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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工尘肺结核患者结核分枝杆菌Ｌ型
耐药基因印ＤＢ序列分析
陆军叶松李朝品赛文莉

目的

【摘要】

李卫鹏

探讨淮南矿区尘肺结核患者感染结核分枝杆菌Ｌ型利福平耐药基因巾ｏＢ突变特

点。方法收集结核分枝杆菌Ｌ型临床分离株４２株，其中利福平耐药株３１株，敏感株ｌｌ株，抽提临床

分离株ＤＮＡ和Ｈ３７Ｒｖ标准菌株ＤＮＡ，ＰｃＲ法扩增巾ｏＢ基因，并应用全自动ＤＮＡ测序仪对砷曰基因
的突变集中区域进行测序分析。结果４２株结核分枝杆菌Ｌ型中，３ｌ株耐药株删Ｂ基因突变率
９３．５５％（２９／３１），主要集中在５３ｌ位点（５１．６ｌ％，ｌ ６／３１）和５２６位点（３２．２６％，ｌｏ／３１）碱基置换突变，新发

现５１６位点突变目前在国内外研究中未见报道。１１株敏感株未见巾胡基因单链构象异常。结论高
度保守的聊田基因突变是导致结核分枝杆菌Ｌ型利福平耐药的分子基础，其突变位点呈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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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由于ＨＩＶ／ＡＩＤｓ的流行以及
耐药性结核分枝杆菌的出现，全球结核病疫情急剧

㈨。结核分枝杆菌Ｌ型利福平耐药基因甲扭突变约
占利福平临床耐药株的９０％¨’５１，但尚无Ｌ型主要突

恶化，感染者已达２０亿¨’２３。尘肺结核是严重危害煤

变位点的报道。本研究通过ＤＮＡ测序，探讨结核分

矿职工身体健康的主要职业病，目前对尘肺结核的

枝杆菌Ｌ型利福平耐药基因俨占突变特点。

治疗方案包括尘肺和肺结核同时治疗，但尘肺病尚
无根治药物，因此抗结核药物的选择是尘肺结核治

材料与方法

疗的关键。利福平作为结核病治疗的一线抗痨药，

１．菌株来源：２００５年２月至２００６年６月，收集安

随着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株的出现和Ｌ型变异，临床

徽理工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和淮南矿业集团职业病

疗效严重降低，已成为人类消灭结核病的一大障碍

防治院住院尘肺结核病患者痰标本，检出４２株结核

分枝杆菌Ｌ型阳性标本，患者年龄４ｌ～７０岁（平均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１８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省级重点自然科学研究项目（ＫＪ２００８Ａ１５２）；

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基金（２００５日２３８）
作者单位：２３２００ｌ淮南，安徽理丁大学医学院（陆军、叶松、赛文莉）；
皖南医学院（李朝品）；蚌埠医学院附属医院（李卫鹏）

５３．３５岁），均为男性。质控菌株Ｈ３７Ｒｖ由中国药品
生物制品检定所提供。

２．试剂：结核分枝杆菌Ｌ型药物敏感性检测中
所使用利福平为美国ＢＤ公司产品；结核分枝杆菌Ｌ

型液体培养基（９２．３ ＴＢ．Ｌ液体培养基）和细菌型普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测序，测序所用仪器为美国ＡＢＩ

通液体培养基（９２．３ ＴＢ液体培养基）由蚌埠医学院

公司３７７型全自动激光测序仪。

提供；呦ＤＮＡ聚合酶、ｄＮＴＰ及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为

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产品；细菌ＤＮＡ回收

９．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软件系统进行
统计学分析。

试剂盒购自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结

３．结核分枝杆菌Ｌ型药敏试验：药敏试验采用
绝对浓度间接法ｎ】。首先在９２．３ ＴＢ—Ｌ液体培养基
加入利福平制成含药液体培养基，利福平浓度：高浓

果

１．药敏试验：４２株结核分枝杆菌Ｌ型临床分离
株中检出利福平耐药株３ｌ株，耐药率７３．８ｌ％。

度２５０ ｐｇ／ｍｌ、低浓度５０ ｐｇ／ｍｌ，然后以无菌吸管吸

２．聊曰基因的ＰｃＲ扩增：结核分枝杆菌Ｌ型

取ＭＴＢ．Ｌ菌液０．１ ｍｌ接种至上述四种含药液体培

养基及不含药９２．３ ＴＢ．Ｌ液体培养基（空白对照），混

伊ＤＢ基因ＰｃＲ产物经过电泳，若２５８ ｂｐ处出现特异
性条带，则判为阳性（图１）。４２株ＭＴＢ．Ｌ临床分离

匀后置３７℃培养箱培养ｌ～３周。接种后第３天起

株中利福平耐药株有３１株，ｌｌ株敏感。

开始观察液体培养基表面或底部有无生长现象，每
周观察３次，离心后取沉淀物涂片采用改良Ⅸ抗酸
染色法镜检。阴性者观察至第４周。

４．结核分枝杆菌Ｌ型回复试验：参照《结核分枝
杆菌Ｌ型的检测方法（试行）》哺］，取ＭＴＢ．Ｌ菌液０．１
ｍｌ接种至９２．３ ＴＢ液体培养基，混匀后置３７℃培养

１～３周。接种后第３天起，每周观察３次，取沉淀物
注：ｌ：Ｈ３７Ｒｖ；２＿６：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涂片采用改良ＩＫ抗酸染色法镜检，阴性者观察至第
４周为止。

５．结核杆菌ＤＮＡ的抽提：痰标本灭活处理后，

ｓ仃细ｗｉｎｌ

ｓｔ阻ｉｎ ｔｏ巾Ｄ召；

８：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Ｉ蛐ｒｏｌ

图ｌ煤矿工尘肺结核病患者临床痰标本

加入２００¨ｌ ＤＮＡ裂解液，５５℃水浴ｌ一３ ｈ，９５℃
５

ｒｉｆａ呷ｉｃｉｌｌ呵璐ｉｓｔ蛆ｔ

ｒｉ咖ｉｃｉｎ－ｓｅ璐砸Ｖｅ

７：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矽口；

印Ｂ基因ＰＣＲ扩增结果

ｍｉｎ，加入等体积的酚一氯仿一异戊醇（体积比为２５：

２４：１）抽提２次，直至无白色中间层。再将上清移入

３．ＰｃＲ产物测序分析：３１株耐药株中巾ｏＢ基

离心管，加入２．５倍体积冰冷无水乙醇，一２０℃过夜，

因突变的有２９株，突变率９３．５５％（２９／３１）（表１），主

ｒ／ｍｉｎ离心１５ ｍｉｎ，弃上清，加入７５％冰冷乙

要集中在５３ｌ位点（５１．６ｌ％，１６／３１）和５２６位点

ｒ／ｍｉｎ离心洗涤１次，室温干燥，加ＴＥ缓

（３２．２６％，１０／３１）碱基置换突变，新发现５１６位点突

１４ ０００

醇后１５

０００

冲液（ｐＨ值７．４）２００“ｌ溶解ＤＮＡ【７］。

变１株（３．２３％，１／３１）；其中２７株单位点突变，２株双

６．引物设计：根据ＧｅｎＢａｎｋ结核分枝杆菌巾ＤＢ
基因序列信息，针对其６９ ｂｐ突变高发区重复保守序
列设计引物，碱基序列为：上游５ ７．ｃＧＧ
ＡＣＣ ＣＡＧ
ＣＡＣ

位点突变，２株未发现巾ｏＢ基因突变。１１株敏感株

未见聊曰基因单链构象异常。

ＡＴＧ Ａｃｃ

ＧＡＣ一３’，—Ｆ游５’．ＧＧＴＴＴＡＧＡＴ

表１

ＣＧＧ

Ａ１二３’，扩增片段大小为２５８ ｂｐ，由上海生工生

物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提供。

３ｌ株结核分枝杆菌Ｌ型临床耐药株
，ｐｏ占基因突变特征

雾气警

碱基置换突变

氨基酸突变气笏

ｌＯ

５３１

ＴＣＧ一＋ＴＴＧ

ＳｅｐＬｅｕ

３２．２６

７．ＰＣＲ扩增：采用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

６

５３ ｌ

ＴＣＧ—Ｔ（袷

Ｓｃｒ√ｎｐ

１９．３５

的５０“ｌ反应体系。ＰｃＲ反应条件：①９５℃预变性

５

５２６

ＣＡＣ—ＧＡＣ

Ｇｌｎ叶Ａｓｐ

１６．１３

２

５２６

ＣＡＣ—叮＇ＡＣ

Ｇｌｎ－斗Ｃａｓ

６．４５

ｌ

５２６

ＣＡＣ—吒、１℃

Ｇｌｎ—｝Ｌｅｕ

３．２３

１

５２６

ＣＡＣ—ＣＧＣ

扩增结束后取８～１２“ｌ扩增液，加入电泳加样液２“ｌ，

Ｇｌｎ—÷Ａｒｇ

３．２３

１

５２６

ＣＡＣ—斗ＧＴＣ

Ｇｌｎ—’Ｖ砒

３．２３

混匀置ｌ％琼脂糖凝胶电泳２０—３０ ｍｉｎ（５ Ｖ／ｃｍ），观

ｌ

５１６

ＧＡＣ—ＧＧＣ

Ａｓｐ－娟ｌｙ

３．２３

察结果，若２５８ ｂｐ处出现特异性条带，则判为结核分

１

５１１、５２６

Ｃｒ【卜，００Ｇ、ＣＡＣ＿ＣｒＣ Ｉ矗ｒ＇Ｐｒｏ、Ｇｈ＿＋工七ｕ

３．２３

枝杆菌Ｌ型阳性；反之，则为阴性。

ｌ

５２６、５３１

ＣＡＣ＿ａｒＣ、Ｋ）ｐ斗ＴＧＧ

３．２３

５

ｍｉｎ；②以下条件循环３３次：９４℃变性ｌ

ｍｉｎ，５６℃

退火１ ｍｉｎ，７２℃延伸３０ ｓ；③７２℃终延伸１０

ｍｉｎ。

８．ＤＮＡ序列分析：ＰＣＲ产物纯化后由上海博亚

２

一

一

Ｇｂ＿Ｌ肌、ｓａ呻
一

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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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Ｉ，Ｍａｙ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５

此外，发现２株双位点突变，１株为５２６位和５３１
论

位同时突变（Ｇｈ＿＋Ｌｅｕ、ｓｅＰｍ），另１株为５ｌｌ位

结核分枝杆菌Ｌ型现已被公认为是一种主要的

和５２６位同时突变（Ｌｅ—Ｐｒ０、Ｇｌ—Ｌｅｕ），突变率

耐药菌，对异烟肼、利福平和链霉素的耐药率分别为

６．４５％（２／３１），略低于与国内外报道¨饥１６】。本研究发

７６．９２％、９０．３８％和５０．００％…。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性

现的联合突变类型为点突变，未发现文献报道的沉

的发生与耐药相关基因突变有关ｍ¨１。异烟肼是酰

默突变和插入突变。究竟是结核分枝杆菌Ｌ型巾ＤＢ

肼类化学合成药物，后凸ｆＧ基因（过氧化氢酶一过氧化

基因突变的新特点，还是抽样误差所致，需进一步扩

物酶编码基因）缺失或突变，使过氧化氢酶一过氧化

大样本量来验证。

物酶活性丧失或降低，导致耐异烟肼的产生［９】。结
核分枝杆菌对链霉素产生耐药的原因是由于其核糖

体蛋白ｓ１２编码基因（哪Ｌ）突变所致¨引。利福平作
为最重要的抗结核药物之一，是多种药物联合化疗
治疗结核病的基本组成部分，但也是最易产生耐药
性的药物’８】。结核分枝杆菌耐利福平的分子机制与
ＲＮＡ聚合酶ｐ亚单位编码甲。曰基因突变有关，利福
平通过和结核杆菌中ＤＮＡ依赖的ＩⅢＡ聚合酶的结
合来抑制转录过程，导致细胞死亡１１川。９６％耐药菌
株的产生是由印ｏＢ基因突变所致，主要集中在６９个
碱基区域（利福平耐药决定区）内的各种突变，也有
少量发生碱基插入或缺失，共３５种，其中４３％为错
义突变ｎ刘。ｍ沾基因中５１３、５２６、５３ｌ位点突变导致
利福平高度耐药（ＭＩＣ＞３２斗∥ｍ１），尤以５１３位点突
变产生的耐药性最高，５１４、５２ｌ、５３３位点突变导致
利福平低度耐药（ＭＩｃ＜１２．５岭／ｍ１）¨３－１５】。理论上结
核分枝杆菌耐利福平有两种可能：一是药物作用靶
分子ＲＮＡ聚合酶Ｂ亚基的突变；二是细胞壁渗透性
改变导致药物的摄取减少¨引。杨柳等¨７１采用

ＰＣＲ．ＳＳＣＰ法检测邵Ｌ、删曰和｜｜｝毗Ｇ基因突变情况，
发现突变率分别为４０％、４５％和３８％，结果表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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