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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６·

·实验研究·
一株宽宿主谱大肠埃希菌噬菌体的ＲＮＡ
比较分析及其环境微生物杀灭效应观察
徐焰

彭道荣

熊鸿燕

目的

【摘要】

张小宁

苏明权

孙怡群

郝晓柯

通过比较研究一株分离自医院污水的宽宿主范围大肠埃希菌（Ｅ．ｃｏ“）噬菌体与

野生型单一宿主谱Ｅ．ｃｏｚｉ噬菌体的核酸序列和微生物杀灭效应等生物学特性的改变探讨噬菌体识
别特异性机制和将噬菌体作为生物消毒剂应用于环境污水净化的可行性。方法

采用抗体沉淀．盐

酸胍一步法分别提取单一宿主谱Ｅ．∞以噬菌体ｆ２株及宽宿主谱Ｅ．ｆｏｚｉ噬菌体株的ＲＮＡ，通过琼脂
糖凝胶电泳鉴定其纯度；采用简并引物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及随机引物随机扩增多态性
ＤＮＡ（ＲＡＰＤ）一ＰｃＲ比较分析噬菌体宿主谱改变时核酸序列组成的变化；通过以上两噬菌体对环境样
本中活菌和Ｅ．ｍｚｉ的杀灭效果的观察，比较分析宿主谱改变对噬菌体的微生物杀灭效应这一生物学
特性的影响。结果

噬菌体核酸分析试验证实，ｆ２噬菌体及宽噬噬菌体均为６０００ ｂｐ左右的单链ＲＮＡ

噬菌体。ＲＡＰＤ—ＰｃＲ结果显示，两噬菌体基因ｃＤＮＡ扩增出的ＲＡＰＤ—ＤＮＡ片段有明显的差异，其中
２６条为可区分的ＤＮＡ带型。利用简并引物进行的ＲＴ—ＰｃＲ反应显示，噬菌体ｆ：ｃＤＮＡ在４５０ ｂｐ附近
出现重复性较好的扩增片段，而宽噬噬菌体ｃＤＮＡ在相同条件下未出现扩增产物。环境水样本微生
物杀灭试验结果显示，宽宿主谱株噬菌体对环境水样本中的Ｅ．∞血杀灭率为３６．７５％～５６．２８％，对
水样本中活菌杀灭率为３０．８４％～４７．９６％；而噬菌体ｆ２对环境水样本中的Ｅ．ｍｚｉ杀灭率则为
１９．１９％～３５．０６％，对水样本中活菌杀灭率为１３．０５％～２７．８５％。结论

宽宿主谱噬菌体微生物杀

灭率明显高于野生型单一宿主谱噬菌体ｆ，（Ｐ＝０．０００）；核酸分析证实两噬菌体宿主特异性裂解效应
已从基因水平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

宿主谱；大肠埃希菌噬菌体；微生物杀灭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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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抗生素耐药菌株的出现对细菌感染的

Ａ降解宿主菌来源的核酸；等体积氯仿抽提上层水

治疗及消毒方法构成了严峻挑战，使得噬菌体再度

相，加入４００扯ｌ噬菌体抗体血清室温放置１—２ ｈ后

成为关注热点…。噬菌体作为抗菌制剂的应用前景

离心留取沉淀；加入１．５

还有赖于突破其对宿主菌识别和裂解的特异性限

１．５ ｍｌ ０．１

制。如果能扩展噬菌体的“宿主谱”，使之成为一种

十二烷基磺酸纳（ＳＤＳ）、１／１０体积２ ｍｏｌ／Ｌ ＮａＡｃ（ｐＨ

“广谱”裂菌性噬菌体，那么，这种新型生物抗菌剂的

５．２），混匀；酸性酚：氯仿：异戊醇（２４：２４：１）抽提，离

应用前景将是无法估量的。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并筛

心收集上层水相；无水乙醇洗涤沉淀，一７０℃保存备

选到一株可同时裂解五种不同株大肠埃希菌

用。以上噬菌体核酸经琼脂糖凝胶电泳鉴定噬菌体

（Ｅ．∞ｚｉ）的噬菌体。为了进一步了解其宿主特异性

核酸纯度。

ｍｌ

８

ｍｏｌ／Ｌ盐酸胍溶液、

ｍｏｌ／Ｌ Ｊ３一巯基乙醇、终浓度０．５％的１０％

改变机制，我们将只能特异性裂解Ｅ．∞ｚｉ ２８５株的

（２）噬菌体核酸定性及定量分析：核酸定量仪定

野生型Ｅ．∞“噬菌体ｆ，及上述具有宽宿主范围的

量噬菌体ＲＮＡ浓度；用ＤＮＡ酶及ＲＮＡ酶消化噬

噬菌体株（因其对Ｅ．ｃｏｚｉ ２８５株也具有裂解功能）的

菌体核酸定性核酸性质。

核酸进行比较分析；为促进噬菌体突破型特异性限

（３）噬菌体核酸简并引物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制的研究奠定基础。并通过进一步观察噬菌体ｆ，

（ＲＴ—ＰＣＲ）：引物设计及合成：因噬菌体ｆ，的核苷酸

和宽噬噬菌体对环境样本中微生物的杀灭效应，初

全序列测定工作尚未公布，资料显示其属单链ＲＮＡ

步验证宽宿主谱噬菌体用于环境微生物控制和净化

Ｅ．ｃｏｚｉ噬菌体Ｉ类群№］，所以我们根据四种已完成

的效果。

全序列核苷酸测定的单链ＲＮＡ Ｅ．∞ｚｉ噬菌体中高
度同源的保守序列和已公布的大肠ｆ２噬菌体５８
材料与方法

ｂｐ

的衣壳蛋白基因已知序列通过ｐｒｉｍｅｒ ５．０软件设计

一、材料：

一对简并引物尝试扩增未知序列的噬菌体ｆ２及宽

１．标本来源：Ｅ．ｃｏｚｉ ２８５株及噬菌体ｆ７（军事医

宿主谱株噬菌体的ｃＤＮＡ，以观察宿主谱改变时基

学科学院四所梁增辉教授惠赠）；宽宿主谱噬菌体株

因组成的变化。其中Ａｎｔｉ引物为简并引物，序列：

（可裂解Ｅ．∞Ｚｉ ２８５、Ｅ．∞Ｚｉ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以及基因

ＣＣＴ ＫＣＫ ＡＣＧ

工程菌Ｅ．∞ｚｉ ＢＬ２１、ＪＭｌ０９、ＤＨ５ａ）分离自西南医

ＡＡＡ ＴＣＴ ＧＧＡ ＡＣＴ ＡＡＣ ＴＡＴ

院污水处理站污水。

应参照ＴａＫａＲａ

２．试剂和仪器：ＲＮＡ ＰＣＲＳ试剂盒（大连宝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产品）；合成引物（上海申友公司产

ＡＧＣ ＣＴＡ

ＡＡＴ；Ｓｅｎｓｅ引物序列：
ＴＣ。ＲＴ—ＰＣＲ反

ＲＮＡ ＰＣＲ ｋｉｔ Ｖｅｒ

２．１试剂盒使用

说明进行，退火温度梯度为５０．４℃、５４．８℃、５８．５℃、
６０．５℃。

品）；随机引物（北京赛百盛基因技术有限公司产

（４）噬菌体随机引物随机扩增多态性ＤＮＡ

品）；盐酸胍、巯基乙醇（鼎国试剂）；自动凝胶成像

（ＲＡＰＤ）一ＰＣＲ：引物及其序列选用北京赛百盛基因

及分析系统（Ｂｉｏ—ＲＡＤ）。

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５条随机系列引物（表１）分别

二、方法：

对两噬菌体ＲＮＡ进行逆转录和ＲＡＰＤ—ＰＣＲ扩增，

１．噬菌体核酸分析：

对其进行ＤＮＡ多态性分析＂，引。逆转录反应及

（１）噬菌体核酸提取：抗体沉淀一盐酸胍一步法

ＲＡＰＤ—ＰＣＲ反应体系同ＲＴ—ＰＣＲ，退火温度梯度分别

采用周翔等的方法改进后进行心’３１。利用两噬菌体
原液免疫家兔制备噬菌体抗血清¨，５Ｉ；１０ ｍｌ噬菌体
原液中加入终浓度为１肚ｇ／ｍｌ的ＤＮａｓｅ工及ＲＮａｓｅ

为４０．７℃、４６．０℃。
２．噬菌体对环境水样本中细菌的杀灭效果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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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引物编号

序

随机引物及其序列
列

３．１

引物编号

序

列

８０６

５’ＣＡＣＧＣＴＧＡＣＴ

３’

８０９

５

８０７

５’ＣＣＴＡＧＣＴＡＣＴ

３’

８１０

５’ＣＣＡＣＡＡＡ（：ＣＴ

８０８

５’ＧＡＧＧＴＣＴＡＣＴ ３’

ｇ／ｍｌ和３．０ ｇ／ｍｌ；Ａ ２６０／Ａ：。。分别为１．９６和１．９ｌ。
２．ＲＴ—ＰＣＲ反应产物：利用简并引物对两噬菌

７ＧＣＣＡＴＧＴＡＣＴ ３’
３’

体核酸进行ＲＴ—ＰＣＲ反应，噬菌体ｆ’ｃＤＮＡ在
４５０

ｂｐ附近出现重复性较好的扩增片段，而宽噬噬

菌体ｃＤＮＡ在相同条件下未出现扩增产物。以简并
（１）噬菌体抗血清制备及中和试验：按照文献
［４，９］的方法改进后进行宽噬噬菌体及噬菌体ｆ，抗

引物在退火温度梯度为５０．４℃、５４．８℃、５８．５℃、
６０．５ｃ（、条件下的ＲＴ—ＰＣＲ产物见图１。

血清的制备；参照文献［５］的方法检测以上两噬菌体
对应抗体中和试验，测定其对应抗体中和反应
Ｋ值。
（２）噬菌体微生物杀灭试验：从地面积水中采取
水样，严格按照文献［１０］要求进行消毒试验。取宽
噬噬菌体３种浓度［噬菌体原液（１０１４ ｐｆｕ／ｍ１）；ｌ：１０
倍、１：１００倍稀释液］，分别在环境温度为４℃、（２０±
２）℃和３７℃的条件下以１：１０的比例将噬菌体悬液
分别加入水样中，充分混匀，按设计要求，分别在作
用４、８、１２、２４、４８ ｈ后取水样０．５５ ｍ１，迅速加入相应

Ｍ：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２０００；１～４：宽宿主谱噬菌体ＰＣＲ扩增结

ＤＬ

噬菌体抗体血清（１：５０稀释）０．１ ｍ１进行中和，将混

果；５～８：噬菌体ｆ２ ＰｃＲ产物（４５０ ｂｐ）

合液与ＬＢ普通营养琼脂（４５℃）混合，以倾注法制

图１

噬菌体ｆ２及宽宿主谱噬菌体的简并引物ＲＴ—ＰＣＲ产物

作平板，并进行活菌计数；按同样方法，将混合液与

３．ＲＡＰＤ—ＰＣＲ反应产物：利用５个随机引物对

伊红美蓝营养琼脂（４５℃）混合，以倾注法制作平板，

两噬菌体核酸进行ＲＡＰＤ—ＰＣＲ扩增，其中筛选出３

计数培养基中带有金属光泽的红色及紫红色菌落，

个具有多态性且重复性好的引物，上述３个随机引

并将它们分别接种于内有倒管的乳糖蛋白胨培养液

物对两噬菌体扩增的ＤＮＡ片段进行分析，结果表

中进行３７℃培养，以最终能在需氧或兼性厌氧条件

明，两噬菌体基因ｃＤＮＡ扩增出的ＲＡＰＤ—ＤＮＡ片

下发酵乳糖产酸产气的革兰阴性无芽孢杆菌数进行

段有明显的差异，其中２６条为可区分的ＤＮＡ带

Ｅ．∞ｚｉ计数。试验中，将噬菌体ｆ，作为对照进行同

型。引物扩增的多态性图谱见图２～４。

样操作处理。同时还设立了阳性对照组（未加入噬
菌体处理的样本）和阴性对照组（用灭菌的
ｍｏｌ／Ｌ ＰＢＳ替代环境水样本）。各试验点均重

０．０３

复３次试验。
３．统计学分析：微生物杀灭试验的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进行多因素方差分析。
结

果
Ｍ：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１．噬菌体核酸提取及分析：经抗体沉淀一盐酸胍
一步法提取的噬菌体核酸纯度好，条带完整。
ＤＮＡｓｅ

Ｉ和ＲＮａｓｅ Ａ降解反应证实噬菌体ｆ，及其

宽噬噬菌体核酸均为ＲＮＡ（约６０００ ｂｐ），在ＲＮａｓｅ

Ａ

ＤＬ

２０００；１、２：宽宿主语噬菌体不同温度梯度

ＲＡＰＤＰ（承扩增结果；３、４：噬菌体ｆ２不同温度梯度ＲＡＰＤＰｃＲ产物
图２

噬菌体ｆ２及宽宿主谱噬菌体的ＲＡＰＤ—ＰＣＲ扩增产物

４．噬菌体对环境水样本的消毒效果：

中完全降解。因ＲＮａｓｅ Ａ在ＮａＣｌ浓度为３ ｍｏｌ／Ｌ或

（１）噬菌体抗血清中和试验：以１：１００稀释的抗

更高时，可特异性切割单链ＲＮ Ａ－２｜，所以上述噬菌

噬菌体血清在５ ｍｉｎ内中和９０％以上的噬菌体为抗

体的核酸在以上条件下的降解可证实它们均为单链

血清的鉴定结果，采血进行抗体中和试验。对应血

ＲＮＡ噬菌体。核酸定量仪分析也进一步证实噬菌

清中和试验结果显示，噬菌体ｆ，、宽噬噬菌体的速度

体ｆ’及噬菌体宽噬株核酸均为ＲＮＡ，浓度分别为

常数Ｋ值分别为３０．１和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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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３０．８４％～４７．９６％，对Ｅ．ｃｏ如的杀灭率达
３６．７５％～５６．２８％。在４～３７℃条件下，其杀菌效果
随温度增加有上升的趋势（Ｐ＝０．０００）（表２），并且
噬菌体对水样中细菌的杀灭率随作用时间的延长逐
渐增加（Ｐ＝Ｏ．０００）。
讨

论

本试验所筛选的宽噬噬菌体显示出对多株
Ｍ：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ＤＬ

２０００；１、２：宽宿主谱噬菌体不同温度梯度

ＲＡＰＤ—ＰＣＲ扩增结果；３、４：噬菌体ｆ２不同温度梯度ＲＡＰＤＰｃＲ产物
图３

噬菌体ｆ：及宽宿主谱噬菌体的ＲＡＰＤ—ＰＣＲ扩增产物

Ｅ．∞ｚｉ具有裂解现象，而且这种裂解效应的稳定性
较好。对它的ｃＤＮＡ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其随机扩
增ＤＮＡ多态性及ＲＴ—ＰＣＲ与噬菌体厶完全不同，
显示该噬菌体在对宿主吸附和裂解的生物效应上已
从基因水平发生了改变。当然，其准确机制还有待
深入探讨。
如何将噬菌体作为一种生物消毒剂进行应用是
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本研究结果显示，宽噬噬
菌体对环境水样本中的Ｅ．∞ｚｉ杀灭率可达到
３６．７５％～５６．２８％左右，其杀菌率明显受到噬菌体
含量、环境温度、作用时间等因素的影响（Ｐ＝

Ｍ：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ＤＬ

２０００；ｌ、２：宽宿主谱噬菌体不同温度梯度

ＲＡＰｎＰＣＲ扩增结果；３、４：噬菌体ｆ２不同温度梯度ＲＡＰＤＰｃＲ产物
图４

噬菌体ｆ２及宽宿主谱噬菌体的ＲＡＰＤ＿ＰＣＲ扩增产物

０．０００）。由于时间不足的原因，本试验对环境水样
本的处理时间最长设计为４８ ｈ，是否能通过进一步
延长处理时间来提高噬菌体对水体的净化作用有待
探讨。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宽噬噬菌体不能完全杀

（２）噬菌体对环境水样本的杀菌效果：将噬菌体

灭水样本中的Ｅ．∞ｚｉ，其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该噬

以１：１０的比例加入环境水样本后，与噬菌体ｆ２相

菌体对水样本中的某些Ｅ．∞ｚｉ菌株不能产生裂解

比，宽噬噬菌体可使水样本中的总菌数和Ｅ．ｃｏｚｉ群

作用。因此，只能通过筛选新的相应噬菌体来进一

数明显下降（Ｐ＝０．０００）。对水样本中总菌杀灭率

步补充杀菌作用。

表２

两种噬菌体直接作用４８ ｈ对水样本中微生物的杀灭率（ｊ±ｓ）

＊噬菌体种间的差异；＃噬菌体浓度间的差异；△不同温度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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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一３２６．

·疾病控制·
湖北省成宁市学龄前儿童营养不良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蒋汝刚
营养不良威胁儿童的生存、生命质量和后续发育，也关

对照组３１２人（男１６２人，女１５０人），年龄３～６岁，平均４．５３

系到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本研究旨在了解湖北省咸宁市

岁±０．８１岁。两组人群的性别、年龄、班级、居住地等差异均

学龄前儿童营养不良的危险因素，为有效防治儿童营养不良

无统计学意义。利用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对变量进行单因

提供科学依据。

素分析，共筛选出１６个有意义的变量。对单因素分析有意

１．对象与方法：以成宁市城区６所幼儿园筛查出来的
１５６名营养不良儿童为病例组，按１：２配对原则，选择同班级、

义的因素进行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最终入选的变量
有１０个（表１）。

同性别、同年龄、同一居住地体重正常的健康儿童３１２名为

３．讨论：研究表明，偏食和食量小是儿童营养不良的危

对照组。按ｗＨ０推荐的身高标准体重作为判定标准，以体

险因素，常吃蔬菜、肉、蛋、奶类食品为保护因素。因此，调整

重低于９０％标准体重为营养不良（８０％～９０％范围为轻度，

饮食结构，合理膳食，纠正不良饮食习惯对预防营养不良的

７０％～８０％范围为中度，低于７０％标准体重为重度营养不

发生至关重要。结果显示，近２个月内患过严重疾病、经常

良）。采用统一的调查表，调查员通过入户直接询问方式调

患病的儿童易发生营养不良，应加强儿童疾病的综合管理，

查，由儿童父母回答。问卷包括一般情况、饮食习惯、患病情

充分发挥儿童保健的网络管理优势，及时发现并纠正儿童期

况、家庭环境状况等内容。用Ｅｐｉ Ｉｎｆｏ ６．０软件录入数据，用

各种疾病。多因素分析表明，母亲文化程度高为保护因素，

１０．０软件进行分析，多因素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中变量入

母亲不知道合理营养、家庭人均收入低、家庭不和睦为危险

ＳＰｓｓ

因素。因此，应采取合适的方式开展健康教育，提高父母的

选的条件为ａ＝０．０５。
２．结果：共调查营养不良患者１５６例（男８１例，女７５
例），年龄３～６岁，平均４．５２岁±０．８０岁。其中轻度营养不良

整体素质，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大力宣传科学的育儿方法，
让儿童享受良好的保健服务，使儿童健康地成长。

１３９例，占８９．１％；中度１２例，占７．７％；重度５例，占３．２％。
表１
变

咸宁市学龄前儿童营养不良危险因素多因素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量

ｐ

如ｗⅡ埘Ｙ２值

Ｐ值ＯＲ值（９５％ｃｆ）

母亲文化程度

Ｏ．５１６２

Ｏ．１７６０

８．６０

０．００３

家庭人均收入低
家庭不和睦
母亲不知道合理营养

１

３９８２

０．５４１０

６．６８

Ｏ．０１０

１．２８３２

０．５６６５

５

１３

Ｏ．０２４

１．７４７５

Ｏ．５５７１

９．８４

Ｏ．０００

常吃蔬菜
常吃肉、蛋、奶类食品
偏食

０．７３５２

Ｏ

２１７０

７．３６

０．０９７

Ｏ．３４２６

食量小
近２个月内患严重疾病
经常患病

一１．４６１３

０．５９６８（０．４２２７～０ ８４２６）
４．０４７９（１．４叭９～１１．６８７９）
３．６０８２（１ １８８７～１０ ９５２２）
５．７４０２（１ ９２６３～１７．１０５８）
４７９４（Ｏ．３１３３～Ｏ．７３３５）
０ ２３１９（Ｏ．１１８５～０．４５３９）

０

１８．１９

０．０００

２．２６７５

Ｏ

６３２２

１２．８６

Ｏ．０００

２

１１０８

０．５７９６

１３．２６

０．０００

０．９５３７

０．３８２４

６．２２

０．０１３

９．６５５２（２．７９６６～３３．３３５１）
８．２５４８（２．６５０６～２５．７０８３）
２．５９５３（１．２２６５～５．４９１５）

１．４６２８

０．５９６７

６

０１

０．０１４

４．３１８０（１．３４０８～１３．９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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