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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中国结核分枝杆菌间隔区寡核苷酸分型方法

标准化操作程序的探讨
吕冰张媛媛刘志广赵秀芹

董海燕

【摘要】

蒋毅万康林

目的探讨巾国结核分枝杆菌间隔区寡核苷酸分型（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的标准化方法，初步

评价其应用价值。方法

采用核酸提取、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反向线性点杂交等技术，结合

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ｅｓ（Ｖｅｒｓｉｏｎ ５．０）软件，对２２４株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进行分型研究。结果使用

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标准化方法对２２４株中国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菌株进行基因分型，将其分为北京家族
菌株和非北京家族菌株两大簇。其中北京家族菌株１２９株，为主要的流行菌株。结论初步确定中
国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标准化技术方案。该方法快速、简便、重复性好，能同时对结核分枝杆菌进行检测和

分型，有利于结核病传染源的追溯和流行趋势的研究，尤其是在鉴定北京家族菌株上具有独特作用。
【关键词】

结核分枝杆菌；间隔区寡核苷酸分型；标准化操作程序；北京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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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分枝杆菌间隔区寡核苷酸（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

方法选取４３个ＤＲ位点间的问隔区序列，其中６个

分型方法是一种独特的以ＰＣＲ为基础的分子分型

间隔区序列源自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ｂｏｖｉｓ ＢＣＧ的ＤＲ区

方法¨·引，其基本原理是基于直接重复区（ＤＲ区）的

域序列，其余的３７个间隔区序列全部源自

多态性。ＤＲ区只出现于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中，由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Ｈ３７Ｒｖ的ＤＲ区域序列。设

若干个保守的长为３６ ｂｐ的直接重复序列组成，并被

计各自特异的寡核苷酸探针，并固定在Ｂｉｏｄｙｎｅ Ｃ膜

间隔区分开，每个间隔区序列长为３５。４１ ｂｐ【３】。该

上。用生物素标记的引物ＰＣＲ扩增间隔区序列，扩
增产物与膜上的４３个寡核苷酸探针杂交，再通过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４．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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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通信作者：万康林，Ｅｍａｉｌ：ｗａｎｋａｎｇｌｉｎ＠ｉｅｄｅ．∞

ＥＣＬ增强化学发光法检测ｂＪ。由于不同菌株的问隔
区序列不同，因此杂交的探针数量和种类也不同。
该方法能非常容易的区别牛分枝杆菌和其他分枝杆
菌，也常用于ＩＳ６１１０低拷贝数的菌株分型，操作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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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可直接检测临床标本陋】。我国日前还没有一家

４５

ｍｉｎ；弃去样品，用２×ＳＳＰＥ／０．５％ＳＤＳ在５５℃洗

实验室建立完善的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标准操作程序，尤
其是在结果处理比较方面，没有一个强大的数据库

膜两次，每次１０ ｍｉｎ；在１０

软件进行比较整理，不便于各实验室间结果的比

Ｕ／ｍ１），将膜置于该溶液中在４２℃孵育３０ ＩＩｌｉｎ；用

较。本研究参照文献报道的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分型方

２×ＳＳＰＥ／０．５％ＳＤＳ在４２℃洗膜两次，每次１０

法［２】，采用我国临床分离株２２４株，对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
分型方法的操作步骤及结果整理进行探讨，并初步

用２×ＳＳＰＥ室温下洗膜两次，每次５ ｍｉｎ；将

分析结核分枝杆菌的流行特点。

置化学发光仪中检测。

中加入２．５

ｍｌ ２×ＳＳＰＥ／０．５％ＳＤＳ

ｐｌ ｓｔｒｅｐｔａｖｉｄｉ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５００

ｒａｉｎ；

ＣＤＰ．ｓｔａｒ检测液均匀涂抹于膜ＤＮＡ面，孵育４ ｍｉｎ；
７．膜的再使用：用Ｉ％ＳＤＳ在８０。Ｃ洗膜两次，每

材料与方法

次３０ ｍｉｎ；用２０

１．试验菌株：结核分枝杆菌标准菌株Ｈ３７Ｒｖ、
ＢＣＧ、牛分枝杆菌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２２４株临床分离株由湖南省结核病防治所和安徽省
肺科医院提供。

１５

ｍｍｏｌ／Ｌ ＥＤＴＡ（ｐＨ值８．０）室温洗膜
ｒａｉｎ；将膜密封于塑料袋中，置４。Ｃ保存以备再次

使用。
８．统计学分析：用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Ｖｅｒｓｉｏｎ ５．Ｏ）软
件进行聚类分析’４１。

２．主要试剂与仪器：Ｔａｑ酶（天根生化科技有限

结

公司）、Ｂｉｏｄｙｎｅ Ｃ膜（Ｐａｌｌ Ｂｉｏｓｕｐｐｏｒｔ公司）、
ｓｔｒｅｐｔａｖｉｄｉｎ．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

果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和ＣＤＰ—ｓｔａｒ检测液

１．Ｅｘｃｅｌ文件的创建：将图片结果（图１）转化为

（Ａｍｅｒｓｈａｍ公司）、ｍｉｎｉｂｌｏｔｔｅｒ（ＭＮ４５，Ｉｍｍｕｎｅｔｉｃｓ公

数字结果，间隔区存在用“１”表示；间隔区缺失用“０”

司），生物安全柜、ＰＣＲ仪、杂交炉等仪器由中困疾病

表示，建立Ｅｘｃｅｌ数据库（图２）。每个Ｅｘｃｅｌ数据库

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包括菌株号、位点名称、实验结果。图２中的列名为

３．ＤＮＡ提取：取一菌环菌溶于４００“ｌ ＴＥ中，沸

各位点的名称，行名为菌株号。在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软件

ｒ／ｍｉｎ离心３ ｍｉｎ；取上清即

中，菌株号的列名需要用Ｋｅｙ表示，这一列数据是固
定不变并且是惟一的，用于各个数据库间如实验结

水中煮沸１５ ｒａｉｎ，１２

０００

为模板ＤＮＡ，一２０℃保存备用。
４．固定有４３个间隔区寡核苷酸序列探针的膜
的制备担Ｊ：用新鲜配制的１６％ＥＤＡＣ孵育Ｂｉｏｄｙｎｅ

果和背景资料等数据的连接。

Ｃ

膜１０ ｍｉｎ，用水清洗后将膜置于ｍｉｎｉｂｌｏｔｔｅｒ中；将寡
核苷酸探针加到１５０

ｐ．１

０．５ ｍｏｌ／Ｌ

ＮａＨＣＯ，（ｐＨ值

８．４）中稀释到１．２５ Ｉ．ｔｍｏｌ／Ｌ；稀释后的探针依次平行
加到ｍｉｎｉｂｌｏｔｔｅｒ的槽中，室温下孵育ｌ ｍｉｎ；弃去寡
核苷酸探针溶液，取出膜；室温下用０．１

ｍｏｌ／ＬＮａＯＨ

孵育膜１０ ｍｉｎ；用２×ＳＳＰＥ／０．１％ＳＤＳ在５０℃洗膜
１０

ｍｉｎ；用２０ ｍｍｏｌ／Ｌ ＥＤＴＡ（ｐＨ值８）在室温下洗膜

图１结核分枝杆菌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指纹图

２．数据分析标化：将Ｅｘｃｅｌ文件导入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

１５ｒａｉｎ。

５．ＰＣＲ体外扩增间隔区ＤＮＡ序列：上下游引物

软件进行聚类分析，聚类方式用平均连锁聚类法

为ＤＲａ：５’．ＧＧＴＴＴＴＧＧＧＴＣＴＧＡＣＧＡＣ一３’（５’端

（ＵＰＧＭＡ），相似系数选用Ｄｉｃｅ系数。特征相同或

生物素标记）；ＤＲｂ：５’－ＣＣＧ ＡＧＡ

相近的菌株就被分为一群。图３是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软

ＧＧＧ ＧＡＣ ＧＧＡ

ＡＡＣ．３’。ＰＣＲ反应条件为预变性９６℃３
ｌ ｒａｉｎ，５５０Ｃ １ ｍｉｎ，７２０Ｃ ３０

ｍｉｎ；９６℃

ｓ，共３０个循环。

６．杂交与检测：将膜置于２×ＳＳＰＥ／０．１％ＳＤＳ中

件的数据分析界面。
３．结果聚类分析：图４为２２４株结核分枝杆菌

５０％洗膜５ ｍｉｎ；将膜放人ｍｉｎｉｂｌｏｔｔｃｒ中，使槽和加

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结果经过聚类分析后的聚类图。图４
的左边是系统树图，中间是菌株４３个间隔区序列的

入寡核苷酸样品时的方向垂直；将２０

实验结果，右侧三列分别是菌株号、相同基因型的菌

ｐｌ

ＰＣＲ产物加

入到１５０“ｌ ２×ＳＳＰＥ／０．１％ＳＤＳ中，将稀释的ＰＣＲ

株数及基Ｉ天ｌ谱系。按照预设的Ｃｌｕｓｔｅｒ－ｃｕｔｏｆｆ值，软

产物在ｌＯＯＯＣ力ｎ热ｌＯ ｒａｉｎ，然后立即在冰上冷却；将

件自动分析将菌株分为Ａ、Ｂ两簇，用虚线表示。发

变性的ＰＣＲ产物平行加到ｍｉｎｉｂｌｏｔｔｅｒ中，５０℃杂交

现２２４株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中，北京家族菌

·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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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２０次，使得该方法经济实用，简
便快速；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的结果表示
为每个问隔为阳性或阴性，可用一
种数字形式表示；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最
重要的特点是可在同一试验中对
结核分枝杆菌菌株同时进行检测
和分型，北京家族菌株具有特定的
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图谱，主要特征是４３
个寡核苷酸探针巾ｌ～３４位呈现阴
性反应＂圳，因此利用该方法可以
对北京家族菌株进行鉴定。此
外，因为所有的Ｍ．ｂｏｖｉｓ和Ｍ．ｂｏｖｉｓ
ＢＣＧ菌都缺乏３９～４３间隔区而
图２结核分枝杆菌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指纹图的数字结果

含有３３～３８间隔区，凶此可以从

结核分枝杆菌复合群中分辨出
Ｍ．ｂｏｖｉｓ和Ｍ．ｂｏｖｉｓ ＢＣＧ，但这种方

法还不能从Ｍ．ｂｏｖｉｓ ＢＣＧ中区分
Ｍ．ｂｏｖｉｓ ｎ叫。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也用作

ＩＳ６１１０在５个拷贝以下的菌株的
分型方法。将某地区的结果与全
球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的数据进行比较
可以为结核杆菌种群提供遗传学
信息。
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方法的结果可
以很容易的用手工记录或用一些
简单的Ｗｏｒｄ、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处理，
但是这只适用于菌株数量很少的
图３

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软件的数据分析界面

情况。当对大规模的菌株进行分
析尤其是对全国各实验室问的结

Ｅ列

果进行比较时，这种方法就不适合了。本研究使用

进行基因谱系的整理，非北京家族菌株中Ｔ１菌株５３

的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软件是一个功能强大的数据库软件，

株；Ｔ２菌株６株；Ｔ３菌株６株；Ｔ４菌株１株；Ｘ１菌株２

该软件可以存储各种资料，包括菌株背景资料、实验

株；Ｔ１一Ｔ２型菌株１株；Ｔ２．Ｔ３型菌株ｌ株；Ｔ２一Ｔ４型菌

室数据结果、图片结果、核酸序列等，并进行数据分

株１株；Ｈ１菌株１株；Ｈ３菌株２株；ＬＡＭ４菌株１株；

析Ｈ１。在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数据分析中，用该软件进行
聚类分析，聚类方式用平均连锁聚类法（ＵＰＧＭＡ），

株１２９株，非北京家族菌株９５株。根据ＳｐｏｌＤＢ４

Ｕ型菌株１株；未确定的菌株１９株。
讨

论

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分型方法中使用的短的、重复ＤＲ

相似系数选用Ｄｉｃｅ系数。该软件还可以将菌株的
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结果、ＩＳ６１ｌＯ．ＲＦＬＰ结果和ＭＬＶＡ等结
果进行综合分析，以提高菌株的分辨能力…】。

序列为结核分枝杆菌复合体所特有，并具有遗传稳

本次研究中２２４株结核分枝杆菌分２簇５５种基

定性和个体多样性的特点。与传统的ＩＳ６１１０指纹
法相比，该方法只需少量ＤＮＡ，可用临床标本检测，

因型，通过与ＳｐｏｌＤＢ４数据库进行比对拈１，其中北京
家族菌株１２９株（５７．５９％），为主要的流行株；此外还

例如痰、组织、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等，并可在２日内

有１９株未确定基冈谱系的菌株，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报告结果；由于反向线性点杂交的应用哺１，一张膜上

鉴定，以确定其基因谱系。在本研究中，偶尔会发现

可以同时固定４３个探针，且一张膜至少可以重复使

一些微弱的杂交信号，可能是由于间隔区的序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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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ｌａｓｔ。Ｒｕｓｓｉａ．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２００２。４０（６）：１９３０－１９３７．

生了变化。这些微弱的信号解释起来可能会很含
糊，我们可以记录下这些信号微弱的杂交点及其分
布，以避免忽视具有同样型别的菌株。在一些实验
室里，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不仅用于动物Ｍ．ｂｏｖｉｓ感染的流
行病学研究，也用于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的快
速分型。我们已经建立了我国部分省市的结核分枝
杆菌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数据库ｎ１。１引，虽然这个数据库还
处于开始阶段，但是已经发现了不同地区结核分枝
杆菌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流行病学联系，这对于结核
病的预防控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９］Ｇｌｙｎｎ瓜，Ｗｈｉｔｅｌｅ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Ｗ

Ｊ，Ｂｉｆａｎｉ ＰＪ，ｅｔ

ａ１．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ｍｅｒｇ Ｉｎ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ｓ，２００２，８（８）：８４３－８４９．

［１０］Ｂａｕｅｒ Ｊ．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

Ｌｏｗ－ｃｏｐｙ

ｏｃ６＂ａｌｎ＇ｃｔｌｃｅ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ｏｆ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ｎｕｍｂｅｒ

ｔｏ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 ＩＳ６１１０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ｄ ｉｎ Ｄｅｎｍａｒｋ．Ｊ Ｃｌ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Ｍｉａ＇ｏｂｉｏｌ。１９９９，３７（８）：２６０２—２６０６．

［１１］董海燕，谭云洪，刘志广，等．ＩＳ６１ １０－ＲＦＬＰ、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和
ＭＬＶＡ在结核分枝杆菌基因分型中的应用研究．中华微生物学
和免疫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７（５）：４２３－４２７．
［１２］石荔，杨敏，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Ｐｏｕｒｃｃｌ，等．ＭＬＶＡ和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用于西
藏地区２１６株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的基因分型研究．中华
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７（８）：７１１－７１８．

［１３］曹晓慧．刘志广。赵秀芹，等．２２０株结核分枝杆菌北京临床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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