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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幽门螺杆菌阿莫西林耐药株缺乏青霉素
结合蛋白基因外突变特征
沈靖

邓大君

柯杨

张建中

目的研究实验室诱导的耐阿莫西林（ＡＭＯ）幽门螺杆菌（Ｈ，划ｏ“）的青霉素结合蛋

【摘要】

白基因（ｐ幼）突变情况，探讨ｐ幼基因突变与耐药性形成的关系，比较ＡＭｏ耐药菌株和敏感菌株的

蛋白表达谱，为筛选与Ｈ．纵。以耐药相关的蛋白提供线索。方法

体外诱导敏感菌株Ｈ．圳ｏｒｉ

２６６９５产生ＡＭＯ耐药，测定耐药菌株５个ＰＢＰ的全基因的点突变情况；同时运用蛋白质组学技术，
比较ＡＭｏ耐药菌株和敏感菌株的蛋白表达谱。结果

（１）体外诱导获得ＭＩｃ为８肛西ｍＩ的耐药菌１

株（ＡＭ０７），其耐药表型经一８０℃冻存或在不含ＡＭ０的培养基上多次传代后会丧失；（２）ＡＭｏ’全部
待测序列和出发菌株２６６９５相应的靶序列完全相同，未检出基因点突变等结构变异；（３）对２６６９５和

Ｈ．列ｏｒｉ

ＡＭ０‘的蛋白表达图谱进行比较发现：１１个蛋白斑点在表达量上有显著变化。结论

ＡＭｏ耐药性的形成主要是一种不稳定的表型变化，可能不是由声坳基因结构变异所致。实验中耐

药株和敏感株差异表达的蛋白在Ｈ．驯。以的耐药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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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抗生素的普遍使用，耐药性幽门螺杆菌

用平板掺入法进行药敏检测。Ｈ．缈幻“的ＡＭＯ最

（Ｈ．缈ｚｏ以）的比例越来越高’１’…。Ｈ．细ｚｏｒｉ耐药性

低抗生素抑菌浓度（ＭＩＣ）＞１肛ｇ／ｍｌ时视为耐药。

的形成往往是导致Ｈ．声ｖｚｏｒｉ清除治疗失败的主要原

本文中的ＭＩＣ均指ＭＩＣ。。。

因。研究表明Ｈ．声ｖｚｏ以的甲硝唑和克拉霉素耐药

ＡＭＯ耐药性的体外诱导∞１：取溶于ＰＢＳ的

性形成与基因点突变密切相关‘３’“。检测到的阿莫

ＡＭｏ掺人到培养基中，制成不同浓度的抗性平板。

西林（ＡＭｏ）耐药率较低，对其耐药机制的研究极

以Ｈ．列ｏｒｉ ２６６９５为出发菌，将１０９ＣＦＵ抽ｌ的稀释

少ｂ培。，尤其与包含ＡＭＯ方案的临床Ｈ．剐。一根除

菌液１００肛ｌ接种于含ＡＭｏ ０．０１肛ｇ／ｍｌ的平板上，经

治疗中的根除率明显下降无合理解释。有报道耐药

抗性平板连续３次或３次以上传代后，将Ｈ．缈ｚｏ，．ｉ

菌株中未检测到｜３一内酰胺酶活性，其耐药性形成可

分为三部分：一部分保存于一８０℃，复苏后再传至相

能与青霉素结合蛋白（ＰＢＰ）变化有关∞，８｜。本研究

同浓度的抗性平板上；一部分在不含ＡＭＯ的。平

通过体外诱导敏感菌株产生ＡＭＯ耐药株，测定耐

板上连续传代３次，再传至相同浓度的抗性平板上；

药菌株ＰＢＰ全长编码基因的点突变情况，研究∞ｐ

其余传至更高浓度的抗性平板。

基因突变与耐药性形成的关系；并利用双向电泳和

（２）ＰＣＲ扩增加ｐ基因：采用酚：氯仿法抽提

蛋白质组学技术比较出发菌和诱导耐药菌的蛋白表

Ｈ．缈ｚｏ一染色体ＤＮＡ∽１。以Ｈ．声∥Ｄｒｉ ２６６９５染色

达谱，对Ｈ．彤。ｒｉ的ＡＭＯ耐药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体ＤＮＡ为模板，设计１３对引物（表１），分别扩增耐
药菌株的ＨＰ０５９７、ＨＰｌ５６５、ＨＰｌ５４２、ＨＰｌ５５６、

材料与方法

ＨＰ０１６０等基因，其中ＨＰ０５９７编码ＰＢＰｌ；ＨＰｌ５６５
１．材料：

编码ＰＢＰ２；ＨＰｌ５４２编码ＰＢＰ４；ＨＰｌ５５６编码ＰＢＰ

（１）菌株来源：国际标准菌株Ｈ．劬幻ｒｉ

２６６９５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为ＰＢＰ，本文编号为ＰＢＰ３），可在基因

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中

组数据库（ＴＩＧＲ

国Ｈ．剐ｏｒｉ菌株库）。

ＨＰ０１６０来自文献［１１］，编码一种新的ＰＢＰ（本文编

（２）主要试剂和仪器：Ｈ．列。疵专用培养基（哥伦

ｇｅｎｏｍｅ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中查到Ｈ ０｜；

号为ＰＢＰ５）。以Ｈ．缈ｚｏ疵２６６９５的ＤＮＡ为阳性对

比亚琼脂）及抗生素（Ｏｘｏｉｄ公司）、阿莫西林（—州Ｏ，

照，ＰＣＲ循环：９５℃５ ｍｉｎ—，（９５℃１

中国药品及生物制品检定所）、ＤＮＡ合成酶（声亿酶，

１ ｍｉｎ；７２℃１

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３—３一胆酰胺基丙基

ＰＣＲ产物经２％琼脂糖电泳鉴定扩增效果。

ｍｉｎ；Ｔｍ

ｍｉｎ）×３５个循环—，７２℃１０ ｍｉｎ。

二甲氨基丙磺酸盐（ＣＨＡＰＳ）、尿素、硫脲、二硫苏糖

（３）ＤＨＰＬＣ法测定耐药菌株加ｐ基因靶片段

醇、丙烯酰胺、Ｎ，Ｎ７一亚甲基双丙烯酰胺、三氟乙酸、胰

的点突变：将出发菌株与耐药菌株的同一目的片段

蛋白酶（蛋白组学纯，经甲苯磺酰苯丙氨酰氯甲酮处

ＰＣＲ产物等摩尔浓度混合，与各自混合前ＰＣＲ产

理）（Ｓｉｇｍａ公司）、固相ｐＨ梯度预制胶条（ｐＨ值３～１０

物同时进行变性和复性处理。程序为：９５℃５

ｎ－ｉｎ，

ｃｍ）、Ｉ．Ｍｗ蛋白质标准品（Ｐｈａｎｎａｃｉａ公司）、碘

９５℃一３０℃缓慢降温（一１℃／ｍｉｎ）。片段长度和点

乙酰胺（Ｆｌｕｋａ公司）、乙腈（光谱纯，Ｆｉｓｈｅｒ公司）、

突变测定通过ＤＨＰＬＣ技术在ＷＡＶＥⅢＤＮＡ片段

Ｃ１８（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公司）；Ｐ１ｎＧ２００智能型热循环仪

分析系统上完成。色谱柱为ＤＮＡＳｅｐ分析柱；采用

ＮＬ，２４

ｚｉｐＴｉｐ

（ＭＩ Ｒｅｓｅ缸ｃｈ公司）；Ｗ瓠咂１Ｍ ＤＮＡ片段分析系统

自动进样，进样量为２“ｌ ＰＣＲ产物；流动相为

（Ｄ｝Ⅱ，ＬＣ，ｍａｎＳｇｅｎｏｒｎｊｃ公司）；双向电泳系统

０．１

（ＩＰＧｐｈ矗ｒＭ等电聚焦电泳仪，垂直电泳系统，

浓度的乙腈梯度洗脱，梯度由控制软件ｗＡＶＥ

Ｐｏｗｅｄ∞ｋⅢ图像扫描仪，２一Ｄ Ｉｍａｇｅ ＭａＳｔｅｒ凝胶图像

Ｍａｋｅｒ ４．０根据待测核苷酸序列自动生成，流速

分析软件）（Ｐｈａｍｌａｃｉａ公司）；ＲｅｆｌｅｘＴＭⅢ型质谱仪

０．９

（Ｂｒｕｋｅｒ公司）。

ｍｏｌ／Ｌ Ｎ一三乙基乙酰胺（ＴＥＡＡ，色谱纯）和不同

ｍ１／ｍｉｎ；检测器为紫外检测器（２６０ ｎｍ）。
（４）测序：将耐药菌株的ＨＰ０５９７，ＨＰｌ５５６，

２．方法：

ＨＰｌ５６５，ＨＰｌ５４２，ＨＰ０１６０全部靶片段进行测序（华

（１）Ｈ．剐。以的培养及耐药菌株的诱导：采用

大基因研究中心），与Ｈ．声∥ｏ一２６６９５的标准序列

含有８％～１０％羊血的哥伦比亚琼脂培养基，抗生素
为Ｈ．缈ｚｏｒｉ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在５％０２、１０％

ＣＯ，、８５％Ｎ２的混合气体培养箱中３７℃培养７２

ｈ，

进行对照¨“。
（５）双向凝胶电泳（２一ＤＥ）：采用三氯醋酸／丙酮
沉淀法提取出发菌株和ＡＭＯ‘菌全菌蛋白，用

１６８·

空堡煎鱼痘堂壁查！！！！笙！旦箜２１鲞箜！塑

ｇ！也』堡也ｉ！堕ｉ！！！堡些！！！！ｚ！鲤！！ｙ！！！！：堕！：！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法进行蛋白定量。采用２４ ｃｍ长ｐＨ值

得到了ＭＩＣ为８肚ｇ／ｍｌ的耐药菌１株（ＡＭＯ‘）。研

ＮＬ的ＩＰＧ干胶条，经水化、第一向等电聚

究中发现：耐药菌株经一８０℃冻存后，再复苏至原抗

焦、平衡后，于１２．５％的聚丙烯酰胺凝胶上进行第二

性平板上不能存活，而在与之对照的Ｏ平板上能够

向ＳＤＳ～ＰＡＧＥ电泳，通过硝酸银染色观察结果。

存活；耐药菌株在Ｏ平板上连续传代后再传至原抗

２一ＤＥ胶经扫描后应用２一Ｄ Ｉｍａｇｅ Ｍａｓｔｅｒ软件进行图

性平板上也不能存活。

３～１０

像分析。

２．诱导耐药菌株ＡＭＯ。ＰＢＰｓ基因的点突变测

（６）胶内酶解及ＭＡＩ，ＤＩ—ＴＯＦ－ＭＳ鉴定：将目的蛋

定：在５０℃非变性条件下，出发菌２６６９５和诱导

白斑点切下，经脱色、胰蛋白酶酶解、ＺｉｐＴｉｐ Ｃ１８脱盐

ＡＭＯ。菌各自对应的１３个靶序列均为保留时间相

得到样品，送中科院化学所质谱中心进行ＭＡＩ．ＤＩ—

同的单一色谱峰。根据Ｈ．州。一２６６９５靶片段，用

ＴＯＦ＿ＭＳ分析，获得检测样品的肽指纹图谱。

ｗＡＶＥＭａｋｅｒ ４．０软件预测各个ＰＣＲ产物的部分变

（７）数据库检索：根据各肽段的Ｍ／ｚ比数据，利

性温度，在部分变性温度条件下按照点突变方式对

用ＭＳ—ＦＩＴ软件（ｈｔｔｐ：／／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ｒ．ｕｃｓｆ．ｅｄｕ），在

１３个不同片段进行测定，发现Ｈ．声ｖｚｏｒｉ ２６６９５和

ＮＣＢＩ的Ｈ．缈￡ｏ疵蛋白数据库中搜索理论上酶解肽

ＡＭｏ‘及其混合ＰＣＲ产物的各个片段ＤＨＰＬＣ色谱

段能与之相匹配的蛋白。

图完全相同（图１）。在±１℃另外２个不同的部分

结

变性温度下测定，这３种产物的色谱图仍然相同。

果

测序结果显示，ＡＭＯ。的靶序列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公布

１．ＡＭＯ耐药性的体外诱导：出发菌Ｈ．缈ｚｏ以

的出发菌株Ｈ．声∥ｏｒｉ ２６６９５的待测序列一致

２６６９５经药敏检测ＭＩｃ为０．０２ ｍ彰Ｌ，为ＡＭｏ敏感

（ＧｅｎＢａｎｋ

菌（ＡＭ０８，ＭＩＣ≥１．０ ｍｇ／Ｌ判为耐药）。经过在

ＡＥ０００６５４、ＡＥ０００６５３、ＡＥ０００６５２和ＡＥ０００５１１）‘１２１，未

ＡＭＯ抗性平板上传递４０多代，历时近６个月，最终

发现点突变等ＤＮＡ序列结构变异。

表１
基因

扩增
片段

声６ｐｌａ（１９８０ ｂｐ）ＨＰ０５９７Ｆ１

Ｎｏ．

依

次

为ＡＥ０００５７３、

扩增加ｐ基因的引物序列及退火温度（Ｔｍ）

产物大小
（ｂｐ）
５４４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引舻嚼器５赠筘

引物
Ｆｏｒｗａｒｄ：５’一ＴＧＴＧＧＣＴＡＡＡ（ｙＩ、ＧＧＡＡＧＡＡＡ一３

５８

５７

７、５８．７、５９．７

５．２３

５８

５６．５、５７．５、５８．５

５．４５

５８

５６．６、５７．６、５８

４

８６

５８

５５．１、５６．１、５７．１

４

９３

６０

５６．４、５７

４、５８．４

５．０１

６０

５７．３、５８．３、５９．３

４．７３

６０

５４

９、５５．９、５６．９

４．８２

６１

５６

９、５７．９、５８．９

４．６７

５９

５６、５７、５８

５５

５５

１、５６．１、５７．１

４．８９

５８

５６

４、５７．４、５８．４

５．０５

５９

５６

５、５７．５、５８．５

４．７４

６４

５４．３、５５．３、５６．３

４．５５

Ｒｅｖｅｒｓｅ：５’一ＣＣＡＡＣＡ从ＡＣＧＡＴＧＴＣＡＡＡＡ，３’
ＨＰ０５９７Ｆ２

８５０

Ｆｏｒｗａｒｄ：５ ７一ＡＧＴＴＴＴＧＡＣＡＴＣＧＴＴＴＴＧＴＴ一３’
Ｒｅｖｅｒｓｅ：５’一ＧＴＴＧＴＡＴＴＣＴＴＴＡＧＧＣＴＧＧＡ一３’

ＨＰ０５９７Ｆ３

６２５

Ｆｏｒｗａｒｄ：５ ７一ＴＣＣＡＧＣＣＴＡＡＡＧＡＡＴＡＣＡＡＣ一３

６

Ｒｅｖｅｒｓｅ：５’一ＧＴＴＴＧＧＧＴＡＡＣＴＡＣＧＧＡＴＡＡ一３’
ＨＰ０５９７Ｆ４

３０５

Ｆｏｒｗａｒｄ：５ ７一ＡＡＡＣＧＣＣＣＴＴＴＴＣＧＧＴＣＴＡＡ一３’
Ｒｅｖｅｒｓｅ：５ ７一ＧＣＴＡＴＣＣＧＣＣＣＴＣＣＴＡＣＧＧＴ一３

ｐ６ｐ２（１７６７ ｂｐ）

ＨＰｌ５６５Ｆ１

６１７

Ｆｏｒｗａｒｄ：５ ７一ＡＡＡＴＡＣＡＧＣＡＡＧＣＣＴＡＡＡＴＣＴＣ一３’
Ｒｅｖｅｒｓｅ：５ ７一ＧＧＴＴＣＴＡＧＣＣＴＡＣＡＣＧＧＧＡＣ一３’

ＨＰｌ５６５Ｆ２

７２０

Ｆｏｒｗａｒｄ：５’一ＧＣＣＣＧＴＡＧＣＡＡＴＧＡＧＴＣＣＣＧ一３
Ｒｅｖｅｒｓｅ：５’一ＣＡＡＧＡＡＴＴＡＧＣＣＡＣＣＴＴＡＧＡＡＧＴＡ一３’

ＨＰｌ ５６５Ｆ３

７４１

Ｆｏｒｗａｒｄ：５’一ＴＴＧＧＴＧＣＴＴＧＧＣＡＧＣＡＣＴＡＣ一３’
Ｒｅｖｅｒｓｅ：５’一ＡＡＡＡＴＡＣＴＣＧＧＣＴＴＴＣＴＣＧＣ一３’

ｐ６ｐ３（１８４８ ｂｐ）

ＨＰｌ５５６Ｆ１

７５７

Ｆｏｒｗａｒｄ：５’一ＡＧＴＴＴＧＧＧＴＴＧＡＡＡＡＧＡＧＣ（＞３’
Ｒｅｖｅｒｓｅ：５’一ＡＡＡＧＣＣＧＴＴＧＴＧＧＡＡＧＡＣＡＴ＋３

ＨＰｌ５５６Ｆ２

８２２

Ｆｏｒｗａｒｄ：５’一ＧＣＴＡＡＴＧＡＣＴＴＧＡＡＡＧＧＴＧＧ一３’

５．０７

Ｒｅｖｅｒｓｅ：５‘一ＣＡＡＡＡＴＧＧＣＡＴＡＡＧＡＡＣＡＧＧ一３’
ＨＰｌ５５６Ｆ３

８１５

Ｆｏｒｗａｒｄ：５。一ＧＣＴＣＡ

Ａ

ＡＴＡＣＡＣＣＴＣＡＴＡＧＣＣ一３

Ｒｅｖｅｒｓｅ：５’一ＴＣＴＣＡＴＧＣＧＴＴＧＴＧＡＡＡＡＴＣ．３

声印４（４１１ ｂｐ）

ＨＰｌ５４２

５７７

Ｆｏｒｗａｒｄ：５’一ＣＴＣＴＡＴＡＡＡＧＧＣＴＧＧＡＴＴＧＧＡ一３
Ｒｅｖｅｒｓｅ：５’一ＴＧＧＴＡＡＴＡＣＡＧＧＧＡＴＧＡＧＣＡＣ一３

声６ｐ５（９２１ ｂｐ）

ＨＰ０１６０Ｆ１

７２５

Ｆｏｒｗａｒｄ：５’一ＴＡＧＡＴＴＧＧＧＧＴＴＴＴＡＣＴＧＡＴＴ

３’

Ｒｅｖｅｒｓｅ：５’ＴＴＴＧＡＣＡＴＣＣＡＴＡＣＣＧＡＣＴＴ一３’
ＨＰ０１６０Ｆ２

５１２

Ｆｏｒｗａｒｄ：５ ７一ＧＡＡＡＧＡＣＧＧＡＧＣＧＡＧＴＴＧＴＧ一３’
Ｒｅｖｅｒｓｅ：５

７一ＧＧＧＡＴＴＴＣＴＧＣＴＴＧＧＧＴＧＧＴ一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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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声坳基因１３个ＰＣＲ产物在部分变性温度下测定的ＤＨＰＬＣ色谱图

３．出发菌２６６９５和ＡＭＯ‘菌全菌蛋白差异表达

比较，发现１１个蛋白斑点在表达量上有显著变化，

图谱：在出发菌２６６９５和诱导的ＡＭＯ‘菌蛋白质的

各斑点的ｐＩ、ＭＷ和相对含量见表２。图３是部分

双向电泳图谱中（图２），大部分蛋白斑点集中在ｐｌ

差异表达蛋白点的放大图，其中１个蛋白斑点（Ｓｐｏｔ

４～９．５、相对分子质量（Ｍ，）１０×１０３～１００×１０３范

３）在ＡＭＯ‘中的表达量是２６６９５中的３．３倍，２个

围内。经２一Ｄ Ｉｍａｇｅ Ｍａｓｔｅｒ软件分析平均每块２一ＤＥ

蛋白斑点（Ｓｐｏｔ １和Ｓｐｏｔ ２）只在触ⅥＯ‘中表达，而

胶上可检测到１１３４个蛋白斑点，蛋白斑点的ｐＩ和

在２６６９５中未检出；８个蛋白斑点（Ｓｐｏｔ ４～１１）在

分子质量（Ｍｗ）根据１８个已知蛋白的ｐＩ和Ｍｗ来

２６６９５中的表达量高于ＡＭＯ‘，分尉是前者的２．３～

确定。从培养和提取全菌蛋白到进行２一ＤＥ，每株细

１４．２倍不等。

菌各重复测定２～３次。

表２

出发菌和诱导菌中差异表达的蛋白

错（掣潞）淼）蛋白名称
序号（Ｍ，×１０３）（２６６９５／ＡＭ口）

８００”、

３个差别显著的蛋白斑点经胰蛋白酶进行胶内

酶解，用ＭＡＬＤＩ—ＴｏＦ—ＭＳ对抽提的酶解片段做精
确的分子质量测定，获得这些蛋白的肽指纹图谱（图
４）。根据各肽段的Ｍ／ｚ比数据，利用ＭＳ—ＦＩ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在ＮＣＢＩ的Ｈ．声ｙ幻，．ｉ蛋白数据库中搜索
理论上酶解肽段能与之相匹配的蛋白，搜索结果如
下：Ｓｐｏｔ １为推断蛋白，由ＨＰ０２０５编码；Ｓｐｏｔ ２为
核酸外切酶Ⅶ的大亚单位，由ＨＰ０２５９编码；Ｓｐｏｔ

４

为氨肽酶，由ＨＰ０５７０编码。其余的８个蛋白斑点
中有２个（Ｓｐｏｔ ５和Ｓｐｏｔ ６）可以从ｈｔｔｐ：／／ｗｗｗ．
注：Ａ：２６６９５；Ｂ：ＡＭ口；图中的数字对应于表２中的蛋白点序号
图２

Ｈ－加以全菌蛋白双向电泳银染图谱

对出发菌２６６９５和耐药菌ＡＭｏ‘蛋白２一ＤＥ谱

ｍｐｉｉｂ－ｂｅｒｌ；ｎ．ｍｐｇ，ｄｅ／２Ｄ—ＰＡＧＥ／的Ｈ．声影。疵２６６９５
双向电泳图谱中查到相对应的并已鉴定的结果：
Ｓｐｏｔ

５为硫氧还蛋白，由ＨＰ０８２４编码；Ｓｐｏｔ ６为无

史堡逾堑疸堂苤查！！！！生！旦箜三生鲞笠三鱼Ｌ堕上里型曼旦堂－垦堑坚型三鲤删兰生型
讨

机焦磷酸酶，由ＨＰ０６２０编码。

论

目前Ｈ．缈幻以的耐药问题日趋严重，临床上对
甲硝唑和克拉霉素耐药的病例多改用含ＡＭＯ的方
案，虽然ＡＭｏ的耐药性仅有少数报道，但正象肺炎
链球菌对该药由多年前的缺乏耐药性到如今的敏感

性下降一样，Ｈ．缈￡。ｒｉ对ＡＭＯ的耐药性存在着潜
在的危险，而近年来对包含ＡＭ０方案的临床
Ｈ．力ｖＺｏｒｉ根除治疗中的根除率明显下降也引起了
广泛关注，因此探讨ＡＭＯ的耐药机制很有必要。

曾经有国外学者尝试诱导Ｈ．列ｏｒｉ敏感菌株
产生ＡＭＯ耐药未成功的报道ｍ川。我们在实验中

发现，体外诱导Ｈ．缈￡ｏ以敏感菌株产生对ＡＭｏ的
耐药性的确非常困难。本研究用Ｈ．缈Ｚｏ以２６６９５
和Ｊ９９进行尝试，耗时近６个月才获得２６６９５的
ＡＭＯｒ。这与ＤｅＬｏｎｅｙ和ＳｃＨｌｌｅｒ‘５ ３同Ｐａｕｌ等旧１的

报道结果相似。我们同样用Ｈ．缈ｚｏ“２６６９５作为
出发菌株，诱导对克拉霉素的耐药株，达到ＭＩＣ
５．０

ｍｇ／Ｌ仅需约２０ ｄ。该结果说明，Ｈ．夕ｙｚｏｒｉ客观

上不易产生ＡＭＯ耐药。
我们诱导的ＡＭｏ‘菌，与Ｄｏｒｅ等哺１和Ｈａｎ
等ｎ５ ３报道的临床耐药菌株一过性ＡＭＯ耐药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一样，其耐药表型经一８０℃冻

存或在不含ＡＭｏ的平板上连续多次传代后丧失。
但ＤｅＬｏｎｅｙ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５１同Ｐａｕｌ等‘８ ３报道的实验室

诱导耐药菌株的耐药性非常稳定，也许ＡＭｏ耐药
在不同菌株涉及至少两种不同的机制，分别在不同
的情况下激活，致使分别产生稳定的和不稳定的耐

药性。ＡＭｏ耐药存在不稳定提示我们：Ｈ·圳ｏｒｉ
对ＡＭｏ的耐药很可能只是一种表型变化雨非基因
型改变，进行间隙性多疗程用药可有效克服ＡＭＯ
注：Ａ：２６６９５；Ｂ：ＡＭｏ。
图３

部分差异表达蛋白点放大图

耐药性形成对疗效的影响。临床上ＡＭ０。菌检出
率比甲硝唑和克拉霉素的耐药菌要低得多，这可能
与它的耐药表型相对不易形成和形成后不稳定有
关。一般情况下，从现场取来的胃活检标本都要在

冻存条件下运回实验室进行Ｈ．彬。疵的分离、堵

童

养、鉴定和药敏检测，ＡＭｏ耐药性有可能随着冻存

鬟

和传代而丧失，这样得到的ＡＭＯ耐药率很可能不

莨
鼎

能反映真实的耐药情况。
ＤＨＰＬＣ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快速检测点突变
或单核苷酸多态性的新技术ｎ ６｜。本实验中，
质持比（Ｍ，ｚ）
图４

Ｓｐｏｔ

４的肽质量指纹图谱

Ｈ．由ｖ￡ｏ以２６６９５和ＡＭ０１的ｐ幼基因的ＰＣＲ产物
在５０℃条件下进行ＤＮＡ长度测定时，二者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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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序列保留时间相同，说明它们的核苷酸长度相同，

在ＡＭＯ‘中表达，编码的是参与各类细胞活动的

耐药菌株的靶序列未发生明显的插入或缺失突变。

ＡＴＰ酶的ＡＡ Ａ－超家族，这些细胞活动包括膜的融

在部分变性温度检测条件下，Ｈ．声彬。疵２６６９５和

合、蛋白质水解和ＤＮＡ复制等。该蛋白可能通过

ＡＭＯ。的待测序列的保留时间和峰型一致，二者杂

促进耐药菌胞膜的融合，降低膜的通透性，减少药物

交后的保留时间和峰型与杂交前相比没有变化，说

吸收，从而导致耐药；Ｓｐｏｔ ２为核酸外切酶Ⅶ的大亚

明ＡＭＯ’的矽ｐ的全部１３个片段均未发生点突

单位，由ＨＰ０２５９编码。８个蛋白斑点（Ｓｐｏｔ ４～１１）

变。测序结果也显示：耐药菌株和出发菌株的待测

在ＡＭＯ‘中的表达量明显下调（表２和图２）。

序列相同，未检出基因点突变等结构变异，说明

Ｓｐｏｔ

４为亮氨酰氨肽酶，由ＨＰ０５７０编码；Ｓｐｏｔ ５和

ＤＨＰＬＣ可部分替代测序，用于高通量的基因点突变

Ｓｐｏｔ

８为硫氧还蛋白（ｔｒｘＡ），由ＨＰ０８２４编码；

分析等。综合以上研究结果，认为本实验中

Ｓｐｏｔ

６为无机焦磷酸酶，由ＨＰ０６２０编码；Ｓｐｏｔ ７是

Ｈ．缈ｚｏ以阿莫西林耐药性的形成不是由加声基因

ＨＰ０６９７的预测编码区，可能与丙酮代谢有关；

突变所致。

Ｓｐｏｔ

９是由ＨＰｌｌｌ８编码的７一谷氨酰转肽酶（ｇｇｔ）；

Ｓｐｏｔ

１０为由ＨＰｌ２０３编码的转录终止因子ＮｕｓＧ；利

一般情况下细菌对青霉素类的耐药性是通过以

下几条途径实现的：①产生８一内酰胺酶，破坏此类抗

用Ｅｘｐａｓｙ搜索引擎在ＳｗＩＳＳ一２ＤＰＡＧＥ数据库中未

生素的１３一内酰胺环，使抗生素失活¨引；②改变细菌

检索到Ｓｐｏｔ ３和Ｓｐｏｔ １１，为未知蛋白（表２）。上述

外膜蛋白，降低膜通透性，减少药物吸收ｎ ８Ｉ；③染色

差异表达的蛋白究竟在ＡＭＯ的耐药中起着怎样的

体介导改变此类抗生素的作用靶点一ＰＢＰ。ＰＢＰ的

作用，它们在耐药菌和敏感菌中的表达差异与耐药

改变包括结构和数量的变化，例如与药物亲和力降

性形成是一种因果关系还是一种伴随现象，有待进

低，产生缓慢结合的ＰＢＰｓ，出现诱导性ＰＢＰｓ等儿９Ｉ。

一步研究。

尽管在已经测序的两株Ｈ．缈幻以的基因组中发现

参

考

献

文

有Ｂ一内酰胺酶样的基因存在旧０｜，目前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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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黑热病一例报道
路宝川

段明友

患者，男，１４岁，维吾尔族。因“间断发热，腹胀半年，加

ＩｇＭ

２．３１

ｄ Ｌ．类风湿因子８９．３０ Ｕ／ｍｌ，抗Ｏ

３

ＩＵ／ｍｌ，补体

重５ ｄ，＇入吐哈石油医院。患者于人院前半年元诱因出现发

Ｃ３、Ｃ４正常，血沉１３７ ｍｍ／ｈ，自身抗体检测均正常。骨髓穿

热，无明显规律性，未测体温，可自行缓解，腹胀，无寒颤，未

刺涂片显示有核细胞增生活跃，网状巨噬细胞内有大量利什

诊治；于入院５ ｄ前出现发热加重，最高体温达３９．９℃，伴有

曼原虫无鞭毛体。腹部Ｂ超检查肝增大，巨脾；诊断为黑热

寒战、乏力、纳差、头晕、腹痛、咳嗽、咳痰；曾于多家医院就

病。治疗给予葡萄糖酸锑钠静脉滴注１．２ ｇ／ｄ，连用６ ｄ；重组

诊，给予对症治疗后，效果不明显；于２００７年１月２９日转入

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升高白细胞治疗；２周后患者症状缓

我院。自发病以来体力下降，体重减约３妇。入院后详细询

解，病情好转后出院。随访１个月后血常规正常，１０个月后

问病史，患者于８个月前在野外捕获一只野生小黄羚，并与

患者肝脾回缩至正常。

其同吃同住，形影不离。查体：体温３８．９℃，呼吸２０次／ｍｉｎ，

黑热病是由杜氏利什曼原虫引起的慢性地方性传染病，

Ｈｇ（１ ｍｍ Ｈｇ＝

由白蛉通过叮咬人体传播。该病具有地区特点，近年来我国

ｋＰａ）。发育、营养中等，中度贫血貌，全身未触及肿大

陕西、山西、河北等省有少数散发病例；新疆、甘肃、四川等省

淋巴结，咽部轻度充血，胸骨无压痛，心肺听诊无异常，腹部

（自治区）发病率明显回升。临床特点为长期不规则发热、消

膨隆，无腹壁静脉曲张，肝上界位于右锁骨中线第６肋问，肝

瘦、贫血，肝脾进行性肿大及全血细胞减少，可在肝、脾、淋巴

右肋下５ ｃｍ，质中，触痛阳性，叩击痛阳性，巨脾（Ｉ线８ ｃｍ，

结及骨髓中找到病原体，其中骨髓穿刺是最安全可靠的确诊

Ⅱ线２０ ｃｍ，Ⅲ线３ ｃｍ），神经系统体查无异常。实验室检

检查方法，阳性率８０％～９０％。本例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

查：血常规示：ｗＢｃ ２．７×１０９／Ｌ，ＬＹＭ

６６．８％，ＧＲＮ ２４．５％，

贫血、肝脾肿大、全血细胞减少，骨髓检查找到利杜体；在给

ｇ／Ｌ，ＰＬＴ １４９×１０９／Ｌ。大／Ｊ、便

予葡萄糖酸锑钠治疗后，患者症状迅速缓解。该患者为本地

常规正常；肝功能总蛋白１０４．７ ｇ／Ｌ，自蛋白２６．５ ｇ／Ｌ、球蛋白

区建国以来第一例黑热病病例，提示对于类似长期不规则发

ｇ／Ｌ，两种蛋白比值０．３４，肝功能转氨酶及血清胆红素均

热的患者，应详细询问病史，在排除一般的发热性疾病时，应

脉搏９２次／ｍｉｎ，血压１２０／８０
０．１３３

ＲＢＣ

７８．２

２．６８×１０”／Ｌ，ＨＧＢ

６４

ｍｍ

正常；ｃ一反应蛋白１７．１０ ｍｄＬ，ＩｇＧ ３．１１∥Ｌ，ＩｇＡ

１．４７

ｄＬ，

怀疑黑热病的可能，以免漏诊、误诊。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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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尹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