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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散发猪链球菌病 临床分离株
存在８９Ｋ候选致病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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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浙江省临床分离猪链球菌血清２型（ｇｂ－＇２）菌株进行８９Ｋ候选致病岛检测。

用多种特异性引物进行ＰＣＲ扩增检测，同时对８９Ｋ的３个扩增片段进行测序，并结合有关资

料进行生物信息学和流行病学分析。结果

８株ＳＳ２菌株，均检出８９Ｋ（１＆２）、８９Ｋ（３＆４）、８９Ｋ

（５＆６）候选致病岛特异片段和种特异性１６Ｓ ｒＤＮＡ、ｃｐｓ２Ｊ、ｍｒｐ毒力基因，和１９９８年江苏省暴发疫情
的菌株结果一致。ＺＪ０５０１号ＳＳ２分离株８９Ｋ候选致病岛的３个ＰＣＲ扩增片段序列和１９９８年江苏省
暴发疫情的菌株有９９％以上的相似性，其中编码ＤＮＡ重组蛋白的序列片段和病乳链球菌及无乳链
球菌有较高的同源性。结论近年来在浙江省临床分离ＳＳ２菌株中，存在８９Ｋ候选致病岛片段。
【关键词】猪链球菌血清２型；聚合酶链反应；８９Ｋ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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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链球菌血清２型（Ｓｓ２）是一种人畜共患病病

种致病因子引起该病及其致病机制尚未查明旧｛１，已

原菌。１９９８—２００５年江苏、四川省３次暴发急性猪

发现猪链球菌有３５个血清型阳’１引，菌株基因组的异

链球菌病疫情均由ＳＳ２引起¨。１。目前已知ＳＳ２可

源性和系统起源的多样性已有许多描述ｕ１’１２１，除了

能致病因子有荚膜多糖、溶菌酶释放蛋白、细胞外因

常见的重组元件如长重复序列和换位子之外，同一

子、溶血素等７大类多达２４种，但这些致病因子的

碱基２～１０个延伸的不规则重组也常发生¨引。最

检测尚不能明显区分引起３次暴发疫情的ＳＳ２和普

近，Ｃｈｅｎ等¨１报道，对来自链球菌中毒性休克综合

通ＳＳ２菌株¨ｊ。采用传统的生化和血清学等分型方
法，或是用现代的分子分型技术（脉冲场凝胶电泳和
多位点序列分析）、核酸基因检测等方法也难以区分
引起这三次流行的Ｓｓ２和普通ＳＳ２菌株¨剖。对何

征（ｓｔｒｐｔｏｃｏｃｃａｌ

ｔｏｘｉｃ ｓｈｏｃｋ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ＴＳＳ）临床病

例的１９９８年ＳＳ２江苏分离株（９８ＨＡＩｌｌ２）和２００５
年四川分离株（０５ＺＹＨ３３）做了全基因组序列测定。
并与已测序的欧洲病例分离株（Ｐｌ／７）比较，发现这
两个中国强毒株比欧洲株多出一段８９Ｋ序列片段，

作者单位：３１００５１杭州，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所（朱
水荣、王志刚、杨婷婷、张政、徐宝样、金大智、王复魅）。传染病防制所

该片段为外插入重组片段，并指出可能是江苏、四川

（陈恩富）；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卫生部传染病重点实验室（何

省３次流行的ＳＳ２一种重要致病因子，可能是引起

剑琴）

我国ｓＴｓｓ的关键致病岛。为此我们依据８９Ｋ序列

合成引物，对近年来浙江省散发ＳＳ２感染病例临床

３０ ｓ，７２℃６０ ｓ，７２℃５

分离株进行８９Ｋ片段的ＰＣＲ检测，发现许多ＳＳ２

阴性对照。扩增产物用１．５％琼脂糖凝胶（含ＥＢ

ｍｉｎ，３５个循环，以超纯水为

菌株中存在８９Ｋ片段。

０．５

ｍｇ／ｍ１）电泳，同时用Ｍａｒｋｅｒ（５０

ｂｐ、１００ ｂｐ

Ｍａｒｋｅｒ及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ＤＬ２０００）电泳以作对照。电

材料与方法

泳产物用ＦＲ．２００Ａ型全自动紫外与可见分析装置获

１．菌株来源及相关资料：均来自浙江省近年来

取图像。

散发猪链球菌脑膜脑炎和ＳＴＳＳ病例。本文中的８

４．测序和相似性分析：ＰＣＲ扩增小片段产物交

株ＳＳ２菌株（ＺＪ０５０１～ＺＪ０７０８）均从临床病例分离，

由华大基因研发中心测序，ＰＣＲ扩增大片段产物交

经由各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按规定送至

由上海英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克隆并测序，所得序

浙江省ＣＤＣ。疑似ＳＳ２感染病例分别来自６个县

列经ＤＮＡＳｔａｒ软件和ＤＮＡＭＡＮ软件比对、分析、

区，病例无集中，非共同暴露，无二代病例及人一人之

整理，并经ＧｅｎＢａｎｋ的ＢＬＡＳＴ软件分析相似性。

间的传播。１例出现ＳＴＳＳ症状。８株菌经生化鉴

测序结果和注释内容登录注册ＧｅｎＢａｎｋ数据库，序

定、血清学玻片凝集试验鉴定确认为ＳＳ２菌株，实

列号为：ＥＵ３５７８０４，Ｕ４４９４９９，ＥＵ５８９３３３。

验对照株分别由南京市ＣＤＣ（ＳＳ９８００２）、浙江省菌
结

种室（ＺＪ０７—１）和浙江大学［Ｓ（１１）６０３０］提供，作为有
或无８９Ｋ等片段的实验对照。

果

１．ＰＣＲ扩增：

２．主要试剂与仪器：ＴａＫａＲａ公司的ＤＮＡ提取

（１）８９Ｋ候选致病岛片段检测：８株菌株经ＰＣＲ

试剂盒、ＰＣＲ反应试剂；德国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公司的

检测，均检出８９Ｋ（１＆２）、８９Ｋ（３＆４）、８９Ｋ（５＆６）候选

Ｍａｓｔｅｒｃｙｃｌｅｒ梯度ＰＣＲ；美国Ｔｈｅｒｍｏ公司的二氧化

致病岛３个特异条带，未检出Ｐ１＆Ｐ６引物扩增条带

碳培养箱；法国梅里埃公司的ＡＰＩ．Ｓｔｒｅｐ ２０生化试

［８９Ｋ（１＆６）］，该结果与江苏对照株ＳＳ９８００２检测结

剂条；丹麦ＳＳＩ公司的ＳＳ２诊断血清。引物按照文

果一致；浙江对照株刁０７—１未检出８９Ｋ候选致病岛特

献［４］及中国ＣＤＣ提供的引物序列交由ＴａＫａＲａ公

异条带但检出Ｐ１＆Ｐ｛６引物扩增条带，而对照株丹麦

司合成，引物序列及扩增片段长度见表１。

Ｓ（Ｈ）６０３０未检出８９Ｋ候选致病岛特异条带，也未检

表１
扩增片段
８９Ｋ（１＆２）Ｐ１
Ｐ２

８９Ｋ（３＆４）Ｐ３
Ｐ４

８９Ｋ（５＆６）Ｐ５
Ｐ６

８９Ｋ（１＆６）４ Ｐ１
Ｐ６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ｃｐｓ２Ｊ

扩增
片段
大小

引物碱基序列（５’～３’）
ＣＡＣ ＧＣＡ ＴＣＴ ＣＧＴ ＡＧＡ

ＧＴＴ

ＴＧＡ

Ｃ

２．０ ｋｂ

（２）其他特异性基因检测：所有菌株（包括对照
株）种特异性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及特异性荚膜多糖基
因（ｃｐｓ２Ｊ）检测均为阳性；对照株２和３未检测出溶

ＡＧＡＴＴＧＣＧＡＧＧＣＴＴＴＴＡＧＡＴＴＧ
ＴＣＧＣＣＡＣＴＡＴＧＧＴＡＴＣＴＧｃＴＴＡ
ＧＡＴＴＧＴＧＧＡ
ＡＴＡ

Ｃ翻ＴＧＣ丁８７’劂Ｇ

ＡＡＴ ＡＧＣ ＣＣＣ ＡＴＣ

ＣＴＣ ＡＴＣ

Ａ

０．７ ｋｂ

ｋｂ

ＧＣＧＴＡＧＣＴＧＣｌｖｒＡＧＴＧ（；ｒＡＣＡＡ
ＣＡＣ

ＧＣＡ ＴＣＴ

ＣＧＴ

ＡＧＡ ＧＴＴ

ＴＧＡ Ｃ

１。５ ｋｈ

ＧＣＧＴＡＧＣＴＧｃＴｒＡＧＴＧＣＴＡＣＡＡ

翻Ｇ朋，仃二唾筋ＣＡＴＤＧ，ＡＧＡ删ｒ２９４

Ｐ８

ＧＴＡＡＧＡＴＡＣＣＧＴＣＡＡＧＴＧＡＧＡＡ

ＰＣ）ＧＴＴ ＧＡＧＴＣＣＴＴＡＴＡＣＡＣＣＴＧＴＴ

ｂｐ

２．３个特异片段测序比对：选取ＺＪ０５０１菌株
８９Ｋ候选致病岛３个特异片段的ＰＣＲ产物进行直
接或克隆测序，获得的序列经ＢＬＡＳＴ比对，结果显
示与９８ＨＡＨｌ２和０５ＺＹＨ３３株序列的相似性都在

４５９ ｂｐ

ＣＡＧＡＡＡＡＴＴＣＡＴＡＴＴＧＴＣＣＡＣＣ

Ｐ１１淑呱ＫＣＣＴＴＧＣＴＧＧＴＡＣＣＧＴＴＣ

菌酶释放相关蛋白编码基因（ｍｒｐ），其他菌株均检
出该基因（表２）。

Ｉ．０

Ｐ７

Ｐ１０

ｍｒｐ

出Ｐ１＆Ｐ；６引物扩增条带（表２及图１）。

引物序列及扩增片段长度

５３２ ｂｐ

Ｐ１２ ＡＧＴＣＴＣＴＡＣＡＧＣＴＧＴＡＧＣＴＧＧ

注：４为８９Ｋ嵌入片段插入点插入前的核酸序列

９９％以上Ｈ Ｊ。１＆２片段２０１７ ｂｐ ３株完全一致。
３＆４片段６７２ ｂｐ和９８ＨＡＨｌ２株的相同，但和
０５ＺＹＨ３３株比，有２个Ｉｎｄｅｌ突变点引起溶细胞素
Ｂ转移蛋白（ｃｙｔｏｌｙｓｉｎ

Ｂ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一个２６ａａ

３．ＤＮＡ模板制备、ＰＣＲ扩增和电泳：采用热裂

片段的改变（表３）。５＆６片段９３２ ｂｐ和９８ＨＡＨ：１２

解法制备ＤＮＡ模板。ＰＣＲ扩增总反应体系为

及０５ＺＹＨ３３株比，有５个突变点，都是Ｇ／Ａ转换

２５弘ｌ，包括Ｔａｑ酶（５ Ｕ／肛１）０．１２５

（表３），其中２个位点是异义突变，分别引起核糖体

ｂｕｆｆｅｒ（Ｍ９２＋ｆｒｅｅ）２．５耻ｌ，Ｍｅ＋１．５

ｔＬｌ，１０×ＰＣＲ

ｔＡ，ｄＮＴＰｓ ２牲ｌ，

Ｌ７／Ｌ１２蛋白（ｒｉｂｏｓｏ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Ｌ７／Ｌ１２）１６位的Ａ

上、下游引物各０．５弘ｌ，模板４ ｔＡ，用ｄｄＨ２０补足至

（非极性丙氨酸）／Ｔ（极性苏氨酸）变异和７０位的Ｖ

２５肛ｌ。反应条件为９４℃５ ｍｉｎ，９４℃３０ ｓ，５８℃

（缬氨酸）／Ｉ（异亮氨酸）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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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菌株编号

来源地区

８株疑似ＳＳ２菌株及３株ＳＳ２对照株相应基因ＰＣＲ扩增情况

临床诊断

８９Ｋ（１＆２）８９Ｋ（３＆４）８９Ｋ（５＆６）Ｐ１＆Ｐ６片段

温岭
脑膜脑炎
温岭
脑膜脑炎
温岭
脑膜脑炎
黄岩
脑膜脑炎
路桥
脑膜脑炎
东阳
脑膜脑炎
新昌
脑膜脑炎
诸暨ＳＴＳＳ
一
江苏
浙江
一
一
丹麦

ｇＪ０５０１
ＺＪ０５０２
ＺＪ０５０３
ＺＪ０５０４
ＺＪ０５０５
ＺＪ０６０６
ＺＪ０７０７
ＺＪ０７０８
ＳＳ９８００２
ＺＪ０７．１

Ｓ（１１）６０３０

＋

＋

ｍｒｉｏ

１６Ｓ ｒＤＮＡ

＋

一

十

＋

ｃｐｓ２Ｊ
＋

＋

＋

＋

一

＋

十

＋

＋

＋

一

＋

＋

＋

＋

＋

＋

一

十

＋

＋

＋

＋

＋

一

＋

＋

＋

＋

十

一

＋

＋

＋

＋

＋

＋

一

＋

＋

＋

＋

＋

＋

一

＋

＋

＋

＋

＋

＋

一

十

＋

＋

一

一

一

一

＋

＋

一

一

一

一

＋

＋

十
一

＋

＋

注：１～８：ｚＪ０５０ｌ－ＺＪ０７０８；９－１１：分别为江苏株ＳＳ９８００２、浙江株ＺＪ０７．１和丹麦株Ｓ（１１）６０３０；一：阴性对照；Ｍ：分别为５０ ｂｐ、１００ ｂｐ、
Ｍａｒｋｅｒ

ＤＮＡ ＤＬ２０００

图１

表３

８９Ｋ基因的ＰＣＲ扩增电泳图谱

８９Ｋ候选致病岛部分序列的ＳＮＰ变化特点

２６０３株在该区域有较高的同源性。

ＺＪ０５０１

一

ａ

９８ＨＡＨｌ２

一

ａ

ａ

ａ

ａ

ｇ

ａ

箜兰！堂ｊ

！

＝

！

！

！

墨

！

ｇ

ｇ

ｇ

ａ

ｇ

注：４变异位点参考ＥＵ３５７８０４，ＥＵ４４９４９９；６非编码区突变

３．ＤＮＡ整合／重组／倒位蛋白基因区域的系统

发生分析：对８９Ｋ的１＆２片段内的编码ＤＮＡ整合／
重组／倒位蛋白（ＤＮＡ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７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的８５０ ｂｐ区域进行Ｂｌａｓｔ筛选和系

统发生分析，发现猪链球菌ｇＪ０５０１株（及
９８ＨＡＨｌ２、０５ＺＹＨ３３株）和病乳链球菌
（Ｓ．ｄｙｓｇａｌａｃｔｉａｅ）及无乳链球菌（Ｓ．ａｇａｌａｃｔｉａｅ）２６０３

卜∥
１１１２

８９Ｋ中编码ＤＮＡ整合，重组／倒位蛋白８５０ ｂｐ
核酸区域的ＮＪ系统发生树分析

讨

论

株相似性为９５．６％～９５．７％，与·化脓链球菌

自１９６８年丹麦学者首次报道入感染猪链球菌

（Ｓ．ｐｙｏｇｅｎｅｓ）Ｍ１株等相似性为７９．８％～８０．６％．

导致脑膜炎病例，到２００７年止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导

和无乳链球菌ＮＥＭ３１６株相似性为７８．６％（图２）。

致超过４０９例人感染ＳＳ２的病例发生Ⅲ。ＳＳ２菌株

猪链球菌ｚＪ０５０１株和病乳链球菌及无乳链球菌

可分为强毒力株、弱毒力株和无毒力株，但从分离株

·１１１３·

表型或基因型分析，难以明确判定菌株毒力类型。

Ｌ１２蛋白１６位的～Ｔ变异，在其他链球菌的一些种

不同国家、地区研究人员应用传统或分子生物学手

类是Ｓ（极性丝氨酸）变异。这些突变引起的多肽片

段对ＳＳ２的致病因子进行大量研究，但对何种致病

段的改变、氨基酸残基的变化等变异与菌株的生物

因子引起该病及其致病机制尚未查明ｂ剖。Ｃｈｅｎ

学特性、可能导致的临床症状及流行病学特征的关

等【４１对来自中国３０株和来自欧美（荷兰、加拿大、德

系有待进一步的研究。８９Ｋ内的ＤＮＡ重组蛋白基

国）１０株Ｓｓ２分别进行８９Ｋ序列片段的检测，发现

因的亲缘分析显示，与病乳链球菌及无乳链球菌有

８９Ｋ候选致病岛仅存在于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江苏省

较高的同源性，为进一步研究起源关系提供了依据。

Ｓｓ２暴发疫情分离株及２００５年四川省Ｓｓ２暴发疫

这类含８９Ｋ候选致病岛菌株为何未在浙江省

情分离株中（均为高毒力株），而在那些来自中国的

引起暴发，在我国其他地区是否也存在，是原有菌株

低毒力株、无毒株以及来自欧洲的高毒力株、无毒株

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发生了基因突变，还是大片段重

中均未检测到。指出含８９Ｋ片段目前仅在中国ＳＳ２

组？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鉴于含有８９Ｋ

暴发疫情分离株中检测到，认为含有该片段的ＳＳ２

片段致病株已在江苏、四川省引发３次ＳＳ２暴发疫

菌株可能是导致３次在中国发生大规模ＳＴＳＳ暴发

情，导致许多病例死亡，后又在浙江省散发流行且菌

疫情的强毒力株，该片段为ＳＳ２菌株的候选致病

株出现一些基因突变迹象。可见这些菌株可能会发

岛，可作为判定菌株毒力强弱的指标。但Ｘｉｏｎｇ

生毒力水平的变化，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人群危害和

等ｎ３１依据没有８９Ｋ候选致病岛的欧洲Ｐ１１７株的全

社会经济影响，对我国公共卫生构成新的威胁，必须

基因组序列，设计许多引物ＰＣＲ扩增４０６个２．２～

引起各方面高度重视。

１０．６Ｋ的核酸片段覆盖全基因组序列，对来自１９９８
年江苏省和２００５年四川省ＳＴＳＳ暴发疫情的４个

（注：在本文作者修改此文期间．Ｌｊ等１１ ４］通过动物实验证实了
我国江苏、四川省ＳＳ２暴发疫情高致病株特有的８９Ｋ致病岛中的

＆ｚＫ／＆厶Ｒ基因是中国高致病ＳＳ２株表达完整毒力所必备的）

分离株进行ＷＧＰＳｃａｎｎｉｎｇ分析，结果所有４株菌都
产生基于欧洲Ｐ１／７株的全基因组序列期望大小的片
段，认为中国３次发生大规模ＳＴＳＳ暴发疫情的强
毒力株不存在８９Ｋ候选致病岛。但是，我们分析发
现，Ｘｉｏｎｇ等¨３ ｏ使用的引物尚不能覆盖欧洲Ｐ１／７株
的全基因组８个空档片段（共约８８５６ｎｔ），并且有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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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Ｘｉｏｎｇ ｚ，Ｗｅｉ Ｃ，Ｙａｎｇ Ｊ，ｅｔ ａ１．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ｈｏｌｅ
ｇｅｎｏ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ＳｃｉＣｈｉｎａ

［１４］ｕ Ｍ，Ｗａｎｇ

Ｃ，Ｆｅｎｇ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ｓｕｉｓ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ｆｕｌｌ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ｕｓｉｎｇ

ｗｈｏｌｅ ｇｅｎｏｍｅ ＰＣＲ

ＳｅｒＣ－Ｌｉｆｅ，２００８，５１（１）：２１．２６．
Ｙ，ｅｔ ａ１．ＳａｌＫ／ｓａｌＲ．ａ ｔｗｏ－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ｓｉｇｎａｌ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ＯＮＥ，２００８，３（５）：ｅ２０８０．
（收稿ｔｑ期：２００８．０４—０７）

ｓｕｉｓ ａｅｒｏｔｙｐｅ ２．ＰＬｏＳ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