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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天津地区临床分离结核分枝杆菌分型的
初步研究
李卫民

柴利泉
【摘要】

李丽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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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天津地区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分子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孙照刚

李传友

连续收集天

津市海河医院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６日一１１月２５日就诊患者痰培养阳性的结核分枝杆菌１００株，采用间隔
区寡核苷酸分型（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和多位点可变串联重复序列（ＶＮＴＲ）两种方法进行基因分型，并运用
软件对二者的结果进行分析。依据北京分化支的定义，运用多重和实时定量ＰＣＲ方法将其区分为ｗ
菌／典型北京家族菌株和非典型北京菌株，Ｙ２检验分析两种亚群与患者年龄和耐药性之间的联系。
结果排除污染菌株，共对９６株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进行两种方法的基因分型，ｓｐｏｌｊ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结
果９１．７％为北京基因型（含３株类北京基因型）结核分枝杆菌（８８／９６）。ＶＮＴＲ分型可将北京基因型
分为６０种基因型。在北京分化支结核分枝杆菌中，ｗ菌／典型北京家族菌株占９３．２％（８２／８８）。两种
北京分化支亚群与患者年龄及耐药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天津地区结核病患

者临床分离的结核分枝杆菌中，北京基因型呈现较为明显的优势。ＶＮＴＲ的分辨率明显高于
ｓｐ０１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北京分化支的两种亚群在天津地区临床结核病患者中均有流行，但以Ｗ菌／典型北京
家族菌株为主。
【关键词】结核分枝杆菌，北京基因型；北京分化支；ｗ菌／典型北京家族菌株；非典型北京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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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结核病仍然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

题。１９９５年ｖａｎ Ｓｏｏｌｉｎｇｅｎ等…发现与耐多药ｗ株

同源的北京家族（现更名为北京基因型）结核分枝杆
基金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０６２０１６）；北京市优
秀人才培养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作者单位：３００３５０天津市海河医院结核病科（柴利泉、李丽、白
大鹏、张立、邵世峰、吴琦、陆伟）；北京市结核病胸部肿瘤研究所（李
卫民、戴宗甲、孙照刚、李传友）
李卫民、柴利泉具有同等贡献
通讯作者：李传友，Ｅｍａｉｌ：ｌｉｃｈｕａｎｙｏｕ６６８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

菌。国外的研究也提示心。，北京基因型结核分枝杆
菌在全球广泛流行。Ｌｉ等呤。研究证实，北京基因型
结核分枝杆菌在我国的流行程度为６４．９％，且与耐
药性无明确的联系。北京基因型结核分枝杆菌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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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北京、宁夏和广东等局部地区的流行特征均有报

枝杆菌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

道Ｈ’５｜。但天津地区北京基因型结核分枝杆菌的流
材料与方法

行特征未见报道。
１．材料：

尽管间隔区寡核苷酸分型（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是定义

北京基因型结核分枝杆菌的基本方法，但其分辨率较

（１）试验菌株和标准菌株：连续收集２００５年８

低。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指纹方法为结核分枝杆菌基因分型

月１６日一１１月２５日在天津市惟一的结核病定点

的“金标准”，可以对北京基因型结核分枝杆菌进一步

医院一海河医院就诊的结核病患者的结核分枝杆菌

分型，但该方法较为繁琐。近来选择多位点可变串联

临床分离株１００株，经抗酸染色、ＢＡＣＴＥＣ—ＴＢ９６０鉴

重复序列（ＶＮＴＲ）中的一些位点进行组合，以提高对

定和快速培养证实为结核分枝杆菌。其中有４株污

北京基因型结核分枝杆菌的分辨率，从而替代

染，故共对９６株完成基因分型。Ｈ３７Ｒｖ标准菌株

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指纹方法的工作一直都在进行拍ｏ。

由国家结核病参比实验室提供。

Ｋｕｒｅｐｉｎａ等¨。、Ｋｒｅｍｅｒ等门。研究提示，采用上

（２）主要试剂和仪器：Ｍｉｎｉｂｌｏｔｔｅｒ ＭＮ４５、生物

述的基因分型方法分析北京基因型结核分枝杆菌，

素Ｃ膜、Ｐｒｉｍｅｒ Ｄｒａ和Ｄｒｂ均为荷兰Ｉｓｏｇｅｎ

存在很高的相似性特征。Ｂｒ。ｓｃｈ等旧］、Ｈｉｒｓｈ等［９ ３从

Ｓｃｉｅｎｃｅ公司产品，２×Ｔａｑ

结核分枝杆菌全基因组水平研究提示，北京基因型

天为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多重ＰＣＲ试剂盒为德

ＰＣＲ

Ｌｉｆｅ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为北京

结核分枝杆菌具有单源性（ｍｏｎｏｐｈｙｌｅｔｉｃ）的特性。

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产品，５７００定量ＰＣＲ仪为美国ＰＥ

在以上的工作基础上，学者们结合系统发育的理论

公司产品，ＳＹＢＲ＠ＥｘＳｃｒｉｐｔＴＭ

提出了结核分枝杆菌北京分化支（Ｍ．ｆＭ沈ｒｃ“ｚｏｓｉｓ

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产品。

ＲＴ—ＰＣＲ

Ｋｉｔ为宝生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ｎｅａｇｅ）的概念怛Ｊ，并认为该分化支至少有２

（３）引物设计：１４种ＶＮＴＲ分型的ＰＣＲ引物分

个亚群。北京分化支为①ｓｐ０１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缺失ｌ～３４

别参考Ｋｒｅｍｅｒ等＂３和沈国妙等ｎ２１的设计。６种用

间隔区，存在３５～４３间隔区中的至少３个；②

于多重ＰＣＲ的引物参考Ｐｌｉｋａｙｔｉｓ等Ｈ叫的设计（表

ｄ，２以．ｄ咒ｎＮ区插入ＩＳ６１１０；③与推荐的１９个北京

１）。实时定量ＰＣＲ的引物（ＲＤｌ０５和ＲＤｌ８１）参考

分化支参比菌株的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指纹图谱相比，相

Ｔｓｏｌａｋｉ等¨¨的设计。引物均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

似性大于８０％者为北京分化支，７５％～８０％之间者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合成。

需采用上述两种方法补充鉴定。北京分化支的两个

表ｌ

亚群为：ｗ菌（ｗ ｓｔｒａｉｎ）／典型北京家族菌株（ｔｙｐｉｃａｌ

引物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ｔｒａｉｎｓ）和非典型北京菌株（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作为引物的寡核昔酸序列

靶标

序列

位点

ＩＳ５９

ＩＳ６１１０

ｇｃｇｃｃａｇｇｃｇｃａｇｇｔｃｇａｔｇｃ

２１６～２３６

ＩＳ６０

ＩＳ６１１０

ｇａｔｃａｇｃｇａｔｃｇｔｇｇｔｃｃｔｇｃ

７３８～７１８ｃ

ＩＳ６１

ＩＳ６１１０

ｇａｃｃｇｃｇｇａｔｃｔｃｔｇｃｇａｃｃ

１３３～１１４ｃ

京家族菌株更接近该分化支的祖先。Ｐｌｉｋａｙｔｉｓ

ＩＳ６２

ＩＳ６１１０

ａｃｃａｇｔａｃｔｇｃｇｇｃｇａｃｇｔｃ

１２３７～１２５６

等Ｈ叫依据北京分化支的概念，采用多重ＰＣＲ的方

ＭＤＲ

６

ＮＴＦ １

ｃｃａｇａｔａｔｃｇｇｇｔｇｔｇｔｃｇａｃ

４７３～４９４

ＭＤＲ一７

ＮＴＦ一１

ｃｇｃｇａｇａｔｃｔｃａｔｃｇａｃａａｃｃ

５２～３２ｃ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ｎｓ），且非典型北京菌株较ｗ菌／典型北

法，通过验证ＮＴＦ区域是否存在ＩＳ６１１０直接重复
２．方法：

区，从而区分ｗ菌／典型北京家族菌株和非典型北
京菌株。Ｂｒｏｓｃｈ等∽ｏ、Ｈｉｒｓｈ等∽ｏ采用基因芯片比较

（１）结核分枝杆菌基因分型：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基因分

北京基因型和标准菌株Ｈ３７Ｒｖ时发现，北京基因型

型参照操作说明ｎ３ｆ。ＶＮＴＲ基因分型方法参照

结核分枝杆菌存在特征性长基因序列的缺失，即特

Ｋｒ哪ｅｒ等＂ｏ的文献。１４种位点分别为ＭＩＲＵｌ０，

征性长序列多态性（１ａｒｇｅ

ＭＩＲＵｌ６，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ＭＩＲＬ砣０，

ＭＩＲＵ２６，

ＭＩＲＵ３ｌ，

ＭＩＲＵ３９，

ＬＳＰｓ）。Ｔｓ０１ａｋｉ等ｕ¨根据这些特征性ＬＳＰｓ定义并

ＭＩＲＵ４０，ＥＴＲ—Ａ，ＥＴＲ—Ｂ，ＥＴＲ—Ｃ，ＥＴＲ—Ｄ，ＥＴＲ—Ｅ，

也对北京分化支进行了Ｗ菌／典型北京家族菌株和

ＱＵＢｌｌａ，ＱＵＢｌｌｂ。

（２）结核分枝杆菌北京分化支的亚分群：北京分

非典型北京菌株的亚分群。

本研究使用ｓｐ０１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和ＶＮＴＲ两种基因

化支结核分枝杆菌如果在ＮＴＦ区域插入２个拷贝

分型方法对天津市海河医院临床结核病患者分离的

的ＩＳ６１１０直接重复区，那么ＩＳ６１１０之间的区域为

结核分枝杆菌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北京

ＮＴＦ一１区¨０｜。ＩＳ６２和ＭＤＲ一７引物扩增从ＩＳ６１１０的

分化支的亚分群，以探讨天津地区临床分离结核分

３

７端到ＮＴＦ一１的５ ７端的１７５ ｂｐ片段，ＭＤＲ一６和Ｉ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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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扩增从ＮＴＦ—ｌ的３ ７端到ＩＳ６１１０的５ ７端的

整结果（结合其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结果发现它们均不是

２２３

ｂｐ片段，Ｉｓ５９和ＩＳ６０从ＩＳ６１１０内部扩增

北京基因型结核分枝杆菌）。采用ＮａｔｕｒｅＥｄｇｅ主程

５２３

ｂｐ片段。鉴于ＮＴＦ—ｌ序列特异性存在于结核分

序，ｘ—Ｃｌｕｓｔｅｒ数值分类插件对ｓｐ０１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和

枝杆菌北京分化支典型北京家族菌株同源的ｗ株

ＶＮＴＲ分型结果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见图１。９３株

中，故如果同时扩增出５２３ ｂｐ、１７５ ｂ队２２３ ｂｐ ３个

结核分枝杆菌产生６４种ＶＮＴＲ基因型。８８株北

条带者即为ｗ菌；如果在ＮＴＦ区域仅插入一个拷

京基因型产生６０种ＶＮＴＲ基因型。ＶＮＴＲ图谱

贝的ＩＳ６１１０直接重复区，扩增出５２３ ｂｐ及１７５ ｂｐ或

３３２７５３３—４２４３５—８６的为该群菌株的中心菌。９５％相

２个条带，该图谱的菌即为典型北京家族菌

似性，ＶＮＴＲ分型可将北京基因型分为９个群（至

株；其余北京分化支结核分枝杆菌为非典型北京菌

少３个菌株为１群）。最大的一群包括１６株北京基

株。多重ＰＣＲ反应条件为：反应体系包括：２×

因型结核分枝杆菌。

２２３ ｂｐ

ＱＩＡＧＥ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５×Ｑ—Ｓ０１ｕｔｉｏｎ

０．６５

３ ３３０５５３３．｝２１３５．８｛删啦ｌｎ
枷喇●Ｈ
５ｌ ３３２５４；３４２４３５．８４

（扩增增强剂），８种引物等；反应条件为９４℃变性
３０

４３２ｊ６３３．４２４５ｊ．８４¨Ⅷ＿Ｈ

？ｊ

ｓ，６０℃退火９０ ｓ，７２℃延伸９０ ｓ，循环４０次。

｝ｉ；ｉｌ；｛｛；：：３：ｉｉ。８ｉ
ｉ麓
ｌ＿Ｉ枷嘲
抒

根据Ｔｓ０１ａｋｉ等¨“定义，结核分枝杆菌如果存

３３２７４３３４２４３５．８６姗精Ｉ麟

１８

在ＲＤｌ０５的缺失则为北京分化支，北京分化支中如

鞫；；：；；：｛！｛；：。；：ｉ｜聪

果存在ＲＤｌ８１的缺失则为ｗ菌／典型北京家族菌
株，其余的北京分化支为非典型北京菌株。实时定

：：＝：器

，器

：篇器

３８ ３；２７５３３．４２４３ｊ．８６

量ＰＣＲ以１６Ｓ ｒＤＮＡ为内参基因，ＲＤｌ０５和ＲＤｌ８１

为待测基因。反应体系包括：２×ｓＹＢＲ

冀

ｗⅢⅫ

‘戮鬻耩嚣黼
３３ ３３２７５３３．４２４３５ ８６

ＰｒｅｍｉＸ Ｅｘ

６ｌ ３３２７５３３．毒２４３５ ｅ３

Ｉｏ！！竺１
ｌ付●Ｉ接¨

Ｔａｑ、引物等；反应条件为９５℃变性５ ｓ，６０℃退火
９３ ３３２７ｊ３３，４２４３二一８８阿¨ｍ●

２０

ｓ，循环４５次。

瑚Ｉ删舯

２７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ＮａｔｕｒｅＥｄｇｅ主程序，

３２

３３２８５３３．４２４３５—８６目●聊－

３０

ｘ—Ｃｌｕｓｔｅｒ数值分类插件对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指纹结果和

嚣３３２ｍ３越Ⅲ＿８６：：器器

ＶＮＴＲ分型的数字化结果进行聚类分析，相似系数

嚣３３２６３３３－４２４３４一椰：：：器＝
嚣３３２６５３３·４３４３４＿８６：：器器

为Ｄｉｃｅ相似系数，聚类分析方法为非加权算术平均

５ ３３２６６３３．４２４３４．８６

法（ＵＰＧＭＡ）‘１引。

图１

一个结核分枝杆菌分离株对应一例结核病患

北京家族菌株依据多重ＰＣＲ指纹图谱确定。Ｙ２检
验比较不同病例组中Ｗ菌／典型和非典型北京家族
菌株所占的比例（ＳＰＳＳ

ｆｏ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 １０．０，ＳＰＳＳ Ｉｎｃ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Ｌ，ＵＳＡ），ａ＜０．０５。

结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ｌⅧｗ

Ｅｄｇｅ主程序，Ｘ—Ｃｌｕｓｔｅｒ数值分类插件

对９３株结核分枝杆菌的聚类分析结果

者。根据患者年龄（分别为＜２５、２５～、５１～和＞７５
岁）、药物敏感谱分组。各组中ｗ菌／典型和非典型

ＩＩ‰

２．北京分化支两种亚群在不同年龄及耐药谱中
的分布：使用多重、实时定量ＰＣＲ方法将８８株北京

分化支进行亚分群（图２），其中８２株为Ｗ菌／典型
北京家族菌株，６株为非典型北京菌株，且两种方法
的亚分群结果完全一致（结果近期发表）。Ｙ２检验
分析两种亚群在各年龄组以及抗结核药物耐药性之

果

间分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北京基因型结核分枝杆菌：利用

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分型方法，将９６株结核分枝杆菌临床
分离株进行分型鉴定。其中８５株为北京基因型、３
株为类北京基因型结核分枝杆菌，共占全部菌株的
９１．２５％（８８／９６），其余均为非北京基因型菌株。
１４个ＶＮＴＲ位点对９６株结核分枝杆菌进行
分型，其中９３株可以获得ＶＮＴＲ分型结果，其余３

家族誉禁’１２为分子量标准；２’３’１０为ｗ株；４～９’１１为典型北京

株多个位点始终不能扩增出明显条带而无法获得完

图２

采用多重ＰｃＲ方法对北京分化支进行亚分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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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８·

讨

论

因海河医院为天津市惟一的结核病定点医院，
且本研究采用连续不问断方式获取标本，因此样本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获得的结核分枝杆菌两种基

显高于其他年龄组（Ｐ＜０．０５），由此可以推测ＢＣＧ
对非典型北京菌株具有负选择压力，即ＢＣＧ疫苗不
能保护对抗典型北京家族菌株。本研究发现ｗ菌／
典型北京家族菌株为８２株，占北京分化支的９３．２％

因分型结果提示，北京基因型（含类北京基因型）结

（８２／８８），所占比例明显，较Ｋｒｅｍｅｒ等‘１钊的结果为

核分枝杆菌所占比例高达９１．２５％（８８／９６），超过了

高（Ｐ＜０．０５）。２个亚群在不同年龄组患者和耐药

全国的水平，但与上海地区的水平接近∞Ｈ１。可见

谱的分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分析上

北京基因型结核分枝杆菌在天津地区临床结核病患

述结果可能与不同地区或样本量较小有关。准确地

者中呈较高水平的流行。
本实验采用Ｎａｔｕｒｅ Ｅｄｇｅ主程序，Ｘ＿ａｕｓｔｅｒ数值分
类插件对９６株结核分枝杆菌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和ＶＮＴＲ
分型结果进行聚类分析［１ ４Ｉ，结果显示，ⅥⅥＴＲ分型方

回答我国北京分化支两个亚群的比例，与ＢＣＧ接
种、年龄和耐药等因素的关系对于解释我国ＢＣＧ疫
苗的保护程度和耐药产生的原因，确定下一步研究
疫苗的方向和研发新药至关重要。
参

法的分辨率较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方法高得多。纵然是
９５％的相似性，Ⅵ、ＪＴＲ仍可将北京基因型分为９个
群。Ⅵ＼ＪＴＲ图谱为３３２７５３３—４２４３５—８６的菌株为中心
菌株。我们采用同样的聚类分析软件处理２０００年中
国结核病流行病学抽样调查获得的４４ｌ株结核分枝
杆菌菌株的ＩＳ６１１０ Ｉ心ＬＰ，ｓｐ。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的分型结果，

基因型结核分枝杆菌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试材。
目前细菌已进入将其表型、遗传型和系统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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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基因型概念的提出和深入研究就是以基因分型
为核心的结核分子流行病学广泛应用的产物。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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