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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扈庆华

目的分析上海市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山夫登堡沙门菌分离株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

方法追溯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山夫登堡沙门菌食品分离株的来源；对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从腹泻病例分离
的山夫臀堡沙门菌进行生化和ｈｉｌＡ、ｉｎｖＡ基因表型鉴定、药敏试验、Ｒｉｂｏｐｒｉｎｔｅｒｏ（ＦｕＰ）核糖体分型
和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分析。结果２００６年山夫登堡沙门菌列上海市非伤寒沙门菌监测确
认病例第３位，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的食品分离株主要源自猪和牛肉制品。所有腹泻病例分离株除四环
素（７５．６％）外对其他抗生素均有较高敏感性。经ＲＰ和ＰＦＧＥ分子分型将硫化氢和ｈｉｌＡ、ｉｎｖＡ基因
全部有和无的两组菌株分别归属两类在遗传学上相对独立的克隆族。３４株腹泻病例分离株分为
１６种ＰＦＧＥ带型，以同源程度较高的４型（４株）、５型（１株）、６型（６株）、７型（１株）共１２株菌和ｌｌ型

（３株）、１７型（５株）、２３型（５株）共１３株菌等优势带型聚类成２个克隆族。结论２００６年上海市山
夫登堡沙门菌感染病例是经过一定时间积累演变，由２个不同表型ＰＦＧＥ克隆族菌株构成较为少
见的多点暴发。２００７年病例大幅减少和未监测到同一时期食品污染源的结果表明，菌株存在遗
传克隆的不稳定性和传播途径的复杂性。
【关键词】山夫登堡沙门菌；脉冲场凝胶电泳；Ｒｉｂｏｐｒｉｎｔｅｒ癌（ＲＰ）；分子分型；多点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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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美新发和再发传染病合作项目（５Ｕ２ＧＧＨ００００１８—０２）；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前原体网络化监测
技术研究（２００８ＺＸｌ０００４—００８）

作者单位：２００３３６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许学斌、袁政安、金汇明、肖文佳、顾宝柯、陈敏）；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冉
陆、卅保ｐ、崔志刚、阚飙）；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扈庆华）
许学斌和金汇明同为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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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１９９５年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建立多国、

Ｂｉｏ

Ｒｏｃｋｌａｎｄ，美国）；脉冲场凝胶电泳仪ＣＨＥＦ

多部门合作的细菌分子分型国家电子网络

Ｍａｐｐ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和凝胶成像系统ＧＥＬ

（ＰｕｌｓｅＮｅｔ）监测体系以来，因非伤寒沙门菌引发的
许多公共卫生事件被各种传媒广泛报道而影响全球

（Ｂｉｏ—ＲＡｄ，美国）；Ｒｉｂｏｐｒｉｎｔｅｒ＠（ＲＰ）指纹图谱仪和酶
切试剂（Ｐｖｕ ＩＩ嵇ｔ）、样品处理包（ＤｕＰｏｎｔ ＱｕａｌｉｃｏｎＴＭ，

相关食品贸易。上海市于２００６年加入非伤寒沙门

美国）。血清和抗生素纸片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Ｄｏｃ２０００

菌全球监测网络（ＧＳＳ），通过２年的监测发现山夫登

２．实验方法：

堡沙门菌（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ｓＰ祈ｅｎｂｅｒｇ）在２００６年存在一

（１）食品样品非伤寒沙门菌检测：根据文献［１］

过眭暴发特征。为掌握该菌在上海市的暴发和流行

方法和２００７年制定《上海市沙门菌病监测方案》中

趋势，通过追溯性菌型分析和针对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

食品检测程序完成样品处理、分离初筛、菌株鉴定和

ＧＳＳ山夫登堡沙门菌腹泻菌株的耐药等表型、脉冲

血清分型等，系统生化反应符合且血清抗原式符合

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和核糖体分型分析，了解该市山

［３，１９：ｇ，ｓ，ｔ：一］者鉴定为山夫臀堡沙门菌。

夫登馒沙门菌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为监测和防治
提供依据。

（２）ＧＳＳ监测：由卢湾（２００７年更换为黄浦）、金
山、长宁、浦东新区４个监测点的ＣＤＣ实验室按照文
献［２］的方法和《上海市沙门菌病监测方案》中检测

材料与方法

程序完成１２家临床监测点医院的肠道门诊粪便样

１．实验材料：

品的分离、菌株初筛鉴定和血清分型，系统生化反应

（１）实验菌株：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食源性山夫登堡

符合且血清抗原式符合［３，１９：ｇ，ｓ，ｔ：一］者鉴定为山
夫登堡沙门菌。

沙门菌７株；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山夫登堡沙门菌腹
泻病例分离株分别为２、３４和５株；大肠埃希菌

（３）回顾性统计山夫登堡沙门菌的菌型构成比：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为药敏试验质控菌株；布伦登卢普沙门

统计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上海市ＣＤＣ实验室系统收集和

菌（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 ｂｒａｅｎｄｅｒｕｐ）Ｈ９８１２作为ＰＦＧＥ的分子

分离的全部沙门菌的血清型（包括ＧＳＳ菌型）优势构

质量标准菌株。均由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成比的分布情况，统计山夫登堡沙门菌在各时间段

（ＣＤＣ）菌种保藏室提供。

的序列排位变化。

（２）培养基：改良亚硒酸煌绿增菌液（ＭＳＢＧ）、

（４）抗生素敏感性试验：参照ＣＬＳＩ（ＮＣＣＬＳ）

罗伯特增菌液（ＲＶＳ）、木糖赖氨酸胆酸盐琼脂平板

２００５年的判断标准对纸片扩散法的抑菌圈直径判

（ＸＬＤ）、ＣＨＲＯＭａｇａｒＴＭ沙门菌显色琼脂平板
（ｃＡＳ）、水解酪蛋白琼脂平板（Ｍ—Ｈ）、“Ｏ”相琼脂平

断敏感（ｓ）、中介（Ｉ）、耐药（Ｒ）。ＥＦＴ判定标准：Ｓ（≤

板和“Ｈ”相诱导软琼脂平板（上海科玛嘉科技有限

司提供参考标准）。

１９

ｍｍ）、Ｒ（≥２４ ｍｍ）、Ｉ（２０～２３ ｍｍ）（由Ｏｘｏｉｄ公

公司），肠道双支糖综合鉴别管和其他辅助生化鉴定

（５）ＲＰ指纹图谱分析：对２００５年的２株、２００６年

试剂由上海市ＣＤＣ供应室配置。以上增菌液和平

的３４株和２００７年的５株山夫登堡沙门菌使用

板均避光１０℃以下保存，在有效期内使用。

Ｒｉｂｏｐｒｉｎｔｅｒ＠（ＲＰ）指纹图谱仪进行Ｐｖｕ ＩＩ酶切图谱的

（３）试剂和仪器：编码沙门菌毒力岛（ＳＰＩ．１）的关

分析比较，操作步骤按照厂商提供手册进行。

键调控子基因（ｈｉｌＡ、ｉｎｖＡ）检测试剂（上海宝生生物科

（６）ＰＦＧＥ：按照ＧＳＳ方案要求，在中国ＣＤＣ传

技有限公司）；沙门菌分型诊断血清５０种（成都生物

染病预防控制所腹泻病室按照ＰｕｌｓｅＮｅｔ规定的

制品研究所）、沙门菌分型诊断血清７９种（ｓ＆Ａ，Ｌｔｄ，

ＰＦＧＥ标准方法，选择ＧＳＳ ２００６年的３０株和２００７年

泰国）；药敏分配器和１４种抗生素纸片：四环素

４株山夫登馒沙门菌腹泻病例分离株进行凝胶电

（ＴＥ）、头孢噻呋（ＥＦＴ）、阿莫西林／克拉维酸（ＡＭＣ）、

泳、图谱分析和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Ｖｅｒｓｉｏｎ ４．０）软件聚类

氨苄西林（ＡＭＰ）、复方磺胺甲口恶唑（ＳＸＴ）、环丙沙星

分析。

（ＣＩＰ）、氯霉素（Ｃ）、氧氟沙星（ＯＦＸ）、萘啶酸（ＮＡ）、
头孢吡肟（ＦＥＰ）、头孢噻肟（Ｃ１＇Ｘ）、头孢他啶（ＣＡＺ）、

结

果

庆大霉素（ｃＮ）、链霉素（Ｓ）（Ｏｘｏｉｄ，英国）；

１．食源性山夫登堡沙门菌：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采集

ＶｉｔｅｋＡＭ一６０自动生化鉴定仪（生物梅里埃，法国），菌

市售鸡肉、鸭肉、猪肉、牛肉、豆制品、奶制品、蔬菜、

液比浊仪（西门子，德国）；限制性内切酶Ｘｂａ

水果和水产品９类生鲜食品分离非伤寒沙门菌，共

Ｉ

（ＴａＫａＲａ，日本）；ＳｅａＫｅｍ Ｇｏｌｄ琼脂糖（Ｃａｍｂｒａｅｘ

分离山夫登堡沙门菌７株。其中１株来源鸡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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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株来自猪肉制品，２株牛肉制品。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开

离株菌体染色体中的核糖体位点进行酶切分析，结

展ＧＳＳ项目同步进行的食源性监测未分离到山夫登

果显示为完全相同的２种类型电泳图谱：１１株硫化
氢和ｈｉｌＡ、ｉｎｖＡ基因表型均为阴性的山夫登堡沙门菌

堡沙门菌。

２．山夫登堡沙门菌病例监测：２００６年从ＧＳＳ病

腹泻病例分离株对应一类完全相同的图谱；其余３０

例中分离到山夫卺堡沙门菌３４株（１７．３％，３４／１９６），

株硫化氢和ｈｉｌＡ、ｉｎｖＡ基因表型均为阳性的山夫登堡

被确认病例菌株集中在夏季（７—９月）共分离３０株，

沙门菌腹泻病例分离株则对应了另一类完全相同的

其中８月为高峰期达１４株。４个监测点７—９月内以

图谱。根据分子质量推测，２种表型相反菌株的核

长宁区分离菌株最多（１９／３０），其次为浦东新区（５／

糖体型分型图谱分别对应的是２个存在较大遗传差

３０）、卢湾区（４／３０）和金山区（２／３０）；２００７年ＧＳｓ病

异的克隆族（图１）。

例仅分离到山夫登堡沙门菌５株（３．０％，５／１６８），历
史同期的８月未分离到，而９月仅分离到３株。２年
内山夫登堡在非伤寒沙门菌病例血清型构成比例由
２００６年的第３位下降至２００７年的第６位。
３．菌型构成比的回顾性分析：１９９９－－２００７年收
集的沙门菌株血清型１。１０位顺位构成显示，山夫
登堡沙门菌属于比较常见的血清型之一，在食品、食
品从业者和腹泻病例中均能检出。但是以分离时间
为坐标反映菌型的排列变化可以明显发现，代表不
同时间段分离山夫登堡沙门菌所构成的顺位排列呈
现上升趋势；２００６年山夫登堡沙门菌在菌型分布上
处于历史的最高峰；２００７年菌型排序出现明显下
降；同时期所进行的同步食源监测均未能从样品中
分离到山夫登堡沙门菌（表１）。

注：Ｍ：ＤＮＡ分子质量；１—４：硫化氢和ｈｉｌＡ、ｉｎｖＡ基因均阳性；
５—８：硫化氢和ｈｉｌＡ、ｉｎｖＡ基因均阴性

图１上海市山夫登儇沙门菌分子分型图谱（酶：ＰｖｕⅡ）

６．ＰＦＧＥ分型：３４株山夫登堡沙门菌腹泻病例

４．抗生素耐药性：１４种抗生素纸片测试７株山

分离株（２００６年３０株和２００７年４株）经Ｘｂａ Ｉ酶切产

夫登堡沙门菌食品分离株的耐药性，除１株表现为

生１６种带型，其中的优势带型为６型（６株）、１７型（５

萘啶酸耐药外，其他均敏感；测试包括２００５年的２株

株）、２３型（５株）、４型（４株）、１１型（３株），其余各型

和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ＧＳＳ的３９株腹泻病例分离株除对

均为１株。经过电泳图谱的同源性聚类后产生２个

四环素耐药率为７５．６％（３１／４１）和对萘啶酸耐药率

克隆族：４／５／６／７型共１１株菌的生化和基因表型特征

为２．４％（１／４１），其他均敏感。

均为硫化氢和ｈｉｌＡ、ｉｎｖＡ基因阴性株，图谱聚类显示

５．ＲＰ指纹图谱分析：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使用砌“Ⅱ

此类菌株在遗传学上更具有相似性和独立的克隆特

限制性内切酶对４ｌ株山夫登堡沙门菌腹泻病例分

征，而其余１２个型２３株菌的电泳图谱聚类显示属于

表１上海市ＧＳＳ监测点不同年份回顾比较山夫登儇沙门菌分离血清型构成的排序变化

ｌ阿贡纳沙门菌肠炎沙门菌
２德比沙门菌
３鸭沙门菌

德比沙门菌

德比沙门菌

肠炎沙门菌

德比沙门菌

肠炎沙门菌

德比沙门菌

阿伯丁沙门菌

肠炎沙门菌

鼠伤寒沙门菌

鼠伤寒沙门菌

鼠伤寒沙门菌

肠炎沙门菌

肠炎沙门菌

汤卜逊沙门菌乌普萨拉沙门菌

鼠伤寒沙门菌鼠伤寒沙门菌

４鼠伤寒沙门菌里定沙门菌
５肠炎沙门菌

肠炎沙门菌

阿贡纳沙门菌沙门菌德比

８＠夫登堂ｐ
９乙型副伤寒
１０里定沙门菌

伦敦沙门菌

＠夫登匀》
鸭沙门菌

＠夫登！疹

＠夫登｛黟
阿伯丁沙门菌

阿伯丁沙门菌

阿伯丁沙门菌鸭沙门菌

圣保罗沙门菌

德比沙门菌

罗米他沙门菌

婴儿沙门菌

伦敦沙门菌

阿贡纳沙门菌

圣保罗沙门菌（山夫登！多

德比沙门菌

印第安纳沙门菌阿贡纳沙门菌

鼠伤寒沙门菌

乙型副伤寒＜出夫登堡）

６阿伯丁沙门菌肯塔基沙门菌阿贡纳沙门菌
７伦敦沙门菌

鸭沙门菌

科特布斯沙门菌鸭沙门菌

猪霍乱沙门菌汤卜逊沙门菌

姆班达卡沙门菌

一

婴儿沙门菌

胥戈成格隆沙门菌

一

罗米他沙门菌斯坦利沙门菌

一

沙门菌科特布斯阿贡纳沙门菌科特布斯沙门菌印第安纳沙门菌

汤ｈ逊沙门菌圣地亚哥沙门菌

鸭沙门菌

阿贡纳沙门菌

注：食品从业者菌株来源为区县ＣＤＣ送检样品；…分别为１９９９、２００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和２００７年收集菌株

德比沙门菌

圣地亚哥沙门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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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一组遗传克隆族群特征。以此描述４／５／６／７型

分病例报告。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以后至２００７年报告病例

的１１株菌和１１／１７／２３型的１３株菌可分别对应２００６

数趋少。整个流行时间跨度达３个月之久，回顾性

年上海市临床腹泻病例中的２个优势克隆族的流行

流行病学调查采集共同就餐点和疑似食品并未分离

病学特征。从时间分布上分析，２００６年上海市山夫

到预期的病原菌，配对分析显示存在不洁饮食史（海

登堡沙门菌腹泻病例分离株包括以上２个优势克隆

鲜类和肉制品）是此次一过性暴发的主要危险因素

族中的７个带型；而２００７年仅有ｌ株为４型的同源

之一。依据上海市回顾性菌型监测资料分析，２００５

株，其余３株也均不属于优势带型（图２）。

年出现的山夫登堡沙门菌感染病例应该正处于流

讨

论

ＧＳＳ是重点针对非伤寒沙门菌腹泻病例所引发

行前趋期，以此界定此次山夫登傻沙门菌流行过程
应为２００５—２００７年，病例相对集中暴发于２００６年
的７—９月。

的“散在或暴发”案例而开展相关食源性溯源调查的

结合ＧＳＳ菌株的表型鉴定结果和分离来源地分

全球合作项目，依靠实验室对病例菌株的血清分型

析，２００６年７月长宁区中心医院报告的５株山夫登

和分子分型并结合完整的病例资料能甄别监测点的

堡沙门菌中发现有４株为硫化氢阴性、ｈｉＩＡ、ｉｎｖＡ基

“多点”或“局部”流行的沙门菌血清型的流行病学特

因缺失的表型不典型菌株，系统生化编码和血清学

征ｂ】。山夫登堡属国内较为常见的沙门菌血清型，

鉴定结果仍符合山夫登堡沙门菌特征。截止９月底

在禽、畜等动物养殖场或屠宰场能分离到，一般仅

此类菌株共报告ｌｌ株，除２株源自卢湾区外，其余９

引起散发的食源或医源性个案病例，其对大多数抗

株（除１株源自北新泾社区医院）有８株均来自长宁

生素表现敏感，一般个案发病少见。２００２－－２００３年

区中心医院监测点；同一时期报告的１９株山夫登堡

上海市开展食源性监测的资料显示，山夫登馒沙门

典型菌株有８株也出自长宁区中心医院的报告。ＲＰ

菌多见于牛肉和猪肉制品的结论也与文献报道相

核糖体分型结果也验证了上述表型特征相反的腹泻

符¨］。但从２００５年始，该菌型所致的病例数较以往

病例分离株酶切图谱分别属于２个有明显遗传差异

相对增多，２００６年的４、５月连续发现该菌型病例，至

的克隆族。由此判断，在长宁区某些区域内，表型典

７—９月达高峰期共报告３０例腹泻患者，其中２／３病

型和不典型的山夫登堡沙门菌腹泻病例相对集中，

例集中在长宁区监测点（１９例），其他监测点也有部

而其他几个监测点呈高度散发的流行特征。

图２临床确诊山夫登堡沙门菌病例的ＰＦＧＥ聚类分析图谱（限制性内切酶：Ｘｂａ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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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Ｐ核糖体分型对ＤＮＡ片段的分辨力较ＰＦＧＥ

起较长时间的多点暴发。我们结合前期的流行病学

的分型能力弱，进一步的ＰＦＧＥ分型显示，上海市３４

病例配对调查结论及文献与深圳市菌株的ＰＦＧＥ图

株（２００６年３０株和２００７年４株）山夫登堡沙门菌共

谱比对后推断：上海市２００６年发生的由２个克隆族

呈现１６种带型，其中６（６／３４）、１７（５／３４）、２３（５／３４）型

导致的山夫登堡沙门菌暴发病例，可能源于我国南

是具有优势的主要型别。而６型同时也是不典型山

方流人的寄生有山夫登堡沙门菌，并在短时间内能

夫登堡沙门菌的优势型，１７和２３型则是典型山夫登

在宿主内完成生态循环和克隆变异的某些软体海产

堡沙门菌的优势型。与此３个优势型相关的病例占

品引发，且此次暴发病例集中分布于长宁区，该区人

流行病例总数的５３．３％（１６／３０）。通过聚类分析，以

群对水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所以病例的发生

不典型占多数的４／５／６／７型和典型菌株为主的１ １／１７／

和消亡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消费者对某种甲壳类水产

２３型产生的聚类也分别属于在遗传学特征上有较

品消费的变化规律。

高同源性的２个克隆族。与此相关的病例占流行病

大多数非伤寒沙门菌在自然界缺少特定宿主体

例总数的８３．３％（２５／３０）。由此可解释，上海市过去

内的生命循环，多数在动物体内的自然储存，但如果

广泛存在于健康人或食品中的山夫登儇沙门菌，因

在自然界的生存时间达１年之久，就有可能获得适应

缺少优势的克隆菌群而不具备引起暴发或者流行的

新环境的能力哺’７］。由此带来的某些菌株表型的改变

条件，所以２００６年７—９月报告的ＧＳＳ监测病例应属

降低了传统分离方法的敏感性和增加了“不确定度”

于２个克隆族、由３种在分子型上具有优势的菌株引

的影响。而扈庆华等指出基于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

起的实质为“多点暴发”流行病例。

沙门菌多以ＳＰＩ一１毒力岛有关基因（ｈｉｌＡ、ｉｎｖＡ）为靶

ＧＳＳ监测方案中明确在病例监测的同时开展同

基因，事实证明缺失了ＳＰＩ．１毒力岛的但具有ＳＰＩ一２

步食源性监测以期能发现潜在的传染源或高危食

毒力岛的沙门菌同样有致病性哺１。所以我们认为，基

品。结合上海市山夫登堡沙门菌过去的食品阳性株

于复杂环境催化和自身遗传进化等因素，增加了沙

的分离背景和常规食源性监测的采样，本研究选择

门菌的某些血清型不断发生的某种遗传变异的概

以大型超市的生鲜肉制品等作为常规食品采集对象

率，对有能力进行沙门菌检测的实验室在实践中需

进行分离监测，但未得到预期的分离结果。此阴性

要不断验证沙门菌常规方法和分子生物学方法在日

结果提示引发本次山夫登堡沙门菌感染病例的病原

常监测和应急检测中的效果，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公

可能源于某一类特殊的食品污染源，或者此类污染

共卫生体制建没和疾病预防控制的技术需要。

源可能还不具备大范围污染其他食品的能力，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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