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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幽门螺杆菌中国菌株致病相关基因ｃ现ｇＡ、
ｚｃｅＡ、刁现ｃＡ及ＨＰ０５１９分布分析
张茂俊何利华

【摘要】

王振宇

周增芬

张建中

目的分析中国不同人群及不同胃部疾病病例来源的幽门螺杆菌致病相关基因嘲Ａ、

妇Ａ、抛ｃＡ及ＨＰ０５１９的分布。方法

采用特异引物聚合酶链式反应（ＰＣＲ）方法分析１５０株幽门螺

杆菌上述基因的多态性分布特点，并对其分布作初步统计分析。结果

９３％（１３９／１５０）中国菌株

ｃｎｇＡ基因３’端重复序列的ＰＣＲ产物具有东方菌株特征。７５％（１１３／１５０）菌株ｉ钾Ａ基因为ｉｃｅＡｌ，
１９％（２９，１５０）为ｉ∞Ａ２，不同地区间ｉｃｅＡ基因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云南菌株ｉｍＡｌ、ｉ卵Ａ２的分
布与菌株分离个体的种族特点及临床疾病类型无显著关系。９６％中国菌株（１４４／１５０）懈ｃＡ基因ｓ区
的等位基因为ｓ１；ｍ区等位基因ｎ１２、ｍｌｂ和ｍｌｂ—ｍ２的比例分别为５７％（８５／１５０）、２７％（４１／１５０）和
１１％（１６／１５０），仅２株福建菌株为ｍｌａ。不同地区间睨ｃＡ ｓ１、ｒ１１２、ｍｌｂ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云
南菌株ｍｌｂ—ｍ２的分布高于福建和北京菌株。云南菌株撒ｃＡ ｓ区等位基因的多样性与分离个体的种
族及临床疾病类型无显著关系。倪ｃＡ ｍ区等位基因的多样性与分离个体的临床疾病类型无显著关

系，但不同民族间砬的分布有显著差异，白族人群ｍ２的分布显著少于汉族和纳西族。９３％（１４０／
１５０）的中国菌株ＨＰ０５１９基因具有２４ ｂｐ和１５ ｂｐ ＤＮＡ插入和缺失的多态性特点。不同地区问
ＨＰ０５１９基因的多态性无显著不同。云南菌株ＨＰ０５１９的多态性与菌株分离个体的临床疾病类型无
显著关系，但来源不同民族菌株的ＨＰ０５１９基因存在差异。结论

幽门螺杆菌中国菌株∞ｇＡ ３’端

ＪＦ／ＴＲ特异引物的扩增结果具有东亚菌株特点。中国菌株ｍｃＡ基因多为ｓ１，其分布与菌株分离个
体的临床疾病类型无关。中国菌株∞ｃＡ基因ｍ区的分布具有多样性。中国菌株ＨＰ０５１９基因具有
２４

ｂｐ和１５ ｂｐ插入和缺失的多态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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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拟利用特异引物ＰＣＲ的方法对１５０株中国菌株

脂糖凝胶中电泳，Ｓｔｒａｔａｇｅｎｅ Ｅａｇｌｅ ＥｙｅⅡ读胶仪照

ｃ口ｇＡ、ｉｃ８Ａ、抛ｆＡ及ＨＰ０５１９基因分布、地区分布、

相记录。

ｇｅｎｅ

不同民族分布及基因多态性特点进行分析，以加深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Ｙ２检验的方法。

对中国ＨＰ菌株的主要致病相关基因的流行病学特
结

征的认识。
材料与方法

果

１．不同地区分离菌株∞ｇＡ、妇Ａ、抛ｆＡ及
ＨＰ０５１９的分布：不同地区分离菌株ｃ口ｇＡ、ｉ∞Ａ、

１．材料：

抛ｃＡ及ＨＰ０５１９基因的ＰＣＲ扩增结果见表２。

（１）菌株及背景：实验菌株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１５０株中国菌株中，９３％菌株ｃｎｇＡ ３’端ＪＦ／ＴＲ

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诊断室（国家幽门螺杆菌菌

引物ＰＣＲ扩增结果为阳性，１００％菌株ＴＦ／ＷＲ引

株库）保存并提供，共１５０株。其中北京菌株１８株，

物ＰＣＲ扩增结果为阴性。７５％中国菌株为ｉ∞Ａ１，

福建菌株３４株，云南菌株９８株（其中白族人群来源

１９％为ｉ卯Ａ２，另有８株菌用该引物无法区分，需进

４１株，纳西族人群来源２２株，汉族人群来源３５株；

一步测序或更换引物确定。不同地区间ｉ∞Ａ基因

菌株中有４６株来源于慢性活动性胃炎患者，１８株

的分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５．１１２，０．１＞Ｐ＞

来源于十二指肠溃疡患者，２２株来源于胃溃疡、十

０．０５）。９６％的抛ｃＡ基因的ｓ区等位基因为ｓ１。

二指肠溃疡患者，６株来源于胃溃疡患者）。

仅１株云南菌株为Ｓ２。另有５株菌用该引物无法区

（２）ＰＣＲ试剂：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酶购自

分。不同地区，云南不同民族问伽ｃＡ ｓ区基因的分

ＴＡＫＡＲＡＱ生物工程公司。ＤＮＡ提取试剂盒由

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５７％的中国菌株懈ｃＡ基因

ＱＩＡ ｇｅｎｅ公司提供。

ｍ区为ｎ１２。２７％为ｍｌｂ，１１％为ｍｌｂ—ｍ２。其中２

２．方法：

株福建菌株为ｍｌａ，有６株菌用该引物没有ＰＣＲ产

（１）模板制备：单菌落来源的ＨＰ在含１０％羊血

物。不同地区间ｍ２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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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８，ｏ．２５＞Ｐ＞ｏ．１）。云南菌株Ｍ１ｂ—ｍ２的
分布高于福建和北京菌株。应用２４ ｂｐ及１５

没有显著不同（ｘ２＝４．９５，ｏ．１＞Ｐ＞ｏ．０５）。

ｂｐ

２．云南菌株∞ｇＡ、ｉｃ８Ａ、抛ｃＡ及ＨＰ０５１９的分

ＤＮＡ的插入和缺失的特异引物，ＰＣＲ结果显示

布特点：云南不同民族人群分离菌株∞ｇＡ、娩Ａ、

９３％（１４０／１５０）的中国菌株ＨＰ０５１９基因具有这种

抛ｃＡ及ＨＰ０５１９基因的ＰＣＲ扩增结果，基因分布

多态性的特点。不同地区间ＨＰ０５１９的基因多态性

与不同临床表现间的关系见表３和表４。

表１

表２

表３

表４

ＰＣＲ特异引物序列及扩增产物的片段

不同地区分离菌株嘲Ａ、妇Ａ、抛ｃＡ及ＨＰ０５１９基因的ＰＣＲ扩增结果

云南省不同民族人群分离菌株ｃ昭Ａ、ｉｃｅＡ、御ｃＡ及ＨＰ０５１９基因的ＰＣＲ扩增结果

云南省胃、十二指肠不同临床类型病例分离菌株ｃ口ｇＡ、ｉｃｅＡ、撇ｃＡ及ＨＰ０５１９基因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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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菌株应用引物ＪＦ／ＴＲ ＰＣＲ扩增ｍｇＡ

７端

ｍｇＡ阳性率约为５０％～６０％；而亚洲地区，特别是

阳性率为９８％，１００％菌株ＴＦ／ＷＲ引物ＰＣＲ扩增

日本、韩国和中国大陆地区∞．ｇＡ阳性率在９０％以

结果为阴性。不同民族人群来源菌株，ｃ口ｇＡ ３’端扩

上。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欧美地区ｍｇＡ阳性的ＨＰ

３

增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Ｙ２＝１．５７，０．５＞Ｐ＞

与十二指肠溃疡和非贲门部胃癌发生密切相关，而

７端

亚洲地区却无显著性相关心ｊ１。目前研究发现，

ＰＣＲ扩增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Ｙ２＝２．７６，０。５＞

纪ｇＡ３’端的变异与菌株的感染所致的病理改变和

Ｐ＞０．２５）。云南菌株７０％ｉ卯Ａ基因为ｉｃＰＡｌ，

临床结果的不同有密切关系Ｍ培ｊ。日本Ｙａｍａｏｋａ

２３％为ｉ贸Ａ２。不同民族间ｉ卯Ａ基因分布的差异无

等旧１研究证明∞ｇＡ基因３’端重复序列的分子特点

统计学意义（Ｙ２＝１．４４，０．７５＞Ｐ＞０．５）。ｉｃ８Ａ１、

可以作为其分离个体群的标志，用特异引物ＰＣＲ扩

ｉ∞Ａ２的分布与菌株分离个体的临床疾病类型无显

增ｃ口譬Ａ基因３ ７端可以确定分离菌株的为西方菌株

著关系（ｘ２＝１．６２，０．５＞Ｐ＞０．２５）。云南菌株，

或东方菌株。我们利用ｃ盘ｇＡ基因３ ７端的特异引物

９６％的优ｃＡ基因的ｓ区的其等位基因为ｓ１，微ｃＡ

ＪＦ／ＴＲ，通过ＰＣＲ扩增，根据扩增片段的有无及片

ｓ１的分布与分离个体的民族及临床类型没有显著

段的大小可以明确菌株的东西方来源，９３％的中国

关系。５９％的菌株为ｍ２阳性，２２％为ｍｌｂ阳性。

菌株ＪＦ／ＴＲ扩增结果阳性，１００％ＴＦ／ｗＲ（西方菌株

ｍｌｂ—ｍ２的阳性率为１４％，没有菌株为ｍｌａ阳性。

特异引物）为阴性。证实用这种方法区别菌株的东

分析抛ｆＡ ｍ区的多态性与分离个体的临床类型表

西方特点具有高度的可靠和实用性。有研究发现

明ｍ２、ｍｌｂ、ｍｌｂ．ｍ２的分布与分离个体的临床类型

ｃ口ｇＡ ３

没有显著相关性（分别为ｘ２＝０．１８，Ｐ＞０．５；）［２＝

病性具有重要作用，其中以ＥＰＩＹＡ结构域最为重

０．５６，Ｐ＞０．２５；Ｙ２＝１．３５，Ｐ＞０．１）。云南菌株

要，Ｔｙｒ磷酸化位点就在ＥＰＩＹＡ结构域中。１ ０】。由

ＨＰ０５１９的多态性与菌株分离个体的临床类型没有

于本文应用的引物设计在ｍｇＡ

显著相关关系（ｘ２＝０．００１，Ｐ＞０．９），但不同民族间

区域，而ＥＰＩＹＡ位点多位于其右端的第二重复区

ＨＰ０５１９的多态性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Ｙ２＝２１，

内，所以得到ｍｇＡ

Ｐ＜Ｏ．０５）。来源于汉族人群的菌株多见２４ ｂｐ缺

株的临床特点没有显著相关性，尚不能完全说明

失，１５ ｂｐ插入，而来源于白族和纳西族人群的菌株

ｃ以ｇＡ ３

０．２５）。不同临床疾病类型来源菌株∞ｇＡ

３

ＨＰ０５１９多见２４ ｂｐ的插入，１５ ｂｐ缺失。
讨

论

７端重复序列的多态性对于ＣａｇＡ蛋白的致

３

３

７端的第一个重复

７端ＪＦ／ＴＲ扩增结果与分离菌

７端的多样性与其致病性无关。

ｉ∞Ａ基因是ＨＰ的另一重要致病因子。自
ｉｆｅＡ基因被发现以来，成为研究ＨＰ分子生物学的

标志基因。在ｉ∞Ａ基因位点有娩Ａ１和妇Ａ２两

ＨＰ具有广泛的基因多样性。研究表明，分布

种等位基因。ｉｃ８Ａ１编码的蛋白与奈瑟菌Ｎｅｉ跚ｒ钯

于欧美、亚洲地区，特别是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东亚

１ａｃｔａｍｉｃａ编码的ＣＡＴＧ特异性的限制性核酸内切

地区菌株具有明显的基因多样性和群体特点，ＨＰ

酶高度同源，而ｉ卯Ａ２与ｉ卯Ａ１基因没有任何相关

的基因多样性与其分离群体的地理位置相关。我国

性，编码一种未知蛋白。ｉｃｇＡ基因的两个等位基因

人群ＨＰ感染率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平均约为

ｉ∞Ａ１和ｉ∞Ａ２广泛存在于东西方菌株中。有研究

５０％～６０％。我们分析了来自国内３个不同省市

证明，在西方菌株中（荷兰、美国）ｉｃＰＡｌ是ＨＰ感染

１５０株ＨＰ的４个重要致病相关基因，展示了中国菌

后发展为消化性溃疡的标志基因。而日本、英国等

株的基因结构特点。云南省属于相对封闭的多民族

研究发现ｉｃ８Ａ基因的分布与ＨＰ感染后的发展无

地区。不同民族间基本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点与生

关¨１’”。。本研究利用ｉ卯Ａ１、ｉ∞Ａ２的特异引物分析

活习惯。本文从３个民族间及云南地区内分离于不

调查中国菌株ｉｃ８Ａ基因的分布。研究结果发现中

同临床类型病例标本的菌株进行基因特点的分析，

国菌株舰·Ａ基因多为ｉｃ８Ａ１等位基因（７５％，

对ＨＰ群体遗传特点及细菌与宿主间的相互关系的

１１３／１５０），只有１９％（２９／１５０）为ｉ卵Ａ２，而且ｉ∞Ａ基

研究进行了初步探索。

因的分布与菌株分离个体的临床类型无关。

ｍｇＡ基因位于ＨＰ的ｃａｇ致病岛３ ７末端，是

抛ｃＡ基因是ＨＰ的重要毒力基因之一。其编

ｃａｇ致病岛的标志ｕ１。∞ｇＡ基因分布较广，但东西

码的空泡毒素是细菌的主要致病因子¨６｜。不同菌

方菌株∞ｇＡ基因的分布具有显著差异，欧美地区

株锨ｃＡ基因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其信号区（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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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表现在编码基因的中间区（ｍ区）。不同组成ｓ

３

ａｎｄ

区和ｍ区基因决定了细菌分泌ＶａｃＡ蛋白的活动
性。有研究证明ｓ１与ＨＰ感染引起的疾病的严重

４

Ｓ，Ｙａｍａｋａｗａ Ａ，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抛ｃＡ

Ｈ“ｉ∞６口ｆｆＰｒ力Ｚｏ—

ｏｆ

ｇｅｎｅｓ

ｏｆ说ｆＡ

ｏｆ

ｓｔａｔｕｓ

１１０４．
５

Ｔａｏ

Ｒｏｔａ

ｉｎ

ＪＣ，Ｂｌａｙａ Ｃ，ｅｔ ａ１．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Ａ，Ｐｅｒｅｉｒ｝Ｌｉｍａ

ｏｆ臌蛔６口ｆ据ｒ夕∥ｏ一３’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ＰＣ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ｓｕｂｔｙｐｅ ｏｆ ３’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Ｚｉ∞乩ｃ￡Ｐｒ力叫。一ｓｔｒａｉｎｓ ｉｓ０１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Ｚｈ白ｉ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ｍｌ，２００４，１０：３２８４．３２８８．
ｉｎ

ｇｅｎ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６

ｎｅｗ

ＰＣ，Ｌｉｕ ＨＹ，ｅｔ ａ１．Ａ

Ｒ，Ｆａｎｇ

叼Ａ

福建菌株为ｍｌａ。云南省不同民族间ｍ２的分布有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ｏｒ

ｃ昭Ａ

ｕｌｃｅｒ．

ｐｅｐｔｉｃ

ｇｅｎｅ

Ｊ Ｃ“ｎ

ＭｉｃＩ＿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１。３９：６０６—６１２．

差异，白族人群ｍ２的分布显著少于汉族和纳西族，
７

白族人群ｍ２和ｍｌｂ的分布几乎相同。倪ｃＡ的ｓ

Ａｚｕｍａ Ｔ，Ｙａｍａｋａｗａ Ａ，Ｙａｍａｚａｋｉ Ｓ，ｅｔ ａ１．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３’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ｇＡ

ｇｅｎｅ ｉｎ

ＨＰＺｉ∞施ｆｚ８ｒ力怕一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 Ｊａｐａｎ．Ｊ 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２，１８６：１６２１、１６３０．

区与ｍ区的分布都与分离个体的临床类型无关。
８

ＨＰ０５１９基因位于ＨＰ的ｃａｇ毒力岛上游，被推

Ｙ啪ａｏｋａ
ｗｉｔｈ

Ｙ，Ｋｏｄａｍａ Ｔ，Ｋａｓｈｉｍ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ａｍａｏｋａ

０ｓａｔｏ

Ｙ，

Ａ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Ｅａｓｔ

地域分布有相关性，其基因左侧２４ ｂｐ和基因右侧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Ｉ，

’

ＭＳ，

Ｓｅｐｕｌｖｅｄａ

ｎｏｎ—Ａｓｉａｎ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ａ１．

ｅｔ

ＡＲ，

ｅｐｉｄ咖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胁Ｚｉ∞缸ｃ￡Ｐｒ缈ｆｏ一：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关Ｈ ９｜。Ｂｅｒｇ等发现ＨＰ０５１９基因的多态性与ＨＰ的

ｏｆ ｔｈｅ ３’

ｆｒｏｍ

Ｈ．声∥ｏｒｉ—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Ｊ Ｃｌｉｎ

１９９８．３６：２２５８．２２６３．
９

ａｌ，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Ｋ，ｅｔ

ｉｎ只≥ｆｉ∞６口ｃ￡盯甜幻疵ｉｓ０Ｉ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ｇＡ ｇｅｎｅ

ｒｅｇｉｏｎ

测为具有调节作用的长约８３０ ｂｐ的基因。目前最新

ｂｐ的缺失与插入和菌株分离的群体遗传特点相

ＦＥＭＳ

Ａｓ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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