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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甘肃省鼠疫耶尔森菌（鼠疫菌）基因分型分布及其流行特征。方法根

据鼠疫菌基因组２３个差异区段设计引物，采用ＰＣＲ技术，分析甘肃省２０２株不同来源的鼠疫菌。
结果２０２株鼠疫菌共分为８个基因型，即１ｂ、５、７、８、１３、２６、ＧＳｌ型（新基因型）和ＧＳ２型（新基因
型）。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至今分离到１ｂ、８和ＧＳｌ基因型，而自１９７７年后再未分离到７、１３、２６基
因型，在１９９５年后才分离到ＧＳ２、５基因型。结论甘肃省ｌｂ、８和ＧＳｌ基因型鼠疫菌自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起持续流行至今，７、１３和２６基因型菌已有４０余年未分离到，而ＧＳ２和５基因型菌自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才开始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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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存在两种类型鼠疫自然疫源地，即青藏

黄鼠鼠疫疫源地，各疫源地间生境差异较大。鼠疫

高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自然疫源地和甘宁黄土高原

耶尔森菌（鼠疫菌）在适应性进化过程中表现出较大

阿拉善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前者又分为甘南高原

差异，这一差异取决于鼠疫菌遗传物质基础。基因

喜马拉雅旱獭鼠疫疫源地、阿尔金山一祁连山北麓草
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疫源地、陇中黄土高原阿拉善

组差异区段（ＤＦＲ）的缺失和获得反映了鼠疫菌在自
然界适应性演化的遗传基础，为了探究鼠疫菌在甘
肃省鼠疫疫源地的进化及其与生态适应的关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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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采用ＤＦＲ方法对分离自该疫源地的２０２株鼠疫菌
进行研究，分析其分布及流行特征。
对象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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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菌株来源：２０２株鼠疫菌均分离自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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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甘肃省鼠疫疫源地境内，其中阿克塞县４５
株、肃北县５４株、玉门市６株、肃南县７９株、山丹县１

布：甘肃省存在两种类型鼠疫自然疫源地，并分为三
大块。其中旱獭鼠疫疫源地分为两大块，即阿尔金

株、夏河县７株、会宁县８株、白银市平ＪｉＩ区２株。菌

山一祁连山北麓和甘南高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疫源

株分离自人（尸）体９株、活体和自毙喜马拉雅旱獭

地，前者可分为相对独立的３个区，即阿尔金山山

１１３株、狐２株、黄鼠５株、灰尾兔２株、猫１株、小家鼠

地、大雪山和祁连山北麓东段区，后者为甘南高原

１株、谢氏山蚤２２株、斧形盖蚤２３株、腹窦纤蚤深广

区。黄鼠鼠疫疫源地为陇中黄土高原阿拉善黄鼠鼠

亚种５株、虱８株、蜱１１株。

疫疫源地，为黄土高原区。由此甘肃省鼠疫疫源地

２．研究方法：

分为相对独立的５个区域。阿尔金山山地疫源地鼠

（１）引物设计：按文献［１，２］
报道用于鼠疫菌ＤＦＲ分析的２３

表１
ＤＦＲ

对引物。引物序列见表ｌ。
０１

（２）ＰＣＲ反应体系：①反应体
系３０¨１（Ｍｉｘ １５¨ｌ、上下引物各

０．５“ｌ、模板５肛１，补水至３０¨１）；
②ＰＣＲ扩增条件为９５ ｃｃ预变性
５ ｍｉｎ，９５
７２℃６０

ｏＣ

４０ Ｓ，５６

ｏＣ

４０

包含基因

伸５ ｍｉｎ；③ＰＣＲ产物检测，即取

９１００１一ｐＭＴ０９０乏裟搿需怒黑淼

０２

９１００１一ｐＭＴ０８６￣０９４

０３

Ｃ０９２一ＹＰＭＴｌ．０３～·．１２

Ｃ０９２一ＹＰＭＴｌ．ｏｓ

０４

９１００１一ＹＰ０９６６～ｏ，ｓｓ

９１００１一ＹＰ０９７６三：罢ｊ：：ｉ：ｊ；ｊ；！ｊ：ｊ：ｉ：：ｉ：：ｉ：：筹：！；！；！ｉ：器

０５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０６２ １～ｏｓｓｓ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０６２４三：：：：！：ｊ：：：：：：ｊ：：：；ｉ：；？：：：；燃台Ｇ

０６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０７３８￣０７３９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０７３９未淼篇裟裟篙蓦需０６

０７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０７４０￣０７５４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０７４３未器需会需慧慧罴篡篙

ＰＣＲ产物８ ｕ１加载到１．５％琼脂糖，
６０Ｖ电压，电泳３０ｍｉｎ后，用凝胶

序列（５’～３’）

９１００１一ｐＭＴ０４４堋，９１００１一ｐＭＴ０４６乏裟擞筹淼器篙焉篙

Ｓ，

ｓ扩增３０个循环，７２℃延

２３个ＤＦＲ弓Ｉ物序列
扩增靶基因

ＲＦ：：ＡＴＧ ＴＣＧＡｃＣ：：！；：ｊ：：；；：：；：；：；燃Ｇ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０９８８未篙思淼燃篆黑‰ｃ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１００２￡篇勰嚣警高蒜ＡＧ

０８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０９８８棚８９

阴性（用ＴＥ液代替模板）、阳性（用
ＥＶ菌及其他鼠疫菌株ＤＮＡ混合

０９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０９９８￣１００７

物代替模板）对照。对可疑ＰＣＲ

１０

Ｃ０９２一ＹＰＯｌｌ６５￣１１７２

Ｃ０９２一ＹＰＯｌｌ６８

１ｌ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１９８６￣１９８７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１９８７未罴裟嬲鬣器Ｇ

１２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２０９６锄３５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２１

１３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２２７１锄８１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２２７７

１４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２２８６￣２２８７

１５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２１３５

１６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２３７５￣２３７６

成像仪观察分析。每次实验均设

结果采取多次重复试验确定。
结

果

１．鼠疫菌基因型分布：２０２株
鼠疫菌分为８个基因型口３（表２，图
１～３），即１ｂ、５、７、８、１３、２６型以及
新出现的ＧＳｌ型和ＧＳ２型。ＧＳｌ
型与８型近缘，但与８型相比，缺
失了ＤＦＲｌ８，该区段编码一个保
守未知功能的蛋白质。ＧＳｌ型鼠
疫菌在甘肃省鼠疫疫源地内数量
多，占分析菌株数量的２９％，仅次
于８型菌株，所分布的地理位置相
对独立，是该区域的主基因型。
ＧＳ２型在甘肃省鼠疫疫源地内数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２３８０

肃南县境内发现１株缺失ｐＭＴｌ
质粒的鼠疫菌株。
２．各基因型鼠疫菌区域分

１０￡踹黑裟蒹篇篇篇
ＦＲ：：ＧＡＴＴＴＴｃＣ篆篙嬲篙需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２２８６未篇篆裟嬲需勰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２１３５是芒篙需裟翟焉裟Ｇ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２３７５未嚣淼辫燃勰熙焉Ｇ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２４６９￡篙裟裟勰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２３８０盖：需黑僦焉墨篇善篙暑‰

１８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２４６９

１９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２４８７￣２４８９

Ｃ０９２一ＹＰ０２４８９￡熙懋篇泼淼梁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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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甘肃鼠疫菌２３个ＤＦＲ和ｐＭＴｌ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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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源地内鼠疫菌基因型为７型（表３）。以鼠疫菌不
同来源地区分析，夏河县只有７基因型分布，会宁
县、白银市平川区有１３、２６基因型分布，阿克塞县主
基因型为１ｂ型，肃北县主基因型为８型，玉门市主基
因型为５型，肃南县主基因型为ＧＳｌ型，山丹县只有
ＧＳｌ型分布。阿克塞、肃北、肃南３个县的基因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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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ＧＳｌ型成为肃南县主基因型，由西北向东南方向
依次演化（表４）。
表３甘肃省鼠疫疫源地鼠疫菌基因组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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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甘肃省不同疫源地区鼠疫菌基因型分布

注：罔中数字为“菌号一引物号”．女
的第１对ＤＦＲ引物扩增结果

图３

１７株鼠疫菌第１８对引物ＰＣＲ扩增产物

疫菌主基因型为１ｂ型（９３．３％，４２／４５），大雪山疫源
地鼠疫菌主基因型为８型（７６．７％，４６／６０），祁连山北

麓东段鼠疫菌主基因型为ＧＳｌ型（６９．１％，５６／８１），陇

３．不同基因型鼠疫菌的流行特点：甘肃省８个

中黄土高原阿拉善黄鼠鼠疫疫源地内鼠疫菌主基因

基因型鼠疫菌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区流行趋势差异

·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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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其中ｌｂ、８和ＧＳｌ基因型菌在阿尔金山一祁连

即黄土高原疫源地与内蒙古长爪沙鼠及甘宁黄土高

山山地鼠疫疫源地内一直持续猛烈流行，ＧＳ２型菌

原阿拉善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地理位置较为接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流行，５型菌在２０００年后才开

近，鼠疫菌主基因型与内蒙古长爪沙鼠及甘宁黄土

始流行，７型菌在甘南高原鼠疫疫源地内自２０世纪

高原阿拉善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内鼠疫菌主基因

６０年代猛烈流行后再未分离到，１３和２６型菌在２０

型分别相差１、２个位点，推测可能是由上述疫源地

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猛烈流行后也再未分离到（表５）。

传人；甘南高原疫源地与青甘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
鼠疫疫源地地域相连Ｈ Ｊ，且鼠疫菌主要基因组型一

表５甘肃省不同流行年代鼠疫菌基因型分布

致，推测该块疫源地是由青甘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
鼠疫疫源地传人，且未演化；阿尔金山一祁连山山脉
疫源地内的鼠疫菌主基因型之一的１ｂ型，在青甘藏
高原喜马拉雅旱獭鼠疫疫源地内为次基因型，由于
鼠疫菌在该疫源地内流行时间较长，推测传人后发
生了演化，首先传人阿尔金山疫源地，由西北向东南
传人大雪山疫源地，再传人祁连山北麓东段疫源地
４．甘肃省鼠疫菌的传播及演化：甘肃省鼠疫疫

（图４）。

源地存在喜马拉雅旱獭和阿拉善黄鼠两种主要宿主

讨

动物，旱獭鼠疫疫源地宿主生态位在４个区域均有

论

差异，而黄鼠鼠疫疫源地则无差异。５个相对独立

鼠疫菌在自然选择压力作用下，那些有利于个

的鼠疫疫源地均有单独的主基因型鼠疫菌，依据鼠

体生存繁殖的变异在基因组中稳定遗传下来，使带

疫菌基因组进化特征及其在我国传播和演化…，认

有变异表型的个体在种群或某一亚群中逐步占据优

为甘肃省３大疫源地的鼠疫菌均由不同路径传人，

势，在总体上达到了表型的有序进化‘５ｌ。甘肃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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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甘肃省鼠疫菌主基［蚓型分布、演化和传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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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金山一祁连山山脉鼠疫疫源地分为相对独立的

行。反之，某区域只有单一型鼠疫菌，不利于鼠疫菌

３个区域，其自然景观明显不同，使得区域问生态系

生存，该地从而进入微弱流行期。

统差异较大。阿尔金山山地疫源地鼠疫菌主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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