与2019-nCoV非常接近。

作者们认为，研究发现的多种穿山甲冠状病毒谱系及其与2019-nCoV的相似性表明，应该考虑将穿山

甲视作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并应将其从菜市场上清除，以防止人畜共患传播。

而此前的2月7日，华南农业大学、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沈永义教授、肖立华教授

等科研人员联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及广州动物园科研部也公布了研究成果：穿山甲为新型冠状

病毒潜在中间宿主。

该团队通过分析1000多份宏基因组样品，锁定穿山甲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中间宿主；继而通过分

子生物学检测，揭示穿山甲中β冠状病毒的阳性率为70%；进一步对病毒进行分离鉴定，电镜下观察到典

型的冠状病毒颗粒结构；最后通过对病毒的基因组分析，发现分离的病毒株与目前感染人的毒株序列相

似度高达99%。

不过，沈永义等人的研究成果目前尚未正式发表。

值得一提的，穿山甲是所有哺乳动物中非法贩卖最为严重的，被用作食物来源，鳞片还被入药。因

此，穿山甲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华穿山甲等穿山甲物种现在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

濒危物种红色名单上的极危物种。

多批次穿山甲样品检测呈冠状病毒阳性

本次新冠疫情的暴发暂时被认为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有关，该市场出售的野生动物可能是人畜共患

病感染的来源。尽管蝙蝠很可能是2019-nCoV的宿主，但目前还不清楚转移病毒的中间宿主。

研究团队此前在2017年8月至2018年1月期间收集到18只马来穿山甲的冷冻组织(肺、肠、血)样本。

这些穿山甲是在广西海关缉私行动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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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发育分析，描述了2019-nCoV、本研究获得的穿山甲冠状病毒序列、其他冠状病毒之间的进化关

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样本的RNA高通量测序显示，43个样本中的6个(2个肺，2个肠，1个肺肠混合

物，1份血液)存在冠状病毒。研究团队随后获得6个全长或近全长基因组序列，标记为GX/P1E、GX/P2V、

GX/P3B、GX/P4L、GX/P5E、GX/P5L。这些病毒也具有类似2019-nCoV的基因组结构，有9个预测开放阅读

框。研究团队还成功分离了病毒。

基于新的基因组序列，研究团队设计了qPCR检测引物，以确认原始样本对冠状病毒呈阳性。

接下来，研究团队对2018年5月至7月之间收集的另一批穿山甲样品进行了进一步qPCR检测。12只穿

山甲的19个样本（9个肠组织，10个肺组织）中，3个肺组织样本呈冠状病毒阳性。

除了这些来自广西的穿山甲，此次疫情暴发后，广州海关技术中心也重新检测了他们在3月的反走私

行动中查获的5份存档的穿山甲样品（2份皮肤组织，1份未知组织，1份鳞片），这些样本中同样发现了

冠状病毒。

通过高通量测序，研究团队发现鳞片样品中包含冠状病毒序列，用这些数据组装了一个21505bp的部

分基因组序列(标记为GD/P2S)，可以代表2019-nCoV基因组的72%。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在广东进行的另一项关于患病穿山甲的研究也从肺样本中发现了与2019-nCoV

相似的病毒重叠群。通过不同的组装方法和人工筛选，获得了约占全长病毒基因组86.3%的部分基因组序

列(标记为GD/P1L)。

这些在穿山甲中发现的冠状病毒的基因组，与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相似率在85.5％-92.4％，并在系

统进化树中代表了新冠病毒的两个亚型，其中GD/P1L和GD/P2S与新冠病毒密切相关。

穿山甲可能冠状病毒长期宿主，但和2019-nCoV并非最接近亲缘关系

新型冠状病毒属于β冠状病毒属的Sarbecovirus亚属，此前已有一些研究注意到，Sarbecovirus亚

属的冠状病毒成员均经历了广泛的基因重组。

为了验证上述观点，研究团队进一步进行了重组分析重组，分析显示，蝙蝠冠状病毒ZC45和ZCS21可

能是重组体，包含多个SARS-CoV相关谱系(基因组区域2、5、7)和2019-nCoV相关谱系的基因组片段，包

括来自此次穿山甲的基因组片段(区域1、3、4、6、8)。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团队观察到穿山甲冠状病毒、蝙蝠冠状病毒RaTG13和2019-nCoV之间推

测的重组信号。特别是，尽管2019-nCoV与蝙蝠冠状病毒RaTG13在病毒基因组的其余部分关系最为密切，

但2019-nCoV和广东穿山甲的受体结合域（RBD）氨基酸同源性为97.4%，而RaTG与2019-nCoV的受体结合

域的氨基酸同源性仅为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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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广东穿山甲冠状病毒和2019-nCoV在RBD的5个关键残基上拥有相同的氨基酸，而RaTG13和

2019-nCoV只有一个氨基酸相同。然而，只针对RBD的同义位点系统发育分析显示，广东穿山甲冠状病毒

并非2019-nCoV的最接近亲缘关系。

因此，研究团队推测，广东穿山甲冠状病毒与新冠病毒之间的氨基酸同源性可能是由于选择性介导

的趋同进化，而不是重组引起的。当然，根据现有数据仍然很难判断。

论文提到，虽然任何趋同进化的驱动因素都是未知的，但就和重组一样，它的可能发生，都将进一

步突出中间动物宿主在人类病毒暴发的作用。

迄今为止，穿山甲是除了蝙蝠之外，唯一被认和2019-nCoV相关冠状病毒感染的哺乳动物。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团队在穿山甲中发现了2个相关的冠状病毒谱系，它们都与22019-nCoV相关。这

表明穿山甲可能是这些病毒的长期宿主。

或从蝙蝠等其他动物宿主中获得2019-nCoV相关病毒

但令人惊讶的是，穿山甲是独居动物，种群规模相对较小，且处于濒危状态。然而不能排除的是，

穿山甲从蝙蝠或其他动物宿主中独立获得了2019-nCoV相关病毒。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穿山甲冠状病毒都是从走私而来的马来穿山甲中获得，很可能来自东南亚，

而它们在本土地区所保持的病毒多样性目前未知。

研究团队认为，毫无疑问，穿山甲种群中冠状病毒的传播程度需进一步调查，但在广西和广东省的

2019-nCoV相关冠状病毒的反复感染表明，穿山甲可能是冠状病毒出现的潜在重要宿主。

研究团队提到，包括那些与2019-nCoV相关病毒在内的冠状病毒，在亚洲的许多野生哺乳动物中明显

存在。虽然穿山甲冠状病毒的流行病学、致病性、种间传染性和传播性仍有待研究，但此次研究提供的

数据强烈表明，处理这些动物需要相当谨慎，应严格禁止在菜市场出售。

他们还提到，对中国和东南亚自然环境中穿山甲的进一步监测显然也是必要的，以了解它们在2019-

nCoV出现中的作用以及未来人畜共患病传播的风险。

论文原文链接：https://www.biorxiv.org/content/10.1101/2020.02.13.945485v1

相关专题：聚焦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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