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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芯片在传染病诊断及流行病学研究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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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或表达序列标签（ＥＳＴ），理想的探针长度为３００～８００

ｂｐ。

在基因表达研究中使用的ｍＲＮＡ样品被反转录成为ｃＤＮＡ，
并在反转录过程或随后的实验步骤中进行标记。实验组和
对照组样本使用不同的荧光染料进行标记，通常是Ｃｙ５（红
色）和ｃｙ３（绿色）。然后将标记的两组靶标分子混合后与固
定在玻片上的探针分子进行特异性杂交。扫描后分别获得
对应于每个探针分子形成的各点红、绿荧光信号，信号强度

传染病具有暴发突然、传播迅速、传播范围广泛和不明

与每个待测基因在两种样本中的表达量成正比。如果芯片

原因暴发等特点，应用传统诊断和流行病学方法难以做到迅

实验不要求高密度和双色标记，也可以将探针分子固定在尼

速有效的应急处置。基因芯片因其高通量、快速、灵敏、特异

龙膜而不是玻片上，并利用放射性同佗素进行标记。

和简便的特点，在传染病诊断和鉴别诊断、病原生物遗传多

寡核苷酸即可以预先合成后点制于载体表面，也可以直

样性分析、菌株溯源以及进化等方面广泛应用，为传染病预

接在固相载体表面原位合成，二者均不需要对寡核苷酸进行

防和控制提供了重要保障。本文对基因芯片在传染病诊断

固定乜】。寡核苷酸探针通常长为２０～７０ ｂｐ，而不是一个基

和分子流行病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加以综述。

因的完整长度，因此可以针对每个基因设计多个探针分子，

１．基因芯片技术概述：

这样在一次实验中每个基因均可被重复枪测，芯片的灵敏度

（１）定义：基因芯片，又称ＤＮＡ微阵列或ＤＮＡ芯片，其

和特异性得到提高。在病原体诊断与鉴定、基因分型及少数

概念来源于计算机芯片，是指将大量的ＤＮＡ片段或寡核苷

病原体的检测中多选择化学方法合成的短寡核苷酸探针

酸序列（即探针分子）有序的排列固定于固相支持物上，与标

（２０－５０ ｂｐ）；而大规模病毒病原体的筛查及未知病原体的

记的靶ＤＮＡ进行杂交，通过检测杂交信号强弱和探针位置

鉴定使用长的寡核苷酸探针（５０～７０ ｂｐ）。Ａｆｆｙｍｅｔｒｉｘ芯片

即可获取靶ＤＮＡ表达情况和序列信息。基因芯片是一种高

（Ａｆｆｙｍｅｔｒｉｘ，ＣＡ，ＵＳＡ）是寡核苛酸芯片的代表，它采用独特

通量分析方法，在一次实验中能够平行检测和分析成千上万

的ＰＭ．ＭＭ探针对设计，设计一对长约２０ ｂｐ探针，其中一个

个（目前可达到２０

是完全匹配（ｐｅｒｆｅｃｔ ｍａｔｃｈ，ＰＭ），另一个是单碱基错配

０００－－４０

０００个）靶基因。由于探针的位置

与序列是已知的，故可以快速准确鉴定未知样品的序列，特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ＭＭ）探针。该设计可提高探针的灵敏度和特异

别适合现代传染病快速控制与诊断的需要。

性，尤其针对在一个复杂背景的样品中低丰度表达产物的检

（２）类型：生物芯片种类繁多，根据所要检测的生物分子

测，而且ＭＭ探针有助于区分特异性结合与非特异性结合的

不同可分为ＤＮＡ芯片、ＲＮＡ芯片、蛋白质芯片和组织芯片

靶片段。去除杂交中的背景信号。几项综合性实验已经对寡

等。ＲＮＡ芯片由从各种不同的组织中提取的高质量的

核苷酸微阵列在表达谱研究中的实用性进行了评价¨’４１。寡

ｍＲＮＡ组成，用于分析待测基因在不同组织细胞中的表达状

核苷酸微阵列不仅能够辨别选择性剪接产生的不同转录本，

况。蛋白芯片是由固定于支持介质上的蛋白或多肽构成的

还能区分高度同源的转录本。而且它不需要构建ｅＤＮＡ克

微阵列；蛋白芯片可获得各种不同时期、不同形态细胞的各

隆、进行ＰＣＲ扩增和序列验证，因此与ｃＤＮＡ微阵列相比，更

种酶谱和蛋白谱，对疾病临床诊断、治疗、药物筛选设计、药

加经济合算ｂ１。

物靶标确定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组织芯片是一种新型
的生物芯片技术，在肿瘤学研究中非常重要。

（３）实验设计：基因芯片实验主要归为基因型研究和基
因表达研究两种类型。基因分型（分析病原体基因组ＤＮＡ

ＤＮＡ芯片主要包括两种类型：机械点样ＤＮＡ微阵列和

组成）研究用于发现和鉴定细菌、病毒、寄生虫和真菌。根据

寡核苷酸微阵列。制备机械点样ＤＮＡ微阵列需要将预先合

参照生物的基因组序列制备ＤＮＡ芯片，然后将各种待测分

成的单链或变性的双链ＤＮＡ分子（来自ｃＤＮＡ文库或基因

离株的序列与参照基因组进行比较，寻找二者之间的保守基

组的ＰＣＲ扩增产物）固定到玻片表面ｎ】。每张玻片能排列

因。然而，这种方法无法检测只存在于待测生物中的序列。

多达２０ ０００个探针，其中包括一些相邻或相距较远的重复探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使用通用寡核苷酸芯片。这种

针，它们可以用于芯片的质控。每个ＤＮＡ探针通常是全基

芯片包括短寡核苷酸（６～ｌＯ ｂｐ）各种可能的组合形式，因此
不必预先测定生物体的基因组序列。除此以外，基因芯片还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５２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
制所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能够全面分析一个生物体的转录谱。应用转录谱不仅可以
研究未知基因的功能，而且能够扩大和加深对微生物细胞生

针对１６Ｓ和２３Ｓ基因中两个变异区的基因芯片被用于检测肠

理过程的认识。
在基因芯片实验中。来源众多的系统误差影响所测定的

道病原。总共检测９９份临床样本，结果表明这种芯片能够成

基因表达水平，因此为了准确测定基因表达变化，在每个实

功区分１５个种属肠道致病菌。准确率为８０％，而其他病原由

验中将随机误差（实验误差）和系统误差的影响考虑在内是

于芯片上没有相应的探针或滴度低等原因Ｉｆｉ『未被检出¨“。环

非常重要的。例如。众所周知两种荧光染料标记效率的差别

境中的病原体和他们的毒素可以成为潜在的生物武器，对生

是产生系统误差的一个来源。对不同类型ｃＤＮＡ微阵列而

物防御和公众健康构成巨大威胁，基因芯片可以迅速分析成

亩，一些标准化方法可以用于解决荧光强度和空间位置依赖

千上万ＤＮＡ序列，因此是环境中（如水和食物）病原体监测的

的染料偏倚哺】。由于总ＲＮＡ提取也是产生误差的重要来

有利工具ｎ引。除了核糖体基因以外，ｇｙｒ基因、毒力因子和耐

源，因此在实验设计中要确保ＲＮＡ质量高，并符合荧光标记

药基因等也可以作为基因芯片检测的靶基因¨“。

和微阵列杂交的要求，凝胶电泳有助于在每一步监测ＲＮＡ

变异和基因突变给病毒的分子诊断带来了困难。目前

样品质量。尽管一些研究者使用［３３Ｐ］标记样品【”，但是目

基因芯片检测病毒的方法已逐渐得到应用，其中一些是针对

前在微阵列分析中Ｃｙ３ｌＣｙ５荧光标记是最广泛使用的方法。

某一种属病毒的检测，如流感病毒、乙肝病毒和疱疹病毒

考虑到ＲＮＡ提取、标记和杂交条件的影响，ＧｅｎｅＣｈｉｐ芯片

等¨孓”】。例如，一些Ａ型流感病毒诊断芯片包含１５ ０００个长

（Ａｆｆｙｒｎｅｔｄｘ）已经公布标准实验方案（ｈｔｔｐ：／１ｗｗｗ．

度６０一ｍｅｔ的寡核苷酸探针，能够识别１６种血球凝集素和９种

ａｆｆｙｍｅｔｒｉｘ．ｃｏｒ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ａｆｆｘ）。微阵列实验设

神经氨酸酶基因。研究人员在这些芯片和探针制备以及结

计应当包含至少三次霞复实验，有时多至五次。实际上恰当

果分析等各方面均采用了先进技术¨“。基因芯片还能检测

的重复次数将随着研究样本和实验本身内在因素的变化而

混合病毒样本，例如Ｃｈｉｕ等¨钔利用一种泛病毒ＤＮＡ微阵列

变化。一些实验由于具有多种内在因素，因此需要多次重复

（Ｖｉｒｏｃｈｉｐ）对２２２例儿童样本进行呼吸道病毒检测，Ｖｉｒｏｃｈｉｐ

才能获得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结果。

不仅能够检测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等７种常规病毒，

几种新的而且十分复杂的数据分析方法已经可以使用，

还可以检测更多呼吸道病毒并发现双重感染。它的敏感性

有的还在开发之中，但是，关于最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分析方

达到８５％，特异性超过９９％；因此研究者认为基因芯片有望

法还存在分歧。目前，Ｔｕｓｈｅｒ等【副开发的ＳＡＭ（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用于儿童呼吸道感染的临床诊断。其他的例子还有利用基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ｅｒｏａｒｒａｙｓ）分析方法是使用最多的一种方法。大

体上，ＳＡＭ方法根据表达变化大小将基因排序，并用相同方

因芯片同时对血液标本中的ＨＩＶ－１、ＨＢＶ和ＨＣＶ病毒进行
检测Ｉｔ９］。

法分析重复实验的数据。ＳＡＭ方法根据预先设定的阈值能

由于基因芯片可以包含针对不同病原的大量探针，因此

够估计出数据集中结果的假阳性率。ＧｅｎｅＳｐｆｉｎｇ（Ａｇｉｌｅｎｔ

它在病原检测中不受种属甚至科别的限制。哥伦比亚大学

Ａｌｔｏ，ＣＡ）软件包町以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的Ｇｒｅｅｎｅ感染性疾病实验室开发一个新的检测芯片系统

析，包括ＳＡＭ方法，从而得到在统计学上表达水平发生显著

ＧｒｅｅｎｅＣｈｉｐ Ｓｙｓｔｅｍ，能快速且灵敏地筛检病例组织、ｍ液或

变化的基因列表。数据分析后必须通过Ｎｏｒｔｈｅｒｎ印记或更

尿液中的各种病原菌，包括病毒、细菌、真菌或寄生虫ⅢＪ。

加准确的方法如ＲＴ—ＰＣＲ和适时定量ＰＣＲ测定不同批次提

ＧｒｅｅｎｅＣｈｉｐ共包括２９ ４５５个长度为６０一ｍｅｒ的探针分子，分析

取ＲＮＡ的表达水平，验证微阵列的结果。

流程不需超过１０ ｈ。研究人员对若干患有呼吸道疾病、出血

２．基因芯片在传染病诊断中的应用：

热和肺结核的病例采样，对芯片进行了测试，其分析结果都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Ｐａｌｏ

（１）直接检测病原：传染病诊断比较常用的方法有病原分

和传统方法（如培养法或ＰＣＲ测试法）一致。新发传染病不

离和培养、光学显微镜和电子显微镜技术、经典血清学技术、

断出现并对公共卫牛和社会稳定构成巨大威胁，但是现有诊

现代免疫学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传染病危害较大，有些

断方法往往无法迅速对未知病原进行鉴定。随着微生物基

病原分离和培养需要很长时间，经典血清学方法、现代免疫学

因组计划的快速进展，许多微生物已获得全基因组序列。由

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方法程序复杂、工作量大、周期长，因此不

于同一属及同一种微生物部分序列的高度同源性，可以利用

能满足人们对大量基因信息进行快速低成本检测的要求，特

基因芯片技术实现对未知病原体的确定。例如，Ｗａｎｇ等犯¨

别是对于多病原混合感染的诊断。基因芯片是全基因组检测

选择各类病毒高度保守的７０．ｍｅｒ序列，制备可用于检测１０００

方法，其特异性比检测单个基因的传统诊断方法更高归１。

种已知病毒和各科中新型别病毒的基冈芯片（Ｖｉｒｏｃｈｉｐ）。通

基因芯片是ｌＩ缶床或环境中微生物种属鉴定的强有力工
具。由于细菌１６Ｓ ｒＲＮＡ和２３Ｓ ｒＲＮＡ基因高度保守且进化速

过微阵列杂交和随后直接测定病毒序歹“，研究人员确定
ｓＡＲＳ病毒为冠状病毒科的一个新成员。

度缓慢。是细菌的活化石，所以在分类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

（２）间接检测病原：宿主可以识别不同种属病原相关分

义。针对以上两基因设计通用ＰＣＲ引物，作为通用性靶标对

子，例如细菌细胞壁成分、病毒核酸和毒力因子等，因此宿主

所有细菌进行高通量检测，而其中的变异区为不同种属细菌

受到不同的病原刺激后能够做出特异性反应，即病原感染后

所特有。可用于对不同种属细菌进行特异性鉴定ｎ刚。．１６Ｓ

宿主细胞基因表达出现变化。Ｏｃｔａｖｉｏ等分析１３１例由Ａ型

ｒＤＮＡ已被用于分枝杆菌属和葡萄球菌属的检测¨“。最近，

流感病毒、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链球菌引起

的急性感染患者外周血样本。发现３５个Ａ型流感病毒诱导

过应用高密度寡核苷酸芯片对１６７个ＨＩＶ－１临床分离株进行

的特异基因。它们可以用于区分流感病毒与大肠埃希菌或

研究，发现美国ＨＩＶ，１包膜Ｂ蛋白的变异性高于其他已知的

肺炎链球菌的感染，准确率达到９５％。根据不同的转录特征

ＨＩＶ一１包膜蛋白，且具有自然多变性，其中许多基因的改变与

还能区分大肠埃希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之间的感染。由于

抗蛋白酶抑制剂的耐药性有关。这对进一步探索人免疫缺

不同病原体在呼吸道感染患者外周血白细胞中诱发的基因

陷病毒的耐药基因和耐药机制很有帮助。胶体固定的寡核

表达模式各不相同，因此利用芯片分析患者外周ｍ白细胞有

苷酸芯片能够区分单碱基错配突变，Ｒｏｕｄｉｎｓｋｉｉ等【”１使用这

助于感染性疾病的间接诊断【２“。

种芯片精确筛选了东欧１００份病毒样本，发现ｖ７７Ｉ突变体

３．基因芯片在病原牛物遗传多样性研究中的应用：世界

并对其在东欧的流行传播进行详细分析。

各国对传染病疫苗研究、药物研发非常重视，投入巨大，但至

４．基因芯片在微生物进化与历史性研究中的应用：在广

目前为止。一些重要传染病现有疫苗保护效果仍不理想（如

义流行病学研究中，基因芯片可以用于研究在生物进化过程

结核）或仍无安全有效的疫苗问世（如艾滋病），同时药物治

中保守和异化基因，进而研究生物之间存在的联系。与传统

疗效果也不理想。这砦均与传染病病原高度变异及蕈组密

实验方法相比基因芯片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全基因组研究

切相关。病原生物突变和重组造成了丰富的遗传多样性。

方法，既可以研究历史性进化，又能分析比较新近的变化。

病原生物遗传多样性将直接影响传染病传播、疾病进程、治

基于全基因组微阵列的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ＣＧＨ）能够检

疗效果及疫苗研发，因此遗传多样性在传染病流行病学监测

测其他微生物基因组中是否存在与所研究微生物相似的

中具有重要意义。

ＤＮＡ片段，即实现全基因组范围内遗传物质比较。为了研

病原遗传多样性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型、组、亚型、亚亚型

究肺炎链球菌之间的基因重组，Ｈａｋｅｎｂｅｃｋ等Ⅲ１采用包含

及亚型问流行鼋组形式等。传统血清型分类方法需要大量

２０００个参照菌株基因的Ａｆｆｙｍｅｔｒｉｘ寡核苷酸芯片，与２０个

昂贵的抗血清，存在交叉反应，而且还有许多病原微生物无

肺炎链球菌主要耐药分离株进行比较基因组杂交实验。结

法用现有血清型方法分类。ＤＮＡ芯片克服单独应用多重

果表明这些耐药菌与参照菌同源性为７５％，存在的差异包括

ＰＣＲ技术的不足之处，为病原微生物快速分子分型提供了切

青霉素结合蛋白编码基因，他们代表微生物基因组中的镶嵌

实有效的方法。研究人员采用包含肺炎链球菌血清型特异

基因（ｍｏｓａｉｃ ｇｅｎｅｓ），通过基因水平转移获取。轻型链球菌与

性探针的ＤＮＡ芯片对多个国家１６９例样本进行分析。结果

肺炎链球菌标准株具有相似序列，说明二者之间可能发生基

证明ＤＮＡ芯片敏感性高，能够迅速辨别大多数肺炎链球菌

因水平转移和基因重组。Ｄｏｂｒｉｎｄｔ等¨¨进行了相似的研究，

血清型，并监测他们在各组病例以及不同地理位置中的分布

他使用ｅＤＮＡ芯片将３６株肠外和肠道致病性和非致病性大

情况。这些信息有利于疾病监测和评估疫莆效果∞Ｊ。同

肠埃希菌基因组进行比较；ｆｆｉ果表明通过噬菌体获取基因或

样，研究人员选择来自ｏｍ／，Ａ第二和第四功能域中的３５个

基因缺失均促进大肠埃希菌整体进化过程，更为重要的是，

探针分子制备了一种具有高度特异性的ＤＮＡ芯片。该芯片

甚至在共生菌株中也可以找到毒力相关基因。随着时间变

通过分析ｏｍｐＡ在鹦鹉热嗜性衣原体种属内部的遗传多样

化，为了评价ＢＣＸ３疫苗的效果，研究人员制备了覆盖９９％

性，研究鹦鹉热嗜性衣原体基因型的分布情况并发现非典型

致病性结核分枝杆菌基因组的ｅＤＮＡ芯片，与致病性牛型结

病原ｍｊ。Ｃｈｉｚｈｉｋｏｖ等根据轮状病毒高度保守的ⅥＰ７基因设

核分枝杆菌基因组进行比较，发现９１个结核分枝杆菌中存

计寡核苷酸芯片，该芯片能够将２０个轮状病毒归为５个已

在的ＯＲＦ在牛型结核分枝杆菌中缺失，３８个在牛型结核分

知的基因型比“。以上研究表明，基因芯片技术在病原生物

枝杆菌中存在的ＯＲＦ在一些ＢＣＧ菌株中缺失，这些结果为

基因分型研究方面有很高价值。

研究ＢＣＧ菌株进化过程提高依据【３“。Ｃｈｅｒｋａｓｏｖａ等¨副的研

病原生物在疾病过程中易发生多种变异，从而导致对多

究表明，基因芯片在脊髓灰质炎（ｐｏｌｉｏ）病毒流行病学研究中

种药物的耐药性，因此检测和分析其变异性与多态性具有重

起着重要作用。遗传重组造成病毒自然群落趋异进化，易于

要临床意义。Ｇｒｙａｄｕｎｏｖ等ｍｏ设计了一种寡核苷酸芯片，用

出现变异较小的突变株。后者无法通过直接测序的方法进行

于检测耐利福平和耐异烟肼的结核杆菌。结果表明这种芯

检测，除非额外构建克隆。但是由于基因芯片灵敏度高，所

片能够从唾液样本中检出９５％利福平耐药菌株和８０％异烟

以易于对这种遗传变异进行检测。另一项研究利用基因芯

肼耐药菌。同样，Ｃｈｅｎ等【２７１对ＨＢＶ耐药株的检测也获得成

片发现ｐｏｌｉｏ疫苗株通过自发突变能够产生回复毒力的新突

功。在经直接测序证实的全部３８８个ＨＢＶ突变株中，ＤＮＡ

变株，这为口服减毒活疫苗株的进化研究提供宝贵线索¨“。

聚合酶基因所有预期的突变均完全被芯片检出，而且在野生

菌株溯源为研究历史上暴发的传染病之间的联系提供

型病毒和突变株混合感染的患者标本中，芯片也能成功检测

新的线索。研究人员利用ｅＤＮＡ芯片研究几起不同时期出

出突变株。ＨＩＶ耐药机制十分复杂。难以通过病毒序列推测

现的急性风湿热暴发【３“，通过比较Ａ组Ｍ１８血清型的３６个

耐药水平。实际上，ＨＩＶ耐药研究大多数来自临床观察。然

链球菌分离株，发现１２年来在盐湖城发生的这些暴发是由

而某种ＨＩＶ多态性（其中一些与耐药机制相关）可以通过专

同一起源的菌株引起；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细菌全基因组分析

门的微阵列进行分析并应用于流行病学研究。Ｋｏｚａｌ等ｍ１通

方法，实际上无法完成这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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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其他应用：微阵列还用于分析病原体是否存在与致病
性相关的遗传元件。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４０．Ｉｌ盯寡核苷酸低
密度微阵列，由来源于各种沙门菌和大肠埃希菌中多种重要

ｎ４

染病流行、暴发以及风险评估研究（耐药基因传播）中发挥重

ｎ．＝ ７

发展，但仍然存在巨大的挑战，例如成本昂贵、操作复杂、重

的读取与分析等几个方面。在病原检测方面，基因芯片的灵

限于评估有可用探针的病原。传染病诊断ＤＮＡ芯片面临的
重要挑战还包括提高基因芯片的特异性，从而更好地区分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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