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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江苏省南通地区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
分布特征初步研究
顾玲

汪华朱凤才

王鑫金东

崔志刚

【摘要】

目的

史智扬

曾小燕谭兆营

王冰

肖玉春邱海燕

阚飙王新生景怀琦徐建国

了解江苏省南通地区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的分布特点和毒力特征。方法用常

规方法从家畜家禽粪便标本中分离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ＰＣＲ法检测其五种毒力相关基因，同时对
国内分离到的ｏ：８血清型菌株进行脉冲场凝胶电泳分析。结果从该地区２９３份家畜家禽粪便标

本中分离到９ｌ株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分离率为３１ ０６％。未分离到国内主要流行血清型ｏ：３和

５７％菌株毒力基因分布特征为：ａ甜一、＂越一、笋出、蜊、口ｆ汗一，有６０．４３％菌株为
ｎｚｚ、蛳以一、＂出＋、埘、”ｉｒＦ，两株国外引进的强毒菌株具有相同的脉冲图形．与国内分离到的
Ｏ：９，其中有３９

ｏ

８血清型菌株存在显著的差异。结论

致病性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的分布具有局限性，江苏省南

通地区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的分布可能Ｕ非致病菌为主。

【关键词】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血清型；毒力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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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感染是近年来受到全球重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引起的感染在人群中是比较常

视的一种肠道传染性疾病，在许多国家已经证实由

见的，属于全球性疾病。由于该菌易在低温生长，所
以在一些寒冷的国家和地区或寒冷的季节较为常

基金项目：国家“十五”科技攻关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０３ＢＡ７１２Ａ０５．
０４）；江苏省“１３５”医学重点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２１０００９南京，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顾玲、汪华、

栗凤才、史智扬、曾小燕、谭兆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颤
防控制所（肖玉春、邱海燕、王鑫、金东、崔志刚、阚飙、景怀琦、徐建

见，有人称其为“冰箱病”。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
我国发生过两次由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引起的流
行，造成５００多人感染“。“。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

国）；辽宁省沈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王冰）；江苏省南通市疾病预

平的提高，爆发较为少见，主要以散发为主，临床症

防控制中心（王新生）

状较轻，仅有个别病例出现严重症状”一。小肠结肠

通讯作者：景怀琦，ＥⅢａｉｌ：ｊｌｎｇｈｕａｌ叫＠ｉｃｄｃ ｃｎ；绦建国，Ｅｍａｉｌ：
１ｑｇ＠ｐｕｂｌＫ ｂｔａⅡｅｔ

炎耶尔森菌感染虽然属于自限性疾病，但由于其感

ｃ“

顾玲、汪华同为第一作者

染可引起结节性红斑、关节炎、肝炎等后遗症，值得

７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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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Ｐ（絮技术：参照文献［７，８］设计ｎ双妒以、

关注。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有众多的血清型，目前研

笋出、妒以和帕ＩＦ五种毒力相关基因扩增引物，由

究认为仅有少数几个型别具有致病性。我国致病性

北京赛百盛公司合成，引物序列见表１。％ｑ ＤＮＡ聚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是以Ｏ：３型为主，其次是Ｏ：９

合酶（１０００

型。在美洲国家主要是以Ｏ：８型为主”１。为了解江

自华美生物工程公司。ＰｃＲ技术按常规操作。

苏省南通地区宿主动物中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分布

Ｕ／支）、ｄＮｌｌＰｓ（１００㈣ＶＬ，４×１００“１），购

表１

５种毒力相关基因扩增引物序列

状况及其携带毒力基因情况，开展本项研究，所要检
测的毒力相关基因主要包括：位于染色体上的毒力
基因：ｎ“（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粘附侵袭位点基

因）、埘以（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耐热性肠毒素基因）
和＂￡Ｂ（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生物１Ａ型携带的肠
毒素基因，此类菌株通常为非致病性菌株）；位于质

粒上的基因：婵烈（粘附素，涉及到自凝、血清抗性
和牯附）、ｕｉｒＦ（脚ｐ调节子的转录活化因子），它们
也是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致病所必需的”一。粘附侵

袭位点ｎ玑与抽。基因没有同源性“１，该基因区域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血清型ｏ ８扩增产物片段大小

约有６５０ ｂｐ，编码的蛋白质相对分子质量（Ｍｒ）为

５．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参照美国ｃＤｃ

１７×１０３，此蛋白与侵袭素相似，介导小肠结肠炎耶

尔森菌的侵袭性，与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的致病性

ＰｕｌｓｅＮｅｔ

ｕｓＡ的统一方法。所用试剂及仪器包括：

内切酶Ｎ毗Ｉ：Ｐｒｏｍｅｇａ

密切相关。

２００

材料与方法

１．培养基：改良磷酸盐缓冲液、改良克氏双糖琼
脂、麦康凯琼脂和半固体琼脂由江苏省微生物试剂
厂提供；Ｒｕｓｔｉｇｉａｎ’ｓ尿素培养基由上海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试剂厂提供。

ｕ；琼脂糖：ＳｅａＫｅｍ

Ｃｂ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ａｌｏｇ＃Ｒ６４３ｌ

Ｇｏｌｄ Ａｇａｒ。ｓｅ，ｃａｍｂｒａｅｘ Ｂｉｏ

ｓｃｉｅ呲ｅ Ｒｏｃｋｌａｎｄ，Ｉｎｃ．ｕｓＡ；蛋白酶Ｋ：Ｍｅｒｃｋ

（ｋｍａｎｙ；ｓＤｓ：北京鼎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进口分
装；脉冲场凝胶电泳仪：ｃｈｅｆ Ｍａｐｐｅｒ，ＢｉｏＲａｄ
读胶仪：（ｋｌ

Ｄｏｃ ２０００，ＢｉｏＲａｄ

Ｇｒａｎｔ ＯＬＳ２０００，Ｇｒａｎｔ

ｕｓＡ；

ｕｓＡ；水浴摇床：

ＥＴ坦１ａｎｄ；浊度仪：ＤｅｎＳｉｍａｔ，

２．菌株的分离培养：将２９３份来自江苏省南通

ｂｉｏＭｅｒｉｅｕｘ Ｆｒａｎｃｅ；电泳参数：电压梯度６ ｖ／ｃｍ，电

地区牛、羊、猪和狗的粪便标本分别接种改良磷酸盐

场夹角１２０。，电泳缓冲液０．５×ＴＢＥ，电泳温度

缓冲液，于４℃分别增菌培养７天、１４天和２１天后

１４℃，缓冲液的流速约为１ Ｌ／ｍｉｎ。

转种于麦康凯平板，２６℃培养２４～４８ ｈ，挑取可疑菌

结

果

落，分别接种改良克氏双糖琼脂，２６℃培养２４ ｈ。产
酸且不产硫化氢者转种Ｒｕｓｔ醺ｉａｎ’ｓ尿素培养基，尿

１菌株分离情况：２９３份标本中共分离到９１株

素阳性者分别转种两支半固体培养基，分别置于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总分离率为３１．０６％，其中猪

２６℃和３７℃培养２４ ｈ。２６℃有动力且３７℃无动力

分离率最高，达３４．９２％，因为从牛分离的标本量太

者为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疑似菌株，分别进行生化

少，阳性率结果不具有代表性，故未计算（表２）。

鉴定和血清分型。
３．生化反应与血清分型：ＡＰＩ一２０Ｅ生化试剂购

裹２

江苏省南通地区宿主动物携带
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情况

自法国生物梅里埃有限公司，按试剂说明书操作；分
型血清购自日本生研株式会社（包括ｏ：１，２、ｏ：３、
Ｏ：５、Ｏ：８和Ｏ：９）和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ｏ：１，
２、Ｏ：３、Ｏ：５、Ｏ：８和ｏ：９型以外的血清），Ｏ：３及ｏ：９

单克隆抗血清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
控制所腹泻病室制备。

２．血清分型情况：９ｌ株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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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１９个血清型，其中ｏ：７，８和Ｏ：６，３０型最多，各

引进的具有完整毒力因子的两株菌具有相同的脉冲

占１６．４８％（１５／９１）；Ｏ：５型占１０ ９９％（１０／９１）；

图形。国内分离到的这些菌株之间带型也存在很大

ｏ：１６，２９型和ｏ：８型各占９．８９％（９／９１）。详见表３。

差别，只有两株菌得到了相同的聚类关系。

表３

表４

宿主动物中９１株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血清型分布
血清型

９１株不同血清型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中
毒力相关基因检测结果

狗（株）牛（株）羊（株）猪（株）台计（株）
４

￥瑚

１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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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３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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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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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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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２
１

ｉ●
ｌ
，

Ⅻ眦。娜 。州ｍ嫡。 ，。一计

１—３

一５

注：括弓外数据为检测株数，括号内数据为阳性株数

３．毒力基因携带情况：对９１株小肠结肠炎耶尔

表５

１９８６年江苏省南通地区分离菌株的血清型及
毒力相关基因检测结果

森菌分别进行。“、弘以、”出、婵ｄＡ和口ｉｒＦ五种毒
力相关基因检测。结果显示：９１株小肠结肠炎耶尔

森菌均不携带ｎ“、笋幽、妒ｄＡ和厕．Ｆ四种毒力基
因，５５株（６０ ４３％）菌携带”出基因（表４）。
４

２０株１９８６年江苏南通地区分离到小肠结肠

炎耶尔森菌宿主、血清型及毒力相关基因检测结果
见表５。

５中国江苏分离的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Ｏ：８
血清型菌株脉冲场凝胶电泳的部分结果，见图ｌ。

结果表明从国内分离到的０：８血清型菌株与国外

注：同表４

引进的两个流行株在带型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国外
主
型８

萑
图１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８

分离地点
江苏张垛乡徐家村
江苏张垛乡张荚村
江苏张垛乡张英村
江苏南英乡
江苏南英乡严马村
江苏南通
江苏南通
江苏南通

爰蒙辈摇乡张英村
江苏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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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引进ｏ：８血清型菌株与江苏分离ｏ：８血清型菌株脉冲场凝胶电泳图谱的聚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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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型，该血清型为美洲国家的主要流行型。我们所分
离到的ｏ：８血清型除携带笋出基因外不携带其他

我们对江苏省南通地区２９３份宿主动物标本进

四种毒力基因，与欧美等国家该型流行株不同，它们

行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检测，共分离到９１株小肠结

缺乏致病所必需的毒力因子，因此该地区Ｏ：８血清

肠炎耶尔森菌，分布于１９个血清型，其中Ｏ：７，８和

型菌株不能引起感染流行。在我们的研究中观察到

０：６，３０型最多，各占１６．４８％；ｏ：５型占１０．９９％；

我国分离到的Ｏ：８血清型菌株虽然没有致病性，但

Ｏ：１６，２９型和ｏ：８型各占９．８９％。１９８６年曾在该地

在昆明小鼠试验中，它对国外引进的毒力株具有很

区宿主动物中分离到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分布于

好的保护性（待发表资料），脉冲场凝胶电泳的结果

９个血清型：ｏ：８（２５％，５／２０）、ｏ：５（２０％，４／２０）、

也证实江苏分离的０：８血清型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

Ｏ：７，８（１５％，３／２０）、Ｏ：１２，２６（５％，１／２０）、ｏ：１６，２９

与典型的致病性菌株具有显著性差异，并且各菌株

（５％，１／２０）、ｏ：２５（５％，１／２０）、ｏ：６，３０（５％，１／２０）、

之间很少得到相似的脉冲图形，在江苏分离到的１４

ｏ：１０，２５（５％，１／２０）和ｏ：１０Ｋ（５％，１／２０）。此次调

株Ｏ：８血清型，只有２２９和２３１号菌株具有相同的

查结果与１９８６年相似，均分离到在美洲国家主要流

脉冲图形，其他菌株的聚类结果都是分散的。然而

行的Ｏ：８血清型，而未分离到在我国呈流行性的ｏ：３

两株分别从美国（ｗＡ）和法国巴斯德研究所

和Ｏ：９血清型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从这两个年度

（５２２１１）引进的具有典型致病性的参考菌株具有相

的调查结果，我们认为致病性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

似的脉冲图形。最近我们完成了１００多株国内的主

的分布具有局限性。

要致病血清型Ｏ：３和ｏ：９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的脉

目前认为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的毒力基因主要

冲场凝胶电泳，各自均有十分相似的脉冲图形（待发

包括：位于染色体上的毒力基因ｎｉｚ、”ｍ；位于质粒

表资料），因此我们推论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同一血

上的基因妒拍和”ｉｒＦ，后者是小肠结肠炎耶尔森

清型的致病性菌株在遗传学上具有很高的相似。

菌致病所必须的”Ｊ。对９１株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

综上所述，江苏南通地区宿主动物中广泛携带小

分别进行ｎ“、”以、蛳出、粥山ｑ和讲ｒＦ五种毒力基

肠结肠炎耶尔森菌，但未分离到我国主要流行血清型

因检测，除部分菌株（６０ ４３％）携带埘Ｂ型肠毒素

ｏ：３和ｏ：９。分离株不携带致病所需的毒力因子，因此

基因外，其余均不携带上述五种毒力相关基因。

不会引起人间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感染。该地区小肠

笋出编码一种类似于ＹｓｔＡ的耐热性肠毒素，它仅

结肠炎耶尔森菌的分布可能以非致病菌为主。

存在于生物ＩＡ型的菌株中，不具备感染的特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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