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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北方部分地区北京谱系结核分枝杆菌
中群 体遗传关系的分析
丁朋举

惠明

【摘要】

梁倩张乾李卫民黄海荣

目的应用分子遗传学方法探讨２３４株北京谱系结核分枝杆菌的起源进化及群体

间基因流动特征。方法对来源于中国北方五省区（黑龙汀、吉林、辽宁、内蒙古和宁夏）２３４株北
京谱系结核分枝杆菌进行２４位点可变数目串联重复序列（ｖＮＴＲ）基因分型，计算各ＶＮＴＲ位点的
等位基因多态性（ｈ）；从个体水平分析其系统发育，即构建ＮＪ树和最小生成树；构建群体水平系
统发育树，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贝叶斯模型计算最近共祖年代；通过分子方差分析了解五省区菌株
间的基因流动情况。结果２４个ＶＮＴＲ位点的等位基因多态性较低（ｈ值：０．０００～０．７４４）。２３４株
北京谱系结核分枝杆菌分散存在ＮＪ树各个进化分支，最小生成树中约６２．０％（１４５／２３４）的菌株被
划分到同一“克隆复合群”。群体水平系统发育树显示２３４株菌与ＭＩＲＵ．ⅥｑＴＲｐｌｕｓ数据库（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ｉｒｕ—ｖｎｔｒｐｌｕｓ．ｏｒｇ）中的北京谱系结核分枝杆菌的遗传关系最近（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值为１００）；最近共
祖年代为５３０８年（９５％ＣＩ：４２６３～６４７０年）。通过分子方差分析发现吉林与黑龙江、辽宁菌株之

间，内蒙古与宁夏菌株之间遗传分化系数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结论中国北方五省
区北京谱系结核分枝杆菌的遗传相似性较高，菌株间种系发生关系不明显。推测这些菌株由近
期（约５０００年前）结核分枝杆菌北京谱系的某一“克隆”进化而来。地理位置接近的区域，菌株间
存在基因流动现象。

【关键词】结核分枝杆菌，北京谱系；系统发育；分子方差分析；基因流动；最小跨度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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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ＶＮＴＲ位点的等位基因多态性（ｔｈｅ ａｌｌｅｌｉｃ

成对北京谱系菌株的鉴定），同时北京谱系也在全球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结合２４位点ＶＮＴＲ数据，采用Ｎ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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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多态性（ＬＳＰ）可作为系统进化的靶标定义Ｍ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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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ｎ］采用２４位点ＶＮＴＲ的方法勾勒出全球ＭＴＢ的

ＭＩＲＵ．ＶＮＴＲｐｌｕｓ数据库中６个谱系ＭＴＢ的２４位点
ＶＮＴＲ数据，基于贝叶斯模型分别计算最近共祖年

起源进化。Ｐｅｐｐｅｒｅｌｌ等’５。采用ＳＮＰ、ＶＮＴＲ的方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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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而结核分子流行病学又实现了传染源的

代，结果与Ｓｕｐｐｌｙ等一致，提示该计算最近共祖年代
的方法、软件和参数可靠。研究中仍参考Ｓｕｐｐｌ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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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采用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１．２．３２软件（ｈｔｔｐ：／／ｃｍｐｇ．ｕｎｉ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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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规律。为此本研究选择２４位点ＶＮＴＲ这一遗

点处以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值显示；按Ｂｅｈａｒ等”们提出的每位

传靶标，探讨北京谱系ＭＴＢ的起源、进化及其基因

点每年１０４的突变速率和假定的１０３增长速率，在简

流动特征。

单逐步突变模型下，利用Ｙｔｉｍｅ软件计算北京谱系
ＭＴＢ的最近共祖年代。

材料与方法

本研究将每个省区的北京谱系ＭＴＢ设定为一

１．试验菌株：２４３株经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初步鉴定为

个群体，依据Ｎｅｉ等｜９ ３提出的Ｄ。距离，采用Ａｒｌｅｑｕｉｎ

北京基因型ＭＴＢ，均来自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全国结核病

３．５软件通过ＡＭＯＶＡ汁算Ｗｅｉｒ和Ｈｉｌｌ…３提出的成

耐药基线调查北方五省区％３（图１）。其中有９株经

对群体间遗传分化系数（凡，）。

传代培养未能长出菌落，最后２３４株纳入研究。

Ｆ。，一『ｙ起：Ｆ叽］／∑ｒｌｉ

ｘ Ｔａｑ 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

１００ ｂｐ ＤＮＡ Ｌａｄｄｅｒ为北京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产品；ＣｈｅｍｉＤｏｃ ＸＲＳ凝胶成像系统及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ｎｅ

。百

式中巩为在第ｉ个群体等位变异数量，Ｐ是群体总数；
１

广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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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ｌ—ｒ＿ＳＳＤ（ＡＬＰ）一音手与ＳＳＤ（ＷＰｉ）Ｊ
７’‘，ＳＴｉ一———————————————————————————————————————————————————————————一
苴中，、

ａＹ

式中ＳＳＤ（ＡＰ）是群体问的总平方和，ＳＳＤ（ＷＰｉ）是在

分析软件购自美国Ｂｉｏ．Ｒａｄ公司。
３．基因分型：ＤＮＡ提取参考文献［７］，２４位点

ＶＮＴＲ基因分型方法参考文献［４］。用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ｆ’

。百

Ｈ３７Ｒｖ标准菌株由国家结核病临床实验室提供。
２．主要试剂和仪器：２

Ｐ

Ｏｎｅ

第ｉ个群体内的总平方和，，ｖ是基因型材料总数，仃｝
是总的期望均方。

软件将检测菌株呈现的ＰＣＲ扩增指纹与Ｈ３７Ｒｖ比

采用统计学方法比较风，问的差异（设定ｄ＜

较，以Ｈ３７Ｒｖ每个位点重复序列作为参照，计算检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推测其对应群之间是

测菌株各ＶＮＴＲ位点拷贝数。

否存在基因群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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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提示这些菌株可能由某一“克隆”进化而来。
ＭＳＴ中约６２．０％（１４５／２３４）的菌株被划分到同一个
“克隆复合群”（ｃｌ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ｓ），即图４标示为
ＣＣｌ。在该“克隆复合群”中，含有来自不同省份的
菌株，提示北京谱系ＭＴＢ间较高的遗传相似性可能

辽阳『ｈ

是由于近期的奠基者效应所致。

（６３／３８／＇３７）

３．北京谱系ＭＴＢ最近共祖年代计算：由群体水

为各抽样州奁点；括寸内数抓分别表爪抽样的菌株数／

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鉴定为北京基因型的菌株数体研究纳入的菌株数；其
中黑龙江省的菌株数是宾县与虎林市两调查点合计；蓝色双向箭头
表示两地域菌株间遗传分化不明显，存在一定的基因流动

图１我国北方五省区２３４株北京谱系ＭＴＢ分布
及其菌株间基因流动情况

结

地区菌株散在于各进化分支，无明显地理差异（图

＼（６４／４０／３８）
、

撼Ｉ耖≯Ｙ以僦
注：

ｉ

相似性。
２．个体水平系统发育分析：采用ＮＪ分析显示各

果

平系统发育树可见，２３４株北京谱系ＭＴＢ与
ＭＩＲＵ一Ⅵ呵ＴＲｐｌｕｓ数据库中Ｂｅｉｊｉｎｇ谱系ＭＴＢ的遗
传关系最接近（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值为１００），处于同一分化
支上，其次是ＣＡＳ谱系（图５）。分别计算２３４株北京
谱系与ＭＩＲＵ—ＶＮＴＲｐｌｕｓ数据库中Ｂｅｉｊｉｎｇ谱系及与
ＣＡＳ谱系ＭＴＢ的最近共祖年代，与本研究前期结果
（尚未发表）接近。在此基础上，计算２３４株北京谱

１．２４个ＶＮＴＲ位点的等位基因多态性：２４位点

系ＭＴＢ的最近共祖年代（表２），发现其最近共祖年

ＶＮＴＲ和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的菌株鉴定树（图２）显示，
２３４株菌均与ＭＩＲＵ．ＶＮＴＲｐｌｕｓ数据库中的北京谱

代为５３０８（９５％凹：４２６３～６４７０）年。说明这些菌株

系在同一分支上，证实２３４株菌均为北京谱系ＭＴＢ，

扩展，并伴随着人类的迁移活动不断传播进化而来。
４．五省区北京谱系ＭＴＢ的ＡＭＯＶＡ：五省区的

但其等位基因多态性较低（表１），其中ＭＩＲＵ一２０、
ＭＩＲＵ一２４两位点不存在等位基因多态性（ｈ＝０），

确实是由某一“克隆”在大约５０００年前发生了一次

２３４株北京谱系ＭＴＢ群体间变异占总变异的

ＭＩＲＵ一２、ＭＩＲＵ一２３、ＶＮＴＲ一２４６１及ＶＮＴＲ一３１７１四

２．７９％，提示五省区群体（省）菌株间存在差异。进

个位点在部分地区菌株中不存在等位基因多态性

一步分析（表３、图１）发现，内蒙古与黑龙江、吉林和
辽宁三省菌株风，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ｈ＝０）。由此可见北京谱系ＭＴＢ具有较高的遗传

０．０５），提示这几个群体（省）菌株相互之间基因流动

注：红色为外群参考菌株膨ｐｒｏ￡Ｄ￡“６ｅｒｃＭｆ∞括（包含胞ｃａｎｅｔｔｉｉ）；
黄色为本研究中涉及的２３４株北京基因型菌株；白色为ＭＩＲＵ．ＶＮＴＲ
数据库中的菌株

图２基＝Ｊ２ ２４位点ＭＩＲＵ—ＶＮＴＲ和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数据构建的
２３４株北京基因型ＭＴＢ菌株鉴定树

注：红色为外群参考菌株胍ｐｒｏｔｏ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包含Ｍ ｃａｎｅｔｔｉｉ）；
其余５色分别代表不同来源的菌株
图３

２３４株北京谱系ＭＴＢ的２４位点ＭＩＲＵ．ＶＮＴＲ
系统发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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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２４位点ＶＮＴＲ在２３４株北京谱系ＭＴＢ中的等位基因多态性（＾）

讨

论

本研究对来自我国北方五省区的
２３４株北京谱系ＭＴＢ进行２４位点
ＶＮＴＲ基因分型。通过计算２４个
ＶＮＴＲ位点的等位基因多态性，发现北
京谱系ＭＴＢ ２４个ＶＮＴＲ位点等位基因
多态性较低，提示北京谱系ＭＴＢ遗传
相似性较高。
本研究基于２４位点ＶＮＴＲ数据，由
个体水平ＮＪ树可见五省区菌株均呈分
散存在，不具有特征性进化分支；ＭＳＴ
显示约６２．０％（１４５／２３４）的菌株被划分到
同一“克隆复合群”，同样提示所研究菌
株间无明确的种系发生关系。因此从系
统发育学角度推测这些菌株可能是某个
北京谱系ＭＴＢ“克隆”在某个时间点上
发生扩展的结果。
研究中还计算了北京谱系ＭＴＢ“克
隆”的最近共祖年代。提示五省区的北
京谱系ＭＴＢ与ＭＩＲＵ．ＶＮＴＲｐｌｕｓ数据库
中的Ｂｅｉｊｉｎｇ谱系ＭＴＢ遗传关系最接
近，且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值为１００，接近真实的进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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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贝叶斯算法估

ｏ

ｏ

ｔ Ｏ．·

乙．秣

算五省区北京谱系ＭＴＢ的最近共祖年
代约为５０００年（计算值为５３０８年），该时
间范围与我国人类文明发展史相吻合。
因此推测这是由于某个北京谱系ＭＴＢ

ｏ．

“克隆”在大约５０００年前发生了一次扩
展后，随着人类活动而不断传播流行。
那么在传播流行过程中，结核分枝杆菌
黑龙江

仅是在不断的“拷贝”，还是伴随着遗传
变异呢？为此本研究又从空间角度分

辽宁

＿吉林
内蒙古

＿宁砭

析了不同地区北京谱系ＭＴＢ的分化特
征。通过ＡＭＯＶＡ发现２３４株北京谱系

●

ＭＴＢ菌株间的变异主要来自群体（省）
注：每个圆代表一个ＶＮＴＲ－２４基因型，其大小对应拥有该基因型菌株的数量，
不同颜色代表各地菌株，ｌ～３编号标记了３个包含混合基因型的ＶＮＴＲ一２４簇

图４

２３４株北京谱系ＭＴＢ基于２４位点ＶＮＴＲ的ＭＳＴ

内菌株之间，且各省区之间存在明显的
遗传分化不均衡性。Ｐｅｐｐｅｒｅｌｌ等ｂ１通过
分析在加拿大流行的不同谱系ＭＴＢ的

不明显；宁夏与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菌株亦是

遗传分化系数提示，Ｄｓ６Ｑ一亚系在魁北克、安大略

如此。同时还发现吉林与黑龙江、辽宁两省菌株，
内蒙古与宁夏菌株Ｆｓ，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湖、萨斯喀彻温省以及阿尔伯特省间的差异无统计

０．０５），提示这几个群体（省）菌株之间存在基因流动

学意义，该亚谱系在四省之间存在基因流动，且与皮
毛贸易有关。由此可见不同地理群体菌株间遗传分

现象。

化系数如无差异，则表明各地ＭＴＢ菌株在基因水平

·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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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３４株北京谱系ＭＴＢ的最近共祖年代估算（ＴＭＲＣＡ）

Ｍｉｃｒｏｔｉ
ｅａｌ

数间不存在差异，则存在基因流动现象。表明基因
流动受地理位置影响，即相邻地域菌株间存在基因
０．０６

流动的可能性较大。

图５

（本研究承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结核病参比实验

２３４株北京谱系ＭＴＢ群体水平系统发育树

室赵雁林主任、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王沥教授

上存在交流。本研究提示内蒙古、宁夏与黑龙江、吉

指导；并得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国家结核病临床

林、辽宁菌株遗传分化系数之间存在差异，则不存在
基因流动现象；吉林与黑龙江、辽宁菌株遗传分化系

实验室姜广路、戴广明、于霞、王桂荣、付育红、赵立平和王晓波
等的协助）

表３北京谱系ＭＴＢ不同地理（省）群体菌株间的ＡＭＯ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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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ｔ，２００３，７３（４）：

７６８—７７９．

１

１１

ｊ Ｗｅｉｒ

ＢＳ，Ｈｉｌｌ

ＷＧ．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ｎ Ｒｅｖ Ｇｅｎｅｔ，２００２．

３６：７２ｌ一７５０．

ＰａｎｇＹ，Ｚｈｏｕ Ｙ，Ｚｈａｏ Ｂ，ｅｔ ａ１．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ｍ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ｏｃｕｓ

ａｓｈｋｅｎａｚｉ ｌｅｖｔｅｓ：Ｙ 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ＪＭ，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ＤＣ．ｅｔ ａ１．Ｄｉｓｐｅｒｓａｌ ｏｆ

２０１１．１０８（１６）：６５２６—６５３１．

１６ Ｊ

Ｎｅｉ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ｖｉａ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ｐｒｉｍｅｒ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Ｃｌｉｎ

ｏｆ

ＪＭｏｌＥｖｏｌ，１９８３，１９（２）：１５３一１７０．
１０

Ｃ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０１，２００６，４４（１２）：４４９８—４５１０．

１ ５ｊ

ｐａｔｔｅｍ

ｓｉｎｇｌｅ－ｔｕｂｅ．ｃｅｌｌ ｌｙｓｉｓ—

ｌｙｓｉｓ，ＰＣＲ

ｐｈｙｌｏｇｅｎｅｔｉｃ ｔｒｅ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ｒｓｅｄ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ｓ．Ａｐｐ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ａｎｃｅｔ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７，７（５）：３２８—３３７．

１４ Ｊ

ｃｅｌｌ

Ｓｅｌａｎｄｅｒ ＲＫ，Ｃａｕｇａｎｔ ＤＡ．Ｏｃｈｍａｎ
ｅｎｚｙｍｅ

ＰＭ．Ｇｌｏｂａｌ ｐｈｙｌｏ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

ｆｏｒ ｒａｐｉ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４．４２（１）：４５３—４５７．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Ｇａｇｎｅｕｘ Ｓ，Ｓｍａｌ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Ｌ，Ｈａａｓ ＰＥ，ｅｔ

ＰＣＲ ｍｅｔｈｏｄ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９—２５）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