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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４种致泻性大肠埃希菌分子诊断方法的
评估及其在监测中的应用
黄峥许浩郭家胤黄晓兰
冉陆

许学斌胡家瑜史贤明
【摘要】

李颖侯琪王爱敏王传清金汇明
阚飚

目的评估和建立用于常规监测４种致泻性大肠埃希菌（ＤＥｃ）的分子诊断方法，

并应用于上海市腹泻人群ＤＥｃ的监测。方法

使用丹麦ｓｓｌ分子诊断试剂盒对ＤＥｃ参考菌株

进行验证试验及制定ＤＥＣ．ＰＣＲ诊断、分离的操作规程（ＤＥＣ．ＰＣＲ．ＳＯＰ），并检测２０１２年６—９月
上海市３家临床医院腹泻病例粪便标本。结果经２６株ＤＥＣ参比菌株验证，ＳＳｌ分子诊断试剂
盒的特异性为１００％；１８８７份腹泻病例标本共分离得到２１８株ＤＥｃ（乳糖阳性１８ｌ株，乳糖阴性３７
株），其中致病性大肠埃希菌（ＥＰＥｃ）１１８株、产毒性大肠埃希菌（ＥＴＥｃ）９０株、侵袭性大肠埃希菌
（ＥＩＥｃ）９株、产志贺毒素大肠埃希菌（ｓＴＥｃ）１株、志贺菌１８株，总阳性率为１１．６％；监测地区ＤＥｃ
腹泻病例中以ＥＰＥｃ占优势，而ＥＰＥｃ腹泻病例中又以２岁以下婴幼儿为主；外籍ＤＥｃ病例以
ＥＴＥｃ占优势，新生儿ＥＴＥｃ病例占５岁以下低年龄组腹泻病例的１／３。结论

经评估

ＤＥＣ．ＰＣＲ．ＳＯＰ用于４种ＤＥＣ常规监测的数据结果可信。国内食源性监测网络实验室应不断完
善４种ＤＥＣ诊断和参比能力。

【关键词】致泻性大肠埃希菌；分子诊断；评估；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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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泻大肠埃希菌（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ｇｅｎｉｃ Ｅ ｃｏ尻，ＤＥｃ）引
发的肠道感染在肠道病原谱中所占比重已超过志

伯乐公司）、电泳仪、水平电泳槽、凝胶成像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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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性，可分为肠致病性大肠埃希菌（ＥＰＥＣ）、肠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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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Ｐ是将ＰｃＲ多重基因筛选混合样品与单菌落基

如ＥＨＥＣ

０１１１和特殊变异耐药型

因复核结合后建立的基于常规分离技术的组合方

大肠埃希菌０１０４：Ｈ４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引发重大

法，４种ＤＥＣ的单纯检测和分离的周期为１～２ ｄ，若

食源性突发事件。为掌握上海地区不同腹泻人群中

临床实验室需加做抗生素敏感试验则需要２。３ ｄ完

ＤＥｃ所占比重，有必要建立快速可靠的分子生物学
和病原学诊断方法，为此本研究选择ｗＨ０的ＤＥＣ

成。对粪便肛拭子标本直接划线接种ｓｓＩ肠道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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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比实验室已获得应用和评估的丹麦ｓｓＩ常规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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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特征为乳糖阳性或阴性、边缘光滑或不光滑的中

ＤＥｃ分子诊断试剂盒哺１，通过检测２０１２年６—９月上

等大小菌落）进行菌落编号后，以无菌操作方式各挑

海市３家临床医院腹泻病例粪便标本，以验证及制

取半个菌落混合成１个待检样品，按照说明书要求

定ＤＥＣ—ＰＣＲ诊断、分离的操作规程（ＤＥＣ—ＰＣＲ—

依次进行ＤＮＡ抽提、扩增、电泳后判读结果。若混

ＳＯＰ）。

合样结果为除Ｊ卵基因外任一或多个靶基因阳性
材料与方法

者，则重新取对应分离平板上的５个标记菌落进行

１．标本和菌株来源：在参与上海市食源性感染

单独定位的复核鉴定，获得相匹配的阳性结果后再
纯化原始菌落，用于生化鉴别试验（切口圳ｊ日性者需要

性疾病监测网络哨点的９家公共卫生实验室和２８家

使用肠道双支糖综合鉴别管区别志贺菌和大肠埃希

临床实验室中，选择具有典型代表的３家临床医院

菌的生化特征）、乳糖发酵试验、抗生素敏感性试验

作为监测哨点医院。１８８７份腹泻病例粪便标本来

和菌株的保存等。

自２０１２年６—９月监测哨点的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
科医院（１２２２份）、长宁区中心医院（３７４份）和上海

结

果

和睦家医院（２９１份）。２６株ＤＥＣ参考菌株（包含有

１．参比菌株验证：２６株ＤＥＣ参考菌株按照上述

不同毒力基因ＥＰＥＣ、ＥＴＥＣ、ＥＩＥＣ和ＥＨＥＣ菌株）由

步骤操作后的扩增产物条带与目的基因的长度相
符，条带间的区分度好，试剂盒内提供的两组阳性对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生物实验室提供。
２．试剂和仪器：包括肠道专用分离琼脂平板和

照在预期位置能同时扩增出４种ＤＥＣ所有对应靶基

ＤＥＣ多重ＰＣＲ诊断试剂盒（丹麦ＳＳＩ）；肠道双支糖

因产物（部分参考菌株的电泳图谱见图１），证明该

综合鉴别管、麦康凯琼脂平板和哥伦比亚琼脂基础

ＤＥＣ—ＰＣＲ试剂盒具有１００％的特异性（表１）。

斜面（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试剂供应中心）；志

２．ＤＥＣ—ＰＣＲ—ｓＯＰ的应用：１８８７份腹泻病例粪

·６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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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标本共分离２１８株ＤＥＣ（乳糖阳性１８１株、乳糖阴

表１

２６株ＤＥＣ参比菌株经ＤＥｃ．ＰｃＲ验证后对应的靶基因

性３７株），总阳性率为１１．６％，６—９月阳性率分别为
８．２％（２９／３５２）、１２．６％（５０／３９７）、１２．６％（８ｌ／６４２）、
１１．７％（５８／４９６）。其中ＥＰＥＣ １１８株（乳糖阳性８６株，
乳糖阴性３２株）占５４．１％；ＥＴＥＣ ９０株（乳糖阳性８９
株，乳糖阴性１株）占４１．３％，其中６２株（６８．９％）产生
１种耐热肠毒素ｅｓ诅，２１株（２３．３％）产生另１种不耐
热肠毒素ｅ如，７株（７．８％）同时产生ｅｓ组和ｅ如两种肠

毒素。：印日阳性结果２７株，经生化初筛证实：ＥＩＥＣ
９株（乳糖阳性５株，乳糖阴性４株）占４．１％，其余１８
株生化和血清证实１５株宋内志贺菌、３株福氏志贺
菌；ＳＴＥＣ １株（０．５％），乳糖阳性，产生秽纨１毒素。
５００ ｂＤ
０００ ｂＤ

，６Ｓ
¨ｎｌｌ

５００ ｂｏ

：盘２
Ｅ１ｔＨ’

¨ｊ，
ｃｗ，４

１００ ｂｏ

注：１为ＤＮＡＭａｆｋｅｒ；２为ＳＨＣＥ５：ＥＰＥＣ（ｅⅡｅ）；３为ｓＨＣＥｌ０：
ＥＨＥＣ（ｔ，缸Ｊ、ｅ口ｅ）；４为ＳＨＣＥｌｌ：ＥＨＥＣ（优石２、ｅ口Ｐ）；５为ＳＨＣＥｌ２：

Ｅ腿Ｃ（＂纰Ｊ、ｅ伽、＂“２）；６为ｓＨｃＥ３：ＥＴＥｃ（ｅ如）；７为阴性对照：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Ｊ６Ｓ）；８为ＳＨＣＥｌ：ＥＴＥＣ（∞以）；９为ＳＨＣＥ２：ＥＴＥＣ
（∞以）；１０为ＳＨＣＥ９：ＥＴＥＣ（ｅｓＨ、ｅ如）；１ｌ为ＳＨＣＥ２：ＥＩＥＣ（如口Ⅳ）；１２
为ＳＨＣＥ４：ＥＩＥＣ（加。日）；１３为ＳＨＣＥｌ７（口缸Ｊ、ｅ∞）；１４和１５分别为两

组阳性对照：口执Ｊ、ｅ∞４、毗２、Ｊ醪和∞￡Ａ、ｅ如、如胡、Ｊ卵
图１

ＤＥｃ参比菌株分子诊断电泳图谱

３．哨点医院ＤＥＣ监测：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实验室检测腹泻患儿粪便标本１２２２份共分离ＤＥＣ

外籍腹泻病例标本共分离出４７株ＤＥｃ，阳性率为

１１４株，总阳性率为９．３％，６—９月阳性率分别为

１６．２％。其中ＥＰＥＣ ２０株（４２．６％）；ＥＴＥＣ ２６株

８．０％（１７／２１２）、１０．５％（２３／２１９）、８．６％（３７／４３２）、１０．３％

（５５．３％），其中１９株（７３．１％）∞纠阳性，５株（１９．２％）

ＳＴＥＣ

（３７／３５９），其中ＥＰＥｃ ７４株、ＥＴＥＣ ３７株、ＥＩＥＣ ２株、
１株；上海和睦家医院实验室检测腹泻患者粪

ｅ庇阳性，２株（７．７％）ｅｓ纠和ｅ此均阳性，并从１名５５岁
男性病例标本同时分离到２株不同类型的ＥＴＥｃ（１

便标本２９１份共分离ＤＥＣ ４７株，总阳性率为１６．２％，

株ｅ血阳性和１株ｅ缸、ｅｓ讲均阳性）；ＥＩＥＣ １株（２．１％）。

６—９月阳性率分别为１１．１％（７／５４）、１３．０％（９／６９）、

５．ＥＰＥＣ和ＥＴＥＣ腹泻病例特征及菌株乳糖表

１９．６％（１８／９２）、１８．４％（１４／７６），其中ＥＰＥＣ ２０株、

型特征：ＥＰＥＣ病例共１１８例，男性（７２例）多于女性

２６株、ＥＩＥＣ １株；长宁区中心医院实验室检测

（４６例），＜１岁病例（５３例）明显多于其他年龄组，８６

腹泻患者粪便标本３７４份共分离ＤＥＣ ５７株，总阳性

例为乳糖发酵表型。中国籍ＥＰＥＣ病例９８例，男性

率为１５．２％，６—９月阳性率分别为７．０％（６／８６）、

（６３例）多于女性（３５例），＜１岁病例（４７例）明显多

１６．５％（１８／１０９）、２２．０％（２６／１１８）、１１．５％（７／６１），其中

于其他年龄组，７ １例为乳糖发酵表型汐ｈ籍ＥＰＥｃ病
例２０例（男性９例、女性１１例），各年龄组间差异较

ＥＴＥＣ

ＥＰＥＣ

２４株、ＥＴＥＣ ２７株、ＥＩＥＣ ６株。

４．不同国籍ＤＥＣ腹泻病例检测结果比较：１５９６

小，１５例为乳糖发酵表型。＜５岁低龄组ＥＰＥｃ病例

份中国籍腹泻病例标本共分离出１７１株ＤＥＣ，阳性

７４例（男性５１例、女性２３例），４２例为３～２３月龄，

率为１０．７％。其中ＥＰＥＣ ９８株（５７．３％）；ＥＴＥＣ ６４株

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５５例为乳糖发酵表型。
ＥＴＥｃ病例共８８例（男性４７例、女性４ｌ例），１８。５９

（３７．４％），其中从１例１４月龄女婴标本中同时分离到
２株不同类型的ＥＴＥｃ（１株ｅ如阳性和１株ｅ如、∞诅均
阳性）；ＥＩＥＣ ８株（４．７％）；ＳＴＥＣ １株（０．６％）。２９１份

岁４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８７例为乳糖发酵表
型。中国籍ＥＴＥｃ病例６３例（男性２９例、女性３４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６月第３４卷第６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ｌｌＩｌｅ２叭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６

例），＜１岁和１８～５９岁病例分别为１７和２２例，６２例

未明确ＥＡＥＣ与急性腹泻问的因果关系，且其多种

为乳糖发酵表型；外籍ＥＴＥｃ病例２５例（男性１８

致病因子与其他ＤＥＣ共有，目前也缺少简单可行的

例、女性７例），１８～５９岁２２例占绝对优势，所有病

分子诊断方法阳’…。相对此次检测的４种ＤＥＣ而言，

例均为乳糖发酵表型；＜５岁低龄组ＥＴＥｃ病例３６

ＥＡＥｃ和ＤＡＥＣ是非专一性肠道病原菌，因欧洲的

例（男性２０例、女性１６例），＜２８日龄新生儿、３～

ＤＴ０１０４食源性暴发菌株曾经携带ＡｇｇＲ毒力因子，

２３月龄和＞４岁的病例分别有１２、１０、９例，有３５例

在实验室追溯传染源的检测中备受重视，因此应建

为乳糖发酵表型。

立针对肠道ＤＥＣ和肠外致病大肠埃希菌（ＥｘＰＥｃ）
讨

论

感染的分子诊断技术网络实验室ｎ

０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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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ｃ＾ｅｒｉｃ＾缸

ｃｏｎ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Ｍ，Ｆａｒｏｑｕｅ ＡｓＧ，ｅｔ ａ１．Ｅｎｔｅｒｏｔｏｘｊ—ｇｅ玎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印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１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Ｒｅｖ，２００５，１８（３）：４６５—４８３．

ａ１．Ｐ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８］Ｋｅｓｋｉｍａｌ（ｉＭ，ＭａｍｌａＬ，Ｐｅｌｔ０１ａＨ，ｅｔ
Ｂｃ＾ｅ“ｃ矗如ｃｏ丘ｉｎ

Ｆｉｒｕ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ｔｒｉｐ．Ｊ Ｃｌｉｎ

［９］ｓｃａｌｅｔｓｋｙ
ＤＮＡ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ｏｒ

ｄｉａⅡｈｅａｇｅＩｌｉｃ

ｄ埘ｎｇ

ａ

ｒｏｕｎｄ—

Ｍｉｃｍｂｉ０１，２０００，３８（１２）：４４２５—４４２９．

ＩｃＡ，Ｆａｂｂｒｉｃｏｔｔｉ ｓＨ，Ａｒａｎｄａ ＫＲ，ｅｔ ａ１．ｃｏｍｐａ—ｓｏｎ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ａｎｄ ＰＣＲ ａｓｓａｙｓ

ｅｎｔｅｒｏａｄｈ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ｔａｔｉＶｅ

Ｅｊｃ＾ｅ“ｃ＾ｉ。ｃｏ如．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０１，

２００２．４０（４）：１２５４—１２５８．

［１ ０］Ｒｕｓｓｏ ＴＡ，Ｊｏｌｌｌｌｓｏｎ瓜．Ｐｍ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ｄｅｓｉｇＩｌａｔｉｏｎ

中分离到１株ＳＴＥＣ（毗Ｊ），提示该菌可能在当地人

ｆ－ｏｒ ｅｘ仃ａ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Ｅｓｃ＾ｅｒｉｃ＾ｉⅡｃｏｎ：ＥｘＰＥＣ．

群中感染率低，亦或未发生ｓＴＥｃ生态入侵事件。

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０，１８１（５）：１７５３一１７５４．

本次监测未针对ＥＡＥＣ或者肠黏附陛大肠埃希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Ｉ—１４）

菌（ＤＡＥＣ）的靶基因。主要是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尚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