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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携带５钇２：：ＩＳｌ２０３ｖ
基因研究
罗霞

叶长芸

李芳

目的

【摘要】

汪华

任军

景怀琦

徐建国

了解中国部分地区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菌株携带志贺毒素基因变异状况。方法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扩增志贺毒素基因，使用核苷酸序列测定判断是否存在志贺毒素的新变种，用
ＨｅＬａ细胞毒性实验研究其细胞毒性的变化。结果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中国部分地区分离到的２８９株产
志贺毒素的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中有３株菌携带的志贺毒素２（ｓ托２）基因有１．３ ｋｂ的插入序列（ＩＳ）
插入，且这段ＩＳ和ＩＳｌ２０３变种（ＩＳｌ２０３ ｖａｒｉａｎｔ，ＩＳｌ２０３ｖ）有１００％的核苷酸序列同源性。ＩＳｌ２０３ｖ插
入到３株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 ｓ纰２基因的位置及开放性读码框（ＯＲＦ）方向有所不同。除此之外，３
株菌原有的ｓ红２基因序列完全一致且为Ｓｔ】【２原型毒素。和Ｓｔｘ２原型毒素相比，这３株携带ｓ红２：：
ＩＳｌ２０３ｖ基因的菌株对ＨｅＬａ细胞的毒性明显降低。结论分离到ＩＳｌ２０３ｖ插入ｓ￡ｚ２基因的大肠埃
希菌０１５７：Ｈ７菌株；ＩＳｌ２０３ｖ的插入可导致对ＨｅＬａ细胞的细胞毒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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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ｘｉｎ；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ＥＨＥＣ）０１５７：Ｈ７能引起

出血性肠炎（ＨＣ）、血小板减少性紫癜（ＴＴＰ）、溶血

１２０３ｖ

长序列的通用引物进行ＰＣＲ扩增反应，来检测ｓ￡ｚ
基因型别。

性尿毒综合症（ＨＵＳ）ｕ ｏ。志贺毒素（ＳｔＸ）是ＥＨＥＣ

材料与方法

０１５７：Ｈ７主要致病性毒力因子，具有Ｎ一端糖苷酶的
活性，能导致蛋白质合成的终止。本研究对１９９２—

１．材料：实验菌株由江苏省徐州市、安徽省、山

２００２年我国部分地区分离到的２８９株产志贺毒素

东省、云南省昆明市、西藏自治区、天津市和重庆市

的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菌株，使用ｓ￡ｚ１和ｓ￡ｚ２基因全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表１）。只携带ｓ￡ｚ２基因
（测序）ＥＨＥＣ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罗霞、叶长芸、景怀琦、徐建
国）；大连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李芳）；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汪
华）；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任军）

０１５７：Ｈ７菌株“人２４８”、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国际标准株ＥＤＬ９３３和Ｅ．∞Ｚｉ

Ｋ。１２旧ｏ。

细胞为ＨｅＬａ。主要试剂及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购自北

京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细胞培养基购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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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Ｂｃｏ公司。细胞乳酸脱氢酶（ＬＤＨ）释放量检测

１

试剂盒购自

１０ ｍｉｎ。目的片段为１．２６ ｋｂ。②０１５７抗原

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ＣｙｔｏＴｏｘ９６＠Ｎｏｎ—

Ｒａｄｉｏａｃｔｉｖｅ Ｃｖ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Ａｓｓａｖ

Ｋｉｔ。ＤＮＡ回收试剂盒

购自ＱＩＡＧＥＮ公司ＱＩＡｑｕｉｃｋ。Ｇｅ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Ｋｉｔ。

ｍｉｎ，７２℃延伸１ ｍｉｎ，３０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

（ｒ硒。。）基因引物１：５ ７一ＣＧＧ ＡＣＡ
ＴＡＴ ＧＧ一３

７，引物２：５ ７．ＴＴＧ

ＴＣＣ ＡＴＧ

ＴＧＡ

ＣＣＴ ＡＴＧ ＴＡＣ ＡＧＣ

ＰＣＲ仪为ＭＧ公司的ＰＴＣ一２００。读胶仪为Ｂｉｏ—Ｒａｄ

ＴＡＡ ＴＣＣ一３ ７；扩增参数：９４℃预变性１０ ｍｉｎ，９４℃变

公司的Ｇｅｌ

性１ ｍｉｎ，５９℃退火１ ｍｉｎ，７２℃延伸１ ｍｉｎ，３０个循

表１

Ｄｏｃ

ｘＲ。酶标仪为Ｂｉｏ—Ｒａｄ公司。

环，最后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目的片段为２５９ ｂｐ。③

２８９株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菌株的来源和携带

Ｈ７鞭毛（形ｉＣ）基因引物１：５ ７一ＡＣＧ ＡＴＧ

志贺毒素型别

ＣＡＧ ＧＣＡ

ＡＣＴ ＴＧＡ ＣＧ一３

７，引物２：５ ７一ＧＧＧ ＴＴＧ ＧＴＣ ＧＴＴ

ＧＣＡ ＧＡＡ

７；扩增参数：９４℃预变性１０ ｍｉｎ，

ｃｃ一３

９４℃变性１ ｍｉｎ，６４℃退火１ ｍｉｎ，７２℃延伸１ ｍｉｎ，３０
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１０ ｍｉｎ；目的片段为５３４ ｂｐ。
（２）ＰＣＲ扩增产物ＤＮＡ测序：扩大ＰＣＲ体系
进行反应，ＰＣＲ产物经胶回收试剂盒进行ＤＮＡ纯
化，回收纯化后产物送ＴａＫａＲａ公司测序。

（３）细胞毒性实验：参照文献［５］介绍的志贺毒
素提取和通过细胞ＬＤＨ释放量来检测其对ＨｅＬａ
细胞毒性的方法坦一。

３．统计学分析：统计分析Ｓｔ）【２使细胞ＬＤＨ释
放量的值，结果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两样
本￡检验及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

果

１．ＰＣＲ扩增结果：经０１５７抗原（ｒ加吣，）和Ｈ７
鞭毛（∥ｉｃ）基因检测结果表明，证实我国１９９２—

２００２年部分地区分离到的２８９株大肠埃希菌均为
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菌株，且携带不同型别５托基因（表

１）；其中有‘３株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菌株（２株分离自江

苏羊粪标本，编号分别为０２Ｆ０４４、９９８１１３；１株分离
注：“只携带５地２基因的菌株数；６携带５船１和ｓ￡ｚ２基因的菌
株数；‘只携带ｓ纽１基因的菌株数；。携带ｓ妞２：：Ｉｓｌ２０３ｖ基因的

自安徽猪粪标本、编号为９）ｓ￡ｚ２基因全长序列的

菌株；。来源于蜣螂、兔粪、食品等；７非牛、羊、猪、鸡等动物来源的

ＰＣＲ扩增结果在目的片段１．２６ ｋｂ处均为阴性，但在

菌株

约２．６ ｋｂ处均有一阳性扩增条带（图１），且它们均
２．实验方法：

不携带ｓｆｚｌ基因。为了进一步明确这３株菌是否

（１）ＰＣＲ扩增旧，４Ｉ：①志贺毒素基因：ｓ￡ｚ１全长
基因引物１：５ ７一ＴＣＧ

存在Ｓｔｘ２变种，进行了ＤＮＡ测序。

７，引

２．ＤＮＡ测序结果：这段长为２５５４ ｂｐ的ＰＣＲ扩

物２：５ ７一ＡＡＣＴＧＡＣＴＧＡＡＴＴＧＡＧＡＴＧ一３ ７。扩增参

增产物是一种新型的ｓ托２基因，除具有１２４２ ｂｐ的

数：９４℃预变性１０ ｍｉｎ，９４℃变性１ ｍｉｎ，５５℃退火

ｓ纽２基因全长序列外，还包括一长度为１３１０ ｂｐ的插

ｍｉｎ，７２℃延伸ｌ ｍｉｎ，３０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

入序列（ＩＳ）和因插入产生长度为３ ｂｐ的同向重复序

ｍｉｎ。目的片段为１．４７ ｋｂ。ｓ￡ｚ２全长基因引物

列（ＤＲ），形成ｓ纰２：：ＩＳｌ２０３ｖ。这段ＩＳ与１９９９年

１
１０

１：５ ７一ＣＣＣ

ＧＧＡ

ＣＡＴ ＧＡＧ ＡＴＣ ＴＧＡ ＣＣ一３

ＴＣＣ ＡＴＧ ＡＡＧ ＴＧＴ ＡＴＡ ＴＴＡ

日本学者发表的插入序列１２０３变种（ＩＳｌ２０３ｖ）具有

ＴＴＴ ＡＡＡ ＴＧＧ一３

７，引物２：５ ７一ＣＣＣ ＧＡＡ ＴＴＣ ＴＣＡ

ＧＴＣ ＡＴＴ

ＡＡＡ ＣＴＧ ＣＡｃ一３ ７。扩增参数：

ＩＳｌ２０３ｖ一０２Ｆ０４４、ＩＳｌ２０３ｖ一９９８１１３和ＩＳｌ２０３ｖ一９（图

９４℃预变性１０ ｍｉｎ，９４℃变性１ ｍｉｎ，５２℃退火

２）。然而，ＩＳｌ２０３ｖ插入到３株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菌

ＡＴＴ

１００％的核苷酸序列同源性。６ ｏ，暂分别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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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１

·

株ｓ纰２基因的位置及开放性读码框（ｏＲＦ）方向有

０１５７：Ｈ７菌株０２Ｆ０４４、９９８１１３和９的Ｓｔｘ２对ＨｅＬａ

所不同，与已发表的ｓ￡ｚ２：：ＩＳｌ２０３ｖ插入形式也不

细胞ＬＤＨ相对释放量百分比（分别为２５．１６％、

同（图３）。但３株菌原有的ｓ￡ｚ２基因序列完全一

２６．０８％、２６．０７％）比阳性对照菌株（５１．６２％）降低

致，属ｓ￡ｚ２原型基因。

了（表２）。①两样本ｆ检验统计学分析细胞释放
ＬＤＨ值结果：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菌株０２Ｆ０４４、９９８１１３
和９的ｓｔｘ２对细胞释放ＬＤＨ值均比阳性对照菌株
低，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值分别为１０．１０、７．４０、

７．９７，Ｐ＜０．０５），说明这３株菌Ｓｔｘ２对ＨｅＬａ细胞
的毒性均低于阳性对照菌株。②单因素方差分析：

这３株菌ｓｔｘ２对ＨｅＬａ细胞释放ＬＤＨ值之间没有
差异（Ｐ＞０．０５），说明３株菌Ｓｔ）【２对ＨｅＬａ细胞的
毒性未见差异（表２）。
表２

部分携带ｓｔｘ２毒素的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菌株
对ＨｅＩ。ａ细胞ＬＤＨ释放量的结果

注：Ｍ：Ｍａｒｋｅｒ ＤＮＡ相对分子质量标准（ｂｐ）；１～３：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菌株０２Ｆ０４４、９９８１１３、９；４：阳性对照菌株ＥＤＩ。９３３；５：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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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５妞２基因ＰＣＲ产物电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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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对照（空白对照）
０２Ｆ０４４

ＩＳｌ２０３ｖ属于插入序列ＩＳ３家族，具有ＩＳ３家族
的共有特征：序列两端拥有２５ ｂｐ的末端反向重复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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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２６．０７

７．９７＜０．０５

瓤ｚ２：：ＩＳｌ２０３ｖ

列（ＩＲｓ），但存在３ ｂｐ的不完全一致；插入到ｓ纽２基

０ ８４２±０．２２１

注：。４９０ ｎｍ可见光波长下ＨｅＬａ细胞释放ＬＤＨ的读数值为

因序列靶位点处形成３ ｂｐ的ＤＲ；ＩＳｌ２０３ｖ基因编码

“牙±ｓ”，每组值的变量均为２０个；６细胞ＬＤＨ相对释放量百分比＝

的２个ＯＲＦ在０和一１位置上存在重叠（图２）。

［（实验组值低对照值）／（高对照值

低对照值）］×１００％；‘两样

本ｚ检验分析３株菌分别与阳性对照菌株细胞释放ＬＤＨ值的ｆ伉

３．Ｓｔｘ２的ＨｅＬａ细胞毒性试验结果：ＥＨＥ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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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５７：Ｈ７菌株９９８１１３、９、０２Ｆ０４４与日本分离株携带的ｓ妃２：：ＩＳｌ２０３ｖ核苷酸序列同源性比较

发表的ｓ“２：：Ｉｓｌ２０３ｖ

图３

ｌｓｌ２０３Ｖ一９

０１５７：Ｈ７菌株０２Ｆ０４４、９、９９８１１３与日本分离株携带的ｓｆｚ２：：Ｉｓｌ２０３ｖ序列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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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ＩＳｌ２０３ｖ依靠自身编码的转位酶活性，可
能影响ｓ￡ｚ２基因的转录、翻译或Ｓｔｘ２产物的表达，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我国部分地区分离到的２８９株

进而使Ｓｔｘ２的产量或活性发生改变，细胞毒性实验

０１５７：Ｈ７菌株携带不同型别的ｓ￡ｚ基因，ｓ红

就说明了这一点。３株携带ｓ￡ｚ２：：ＩＳｌ２０３ｖ的

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菌株制备的Ｓｔ）【２对ＨｅＬａ细胞

基因的存在及有功能活性的Ｓｔｘ是影响疾病发生、

ＥＨＥＣ

发展及转归的重要因素。众多研究表明，仅携带

ＬＤＨ相对释放量百分比均比野生型Ｓｔｘ２的对照株

Ｓｔｘ２的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菌株比仅携带Ｓｔｘｌ或携带

降低了，而且细胞释放ＬＤＨ的值也具有显著性降

Ｓｔｘｌ和Ｓｔｘ２的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菌株与严重疾病的

低。这些结果说明ＩＳｌ２０３ｖ的插入可能通过影响

发生有更密切联系…。本研究发现的新型ｓ妞２基

ｓ￡ｚ２基因的表达，引起Ｓｔ）【２产物的部分失活，从而

因有ＩＳｌ２０３ｖ的插入，且具有三种不同的插入形式，

导致其细胞毒性的减低。这一结论也与日本学者的

与日本学者报道的６株携带ｓ红２：：ＩＳｌ２０３ｖ的

报道相一致。６ ｏ。除此之外，我们发现的ＩＳｌ２０３ｖ在

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菌株只有一种插入形式也不同。这

ｓ￡ｚ２基因中具有三种不同插入形式，但各个菌株对

是在我国第一次发现具有携带ｓ红２：：ＩＳｌ２０３ｖ的

细胞的毒性未见差异，说明不同插入形式对Ｓｔｘ２的

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菌株。

细胞毒性可能并不起关键性的影响。至于携带

ＩＳ是一大类存在细菌中、具有自我转位能力的

ＤＮＡ片段，包括众多家族，一般较短（７００～

ｓ妞２：：ＩＳｌ２０３ｖ的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菌株在我国

的流行病学意义，还有待进一步实验证实。

ｂｐ），只编码与转位功能有关的基因（如转位

２０００

参

酶）而无其他任何无关基因。通过产物自身的转位
能力可引起各种形式的细菌基因重排，如缺失、倒

位、重复或复制子融合等＂］。ＩＳ３家族是其中一类，
而ＩＳｌ２０３ｖ属于ＩＳ３家族的一员，也具有相似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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