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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安徽省马鞍山市连续２个月内监测到的６例具有霍乱疑似症状、感染非

０１／非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的病例，判断疫情的聚集性。方法对病例分离株进行生化和血清型别鉴
定以及溶血试验，药敏试验检测抗生素耐药谱，应用荧光ＰＣＲ和常规ＰＣＲ进行霍乱弧菌特异基
因、毒力及其相关基因的检测，包括ｏｍｐＷ、ｃｔｘ、ｔｃｐＡ、ｔｏｘＲ、ｈｌｙＡ、ＺＯｔ、ｏ｝ｃｅ、ｒｓｔＲ和ｇ加…，应用脉冲场凝
胶电泳（ＰＦＧＥ）分析其分子型别。结果生化鉴定和血清学试验鉴别腹泻病例６株菌株为非０１／
非０１３９霍乱弧菌，均产生Ｂ溶血；１４种药物中有１２种属于全部敏感；荧光ＰＣＲ检测霍乱弧菌特异

性基因ｏｍｐＷ均为阳性，ｃｔｘ、卸Ａ、ｚＯｔ、伽、ｒｓｔＲ和ｇ朋…基因均为阴性，ｔｏｘＲ、＾易一基因有５株菌扩增
阳性，１株菌（１００１４３４４４６）为阴性；ＰＦＧＥ显示６株菌带型均不相同，但有２株非常相似，分离株与
霍乱弧菌产毒株相似性很低。结论６例感染非产毒的非０１／ｚ［Ｅ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病例发病虽相
对集中，但属于散发病例，在局部地区频繁出现，提示其公共卫生意义不可忽视。
【关键词ｌ霍乱弧菌，非０１月Ｅ０１３９；荧光ＰＣＲ；毒力基因；脉冲场凝胶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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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乱弧菌（Ｖｉｂｒｉｏ ｃｈｏｌｅｒａｅ）依据Ｏ抗原的不同，

５．荧光ＰＣＲ扩增特异基因：霍乱弧菌的外膜蛋

目前已划分为２０６个ｍ清群。１ｌ，但引起人群流行的只

白表达基冈（ｏｍｐｌｔ＇）被用作种特异性基冈。没汁扩

有产生霍乱毒素（ＣＴ）和毒力协同调节菌毛（ＴＣＰ）

增引物序列为ｏｍｐＷ（Ｆ）ＴＴＧ

ＣＴＧ ＣＴＡＡＣＧ ＴＴＧ

的ＯＩ群和ＯＩ ３９群菌株川。非产毒０Ｉ／０１３９血清群

ＯＣＴ ＴＴＧ；ｏｍｐｌｌＰ｛Ｒ）ＣＴＧ ＣＴＴ ＴＧＴＡＧＧ ＴＴＧ ＣＣＧ

霍乱弧菌以及非ＯｌｄＥ ０１３９血清群霍乱弧菌不致

ＴＴＧ，扩增产物为１０２ ｂｐ。荧光ＰＣＲ条件预变性

病或偶然引起轻度腹泻，也偶致肠道外感染，主要表

９５℃，３ ｒａｉｎ；９５℃，１０ ｓ：５８℃．３０ ｓ．４０个循环。荧

现为散在发生；但也有报道¨。】，其中部分菌株可造

光ＰＣＲ体系２５¨ｌ，ＳＹＢＲｍｉｘ

成局部暴发。２０１０年８—９月在安徽省马鞍山市连

１¨ｌ；Ｈ：Ｏ ９

续监测的６例疑似霍乱腹泻病例中分离出非０１／非

（ＯＩ）、Ｍ０４５（０１３９）和菌株２００８１４３（非Ｏ］／０１３９）为

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由于病例相对集中出现，是否存

阳性对照，纯水作阴性对照。测定产物熔解曲线以

在偶然的聚集还是暴发，为此对分离菌株进行ｒ霍

协助判定扩增特异性。荧光试剂ＳＹＢＲ

乱弧菌生物学特性、相关毒力基因检测以及分子分

ＴａｑＴＭ购自ＴａＫａＲａ公司，荧光ＰＣＲ仪使用ＣＦＸ９６（美

型研究，以分析可能发生的非０１月｝０１３９群霍乱弧

国Ｂｉｏ．Ｒａｄ公司）。

菌导致的疫情。

１２．５

ｐｌ；上下游引物各

ｐ，ｉ；ＤＮＡ模板１．５“ｌ。同时以Ｎ１６９６１

Ｐｒｅｍｉｘ Ｅｘ

６．毒力基因检测：针对０１、０１ ３９群霍乱弧菌的
材料与方法

毒力基因首选ｅｔｘ、ｔｅｐＡ、ｚｏｔ—Ｊ个主要毒力基因及ｒａＲ
和ｇｉｆｔ：“两个毒力相关基因进行ＰＣＲ检测；同时选

１．菌株：６株测试菌均来自２０１０年８—９月马鞍

择霍乱弧菌致病相关因子参照文献［４，７ｊ合成ｔｏｘＲ、

山市综合性医院肠道门诊６例腹泻患者（２例男性，

＾删、伽ｅ ｊ种毒力相关基凼引物（表１）。步骤：①模

４例女性；年龄３０一６６岁）粪便标本。阳性对照株

板制备：按照ＱＩＡＧＥＮ ＤＮＡ提取试剂盒操作说明提

选择Ｎ１６９６１（０１群霍乱弧菌）、Ｍ０４５（０１３９群霍乱

取６株测试菌的ＤＮＡ作为ＰＣＲ模板，一２０℃备用；

孤菌）。

②扩增检测基因ＰＣＲ扩增条件见表１；ＰＣＲ体系采

２．菌株生化鉴定及药敏试验：将ＴＣＢＳ平板上

用５０“ｌ体系，即２ｘＥａｓｙＴａｑ

ＰＣＲｍｉｘ ２５

ｐ．１；上下游

生长为黄色、光滑、湿润、中等大小可疑菌落接种

引物各Ｉ．５ ｐ．Ｉ；纯水２０ ｌａｌ；ＤＮＡ模板２山，ＰＣＲ扩增

ＫＩＡ斜面，经培养ＫＪＡ斜面生长为一／＋Ｈ：Ｓ一；分离

试剂２×Ｔａｑ

培养纯菌株，氧化酶阳性。使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全
自动微生物鉴定ＶＩＴＥＫ３２系统ＧＮＩ＋鉴定卡进行系

扩增仪使用Ｌａｂｃｙｃｌｅｒ Ｔｒｉｐｌｅ｛德国Ｓｅｎｓｏｑｕｅｓｔ公司）｛
③电泳及成像扩增产物于１．５％琼脂糖凝胶１００ Ｖ

统生化分析．同时用ＧＮＳ４４８药敏卡进行药敏试

４５～６０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购自ＴＩＡＮＧＥＮ公司，

ｒａｉｎ电泳，在凝胶成像仪中观察并拍照。

验，ＴＣＢＳ琼脂购自美国ＢＤ公司，ＫＩＡ培养基购白

７．菌株分子分型：６株测试菌的分型参照国际

英国ＯＸＩＯＤ公司，ＧＮＩ＋鉴定卡及ＧＮＳ４４８药敏卡购

致病菌分子分型实验室监测网络ＰｕｌｓｅＮｅｔ

冉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制订的“霍乱弧菌脉冲场凝胶电泳

３．溶血试验：６株疑似菌株经营养肉汤纯培养，

（ＰＦＧＥ）标准操作方案”进行。ＤＮＡ分子量标准为

挑满环培养液点种脱纤维羊血琼脂平板，３６℃培养

沙门菌Ｈ９８１２：完成ＰＦＧＥ图谱，输人中国细菌性传

过夜．观察血平板细菌生长情况。营养肉汤培养基

染病分子分型实验室监测网络ＰｕｌｓｅＮｅｔ Ｃｈｉｎａ中心

购自英同ＯＸＩＯＤ公司，脱纤维羊血琼脂平板为本市

数据库进行ｔＬｘ，－Ｊ。

ｌ｜缶检中心实验室新鲜配制提供。
４．菌株Ｉ｜ｆ【清群鉴定：使用Ｏｌ、０１３９群诊断血清

结

果

分别对６株可疑菌株进行玻片法凝集试验，同时用

１．生化及血清学鉴定：６株疑似菌株经

无菌生理盐水作对照。Ｏｌ、０１ ３９群诊断血清购自郑

ＶＩＴＥＫ３２系统生化鉴定报告为霍乱弧菌．鉴定值均

州万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有效期内使用？

达到９９％；０１、０１ ３９群诊断血清凝集试验均为阴性；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表ｌ
引物名称

·１２６７·

Ｊ Ｅｐｉｄｃｍｉ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５种毒力基因引物序列、产物长度及扩增条件

引物序列（５’一３’）

扩增条件

产物长度（ｂｐ）

注：ｔｏｘＲ、＾ｆ，Ａ两对引物的扩增条件根据文献略做调整

通过ＰＣＲ检测Ｏｌ群和０１３９群特异性基因进行复

表２

６株非０１月仁０１３９毒力基因检测结果

核，结果为阴性，６株菌鉴定为非０１／ｑＥ０１３９群霍乱
弧菌。
２．溶血试验：６株测试菌在血平板上生长良好，
除１００１４３４４４６菌株只有微弱溶血环外，其余５株菌
菌落周围均出现明显的Ｂ溶血环，溶血试验阳性。
３．ｏｍｐＷ基因检测：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荧光ＰＣＲ检测
霍乱弧菌种特异性基因ｏｍｐＷ，结果显示６株测试菌
株与阳性对照菌株有相同的熔解曲线值，连同生化
和血清学鉴定，说明这６株菌均为霍乱弧菌（图１）。

注：＋阳性。一阴性

啶、头孢呋辛、庆大霉素、亚胺培南、左氧氟沙星、美
洛培南、哌拉西林／三唑巴坦全部敏感；对头孢唑啉ｌ
株耐药，ｌ株敏感，４株中介；对头孢西丁有３株敏感，
３株中介。１４种药物中有１２种药物敏感，药物敏感
率达到８５．７％，对庆大霉素６株菌全部敏感。
６．ＰＦＧＥ分型：６株非Ｏｌ／９Ｅ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无
完全相同的带型。在ＰｕｌｓｅＮｅｔ Ｃｈｉｎａ中心数据库中
搜索近年安徽省内及周边省分离记录人数据库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ｅｍｉｕｓ

Ｏｌ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暴发株和患者分离株ＰＦＧＥ

６株疑似霍乱菌株及对照株荧光ＰＣＲ熔解曲线

带型比对，相似度均很低。但从图２中看出菌株

４．毒力和毒力相关基因检测：首先用ｃ红、ｚｏｔ、

１００１４３４２３０和２０１０一ｌ带型非常相似，相似度高达

图１

ｔｃｐＡ、ｒｓｔＲ和∥五对引物对６株测试菌进行ＰＣＲ
扩增。结果均为阴性。再对６株测试菌是否携带霍
乱弧菌致病相关基因进行ＰＣＲ检测，结果除菌株
１００１４３４４４６外，５株测试菌均携带ｔｏｘＲ、ｈｙｌＡ致病基
因。６株测试菌ａｃｅ基因均阴性（表２）。
５．药敏试验：６株测试菌对阿米卡星、氨苄西
林、头孢吡肟、头孢哌酮／舒巴坦、头孢噻肟、头孢他

９７％以上。

讨

论

目前报道的致腹泻非Ｏｌ／ｑＥ 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
中，有些菌株致病因子与０１群或者０１３９群霍乱弧
菌相似…，因此可认为非Ｏｌ／ｑＥ 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也
有可能在偶然情况下，通过基因水平转移获得ＴＣ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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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Ｈ，Ｋａｒｌ Ｂ，ｅｔ

ａ１．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ｆ Ｖ／ｂｒ／ｏ ｃｈｏｌｅｒａｅ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ｔｏｘｉｃ ｇｅｎ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ｇｅｎｅ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ｈｉｎ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６．

２２（１）：３１—３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芮勇字．许锐恒．阐飙，等．霍乱弧菌主要毒力和管家基因序列
分析．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０６．２２（Ｉ）：３１－３３．

［３］ＬｉｎＲＷ．Ｙｅ几．ＬｕｏＹ．ｅｔ

ａ１．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竹６ｒ如ｃｈｏｌｅｒａ ｎｏｎ－Ｏｌ ｆｏｏｄ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ｉｎ Ｌｉｓｈｕｉ ｃｉｔｙ．

６株非Ｏｌ／非０１３９霍乱弧菌与参照菌株的ＰＦＧＥ图谱

ＤｉｓＳｕｒｖ，２００７．２２（９）：５８２—５８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林仁卫．叶菊莲，罗芸．等．浙江省丽水市首起非０ｌ群霍乱弧菌

和ＣＴ这两种毒力而成为产毒株。但这种情况很少
见，大多数分离自患者的非０１月乍０１３９群菌株不携
带ＴＣＰ、ＣＴ等致病因子的基因簇，致病机制难以解
释。目前在一株致腹泻但不产霍乱毒素的非０１／非
０１３９群菌株中，发现Ⅲ型分泌系统在致肠道黏膜病
理改变以及致腹泻中的重要作用哺】。与产毒霍乱弧
菌导致的腹泻有不同，该菌导致肠黏膜明显的病理
损伤，提示不产毒素的菌株存在其他致病机制。
对非０１月Ｅ０１３９群霍乱菌株。需先检测是否产
生霍乱毒素以及其他常见肠毒素等。本研究中６株
菌均不具有霍乱毒素基因以及携带霍乱毒素基因的
噬菌体ＣＴＸＯ基因组基因，也不携带合成毒素共调
菌毛的基因，说明这６株菌不具有引起霍乱的典型
毒力基础。另外。有５株菌株具有ｔｏｘＲ和蚰伪毒力
和相关基因，这与国内报道基本一致阳·旧】。
近年有报道在临床患者的透析液中检出ｌ株对

食物中毒分子生物学溯源分析．疾病监测，２００７。２２（９）：
５８２－５８４．

Ｃ．Ｓｈｅｎ ＸＹ，ｅｔ ａ１．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４】Ｘｕ吖，Ｌｉｎ

ｆｏｏｄ－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ｅｖｅｎｔ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附砌ｃｈｏｌｅｒａｅ

ａ

ｎｏｎ－０１．Ｄｉｓ Ｓｕｒｖ．

２００７。２２（６）：３６８—３６９．３８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景野，林朝，沈玄艺．等．一起引起食物中毒的非Ｏｌ群霍乱弧
茵实验室鉴定．疾病监测，２００７．２２（６）：３６８—３６９．３８０．
［５］Ｓｉｎｇｈ ＤＶ．Ｉｓａｃ ＳＲ．Ｃｏｉｗｅｌｌ Ｒ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ＣＲ ａｓｓａｙ

ａ

ｈｅｘａｐｌｅｘ

ｆｏｒ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Ｖｉｂｒｉｏ ｃｈｏｌｅｒａｅ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ｏ ｍ／ｍ／ｃｕｓ．Ｊ Ｃｉ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０１．２００２．４０

（１１）：４３２１－－－４３２４．
［６］ＳｈａｒｍａＣ．ＴｈｕｎｇａｐａｔｈｒａＭ．ＧｈｏｓｈＡ．ｅｔ ａ１．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Ｏｌ，ｎｏｎ－０１３９ Ｖｉｂｒ／ｏ ｃｈｏｌｅｒａ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ｕｐｓｕｒ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ｏｌｅｒａ－ｌｉｋｅ

ａ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Ｃａｌｃｕｔｔａ，

Ｉｎｄｉａ．ＪＣ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０１．１９９８．３６（３）：７５６－７６３．
［７］Ｒｉｖｅｒａ ＩＧ．Ｃｈｕｎ Ｊ．Ｈｕｑ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ａ１．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ｅ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Ｖ／ｂｒ／ｏ ｃｈｏｉｅｒａｅ．Ａｐｐ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０１．２００Ｉ．６７（６）：２４２１－２４２９．

［８］Ｓｈｉｎ ＯＳ，Ｔａｍ

ＶＣ．Ｓｕｚｕｋｉ Ｍ．ｅｔ ａ１．ＴｙｐｅⅢ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第三代头孢菌素耐药的非０１月乍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并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ｌｙ ｆａｔａｌ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ｎｏｎ－０１．ｎｏｎ－

产ＰＥＲ—ｌ超广谱Ｂ内酰胺酶ＥＳＢＬ ｃ“】。本研究６株非

０１３９ Ｖ／ｂｒｉｏｃｈｏｌｅｒａｅ．ＭＢｉｏ。２０１１．２（３）：ｅ００１０６－１１．

０１月Ｅ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对１４种药物多数敏感．未出
现严重的耐药菌株，药敏谱与国内相关报道一致１９］。
研究中将分离的６株菌与安徽省内外自２００５年
起分离的Ｏｌ群和０１３９群霍乱弧菌进行ＰＦＧＥ图谱
比对，显示菌株间差异较大，且本文的６株非０１月Ｅ
０１３９群菌株间也不相同，仅２株相似。提示这些病

［９］Ｘｕ／Ｙ．Ｗａｎｇ ＲＹ，Ｙｃ ＬＭ，ｅｔ
ｃｈｏｌｅｒａｅ ｎｏｎ·Ｏｌ

ａｎｄ

ａ１．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ｉｎ

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Ｖ／ｂ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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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０１．２００６．１６（２）：１４５—１４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景野．王仁元．叶鹿鸣，等．宁波市人群中非Ｏｌ群霍乱弧菌携
带及其毒性研究．中国卫生检验杂志，２００６．１６（２）：１４５—１４８．
［ＩＯ］ＣｈｅｎＣ．ＷａｎｇＺＱ。ＬｉｕＮ．ｅｔ ａ１．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ｔｙｐｉｎｇ ｏｆ 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Ｖｉｂｒｉｏ ｃｈｏｌｅｒａ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Ｃｈｉｎ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 Ｉ．２７（１）：５７—５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例感染来源可能存在差异。
目前不产霍乱毒素的非ｅｌ／－：ＩＰ－０１３９群霍乱弧
菌以及０１群菌株引起腹泻的报道已非罕见，显然除
霍乱毒素外还有其他致病因子。针对这类病原菌，

陈琛，王中强，柳楠，等．疑似霍乱弧菌鉴定及分子分型检测．中
国公共卫生．２０１１．２７（１）：５７—５８．
【１１］Ｓｕｎ

ＪＹ．Ｎｉ ＹＸ．Ｆｉｒｓｔ

ｉｄｃｎｔｉｌｉ翻匝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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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ｅｒａｅ．Ｃｈｉｎ

需要在致病机制上开展更多的研究，并加强对其检

ｎｏｎ－０１３９

测和监测。

（５）：３３８—３４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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