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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钩端螺旋体脉冲场凝胶电泳标准化技术的
建立及谱型特征初步分析
张艳

郭宗琪

【摘要】

李秀文

崔志刚

聂一新

蒋秀高

目的建立中国钩端螺旋体（钩体）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的标准化操作程序及中国

１５群１５型代表菌株的图谱数据库。方法参照目前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及亚太地区ＰｕｌｓｅＮｅｔ提供的
其他病原体ＰＦＧＥ标准化操作程序，结合钩体菌株的特性，对菌体基因组染色体ＤＮＡ纯化技术、限制
性内切酶消解方案及脉冲场电泳参数进行优化。结果利用标准化ＰＦＧＥ操作程序，建立了中国１５
群１５型钩体代表菌株基因组ＤＮＡ的ＮｏｔＩ酶切图谱，并对历年从四川、安徽省钩体病监测工作现场
分离的部分黄疸出血群菌株进行ＰＦＧＥ分析，结果发现中国１５群１５型钩体代表菌株各自具有独特
的谱型特征，２４株黄疸出血群分离株存在３种谱型特征，９１．６７％（２２／２４）的分离株与黄疸出血群赖型
（５６６０１）的谱型匹配。结论建立的ＰＦＧＥ标准化操作程序制作钩体菌株的酶切图谱，具有图像清
晰、分辨率高、各种大小的片段分布均匀等特点，能较好地反映出中国钩体菌株的分子遗传学特征，与
传统的血清学分类存在较好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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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是近年来得到广泛应

ＰＦＧＥ分析的标准化操作程序。在此基础上，运用

用的一种分子遗传学分型技术，被公认是用于细菌

目前国际上ＰｕｌｓｅＮｅｔ通用的ＰＦＧＥ图像处理、分析

分型以及追踪传染源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它能够揭

软件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建立了我国１５群１５型钩体代表

示完整的基因组染色体ＤＮＡ遗传特性。我们利用

株的ＰＦＧＥ酶切图谱的数字化数据库，并对历年来

ＰＦＧＥ技术，结合钩体菌株的特性，建立我国钩体

四川、安徽省钩体病监测中获得的部分黄疸出血群
菌株进行比对分析。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人兽共患病室（张艳、李秀文、崔志刚、聂一新、蒋秀高）；四川省

材料与方法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郭宗琪）
通讯作者：蒋秀高，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 ＸＩｕｇａｏ＠ｉｃｄｃ．ｃｎ

１．菌株来源：我国１５群１５型问号钩体代表株

主堡煎堡瘟堂苤查！！！！至！旦箜；！鲞箜！塑ｇ！！！』垦２ｉ！！塑ｉ！！！垒坚！塾！！！！！！！！：！！！盟！：！

由本实验室保存，２４株黄疸出血群钩体分离株来自

段，符合ＰＦＧＥ分析对片段数量的要求。其中

四川省和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ＰＦＧＥ标准分

Ｎｏｔ

子量采用亚太地区ＰｕｌｓｅＮｅｔ提供的沙门菌工程菌

个片段，其片段数量和大小分布适中，仅产生１个小

Ｈ９８１２经标准化方法提取和酶切后获得。

片段，最适合用于ＰＦ（辽分析。而Ｓｂｆ Ｉ和ＳｇｒＡ工

Ｉ消解钩体大、小染色体ＤＮＡ分别产生１２和１

２．主要试剂与仪器：钩体ＥＭＪＨ培养基为ＢＤ

在钩体大、小染色体ＤＮＡ上的切点分别是２６、１和

公司产品；限制性内切酶Ｎｏｔ工、Ｘｂａ Ｉ购自ＴａＫａＲａ

３０、４，由于产生许多小片段，可能在电泳中容易丢失

公司；ＳｅａＫｅｍ Ｇｏｌｄ琼脂糖购自Ｃａｍｂｒａｅｘ

而影响实验结果（图１、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ｉｏ

Ｒｏｃｋｌａｎｄ公司；蛋白酶Ｋ购自Ｍｅｒｃｋ公司。

ＰＦＧＥ系统采用亚太区ＰｕｌｓｅＮｅｔ推荐的Ｂｉｏ—Ｒａｄ公

司成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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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ｔ Ｉ
ＳｂｆＩ

２０

ＳｇｒＡ Ｉ

３０

３．钩体ＰＦＧＥ标准化操作程序：①细菌培养：将

图１

钩体接种于ＥＭＪＨ液体培养基中，２８℃恒温培养约
５

竺竺！

竺罂！

竺罂！ｌ

１２

Ｎｏｔ

（４

Ｉ、ｓｂＨ、ｓｇｒＡ Ｉ在钩体大染色体

３３２ ２４１

ｂｐ）上的酶切位点分析

ｄ，经活菌计数菌体浓度达到２×１０８／ｍ１以上。②

琼脂糖包埋法纯化钩体全基因组ＤＮＡ：以１２

０００

竺竺

ｒ／

ｍｉｎ离心２０ ｍｉｎ收集菌体沉淀，用细胞悬浮液

！婴竺！竺！！！！！罂！翌！！！婴竺！翌９

１［［＝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Ｉ

Ｎｏｔ

涮Ｉ ｊ Ｌ————————————１———————』——————————————————————————Ｌ
Ｅ二三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工
Ｓ２ｆＡ

Ｉ

（５０ ｍｍ０１／Ｌ Ｔｒｉｓ—ＨＣｌ ｐＨ值７．２：５０ ｍｍ０１／Ｌ ＥＤＴＡ

４

图２

ｐＨ值８．０：２０ ｍｍｏｌ／Ｌ ＮａＣｌ）重新溶解菌体，再以

Ｎｏｔ

（３５８

Ｉ、ＳｂｆＩ、踺ｒＡＩ在钩体小染色体
９４３

ｂｐ）上的酶切位点分析

ｒ／ｍｉｎ离心５ ｍｉｎ，重复洗菌１次，调节细菌浊度

６０００

到４。Ｏ Ｍｃ Ｆａｒｌａｎｄ，取４００雎ｌ菌液在５０℃条件下与等

２．我国１５群１５型钩体代表株ＰＦＧＥ图谱：我

量１％ＳｅａＫｅｍ Ｇｏｌｄ琼脂糖混匀，加入专用模具制

国１５群１５型钩体代表株染色体ＤＮＡ用Ｎｏｔ Ｉ酶

作ＤＮＡ凝胶块。将胶块转入终浓度为Ｏ．３ ｍｇ／ｍｌ

切后，采用ＰＦＧＥ技术进行片段分离，结果获得了高

的蛋白酶Ｋ溶液中，５０℃水浴以１００ ｒ／ｍｉｎ轻摇作用

清晰度酶切图谱，其酶切片段的数目和大小适中，分

ｈ。以预热的纯水５０℃洗涤胶块２次，每次

离效果良好。经多次重复实验证明，在严格控制实

１０

ｍｉｎ；预热的ＴＥ ５０℃洗涤胶块４次，每次

验条件下，各菌株的条带数量和分布特征稳定。位

１５

ｍｉｎ。③染色体ＤＮＡ酶切：使用试剂盒提供的缓

于第１泳道的５６６０ｌ为黄疸出血群赖型赖株，有１２

冲液，按操作说明进行，酶的用量为１０ Ｕ／胶块。④

个片段在图谱中清晰可辨，说明有１个小分子片段

电泳：１％ＳｅａＫｅｍ Ｇｏｌｄ琼脂糖，电压６ Ｖ／ｃｍ，电场

在电泳中丢失，与计算机模拟酶切预计的结果一致。

夹角１２０。，温度１４℃，脉冲时问５—６５ ｓ，运行２０

ｈ。

１５个代表株可分辨的片段数量大约在１０～２０条之

⑤凝胶成像：电泳结束后，将胶块放入０．１肛ｇ／ｍｌ

ＥＢ

间，各具不同的谱型特征。大部分代表株含有

２

溶液染色２０ ｍｉｎ，然后在纯水中脱色１ ｈ。所有标准

５００

图像均按照６４０×４８０像素拍摄。⑥图像处理和分

５６６０３、５６６０５、５６６０６、５６６０７、５６６０８、５６６０９、５６６１０、

析：采用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 ４．０软件对ＰＦＧＥ图像进行识

５６６１２、５６６１３、５６６３５），有４个代表株（５６６０２、５６６０４、

别，通过Ｅｘｃｅｌ表格导入菌株背景资料，建立图像数

５６６１５、５６６５５）的最大片段小于５００ ｋｂ，条带主要分

字化数据库。⑦聚类分析：聚类图类型选择非加权

布在３０～４５０ ｋｂ之间（图３）。聚类分析结果表明，

配对算术平均法（ＵＰＧＭＡ）构建，条带位置差异容

５６６０５和５６６０６两个代表株谱型相似性较高达到

许度选择１．０％，优化值Ｏ。５％。

９５％，但仍可根据条带的细微分布特征加以区分，其

结

果

ｋｂ以上不同数量和分布特征的大片段（５６６０１、

余１３个代表株的相似度不高，可以非常方便地从谱
型特征上区分不同的钩体代表株（图４）。

１．钩体黄疸出血群赖型赖株计算机模拟酶切片

３．部分黄疸出血群钩体分离株的ＰＦＧＥ初步分

段分析：根据我国已发表的黄疸出血群赖型赖株全

型分析：利用钩体ＰＦＧＥ标准化操作程序，对历年从

基因组序列，采用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对文献中常选用的

四川、安徽省钩体病现场监测中获得的２４株鉴定为

稀位点酶进行计算机模拟酶切片段分析，其中

黄疸出血群钩体的分离株，进行ＰＦＧＥ分析，并与黄

Ｉ、Ｓｂｆ工、ＳｇｒＡ工模拟酶切可获得１０～３０个片

疸出血群代表株５６６０１进行聚类比对分析。结果发

Ｎ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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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一，用来研究细菌的
分子流行病学特点，可以
从整个基因组的角度分析
菌株之间的遗传关系…。

与其他方法相比，该方法
具有重复性好、分辨率高、
结果稳定、易于标准化的
优点，能在细菌基因组庞
大的情况下，尽可能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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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１５群１５型钩体代表株ＰＦＧＥ图谱

图３

更多的变异信息心‘４ Ｊ。
Ｈｉｒａｋｕ等¨ｏ认为ＰＦＧＥ
得出的基因多样性比其他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ｌＯＯ

基因分型及表型特征更加
复杂。Ｈｅｒｒｍａｎｎ等…在
１９９２年将ＰＦＧＥ用于钩
体分型，结果显示８９％

（６４／７２）分离株血清学分
类结果与ＰＦＧＥ图谱结果
一致，说明ＰＦＧＥ是一个
强大的菌株分型鉴定工
具。２００５年四川省霍乱
疫情暴发调查中，ＰＦＧＥ
结果显示甲鱼中分离的

０１３９霍乱弧菌与疫情分
图４

我国１５群１５型钩体代表株ＰＦＧＥ谱型聚类分析图

离株间高度同源，确认被
污染的甲鱼是食源性霍乱

现，２４株鉴定为黄疸出血群的分离株明显存在３种

暴发的主要传染源之一，从而确立了霍乱防控的重

谱型特征，位于图５上部的８株菌（２００３０２、２００５０ｌ、

点。７Ｉ。Ｓｈａｏ等№１在安徽省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流行性脑

９０９１、９０９６、９１３７、８１５２２、７８００１、７８６１８）属第１类谱

脊髓膜炎（流脑）暴发疫情调查中应用ＰＦＧＥ对１０６

型，这些菌株与代表株５６６０１比较，同样存在３条大

株Ｃ群脑膜炎奈瑟菌分析，发现其中８９株菌有相

片段（图５左侧），但大片段分布特征不同，其余片段

同的ＰＦＧＥ带型（ＡＨｌ），与流行病学资料相结合，确

的数量与分布位置均与代表株相似；位于图５中间

立Ｃ群中的ＡＨｌ型是导致安徽省流脑暴发的主要

的１４株菌（８１３６６、８２２２４、２０００６２、２０００６３、７７１１４、

原因。

７９３５３、９１９５、Ｂ１２５、Ｅ２６、２０００５７、７７２６、９８１３、

由于受到设备条件和技术方法的限制，国内外

２０００４３、Ｂ１６７）属于第２类谱型，这些菌株与代表株

学者先前开展的大量钩体ＰＦＧＥ研究工作，存在图

５６６０１比较，条带的数量和分布位置均十分相似，大

谱质量不高，操作方法不统一，各实验室之间数据不

部分菌株谱型相似性达到１００％；位于图５下部的２

能共享等问题。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是世界上成立

株菌（２０００６０、９１６５）属于第３类谱型，２株菌谱型完

ＰｕｌｓｅＮｅｔ最早的国家，实现了各实验室ＰＦＧＥ数据

全一样，但与代表株５６６０１比较，片段的数量和分布

的网络化和资源共享，为病原菌实现快速分子遗传

均明显不同，其原因尚待进一步分析。

学分型鉴定提供了强大支持。目前国际上还没有正

讨

论

ＰＦＧＥ是目前国内外流行病学家广泛推崇的方

式发布钩体ＰＦＧＥ标准化操作程序，我国是钩体血
清群（型）最多的国家，为了首先实现中国ＰｕＩｓｅＮｅｔ
中钩体ＰＦＧＥ操作程序的标准化和各省市ＰＦＧ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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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疸出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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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黄疸出血群

黄疽出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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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黄疸出血群

黄疸出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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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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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疸出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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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墅

四川省乐山

黄擅出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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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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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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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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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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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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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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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经国际钩体病分类委员会鉴定属我国分离的新血清型钩体

图５

我国黄疸出血群钩体分离株聚类分析图

据资源的共享，我们参考其他病原体ＰＦＧＥ标准化

原性不同，缺乏交叉免疫保护。因而，流行菌株的鉴定

操作程序，结合我国钩体菌株的生长特性、基因组特

对于指导钩体病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受菌株

征和菌体细胞膜结构与染色体ＤＮＡ提取方面的特

资源的限制，本文尚不能完全反映各种不同群、型钩体

点，通过长期、反复实验研究，建立了钩体ＰＦＧＥ标

ＰＲ、Ｅ的特征。需要在今后工作中与各省市钩体病实

准化操作程序。本文建立的钩体ＰＦＧＥ标准化操作

验室、国家钩体菌保藏鉴定中心和国际钩体病组织加

程序具有方法简便、快速，图谱质量高，实验结果稳

强协作，不断补充和完善钩体ＰＫ迅数据库，更好实现

定等特点。

钩体菌株分子遗传学资源共享。
参

本文中制作的我国１５群１５型钩体代表株ＰＦ（、Ｅ

图谱，通过ＢｉｏＮＩ·ｍｅ矗ｃｓ软件建立了图谱资料的数字化

【１ Ｊ

ｎｅｗ

数据库。由于对实验条件进行了优化，图谱质量达到
了ＰｕｌｓｅＮｅｔ资源共享的要求。本文中选用的稀位点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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