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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genome sequences of SARS．associated coronavirus (SARS．COV)were compared witIl 

other Coronaviruses．Similar sequences were found by searching biomolecular databases．Sequence 

analysis showed that SARS．CoV had similar genomi c organization and structural proteins while 

compared with other Coronaviruses．SARS．CoV is related to other known Coronaviruses．But there 

were some specific sequences in SARS．CoV genome．Th e virulence of SARS may deftve from 

vaxi~ions of ORF l a an d S protein an d the specificity of some nonstructural proteins．Th e result of word 

frequency an alysis indicated that SARS．CoV does not closely resemble an y of kn own Coronaviruses． 

Kev words：． RS．associated coronavirus(SARS．CoV)；Coronavirus；Genomics；Sequence Analysis 

摘要：本文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 比较 SARS病毒和其他冠状病毒基因组。通过数据库搜索 ，找出与 SARS病毒基 

因组相似的核酸或蛋白质序列，并对相似序列进行比对，分析它们的共性和差异。结果表明，SARS病毒在基因 

组的组织上及结构蛋白质方面与现有冠状病毒有比较大的相似性，SARS病毒基因组与冠状病毒基因组相关。但 

是，SARS病毒基因组还存在一些特异性序列，ORFla和 S蛋 白(特别是 S1)的变化 以及 SARS．CoV特异性的非 

结构蛋 白可能是 SARS 发病机理与传染特性区别于其他冠状病毒的分子基础 。在全基因组水平上进行核酸单词 出 

现频率分析，结果表明，SARS 病毒远离已知的其他冠状病毒，单独成为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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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元 2003年春季 ，一种呼吸系统疾病——非 

典型肺炎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流行，严重地威 

胁着人类的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将其称为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征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 

SARS)， 该 病 原 是 冠 状 病 毒 的 一 个 变 种 

SARS．associated coronavirus(SARS．CoV)【 ， ， 。 

冠 状病 毒 的基 因组全 部集 中在 一条 正 向的 

RNA单链 ，其长度一般在 3万个核苷酸左右。靠近 

基 因 组 5’端 有 两个 很 大 的开 放 阅读 框 (Open 

Reading Frame，ORF)，编码多聚蛋白(polyprotein)， 

其序列长度约 占整个基因组 的三分之二。这两个 

ORF分别为 la和 lb，通过核糖体移码位点相互连 

接。ORF1a和 ORFlb的翻译产物是多聚蛋白前体， 

由病毒蛋白酶在多个位点切割开。病毒蛋 白酶在多 

聚蛋 白基 因的表达过程 中起着 突出的作用[41。在 

ORFlb下游，有 4到 9个基因，它们分别编码冠状 

病毒的结构蛋白 (如 S、M、N及 E蛋白)和非结 

构蛋白I引。SARS．CoV属于冠状病毒。先后有多个 

SARS．CoV株的基因组被完全或部分测序【。， ，引。从 

基因组结构来看 ，SARS．CoY具有典型的冠状病毒 

基 因组的特点。我们以Tor2 SARS．CoV基因组序列 

(GenBank的登录号为 AY274l 19)作为 SARS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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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组的蓝本，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对它进行详细分 

析，通过生物分子序列数据库搜索和序列比对，研 

究 SARS—CoV 基因组与其他已知冠状病毒基因组 

的同源性，研究 SARS—CoV的结构蛋 白与其他冠状 

病毒的差异，同时利用我们提出的基因组核酸单词 

出现频率分析方法，分析与 SARS—CoV相关的一组 

冠状病毒的进化关系。 

2 SARS—CoV基 因组序列分析 

利用美国生物信息研究所 (NCBI)提供的 Blast 

系列程序【9l搜索生物分子序列数据库 ，这些程序包 

括 Blastn、Blastp、Blastx等。试图通过数据库搜索， 

发现与 Tor2 SARS—CoV同源的序列，包括核酸序列 

和蛋白质序列。 

取 Tor2 SARS—CoV全基因组序列，用程序 Blastn 

搜索核酸序列数据库，返回结果大部分是已知冠状 

病毒 (如 鼠科肝炎病毒 )的小片段，其中最长的相 

似片段约 100nt。在某个 已知的冠状病毒基因组中往 

往有多个显著相似的片段，例如，在鼠科肝炎病毒 

基 因组 中 ，各个 显著相 似片段 长度 的总和约 为 

3o0nt。将 SARS病毒与已知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用 

程序 Blast2进行两两比较，发现相似部分主要集中 

在 l3kb到 2lkb之间，即 SARS—CoV 的 ORFlb区 

域，而其他区域中显著相似的序列片段极少。 

从核酸序列数据库搜索和序列比较结果来看， 

只能说明SARS与冠状病毒有关，但是，由于没有 

发 现 较 长 的显 著 相 似 片段 ，故 不 能深 入 说 明 

SARS—CoV与已知冠状病毒的关系。一般来说 ，蛋 

白质序列 比核酸序列保守，通过蛋白质序列 的比 

较 ，可能会发现种属之间更多的关系 。根据 Tor2 

SARS—CoV基因组的注释 ，取 ORF1ab翻译的多聚 

蛋白序列，其长度为7073个氨基酸，利用程序Blastp 

搜索蛋白质序列数据库 ，搜索结果见图 1。 

图 l Tor2 SARS—CoV多聚蛋白序列数据库搜索结果 

Fig．1 Database search result of Tor2 SARS—CoV polyprotein 

Each line represents a similar sequence comes from  M urine hepatitis virus， 

Bovine coronavirus, Porcine epidemic diarrhea virus， 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virus． Human coronavirus 229E D， Avian infectious 

bronchitis vi?US 

图 1中带有刻度的横线代表 SARS—CoV 的蛋 白序 

列，其下方的一系列横线表示在数据库中找到的与 

SARS—CoV多聚蛋 白显著相似的蛋白质序列。搜索 

结果表明，SARS—CoV的多聚蛋白序列与多个 已知 

冠状病毒存在着大片段的显著相似，相似片段长度 

基本接近 SARS—CoV多聚蛋 白全序列的长度 。对于 

Tor2 SARS—CoV基因组的其他蛋白质，我们也进行 

了序列比较，发现 了一些显著的相似序列，结果将 

在下一节讨论。 

为了进一步从基因组水平分析 SARS—CoV 与 

目前已知冠状病毒的关系，我们利用程序 Blastx， 

根据 Tor2 SARS—CoV全基因组的核酸序列搜索蛋 

白质序列数据库，将基因组序列先按照不同的阅读 

框翻译成蛋白质序列，然后用翻译的序列搜索蛋白 

质序列数据库 ，搜索结果见图 2。从图 2可以看出， 

通过数据库搜索找到许 多与 SARS—CoV 基因有联 

系的冠状病毒基因组 (见图 2中的标注)，其中显 

著相似的蛋白质序列分别是多聚蛋白 (图中0—21k) 

与 S蛋白 (图中标注 )，这两个蛋 白质的编码序列 

占整个基因组长度的 5／6。另外，S蛋白编码区域后 

面其他结构蛋白基因也存在着显著相似序列，但是 

由于这些序列相对比较短 ，用整个基因组搜索没有 

发现它们。取基因组的最后 5000nt的片段去搜索数 

据库，则可以发现它们。BLASTx的搜索结果说明， 

SARS—CoV在基因组的组织上及结构蛋白质方面与 

现有冠状病毒有 比较大的相似性，SARS—CoV基因 

组与其他冠状病毒基因组相关。 

然而 ，对照比较图 1和图 2，可 以发现 ，在 

SARS—CoV 基因组中存在与其他冠状病毒截然不 

同的区域 ，这些区域在 图 2中以虚线箭头标注 。取 

这些区域的共同部分，得到 1个非相似区域 ，其位 

置处于基因组的 4l37—4870，代表 SARS—CoV基 因 

组的一个特异性片段 。根据 SARS—CoV 基因组核 

酸序列与其他冠状病毒蛋 白质序列的比对结果，详 

细分析这个 区域 ，可以发现：SARS—CoV在该区域 

中核酸序列长度为 lkb左右，但是，其他冠状病 

毒蛋 白质序列对应此区域的长度 比较短，这说明非 

相似区域可能是 SARS—CoV 基 因组中插入的一段 

序列。 

综合前面的序列比较结果、多聚蛋白对应的各 

个多肽 比较 结果 以及下一节对结构蛋 白的比较 结 

果，我们可以得到 SARS—CoV基因组同源序列的分 

布全貌。如图 3所示，代表 SARS—CoV基因组序列 

的坐标轴 上方 的横线 显示 了 同源序 列 。其 中 ， 

NSP1．．NSP13为多聚蛋白分解后对应的各个多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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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从整个基因组显示了 SARS—CoV 与现有冠状 

病毒显著相似性，除基因组两端外 ，同源序列几乎 

BOVine coronavirus 

M urine hepatitis virus 

Porcine epidemic diarrhea virus 

Transmissible gastro enteritis virus 

Human coronaviru s 229E 

Avian infectious bronchitis virus 

覆盖了整个基因组 。因此，SARS．CoV来 自于现有 

冠状病毒。 

图2 Tor2 SARS—CoV全基因组 Blastx搜索结果 

Fig．2 Blastx search result of whole genome of Tor2 SARS·CoV 

M 

三一 

图 3 For2 SARS—CoV全基因组同源序列分布 

Fig．3 Outline o1．homologous sequences of Tor2 SARS—CoV genome 

3 SARS—CoV蛋白质 同源性分析 

多聚蛋白及结构蛋白在病毒进入细胞、病毒粒 

子形成和释放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几个蛋白 

与 SARS．CoV的传染性 、毒性密切相关。根据 T0r2 

SARS．CoV基因组的注释，分别取得这些蛋白质的 

序列，然后利用程序 BLASTp搜索蛋白质数据库， 

并分析所得到的序列比对结果。 

ORFla中存在多个复制酶的亚单位，可能会较 

大的改变宿主细胞膜的结构【4】，而 ORFlb与病毒的 

RNA 合成密切相关IJ⋯。虽然数据库序列 比较结果 

表明这两段都与已知的冠状病毒的存在相似蛋 白 

质序列 ，但是 ORF1b相似程度更大，而 ORFla相 

似程度 比较小。前面对基因组核酸序列的两两 比较 

结果也说明 ORFlb比较保守，而 ORFla变化较大。 

因此 ，SARS．CoV ORFla的变化可能导致复制酶 

与宿主细胞膜的结合性能发生变化，相对于其他冠 

状病毒可能会更大程度地改变宿主细胞膜的结构， 

由此产生较强的毒性。 

S蛋白主要有两个结构域，即 S1和 S2。S1可 

以自主地与细胞受体结合，而 S2调节病毒与细胞膜 

的融合【ll， 】。通过数据库搜索，发现 S蛋白与鼠肝 

炎病毒最相似 ，整个蛋 白质序列的相 同部分达到 

30％。同时发现 S蛋白序列的后半部分与已知的冠 

状病毒 S2保守序列 (Corona_S2)高度相似(图 4A)， 

匹配的序列 比对部分达到 90．7％。仔细观察针对 S 

蛋白的数据库搜索结果还可以发现，S蛋白后半部分 

序列与已知冠状病毒 S蛋白的序列比对得较好，而 

前半部分比对得较差。说明 S蛋白的 Sl部分变化较 

大。由于 S蛋白(特别是 S1)与宿主细胞上的受体结 

合，该蛋白的变化将直接导致病毒的抗原性的变化， 

因此 SARS．CoV S蛋白前半部分的变化可以解释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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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即为什么人类 目前对 SARS．CoV的免疫力 

很低?为什么 SARS．CoV具有比较高的毒性? 

膜蛋白 M 与 已知冠状病毒 M 蛋白保守序列 

Corona
_ M 高度相似 ，匹配 的序列 比对部分达到 

92．9％(图 4 B)。将 SARS CoV的 M 蛋白与其他冠 

状病毒的 M 蛋 白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M 蛋白与其 

他冠状病毒的相似部分可以达到 40％以上，其中， 

最大相似蛋 白为猪血凝性脑脊髓炎病毒的 M 蛋白， 

相同的部分达到 42％。 

核壳体蛋 白 N 在冠状病毒的转录与复制过程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l引。N蛋白与已知冠状病毒 N 蛋 

白保守序列 Corona_nucleoca相似，序列比对分为 

两段(图 4 C)。SARS．CoV 的 N蛋白与其他冠状病 

毒的相同部分一般为 33％左右，其中与鼠肝炎病毒 

N蛋 白的相似程度最大，从第 15个氨基酸到第 388 

个氨基酸的这段长度为 374的区域内，共有 145个 

氨基酸是相同的，相同比率达到 36％。 

B 一1
—

25
一 —  一 —  竺 !竺 — 竺 

C 1 5O 1oo 15O 2oo 250 300 350 400422 

图 4 SARS．CoV结构蛋 白保守区域 

Fig．4 Conserved regions of structural proteins of SARS—CoV 

A，protein S；B，protein M ；C，protein N． 

E 蛋 白是病 毒包膜 形成过 程 中的重要 蛋 白 
[14,15]

。 利用程序 BLASTp搜索，没有发现显著相 

似的蛋白质。进一步利用程序 FASTa[161搜索，发现 

SARS．CoV的E蛋白与一些已知冠状病毒的小膜蛋 

白相似 ， 比对 的部分覆 盖全序 列 ，相同部分 为 

28％ ．3O％ 。 

综上所述 ，SARS．CoV的 M 蛋白最保守，S蛋 

白的 S1结构域变化最大。另外，相对于 ORFlb， 

ORFla变化也比较大。因此，SARS．CoV对人类的 

危害性可能与 S1和 ORFla的变化密切相关。 

在 SARS．CoV基因组有5个长度超过 150nt(50 

个氨基酸)的 ORF，它们可能为 5个非结构蛋 白编 

码。对于这些 ORF，无论是用 BLASTn搜索核酸数 

据库，还是用 BLASTp搜索蛋白质数据库，都没有 

发现显著 的相似序列 。因此 ，这些非结构蛋白是 

SARS．CoV所特有的，可能是 SARS发病机理与传 

染特性区别于其他冠状病毒的分子基础之一。 

4 基因组组成分析 

我们前期的研究结果表明，核酸单词的出现频 

率可以作为核酸序列的特征，可 以将 该方法用于 

SARS基因组的序列特征分析。因此，根据 Blastx 

的搜索结果，针对所找到的与 SARS相关的冠状病 

毒基因组进行分析 ，分析这些基因组在核酸单词出 

现频率方面的差别，由此判断 SARS．CoV与已知冠 

状病毒的进化关系。 

所谓核酸单词是由 k个连续核苷酸组成的片 

段 。在 一个长 度为 N 的核酸 序列 中 ，单词 Wi 

(i--O⋯．，4 ．1)的出现频率按下式进行计算： 

= — — — —  

w  

‘ N —k+l 

其中，Nwi是单词 Wi在整个序列中出现的次数。可 

以针对不同的 k值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序列的组成 

特征。若 k等于 3，则所有单词的出现频率形成一 

个 64维 向量： 

(P0，Pl，⋯ ，P63) 

以该向量反映序列的组成特点。 

分析的对象分别是 SARS．CoV、鼠科肝炎病毒、 

人类冠状病毒、鸟类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牛冠状 

病毒、猪流行痢疾病毒及可遗传的肠胃炎病毒，共 7 

个完整基因组。计算三联核苷酸在各个基因组中的 

出现频率，以一个 64维向量表示一个基因组的组成 

特点。计算结果表明，各基因组存在着 明显差异。 

图 5(A)和(B)分别显示 SARS．COV 与牛冠状病毒基 

因组的单词出现频率，可以看出，两者差别比较大。 

A 

B 

山山山山 山山 山 山 

岫l山山山 L 山 山．山 
图 5 冠状病毒基 因组三联核苷酸出现频率 

Fig．5 W ord frequency of two coronavirus genomes 

Each vertical line represents the frequency of an nucleic acid word．A， 

SARS—CoV ；B，Bovine coronaviru$． 

既然不同基因组的单词出现频率不一样，那么 

能否以单词出现频率代表基因组的特征，甚至借用 

单词出现频率分析基因组之间的进化关系呢?对 已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孙啸，等．SARS病毒与其他冠状病毒的基因组 比较 339 

知的 7个冠状病毒基因组，分别计算它们长度为 3 

的单词出现频率，并对所行成的 7个 64维向量进行 

聚类分析。图 6是利用层次式聚类分析方法所得到 

的结果，这个结果反映 SARS—CoV单独成为一类， 

远离其他的冠状病毒。我们还利用 自组织特征映射 

神经网络 (SOM)进行聚类分析 ，结果仍然表 明 

SARS—CoV与其他冠状病毒截然分开，独成一类 。 

Label 

A 

T 

H 

B 

M  

P 

SARS—Cov 

0 石 l0 l5 2O 25 
—  

图 6 根据单词 出现频率对冠状病毒基因组进行层次式聚 

类分析的结果 

Fig．6 Clustering of coronaviruses according to their genomic 

word frequency 

A-Avian infectious bronchitis virus；T-Transmissible gastroenteritis Virus； 

H-Human coronavirus 229E；B-Bovine coronavirus；M —Murine hepatitis 

viru s；P．Pomine epidemic diarrhea virus． 

5 结论  

根据本文 的分析 ，可 以得到一些 有意义 的结 

论。首先，SARS．CoV基因组与已知的冠状病毒基 

因组不仅在结构上一致 ，而且在多聚蛋白及其他结 

构 蛋 白质 方 面 都 存 在 显 著 的相 似 性 ， 即对 于 

SARS—CoV的主要蛋白质，都可以在其他冠状病毒 

中找到同源蛋 白质。因此，SARS—CoV在基因组的 

组织结构上及功 能蛋 白质方面与现有冠状病毒有 

比较大的相似性，SARS—CoV基因组与冠状病毒基 

因组相关，SARS—CoV来 自于现有冠状病毒。然而， 

SARS．CoV基因组还存在一些特异性序列，例如， 

基因组的 4137—4870这个区段可能是在 SARS—CoV 

基因组中插入的一个大片段。对于基因组 3’端编码 

非结构蛋 白的 ORF，也没有找到显著相似的核酸或 

蛋 白质 。对 于 各 蛋 白质 进 行 详 细 分 析 ， 发现 

SARS—CoV 的 ORFla和 S蛋白 (特别是 S1)变化 

较大。因此，ORFla和 S蛋白 (特别是 S1)的变 

化 以及 SARS—CoV 特 异性 的非 结构蛋 白可能是 

SARS发病机理与传染特性区别于其他冠状病毒 

的分子基础。分析 SARS—CoV及相关冠状病毒基因 

组的单词出现频率，结果表 明，SARS—CoV远离已 

知的其他冠状病毒，单独成为一类。该结论与生物 

分类 结果及基于蛋 白质序列的系统发生分析结果 
一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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