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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耶尔森菌ｒＲＮＡ基因识别特征研究
张慧娟魏建春张恩民

申小娜

梁莹朱晓宇徐冬蕾孙丽娜

张建华俞东征海荣
目的分析鼠疫耶尔森菌（鼠疫菌）的ｒＲＮＡ基因识别特征。方法通过比较基因

【摘要】

组学方法，利用Ｃｌｕｓｔａｌ Ｗ软件，对目前已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９株鼠疫菌的ｒＲＮＡ基因序列进行
分析，分别比对ｒＲＮＡ基因簇两侧的２０００ｂｐ序列、基因簇内１６Ｓ、２３Ｓ、５Ｓ ｒＲＮＡ及１６Ｓ～２３Ｓ基因

间隔区序列，以确定鼠疫菌ｒＲＮＡ基凶的识别特征。结果菌株Ｄ１８２０３８、Ｄ１０６００４、Ｚ１７６００３和
Ｃ０９２分别有６个ｒＲＮＡ基因簇拷贝（６拷贝菌株），菌株９１００１、ＫＩＭ、Ｎｅｐａｌ５１６、Ａｎｔｉｑｕａ和Ｐｅｓｔｏｉｄｅｓ
Ｆ分别有７个ｒＲＮＡ基因簇拷贝（７拷贝菌株）。按照两侧２０００ｂｐ序列不同，可将鼠疫菌ｒＲＮＡ基因

簇分成１３种类型，并可将６拷贝与７拷贝菌株进行区分；１６Ｓ一２３Ｓ ｒＲＮＡ基因间隔区含有４种不同
种类和数量的ｔＲＮＡ基因，可将６拷贝菌株和７拷贝菌株分别进行区分；２３Ｓ ｒＲＮＡ基因在不同菌株
间及不同ｒＲＮＡ拷贝间的碱基突变数方差分析显示，各菌株间Ｆ＝０．５４８，Ｐ＝０．８１５＞０．０５；各拷贝
间Ｆ＝５．２２８，Ｐ＜０．０１。结论鼠疫菌ｒＲＮＡ基因簇两侧序列、间隔区ｔＲＮＡ基因和２３Ｓ ｒＲＮＡ基因
可作为识别不同菌株和不同ｒＲＮＡ基因簇拷贝的指标，将鼠疫菌不同菌株进行分类。

【关键词】鼠疫耶尔森菌；ｒＲＮＡ基因；识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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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ｍ ２０１１，Ｖｏｉ．３２。Ｎｏ．４

ｒＲＮＡ基因在细菌分类鉴定及基因微进化研究

基因类型和数目差异作为识别不同菌株或不同

中有着重要作用，多株鼠疫耶尔森菌（鼠疫菌）全基

ｒＲＮＡ拷贝菌株的指标；对于单碱基突变的基因序

因组序列测定的完成为研究不同菌株ｒＲＮＡ基因特

列，统计各菌株和各拷贝间的突变数，进行方差分析。

点提供了资料，通过比较基因组学方法，分析ｒＲＮＡ

３．ｒＲＮＡ基因簇各拷贝的确定：为便于分析和比

基因在不同来源鼠疫菌之间的差异分布，可以揭示

较，以Ｃ０９２菌株ｒＲＮＡ基因簇在全基因组中的位置

鼠疫菌的ｒＲＮＡ基因结构特征。已有研究显示，鼠疫

顺序为参照，将ｒＲＮＡ基因簇拷贝依次编号为１、２、

菌中存在不同数目的ｒＲＮＡ基因簇拷贝ｎ。］，常见６拷

３、４、５、６，每个拷贝两侧的２０００ ｂｐ序列分别用ａ、ｂ

贝菌株和７拷贝菌株，ｒＲＮＡ基因指纹图谱分析发现中

表示，靠近１６Ｓ ｒＲＮＡ的２０００ ｂｐ序列命名为ａ，靠近

国普遍存在６拷贝菌株，并且有明显的疫源地差异ｂ】。
通过ｒＲＮＡ相关基因序列比对可能找到识别某一菌

５Ｓ ｒＲＮＡ的２０００ｂｐ序列命名为ｂ，如第１个拷贝１６Ｓ
端即为ｌａ，５Ｓ端即为ｌｂ。各菌株ｒＲＮＡ基因簇两侧

株或某一ｆＲＮＡ拷贝的基因特征。本研究选取ｒＲＮＡ

ａ、ｂ序列进行比对后，若ａ，ｂ序列一致，则认为是同

基因本身及其两侧的２０００ ｂｐ序列进行分析。

一个ｒＲＮＡ基因簇，即按Ｃ０９２菌株中的ｒＲＮＡ编号

材料与方法

１．菌株：本实验室新近测序的３株鼠疫菌玉龙

命名；若出现新的不同的ａ或ｂ序列，则依次编号，如
９１００１菌株中出现的第７拷贝，Ａｎｔｉｑｕａ菌株中出现
的第８、９、１０拷贝等。

分离菌株Ｄ１０６００４、剑川滇西纵谷生态型菌株

结

Ｄ１８２０３８、青藏高原１型菌株Ｚ１７６００３和目前

ＧｅｎＢａｎｋ中已完成全基因组序列测定的６株鼠疫菌
株（Ｃ０９２、９１００１、ＫＩＭ、Ａｎｔｉｑｕａ、Ｎｅｐａｌ５１６和
Ｆ）。

Ｐｅｓｔｏｉｄｅｓ

果

１．ｒＲＮＡ基因簇两侧序列：按照基因簇两侧的

ｂｐ序列，可将９株菌中的ｒＲＮＡ基因簇分为１３
种类型，在不同菌株中的位置和方向不同（图１）。

２０００

２．序列比对及分析：用Ｃｌｕｓｔａｌ Ｗ软件对上述已

（１）ｒＲＮＡ基因簇拷贝在菌株中的位置：菌株

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９株鼠疫菌序列进行多序列比

Ｄ１８２０３８、Ｄ１０６００４、Ｚ１７６００３和Ｃ０９２分别有６个

对。分别比对ｒＲＮＡ基因簇两侧的２０００ ｂｐ序列、基
因簇内部各部分序列，包括１６Ｓ、２３Ｓ、５Ｓ ｒＲＮＡ及

ｒＲＮＡ基因簇，菌株９１００１、ＫＩＭ、Ｎｅｐａｌ５１６、Ａｎｔｉｑｕａ

１６Ｓ一２３Ｓ、２３Ｓ～５Ｓ基因间隔区。序列一致率＞９０％

的ｒＲＮＡ基因簇位置相同，其他菌株与Ｃ０９２相比，

为同源，以基因序列的同源性和基因间隔区的ｔＲＮＡ

各拷贝在位置上发生了移位或基因反转（与互补链

和Ｐｅｓｔｏｉｄｅｓ Ｆ分别有７个ｒＲＮＡ基因簇。６拷贝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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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序列同源），并出现了新的ｒＲＮＡ基
因簇拷贝，ⅪＭ、Ｎｅｐａｌ５１６和Ａｎｔｉｑｕａ

表１不同ｒＲＮＡ基因簇的鼠疫菌中ｔＲＮＡ种类及数量

中增加了８ａ。所有菌株第２、３、５、６
ｒＲＮＡ基因簇拷贝两侧２０００ ｂｐ序列

｜｜｜｜跎一ｃ型嘶一ｂ坐型舢一ｂ

ｒＲＮＡ

簇一
因～●２

ｂ

ｂ

在各株菌中保持不变，其余拷贝两侧

３

ｃ

的２０００ ｂｐ序列由于基因组重排发生

４

了移位，表现为第ｌ、４、７、８拷贝的ａ

５

∞一。ｂ。 。ｂ

６

和ｂ序列相互重排。
（２）保守序列：ａ、ｂ序列两两比对
显示，ｒＲＮＡ基因两侧有一部分序列

蛾～。：，４，６，一注
７一

一注

是保持不变的。表现为所有ａ序列中紧邻１６Ｓ

菌

株

兰
∞一ａ

叫一ｂ

竺

生｛｜

＆一

一一ｂ

ｂ

ｂ

ｂ

ｃ

ｂ

ｂ

ｃ

ｃ

ｃ

ｂ
ｂ

ｃ

ｂ

ｃ

ｂ。。ｂ

ｂ

ｌ蚕一心丽一鳃丽恧一黜 ｜＿；｜星 ｃ一敞 ｂ一

一桕

３．２３Ｓ

ｒＲＮＡ

ｄ。ｂ

ｂ。。。ｂ

一

等：：：一

一一

一

ｂ一

ｒＲＮＡ基因：ｒＲＮＡ基因各部分中１６Ｓ和

ｒＲＮＡ基因变异较小，２３Ｓ ｒＲＮＡ突变较多，表现

基因序列的２３７ｂｐ序列同源（９２％），为ｒＲＮＡ基因簇

５Ｓ

的保守序列；ｂ序列中，２ｂ和６ｂ紧邻５Ｓ ｒＲＮＡ基因序

为单碱基突变，共２７个突变位点。突变位置多发生

列的２０７ｂｐ同源（９２％），３ｂ和７ｂ紧邻５Ｓ ｒＲＮＡ基因

在碱基的第１１７１—１８７９ ｂｐ之间，突变类型共有１４

的２０７ ｂｐ同源（９２％），ｌｂ、３ｂ、５ｂ和７ｂ紧邻５Ｓ

种，以ｅ斗Ａ置换及Ｃ＿＋Ｔ置换突变居多。２７个突变

ｒＲＮＡ

基因的７５ ｂｐ同源（９７％）。

位点中，一些突变仅限于少数拷贝，将突变少于１０

（３）插入序列：将第１、４、７拷贝的ａ，ｂ序列与全

个拷贝的位点排除外，则有７个位点发生了单碱基

基因组进行Ｂｌａｓｔ比对，结果显示１ｂ、７ｂ、８ａ中均有插

突变，这７个位点分别是处于核苷酸１１７１、１１７２、

入序列存在，而第４拷贝周围没有插入序列。表现

１１７８、１８２６、１８７９、２７９９、２８０７处，为２３Ｓ ｒＲＮＡ的多突

为ｌｂ中紧邻５Ｓ ｒＲＮＡ基因约４３０ ｂｐ处有ＩＳ２８５，长
度１３１４ ｂｐ；７ｂ中紧邻５Ｓ ｒＲＮＡ基因约９８０ ｂｐ处有

变区（表２、３）。
表２鼠疫菌中２３Ｓ ｒＲＮＡ基因序列单碱基突变数量及位置

ＩＳｌ６１７，长度６１１ ｂｐ；８ａ中紧邻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约
５７０

ｂｐ处有ＩＳｌ００，长度１９４９

ｂｐ。

（４）７拷贝菌株ａ，ｂ序列特异性：根据ｒＲＮＡ基因
两侧的ａ、ｂ序列组合独特性进行分析，７拷贝菌株
中，９１００１的第７拷贝、Ｎｅｐａｌ５１６的第１１、１２拷贝和
Ｆ的第１３拷贝分别是各菌株的惟一ｒＲＮＡ

Ｐｅｓｔｏｉｄｅｓ

基因；而Ａｎｔｉｑｕａ和Ｋ１Ｍ中的第８、９拷贝为该２株菌
共有。以上序列特征显示了７拷贝与６拷贝菌株的

表３不同鼠疫菌株巾不同拷贝的２３Ｓ ｒＲＮＡ碱基突变数

差异，但不能将Ａｎｔｉｑｕａ和ＫＩＭ区分开。
２．基因间隔区内的ｔＲＮＡ基因：鼠疫菌ｒＲＮＡ基
因簇内存在１６Ｓ～２３Ｓ ｒＲＮＡ和２３Ｓ～５Ｓ ｒＲＮＡ基因

间隔区，后者较短，在一些菌株中不存在，而１６Ｓ一
２３Ｓ

ｒＲＮＡ基因间隔区内夹杂着不同种类和数量的

ｔＲＮＡ基因，可分为４种情况：不含ｔＲＮＡ基因（ａ）、含
１个ｔＲＮＡ．Ｇｌｕ（ｂ）、含１个ｔＲＮＡ．Ａｌａ（ｃ）、含ｔＲＮＡ．
Ａｌａ、Ｉｌｅ各１个（ｄ），见表ｌ。可以看到，ｔＲＮＡ基因不
随ｒＲＮＡ基因簇位置和方向的变化而变化，尽管第
２、３、５、６拷贝ｒＲＮＡ基因簇两侧序列在各菌株中保

注：同表ｌ

持不变，其间隔区的ｔＲＮＡ基因还是各不相同，说明

对不同菌株间及不同ｒＲＮＡ基因簇拷贝间突变

ｔＲＮＡ基因的插入与基因组重排之间没有必然的联

数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各菌株间Ｆ－－－－－０．５４８．ＪＰ＝

系。从不同菌株各拷贝中的ｔＲＮＡ基因种类看，６拷

０．８１５＞０．０５，各菌株间突变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各

贝的菌株各不相同，ＫＩＭ和Ｎｅｐａｌ５１６相同，其他均
不同，提示ｔＲＮＡ基因可以较好地区分各菌株。

拷贝间Ｆ＝５．２２８，Ｐ＜０．０１，各拷贝的突变数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利用ＬＳＤ法进行两两比较，结果显示，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４月第３２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ｌ，ｖ０１．３２，Ｎｏ．４

·３６９·

第ｌ拷贝与５、６、７拷贝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第２

不同，可以进行区分，因此间隔区的ｔＲＮＡ基因可以

拷贝与５、６拷贝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第３拷贝与５、

作为ｒＲＮＡ基因簇的识别特征。

６拷贝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第４拷贝与５、６拷贝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他各拷贝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２００９年Ｌｉａｎｇ等”３对８株已测序鼠疫菌的基因
组重排现象进行了分析，显示插入序列在基因组重

义。第１、２、３、４拷贝突变较少，５、６拷贝突变最多。

排中起到重要作用。本研究中，不同菌株间ｒＲＮＡ

讨

论

位置和方向的差异也反映了基因组重排的过程，７

拷贝菌株比６拷贝菌株多出的ｒＲＮＡ拷贝周围均存

已有研究显示，绝大多数鼠疫菌ｒＲＮＡ基因以

在插入序列，该ｒＲＮＡ拷贝很可能会在基因组重排

基因簇的形式存在，保守性较强。一般种内不同菌

时丢失，变成６拷贝的菌株。同时，ｔＲＮＡ基因并不

株间同源性＞９９．５％；而２３Ｓ ｒＲＮＡ基因和１６Ｓ一２３Ｓ

随着ｒＲＮＡ基因簇在基因组中的移位而移位，可见

ｒＲＮＡ基因间隔区内的ｔＲＮＡ基因变异性较大，在许

ｔＲＮＡ的变化不是由于基因组重排导致的，而是独立

多研究中作为细菌属内种间或种内分类的依据Ｈ】。

进行的。

基于鼠疫菌中ｒＲＮＡ基因的保守性，本研究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比较分析了已测序鼠疫菌

ｒＲＮＡ基因簇两侧的序列作为分析对象，试图从另一

ｒＲＮＡ基因簇本身及两侧的序列，ｒＲＮＡ基因两侧序

个方向出发，找到不同菌株间及不同拷贝菌株间

列可以作为识别鼠疫菌ｒＲＮＡ基因簇的１个重要指

ｒＲＮＡ基因的识别标志。同一株菌中每个ｒＲＮＡ基

标；两侧较短的保守序列、间隔区的ｔＲＮＡ基因和

因簇两侧的序列是不同的，以此序列作为该ｒＲＮＡ

２３Ｓ

基因簇的识别特征，可以将６拷贝和７拷贝菌株区分

不同菌株和不同ｒＲＮＡ基因簇拷贝，将不同菌株问

ｒＲＮＡ基因序列的不同可以作为补充指标，鉴别

开。按照基因簇两侧的序列不同，将已测序菌株的

的鼠疫菌加以分类。本研究方法和结果丰富了鼠疫

ｒＲＮＡ基因簇分为１３种，其中６拷贝菌株中均含有第

菌ｒＲＮＡ基因的遗传特征，从分子流行病学角度为

１—６个拷贝，而在７拷贝菌株中存在第７～１３个拷

鼠疫疫情的溯源及预防控制Ｔ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

贝，这些ｒＲＮＡ基因簇两侧的序列可以作为识别特

据。全基因组重排与ｒＲＮＡ基因簇、ｔＲＮＡ基因重排

征区分６拷贝和７拷贝菌株。同时，还可区分７拷贝

的关系分析，为鼠疫菌的基因进化研究提供一定的

菌株间除了Ａｎｔｉｑｕａ和ＫＩＭ外的其他菌株。另外，

参考。在中国存在１８种不同生态型的鼠疫疫源地，

本研究中发现的ｒＲＮＡ基因簇１６Ｓ侧存在的保守序

有些生态型菌株与已测序菌株理论上接近，但没有

列和部分５Ｓ侧的保守序列也可作为不同ｒＲＮＡ基因

实验验证或全序列测定，本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能否

簇识别的参考指标。

代表中国鼠疫菌ｒＲＮＡ基因簇的类型，还需要更多

ｒＲＮＡ基因簇内各部分序列两两比对结果显示，

的实验进行研究。
（本研究的序列分析工作得到北京华大基因研究院王琪的大力

不同菌株间基因组表现为单碱基突变差异，１６Ｓ～
２３Ｓ

ｒＲＮＡ基因间隔区因所含ｔＲＮＡ基因类型和数目

帮助，谨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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