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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三种不同的ＤＮＡ分型技术在１ ５８株结核杆菌
研究中的应用
郭艳玲

王始民

刘洋

【摘要】

目的

李传友

评价ＩＳ６１１０一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ＲＦＬＰ）、间隔区寡核苷酸分型

（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及分枝杆菌散在重复单位（ＭＩＲｕ）三种分型方法在结核病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方
法

对１５８株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应用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及ＭＩＲｕ三种分型方法进

行鉴定。结果

应用三种分型方法产生的类型数分别为１１８、２０和１０５个。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的分辨率

大于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ＭＩＲＵ的分辨能力与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接近。在ＭＩＲＵ的１２个区中，重复区４、１０、
２６、４０具有较高的多态性。广东地区与其他地区成簇率和北京基因型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广东地区成簇率和北京基因型所占比例均显著低于其他地区。结论

应用Ｉｓ６１１０一

ＲＦＬＰ、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及ＭＩＲｕ三种分型方法进行结核病流行病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且非常有效，可
以发现中国不同地区菌株的不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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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Ａ分型技术已成为结核分枝杆菌分子流行

链反应（ＰＣＲ）为基础的分型方法，具有简单快速的

病学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其中基于ＩＳ６１１０的限制

特点。我们应用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及

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方法（ＲＦＬＰ）被Ｖａｎ Ｅｍｂｄｅｎ

ＭＩＲＵ技术对国内不同地区１５８株结核分枝杆菌临

等¨１推荐为ＤＮＡ分型方法中的“金标准”。ＩＳ６１１０

床分离株进行分析，旨在揭示各地区菌株的特点及

是一个只存在于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基因组中的插

不同地区菌株之间基因型的差异。探讨这三种方法

入序列。不同菌株ＩＳ６１１０的数目和位置不同。间

在我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方面的应用前景。

隔区寡核苷酸分型（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和近年来建立起
来的分枝杆菌散在重复单位（ＭＩＲＵ）均是以聚合酶

材料与方法
１．菌株来源：收集１５８株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

作者单位：１０１１４９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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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株，其中内蒙古自治区３３株，西藏自治区２３株，

用Ｇｅｌ Ｃｏｍｐａｒ ４．１软件进行分析，采用ｕＰＧＭＡ计

黑龙江省３９株，广东省３０株，北京市３３株。菌株

算Ｄｉｃｅ相似系数，并进行聚类分析。观察

的药敏实验结果，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参比菌株Ｍｔｌ４３２３

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结果并应用Ｇｅｌ Ｃｏｍｐａｒ ４．１软件进行

及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ＭＩＲＵ分型质控菌株结核分枝杆

比较分析№］。

菌标准株Ｈ３７Ｒｖ（ＡＴＣＣ ２７２９４），均由北京市结核
病胸部肿瘤研究所参比实验室提供。

（４）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１．０软件进行ｘ２
检验并计算ｏＲ值和９５％可信限（ｃＩ）。

２．试验方法：

（５）分辨指数Ｈｕｎｔｅｒ～Ｇａｓｔｏｎ Ｉｎｄｅｘ（ＨＧＩ）的计

（１）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采用推荐标准的ＩＳ６１１０一
ＲＦＬＰ方法…。实验步骤包括ＤＮＡ提取，ＰｖｕⅡ酶
切，０．８％琼脂糖凝胶电泳后，进行Ｓ０ｕｔｈｅｒｎ转移和

算公式‘８｜：
１

‘

ＨＧＩ＿１一丽寿可善咒，（ｑ一１）
Ｎ为菌株总数，”，是属于第ｊ类型的菌株数。

杂交检测。
（２）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的建立：采用推荐的

结

果

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方法并做了适当改进怛１：①ＤＮＡ提取
采用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ＤＮＡ提取试剂

１．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利用Ｇｅｌ Ｃｏｍｐａｒ ４．１软件对

盒。②ＰＣＲ扩增直接重复区（ＤＲ区）：引物为ＤＲａ：

五个地区１５８株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的

７末端采用

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指纹图谱进行聚类分析，树状图见图

５ ７一ＧＧＴ ＴＴＴ ＧＧＧ ＴＣＴ ＧＡＣ ＧＡＣ一３ ７，５

ＤＩＧ标记；ＤＲｂ：５ ７一ＣＣＧ

ＡＧＡ

从Ｃ．３ ７。ＰＣＲ反应条件：９６℃３

ＧＧＧ

ＧＡＣ

ＧＧＡ

ｌ。１５８株临床分离株共分为２５簇，包含６５个菌

ｍｉｎ变性后；９６℃

株，占４１．１％（６５／１５８）。共得到１１８个类型，其中９３

３０个循环；７２℃延伸

个（７８．８％）为独特类型，２５个（２１．２％）类型由２到

ｍｉｎ。③杂交检测：ＰＣＲ扩增产物与已结合有４３

６个菌株组成。其中相似系数为１００％的菌株有１３

个寡核苷酸探针的制备好Ｂｉｏｄｙｎｅ Ｃ膜杂交心１。杂

株（１３／６５），分别在４个不同的簇内。１簇为单拷贝

交在Ｍｉｎｉｂｌｏｔｔｅｒ ４５（Ｉｍｍｕｎｅｔｉｃｓ，ＵＳＡ）上进行。洗

簇，包含４个菌株。ＩＳ６１１０平均拷贝数为１４．７。仅

膜后杂交信号用化学发光法检测（ＤＩＧ标记和检测

有７个菌株ＩＳ６１１０拷贝数在５个以内。

１ ｍｉｎ，５５℃１ ｍｉｎ，７２℃３０
５

ｓ

试剂盒Ｒｏｃｈｅ）。

２．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分型结果：应用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

（３）ＭＩＲｕ技术的建立：依据Ｓｕｐｐｌｙ推荐的方

分型技术对１５８株临床分离株进行鉴定。共得到７

法建立¨’“。具体方法为：①提取ＤＮＡ。ＰＣＲ扩增

簇１４５个菌株和１３个独特类型，其中最大的一簇包

１２个重复区。反应条件为９４℃变性５ ｍｉｎ；９４℃变

含１２３个菌株，占７７．８％（１２３／１５８），其特点为具有

性ｌ ｍｉｎ，５５℃复性１ ｍｉｎ，７２℃延伸９０ ｓ，４０个循环；

相同的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结果，表现为仅与３５～４３之间

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ＭＩＲｕ技术各重复区扩增引物参

的９个间隔区杂交，与北京基因型的特点相符。该

照文献［４］。②２％琼脂糖凝胶电泳确定ＰＣＲ产物

簇可被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分型进一步分成２３簇，８７个

的长度。以１００ ｂｐ间隔的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做分子量标

类型。另外有５株表现为仅与３５～４３之间的８个

准；Ｈ３７Ｒｖ为阳性质控菌株。采用Ｇｅｌ一ｐｒ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间隔区杂交，即与北京基因型仅相差１个间隔区，称

３．１软件进行辅助分析。③依据各重复区片段长度

为北京样基因型（Ｂｅｉｊｉｎｇ一１ｉｋｅ）。同时本研究还对两

确定各重复区序列的拷贝数。

株非结核分枝杆菌（草分枝杆菌，瘰疬分枝杆菌）进

３．数据处理与统计学分析：

行鉴定。结果既无扩增产物产生，也无杂交点。对

（１）簇代表的是具有相同或高度相似ＤＮＡ指

临床结核分枝杆菌定量ＰＣＲ阳性的两个临床标本

纹特征的一组结核分枝杆菌。本研究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

进行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测定，结果均有扩增产物和杂交

一簇包含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带型相似系数在０．９０～

点产生。本研究还对一个临床分离株的原代、二代、

１．００以内的所有菌株ｂ ｏ。

三代菌株进行鉴定，分型结果均相同。

（２）结核分枝杆菌北京基因型的定义№’７｜：具有

３．ＭＩＲＵ分型：除了Ｉｓ６１１０单拷贝簇外，所有

较高的ＩＳ６１１０拷贝数；具有相同的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结

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分型相似系数为１００％的菌株，ＭＩＲＵ

果，表现为仅与３５～４３之间的９个间隔区杂交。

分型后均表现为具有相同的重复区拷贝数。其中４

（３）指纹分析：ＩＳ６１１０。ＲＦＬＰ指纹图谱经扫描后

个ＩＳ６１１０单拷贝菌株的一簇可被ＭＩＲｕ分型进一

史堡速鱼疸堂苤查！！！！至！旦箜！！鲞笙！塑垦！生』垦丛！！坐ｉ！！！丛型；！！ｉ：ｙ！！：堑！盟！：１
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步分为２个菌株的一簇和两个独特类型，这与
Ｓｐ０１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的分型结果相同。在ＭＩＲＵ的１２个
区中，重复区４、１０、２６、４０具有较高的多态性，均含
有４个以上的等位基因，而一些重复区（如２０和
２４）则分辨力相对较差，仅含有２个等位基因。对部
分ＭＩＲＵ重复区ＰＣＲ产物进行测序后，其测序得
出的重复区拷贝数与电泳片段确定的重复区拷贝数
相同。并且可以看到ＭＩＲＵ重复区序列是高度同
源的。Ｈ３７Ｒｖ各重复区ＰＣＲ产物电泳结果见图２。

１、１５：１００

ｂｐ间隔分子量标准；２：阴性对照；３～１４：为ＭＩＲＵ

４０、３９、３ｌ、２７、２６、２４、２３、２０、１６、１０、４、２重复区
图２

Ｈ３７Ｒｖ的ＭＩＲＵ各重复区电泳结果

４．用ＨＧＩ对三种方法进行评价旧ｏ：总体来说，
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的分辨能力大于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分型。
而ＭＩＲＵ的分辨能力与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接近。
ＩＳ６１１０－ＲＦＬＰ的分辨指数为９９．４％，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
的分辨指数为３９．１％，ＭＩＲＵ技术的分辨指数为
９７．８％。将三种方法结合起来分析时产生的独特类
型数增加到９５个，分辨指数达到９９．５％。当
ＩＳ６１１０拷贝数≤１０个时，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的分辨指数
为９４．３％，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的分辨指数为９８％，ＭＩＲｕ
的分辨指数达到９８．２％。三种方法的比较见表１。
５．比较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对不同地域的菌
株进行比较，广东地区与其他地区结核分枝杆菌菌
株北京基因型所占比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他地
区北京基因型所占比率更高；广东地区与其他地区
菌株成簇率和北京基因型所占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广东地区菌株的成簇率和北京基
因型所占比例均明显低于其他地区（表２）。
讨

论

注：横坐标为相似系数，纵坐标为菌株编号
图１

１５８株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Ｉｓ６１１０—ＲＦＬＰ
聚类后的树状图谱

１．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在结核分枝杆菌株水平鉴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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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枝杆菌复合群中分辨出
表ｌ

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和ＭＩＲＵ分型三种方法的比较

Ｍ．６０可ｉｓ

和

Ｍ．６０口ｉ５

ＢＣＧ。可见，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
技术不但可以对结核分枝
杆菌进行菌株水平的鉴
定，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
进行菌种鉴定。
本研究中最大的一簇
包含１２３个菌株，表现为
仅与３５～４３之间的９个
表２

比较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

基因型或成簇其他地区

广东地区

Ｐ值

ＯＲ值（９５％Ｃｆ）

间隔区杂交，即所谓的北京基因型Ｈ…。一些研究认
为北京基因型的优势传播与ＢＣＧ疫苗接种有关。
有些研究认为北京基因型与结核菌耐药有关。从而
导致该基因型的广泛传播。由于本研究的样本量相
对较少，故无法证实这些结论。
本研究中Ｓｐ０１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成簇的菌株有５０％以

注：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采用ｆ检验并计算ｏＲ值和９５％ｃＪ；
＊其他地区菌株北京基因型所占比率为广东地区的５．４倍；＃其他
地区菌株成簇率为广东地区的２．７２倍

上的菌株可被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进一步分型，说明
Ｓｐ０１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的分辨力不如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当
ＩＳ６１１０拷贝数在１０个以内时，Ｓｐ０１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的分辨

的应用：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地区菌株绝大多数为多

能力明显提高，与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分型的分辨指数接

拷贝菌株，便于分型。因此，采用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分

近。并且ＩＳ６１１０．ＲＦＬＰ分型的一簇４个菌株的单

型对结核分枝杆菌流行病学研究是非常有效的∽１。

拷贝簇可被Ｓｐ０１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分型进一步分成２个菌株

在所有分析的菌株中，有近８０％的菌株之间相似系

的一簇和２个独特类型。因此，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方法

数在５０％以上，具有较高的同源性。可见该基因型

可以作为一种快速的初筛（适用于ＩＳ６１１０多拷贝菌

是这些地区流行的菌株。这一大群的菌株特征为

株）或进一步分型（适用于Ｉｓ６１１０低拷贝菌株）方

ＩＳ６１１０拷贝数较多，具有共有带，符合北京基因型

法，与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分型结合起来，可以对结核分

的特点。同时我们按菌株来源的地理分布进行比

枝杆菌的鉴定得出更为准确的结果。

较，发现在广东地区菌株之间具有相对较高的多态

３．ＭＩＲｕ分型技术在结核分枝杆菌株水平鉴定

性，近期传播比例较低，而在其他地区菌株之间则具

上的应用：ＭＩＲｕ分型技术是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以

有相对较高的一致性，近期传播比例较高，二者差异

ＰＣＲ为基础的新的技术。ＭＩＲＵ分型的一个突出

有统计学意义。这种差别一方面可能由于人口流动

优点是结果以数字表示，便于比较研究。将本次实

性因素；另一方面可能由于不同地域的气候环境等

验ＭＩＲＵ

因素存在差异。另外，本实验中有１３株的ＩＳ６１１０一

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的分辨指数进行比较后可知ＭＩＲＵ

ＲＦＬＰ在各自簇内分型结果完全相同，流行病学调

分型与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分型分辨能力接近，高于

查发现，除４株为单拷贝株外，其余属于同一簇的菌

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的分辨力。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分型一个４

株分布于２个小范围地区内，说明该地区可能有小

菌株的单拷贝簇可被ＭＩＲＵ分型进一步分成２个

范围的传播。

菌株的一簇和两个独特类型，这与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对

分型与

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

分型及

２．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在结核分枝杆菌株水平鉴定上

这一ＩＳ６１１０单拷贝簇的分型结果相同。本实验所

的应用：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是一种以ＰＣＲ为基础的ＤＮＡ

选菌株在ＭＩＲＵ的１２个区中，重复区４、１０、２６、４０

分型技术。本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较稳定，敏感性

具有较高的多态性，而一些重复区则具较少改变，分

较好，特异性较强。由于所有的Ｍ．６０讥ｓ和Ｍ．６０口ｉ５

辨力相对较差，说明ＭＩＲＵ各区进化的分子钟有所

ＢＣＧ菌株都缺乏３９～４３间隔区而含有３３～３８间隔

不同。采用较少改变的重复区对于发现更高水平的

区这一特征，利用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技术还可以从结核

进化可能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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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实用传染病防治》现已出版
《实用传染病防治》一书已由学苑出版社于２００５年３月出版，书号ＩＳＢＮ７—８００６０—２３３—８。该书由华北煤炭医学院吕宝成
教授、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康来仪教授等主编，全国各省市６０余位专家参编，内容新颖、实用。全书共１２０万字，大１６
开，精装６００页。总论１４章，包括信息管理、互联网、突发事件应对以及调查评价等方法学；各论包括３７种法定传染病防治，
并附卫生部有关标准。系各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必备工具。适用各级人员学习培训。邮购办法：邮编１０００１３，北京和平里邮
局３８信箱李瑞珍。每本１８０元（包括书款１６８元，邮挂１２元），第一次印刷存书有限，欲购从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