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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浙江地区幽门螺杆菌临床菌株空泡毒素
基因的变异及其表达活性分析
陈学军

沈月芳

严杰

了解浙江地区消化性溃疡（Ｐｕ）和慢性胃炎（ｃＧ）患者感染幽门螺杆菌（Ｈｐ）啪融

目的

【摘要】

基因的变异及其空泡毒素表达情况。方法从７０株Ｈｐ中选择部分菌株测定其佣ｃＡ基因的ｓ区和
ｍ区核苷酸序列。用细胞培养的方法检测Ｈｐ菌株的空泡毒性。结果６株ｓｌａ型Ｈｐ菌株的ｓ区扩
增产物与报道的ｓｌａ型６０１９０株核苷酸序列相似性为９３．２％～９８．３％，４株ｍ２型Ｈｐ菌株的ｍ区扩
增产物与报道的ｍ２型８７—２０３株核苷酸序列之间相似性为９３．８％～９７．６％。１株ｍｌｂ型Ｈｐ菌株的ｍ
区扩增产物与报道的ｍ１型６０１９０株相应序列相似性为８７．３％，与ｍ２型８７—２０３株相应序列之间相似
性为７１．７％。所有５株ｓｌａ／ｍ１型Ｈｐ对ＨｅＬａ、ＲＫ一１３和ＳＧＣ一７９０１三种细胞均有明显的空泡毒作用；
仅２７．９％（１２／４３）的ｓｌａ／ｍ２型菌株对ＨｅＬａ细胞表现为空泡毒作用，但分别有６５．１％（２８／４３）和６２．８％
（２７／４３）的菌株对ＲＫ一１３细胞和ｓＧｃ７９０１细胞有空泡毒作用。所有ｓｌａ／ｍｌｂ和ｓｌａ／ｍｌｂ—ｍ２型Ｈｐ菌株
对三种细胞均有明显的空泡毒作用，以ＲＫ一１３细胞计，８１．０％（１７／２１）的ｓｌａ／ｍｌｂ型Ｈｐ菌株和１株
ｓｌａ／ｍｌｂ—ｍ２型有空泡毒性。Ｐｕ组感染的Ｈｐ菌株空泡毒性（８４．４％）强于ＣＧ组（６０．５％），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浙江地区患者感染的Ｈｐ菌株眦ｃＡ基因变异主要在于ｍ区。撇ｃＡ基
因空泡毒性的表达在ＨｅＬａ细胞中低毒性的ｓｌａ／ｍ２型菌株在ＲＫ一１３和ＳＧＣ一７９０１细胞中仍有较高的空
泡毒性。ｍｌｂ型Ｈｐ空泡毒性强度介于ｍ１和ｍ２型之间。Ｐｕ患者感染的Ｈｐ菌株其空泡毒性明显
强于ＣＧ组。
【关键词】螺杆菌，幽门；空泡毒素；胃十二指肠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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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Ｈｐ）空泡毒素基因（撇融）表达的

１６４０培养液中，３７℃、５％Ｃ０２培养。以每孔１×１０４

空泡毒素能使胃上皮细胞产生空泡变，是该菌极其

细胞数分别接种于９６孑Ｌ板上。培养２４ ｈ后，每孔加

重要的致病因子。不同Ｈｐ伽融基因序列差异较

入含ＶａｃＡ的培养上清浓缩液１０肚ｌ继续培养２４

大的区域主要位于信号肽区域（ｓ区）和中间区域（ｍ

在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空泡变性的细胞数。每份标本

ｈ。

区）。抛ｃＡ存在于所有Ｈｐ中［１ Ｊ，但只有部分菌株

测３次取均值，遇极端值剔除后再取均值。以

有空泡毒性，其表达差异与口口诅基因型的不同有

ＮＣＴＣｌｌ６３７为阳性对照、Ｇ５０为阴性对照，培养液

关（主要是ｍ区）旧ｏ。我们的研究已经发现ｂ１，浙江

为空白对照。空泡毒性判断标准：＜５％的细胞发生

地区患者标本分离的Ｈｐ抛ｃＡ基因ｓ区极为稳定，

空泡变性为ＶａｃＡ阴性；５％～２５％的细胞空泡变性

均为单一的ｓｌａ，但ｍ区变异较大，除了ｍ１、ｍ２外，

为＋；２５％～５０％的细胞空泡变性为＋＋；５０％～７５％

还有ｍｌｂ和ｍｌｂ—ｍ２两个极少报道的变异体；ｓｌａ／

的细胞空泡变性为卅；≥７５％的细胞空泡变性为卅。

ｍ２和ｓｌａ／ｍｌｂ均是浙江地区消化性溃疡或慢性胃

统计学处理以发生空泡变性≥２５％为阳性界限。

炎患者感染的Ｈｐ的御ｃＡ优势基因型，不同于有关
报道Ｈ一］。本文的目的是调查分析Ｈｐ临床菌株
抛ｃＡ基因的变异、表达活性及其与不同胃肠疾病的
相互关系。

４．统计学方法：率的比较采用Ｙ２检验，Ｐ＜
Ｏ．０５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Ｈｐ临床菌株检测：７０株Ｈｐ分离自浙江地区

材料与方法

ＰＵ和ＣＧ患者胃窦黏膜。不同馓诅基因型Ｈｐ菌

１．Ｈｐ的分离和鉴定、模板ＤＮＡ的制备和抛以

株的分布：５株为ｓｌａ／ｍ１（ＣＧ ３株、ＰＵ ２株），４３株

信号区（ｓ）、中间区（ｍ）的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检

ｓｌａ／ｍ２（ＣＧ ２４株、ＰＵ １９株），２１株ｓｌａ／ｍｌｂ（ＣＧ

测：７０株Ｈｐ分离自浙江地区消化性溃疡（ＰＵ）和慢

株、ＰＵ １０株），１株ｓｌａ／ｍｌｂ—ｍ２（ＰＵ）。

１１

３２

２．核苷酸序列比较：利用ＤＮＡＭＡＮ软件分析

例。Ｈｐ模板ＤＮＡ的制备和御以基因型的ＰＣＲ

（比较时不包括引物序列）：６株ｓｌａ型Ｈｐ菌株的ｓ

检测参照文献［３］的方法。

区扩增产物（３３８ ｂｐ）与报道的ｓｌａ型６０１９０株相应

性胃炎（ＣＧ）患者胃窦黏膜，其中ＣＧ ３８例、ＰＵ

２．ＰＣＲ产物克隆和测序：扩增３３８ ｂｐ长度的ｓ

核苷酸序列相似性为９３．２％～９８．３％，相似性最高

区序列上下游引物为：５’．ＡＴＧＧＡＡＡＴＡＣＡＡ

为８３ｃ株与５３ａ株，最低为６０１９０株与２３ａ株；４株

ＣＡＡＡＣＡＣＡＣＣ（｝３’．５’一ＣＡＡＣＣＴＣＣＡＴＣＡＡＴＣＴＴ

ｍ２型Ｈｐ菌株的ｍ区扩增产物（７８７ ｂｐ）与报道的

ＡＣＴＧＧＡ一３’；扩增７８７ ｂｐ长度的ｍ区序列上下游引

ｍ２型８７—２０３株相应序列之间相似性为９３．８％～

物为：５’一ＴＣＡＡＴＡＴＣＡＡＣＡＡＧＣＴＣ一３’，５’一ＣＣＧ

９７．６％，相似性最高为８７—２０３株与２４ａ株，最低为

ＣＡＴＧＣｌｖｒＴＡＡＴＧＴＣ３’。采用上海博彩生物科技

１２０ａ株与６４ｃ株；相应序列均未发现有碱基缺失和

有限公司（ＢＢＳＴ）Ｔ—Ａ克隆试剂盒将扩增的目的片

插入，具体分布见图１～４。另外，１株ｍｌｂ型Ｈｐ菌

段克隆至ｐＵＣｍ．Ｔ载体中。重组质粒转化于

株的ｍ区扩增产物与报道的ｍ１型６０１９０株相应序

Ｅ．∞雎ＤＨ ５ａ株并扩增，碱变性法提取质粒。委托

列比较，也无碱基插入或缺失现象，相似性为

ＢＢＳＴ公司测定插入片段的核苷酸序列，并与报道

８７．３％；而与ｍ２型８７—２０３株相比，ｍｌｂ型在ｍ区

的核苷酸序列进行比较旧ｏ。

的下游分别有１５ ｂｐ和６ ｂｐ两个碱基片段的缺失，相

３．ＶａｃＡ的制备、细胞培养及空泡毒测定：参照

应序列之间相似性仅为７１．７％。

文献［９］的方法，即取７０株Ｈｐ临床菌株及标准菌

３．不同伽矾基因型的Ｈｐ空泡毒素活性比较：

株ＮＣＴＣｌｌ６３７（ｓｌａ／ｍ１，表达ＶａｃＡ）和Ｇ５０（ｓｌｂ／

用ＨｅＬａ、ＲＫ一１３、ＳＧＣ一７９０ｌ三种细胞检测７０株Ｈｐ

Ｉｎ２，不表达ＶａｃＡ）培养于改良的布氏肉汤，３７℃微

临床菌株和２株质控菌株的空泡毒性，ＮＣＴＣｌｌ６３７

需氧条件下震荡培养４８ ｈ。室温下涡漩、离心，上清

对三种细胞株均有明显的空泡毒作用；Ｇ５０及空白

再经超滤膜离心浓缩，用滤膜过滤除菌。调节浓缩

对照对三种细胞均无空泡毒作用。１００％（５／５）的

上清为３×１０９细胞的培养上清成０．１ ｍｌ。ＨｅＬａ细

ｓｌａ／ｍ１型Ｈｐ菌株对三种细胞均有明显的空泡毒作

胞、ＲＫ一１３细胞（兔肾上皮细胞株）、ＳＧＣ７９０ｌ细胞

用；仅２７．９％（１２／４３）的ｓｌａ／ｍ２型菌株对ＨｅＬａ细

（人胃腺癌细胞系）种植于含１０％小牛血清的ＲＰＭＩ

胞表现为空泡毒作用，但有６５．１％（２８／４３）和６２．８％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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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４３）的菌株对ＲＫ一１３细胞和ＳＧＣ一７９０１细胞有空

长约３８６４～３８８８ ｂｐ的单拷贝基因。Ａｔｈｅｒｔｏｎ等‘２１

泡毒作用。所有２１株ｓｌａ／ｍｌｂ型和１株ｓｌａ／ｍｌｂ—

研究发现不同Ｈｐ菌株抛矾基因序列差异较大的

ｍ２型Ｈｐ对三种细胞均有明显的空泡毒作用，以

区域主要位于信号肽区域（ｓ区）和中间长约７３０ ｂｐ

ＲＫ一１３细胞检测，８１．Ｏ％（１７／２１）ｓｌａ／ｍｌｂ型Ｈｐ菌

的区域（ｍ区），并将Ｓ区分为ｓｌａ、ｓｌｂ和ｓ２，ｍ区分

株和１株ｓｌａ／ｍｌｂ．ｍ２型有空泡毒性，强度介于ｍ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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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ｍ２型之间。结果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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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典型ｓｌａ型Ｈｐ菌株６０１９０的∞以基因ｓ区序列（ＧｅｎＢａｎｋ
登录号Ｕ０５６７６）；（２）～（７）：６株ｓｌａ型Ｈｐ临床菌株的ｍｃＡ基因ｓ
区序列（编号：４６ｃ、８ｃ、５３ａ、２３ａ、８３ｃ和８４ｃ）；下划线表示引物序列
图１

ｓｌａ型Ｈｐ菌株的ｓ区核苷酸序列的相似性比较

４．空泡毒性与胃肠疾病的关系：不同空泡毒性
的Ｈｐ菌株在各种胃病标本中的分布见表２。以
ＲＫ一１３细胞检测，ＰＵ组中有８４．４％（２７／３２）Ｈｐ菌株
产生空泡毒性，高于ＣＧ组（６０．５％，２３／３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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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典型ｒ１１２型｝Ｉｐ菌株８７—２０３的ｍｃＡ基因ｍ区序列（Ｑ虬Ｂａｎｋ
登录号ｕ０５６７７）；（２）～（５）：４株ｒ１１２型Ｈ［ｐ临床菌株的ｍｃＡ基因ｍ

抛ｃＡ基因表达的空泡毒素能使上皮细胞产生

空泡变性，是该菌极其重要的致病因子。御ｃＡ为全

区序列（编号：４３ａ、１２０ａ、２４ａ和６４ｃ）；下划线表示引物序列
图２

ＩＹｌ２型Ｈｐ菌株的ｍ区核苷酸序列的相似性比较

·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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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Ｏ％

９５％

ｌＯＯ％

９０％

８ｃ

２４ａ

８３ｃ

８７．２０３

９５％

９０％

５３ａ
４３ａ
２３ａ
８４ｃ

１２０ａ

４６ｃ
６４ｃ
６０１９０

６０１９０：典型ｓｌａ型Ｈｐ菌株（ＧｅｎＢａｎｋ登录号Ｕ０５６７６）；４６ｃ、８ｃ、
５３ａ、２３ａ、８３ｃ和８４ｃ：６株ｓｌａ型Ｈｐ临床菌株
图３

ｓｌａ型Ｈｐ菌株的ｓ区核苷酸序列的进化树比较
表ｌ

８７．２０３：典型的ｒ１１２型Ｈｐ菌株（ＧｅｎＢａｎｋ登录号ｕ０５６７７）；２４ａ、
４３ａ、１２０ａ和６４ｃ：４株ｍ２型Ｈｐ临床菌株
图４

ｍ２型Ｈｐ菌株的ｍ区核苷酸序列的进化树比较

不同ｍｃＡ基因型的Ｈｐ对不同细胞系的空泡毒素活性比较

为ｍ１和ｒｎ２，如此抛ｃＡ可有ｓｌａ／ｍ１、ｓｌａ／ｍ２、ｓｌｂ／

（尤其ｍ区）的多态性，提示在以后的口口ｃＡ分型研

ｍ１、ｓｌｂ／ｎ乜、Ｓ２／ｍ２和ｓ２／ｍ１多个基因型。此后Ｐａｎ

究中应高度重视ｍｌｂ变异体。我们认为，国内几乎

等‘１０１和Ｓｔｒｏｂｅｌ等‘１１１在不能按ｍ１和ｍ２分型的Ｈｐ

没有报道ｍｌｂ，主要原因是研究中未曾选用该对引

菌株中发现了ｍｌａ、ｍｌｂ和ｍｌｂ—ｍ２等ｍ区变异体。
表２

物，其实许多ｍ区不能以ｍ１、ｍ２分型的国内菌株
多为ｍｌｂ亚型。

不同空泡毒的Ｈｐ菌株在各种胃病标本中的分布

核苷酸序列分析表明，抛ｃＡ ｓｌａ型ｓ区和ｍ２
型ｍ区扩增产物核苷酸序列与已报道的同型参考
菌株的相应序列有较高的相似性，分别为９３．２％～
９８．３％和９３．８％～９７．６％，但结合进化树可发现６

注：ｆ

２

４．８４１

２８，Ｐ＜ｏ．０５（ａ ｕｓ．ｂ）

研究发现¨击１，们以基因型的分布有明显的地
域差异，如东欧和北欧以ｓｌａ型为主，法国、意大利
及北美地区ｓｌａ和ｓｌｂ型常见，中南美地区以ｓｌｂ为

主，但ｍ１和ｍ２的分布却大致相同；日本分离的Ｈｐ
抛ｃＡ则以ｓｌａ／ｍ１为主。我国上海和广东地区

抛以基因型均为ｓｌａ／ｍ２或以ｓｌａ／ｍ２为主。我们
的前期研究发现∞ｏ：浙江地区患者标本中分离的

株ｓｌａ型Ｈｐ菌株的ｓ区扩增序列间相似性更高，表
明浙江地区ｓｌａ型菌株仍有一定的独特性。ｍ区检
出多个亚型，且ｍｌｂ型Ｈｐ菌株的ｍ区与ｍ１、ｍ２
型参考菌株相似性仅为８７．３％和７１．７％，表明了ｍ
区的变异性。
馓ｃＡ基因存在于所有Ｈｐ中ｕ１，但只有部分菌

株有空泡毒性，其表达差异与抛ｃＡ基因型的不同
有关，采用ＨｅＬａ细胞检测Ｈｐ ＶａｃＡ的细胞毒作用，

抛ｃＡ基因ｓ区极为稳定，均为单一的ｓｌａ，但ｍ区

发现ｓ１／ｍ１型毒力强，ｓ１／ｍ２型毒力较低或无心］，但

变异较大，有ｍ１、ｍ２、ｍｌｂ和ｍｌｂ—ｍ２ ４个亚型；

用ＲＫ一１３细胞或原代培养胃上皮细胞检测，ｓ１／以

ｓｌａ／ｍ２和ｓｌａ／ｍｌｂ均是浙江地区ＰＵ或ＣＧ患者感

型Ｈｐ仍表现出较高的细胞毒作用ｕ ２｜。在本研究

染的Ｈｐ菌株的抛ｃＡ优势基因型，特别是ｍｌｂ和

中，我们用ＨｅＬａ、ＲＫ一１３、ＳＧＣ一７９０１三种细胞检测浙

ｍｌｂ—ｍ２变异体的检出和ｍ１很少见，不同于别的报

江人群不同抛以基因型Ｈｐ菌株的空泡毒性，发现

道；同时也发现，撇以基因型不同的Ｈｐ的在ＰＵ

所有５株ｓｌａ／ｍ１型、２１株ｓｌａ／ｍｌｂ型和１株ｓｌａ／

或ＣＧ患者中的检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与所致

ｍｌｂ—ｍ２型Ｈｐ对三种细胞均有明显的空泡毒作用；

疾病类型和严重程度无关。浙江人群嗽融基因

仅２７．９％（１２／４３）的ｓｌａ／ｍ２型菌株对ＨｅＬａ细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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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空泡毒作用，但有６５．１％（２８／４３）和６２．８％（２７／
４３）的菌株对ＲＫ一１３细胞和ＳＧＣ．７９０１细胞有空泡毒

１’７‘７’７１—１’７’７’７’７．

３陈学军，严杰，毛亚飞，等．浙江人群幽门螺杆菌ｍｇＡ／ｍｃＡ优
势基因型和不同基因型混合感染的调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作用。ｓｌａ／ｍｌｂ型和ｓｌａ／ｍｌｂ—ｍ２型Ｈｐ菌株其空泡
毒性强度介于ｍ１和ｍ２型之间。同一们ｃＡ基因

２００３．２４：１０３１—１０３５．
４

Ｉｔｏ

Ｙ，Ａｚｕｍａ Ｔ，Ｉｔｏ Ｓ，ｅｔ ａ１．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ｙｐｉｎｇ ｏｆ

型对不同细胞系其产生的空泡毒作用不相同，对同

ｆｒｏｍ∞ｇ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一细胞产生空泡毒作用的强度也有差异。这种差异

Ｊ Ｃ１ｉｎ

可能与不同菌株毒素分泌量不同有关，也可能与不

５

Ｖａ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７，３５：１７１０一１７１４．

Ｄ００ｍ ＬＪ，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 Ｃ，Ｍｅｇｒａｕ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同菌株的ＶａｃＡ结构差异，与不同细胞的受体结合

ｔｈｅ抛矾ｇｅｎｅ

ｏｆ陆ｚｉ∞６口ｃ≠８ｒ力如一ｉＳ０１ａｔｅｄ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ｏｆ

抛ｃＡ

ａ１１ｅｌｉｃ

Ｆ，ｅｔ

ｏｆ

ｔｙｐｅｓ

ａ１．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Ｈ≥Ｚｆ∞妇ｃ￡Ｐｒ∞怕以．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０１０９ｙ，１９９９，１１６：８２３－８３０．

能力不同以致进入细胞内的毒素水平不同有关。

６何瑶，胡品津，何兴祥，等．幽门螺杆菌ｃｎｇＡ、∞ｃＡ基因的调查

ＲＫ一１３和人胃上皮细胞表达ｍ１和ｍ２受体，而
ＨｅＬａ细胞仅表达ｍ１受体，故仅用ＨｅＬａ细胞检测

及其临床意义．中华内科杂志，２０００，３９：８１８—８２０．

７张尤历，刘厚钰，周康．幽门螺杆菌ｍ以基因型及其表达产物与
胃十二指肠疾病关系的研究．中华消化杂志，２０００，２０：８９—９１．

Ｈｐ菌株的细胞毒作用有局限性，ＲＫ一１３和ＳＧＣ７９０１
更适于检测本地区Ｈｐ菌株的细胞毒性。ｍ２型菌

８

Ｃｏｖｅｒ

ＴＬ，Ｔｕｍｍｕｍ ＭＫＲ，Ｃａｏ Ｐ，ｅｔ ａ１．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株在ＲＫ一１３和人胃上皮细胞中也显示有较高的空泡
毒性，表明了ｍ２型Ｈｐ菌株的致病性，可部分解释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ｃｙｃｔｏｔｏｘｉｎ锄ｏｎｇ ＨＯＺｉ∞施ｃ钯ｒ力Ｚｏ“

ｓｔｍｉｎｓ．Ｊ Ｂｉ０１ Ｃｈｅｍ，１９９４，２６９：１０５６６—１０５７３．

９侯鹏，许国铭，李兆申，等．幽门螺杆菌空泡毒素活性与相关胃肠

ｍ２型Ｈｐ在中国ＰＵ患者中的高检出率。尽管浙

江地区分离的Ｈｐ菌株口口以基因型与疾病的严重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ｃｕ０１ａｔｉｎｇ

疾病的研究．中华消化杂志，２００１，２１：５７１—５７２．
１０

ＰａＩｌ ｚＪ，Ｂｅｒｇ ＤＥ，ｖａｎ Ｈｕｌｓｔ
ｃｙｔｏｔ０Ｘｉｎ

程度无显著相关旧ｏ，但分析相应菌株的空泡毒性却

Ｄ，ｅｔ

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ａｃｕｏｌ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ｔ抽ｕｔｉｏｎ

ｐｒ０Ｈ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ｆ

Ｄｉｓｔｉｎｔ

抛ｃＡ ａ１１ｅ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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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矗Ｚｉ∞妇ｆ￡Ｐｒ声∥ｏ—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１９９８，１７８：２２０一２２６．

发现：ＰＵ组感染的Ｈｐ空泡毒性总体强于ＣＧ组，

１１

感染高毒力株可能更易导致ＰＵ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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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通知·
“中国ＳＡＲＳ流行病学研究国际研 讨会＂ 征文
由欧盟专项资助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学研究所与荷兰伊拉兹马斯大学医学院联合举办的“中国＆幔ｓ流行病学
研究国际研讨会”拟于２００５年９月１８—２０日在北京举行。诚邀从事ｓＡＲｓ流行病学调查、数据库建立、传播模型构建、危害
及控制措施社会经济学评价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出席会议，并欢迎赐稿。稿件格式为全英文摘要（２页左右），ｗｏｒｄ文档、

心ｉａｌ １１号字体。内容包括：（１）题目、作者、工作单位、研究目标，约１／２页；（２）材料和方法，约１／２页；（３）结果（可包括表格一
张或图形一个），约３／４页；（４）结论，约１／４页。稿件经大会组委会审核后，收集成册，并颁发证书。稿件投至：ａｎｎｌ—ｙａｎｇ＠
ｙａｈｏｏ．ｃｏｍ，截稿日期为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５日。如有疑问可电话联系：０１０—６６９４８５７８或０１０—６６９４８５３４，联系人：方立群，或访问
网址：ｗｗｗ．ｂｍｉ．ａｃ．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