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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持续一周以上。这与日本的相关研究一致Ｈ１。可能的
原因是长Ｅｔ照使环境干燥，不适宜肠道病毒繁殖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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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象因素对不同传染病的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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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ＥＶ７１和ＣＡｌ６等肠道病毒在２２℃的污水环境中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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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在干燥环境中的活力迅速下降【“。此外，气象变化还会

３６

［３］Ｇａｓｐａｒｒｉｎｉ

［４］Ｕｒａｓｈｉｍａ Ｍ，Ｓｈｉｎｄｏ

危险因素，而长日照条件下手足口病发病风险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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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得到中国适应气候变化项目（ＡＣＣＣ）的部分支持，该项
目由英国国际发展部、瑞士发展合作署及英国能源与气候变化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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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这也可能导致人群对传染病
暴露风险的波动。所以，高温有可能是广州地区手足口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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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患者粪便中非脱羧莱克勒菌的分离和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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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琼脂（ＴＣＢＳ）和伊红美蓝琼脂（ＥＭＢ）平板进行分离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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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Ａ）斜面和动力、靛基质、尿素（ＭＩＵ）培养基，３７℃培养
２４

ｈ，菌株经革兰染色和氧化酶试验后，使用ＡＰＩ ２０Ｅ生化鉴

定系统（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进行生化鉴定。
（３）１６Ｓ ｒＤＮＡ基因鉴定：ＤＮＡ的制备使用天根生化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细菌基因组提取试剂盒，按说明书操作。
１６Ｓ

ａｕｔｈｏｒ：ＪＩＡＮＧ砘扣ｎｇ，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ｙｕｆａｎ９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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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转种克氏双糖铁琼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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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可疑菌落（霍乱弧菌、志贺菌、沙门菌、致病性大肠杆菌、副

ｒＤＮＡ的扩增采用肠杆菌科１６Ｓ ｒＤＮＡ通用引物，ＦＰ：

５’一ＡＧＡＧＴＴＴＧＡＴＣＣＴＧＧＣＴＣＡＧ一３’，ＲＰ：５’一ＡＣＧＧＣＴ
ＡＣＣ ＴＴＧ ＴＴＡ ＣＧＡ ＣＴＴ－３

ａ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ｔａ；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７，扩增长度约１５１５ ｂｐ；序列扩增

在美国ＭＪ公司ＰＣＴ－１００型扩增仪上进行。ＰＣＲ和电泳使用
的组分购自大连宝生物工程有限公司，ＰＣＲ产物送公司测

非脱羧莱克勒菌（Ｌｅｃｌｅｒｃｉａ ａｄｅ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ｔａ）可见于由多病
原引起的伤口感染“１；而该菌单独感染则见于血液感染标本

序。将分离株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非脱羧莱克勒菌种代表性１６Ｓ
ｒＤＮＡ序列进行比对，用Ｍｅｇａ４．０软件构建进化树。

以及免疫低下患者陉ｊ。目前，粪便标本中有关非脱羧莱克勒

（４）ＰＦＧＥ：方法参照文献［３］。脉冲场电泳仪为ＣＨＥＦ

菌的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自２例腹泻患者

ＤＲｉｌｌ（美国Ｂｉｏ．Ｒａｄ公司），电泳图谱分析软件为

粪便中分离到非脱羧莱克勒菌，现就其特性进行分析鉴定。

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分子量参考菌株为沙门菌Ｂｒｅａｎｄｅｒｕｐ

１．对象与方法：

Ｈ９８１２。

（５）抗菌药物耐药实验：按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

（１）病例和标本：２例腹泻病例均为女性，８２岁，分别于

（ＣＬＳＩ）标准，采用琼脂稀释法。抗菌药物包括氨苄西林、头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６和１８日就诊，就诊前均腹痛、腹泻（水样便），

孢噻吩、链霉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四环素、诺氟沙星、氯

粪便标本在服药前采集。

霉素、红霉素和多粘菌素Ｂ。结果判断以抑制细菌生长的最

（２）病原分离培养和生化检测：粪便标本直接划沙门志
贺属琼脂（ｓｓ）、麦康凯（ＭＡＣ）、硫代硫酸盐柠檬酸盐胆盐蔗

低药物浓度为ＭＩＣ。药敏质控菌株为Ｅ ｃｏｌｉ（ＡＴＣＣ ２５９２２）
和金黄色葡萄球菌（ＡＴｃｃ ２９２１３）。
２．结果：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０２．０２８
作者单位：２６１４００莱州，山东省莱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室
（姜玉芳、刘宗东、陈晓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

（１）菌株形态和培养特征：从２例患者粪便标本中分离
到２株形态和培养特征一样的菌，分别命名为ＬＺｌｌ－３和

所（王多春、刁保卫、阚飙）

ＬＺｌ６—７。２株菌均为革兰染色阴性、无芽孢、两端钝圆、细小

通信作者：姜玉芳，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ｙｕｆａｎ９２０１ １＠１２６．ｃｏｍ

短状杆菌。在ｓｓ平板上菌落粉红色、圆形、凸起；在ＭＡＣ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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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上菌落桃红色、圆形、湿润；在ＥＭＢ平板上菌落深紫色、有
金属光泽；在营养琼脂平板上４８ ｈ产生黄色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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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药敏试验：菌株ＬＺｌｌ—３和ＬＺｌ６—７的耐药谱相同，对
红霉素和甲氧苄胺嘧啶耐药，对氨苄西林、奥格门丁（阿莫西

（２）生化特性：在粗Ａ斜面和ＭＩＵ培养基上显示，分解

林克林维酸钾）、头孢噻肟、头孢三嗪、头孢他啶、头孢噻呋、

葡萄糖、乳糖产酸产气，动力和靛基质阳性，尿素酶、赖氨

氯霉素、环丙沙星、庆大霉素、奈定酸、链霉素、磺胺甲恶唑、

酸、精氨酸、鸟氨酸、氧化酶均为阴性，肠杆菌科７种噬菌体

复方新诺明和四环素敏感。

（０１、Ｃ、ＳＨ、Ｅ、ＣＥ、Ｅ４、ＥＮＴ）均不裂解。经ＡＰＩ ２０Ｅ对菌株

３．讨论：本研究从２例腹泻患者粪便中分离到非脱羧莱

进行生化鉴定，ＡＰＩ ２０Ｅ的对比编号为１０４４１７３，鉴定为非脱

克勒菌，其生化反应与文献报道一致¨】，但与从药品中检出

羧莱克勒菌。

的非脱羧莱克勒菌比较”］，氰化钾和丙二酸生化不一致，由

（３）１６Ｓ ｒＤＮＡ序列分析：本研究分离的２株非脱羧莱克

于该菌在临床上分离的报道较少。产生生化特性不同的机制

勒菌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的非脱羧莱克勒菌（ＡＴＣＣ２３２１６和

有待进一步研究。从１６Ｓ ｒＤＮＡ进化发育树发现，本研究分

ＡＴＣＣ２３２１６Ｔ）聚为一群（图１）。

离的２株非脱羧莱克勒菌虽然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的非脱羧莱克
勒菌（ＡＴＣＣ ２３２１６和ＡＴＣＣ ２３２１６Ｔ）聚为一群，但同样是非
脱羧莱克勒菌的Ｃ１０７和Ｌｄｌ分别聚为单独的一群，提示菌
株Ｃ１０７和Ｌｄｌ在１６Ｓ ｒＤＮＡ序列上有着种水平的差异。目
前非脱羧莱克勒菌在肠杆菌科莱克勒菌属中只有惟一的一
个种，Ｃ１０７（ＧｅｎＢａｎｋ：ＨＱ４０７２８２．１）和Ｌｄｌ（ＧｅｎＢａｎｋ：
ＨＱｌ３２７３１．１）分别分离自家蝇和甲虫类媒介，该２株菌是否
为肠杆菌科莱克勒菌属中新的种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

’而一

中的２株非脱羧莱克勒菌来自腹泻患者粪便标本，流行病学

图１本研究分离株与ＯｅｎＢａｎｋ中非脱羧莱克勒菌的
１６Ｓ

调查未发现其与腹泻之间具有相关性，但ＰＦＧＥ具有相同的
图谱，考虑可能有共同的感染来源，但本研究未得到明确的

ｒＤＮＡ进化分析

信息。本研究在２名患者粪便标本中检出非脱羧莱克勒菌，
（４）ＰＦＧＥ：如图２所示，ＬＺｌｌ－３和ＬＺｌ６—７的ＰＦＧＥ电泳

未检出其他常见病原菌，在腹泻治愈后３０ ｄ又对２例患者的
粪便标本做细菌分离培养，未检出非脱羧莱克勒菌和其他病

图谱一致，说明患者感染同样的细菌。

原菌。结合本研究中的２株菌具有相同的ＰＦＧＥ图谱，提示
非脱羧莱克勒茵可能不是进入机体后在肠道内经过的偶发
带菌现象，可能会引起腹泻，其致病和流行病学意义以及致
病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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