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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中国部分地区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的
分子分型及变异研究
夏胜利

王丽丽

胡万富

顾玲扬晋川

许彦梅

陈倩崔志刚

王鑫叶长芸景怀琦徐建国
【摘要】
ＦＨＦｃ

目的

了解ｍ血性人肠埃希菌（ＥＨＥｃ）０１５７的分子流行特征和遗传变异关系并完善

０１５７：１１７感染性腹泻峻测制度。方法

场凝胶电泳技术对１ ９８８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分析毒力基因的分布情况；用脉冲

２｛】（１１５年部分地区分离到的２４９株ＥＨＥｃ：０１５７：Ｈ７（其中产忐贺毒素的２４５

株，不产志贺毒素的４株）和５１株０１ ５７非Ｈ７进行分子流行病学分析。结果

ｓ“２基因在ｊ；ｊ：国的

ＥＨＥｃ０１ ５７：ＴＴ７菌株中有着很高的分布率，部分菌株携带雎ｚ２基因变种。３００株０１５７共分为１６１

种带型，其中５１株０１５７非Ｔ１７菌株共有４２种带型，４株（）１５７：Ｈ７非产毒株分别为４种带型，２４５株
Ｆ１１Ｅｃ０１５７＋Ｈ７共有１１５种带型。结论ＥＨＥ（：（）１５７问的基因变异较大；产ｓ垃２原毒素的菌株和
ｓ缸２毒素发生变异的菌株带型柑差较火。部分菌株之问存在着一定的交叉，说明虽然这两大类菌株
有其特有的流行克隆系，但是它们的克隆系之间亲缘关系较近。

【关键词】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脉冲场凝胶电泳；聚合酶链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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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出血性大肠埃希菌（ＥＨＥｃ）０】５７：Ｈ７是
１９８２年首次在美国发现的一种致病罕见血清型的

人肠埃希菌“。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年我国的江苏、安徽、

河南等地发生了该茼的流行，全国许多省市也分离

到菌株。为了更好地研究我困ＥＨＥｃ ０】５７：Ｈ７的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攻关课题资助坝日（２００３ＢＡ７１２Ａ０５．０４）；围
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３０３７１２７９）

流行病学特点和菌株变异规律，本研究对１９８８—
２００５年从我国各地分离的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进行了分子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痰病预防控制中山传染病预防控
制所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王丽丽、茬志刚、许彦梅、＋

分型分析。

鑫、叶长芸、景怀琦、徐建同）；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复胜利）；安

材料与方法

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胡万富）；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顾玲）；
江苏省徐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杨晋川）；北京市疚病预防控制中
心（陈倩）

和江苏等地分离的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共３００株。其中产

王丽丽、夏胜利、胡万富、顾玲、扬晋川同为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徐建围．Ｅｍａｉｌ：ｘｗｇ＠ｐｕ曲ｃ ｂｔａ ｎｄ

１．菌株：来自１９８８—２００５年在我国河南、安徽

ｃｎ

志贺毒素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

２４５株，不产志贺毒素

生兰煎鱼堑堂苤一些型ｌ！生！旦堕型鲞塑ｌ塑堡坐．１堡趔！型，Ｉ．』塑！！型她旦扎ｉ生型ｏ
ＥＩＩＥＣ ｏ】５７：Ｈ７ ４株，ｏｉ５７非Ｈ７

５１楝。阳性对照

准，标定条带位置。选择ｕＰＧＭＡ（ｕｎｗｃｉｇｈｔｃｄ

ｐ“ｒ

茼株为０１５７：Ｈ７ ＥＤＬ９３３，阴性别照菌株为大肠埃

ｇｒＵｕｐ ｍｅｔｈ。ｄ ｕｓｌｎｇ ａｒｉｔｈｍｃｔｊｃ

希茼ＭＧｌ６５５，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遣）分子量标准

条带位置差异容许度（ｐ。“Ｌｈｔ【ｏｌｃｒ｛ｉＩ·ｃｃ）选择

菌株Ｈ９８１２

ｌ

２ｊ。

ａｖｃｒ８９ｃｓ）方法聚类，

Ｏ％，优化值（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ｌｏｎ）０．５％。

２．培养基：普通ＬＢ培养基（１％胰蛋白胨，

表１

引物序列及产物片段大小

０，５％酵母粉，１％氯化钠，加入琼脂粉至终浓度
２

０％）。

３主要试剂：Ｔａ（｝ＤＮＡ聚合酶，ｄＮＴＰ均购自
北京华美牛物工程有限公司。引物由ｆ：海生工公司

合成。Ｉ）ＮＡ分子量Ｍａｒｋｃｒ、限制性内纠酶Ⅺ心Ｉ
均购自Ｐｍｎｌ咏ｆ－公一Ｊ：ＳｃａＫｃｍ（；ｏ】ｄ琼脂糖购自
Ｃａｎｌｂｒａｅｘｌｌｉ。ｓｃｌｃｎｃｃ Ｒｏｃｋｌａｎｄ公司；蛋白酶Ｋ购自

Ｍｃｒｃｋ公刮。
４主要仪器：ＰＣＲ仪为美国ＭＪ公司的ＰＴｃ一

２００；脉冲场凝胶电泳仪为ｃＨＥＦ ＭＡＰＰＥＲ
（幽。一Ｒａｄ ｕｓＡ）；凝胶成像系统为ＧＥＬ

ｓｖｓｔｅｍ

Ｄｏｃ ２０００

（Ｂ诂一Ｒａｄ ｕｓＡ）；水浴摇床为Ｇｒａｎｔ ＯＬＳ２０００（Ｇｒａｎｔ
Ｅｎｇｌａｎｄ）；浊度仪为Ｄｅｎｓｉｍａｔ（Ｂｉｏｍ ｅｒ【ｅｕｘ Ｆｒａｎｃｅ）；

结

果

比浊用试管为ＲＥＦ３５２０５４（ＢＤ公司ｕｓＡ）；５０ ｍｌ
ｓｃｒｅｗ—ｃａｐ试管为Ｃｏｍｉｎｇ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

１毒力困子等基罔检测：应用ＰｃＲ方法对

Ｔｕｂｅ（（ｂｒｎｉｎｇ

２００５年我国江苏、安徽、河南等部分地区分

公司ｕｓＡ）；制胶用模具及ｓｃｒｅｅｎｅｄ．ｃａｐ（Ｂｉｏ—Ｒａｄ

１９８８

ＵＳＡ）。

离到的９３株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进行了０１５７抗原

５模板的制备：细菌染色体ＤＮＡ模板制备用

（吖ｂ）、Ｈ７鞭毛（／ｚｉｃ）、ｓ垃ｌ、ｓ红２几个基冈的ＰｃＲ

煮沸法。挑取ＬＢ培养基上生长的单个菌落加入装

榆测，结合实验室以往实验结果，本次实验菌株的毒

有１００ ｐｌ三蒸水的１

５ ｍｌ

Ｅｐｐｅｎｄ。ｒｆ管中，混匀后在

沸水中煮１０ ｍｌｎ，取出后１２

０００

ｒ／ｍｊｎ离心１０ ｍｉｎ，

力基因分布情况见表２。
表２

赢力基斟检测结果

取上清作为模顿，一２０℃冻存衢用。
６基因检测引物和ＰｃＲ扩增：用于（）１５７抗原
（ｒ６，）和Ｈ７鞭毛（∥ｚｃ）的检测，以及志贺毒素基凼
的检测。各引物序列、产物片段大小以及退火温度
见表１。扩增反应体系为２０“ｌ（包括４ｘ ｄＮＴＰ
２００

ｎｌｎｌｏｌ／Ｉ。，弓ｉ物Ｏ

５

ｐｍ。ＶＬ，模扳０．５～１芦ｇ，Ｔａｑ

２．ＥＩ｛ＥＣ ０１５７的ＰＦＣＥ带型分析：对３００株

酶１ ｕ）。ＰｃＲ扩增参数：９４℃预变性㈨ｍｉｎ，９４℃

０１５７进行ｒ ＰＦｆ；Ｅ分型，应用ＢｉｏＮｕｍ刚ｃｓ（Ｖｅｒｓｊｏｎ

变性１ ｍｉｎ，退火１ ｍｔｎ（各引物采用其相应邀火温

４．０）数据库软件（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 ＢｖＢＡ，ｎｅｌｉｕｍ）进

度），７２℃延伸１ ｎｌｌｎ，３０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

行处理。结果得到１６１种带型。其中以ＥⅪ｛ｘ０１．

１０ ｍｉｎ。ＰｃＲ产物用１％琼脂糖凝胶电泳，ＴＢＥ缓

０００１带型（共１０株）、ＥｘＨｘｏｌ

冲液电泳，溴化乙锭（ＥＢ）染色后在Ｂｉｏ—Ｒａｄ公司凝

株）、ＥｘＨｘ０１．０００３带型（共１２株）、ＥｘＨｘ０１．０００５

胶成像系统观察结果。

带型（共１５株）、ＥｘＨｘ０１．０００６带型（共１４株）、

７．ＥＨＥｃ０１５７：Ｈ７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

０００２带型（共２４

ＥｘＨｘ０１．０００８带型（共１７株）为主。

ＰｕｌｓｅＮｃｔ推荐的标准方法操作口３。

３．ＥＨＥｃ０１５７：Ｈ７的ＰＦＧＥ分析：为更好地了

ＰＦＧＥ图像应用Ｂ１０ＮｕⅡ１ｅｒｉｃｓ（ｖｅｒｓｉｏｎ ４．０）数据库

解ＥＨＥＣｏｌ５７：Ｈ７基因组间的遗传变异规律，对

软件（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ｓ ＢＶＢＡ，Ｂｅｌｉｕｍ）进行处理，识别

２４９株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进行ｒ带刑分析和聚类分

图像条带。图像通过统一的Ｍａｒｋｅｒ Ｈ９８１２进行校

析，２４５株产毒株共有１１５种带型，其中以

按照０１

５７：Ｈ７

翌堡煎ｉｊ遁芏堂查！１９１堡１舅墨塑堂堕ｌ型些ｍ』堡Ｐ型！翌型：』些！ｉ型！！坐！№ｌ：塑，蔓！＋！
ＥｘＨｘ０１ ００叭带型（共ｌＯ株）、ＥｘＨｘ０１，０００２带型

不同的带型，２４５株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分为１１５种带

（共２４株）、ＥｘＨｘｍ．０００３带型（共１２株）、

型，以６种型别为主，占检测菌株的３０ ６７％（９２／

ＥｘＨｘ０１．０００５带型（共１５株）、ＥｘＨｘ０１．０００６带型

３００）。

（共１４株）、ＥｘＨｘ０１

０００８带型（共１７株）、

本研究对２４９株大肠埃希卣Ｏ】５７：Ｈ７进行分

ＥｘＨｘ０１ ０００１１带型（共５株）、ＥｘＨｘ０１．０００１２带

析，其中ｓ￡ｚ１基因阳性的ｌ株，５￡ｚｌ和５打２基因均

型（共６株）、ＥｘＨｘ０１．０００１９带型（共５株）为主。９

阳性的３２株，只有５￡ｚ２摹因阳性的２１２株．赔ｒ１和

种上带型包含了１０８株菌。４株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

Ｊ纰２摹因均阱性的４株；２４９株ＥＩＩＥＣ ０ｔ５７：Ｈ７共

非产毒株分别为４种带型。参考本试验室以往关十

得到１１９种带型，其中９种主要带型包含１０８株菌。

Ｊｆｚ２原毒素和变种的研究结果，本实验对有废项背

从江苏动物分离的１５３株菌有７１种ＰＦ（迁带

景资料的产ｓ“２原毒素的４０株菌株和产ｓｎ２毒

型，其巾ＥｘＨｘ０１

素变种的１６８株菌株分别进行了带型分析，具有

带型１４株、ＦⅪ｛ｘ０１．０００１带型１０株、ＥｘＨｘ０１

ｓ日２原毒素的４０株菌株得到了“种带型，具体带

０００２带型９株、ＥＸＨｘ０１ ０００５带型稃ｆ

划及聚类关系如图２；ｓｆｚ２毒素变种的１６８株菌株

０００１９带型各５株。其他带型的茼株较少。山东省

得到了９４种带型。

０００６带型１４株、ＥｘＨｘＯｌ

０００８

ＥＸＨｘ０１

（６归）和云南省（１４／１９）以ＥｘＨｘ０１．０００２带型的菌
株为优势凶株，安徽省以ＥｘＨｘ０１．０００５带型（１０／
３８）的菌株为优势菌株，河南省以ＥｘＩＩｘ０１．０００７带
型（４／２５）和ＥｘＨＸ０】．０００１０带型（４／２５）的蔚株为优
势菌株，重庆以ＥｘＨｘ０１

０００９带型（４／４）的茼株为

优势菌株，天津以ＥｘＨｘ０１

０００１１带型（４／８）的茼

株为优势菌株。研究发现，我国火肠埃希菌０１５７：
图１

３｛１Ｉ）株ＥＨＥｃＯｌ５７的主要ＰＦＧＥ带型

４．ＦＨＥｃ

０１５７非Ｈ７的带捌分析：ＥＨＥｃ

１１７菌株的ＰＦＧＥ刑别有地区性燕异，一些地区有独
０１５７

非Ｈ７茼株共５ｌ株，ＰＦＧＥ分析获得４２种带型。

特的优势菌株。

些ＰＦＧＥ型剧的菌株，廿Ｊ能已经

扩散到其他地区，如ＥｘＨｘ０１．０００２从、扛苏（１９９９
年）扩散到云南（２００１车Ｆ），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

讨

论

实。从ＰＦＧＥ图谱来看，非Ｈ７的大肠埃希茼０１５７

实验采用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ｃ王）ｃ）的发

的ＰＦＧＥ璎别较多，且型别之间差异很大，说明基因

展并在全世界推广的ＰＦＧＥ标准方法，对３００株

组上的变异较为广泛。这此菌株一般不产生志贺

１９８８—２００５年从我国河南、安徽和江苏等地分离的

毒素。

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进行ＰＦＧＥ分析，初步了解其分了流行

从以上的带型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产ｓｎ２变种

病学特征。３００株菌共分为１６１种带型。其中５１

毒素的菌株带型ｒ富（９４／１６８），变化较人，以

株非｝玎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被分成了４２种带型，４

ＥｘＨⅫ１．０００ｌ～ＥＸＨＸ０ｌ ０００２６带型为多，以

株不产生志贺毒素的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Ｈ７分别为

ＨＸＨＸ０１．０００３、ＥＸＩＩＸ０１，０００５、ＥＸＨＸＯｌ ０００６、

固２

具有“ｚ２原毒索菌株的带型檗类图

主生煎堑瘟芏垄查！！！！至！旦蔓！！鲞翌！塑垦堕！』垦！，：４１翌！！Ｌ且！！！坐！！！！，堕１１．垫，盟生ｌ
０００８、ＥＸＨＸ０１．００１２的菌株为主。ｓ缸２

ＰｕｌｓｅＮｅｔ ｃｈｉｎａ，以ＰＦＧＥ分子分型为核心的０１５７：

毒素基因的变异是否反映菌株的变异，还需要进一

Ｈ７资源库已初具规模，为研究我国菌株特点，追溯

步的研究。相比之下，产ｓ“２原毒素的菌株带型变

亲缘关系，为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感染性腹泻控制提供

化较少（１１／４０），以ＥｘＨｘ０１．０００１（８／４０）、

宝贵依据。这个数据库的建立，使我们在可能的情

ＥｘＨＸ０１ ０００２的菌株为主（２１／４０），提示此类菌株

况下，利用世界其他国家的数据库，查找传染源和传

的基因组相对于产ｓｈ２变种毒素的菌株较少变异。

播途径。在出现大肠埃希菌０１５７的暴发时，将分

通过对ＥＨＥｃ ０１５７：Ｈ７产毒株有原毒素和毒

离的暴发分离株的ＰＦＧＥ带型与我国数据库数据比

索变种背景资料的菌株进行聚类分析，发现ＥＨＥｃ

对，可能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数据库比对，为查找传

ＥｘＨＸ０１

０１５７：Ｈ７

５￡ｚ２基因阳性的菌株和ｓｆｚ２基困变异的

染源和传播途径提供线索。

菌株分别居丁不同的ＰＦＧＥ刑别，虽然部分菌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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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提示这两大类菌株分别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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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在致病性上也具有独特之处。目前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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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本刊统一使用“结核分枝杆菌”名称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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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枝杆菌属（Ａｄ删ｎ珊…）是一类细长或稍弯的杆茼，

因有分枝生长的趋势而得名。Ｌｃｈｍａｎｎ和Ｎ㈣ｎｎ在１８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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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词义和细菌形态学特点，我围结核病学界常常将

Ｍ砌甜￡ｅ““ｍｆ“ｋｒ叫￡ｗ曲的巾文泽名“结核分枝杆菌”和
“结核分支杆菌”混用，为此国内专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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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６０．６１

［３］曹晓慧，蒋毅，张嫒嫒，等１３个ＶＮＴＲ位点用于１１３株结桉分

名称”］。而《中华流行病学杂志》（本刊）仍在混用“结核分枝

支杆菌的基因分型研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６，２７（８）：７０５

杆菌”名称．如曹晓慧等”使用的是“结核分支杆菌”，刘忠泉

７０８

和张宗德”１使用的足“结核分枝杆菌”。由于同一杂志采州

【４ Ｊ刘忠泉，张宗德结核分枝杆菌的复井因了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２００７．２８（６）：６１６—６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１．２２）
读者单位：０６１５００河北省南皮县人民医院椅骑科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