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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建立检测流感嗜血杆菌的多重聚合酶链反应（Ｍ—ＰＣＲ）方法。方法

合成扩增

流感嗜血杆菌编码Ｐ６外膜蛋白基因的引物（Ｈｉ），鉴定流感嗜血杆菌种特异性；合成扩增流感嗜血杆
菌编码荚膜基因的引物（Ｈｉ．ｃａｐ），鉴定菌株是否具有荚膜；设计并合成６对扩增流感嗜血杆菌不同血
清型（荚膜型）编码基因的引物（Ｈｉａ～Ｈｉｆ），鉴定菌株的血清型，以其他呼吸道常见病原体菌株做对
照，应用Ｍ—ＰＣＲ方法对２００株临床分离的疑似流感嗜血杆菌菌株进行鉴定和血清分型。结果
Ｍ—ＰＣＲ方法检测流感嗜血杆菌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对照菌株应用种（Ｈｉ）、荚膜（Ｈｉ．ｃａｐ）和
荚膜型（Ｈｉａ～Ｈｉｆ）特异引物没有扩增出ＤＮＡ片段。Ｍ—ＰＣＲ方法检测ＤＮＡ的最低检测量为
０．９３５

Ｐｇ。对临床分离的２００株疑似流感嗜血杆菌鉴定，１８９株为流感嗜血杆菌，与ＡＰＩ＠ＮＨ鉴定结

果一致。其中１株具有荚膜，为ｆ血清型，与玻片凝集法鉴定结果一致。结论Ｍ—ＰＣＲ方法检测流感
嗜血杆菌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可用于流感嗜血杆菌感染病例标本的快速检测和病例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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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嗜血杆菌（Ｈｉ）感染可引起脑膜炎、肺炎、中

导致了低的检出率。流感嗜血杆菌的血清抗体检测

耳炎、咽炎等急性传染病。其检测和病例的诊断多

根据急性期和恢复期血清抗体效价的４倍升高进行

依赖于细菌的培养和对流免疫电泳方法…。由于该

判断，对于及时发现和诊断感染病例具有滞后性。

菌分离培养较为困难，临床上抗生索的广泛使用也

ＰＣＲ方法已经在许多感染性疾病的快速检测和诊
断中应用，本研究拟建立以ＰＣＲ技术为基础的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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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ＣＲ方法（Ｍ．ＰＣＲ）检测流感嗜血杆菌种特异性，检

制所（田国忠、邵祝军、朱兵清、徐丽、高源）；成都市儿童医院（张砺、

测流感嗜血杆菌是否具有荚膜，进一步鉴定菌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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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型，为临床病例的快速诊断、疾病预防控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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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出（每种ｄＮＴＰ浓度均为２．５ ｍｍ０１），ＤＮＡ模板

快速、准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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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ｇｉｎｅＰＣＲ扩增仪，ＤＹＹ．８Ｂ型稳压稳流电泳仪，
ＤＮＡ浓度测定仪（Ｅｆｆｅｎｄｏｒｆ Ｂｉｏｐｈｏｔｏｍｅｔｅｒ，ＲＳ－

灵敏性试验。将提取的菌株ＤＮＡ进行浓度测定，

２３２Ｃ）。

然后进行一系列倍数稀释，应用流感嗜血杆菌种特

３．引物设计：根据流感嗜血杆菌编码Ｐ６蛋白

异引物、流感嗜血杆菌荚膜特异引物以及６种血清

基因（ＧｅｎＢａｎｋ ＡＹ５２１６１８）、荚膜合成相关基因

型（ａ－ｆ）特异引物分别扩增所稀释的一系列浓度

（ＧｅｎＢａｎｋ ＡＦ５４９２１２，Ｚ３３３８４．３３３９４，Ｚ３７５１６）等，参

ＤＮＡ。

考有关文献旧。５１，应用ＤＮＡＳｔａｒ引物设计软件进行
引物设计。流感嗜血杆菌种特异引物参照文献［６］

７．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ＰＣＲ扩增产物：取３肛ｌ
ＰＣＲ扩增产物在１％的琼脂糖凝胶（含７ ｐｌ／１００ ｍｌ

方法；鉴定三种流感嗜血杆菌血清型（ｂ、ｄ、ｅ）特异引

ＧｏｌｄＶｉｅｗ染料）电泳（０．５×ＴＢＥ，６ ｖ／ｃｍ，

物（Ｈｉｂ、Ｈｉｄ、Ｈｉｅ）参照文献［２］方法；鉴定三种流感

６０

嗜血杆菌血清型（ａ、ｅ、ｆ）特异引物（Ｈｉａ、Ｈｉｃ、Ｈｉｆ）由

准。凝胶成像分析仪下观察并照相。

本试验设计，引物名称及序列见表１，引物合成由北

ｍｉｎ）。１００ ｂｐ

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

结

Ｍａｒｋｅｒ作分子质量标

果

京赛百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成。
４．ＰＣＲ扩增体系及条件：２５”ｌ ＰＣＲ反应体系

１．Ｍ—ＰＣＲ方法检测的特异性：用种特异性引物

中，包括：１０×缓冲液（含２０ ｍｍｏｌ／Ｌ Ｍ９２＋）２．５ ｔｄ，

（Ｈｉ）、荚膜特异性引物（Ｈｉ．ｃａｐ）和６个血清型特异

上、下游引物（１０ ｔｌｍｏｌ／Ｌ）各１ ｔｄ，４种ｄＮＴＰ混合物

引物（Ｈｉａ～Ｈｉｆ）分别对流感嗜血杆菌６个血清型

·８０８·

（ａ～ｆ）菌株、不可分型菌株和对照菌株ＤＮＡ进行

感嗜血杆菌种特异引物ＰＣＲ检测ＤＮＡ最低检测量

ＰＣＲ扩增。结果显示，流感嗜血杆菌种特异引物均

为２．５ ｐｇ，荚膜特异引物检测ＤＮＡ最低检测量为

能扩增出２７３ ｂｐ的ＤＮＡ片段（图１），１１株对照菌株

０．９３５

（副流感嗜血杆菌、脑膜炎奈瑟菌等）均未扩增出特

ＰＣＲ检测ＤＮＡ最低检测量为１．８７

Ｐｇ，电泳图谱见图４。６种血清型特异引物
Ｐｇ。

异性ＤＮＡ片段。流感嗜血杆菌荚膜特异引物扩增
６个血清型（ａ～ｆ）菌株，均能扩增出３４３ ｂｐ的ＤＮＡ
片段（图２），而不可分型流感嗜血杆菌菌株，以及副
流感嗜血杆菌等对照菌株均未扩增出特异性ＤＮＡ
片段。流感嗜血杆菌６种血清型（ａ～ｆ）特异引物扩
增所有的实验菌株，只有相应血清型的流感嗜血杆
菌菌株扩增出ＤＮＡ片段（图３），无交叉现象。６种

Ｍ：１００ ｂｐ Ｍａｒｋｅｒ；１－－９：ＰＣＲ扩增时ＤＮＡ模板的量１５

ｎｇ、

１．５ ｔａｇ、０．１５ ｎｇ、０．０１５ Ｉｌｇ、７．５ Ｐｇ、３．７５ Ｐｇ、１．８７ Ｐｇ、０．９３５

Ｐｇ、

０．４６７

血清型（ａ～ｆ）菌株ＰＣＲ扩增的ＤＮＡ片段大小见

Ｐｇ

图４

表１。

Ｍ—ＰＣＲ方法检测流感嗜血杆菌灵敏性
（荚膜引物ＰＣＲ扩增）

３．临床分离菌株的检测结果：对２００株临床分
离菌株应用流感嗜血杆菌种、荚膜和６个血清型
（ａ～ｆ）特异引物进行ＰＣＲ方法鉴定，１８９株为流感
嗜血杆菌，与Ｖ、Ｘ因子生长需求试验鉴定结果和
ＡＰＩ“ＮＨ鉴定结果一致，其中１８８株为不可分型菌

：。。耋兰：竺№。急２三竺萋膜型流感嗜血杆菌；ｎ：不可

分型流感嗜血杆菌；Ｐ：副流感嗜血杆菌

Ｍ—ＰＣＲ方法检测流感嗜血杆菌种特异性

Ｉｉｔｌ

一…’…

………

…………
株，１株具有荚膜，ＰＣＲ鉴定为ｆ型。１８９株流感嗜
…’
血杆菌ＰＣＲ血清型鉴定与血清玻片凝集法鉴定结
果一致。
讨

论

在欧美国家，自１９８７年起陆续将Ｈｉｂ偶联疫苗
纳入儿童免疫规划中，并且建立了以实验室为基础
的侵袭性流感嗜血杆菌脑膜炎主动监测。这些国家
注：同图Ｉ
图２

Ｍ．ＰＣＲ方法检测流感嗜血杆菌荚膜特异性

Ｈｉｂ偶联疫苗应用后Ｈｉｂ引起脑膜炎的发病率下降
了８０％以上＂ＪＪ。通过实验室主动监测掌握了引起

脑膜炎的流感嗜血杆菌血清型分布规律一川。Ｈｉｂ
偶联疫苗自１９９８年引进我国，目前还没有纳入儿童
免疫规划中，监测工作也处于起步阶段。因此，从主
动监测方面迫切需要完善实验室检测方法。
目前国际上检测与鉴定流感嗜血杆菌的方法主
要有，菌落的形态观察、革兰染色镜检、Ｖ和Ｘ因子
生长需求试验、溶血试验、ＰＣＲ方法检测鉴定以及
ＡＰＩ＠ＮＨ鉴定系统。玻片凝集法和ｂ型乳胶凝集法
对菌株进行血清型分型。而对分离培养阴性标本
（血液、脑脊液和下呼吸道抽出液等）的检测主要依
据革兰染色镜检和ＰＣＲ检测法。ＡＰＩ旧ＮＨ鉴定系
注：同图１

图３

Ｍ—ＰＣＲ方法检测流感嗜血杆菌血清型特异性

统被广泛应用，但只能鉴定ＡＰＩ皿ＮＨ鉴定系统内所
规定的菌种，无法鉴定分离培养无菌生长的临床标

２．Ｍ．ＰＣＲ方法检测流感嗜血杆菌的灵敏性：流

本。对血清型分类而言，玻片凝集法快速、简便，但

·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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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检测的抗血清（ａ～ｆ）存在着较高的假阳性和交
叉凝集现象阳’１ ０Ｊ。ＰＣＲ方法不仅能够检测菌株，而

【２】ＦａｌＬｓ ＴＪ。Ｃｒｏｏｋ ＤＷ，Ｂｒｏｐｈｙ ＬＮ，ｅｔ ａ１．ＰＣＲ ｆｏｒ ｃａｐｓｕｌａｒ
ｏｆ

Ｈａｅｍｏｐｈｉｌｕｓ啦廊ｗＭ．Ｊ

Ｃｔｉｎ

ｔｙｐ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４，３２（１０）：

２３８２—２３８６．

且也可以检测脑脊液、血液等体液培养阴性的标本；
不但能够鉴定流感嗜血杆菌种，鉴定流感嗜血杆菌
菌株是否具有荚膜以及菌株的血清分型，而且还能
解决由于ｂ型菌株荚膜丢失导致玻片凝集法无法鉴
定的问题晗１。随着Ｈｉｂ偶联疫苗的应用，由Ｈｉｂ菌
株感染的病例数下降，而其他血清型和不可分型菌
株感染的病例数增多【７一］，临床上抗生素的广泛使

【３］Ｓａｔｏｌａ ＳＷ，Ｓｃｈｉｒｍｅｒ ＰＬ，Ｆａｒｌｅｙ ＭＭ．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ｌｏｃｕｓ ｏｆ

ｃａｐ

ｌｏｃｕｓ

ｏｆ

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ｅ

荚膜特性以及部分血清型进行检测与鉴定。本研究
按照文献提供的实验方法进行菌株检测鉴定时旧。，
发现血清型ａ引物（ａｌ和ａ２）扩增ｂ型Ｈｉ菌株时，
有６００ ｂｐ的ＤＮＡ片段；采用血清型Ｃ引物（ｃｌ和
ｃ２）扩增ｂ、ｄ和ｆ型Ｈｉ菌株及脑膜炎奈瑟菌时，除ｂ
ｂｐ

ＤＮＡ片段；而使

ｐｙｒｏ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ｈｓｅ．Ｊ

ｔｙｐｅ

Ｒ，ｅｔ

ｂ

ａｎｄ

ａ１．Ａｃａｌ

ｃａｐ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ｏｃｕｓ

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ｆ
１Ｉ

Ｂａｃｔｅｒｉｏｌ，１９９９，１８１（７）：２００１－２００７．

Ｗｅｖｅｒ

Ｂ，ｖａｎ

Ａｌｐｈｅ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ｅ

ｃｈａｉｎ

ＤＮＡ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Ｍｅｄ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ｅ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ｓ

Ｈａｅ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ｂｙ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０，３３（４）：

２７１—２７６．

［７］Ａｄａｍｓ ＷＧ，Ｄｅａｒｅｒ ＫＡ。Ｃｏｃｈｉ ＳＬ，ｅｔ ａ１．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Ｈａｅ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ｅ

ｔｙｐｅ

ｂ（Ｉ－ｌｉｂ）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ｌｉｂ

ｖａｃｃｉｎｅ

ｅｒａ．ＪＡＭＡ。１９９３，２６９（２）：２２１－２２６．
［８］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９５—１９９９．ＪＡＭＡ，２００１，２８６（２４）：
３０７３—３０７４．

［９］Ｌｕｏｎｇ ＤＣ，Ｉｓｈｉｗａｄａ

Ｎ，Ｔａｋｅｄａ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ｅ

用血清型ｆ引物（ｆｌ和ｆ２）扩增ｆ型Ｈｉ菌株时，除了

ｔ－ｌａｅ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有４５０ ｂｐ的电泳条带外还有两条非特异电泳条带。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因此，我们应用ＤＮＡＳｔａｒ引物设计软件，结合已公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ｌ＇Ｉｃｅ

ｓｅｍｔｙｐｅ

ｂｉ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ｂｕｌｏｓｅ ５－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ＣＤＰ—ｒｉｂｉｔｏｌ

［６］ｖａｌｌ Ｋｅｔｅｌ ＲＪ，ｄｅ

报道【１卜１３］，但只是参考国外文献对流感嗜血杆菌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ｅ

７１（６）：３６３９．３６４４．

种敏感而特异的实验室诊断方法。ＰＣＲ方法具有

型菌株外其他菌株也有弱的２５０

Ｈａｅ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５］Ｆｏｌｌｅｎｓ Ａ，Ｖｅｉｇａ－ｄａ－Ｃｕｎｈａ Ｍ，Ｍｅｒｃｋｘ

ｅｎｃｏｄｅｓ

在我国，应用ＰＣＲ方法检测流感嗜血杆菌已有

ｆ．Ｉｎｆｅｃｔ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

ｎｏｎｅｎｅａｐｓｕｌａｔｅｄ ｂ ｃａｐｓｕｌ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Ｉｎｆｅｃｔ ｌｍｍｕｎ，２００３，

Ｈａｅ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测与鉴定流感嗜血杆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ｅ

［４］Ｓａｔｏｌａ ＳＷ，Ｓｃｈｉｒｍｅｒ ＰＬ，Ｆａｒｌｅｙ ＭＭ．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用也增加了实验室诊断上的难度，因此迫切需要一

较高的灵敏性和特异性［２’９．１０】，而被广泛的应用于检

Ｈａｅ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ｌｍｍｕｎ，２００３，７１（１２）：７２０２．７２０７．

ｔｒａｃｔ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Ｎ，ｅｌ：ａＩ．Ｓｅｒｏｔｙｐｅｓ

ｉｓｏｈ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ｈｏｋｕ Ｊ Ｅｘｐ Ｍｅｄ，２００４，２０２

（４）：２４５．２５４．
［１０］ＬａＣｌａｉｒｅ ＬＬ，Ｔｏｎｄｅｌｌａ ＭＬ，Ｂｅｓｌｌ Ｄｓ，ｅｔ ａ１．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布的流感嗜血杆菌的特征性基因，重新设计ａ、ｃ和ｆ

Ｈａｅｍｏｐｈｉｌｕｓ

血清型引物，优化了ＰＣＲ反应条件，避免了实验的

ｓｅｒｏｔｙ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ＣＲ—ｂａｓｅｄ ｃａｐｓｕｌｅ ｔｙｐｉｎｇ．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３，

假阴性和假阳性，防止了非特异扩增，同时力争使
ＰＣＲ反应条件一致，在最短的时间内对菌株做出检
测与鉴定，为临床病例的快速诊断、疾病预防控制工

ｉｎｆｌｕｅｎｚａｅ

ｓｅｒｏｔｙｐｅｓ

ｂ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ｌｉｄｅ ａｇｇｌ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４１（１）：３９３，３９６．

［１１］袁艺，卢竞，郭章溉，等．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流感嗜血杆菌．中
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１９９７，１ ７（１）：２５．２７．
ｔ１２］陈志敏，汪天林，尚世强，等．复合多聚合酶链反应技术在流感

作中流感嗜血杆菌感染的评价提供快速、特异性的

嗜血杆菌和ｂ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检测中的意义．浙江医学，

方法。该方法的结果与传统方法一致。

２００１，２３（５）：２６９．２７１．
［１３］张莉滟，张双民，吕志跃，等．广州地区患儿流感嗜血杆菌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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