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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分枝杆菌北京／Ｗ基因家族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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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一个世纪。由于宿主和病原菌是相互进化的，在家庭中结
核杆菌的传播方式是垂直传播，因此不同环境中菌群同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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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变化，因而可以根据人群所属地区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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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分枝杆菌是一个全球性的病原菌，全球约有１／３的

来预计其所感染的临床菌株类型。
自第一篇报道北京／ｗ基因家族的菌株在北京、蒙古地
区流行以来，随即的诸多分子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该菌株在
全球大范围传播，尤其在亚洲。在中国，这个家族的菌株呈

人受到感染，同时每年造成将近３００万例死亡。目前世界结

高水平的流行（北京市９２．０％【４】，河南省５９．１４％¨１）。在俄

核病流行主要是由几种特殊的结核分枝杆菌家族引起的，如

罗斯的发病率也很高（４５．０％～７６．０％），而在爱沙尼亚流行

北京／Ｗ基因家族、ＬＡＭ家族、Ｈａａｒｌｅｍ家族、Ｘ族群以及其

的结核分枝杆菌中北京／ｗ基因家族占１／３哺１。在马来西亚

他未定名的菌株群。北京／ｗ基因家族是结核分枝杆菌复合

半岛，结核分枝杆菌也是北京／Ｗ基因家族占主导＂Ｊ。在

群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北京／Ｗ基因家族可引起医院、社区结

Ｔｕｓｃａｎｙ的研究中发现，北京／Ｗ基因家族的菌株在这个地区

核病的暴发，同时也与耐药及结核病的治疗失败和复燃有

所占的比例呈稳定性增长ｕ ０１。第四次国际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数

关，具有很强的致病力ｕ，ｚ］。因此近年来引起人们极大的

据库（ＳＰＯＬＢＤ４）将从４１个国家收集的３９ ２９５株结核分枝杆

关注。

菌分为６２个谱系，结果表明北京／ｗ基因家族在东南亚占

１．北京／ｗ基因家族及遗传学特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

５０％…】。而报道北京／ｗ基因家族的菌株在儿童中的发病

耐多药结核分枝杆菌“ｗ”菌株在纽约被发现。“ｗ”菌株引

率不多，仅在南非开普敦的儿童结核病患者中以北京／ｗ基

起公共机构内结核病的爆发性流行，并导致许多结核病患者

因家族为主（３３．２％）¨“。

死亡。随后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也发现该菌的存在。１９９５年

北京／Ｗ基因家族的菌株在世界大范围的流行，一方面

Ｓｏｏｌｉｎｇｅｎ首次报道北京基因型菌株，因其最初是在北京

是由于２０世纪移民热潮；另外一方面可能因为其具有某种

地区的结核病患者中分离培养到优势结核分枝杆菌

特殊的分子学特征，使最初感染这个家族菌株的患者极易发

（８９．０％），被命名为北京基因家族¨Ｊ。随着分子流行病学研

病（有可能为重症结核病）和／或其获得耐药性从而使患者的

究的进展，在９０年代中后期，通过ＩＳ６１１０ ＲＦＬＰ指纹序列

治疗效果降低及治疗时间延长。

ｖａｎ

和／或多重ＰＣＲ定向检测某一特殊插入序列鉴别结核分枝杆

３．北京／ｗ基因家族的致病力：感染结核杆菌是否发病

菌，发现ｗ家族的菌株同北京基因家族的菌株拥有高度相

取决于两个方面，宿主自身的抵抗力和病原菌本身。最初人

似的ＩＳ６１１０序列，因此ｗ株被认为是北京基因家族的一员，

们认为所有临床型结核分枝杆菌的毒力和传播分布都是相

被统称为“ｗ．北京基因家族”或者“北京／ｗ基因家族叭“。
北京／ｗ基因家族是一个独特高度保守的遗传家族。拥

同的，但随着分子流行病学的发展，这个观点正在慢慢地
改变。

有以下生物学特征的菌株可以划分为北京／Ｗ基因家族¨，５】：

在动物结核杆菌感染的模型中发现，机体免疫保护性反

①属于主遗传群１［１【ａｔＧ４６３ＣＴＧ（Ｌｅｕ）和ｇｙｒＡ９５ＡＣＣ（Ｔｈｒ）］；

应是由高产量的Ｔｈｌ细胞因子和高表达的肿瘤坏死因子

②高度相似的ＩＳ６１１０ ＲＦＬＰ序列；③特征性的间隔寡型

（ＴＮＦ－ａ）以及一氧化氮合成酶（ｉＮＯＳ）控制。在感染北京／Ｗ

Ｓ００３４（即在３５～４３之间的９个间隔区中用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分

基因家族菌株的小鼠模型中发现，７．干扰素（ＩＦＮ．７）的表达

型方法中至少有３个杂交带，在直接重复序列（ＤＲ）染色体

延迟并且微弱。早期在肺上大量表达ＴＮＦ－ａ和ｉＮＯＳ，显示出

位点上拥有１～３４间隔区的缺失）；④ＮＴＦ位点至少有一个

巨噬细胞在感染早期就有活性，然而却很快失去活性，并不

特殊的ＩＳ６１１０插入，而Ｗ株在这个位点有２个ＩＳ６１１０插

能有效的刺激Ｔｈｌ细胞的活力，从而不能阻止细菌的大量增

入；⑤在ＩＳ６１１０元件起始复制区（ｏｒｉＣ）从ｄｎａＡ～ｄｎａＮ区有

殖，导致大面积组织损伤和宿主早期死亡。由此提示北京／ｗ

个特殊的Ａ１插入；⑥特殊多序列多态性（ＬｓＰ）ＲＤｌ０５缺失。

基因家族的菌株与机体免疫系统相互作用，可以导致宿主免

２．北京／ｗ基因家族的分布：该菌株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疫反应失去其保护功能¨３１。而在兔结核性脑膜炎模型中，

中期就已在中国流行哺】，并且可能在一些地区的流行至少经

感染北京／ｗ基因家族菌株的动物脑脊液（ＣＳＦ）细菌负荷量
和持续时间比感染其他菌株的兔都要高，并易扩散到其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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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如肺、肝脏、脾脏等；而且在疾病初期（３周内）就表现出严

·９４６·

重神经系统受损的疾病征象，如协调障碍、局部麻痹、四肢麻

抗痨治疗初感染这个家族菌株的患者比感染其他菌株患者

痹等¨４’１５］。由此证明北京／ｗ基因家族的菌株相对于其他菌

更易出现短暂的一过性发热现象。而疾病严重程度、药物毒

株（如Ｈ３７Ｒｖ、ＣＤＣｌ５５１等）具有更强的致病力，因而推测其

性以及对药物产生耐药性都不能解释此现象，由此推测这个

可能具有特殊的分子学特征来获得强的致病力。

家族的菌株可以引起不同的宿主反应Ⅲ】。患者的免疫反应

Ｒｅｅｄ等¨６１发现在试管实验中，北京／ｗ基因家族的一个

决定临床表现和Ｘ线胸片的结果，但Ｋｏｎｇ等幢１】报道，感染

亚群能产生一种特定的酚糖酯（ＰＧＬ），ＰＧＬ的产生受到北京

北京／ｗ基因家族菌株的患者与感染其他菌株患者的胸片并

／Ｗ基因家族菌株上的一个完整开放读码框ｐｋｓ／１区域的影

没有明显差异，却发现这个家族的菌株同胸外结核病有紧密

响。ＰＧＬ能抑制先天性免疫反应。感染后，在细菌接种量没

联系。由于人体是个复杂的机体，且成年人易并发许多其他

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分解和扰乱ＰＧＬ合成物可以引起致

的基础疾病，这为研究北京／Ｗ基因家族的致病力造成一定

病力降低，使致炎细胞因子和ＴＮＦ—ａ、ＩＬ一６、ＩＬ－１２增加，从而

的困难，而儿童多在初次感染后１２个月内发展成原发性结

不能产生足够的细菌引起感染。但产生过量的ＰＧＬ或纯化

核病，且大多为重症结核病，因此如果能在儿童结核病中研

ＰＧＬ都可抑制剂量依赖关系的巨噬细胞释放炎症介质。在

究北京／ｗ基因家族分布情况以及与临床表现的联系，将对

动物试验中发现，敲除ｐｋｓｌ５／１基因从而不能产生ＰＧＬ的北

深入了解北京／Ｗ基因家族致病力有极大帮助。

京／ｗ基因家族菌株感染兔模型中，这个菌株的毒力明显降

４．北京／Ｗ基因家族的耐药性：结核菌株耐药性同结核

低儿“。由此说明ＰＧＬ对北京／Ｗ基因家族的致病力有重要

病患者的治疗成功与否以及结核病传播有着重大的联系。

作用。

结核菌株产生耐药性主要由于治疗的不规范引起，而北京／

虽然ＰＧＬ脂类介导的免疫抑制可以间接地引起鼠和兔

Ｗ基因家族的菌株同耐药性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自２０世

的早期死亡，并且在北京／Ｗ基因家族的４个亚群（根据ＬＰＳｓ

纪９０年代初在美国纽约发现耐药“ｗ”株以来，研究人员发

可以将这个家族的菌株分为４个亚群）中均拥有完整的

现在３年里纽约出现的２６５例耐多药结核（ＭＤＲ—ＴＢ）菌株中

ｐｋｓｌ５／ｌ开放读码框Ｈ“，但是通过研究证明在所有北京／Ｗ基

属于北京／ｗ基因家族的超过９５％［２２１；在俄罗斯的耐药菌株

因家族中产生的ＰＧＬ并不是完全一致。因此ＰＧＬ可能是这

主要属于北京／ｗ基因家族和ＬＡＭ家族哺１；在世界其他地区

个家族致病力的一个因素但并不是惟一的因素¨”。在体外

也有陆续报道成年人结核病中北京／ｗ基因家族同结核菌耐

有氧培养实验中，和脂类产生相比，北京／ｗ基因家族的菌株

药性有关。在南非开普敦进行的儿童结核病调查中发现，感

蓄积了大量的ＴＧ，ＴＧ的蓄积和Ｒｖ３１３０ｃ的增量调节是一致

染北京／Ｗ基因家族和Ｈａａｒｌｅｍ家族比感染其他菌株的儿童

的。Ｒｖ３１３０ｅ的产物即ＴＧ合成酶。Ｒｖ３１３０ｃ是ＤＯＳＲ控制

结核病更易发展为耐药性结核病。并且北京／Ｗ基因家族亚

调节子的一员，并且这个调节子的几个成员在所有北京／Ｗ

群２２０已被证实为耐药菌株¨“。

基因家族中都是正调节。ＤＯＳＲ调节子正调节可能使这个

由于北京／ｗ基因家族同耐药性联系紧密，因此这个家

基因家族成员比其他杆菌在低氧／无氧环境中具有选择

族的菌株可能具有特殊的生物学特征从而比其他的菌株更

优势‘１引。
卡介苗（ＢｅＧ）是目前惟一预防结核病有一定作用的减

易获得耐药性。ｋａｔＧ３１５基因的变异同获得耐药性有关，北
京／Ｗ基因家族耐异烟肼（ＩＮＨ）菌株中ｋａｔＧ基因发生的

毒活疫苗。ＢＣＧ对于儿童播散性结核病以及结核性脑膜炎

Ｓ３１５Ｔ（妒Ｌｅｕ）突变频率十分高晗３’…，可以部分地解释这

有一定作用，然而其在成年人肺结核病中的作用却不确定，

个家族的菌株同耐多药（ＭＤＲ）的关系。而在耐利福平

尽管可以用接种个体的遗传变异性以及不同的结核病环境

（ＲＭＰ）上则颇有争议，Ｊｉａｏ等睢５１发现北京／ｗ基因家族的菌

来解释，但是对于不同致病力菌株引起的结核病ＢＣＧ作用

株在ｒｐｏＢ基因上发生的变异明显高于非北京／ｗ基因家族

不同。动物模型显示，ＢＣＧ对感染ＨＮ８７８菌株（属于北京，

的菌株（分别为７７．０％和２８．０％）；在我国的一篇报道中基本

Ｗ基因家族）兔的保护作用明显减弱，并且不能有效阻止结

上持平（分别为５２．０％和５０．０％）；而在韩国的报道中则正好

核菌株向肝脏和脾脏的扩散“副。而Ａｎｈ等口妇在越南地区的

相反（分别为４１．０％和６６．０％），这有可能是ｒｐｏＢ基因的多

研究也发现这个家族的菌株更易感染接种ＢＣＧ的人群。虽

态性与地理差异有关，和／或与收集菌株的量有关Ⅲ】。在其

然经过校正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是由于北京／Ｗ基因家

他的报道中显示，在耐多药北京／ｗ基因家族的菌株中可发

族的菌株在东南亚是优势菌株，并且Ｂ０３在东南亚普遍推

现ｍｕｔＴ２、ｍｕｔＴ４、ｏｇｔ位点的突变，而在其他的非北京／Ｗ

广，因此人们推测ＢＣＧ可能就是使北京／ｗ基因家族遗传表

基因家族耐多药菌株中却不曾发现ｍ１。这些检测到的特殊

型发生突变的一个选择压力。从而导致这个家族的菌株成为

突变频率可以反映随机突变和后来的克隆扩增结果，或者是

该地区的优势菌株。

某个基因家族可能在所谓的突变热点特定位点上优先发生

虽然动物模型中北京／Ｗ基因家族的菌株与其他菌株相

耐药突变，包括在ＤＮＡ修复中的基因独特多态现象。

比具有更强的毒性，但是人体感染结核菌的遗传变异性对致

但是在耐药性上北京／ｗ基因家族的菌株显示出不均一

病力的作用至今仍不清楚。研究显示，感染北京／ｗ基因家

性。在香港发现这个家族的菌株比其他菌株更不易发展为

族菌株和感染其他结核菌患者的病情没有明显区别，但是在

耐药菌株¨】。而在我国最近的一篇文献中报道，在耐多药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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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中北京／Ｗ基因家族占９２．０％【２引。这可能因为北京／Ｗ基
因家族并不是一个完全同种的家族，如正ａｒＧ基因中的烟酰
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的变异（ＡＧＡ－－·ＡＣＡ，Ｓｅｒ＋Ｔｈｒ）在Ｗ株及
其后代来说是独一无二的…，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其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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