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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烟肼诱导致单耐异烟肼结核分枝杆菌假定
药物外排泵基因表达量变化的初步研究
张敬蕊李桂莲赵秀芹
【摘要】

万康林

吕建新

目的检测单耐异烟肼结核分枝杆菌经异烟肼诱导培养前后假定药物外排泵基因

表达量的变化，探讨可能导致结核分枝杆菌对异烟胼耐药的外排泵基因及导致基因高表达的原
冈。方法选取３５株单耐异烟肼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１０株全敏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
和Ｈ３７Ｒｖ（标准对照），对各菌株进行无异烟肼和亚抑菌异烟肼浓度（１／４ ＭＩＣ）的７Ｈ９液体培养基
诱导培养，提取ＲＮＡ后反转录并采用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技术分别检测２７个假定外排泵基因表达量的
变化，用公式２４“１计算每个假定基因相对表达量的差异倍数。结果耐药株中２７个假定外排泵
基因有１３个基因高表达，高表达Ｒｖｌ２５８ｃ基因的菌株数最多为６株，其次是高表达砌２２６５和
Ｒｖ０８４９的菌株各有５株。３５株菌中１４株菌（４０．００％）有高表达的外排泵基因，６株（１７．１４％）菌株
均只有１个假定外排泵基因高表达；８株（２２．８６％）菌株有两种及以上基因高表达，其中４、２、１、ｌ株
菌株分别有２、４、５、７个基因高表达；１０株全敏菌株和Ｈ３７Ｒｖ ２７个假定外排泵基因均无高表达。
结论Ｒｖｌ２５８ｃ、Ｒｖ２２６５和Ｒｖ０８４９等基因可能是导致结核分枝杆菌对异烟肼耐药的外排泵基因，
异烟肼可能为结核分枝杆菌部分假定外排泵基因的诱导物而导致其激活并高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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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ｓｅｒｇｅｎｅ Ｅｄｉｔｓｅｑ

采用微孔板Ａｌａｍａｒ ｂｌｕｅ显色法【７］。

相关研究证明结核分枝杆菌可通过药物外排泵对异

５．假定药物外排泵基因的检测：

烟肼药物做出应答反应导致其耐药ｎ＇２Ｉ，但目前鲜见

（１）基因的选取及引物设计：根据Ｈ３７Ｒｖ菌株

与异烟肼耐药有关的外排泵基因及其引起基因表达

全基因组序列选取管家基因ｓｅｃＡｌ和２７个假定药物

量改变原因的报道。本研究通过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检测

外排泵基因，应用Ｐｒｉｍｅｒ ５软件设计引物，然后通过

单耐异烟肼结核分枝杆菌在无异烟肼和亚抑菌的异

ＮＣＢＩ．ＢＬＡＳＴ再次检测其特异性，引物见参考文献

烟肼浓度［１／４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Ｃ）］诱导下假定药

［８］（本研究无基因ｍＪ８７７）和表１。

物外排泵基因相对表达量的变化，探讨结核分枝杆
菌对异烟肼耐药起到药物外排作用的基因及导致基
因高表达的原因，为结核病治疗提供新的依据。

表１

基因家族
Ｒｖ００３７ｃ

材料与方法
Ｒｖ０１９１

传统菌种鉴定和比例法药敏试验检测证实ｂ】，单耐
异烟肼（对利福平、乙胺丁醇、链霉素氧氟沙星、卡那
霉素、阿米卡星和卷曲霉素敏感）结核分枝杆菌临床
分离株３５株和对上述药物均敏感（全敏）结核分枝

１６４

ＭＳＦ Ｆ：５’一ＧＣＴＧＣＣＡＴＧＡＧＣＣＴＧＡＴＧＴＧ一３’

７

１ ８９

Ｒ：５’一ＣＧＣＴＧＴＡＴＧＣＧＴＴＧＣＡＧＴＴＣＴＴ－３
Ｒｖ０８４２

ＭＳＦ Ｆ：５’一ＧＣＣＧＣＴＧＴＡＴＡＣＣＴＧＣＣＧＡＴＧＴ－３’

１００

Ｒ：５’一ＴＴＧＴＣＣＧＡＧＡＧＴＧＣＣＴＧＣＣＧＡＴＡ一３’

胁Ｄ８７６

ＭＳＦ Ｆ：５’一ＧＧＡＣＣＧＡＴＧＡＧＴＧＧＡＧＣＧＡＴＣＡ一３’

１３３

Ｒ：５’一ＡＣＴＣＧＧＣＡＡＴＧＧＣＧＧＴＡＧＣＡ－３

砌２２６５

ＭＳＦ Ｆ：５’一ＣＧＧＴＴＧＴＣＣＴＣＧＧＴＡＡＴＣＣＴ－３’

Ｒｖ２４５６

ＭＳＦ Ｆ：５ ７一ＣＡＧＣＧＡＡＣＣＣＣＡＣＣＡＡＡ一３

１１２

Ｒ：５’一ＡＴＧＴＧＧＡＴＧＧＣＧＧＴＧＴＧＴＴ－３’
１４０

Ｒ：５’一ＧＣＡＣＡＡＴＣＧＡＧＡＣＧＡＡＧＧＡＡ一３’
Ｒｖ３２３９

ＡＤＣ营养添加剂购自美国ＢＤ公司；异烟肼等药物

ＭＳＦ Ｆ：５‘一ＧＣＣＧＡＴＴＣＣＴＧＧＣＡＣＴＴＴＴ－３’

１４６

Ｒ：５’一ＡＴＧＴＧＧＡＴＧＧＣＧＧＴＧＴＧＴＴ－３’

”以２

国ＡｂＤ Ｓｅｒｏｔｅｃ公司；Ｔｒｉｚｏｌ试剂、去除ＤＮＡ试剂盒

１０５

Ｒ：５’一ＣＧＡＧＧＡＴＴＡＣＧＧＴＧＧＴＧＡＣＧＡＧ一３’

株（Ｈ３７Ｒｖ，ＡＴＣｃ２７２９４）作为标准对照。

干粉购自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Ａｌａｍａｒｂｌｕｅ试剂购自美

长度
！！出

ＭＳＦ Ｆ：５’一ＧＣＧＡＡＧＡＡＣＡＧＣＡＧＴＧＣＧＧＴＡ一３’

砌１６７２ｃ ＭＳＦ Ｆ：５ ＬＣＣＧＴＴＧＴＴＧＧＣＡＧＴＧＴＧＡＴＡＴＧＧ一３

杆菌临床分离株１０株，以结核分枝杆菌标准敏感菌
２．主要试剂及仪器：Ｍｉｄｄｌｅｂｒｏｏｋ ７Ｈ９干粉和

引物序列

Ｒ：５’一ＧＣＡＴＣＧＧＡＴＧＧＴＧＧＴＣＧＧＴＡＴＣ一３‘

１．菌株：本研究菌株源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结核室（分别收集自福建、广
西、河南、湖南、四川和新疆等省）并经筛选。其中经

假定药物外排泵基因的家族、引物序列及扩增片段

皇蓄Ｆ：５，＿ＡＧＡＧＧＴＧＴＴＣＡＣＧＣＣＡＣＴＴＡＣＧ一３，
Ｒ：５。一ＧＣＴＧＧＡＧＧＣＡＣＴＡＣＴＣＡＡＧＧＡＣ一３’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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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２）细菌总ＲＮＡ的制备：刮取２～３周罗氏培养

因为高表达。９·。

基培养的新鲜菌落调至１个麦氏浊度，每株菌各取
１个麦氏浊度菌液２ ｍｌ置２８

结

７Ｈ９培养基中，接种

ｍｌ

－３８１·

果

２份，其中一份将异烟肼浓度调至该菌株的异烟肼

１．菌株的ＭＩＣ及ｋａｔＧ、ｉｎｈＡ和ｏｘｙＲ．ａｈｐＣ基因

ＭＩＣ（亚抑菌浓度）；置３７℃培养箱培养２１ ｄ；离

突变：３５株单耐异烟肼结核分枝杆菌中２４株

心留沉淀，用Ｔｒｉｚｏｌ法提取总ＲＮＡ，采用分光光度计

（６８．６０％）的ＭＩＣ为２ ｕｇ／ｍｌ，其中２２株发生ｋａｔＧ

测定总ＲＮＡ的纯度和浓度，并以此确定其质量。

３１５ＡＧＣ．ＡＣＣ（Ｓｅｒ．Ｔｈｒ）突变，２株未发生突变；５株

１／４

（３）去除ＤＮＡ污染：用去除ＤＮＡ试剂盒处理经
上述提取的总ＲＮＡ，体系为２０

ｇｌ：１００×ＤＮａｓｅ Ｉ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Ｂｕｆｆｅｒ ２ ｇｌ、０．５／ａｌ ＤＮａｓｅ
１

Ｉ（Ａｍｐ

Ｇｒａｄｅ，

Ｕ／９１）、０．５ ｌａｌ ＲＮａｓ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总ＲＮＡ １５００ ｎｇ，加

Ｒｎａｓｅ．Ｆｒｅｅ

Ｗａｔｅｒ至２０ ｕｌ，室温放置１５ ｍｉｎ，加１

ｇｌ

的ＥＤＴＡ（２５ ｍｍｏｌ／Ｌ）终止反应，６５℃１０ ｍｉｎ灭活。

（４）反转录合成ｃＤＮＡ：去除ＤＮＡ污染后的总

菌ＭＩＣ为１“∥ｍ１，其中２株发生ｋａｔＧ

３１５ＡＧＣ—ＡＣＣ

（Ｓｅｒ－Ｔｈｒ）突变，３株发生ｉｎｈＡ（一１５）Ｃ—Ｔ突变；５株菌
ＭＩＣ为４ ｇｇ／ｍｌ，其中３株发生ｋａｔＧ

３１５ＡＧＣ．ＡＣＣ

（Ｓｅｒ—Ｔｈｒ）突变，１株发生ａ＠Ｃ（一８８）Ｇ．Ａ突变，１株未

发生突变；仅有１株临床株ＭＩＣ与Ｈ３７Ｒｖ相同，均为
Ｏ．２５

ｕｇ／ｍｌ，该临床株为ｋａｔＧ ２６１ＧＡＡ．ＧＡＣ（Ｇｌｕ．

ＲＮＡ用反转录试剂盒进行反转录操作，以合成第一

Ａｓｐ）和ｉｎｈＡ．１５Ｃ—Ｔ联合突变。全敏菌株均无突变，其
中６株菌株ＭＩＣ为０．２５ ｇｇ／ｍｌ，３株菌为０．１２５ ｇｇ／ｍｌ，

链ＤＮＡ（即ｃＤＮＡ）。反应体系５０

ｌ株菌株仅为０．０４ ｇｇ／ｍｌ（表２）。

Ｍｉｘ（２．５

ｕ１：７．５ ｇｌ ｄＮＴＰ

Ｍｉｘ、１０

ｐｌ

２。Ｓｐｏｌｉｇｏｔｙｐｉｎｇ基因分型鉴定：３５株临床分离

ＤＴＴ（０．１ ｍｏｌ／Ｌ）和２．５

ｕｌ

株中Ｂｅｉｊｉｎｇ型菌株最多为１５株，其次为ｕ型５株，

ＨｉＦｉ—ＭＭＬＶ（２００ Ｕ／“１）、２１“Ｉ去除ＤＮＡ后的总

Ｈ３和Ｔ１型各４株，Ｔ２型２株，Ｔ４型１株，另４株为数

ＲＮＡ（共１５００ｎｇ），将｝昆合液振荡混匀，短暂离心，在

据库中不存在的新基因型菌株（０００２０３００４１０３７７１、

ｍｉｎ的条件下合成ｃＤＮＡ。用

７７７７３７７７６７２０７７１、７７７７５７６３７７６０６３１、７７７７３７４７７７６０７７１）；

ｎｇ／ｇｌ，一２０ ｃＣ

１０株全敏临床菌株中Ｂｅｉｊｉｎｇ型４株，Ｔ１型２株，４株
为数据库中不存在的新基因型菌株

（５）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采用ＳＹＢＲ法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５７７７７７４０３７６０７３ １、５７７４００００７（０００００、５７７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ｍｍｏｌ／Ｌ

Ｅａｃｈ）、４．５“ｌ

５×ＲＴ Ｂｕｆｆｅｒ、４．５“ｌ

４２℃５０ ｍｉｎ、７０ ｃｃ １５
ＥＡＳＹ

Ｐｒｉｍｅｒ

Ｄｉｌｕｔｉｏｎ将ｃＤＮＡ调节浓度至１０

保存备用。
试剂盒，反应体系为２０¨１：１０

ｕ１ ２×ＵｌｔｒａＳＹＢＲ

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４１０３７７１）。

Ｍｉｘｔｕｒｅ、０．３ ｇｌ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ｒｉｍｅｒ（１０ ｐｍｏｌ／Ｌ）、Ｏ．３¨ｌ

３．假定药物外排泵基因检测：标准菌株Ｈ３７Ｒｖ

ｐｌ ｃＤＮＡ（１０ ｎｇ／９１）、

的２７个假定药物外排泵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差异倍

ｇｌ，混匀；循环参数（两步法
ＰＣＲ）：９５ ｏＣ预变性１０ ｍｉｎ，然后９５℃变性１５ Ｓ，退

数均无意义，即差异倍数０。倍为９个基因，１一倍为

火／延伸６０℃１ ｍｉｎ，４０个循环。内参基因为ｓｅｃＡｌ。

数＞３的基因；Ｒｖ２９３７相对表达量差异倍数最大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Ｐｒｉｍｅｒ（１０ ｇｍｏｌ／Ｌ）、１

Ｒｎａｓｅ．Ｆｒｅｅ ｗａｔｅｒ ８．４

１３个基因，２～倍为５个基因，无相对表达量差异倍

６．统计学分析：采用公式２４“’计算假定药物

（２．７７），Ｒｖ０１９１最小（Ｏ．４７）。１０株全敏临床菌株的

外排泵基因相对表达量差异倍数，其中ＡＡＣＴ＝
ＡＣＴ药物诱导一ＡＣＴ无药物，ＡＣＴ值分别为对照（无药物）

２７个假定药物外排泵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差异倍数
均无意义，且每个基因表达量差异倍数在０～２倍之

和药物诱导情况下每株菌株目标基因与内参基因

间的菌株数占８０％以上（表３）。

ｓｅｃＡｌ的ＣＴ值之差即△ＣＴ＝ｃＴ检测基因一ＣＴｓ。。。。。当相

本研究２７个假定药物外排泵基因中１４个基因

对表达量差异倍数≥４时认为该假定药物外排泵基

的相对表达量差异倍数在所有菌株中均＜４，１３个

表２全敏、单耐异烟肼结核分枝杆菌和Ｈ３７Ｒｖ的ＭＩＣ、诱导药物浓度及基因突变结果

注：ＷＴ（ｗｉｌｄ ｔｙｐｅ，野生型）指未发生相关基因突变

生堡煎鱼疸堂苤查垫！！堡！旦笙丝鲞笙兰塑堡垒ｉ望！墅！垒！里！！！！垒盥！垫！！！塑！－！兰！堕！·！
表达量差异倍数也接近。６株菌只有１株高表达基

表３结核分枝杆菌耐药菌株和全敏菌株２７个

因Ｒｖ３０６５的相对表达量差异倍数最高为１

假定外排泵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差异倍数

３．１

５；高表

达ＲｖＯｌ９１的菌株有４株，平均表达量差异倍数次之
（１２．０５）；Ｒｖ２２０９表达量差异倍数最低为４．１０（表４）。
表４结核分枝杆菌高表达假定药物外排泵基因
相应菌株的特征

注：。耐药菌株中表示高表达基因

基因（渤．ｆ２５＆、Ｒｖｌ８１９ｃ、Ｒｖ３２３９ｃ、Ｒｖ２８４６ｃ、Ｒｖ０１９１、

砌２２６５、Ｒｖ０８４９、Ｒｖ２２０９、Ｒｖ２９３６、Ｒｖ２９３７、Ｒｖｌｌ４６、
Ｒｖ２９３８ｃ和砌３Ｄ６５）相对表达量差异倍数在部分菌
株中＞４（即高表达），其中高表达Ｒｖｌ２５８ｃ的菌株数
最多为６株，高表达Ｒｖ２２６５和Ｒｖ０８４９的各有５株，高
表达Ｒｖ２８４６ｃ和Ｒｖ０１９１的各有４株，高表达Ｒｖｌ８１９ｃ

和Ｒｖ３２３９ｃ的各有２株，高表达Ｒｖ２２０９、Ｒｖ２９３６、
Ｒｖ２９３７、Ｒｖｌｌ４６、Ｒｖ２９３８ｃ和Ｒｖ３０６５的各为１株（表

３）。３５株菌中１４株（４０．００％）有高表达基因，其中８
株（２２．８６％）有／＞２个高表达基因（高表达２、４、５、７个
基因分别有４、２、１、１株），６株菌均只高表达１个假

注：。ｉ－４－ｓ

讨

论

３１５

异烟肼暴露可引起结核分枝杆菌选择性出现

ＡＧＣ．ＡＣＣ（Ｓｅｒ－Ｔｈｒ）突变、２株携带ｉｎｈＡ（一１５）Ｃ—Ｔ和

ｋａｔＧ基因突变或缺失并趋于稳定，同时伴有药物外

１株携带ａ＠ｃ（一８８）Ｇ—Ａ突变；Ｂｅｉｊｉｎｇ型有７株，Ｔ１

排泵活性持续增加¨０１，表明除了基因突变导致的异

型和Ｕ型各２株，Ｔ２、Ｈ３和新基因型

烟肼耐药外，外排泵的激活是导致异烟肼耐药的另

（７７７７３７７７６７２０７７１）各１株。高表达ＡＢＣ家族的

一机制。通过对３５株单耐异烟肼和１０株全敏结核

Ｒｖ２９３６、Ｒｖ２９３７和Ｒｖ２９３８的菌株均为Ｔ１型，且相对

分枝杆菌采用异烟肼诱导培养前后２７个假定外排

定外排泵基因。１４株菌中ｌｌ株携带ｋａｔ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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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泵基因（５个ＡＢＣ家族、２１个ＭＦＳ和１个不确定的家

ＲｖＯｌ９１可能为外排泵基因。

族）表达量进行研究，分析其对异烟肼耐药中发挥药
物外排作用的基因及可能导致基因高表达的原因，

２．ＡＢＣ家族：编码ＡＢＣ家族的基因大约占结核
分枝杆菌基因组的２．５％［２ ０｜。本研究中属于ＡＢＣ家

为进一步了解细菌耐药外排泵的机制奠定基础。

族高表达基因有Ｒｖ２９３６、Ｒ秒２９３７、Ｒｖ２９３８和

本研究结果显示共在１４株菌（４０．００％）中发现

Ｒｖｌ８１９。结核分枝杆菌中开放阅读框ｄｒｒＡ（Ｒｖ２９３６）

１３个基因高表达（差异倍数＞４），这与ＤｅＭａｒｃｏ等ｎ¨

和ｄｒｒＢ（Ｒｖ２９３７）编码ＡＢＣ型转运，研究发现ｄｒｒＡＢ

研究金黄色葡萄球菌外排泵基因中有４９．１４％（１１４／

在耻垢分枝杆菌中表达时表现出对利福平、四环素、

２３２）的菌株高表达外排基因较接近，但高于Ｇｕｐｔａ
等匕１报道８．３３％（５／６０）的菌株高表达外排泵基因。

红霉素等临床常用抗生素耐药，提示它可能在结核

同时高表达１３个基因的菌株均携带ｋａｔＧ３１５

和Ｒｖ２９３７两个基因均高表达，且表达差异倍数接

ＡＧＣ—ＡＣＣ（Ｓｅｒ．Ｔｈｒ）突变，其中高表达Ｒｖ２２６５、

近，同时相应的菌株ＭＩＣ均为２ Ｉ．ｔｇ／ｍｌ，基因分型均

Ｒｖ０８４９和Ｒｖｌ２５８ｅ基因的菌株还有携带ｉｎｈＡ（一１５）

为Ｔ１型且突变位点均为ｋａｔＧ３１５，由此可见两个基

Ｃ—Ｔ和。幼Ｃ（一８８）Ｇ．Ａ突变。

因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Ｒｖ２９３８（ｄｒｒＣ）也属

分枝杆菌抗生素耐药中起作用。本研究中Ｒｖ２９３６

１．ＭＦＳ家族：是最大的膜转运家族之一¨“。本

于ＡＢＣ家族转运蛋白ｄｒｒＡＢＣ操纵子组成部分，有

研究中属于ＭＦＳ家族高表达的基因有Ｒｖ２８４６ｃ、

文献报道其在乙胺丁醇诱导下表达量差异倍数为

Ｒｖ０８４９、Ｒｖｌ２５８ｃ、Ｒｖ０１９１、．劭２２６５和尺秽３２３９ｃ。

４．０９心３，本研究在异烟肼诱导下其同样高表达（６．８９

Ｓｈａｒｍａ等”乱报道Ｒｖｌ２５８ｃ是结核分枝杆菌的假定外

倍），说明该基因有不同的作用底物。此外，分别高

排泵基因，另一项研究证明一株耐多药临床分离菌

表达Ｒｖ２９３６、Ｒｖ２９３７和Ｒｖ２９３８基因的３株菌的基因

在利福平或异烟肼药物作用下Ｒｖｌ２５８ｃ均出现高表

型均为Ｔｌ型，说明ｄｒｒＡＢＣ基因的高表达可能与菌

达ｎ４。本研究中高表达Ｒｖｌ２５８ｃ的菌株数为６株，平

株基因型有关。假定外排泵基因Ｒｖｌ８１９的相对表

均表达倍数为５．２ １，同时有报道Ｒｖｌ２５８ｃ也是四环素

达量差异倍数为５．０８倍，与Ｇｕｐｔａ等乜１报道的４．１４倍

药物的外排泵基因ｎ“。ＢＬＡＳＴＰ分析假定外排泵基

接近。

因Ｒｖ３２３９ｃ和Ｒｖ０８４９具有典型的ＭＦＳ转运蛋白编

３．ＳＭＲ家族和ＲＮＤ家族：本研究中属于ＳＭＲ

码序列Ａ和Ｂ及典型的药物逆向运输蛋白编码序列

家族的高表达基因有Ｒｖ３０６５，属于ＲＮＤ家族的高表

ｃ［１５］。Ｂａｌｇａｎｅｓｈ等ｍ１报道Ｒｖ０８４９所编码的外排泵

达基因有Ｒｖｌｌ４６。Ｒｖ３０６５是ＳＭＲ家族的外排泵基

能够介导药物的排出，但是其程度较轻。本研究高
８．８２，由此可见该基因在异烟肼诱导下可起到药物

因，可外排多种抗生素乜“，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等心２１报道２株异
烟肼诱导的菌株表达量差异倍数分别为３．１和３１．１，
本研究同样证明其外排作用（差异倍数为１３．１５）。

外排作用。根据Ｈ３７Ｒｖ的全基因组序列，Ｗｉｌｓｏｎ

结核分枝杆菌两个相邻的同源基因Ｒｖｌｌ４５和

等…１利用基因芯片杂交技术和诱导基因表达方法，

Ｒｖｌｌ４６，在耻垢分枝杆菌中被发现形成一个单一的

发现异烟胼和乙硫异烟胺诱导可增加ｑ柳

开放阅读框架乜引，并且实验证明破坏该开放阅读框

（Ｒｖ２８４６ｃ）基因的表达，其差异倍数只有２．５倍，而本

架并未改变菌株对药物的敏感性，在本研究中两者

研究检测的４株高表达菌均＞５倍，最高可达１６．２４

的表达水平不一样，Ｒｖｌｌ４５未发现高表达而Ｒｖｌｌ４６

倍；此外还发现Ｒｖ２８４６ｃ基因表达差异倍数（９．３倍）
高于Ｆｕ和Ｓｈｉｎｎｉｃｋｎ ８‘”１报道（分别为４～倍和３．２

在１株菌中高表达。此外，Ｒｖ２２０９不确定属于哪个

表达Ｒｖ０８４９的菌株有５株，平均表达差异倍数为

倍）。由此推断Ｒｖ２８４６ｃ可能是引起结核分枝杆菌

家族，Ｇｕｐｔａ等乜３已经证明Ｒｖ２２０９在结核分枝杆菌中
对氧氟沙星起到外排的作用，本研究在ｌ株菌中发

对异烟肼耐药的原因。本研究的Ｒｖ３２３９ｃ在２株菌

现它对异烟肼起到外排的作用，表达量差异倍数为

中高表达，差异倍数平均为１１．２０，证明其可能为药

４．１０。

物外排泵基因。同时还通过实验证实Ｒｖ２２６５在５株

综上所述，本研究未发现高表达假定药物外排

菌中高表达，差异倍数平均值为６．０７，提示Ｒｖ２２６５

泵基因与菌株的基因型有特定的关联性，只是个别

有药物外排作用。Ｄｅ Ｒｏｓｓｉ等”５１报道假定外排泵基

基因高表达（如ｄｒｒＡＢＣ基因）可能与菌株基因型有

因Ｒｖ０１９１属于ＭＦＳ家族，但尚无相关数据证实其在

关，仍需进一步验证。此外，研究中还发现一半的假

结核菌中起到药物外排作用。本研究发现４株菌高

定外排泵基因没有高表达，ｊＩ［１Ｒｖ２４５９和Ｒｖｌ４１０ｃ等，

表达该基因，且平均倍数高达１２．０５，因此首次证明

但Ｇｕｐｔａ等…报道在异烟肼诱导下砌２４５９差异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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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５．１５，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等心２１报道Ｒｖｌ４１０ｃ在２株菌中表达

３０（４）：３８４－３８７．

【７

Ｌｉ ＧＬ，Ｚｈａｎｇ ＪＲ，Ｚｈａｏ

量增加倍数分别为１２．４和１２．５，这可能是由于在临

ａｌ，Ｒａｐｉｄ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ｂｙｍｉｃｒｏｐｌａｔｅＡｌａｍａｒＢｌｕｅ ａｓｓａｙ．Ｃｈｉｎ ＪＺｏｏｎｏｓｅ，２０１２，
２８（４）：１８—２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床和实验室不同环境压力的影响下，部分外排泵基

李桂莲，张敬蕊，赵秀芹，等．微孔板ＡｌａｍａｒＢｌｕｅ显色法检测结
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利福平和异烟肼耐药性的研究．中国
人兽共患病学报，２０１２，２８（４）：１８—２２．
ＰａｎｇＹ，ＬｉＧＬ，ＷａｎｇＹＦ，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ｃｅｈａｎｉｓｍ

因对于抗生素的诱导表现高表达似乎是一个普遍的
应激反应，而不是某个特定外排泵的具体反应。因
此，在异烟肼的诱导下外排泵基因的激活可能取决

ＸＱ，ｅｔ

ｏｆ ｒｉｆａｍｐｉｃｉｎ ａｎｄ ｉｓｏｎｉａｚｉｄ ｆｏｒ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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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ｍｏｎｏ．ｒｉｆａｍｐｉｃｉｎ

ｉｎ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于菌株的基因型，而非被诱导的药物；或者可能是由

Ｃｈｉｎ

于菌株本身的特性，使其对同种药物的反应不一致，

逢宇，李桂莲，王玉峰，等．单耐利福平结核分杖杆菌耐药分子
机制研究．中国防痨杂志，２０１２，３４（５）：２７５—２７９．

ＪＡｎｔｉｔｕｂｅｒｃＡｓｓｏｃ．２０１２。３４（５）：２７５—２７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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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Ｃ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６６。１ ｍｅｔｈｏ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０ １．

导致其外排泵基因的激活程度不同。

［９ｊ

本研究还发现异烟肼耐药菌株中存在多个与异
烟肼外排有关的基因，引起假定药物外排泵基因激

１０ｊ Ｍａｃｈａｄｏ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活并高表达的原因可能有：一是假定外排泵基因的

２５（４）：４０２—４０８．
ｔｈｅ

１１

ｒｅｌａｔｅｄ

因突变可能与药物外排泵的激活有一定相关性，而
ｋａｔＧ３ １ ５位突变与药泵基因的激活关系更密切。相

关文献报道表明，发生耐药基因突变的菌株在异烟
肼药物诱导下生长时可很快激活外排泵，并导致基
因高表达¨叫；李桂莲等乜４１研究证明某些药物外排泵
基因与耐药相关基因突变导致的耐药共存；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等ｎ２ ３认为很多耐药菌株是由于药物外排
泵基因而非基因突变；但也有报道认为外排泵机制
作为促进协同其他耐药机制（如细胞壁的抗渗性和
耐药菌株的突变）作用而导致耐药乜５。。基因突变与
外排泵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还需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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