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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淋球菌临床分离株外膜蛋白ＰＪ基因序列
与耐药性关系初探
雍刚

滕毅

汪东篱

沈圣

谢志梅

邱晋

裴晓方

目的研究成都地区淋球菌临床分离株Ｈ基因序列与青霉素和四环素耐药性的关

【摘要】

系。方法用Ｔ—Ａ克隆的方法得到川基因克隆重组子，对川基因测序后，用序列分析软件进行分
析。同时测定青霉素和四环素对淋球菌的最低抑菌浓度，比较耐药性与ＰＪ基因序列的相关关系。

成功克隆并测序淋球菌Ｐ，基因，１７条川序列根据ｂｌａｓｔｎ结果可分为Ｐ舱和Ｐ忸两类。序列

结果

在影响淋球菌耐药性的第１２０和１２１位的氨基酸序列仅有部分发生单位点的Ｄ突变，未见文献报道
的双位点Ｄ突变。５—９、６—１两条序列在１２０位发生Ｋ突变，且２株菌的耐药性均处于中等水平，与文
献报道一致。结论成都地区淋球菌Ｉ临床分离株外膜蛋白ＰＩ的序列与染色体介导的青霉素和四环

素耐药性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是否与Ⅳ基因序列１２０和１２１位氨基酸残基突变相关，还有待
调查更多的临床分离株。
【关键词】淋球菌；耐药性；ＰＪ基因；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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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球菌仅感染人而不感染其他动物，因对人柱

治疗可以缩短感染持续的时间并减少淋病的传播，

状上皮和移行上皮有特殊亲和力，容易侵犯泌尿生

但近年来淋球菌的耐药性和耐药种类都不断增加，

殖系统而导致女性子宫颈炎和男性尿道炎等…，甚

如何控制耐药性的产生和延展已成为防治淋球菌的

至造成不育症，且能增加ＨＩＶ感染的几率‘２｜。抗菌

首要问题。青霉素和四环素曾经是最常用的淋球菌
治疗药物之一，但由于广泛的耐药性其应用已受局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科技创新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０４ｃＦ０２）

作者单位：６１００３１成都，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皮

限。研究青霉素和四环素的耐药机理对控制淋球菌
耐药性的继续蔓延非常重要，本文针对ＰＪ基因序

肤病性病研究所（雍刚）；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医检教研室（汪
东篱、裴晓方、滕毅、沈圣、邱晋、谢志梅）

列与淋球菌青霉素和四环素耐药性关系进行研究，

雍刚、汪东篱对本文具有同等贡献

试图探寻成都地区淋球菌临床分离株耐药性的机

通讯作者：裴晓方，Ｅｍａｉｌ：ｘｘｐｅｉ＠ｓｉｎａ．ｃｏｍ

制，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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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Ｃｌ，法制备的ＤＨ５ｄ感受态细胞，用含氨苄青霉素
材料与方法

并涂布ＩＰＴＧ和ｘ—ｇａｌ的Ｉ出平板筛选阳性菌落。
１．实验菌株：淋球菌临床分离株共１７株，由四

３７℃培养２４ ｈ后，挑取平板上的白色菌落接种ＬＢ

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皮肤病性病研究所

肉汤，３７℃，２２０ ｒ／ｍｉｎ，培养１８ ｈ，小量提取质粒，并

自门诊淋病患者分泌物分离，经菌落特征、菌体形态

用Ｅｃ０Ｒ Ｉ和Ｘ丘。工做双酶切，１．０％琼脂糖凝胶，

及氧化酶试验初步鉴定，糖发酵试验确证后，分纯增

７５

菌，用３０％甘油肉汤一７０℃保存备用。质控菌株

重组子。④测序：由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ｗＨＯ Ａ、Ｂ、Ｃ、Ｄ和Ｅ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

完成，使用ｐＢＳＴ载体的通用引物，上游５ ７一ｔａａ

究所提供。大肠埃希菌ＤＨ５ａ由四川大学华西公共

ｇａｃ ｔｃａ ｃｔａ

卫生学院医检教研室提供。

３

２．主要试剂和仪器：青霉素、四环素（中国医学

Ｖ电泳４５ ｍｉｎ，紫外凝胶成像仪观察并鉴定阳性

ｔａｇ ｇ一３

７，用ＡＢＩ

７，下游５ ７一ａａｔ

ＰＲＩＳＭ

ｔａａ

ＢｉｇＤｙｅＴＭ

ｔａｃ

ｃｔａ

ａａｇ ｇｇ．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ｒ

Ｃｙｃｌｅ

ｃｃｃ

ｔｃ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Ｒｅａｄｙ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ｋｉｔ ｗｉｔｈ ＡｍｐｌｉＴａｑ ＤＮＡ

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Ｔ—Ｍ培养基（英国ｏｘＩＯ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ＦＳ（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ｒｍｓ）作为反应试剂，

公司），ＰＣＲ弓ｆ物Ｐ１（５

ＡＢＩ ＰＲＩＳＭ‘１Ｍ ３７７ＸＬ ＤＮＡ

ｔｇａ ｃｔｔ
ａｃｃ

ｔｇｇ ｃａｇ

ａｇｃ ｃｇｇ ｃａｇ

７一ｇｇｇ ｇｇａ ａｔｔ

ａａａ

ｃｃａ

术有限公司合成），Ｔａｑ

ａｇｇ

ｔｇａ

ｔｔｇ

ｃｃ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ｒ对重组ＰＪ基

ｇｔｔ ｇｃａ

因序列进行测序。⑤序列分析：将所得序列提交

ｃ一３’）（上海捷倍思基因技

ｂｌａｓｔｎ在线序列搜索软件，在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中搜

ｔｔｃ一３’）、Ｐ２（５。一ｇｇｇ

ｃｃｃ

ｃｃｃ

ｇｃｔ ｃｇａ

ｐｌｕｓ ＤＮＡ聚合酶（上海生工

索相似序列；用在线序列分析软件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Ｅ：ｚ．Ｎ．Ａ Ｃｙｃｌｅ—Ｐｕｒｅ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ｉｔｅ将ＤＮＡ序列转化为氨基酸序

Ｋｉｔ（Ｏｍｅｇａ Ｂｉｏ—Ｔｅｋ），ｐＢＳ—Ｔ平末端ＤＮＡ片段克隆

列；用ＤＮＡｓｓｉｓｔ软件对氨基酸序列做多序列同源性

试剂盒（北京天为时代科技有限公司），ｕＮＩＱ一１０柱

比较。

式质粒小量抽提试剂盒（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ＩＰＴＧ（ＢＢＩ），Ｘ—ｇａｌ（Ｇｏｌｄ

结

Ｂｉｏ

果

Ｉｎｃ），ＥｃｏＲ Ｉ、Ｘ矗ｏ Ｉ（ＭＢＩ），ＤＮＡ

１．耐药性测定：ＭＩＣ试验结果表明，所得１７株

ＭａｒｋｅｒⅣ（北京天为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等。ＰＣＲ

淋球菌均对青霉素和四环素耐药，２．９、５—９、６—１及

扩增仪（Ｂｉｏｍｅｔｒａ

Ｂ５—３４不产生１３一内酰胺酶。结果见表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ｙｃｌｅｒ），紫外凝胶成像仪

（ＵＶＩｔｅｃ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克隆与测序：淋球菌ＰＪ基因Ｔ—Ａ克隆重组

３．方法：①淋球菌青霉素及四环素耐药性测定：

子经双酶切，均得到３．０ ｋｂ及约１．０ ｋｂ ２条电泳条

按文献［３］方法采用琼脂稀释法测定青霉素和四环

带，初步鉴定为阳性克隆，见图１、２（由于菌株较多，

素对淋球菌的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Ｃ），培养基中抗生

仅分别以２—９和１—１４为例，其余菌株克隆情况与之类

素的浓度范围为：青霉素０．０２５～３２ ｍｇ／Ｌ，四环素

似）。经测序，目的基因序列从长短上分为两类，一

２～３２

类全长９０７碱基，共７条；另一类全长９７０碱基，共

ｍｇ／Ｌ。８一内酰胺酶测定：按文献［３］采用纸片

酸度定量法。②基因组提取和ＰＪ基因的扩增：取
淋球菌单个菌落划线接种于３７℃预温的巧克力平

１０条。

３．序列分析：

板，３７℃，５％ＣＯ，，潮湿空气中培养４８ ｈ，用５ ｍ１生理

（１）ＢＬＡｓＴ分析：将所得序列提交ＮＣＢＩ网站

盐水洗下菌苔，离心收集菌体沉淀，按Ｌｅｗｉｎｇｔｏｎ等

在线序列搜索软件ｂｌａｓｔｎ，在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中搜

的方法经适当改良提取淋球菌基因组Ｈ ｏ。用Ｔａｑ

索所得序列的相似序列，结果发现，全长９０７ ｂｐ的

ｐｌｕｓ ＤＮＡ聚合酶扩增ＰＪ基因。ＰＣＲ扩增条件：

序列与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中淋球菌外膜蛋白ＰＩＡ序

９５℃变性１．５ ｍｉｎ，６５℃退火１．５ ｍｉｎ，７２℃延伸

列同源性最高，而全长９７０ ｂｐ的序列则与淋球菌外

ｍｉｎ，共３０个循环。产物于１．０％琼脂糖凝胶，

膜蛋白ＰＩＢ序列同源性最高。另已知ＰＩＢ序列长

２

Ｖ电泳４５ ｍｉｎ，紫外凝胶成像仪观察。③ＰＣＲ产

于ＰＩＡ，因此可认为，全长９０７ ｂｐ的序列属于淋球菌

物纯化和Ｔ—Ａ克隆：１００扯ｌ ＰｃＲ产物用ＰｃＲ产物纯

外膜蛋白ＰＩＡ亚型，全长９７０ ｂｐ的序列属于淋球菌

化试剂盒进行纯化，４０“１灭菌超纯水抽提。纯化产

外膜蛋白ＰＩＢ亚型。分型结果见表ｌ。

７５

物依次进行加Ａ反应和加Ａ产物与ｐＢＳ—Ｔ载体的连

（２）耐药性位点序列分析：比较所得１７条Ｈ

接反应。如此得到连接产物后，取１０肚ｌ转化冰

基因序列第１２０、１２１位的氨基酸残基，ＰＩＡ亚型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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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序列在１２０、１２ｌ彼均为ＤＧ（郄天冬氨酸Ｄ季羹甘

基于聪Ｍ—ｌ样露一内虢胺黪豹产生，两疆环素挽性鲻

氨酸Ｇ），ＰＩＢ皿型除２—７为ＫＮ（赖氨酸Ｋ和天冬酰

洳ＴｅｔＭ决定。染色体介导的青霉素和四环素抗性

胺Ｎ），７—２为ＤＧ，７一ｌＯ、Ａ６ｌｌ为激（天冬氨酸Ｄ和

剜由多个耐药基因产生，包括雄咒Ａ、优￡ｒ及印笼嚣。

丙氨酸Ａ）外，其余均为Ｋ王）（赖氨酸Ｋ和天冬氨酸

其中抛咒Ｂ可同时介导黄霉素和四环素抗性的增

Ｄ），见表ｌ。

由Ⅱ。力８犯Ｂ基因与淋球菌外膜馐白ＰＩ的编码基因

表ｌ

１７株济球穰对青霉素帮鬻环素鹣Ｍｌｅ

及其外膜蛋白Ｐ１１２０、１２１位氨基酸序列

如ｒ在基因组中紧密摆连，１９９８年Ｇｉｌｌ等¨３发现，淋
球菌加７ｚＢ基因导致的青霉素和四环素耐药性与该

基因楣邻位点酶印ｒ基因ｂｐ

３段序襄酶变异性有

相关关系。随后Ｍｅｌａｎｉｅ等巧。用基网重组的方法，
对印ｒ ｌＢ基因的变异位点与艘推Ｂ基因导致的耐药
性改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ｐＩＢ有２个氨基酸突
变，即１２０位的甘氨酸Ｇ到天冬氨酸Ｄ突变和１２１
位的嚣氨酸Ａ到天冬氨酸Ｄ突变，在匆雄嚣导致的
青霉素和四环素耐药性中起重要作用。他们比较
ＧｅｎＢ鞠ｋ数据库中的序歹｜ｌ着发现，这种１２Ｑ稻（裁）
１２１位的突变在临床分离株中也是常见的。我国临
床分离株的类似研究未觅报道。本文对淋球菌临床
分离株Ｐｊ基因序列进行了克隆与序列分析，结果

表明，所得的１７条拼基因未觅１２０和１２ｌ位双突
变的序列，大部分仅有其中一个位点发生上述变异。
将序列分析结果与ＭＩＣ结果比较可见，１２０和１２１
位序列狸同的菌株Ｍｌｅ也有不目，其原因可能在予
４

ＭＩＣ＞１越／ｍｌ视为耐药

淋球菌存在多种耐药机制。

Ｍｅ｛ａｎｉｅ等还发现，１２０和（或）１２ｌ位若为带电
氨基酸，如赖氨酸（Ｋ）、精氨酸（Ｒ）等，也能介导中等
程度的青霉素和网环素耐药晡·。本研究所得序列
中，有７条序列的１２０位为赖氨酸Ｋ，根据Ｍｅｌａｎｉｅ
等的理论耐药性应处于中等耐药水平，但ＭＩＣ实验
结果发现７个菌株阉耐药性差别较大，并不能验证
该理论。究其原因，应为耐药机理不同所致。淋球
菌的耐药视制包括质粒介导和染色体介导的耐药
性。质粒介导的耐药性通常较强，而染色体介导的
耐药性～般处于中等水平。质粒介导的青瓣素耐药
ｌ：ｐＢＳＴ－ＰｌＡ双酶秘结果；

ｌ：ｐＢｓ，Ｔ．ＰＩＢ双錾切结聚；

２：ｐＢＳ—Ｔ＿ＰＩＡ质粒小提结聚；

２：ｐＢｓ■ＰＩＢ质粒小提结果；

３：ＤＮＡ

圈ｌ

ＭａｒｋｅｒⅣ

３：ＤＮＡ

ｐＢＳＴ—ＰＩＡ质粒双酶

切结果（以墓株２．９为倒）

图２

ＭａｒｋｅｒⅣ

ｐＢｓＴ—ｐＩＢ双酶切

结果（以菌株ｌ—１４为例）

株多产生瑟一内酸黢酶，摄此可初步推断青霉素的耐
药机制。研究所得菌株的８一内酰胺酶产生情况，除
２。９、５—９、６一ｌ、Ｂ５—３毒外，其余均为器一内虢胺酶疆性，霄

认为大部分蔺株的青霉素耐药性主要由质粒引起。
８一内酰胺酶黼性的４株蘸中，５—９、６一ｌ两株ｐＩＢ燮菌

讨

论

的青霉素和四环素耐药性均处于中等水平，其１２０
位均为赖氨酸Ｋ，与ＭｅＩａｎｉｅ等的实验结果相符。

针对淋球蘧耐药税理的研究已有不少报道吲，

说明在成都地区淋球菌稳床分离株的Ｐ１８序列中

如淋球菌抗青霉素和四环素的机制可能由质粒介

存在影响青霉素和四环素耐药性的氨基酸残基突

导，也可能由染色体奔导。质粒介导的青霉素抗性

变，僵出于样本量较小，因戴在魏后的研究中应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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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范围，以确证该结论。

［２］ＭｉｌａＪｌ

淋球菌外膜蛋白ＰＩ是一个环形筒状跨膜离子
通道，运输离子及小分子物质进出细胞＂ｏ。ＰＩ由８

ｓＢ，Ｌｅｅ

Ｍｗ．Ｖａｃｃ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ｇｏｎｏｒｒｈｏｅａｅ：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ｕｒｖｅ？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ａｒｅ

ｗｅ

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１ ９９５，３：４６９—４７５．

［３］叶顺章．性传播疾病的实验室诊断．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５３—５６．

个跨膜的ｌｏｏｐ环状结构组成，ＰＩ的抗原决定簇主要

［４］ｓｕｓａｎ Ｊｃ，Ｈｅｌｅｎ ｄｅ ｌａ Ｐａｚ，ｃｈｉｔ

ａ１．Ｖａ“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ｅｍｖａｒｓ

ＬＰ，ｅｔ

集中于这些暴露于膜外的ｌ∞ｐ区域¨ｏ。本文所研

ｏｆ，％ｉｓ卵ｒ如ｇｏ规ｏｒ，彘ｏＰｎｇ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究的ＰＩＢ蛋白第１２０和１２１位氨基酸位于ＰＩ的第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３个ｌ∞ｐ结构，ｌｏｏｐ ３位于ＰＩ单体孑Ｌ道中央，与ＰＩ
的功能密切相关。１２０和１２ｌ位氨基酸残基的突变

可能使ｌｏｏｐ３的结构发生改变，从而减少抗生素进
入胞浆的数量，增强细菌的耐药性。该机制尚未经
过试验论证，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证实。
综上所述，本文研究了成都地区淋球菌临床分
离株Ｐｊ基因序列与耐药性的关系，发现其中２株
由染色体介导的耐药菌株在川基因第１２０位有赖
氨酸的突变，其结果与Ｍｅｌａｎｉｅ等的研究相符，说明
Ｐ工基因与淋球菌染色体介导的耐药性可能相关。
该结论及其机理尚有待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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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蔡桂茹．女性性传播疾病——淋病．武汉医学杂志，１９９４，１８

（本文编辑：王多春）

１７２—１７４．

有错即改·
作者对本刊２００３年第１０期“四川省恶性淋巴瘤发病
与环境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一文的勘误
本刊２００３年第２４卷第１０期８７５～８７８页刊登了徐才刚等撰写的论文，现作者勘误如下：
１．中文“摘要”中第３行的苯调整ＯＲ（ｎｏＲ）值＝３．７８（原为２．７８）；第４行香蕉水ｎ０Ｒ值＝２．９８（原为２．２８）、有机磷类
ｄＯＲ值＝７．９８（原为１．９８）；第７行饲养宠物狗口０Ｒ值＝７．７６（原为１．７６）；第１０行饮酒ｎ０Ｒ值：１．０１（原为１．２６）。英文“摘
要”中第５行ｂｅｎｚｅｎｅ口ｏＲ＝３．７８（原为２．７８）、ｂａｎａｎａ ｏｉｌⅡＯＲ＝２．９８（原为２．２８）；第６行ｏｒｇａｎｉｃ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口ＯＲ＝７．９８（原为
１．９８）；第８行ｄｏｇ—ｒａｉｓｉｎｇ口ｏＲ＝７．７６（原为１．７６）。

２．“结果”部分：①表１的。尺值（９５％口）一列的第３行ｏＲ值应为２．４７（原为２．４１）；第４行９５％ａ应为２．０９～７．３０（原
为２．９０～７．３０）；第５行０Ｒ值应为７．９８（原为１．９８）；第７行０Ｒ值应为５．５２（原为２．５５）；第８行０Ｒ值应为２．８４（原为２．５４）；
第９行ｏＲ值应为１．６７（原为１．８７）。②表２的ＯＲ值（９５％Ｃ，）一列的第１行ｏＲ值应为１．０７（原为１．６７）；第５行ＯＲ值应为
２．７５（原为２．１５）、９５％ｃＪ应为２．０９～７．２４（原为２．９９～７．２４）；第６行ｏＲ应为１．１７（原为１．１１）。③表３的０Ｒ值（９５％ＣＪ）一

列的第６行。尺值应为１１．８２（原为１．８２）；第７行ｏＲ值应为１．６７（原为１．６１）。④表４的＆ｏＲ值（９５％研）一列的第１行：苯
的口ＯＲ值应为３．７８（原为２．７８），阿斯匹林的９５％ＣＪ应为２．１３～８．４４（原为２．４３～８．４４）；第３行：香蕉水的口０Ｒ值应为２．９８
（原为２．２８）；第４行：油漆的９５％Ｃｊ应为１．７２～７．３６（原为２．１２～７．３６）；第５行：有机磷农药的口０Ｒ值应为７．９８（原为１．９８），

养狗的口０Ｒ值应为７．７６（原为１．７６）；第７行：有机氮农药的９５％凹应为２．１７～１３．３６（原为２．６７～１３．３６）。⑤在“结果”２．单
因素分析中的第（５）社会经济因素与淋巴瘤的关系条目下，在“而同事关系紧张”之前应加上“内向性格（ｏＲ＝１．２６，Ｐ＝
０．２６６）”。
为此本刊编辑部谨代表作者向读者深表歉意。
本刊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