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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监测·
中国Ｃ群脑膜炎奈瑟菌脉冲场凝胶电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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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对中国ｃ群脑膜炎奈瑟菌分离株进行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分析，了解安徽

省Ｃ群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暴发菌株及国内Ｃ群脑膜炎奈瑟菌菌株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２１２株Ｃ群脑膜炎奈瑟菌菌株分离自流脑患者、密切接触者和健康人群鼻咽部，包括安徽省Ｃ

群流脑菌株４８株，其中３８株与Ｃ群流脑暴发相关。脉冲场凝胶电泳选用Ｍｅ Ｉ限制性内切酶，聚类
分析选用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软件。结果

２１２株Ｃ群脑膜炎奈瑟菌菌株共分为４３个ＰＦＧＥ带型，命名为

ＡＨｌ～ＡＨ４３，ＡＨｌ是中国Ｃ群脑膜炎奈瑟菌主要的带型，占６９．３％（，ｚ＝１４７），分布于１１个省市。安
徽省４８株Ｃ群菌株共分为３个ＰＦＧＥ型别（ＡＨｌ、Ａ｝｛２、ＡＨ３），４５株（９３．８％）为ＡＨｌ型。安徽省３８
株与Ｃ群流脑暴发相关的菌株中，３７株（９７．４％）为ＡＨｌ型。全国５３株流脑患者分离菌株中，ＡＨｌ
型菌株占６７．９％（３６／５３）；１２１株流脑病例密切接触者分离菌株中，ＡＨｌ型占７１．９％（８７／１２１），３８株健
康人群鼻咽部分离菌株中，ＡＨｌ型占６３．２％（２４／３８）。结论ＡＨｌ型Ｃ群脑膜炎奈瑟菌是中国目前Ｃ
群流脑流行的主要克隆群，安徽省Ｃ群流脑暴发是由ＡＨｌ型Ｃ群脑膜炎奈瑟菌引起的，已在全国呈
扩散流行的趋势。
【关键词】脑膜炎奈瑟菌；ｃ群菌株；脉冲场凝胶电泳；分子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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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是由脑膜炎奈瑟菌感

取４００ ｐｌ细菌悬浊液３７℃孵育５ ｍｉｎ后加入２０弘ｌ蛋
１％的

染引起的以脑膜炎和败血症为主要症状的传染病。

白酶Ｋ（２０ ｍｇ／ｍ１）。将菌悬液与４００

根据荚膜多糖结构，脑膜炎奈瑟菌可分为１３个血清

Ｓｅａｋｅｍ

群，其中Ａ、Ｂ、Ｃ、ｗ１３５和Ｙ群是引起流脑的主要血

固１５ ｍｉｎ，制成胶块。将胶块移入５ ｍ１细胞裂解液

清群儿ｏ。我国历史上流脑的暴发和流行以Ａ群为

中［５０ ｍ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ｐＨ值８．０），５０ ｍｍｏｌ／Ｌ

主，Ｂ群和Ｃ群只引起散发的流脑病例旧’３｜。２００３

（ｐＨ值８．０），１％十二烷基肌氨酸钠，０．１ ｍｇ／ｍｌ蛋白

年开始，我国安徽省连续发生多起Ｃ群流脑暴发，

酶］，５４℃水浴摇床（１３０ ｒ／ｍｉｎ）孵育２ ｈ，使用纯水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全国流脑监测网报告多个省市发现Ｃ

５０℃水浴摇床中清洗２次，每次１０ ｍｉｎ；使用ＴＥ

群流脑病例。为研究我国Ｃ群流脑暴发和流行趋

ｂｕｆｆｅｒ（ｐＨ值８．０）水浴摇床中清洗４次，每次

势，本研究通过对２００３年以后全国收集的２１２株Ｃ

１５

ｐｌ

Ｇ。ｌｄ、１％ＳＤＳ混匀后加入模具，室温下凝

ＥＤＴＡ

ｍｉｎ。②酶切：切取２ ｍｍ宽的胶块，２００弘ｌ Ａ现８工

群流脑菌株进行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分析，以

限制性内切酶酶切缓冲液３７℃缓冲１５ ｍｉｎ。重新

了解我国Ｃ群流脑菌株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为我

加入酶切缓冲液和限制性内切酶Ｎ矗ｅ Ｉ

国Ｃ群流脑的监测与防治提供依据。

３７℃，２

２０

Ｕ，

ｈ，吸出酶切液体，加入２００弘ｌ ０．５×ＴＢＥ，将

胶加在梳子齿上，干燥３ ｍｉｎ后，倒入平衡好的１％

材料与方法

Ｓｅａｋｅｍ Ｇｏｌｄ，室温凝固３０ ｍｉｎ。③电泳：电泳条件

１．实验材料：

０．５×ＴＢＥ，电压６．０ ｖ／ｃｍ，温度１４℃，脉冲夹角

（１）实验菌株：本项研究中的Ｃ群脑膜炎奈瑟

１２０。，起始脉冲时间１ ｓ，终止脉冲时间２５ ｓ，电泳时

菌菌株来自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流脑流行季

间１６ ｈ。④图像获取：完成电泳后，将胶块放入

节（当年１０月至次年９月）全国流脑监测中分离的

１弘彰ｍｌ的溴化乙锭染色３０ ｍｉｎ，置纯水中脱色ｌ

Ｃ群菌株，同时包括２００３年９月安徽省首次Ｃ群流

中间换两次纯水。Ｂｉｏ—Ｒａｄ

Ｇｅｌ

ｈ，

ＸＲ读胶仪成像。

脑暴发中分离的Ｃ群菌株。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００４年

（２）电泳图像分析：ＰＦＧＥ图像应用

１０月至２００５年９月Ｃ群流脑菌株１０６株，２００５年

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Ｖｅｒｓｉｏｎ ４．０）数据库软件（Ａｐｐｌｉｅｄ

１０月至２００６年９月Ｃ群流脑菌株１０６株，共计２１２

Ｍａｔｈｓ

株。５３株Ｃ群脑膜炎奈瑟菌菌株来自流脑患者，

像经统一的分子量标准化进行内校准，标定条带位

１２１株分离自密切接触者，３８株分离自健康人群的

置，必要时进行手工校正。

（３）聚类方法和参数选择：聚类图类型选择

鼻咽部。沙门菌Ｂ阳ｅ咒ｄＰｒ“痧Ｈ９８２１作为ＰＦＧＥ实
验的分子量标准菌株。

ＢⅧ、，Ｂｅｌｇｉｕｍ）处理，识别图像条带，电泳图

ＵＰＧＭＡ（ｕ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ｐａｉｒ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

（２）菌株鉴定：所有菌株均经革兰染色镜检、生

ａｖｅｒａｇｅＳ）方法，条带位置差异容许度（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为

化反应检测、乳胶凝集检测（ＢｉｏＭ∈ｒｉｅｕｘ

１．５％。不同菌株的电泳条带的相似性系数采用

Ｓｌｉｄｅｘ Ｋｉｔ）鉴定

Ｄｉｃｅ系数（Ｆ值×１００％）表示，Ｆ＝２孵。√（，ｚ：＋咒，），

为流脑菌株，进一步进行Ｃ群脑膜炎奈瑟菌菌株血

咒，是ｚ菌株的总的电泳片段数，以。是＿ｙ菌株的总

清学分群鉴定（美国Ｒｅｍａｌ公司分群血清）。

的电泳片段数。Ｆ值反映不同菌株电泳条带的相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垂ｃａｌ Ａｇｇｌ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３）主要试剂及仪器设备：限制性内切酶Ｎｋ工
购自ＴａＫａＲａ公司，ＳｅａＫｅｍ
Ｃａｍｂｒａｅｘ Ｂｉ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

似性程度，在内０～１之间。

Ｇｏｌｄ琼脂糖为
结

Ｒｏｃｋｌａｎｄ公司产品。脉冲凝

果

胶电泳仪为ＣＨＥＦ ＭＡＰＰ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美国Ｂｉｏ—Ｒａｄ

ｌ。安徽省４８株Ｃ群流脑菌株ＰＦＧＥ分型：

公司）；凝胶成像系统为ＧＥＬ Ｄ。ｃ２０００（美国Ｂｉｏ—Ｒａｄ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流脑流行季节，安徽省分

公司）；比浊仪型号为Ｄｅｎｓｉｍａｔ（法国ＢｉｏＭ６ｒｉｅｕｘ

离Ｃ群脑膜炎奈瑟菌菌株４８株，其中３８株为流脑暴

Ｖｉｔｅｋ公司）。

发疫情相关菌株。经Ｍｅ工酶切、ＰＦ（逦电泳，４８株

２．实验方法：

Ｃ群菌株共分为３个ＰＦ（逾型别（ＡＨｌ、Ａ｝ｉ２、ＡＨ３），

（１）ＰＦＧＥＨ＇５｜：①胶块制备：巧克力琼脂平板上

ＡＨｌ

划线接种流脑菌株，３７℃，５％Ｃ０２，培养１８—２０

ＰＦ（迁带型菌株为４５株，占９３．８％（４５／４８）。

ｈ，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年流脑流行季节，３１株Ｃ群流脑菌株，２８

棉拭子刮取适量细菌，调整比浊值为５．０麦氏单位。

株为ＡＨｌ型，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流脑流行季节的１７株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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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流脑菌株均为ＡＨｌ型。安徽省３８株与Ｃ群流脑

为６３．２％（２４／３８）。ＡＨｌ型菌株在１１个省市人群中

暴发相关的菌株中，９７．４％（行＝３７）为ＡＨｌ型。

的来源分布见表２。

２．我国Ｃ群流脑菌株的ＰＦＧＥ带型及聚类分
布：我国２１２株Ｃ群流脑菌株共分为４３个ＰＦＧＥ带

型，命名为ＡＨｌ～ＡＨ４３，ＰＦＧＥ带型及聚类关系分
布见图１。全国的２１２株Ｃ群流脑菌株中，６９．３％
（咒＝１４７）的菌株为ＡＨｌ型，ＡＨｌ型是我国Ｃ群流
脑菌株的主要ＰＦＧＥ型别。其中，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
１０６株Ｃ群流脑菌株中，ＡＨｌ为８３．９％（咒＝８９），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１０６株Ｃ群流脑菌株中，ＡＨｌ为
５４．７％（７ｚ＝５８），见表１。
３．我国２１２株Ｃ群流脑菌株ＰＦＧＥ带型地区分

布：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流脑流行季节，我国共有１２个省
市分离出Ｃ群流脑菌株，ＡＨｌ型流脑菌株主要分布
于安徽、北京、山西、上海、江苏、浙江、江西、河北８

省市，云南、甘肃、福建、广东４省Ｃ群流脑菌株为
非ＡＨｌ型。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流脑流行季节，共１５个省
市分离出Ｃ群流脑菌株，ＡＨｌ型流脑菌株分布于安
徽、北京、江西、吉林、山东、天津、河北、江苏８省市，
山西、辽宁、福建、四川、云南、青海、重庆７省市Ｃ
群菌株为非ＡＨｌ型。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
流脑流行季节，我国共有１１个省市分离出ＡＨｌ型
Ｃ群流脑菌株（表１）。
４．１４７株ＰＦＧＥ ＡＨｌ型Ｃ群流脑菌株的人群

来源分布：分离自流脑患者的５３株Ｃ群脑膜炎奈
瑟菌菌株中，ＡＨｌ型占６７．９％（３６／５３）；分离自密切
接触者的１２１株菌株中，ＡＨｌ型为７１．９％（８７／１２１）；
分离自健康人群鼻咽部的３８株流脑菌株中，ＡＨｌ
表１

注：一未分离到菌株

图１

我国２１２株Ｃ群脑膜炎奈瑟菌分离株带型聚类图

我国Ｃ群流脑菌株ＰＦＧＥ带型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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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讨

１４７株ＡＨｌ型Ｃ群流脑菌株的人群来源分布

论

河北省１００％，安徽省８９．６％，江西省８０．９％，天津

市８０，０％，江苏省６６．７％，北京市６５．０％，山东省

Ａ群流脑是我国历史上流脑暴发和流行的主要

５５．６％）。健康人群分离的３８株Ｃ群菌株中，ＡＨｌ

菌群，我国流脑免疫策略也以Ａ群流脑疫苗接种为

型菌株占６３．２％（２４／３８），健康人群流脑菌株携带率

主。Ａ群流脑疫苗的应用一方面降低了Ａ群流脑

的变化虽然不能准确预测流脑的暴发，但是在某种

的发病率，同时Ａ群流脑疫苗的选择性筛选作用使

程度上能够预测流脑流行。一个克隆的菌株成为优

Ｂ群和Ｃ群流脑病例相对增加。２００３年，安徽省暴

势菌群时，该菌株才具备引起暴发或者流行的条件，

发多起Ｃ群流脑疫情，随后的２００４／２００５年流脑流

ＰＦＧＥ分析我国ＡＨｌ型Ｃ群菌株在不同人群中具

行季节，全国分离到Ｃ群流脑菌株的省市数量增加

有较高的分离率和携带率，说明ＡＨｌ型Ｃ群流脑菌

到１２个，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流脑流行季节，山东、天津、

株不仅是引起安徽省Ｃ群流脑流行和暴发的优势

吉林、辽宁、重庆、四川等７省市也分离到Ｃ群流脑

克隆群，而且具有潜在的引起更大范围流行的趋势。

菌株，截至到２００６年９月，我国共有１９个省市分离

ＰＦＧＥ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多种细菌病原体的

到Ｃ群流脑菌株，Ｃ群流脑在全国呈逐渐扩散趋势。

分子分型研究№‘９］，但不能精确反映细菌微小基因变

通过ＰＦＧＥ分析，我国的２１２株Ｃ群流脑菌株

化的差异性和细菌遗传进化的特征。对于脑膜炎奈

共呈现出４３个不同的带型，ＡＨｌ带型是我国Ｃ群

瑟菌菌株长期遗传进化基因特点的研究，多采用多

流脑的主要型别，包括自安徽省２００３年９月首次暴

位点序列分型（ｍｕｌｉｔｉ—ｌｏｃｕｓ

发Ｃ群流脑的菌株和随后两个流脑流行季节的共

和ＰｏｒＡ ＶＲ分型方法ｎ

０’１１

１４７株Ｃ群菌株，占Ｃ群菌株总数的６９．３％。

瑟菌菌株分为不同的序列型（ＳＴ），进而聚类为不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ｙｐｉｎｇ，ＭＬＳＴ）

ｏ。ＭＬＳＴ可将脑膜炎奈

从Ｃ群流脑菌株分布的地理位置上分析，ＡＨｌ

的序列群（Ｓ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ＰｏｒＡ为脑膜炎奈瑟菌的

型菌株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吉林省为迄

工类外膜蛋白¨２｜，加ｒＡ基因或部分基因的重组以

今发现ＡＨｌ菌株最北的省份。安徽省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及ＶＲｌ和ＶＲ２碱基序列的变化被认为是细菌抗原

年最先发现ＡＨｌ型Ｃ群菌株，至２００５年周边省份

性发生变异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可将菌株分为不同

包括江苏、上海、浙江和江西陆续发现ＡＨｌ型Ｃ群

的血清亚型（ｓｅｒｏｓｕｂｔｙｐｅ）。我们研究发现¨３Ｉ，引起

菌株。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省份，包括甘肃、青海、四

安徽省Ｃ群流脑暴发的菌株主要为ＳＴ一４８２１序列

川、重庆、云南等省市虽然分离出Ｃ群流脑菌株，但

型，与ＰＦＧＥ分析结果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以Ｃ群

未发现ＡＨｌ型Ｃ群流脑菌株，云南省共分离出８株

脑膜炎奈瑟菌为主的ＳＴ一４８２１ ｃｏｍｐｌｅｘ序列群与国

Ｃ群流脑菌株，表现为独特的８个ＰＦＧＥ带型，表明

际上引起流脑流行６个亚群的菌株在遗传进化关系

我国Ｃ群流脑菌株分布与传播具有地域性的特征。

上不同源，形成一个独立的新的分支，是国际上第７

５３株Ｃ群流脑菌株来自患者的脑脊液或血液

个能引起流脑暴发和流行的亚群。进一步通过对我

标本，ＡＨｌ型的菌株占６７．９％（起＝３６），ＡＨｌ型Ｃ

国１５０株ＳＴ～４８２１型Ｃ群菌株研究发现，６４％的菌

群菌株在部分地区的Ｃ群病例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株ＰｏｒＡ ＶＲ分型为Ｐ１．７—２，１４（资料尚未发表）。

如安徽省９１．３％（２１／２３），江苏省８７．５％（７／８），北京

虽然我国Ｃ群流脑的遗传进化机制和传播机

市６６．７％（４／６），说明在～些地区，ＡＨｌ型Ｃ群流脑

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是，人群的频繁流动成为流

菌株已逐渐成为致病的优势菌株。在流脑病例密切

脑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一点通过２００５年自安徽

接触者分离的Ｃ群流脑菌株中，ＡＨｌ型Ｃ群流脑菌

来北京打工人员的鼻咽部分离出ＡＨｌ型ＳＴ一４８２１型

株的总体比例为７１．９％，而在某些省超过５０％（如

Ｃ群流脑菌株已得到证明Ｈ

３｜。

主堡煎鱼塞堂盘查！！！！堡！旦箜垫鲞箜！塑竖垫堕』堡Ｑｉ！！堡ｉ！！！垒！ｇ！壁！！！！！∑！！：垫！型！：！

·７６０·

参

考

Ｇｅｎ

献

文

［１］Ｆｒａｓｃｈ ＣＥ，Ｚｏｌｌｉｎｇｅｒ ｗＤ，Ｐ００ｌｍａｎ ＪＴ．
Ｎ８ｉ５船ｒ缸ｍｇｎｉｎ西￡ｉ出ｓ ａｎｄ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ｓ．Ｒｅｖ

ａ

Ｓｅｍｔｙｐｅ

ａｎｔ追ｅｎｓ ｏｆ

ｐｍｐｏｓｅｄ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１９８５，７：５０４—５１０．

ｓｕｂｔｙ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ｌ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１

Ｌ．Ｔｙｐｉｎｇ

ｏｕｔｅｒ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曲ｏｕｔ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５，３３：４５８—４６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ｓ

［４］Ｐｏｐｏｖｉｃ

Ｔ，

ｔｈｅ

ｉｎ

ｓｃｈｍｉｎｋ

ｓ，

４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ｉｎ

ＮＡ，

ｅｔ

ａ１．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０９ｉｃａｌ

ｍｅｎｉｎｇｏｃｏｃｃ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ｓｅｒｏｇｍｕｐ Ｃ．Ｊ Ｃｌｉｎ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ｇｅｎｅ

［１０］Ｍａｉｄｅｎ ＭｃＪ，Ｂｙｇｒａｖｅｓ ＪＡ，Ｆｅｉ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Ｊ

ｔｙｐｉｎｇ：ａ

Ｃ“ｎ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Ｈ，

Ｓｍｉｔｈ

Ｔｅｎｏｖｅｒ

ＦＣ，ｅｔ

ｔｙｐｉｎｇ

ａ１．

ｍｅｔｈｏｄ“，Ｐｅｒｓｉｎｇ

Ｄｉａｇｒｌｏｓｔｉｃ

ａ

ｏｆ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ｐｕｌｓｅｄ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

ａｎｔｉｇｅｎｓ

ｏｆ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ｓ．Ｒｅｖ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１９８５，７：５０４—５１０．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ｋｉｓ卵“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ｂｌ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ｅｘｃｈａｒ增ｅ

ｔｈｅ ｂｉ０１０９ｙ ｏｆ

ｏｎ

ｍｅ”ｉ醒识ｄ曲．ＦＥＭ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Ｌｅｔｔ，１９９３，１１２：２４３—

２５０．

［１３］ｓｈａｏ ｚ，Ｌｉ ｗ，Ｒｅｎ Ｊ，ｅｔ ａ１．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ｎ０１ｅｃｕｌａｒ

Ｊ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ｏｎａ【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ｉ跚矗Ⅱ优Ｐ≈ｉ扎西哦Ｚ妇ｂ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ｐｍｐｏｓｅｄ ｓｃｈｅｍｅ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优删ｉｎ蓟砬Ｚ如ｓｅｒｏｇｒｏｕｐ Ｃ ｃｌｏｎｅ ｆｒｏｍ Ａｎｈｕｉ

ａ

ｎｅｗ

Ｍｉ册ｒ如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６，３６７：４１９＿４２３．

Ｍｉｃｒｏｂｉ０１０９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１９９３：２６—５０．
Ｂｙｇｒａｖｅｓ

ａ１．Ｍｕｌｔｉｌｏｃｕｓ

Ｅ，ｅｔ

Ｐ００ｌｍａｎ ＪＴ．

ｗＤ，

［１２］Ｍａｉｄｅｎ ＭｃＪ．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７］

ｆｒｏｍ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ｏｎ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ｍｉｃｒ００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协ｓ靶疵口优Ｐ”ｉｎｇｉ￡ｊｄ毋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７，３５：２９７７—２９８０．

Ｂ，Ｍａｔａｒ ＧＭ．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ＴＦ，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ＦｒａＳｃｈ ｃＥ，ｚｏｌｌｉｎｇｅｒ

［１ １］

ＭｉｓｓＰｒｉⅡ，咒Ｐ扎ｉ”ｇｉ￡ｉｄｉ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１，３９：７５—８５．

ｄａｙ．Ｊ Ｃｌｉｎ

ｔｏ

ｐｏｒｔａｂ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５］Ｇａｕｔｏｍ ＲＫ．Ｒａｐｉｄ ｐｕｌｓｅｄ—ｆｉｅｌｄ ｇ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
Ｅｓ如ｅ矗ｃ矗妞ｃｏ成 ０１５７：Ｈ７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８
ｔｙｐｉｎｇ ｏｆ

［６］ｓｗ锄ｉｎａｔｈａｌｌ

ａｍｏｎｇ＾ｋｉｓ靶ｒ妇优Ｐ柳ｎ百￡ｉｄ如Ａ

ＵＳＡ。１９９８，９５：３１４０一３１４５．

ＲｏＳｅｎｓｔｅｉｎ

ｐｕｌｓｅｄ—ｆｉｅｌｄ ｇ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ｔｏ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５４１—５４４．

Ｎｅｉｓ犯一ｎ优Ｐｎｉｎ垂￡ｉｄ缸ｂ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８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ＬＭ，ｅｔ ａ１．

Ｇｒａｖ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ｓ．Ｅｕｒ 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１９９７，１６：

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１９９１，１２（３）：１３６—１３９．
ｏｆ

ＭＷ，

Ｂ，Ｒｅｅｖｅｓ

Ｎ矗５卵ｒ缸优ｅ卵ｉ咒垂￡ｉｄ站ｓｅｍｇｒｏｕｐ Ｂ：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ｆ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 Ｃ１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６，３４：１４６８一１４７３．
［９］Ｎｉ∞ｌａｓ Ｐ，Ｍａｒｔｅｔ Ｇ．Ｐｕｌｓｅｄ ｆｉｅｌｄ ｇｅｌ ｅＩｅｃｔｍ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２］胡绪敬，李新武，计银铎，等．中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行病学
［３］Ｚｈｕ Ｐ，Ｈｕ Ｘ，Ｘｕ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２．１３８：５２３—５３１．

『８］Ｓｗａｍｉｎａｔｈａｎ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４—１０）

（本文编辑：张林东）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ｆｉｅｌｄ ｇｅｌ ｅｋ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Ｊ

·疾病控制·
山东省２００６年肺结核发病资料分析
李永文程俊李曙光
资料来自山东省结核病控制工作季报表和“山东省２００５

与肺结核发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在结核病控制工作

年统计年鉴”…。对山东省１７个市上报的结核病控制工作

中应将其作为结核病控制的重点区域。根据年龄分布可知，

季报表数据汇总整理，使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与ＳＰＳＳ １１．５软件进

１５岁以下人群发病很少，２０００年调查数据显示０～１４岁人群

行统计分析。２００６年山东省平均新涂阳病例登记率为

结核菌感染率为９．Ｏ％，１５岁以上人群感染率达４７．０％旧１。

２８．６１／１０万，１７个市登记率在１５．０６／１０万～３５．７６／１０万间，

１５～２５岁组发病数较高，分析原因认为，该年龄组大多为学

最高与最低登记率比值为２．４。根据人均年消费水平将山东

生，其学习条件艰苦，身体素质相对较差。一方面由于学生

省１７个市划分为五个层次…。对不同消费水平地区的肺结

毕业、入学体检导致发现率增高；但除此之外，２００６年山东省

核病例分布进行ｘ２检验（ｘ２＝８３９，Ｐ＜Ｏ．００１）。将各消费水

学生发病数仍处较高水平，肺结核集中发病现象时有发生，

平与各组登记率进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分分析（ｒ＝

致使该年龄组人群发病数较高。４５岁以上组发病男性较多，

一０．９６９，Ｐ＝０．００７），即认为消费水平与登记率之间存在负

随着年龄的增加，大部分人身体素质随之下降，自身抵抗力

相关关系。人群分布：２００６年山东省登记的新涂阳病例中，

降低，故该年龄组发病较多。以上分析提示结核病控制的重

男性１８ ３３７例，占７０．１１％；女性７８１９例，占２９．８９％；男女性

点应从地域上关注经济落后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从人群

别比为２．３５：１。男性新涂阳登记率为３９．７『１０万，女性为

上应关注农民、学生等弱势群体，注意提高青少年的健康意

１７．４／１０万，肺结核发病有性别差异（ｘ２＝３９１３，Ｐ＜Ｏ．００１）。

识，关注中老年人的健康，才能加强结核病控制工作。

２００６年新涂阳病例年龄分布有两个高峰，其一主要集中于
１５～２５岁组，其二为４５～７５岁组；中老年人和青少年是发病
的主要人群。肺结核病例中，农民占７４％，学生、工人分别占
１０％、６％，其他各类职业均有发病。
结核病是一种慢性传染病，近年来山东省采取了综合防
治措施，但全省的发病状况仍令人堪忧。经分析，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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