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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１０限制性片段多态性分析标准方法的
建立及其在结核分枝杆菌分子分型中的应用
ＩＳ６１

Ｋｒｉｓｔｉｎ Ｋｒｅｍｅｒ

刘敬华

【摘要】

目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Ｐｏｕｒｃｅｌ

Ａｒｎｏｕｔ

Ｍｕｌｄｅｒ

刘志广

赵秀芹

万康林

建立ＩＳ６１１０限制性片段多态性分析（ＩＳ６１１０．ＲＦＬＰ）标准方法并评价该方法的分

型能力。方法采用核酸提取、ＰＣＲ、限制性内切酶分析、Ｓｏｕｔｈｅｒｎ杂交、琼脂糖凝胶电泳等技术，结
合Ｇｅｌ．Ｐｒ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３．１和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ｅｓ（Ｖｅｒｓｉｏｎ ５．０）软件，对７８株结核分枝杆菌插入序列ＩＳ６１１０．
ＲＦＬＰ进行分析。结果确定标准化的ＩＳ６１１０．ＲＦＬＰ技术，包括核酸提取、ＰＣＲ、限制性内切酶分析、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杂交、琼脂糖凝胶电泳等实验步骤及标化参数的相关数据分析软件的使用；采用该技术，将
７８株结核分枝杆菌分为７５个不同的基因型，分别归属于１１个基因簇，其中有５２株归属于同一个基
因簇，占菌株总数的６６．７％（５２／７８）。结论建电标准化的ＩＳ６１１０．ＲＦＬＰ技术方案，该方法具有很强
的基因分型和株水平鉴定能力。可用于结核病的病原学监测。
【关键词】结核分枝杆菌；ＩＳ６１１０限制性片段多态性分析；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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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所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刘敬华、刘志广、赵秀芹、万

针，大小为２４５ ｂｐ，形成ＩＳ６１１０指纹图谱，并采用

康林）；Ｍｙｃｏｂａｅｔｅｒｉ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ｒｅｍｅｒ，Ａｒｎｏｕｔ

Ｅｎｖｉｒｏｍｅｎｔ，Ｂｉｌｔｈｏｖｅｎ，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ｏｆ Ｐｕｂｕｌｉｃ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Ｋｒｉｓｔｉｎ

Ｍｕｌｄ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Ｐｏｕｒｅｌ Ｇｅｎｏｍ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ｎｄ

ＭｉｎｉｓａｔｅＵｉｔｅｓ（ＧＰＭ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ＩＧＭ）。
Ｆｒａｎｃ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Ｐｏｕｒｅｄ）

通讯作者：万康林，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ｋｅｎｇｌｉｎ＠ｉｃｄｃ．ｃｌｌ

ＭＴＢ Ｍｔｌ４３２３和卡介苗Ｐ３．ＢＣＧ标准株为外对照，
Ｓｕｐｅｒ Ｃｏｉｌｅｄ

Ｌａｄｄｅｒ

ＤＮＡ］ＰｖｕⅡ与①Ｘ １７４ＤＮＡ］

Ｈａｅｌ］］两个核苷酸相对分子量标准为内对照，电泳
后，二次Ｓｏｕｔｈｅｒｎ杂交、显影，建立ＭＴＢ基因分型
鉴定的ＩＳ６１１０．ＲＦＬＰ。ＭＴＢ复合群ＤＮＡ指纹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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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基于临床分离株之间的拷贝数和ＩＳ６１１０染色体

水洗脱Ｌ．Ｊ培养基上生长良好的ＭＴＢ，８０℃灭菌

位置变异产生的多态性，为每一株ＭＴＢ提供了一

３０

种独特ＤＮＡ指纹图谱。ｖａｎ Ｅｍｂｄｅｎ等拉１推荐标准

加入５０肛ｌ溶菌酶（１０ ｍｇ／ｍ１），混匀，３７℃孵育过夜；

的ＩＳ６１１０．ＲＦＬＰ，并证实其有较强的ＭＴＢ菌株水平

③６５℃预热ＣＴＡＢ／ＮａＣｌ，加入７５“ｌ １０％ＳＤＳ／蛋白

鉴定能力，已广泛应用于结核病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酶Ｋ混合液（７０

领域中ｂ．１０］。但是在我国，尚没有一家实验室建立

匀，６５℃孵育１０ ｍｉｎ；④加入１００ ｇｌ

起完善的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标准操作方法，不便于在国

１００肛ｌ

际及不同实验室间对ＭＴＢ的分型及流行趋势研究

６５℃孵育１０ ｍｉｎ；⑤加入７５０ ｔＡ氯仿／异戊醇，颠倒

结果进行比较。为了探讨我国ＭＴＢ分子分型的标

混匀，１２

准化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技术及其在基因分型鉴定中的应

一离心管，加入０．６倍体积（４５０ ｕ１）异丙醇以沉淀

用，为我国结核病的病原分子监测提供基础，本研究

ＤＮＡ，一２０℃放置３０

依照ＩＳ６１１０．ＲＦＬＰ分型方法国际标准方案，采用来

⑦弃液体，用１ ｍｌ ７０％冰乙醇洗涤ＤＮＡ沉淀，

自我国安徽、湖南、广西、江苏４省（自治区）的临床

１２ ０００

分离株，对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具体操作步骤进行标准化

燥１０ ｍｉｎ左右；⑧３０

研究，验证ＩＳ６１１０．ＲＦＬＰ标准方法的分型能力，并初

存备用。

ｍｉｎ；②离心收集菌体，４００

ｔｄ

ｇｌ

ＴＥ重新悬菌后，

１０％ＳＤＳ和１０肚ｌ蛋白酶Ｋ），混
５

ｍｏｌ／Ｌ ＮａＣＩ、

ＣＴ删ＮａＣｌ，旋涡混匀至液体变为乳白色，
０００

ｄｍｉｎ离心５ ｍｉｎ；⑥将上清液移入另

ｒａｉｎ；１２ ０００

ｄｍｉｎ离心１５

ｍｉｎ；

ｄｍｉｎ离一０５ ｍｉｎ，尽量弃去管中液体，３７℃干
ｔｔｌ

ＴＥ溶解ＤＮＡ沉淀，４℃保

（２）染色体ＤＮＡ的消化：实验中酶切体系成分

步确定我国ＭＴＢ的流行特点。

包括１

材料与方法

Ｘ

ｂｕｆｆｅｒ，Ｐｖｕ ＩＩ １０ Ｕ，染色体ＤＮＡ ４．５肛ｇ，三

蒸水补足酶切体系２０肛ｌ。３７℃水浴＞１ ｈ。

１．菌株来源：ＭＴＢ标准菌株Ｍｔｌ４３２３、卡介苗

（３）消化后标本ＤＮＡ浓度的确定：０．８％琼脂

Ｐ３一ＢＣＧ由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

糖凝胶电泳（１

（ＲＩＶＭ）提供，７８株ＭＴＢ临床分离株分别来自安

压电泳２５ ｍｉｎ（６．５ Ｖ／ｃｍ），以标准菌株Ｍｔｌ４３２３为

徽省肺科医院（１０株）、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５

参照（上样量为１０弘１），根据紫外线下电泳条带的明

株）、湖南省结核病防治所（４５株）、广西壮族自治区

亮程度，确定其他菌株上样量的大小。按照上样量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１８株）。按全国结核病细菌学

的不同用三蒸水调整好酶切产物的终体积，按５倍

检验标准化规程进行分枝杆菌分离培养，菌种鉴定。

稀释比例加入ＤＮＡ样本缓冲液和内部分子质量标

２．主要试剂：蛋白酶Ｋ、ＬａｍｂｄｄＨｉｎｄｌｌｌ、ＰｈｉＸ

Ｘ

ＴＢＥ），每孔上样量为５ ｔＡ，１００ Ｖ电

准的混合液。
（４）Ｓｏｕｔｈｅｒｎ杂交凝胶的制备：准备０．８％琼脂

１７４／Ｈａｅ ｍ购自Ｂｏｅｈｒｉｎｇｅｒ生物公司；Ｓｕｐｅｒｃｏｉｌｅｄ

ｃｍ，第一

ｌａｄｄｅｒ购自ＢＲＬ生物公司，Ｈｙｂｏｎｄ Ｎ＋膜、ＥＣＬ标

糖凝胶（１×ＴＢＥ），凝胶大小为１６ ｅｍｘ

记及检测试剂盒、ＥＣＬ检测液、Ｈｙｐｅｒｆｉｌｍ ＥＣＬ购自

孔中加入５雎ｌ；ｔ－ＨｉｎｄⅢ＆ＰｈｉＸｌ７４／Ｈ如Ⅲ，其余上

Ａｍｅｒｓｈａｍ生物工程公司，ＤＮＡ胶回收试剂盒购自

样孔中加入检测标本ＤＮＡ（消化后）；１００ Ｖ电泳

ＢＢＩ公司。

５ ｍｉｎ，２０

３．菌株分型分析：采用核酸提取、ＰＣＲ、限制性
内切酶分析、Ｓｏｕｔｈｅｒｎ杂交、琼脂糖凝胶电泳等技
术¨川，结合Ｇｅｌ．Ｐｒ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ｃｍ±０．４

ｃｍ左右时停止电泳。

紫外线观察并照相（图１）。
（５）杂交前凝胶预处理：电泳结束后凝胶紫外线
照射５ ｍｉｎ，０．２５ ｍｏｌ／Ｌ ＨＣＩ浸泡胶１０ ｍｉｎ，然后蒸
馏水冲洗胶块，０．４ ｍｏｌ／Ｌ ＮａＯＨ浸泡胶２０ ｍｉｎ，再

１０．ＲＦＬＰ进行分析。
结

Ｖ电泳过夜，直到Ｍａｒｋｅｒ中２ ｋｂ的片段电

泳到距加样孑Ｌ７．０

３．１和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ｅ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５．０）软件，对７８株ＭＴＢ的插入序列
ＩＳ６１

２０

果

用蒸馏水冲洗胶块，最后再用０．４ ｍ０１］Ｌ ＮａＯＨ洗胶
．

一次，２０ ｍｉｎ，再用蒸馏水冲洗干净。

１．ＩＳ６１１０．ＲＦＬＰ标准方法的建立¨川：对７８株

（６）Ｓｏｕｔｈｅｒｎ杂交：准备２０ ｃｍ×２０ ｃｍ尼龙膜，

ＭＴＢ按照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标准操作方案进行基因分

将尼龙膜和凝胶按次序在真空转膜仪中放好，用干

型，以ＭＴＢ标准株Ｍｔｌ４３２３和卡介苗Ｐ３．ＢＣＧ为参

净的吸水纸吸干凝胶上水分，将琼脂糖凝胶封边及

照株，同时设立内对照和外对照，具体方法如下：

上样孔；倒入１０Ｘ ＳＳＰＥ到转膜仪中，以没过凝胶

（１）细菌ＤＮＡ的制备（ＣＴＡＢ法ｎ¨）：①生理盐

１

ｅｍ以上为准，２００ ｍｂａｒ转膜３０ ｍｉｎ。

·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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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加入探针量为１００ ｎｇ，４２℃杂交过夜。

（１１）杂交后洗膜：倒掉杂交液，５０ ｍｌ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ｗａｓｈ

ｂｕｆｆｅｒ（３６０ ｇ尿素、４

ｇ

ＳＤＳ、２５ ｍｌ

２０×ＳＳＣ加

三蒸水定容到Ｉ Ｌ）４２℃洗膜２０ ｒａｉｎ，再用ｐｒｉｍａｒｙ
ｗａｓｈ

ｂｕｆｆｅｒ重复洗膜一次；将膜放到一个干净的塑

料盒中，用５００ ｍｌ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ｗａｓｈ

室温洗膜５ ｍｉｎ，再用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ｂｕｆｆｅｒ（２×ｓｓｃ）

ｗａｓｈ

ｂｕｆｆｅｒ重复洗

膜一次。
（１２）检测：洗膜完毕后，将尼龙膜放到一个干净
的塑料盒中，充分混合１０ ｍｌ
注：Ｍ：Ｍａｒｋｅｒ；１：标准参照株Ｍｔｌ４３２３；２－－２１：临床分离株，其

ｒｅａｇｅｎｔ

ｌ和１０ ｍｌ

ＡＨｌｌ３，ＡＨ３１２·ＡＨ５０１＇ＡＨ５０５，ＡＨ５０６，ＡＨ５０７’

ＥＣＬ－ｄｅｔｅｅｔｉｏｎ

ＥＣ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ａｇｅｎｔ

２，将混合液

）肌Ｉｌ，。Ｊ…‘

倒人尼龙膜表面，混合液与膜作用１
网／、，ｕ儿胍仉删’ｌｍ
Ｈ ｌｎ
菌株号依Ａ次Ｈ６为４３
Ｈ
８
ＡＨ６４３ ０
ＡＨ６５３
Ａ
ＡＨ６６３
６
；
膜
０６５
ｎ
塑
ｉ
ｍ
用，¨墨‘’’ｗ、
ＪＳ００１Ａ
ＪＳ０３ ２１６ ＪＡ０８ 料
一

，

，

，

，

，

，

，

ＪＳ０９—１３０。ＪＳ２７，ＨＮ２０７４，ＨＮ２０７９，ＨＮ２１７６，ＨＮ２２２１，ＨＮ２２４７；

２２：卡介苗Ｐ３·Ｐ，ＣＧ

图１

ＭＴＢ实验菌株全基因组ＤＮＡ ｐｖｕⅡ酶切产物电泳图

将尼龙膜包好，Ｘ线曝光５—１２０ ｍｉｎ；显影、定影
，圈¨
、圆纠ｏ

（７）转膜后尼龙膜的处理：用０．４ ｍｏｌ／Ｌ的
Ｎａ０Ｈ浸湿Ｗｈａｔｍａｎｎ滤纸，将转膜完毕的尼龙膜
放到滤纸上２ ｍｉｎ；用５×ＳＳＣ洗膜１０ ｍｉｎ。
（８）探针的制备：①ＩＳ６１１０探针的制备：ＰＣＲ扩
增ＩＳ６１１０片段：ＰＣＲ扩增的引物序列为：上游引物
ＩＮＳｌ ５ ７．ＣＧＴ ＧＡＧ ＧＧＣ ＡＴＣ ＧＡＧ ＧＴＧ

游引物ＩＮＳ２
ＡＡ－３

ＧＤ３ ７，下

５ ７．ＧＣＧ ＴＡＧ ＧＣＧ ＴＣＧ ＧＴＧ ＡＣＡ

７，扩增探针长度为２４５ ｂｐ。采用５０肛ｌ Ｐ．ＣＲ反

应体系，其中包括模板ＤＮＡ

２ ｇｌ、１．５

ｍｍｏｌ／Ｌ

ＭｇＣｌ２、０．２ ｍ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上下游引物各５０ ｐｍｏｌ和
３ Ｕ Ｔａｑ
５

ＤＮＡ酶。ＰＣＲ反应条件：预变性９４℃

注：各泳道菌株与图ｌ中的各泳道相对应
图２

ｍｉｎ；循环９４℃１ ｒａｉｎ，６２℃３０ Ｓ，７２℃９０ Ｓ，共３５

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分析内对照标准分子质量

个循环；最后延伸７２℃１０ ｒａｉｎ。②ＰＣＲ产物的回

（１３）尼龙膜上探针的洗脱：置膜于６５℃洗脱液

收纯化：Ｏ．８％琼脂糖凝胶电泳将目的ＤＮＡ片段与

（０．１×ＳＳＣ和０．１％ＳＤＳ）中浸泡３０ ｒａｉｎ，即可重复

其他ＤＮＡ尽可能分开，然后用干净的手术刀割下

使用。

含所要回收ＤＮＡ的琼脂块，放入１．５ ｍｌ离心管中；

（１４）二次杂交：将探针换成ＩＳ６１１０探针，重复

然后使用ＢＢＩ公司割胶回收试剂盒回收纯化。③

（８）～（１３）的操作（图３）。注意杂交时１０ ｍｌ杂交液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探针的制备：将分子质量标准

Ｓｕｐｅｒｃｏｉｌｅｄ ｌａｄｄｅｒ（未消化）和ＰｈｉＸｌ７４／ＨａｅⅢ混合

均至终浓度５ ｎｇ／／Ａ。

中加入ＩＳ６１１０探针量为２００

ｎｇ。

（１５）相关数据的建立、软件分析：①应用Ｇｅｌ—
Ｐｒ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３．１软件确定实验菌株ＩＳ６１１０．ＲＦＬＰ电

（９）探针的标记（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探针）：用ＥＣＬ．

泳图谱；②应用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ｅｓ（Ｖｅｒｓｉｏｎ ５．０）数据库软

ｋｉｔ提供的纯水将探针按稀释到要求浓度１０ ｎｇ／弘ｌ；

件（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ｓ ＢＶＢＡ，Ｂｅｌｇｉｕｍ）进行处理，识别

９９℃５ ｒａｉｎ，冰浴２ ｒａｉｎ，加入等体积的ＤＮＡ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图像条带，建立图像和指纹数据以及菌株相应背景

ｒｅａｇｅｎｔ，混匀；加入等体积的戊二醛，涡旋混匀；３７℃

资料数据，主要包括电泳图像经统一的内对照分子

孵育１０ ｒａｉｎｏ

质量标准进行校准，标定条带位置；聚类图类型根据

（ｔｏ）杂交：４２℃预热杂交液１０ ｍｌ，将尼龙膜置

非加权配对算术平均法（ＵＰＧＭＡ）构建；不同菌株

于杂交瓶中４２℃预杂交１０ ｍｉｎ；将已标记的分子质

的电泳条带的相似性系数选用Ｄｉｃｅ系数（Ｆ值×

量标准探针加入到杂交液中混匀，１０ ｍｌ杂交缓冲液

１００％）表示，Ｆ值反映不同菌株电泳条带的相似性

·８０４·

程度，范围在０～１之间，０代表完全不相关，１代表
完全相同。

（１６）聚类分析：根据电泳条带数量及位置的不
同将实验菌株分成不同的基因型，再根据ｄｕｓｔｅｒ
ｃｕｔｏｆｆ值将实验菌株归属于不同的基因簇。
２．７８株ＭＴＢ临床分离株检测结果：经采用上
述标准方案，７８株ＭＴＢ临床分离株经

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盼法分型后呈现出很好的多态性，可
分为７５个不同的基因型，分别归属于１１个基因簇，
其中有５２株归属于同一个基因簇，占总菌株数的
６６．７％（５２／７８）。对所研究菌株进行不同地区的分
层分析，此型菌株在广西、湖南两地所占比例较高，
分别为７７．８％和７１．０％。而在安徽、江苏省只占
注：各泳道菌株与图ｌ中的各泳道相对应
图３

４０％。其他基因簇所占比例较小，其总和仅占总菌

部分ＩＳ６１ １０．ＲＦＬＰ分析结果

图４

株数的三分之一。分型结果见图４。

４个地区临床分离７８株ＭＴＢ聚类分析树状图

·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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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讨

论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ａ

Ｊ ａ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３，３ｌ：４０６．４０９．

［３］Ｋｒｉｓｈｎｓｎ ＭＹ。Ｒａｄｈ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 Ｉ，Ｊｏｓｅｐｈ ＢＶ．ｅｔ ａ１．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ｕ船

ＩＳ６１１０一ＲＦＬＰ标准方法的建立使各实验室对
ＭＴＢ分离株进行大规模的分析及与以前的图谱或
各实验室间进行比较成为可能，促进了全球范围内
对结核病大规模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并在爆发性
流行、医院感染和实验室污染调查等方面取得重大

ｏｆ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６１ １０一ＲＦＬＰ

［４］Ｃｈａｎｈａｎ ＤＳ，Ｓｈａｒｍａ ＶＤ，Ｐａｒａｓｈａｒ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ｂａｓｅｄ

ＩＳ６１ １０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Ｊ Ｍｅｄ

分型鉴别能力，并得到广泛的应用，但该方法对
ＩＳ６１１０拷贝数少或无拷贝的菌株分型能力差，难以
对这部分菌株进行株水平的鉴定。因此，人们在
ＩＳ６１１０指纹图谱标准方法的基础上又逐步研制开
发出一些新的插入序列或重复序列替代Ｉｓ６１１０作
为分型的标志物，对标准检测技术起到很好的补充。
如多位点的ＶＮＴＲ分析（ＭＬＶＡ）ｎ ２Ｉ、间隔区寡核
苷酸探针分型（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ｕ ３１、大片段多态性分
析（ＬｓＰｓ）ｕ引、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ｎ副以及采用插

Ｅ，Ｓｈａｓｈｋｉｎａ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Ｓ６１ １０

ｗｈｏｓ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ｃａ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ｂｕｔ

ｎｏｔ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Ｊ Ｅｌｉ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５，４３（３）：１２２８—１２３３．
［８］Ｅｉｌｅｒｓ ＰＨ，Ｖａｎ Ｓｏｏｌｉｎｇｅｎ Ｄ，Ｔｈｉ Ｎｇｏｃ Ｌａｎ Ｎ，ｅｔ ａ１．Ｔｒａｎ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Ｓ６１１０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ｔｍ．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４，４２（６）：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２４６１－２４６４．

【９］Ｗａｒｒｅｎ ＲＭ，ｖｆｌｎ ｄｅｒ Ｓｐ’ｕｙ ＧＤ，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Ｍ，ｅｔ ａ１．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６ｌ １０．ｂａｓｅ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Ｊ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２，４０（４）：１２７７—１２８２．

［１０］Ａｂｂａｄｉ Ｓ，Ｒａｓｈｅｄ ＨＧ，Ｍｏｒｌｏｃｋ ＧＰ，ｅｔ ａ１．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ｔｆｉ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为１１个基因簇７５个不同的基因型，株水平鉴定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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