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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１年北京地ｌｔ－Ｊ Ｌ童病例Ａ组链球菌

超抗原基因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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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２０１ １年北京市儿童来源Ａ组链球菌（ＧＡｓ）临床分离株１３种超抗原基因

的携带情况及其与病例特征和ｅｍｍ分型间的关系。方法２０１１年５－－７月在北京市３６家医院收
集儿童来源ＧＡＳ临床分离株６３５株。采用实时荧光ＰＣＲ方法检测菌株超抗原基因ｓｐｅＡ、ｓｐｅＢ、
ｓｐｅＣ、ｓｐｅＦ、ｓｐｅＧ、ｓｐｅｌｌ、ｓｐｅＩ、ｓｐｅＪ、ｓｐｅＫ、ｓｐｅＬ、ｓｐｅＭ、ｓｍｅＺ、ｓｓａ的携带情况，ＰＣＲ法扩增Ｍ蛋白Ｎ
末端基因片段，并对产物测序确定ＧＡＳ的ｅｍ／ｎ型别。结果１３种超抗原基因的携带率分别为
ｓｐｅＡ（２２．４％）、ｓｐｅＢ（１００．０％）、ｓｐｅＣ（９９．４％）、ｓｐｅＦ（９９．７％）、ｓｐｅＧ（９９．７％）、ｓｐｅＨ（７６．４％）、ｓｐｅＩ

（７６．２％）、ｓｐｅＪ（２１．７％）、ｓｐｅＫ（０．６％）、ｓｏｅＬ（１，１％）、ｓｐｅＭ（２．２％）、ｓｍｅＺ（９９．７％）、ｓｓａ（９８．０％），共观察到
２６种超抗原谱。超抗原ｓｐｅＡ、ｓｐｅＨ、ｓｐｅＩ、ｓｐｅＪ在ｅｍｍｌ和ｅｍｍｌ２型ＧＡＳ间分布的差异有统｝于学意
义（Ｐ＜０．０５）。致咽部感染菌株超抗原ｓｐｅＫ和ｓｐｅＬ的检出率高于致猩红热菌株（Ｐ＜Ｏ．０５）；而对
Ｓ￥ｔ２的携带率低于致猩红热菌株（Ｐｃ：Ｏ．０５）。结论２０１１年北京市儿童来源ＧＡＳ对超抗原基因
ｓｐｅＢ、ｓｐｅＦ、ｓｍｅＺ、ｓｐｅＧ、ｓｐｅＣ和ｓｓａ的携带率较高，ｓｐｅＭ、ｓｐｅＬ和ｓｐｅＫ的携带率较低。ＧＡＳ的ｅｍｌｎ分
型与超抗原基因问存在密切联系。来观察到超抗原基因ｓｐｅＡ和ｓｐｅＣ在致猩红热和致咽部感染菌
株间的分布差异。
【关键词】Ａ组链球菌；超抗原；ｅｍｍ基因分型；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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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组链球菌（ＧＡＳ）又称化脓性链球菌，是引起

（３）超抗原基因检测：采用实时荧光ＰＣＲ试剂

儿童感染性疾病的重要致病菌。可引起儿童急性咽

盒检测ＧＡＳ的１３种超抗原基因（ｓｐｅＡ、ｓｐｅＢ、ｓｐｅＣ、

扁桃体炎、脓疱疮、猩红热，严重者还可引起坏死性

ｓｐｅＦ、ｓｐｅＧ？ｓｐｅｌｌ、ｓｐｅＩ，ｓｐｅＪ、ｓｐｅＫ、ｓｐｅＬ、ｓｐｅＭ，ｓｍｅＺ、

筋膜炎、败血症和链球菌感染中毒休克综合征，可继

ＳＳＯ，）。反应体系为∞ｐｌ，体系中包括０．４肛１

发风湿热和链球菌感染后肾炎…。ＧＡＳ致病力与链

ＤＮＡ聚合酶和链球菌核酸荧光ＰＣＲ检测混合液

球菌超抗原（ＳＡｇ）密切相关。ＧＡＳ的Ｍ蛋白可直接
或问接选择性阻止或接受携带某种超抗原基因的噬

３６

菌体在细菌间水平传播心］。不同地区ＧＡＳ对超抗原
携带水平存在差异，菌株导致的疾病谱亦不同。自

检测在５５℃。荧光通道检测选择ＦＡＭ和ＶＩＣ／ＨＥＸ

２０１ １年３月北京市猩红热发病水平较往年出现大幅

试剂盒说明书。

Ｔａｑ

ｕ１。ＰＣＲ条件为９４ ｏＣ预变性２ ｍｉｎ，９３℃高温变

性１５ Ｓ，５５℃低温退火６０ Ｓ，共４０个循环；单点荧光

通道。Ｄ值≤３８确定为阳性。具体实验方法参见

升高，为了解ＧＡＳ超抗原携带现状和分布特征，分

（４）ｅｍｍ分型：采用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析其与唧ｍ型别的相关性，对２０１１年收集的６３５株

（ＣＤＣ）网站公布的ｅａｒｎ基因分型弓Ｉ物。引物１：

ＧＡＳ临床分离株进行研究。

５’一ＴＡＴＴ（Ｃ／Ｇ）ＧＣＴＴＡＧＡＡＡＡＴＴＡＡ一３ ７，弓Ｉ物２：
５’一ＧＣＡＡＧＴＴＣＴＴＣＡＧＣＴＴＧＴＴＴ－３

材料与方法
５０沮，包括水３７

ｐｌ，ｂｕｆｆｅｒ

７。反应体系为

５止，ｄＮＴＰ １．５肛１，引物１、

１．材料：

２各０．５

（１）菌株：６３５株ＧＡＳ分离自２０１１年５—７月北

ＰＣＲ反应条件为９５℃预变性５ ｍｉｎ，９５℃变性２０

ｇｌ，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酶０．５

ｕｌ，５ ｇｌ

ＤＮＡ模板。
ｓ，

京市３６家医院（各区县选择辖区内２家既往猩红热

５０℃退火４５

报告病例数较多的医院）儿科门、急诊临床咽拭子

伸５ ｍｉｎ，最终４ ｏＣ保持。ＰＣＲ产物纯化及测序委托

样本。

上海英潍捷基（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完

Ｓ，７２

ｃｃ延伸９０ Ｓ；３０个循环后７２℃延

（２）材料与试剂：ＶＩＴＥＫ一２全自动细菌生化鉴

成。测序结果通过与美国ＣＤＣ数据库（ｈｔｔｐ：∥、＾懈ｗ

定分析仪及革兰阳性菌ＧＰ鉴定卡来自法国生物梅

ｃｄｃ．ｇｏｖ／ｎｃｉｄｏ＆“ｏｉｏｔｅｃｈ／ｓｔｒｅｐ／ｓｔｒｅｐｂｌａｓｔ．ｈｔｍ）比对，实

里埃公司；哥伦比亚血琼脂平板、链球菌Ａ～Ｆ分群

现ＧＡＳ的ｅＢｇｍ分型。

鉴定试剂盒购自英国Ｏｘｏｉｄ公司；ＧＡＳ－ＤＮＡ提取试

３．统计学分析：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

剂和ＧＡＳ超抗原实时荧光ＰＣＲ检测试剂盒均来自

进行数据的双录人和检错。ＳＰＳＳ １６．０软件进行统

上海之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ｇｒａｍ分型用ＰＣＲ所引

计学分析。研究对象构成比和超抗原基因携带率采

物由上海英潍捷基（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用百分数表示，组问超抗原分布情况比较采用ｚ２检

合成；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酶、ｄＮＴＰ来自宝生物工程（大
连）有限公司。所有试剂均在有效期内使用。

验和Ｆｉｓｈｅｒ’ｓ确切概率法，以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２．实验方法：

（１）菌株分离及鉴定：咽拭子标本于振荡器上充

学意义。
结

果

分振荡１５—３０ Ｓ，采用接种环取ｌ～２环经处理的咽

１．菌株相关信息：６３５株ＧＡＳ中４１０株分离自

拭子标本，划线接种于脱纤维羊血哥伦比亚血琼脂

城区医院，２２５株分离自郊区（县）医院；病例年龄

平板上。在３７℃含５％ＣＯ：恒温箱中孵育２４ ｈ。观

２～１６（Ｍ＝６）岁，其中３６９例为＜７岁学龄前儿童，

察菌落形态及溶血现象，挑选Ｂ溶血的灰白色、透明

２６６例为学龄儿童；男性３９４例，女性２４１例。４６０株

或不透明、表面光滑、圆形突起的小菌落。采用

分离自猩红热病例，１７４株分离自咽部感染病例，１

ＶＩＴＥＫ一２仝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生化鉴定，对

株诊断信息缺失。４９０株ＧＡＳ为ｅｍｍｌ２型，１１０株为

生化符合的菌株用链球菌Ａ～Ｆ分群鉴定试剂盒分

ｅｍｍＩ型，８株为其他ｅｌＴｚｍ分型（ｅｍｍ４型、２２型、８９型

群鉴定为Ａ群。

菌各１株，ｅｍｍｌｌ型菌２株，ｅｍｍ７５型菌３株）。

（２）ＤＮＡ提取：采用ＧＡＳ基因提取试剂盒提取

２．ＧＡＳ超抗原基因携带情况：６３５株ＧＡＳ中．１３

ＤＮＡ。用无菌接种环挑取经鉴定的ＧＡＳ菌落若

种超抗原基因的检出率由高至低分别为ｓｐｅＢ

干，直接加入２００儿１核酸抽提液，充分混匀，沸水浴

（１００．０％）、ｓｐｅＦ（９９．７％）、ｓｍｅＺ（９９．７％）、ｓｐｅＧ（９９．７％）、

ｒ／ｒａｉｎ离心５ ｍｉｎ，取上清。操作过程

ｓｐｅＣ（９９．４％）、ｓ５ｄ（９８．０％）、ｓｐｅＨ（７６．４％）、ｓｐｅＩ

１０ ｍｉｎ，１３ ０００

按试剂盒说明书。

（７６．２％）、ｓｐｅＡ（２２４％）、ｓｐｅＪ（２１．７％）、ｓｐｅＭ（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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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Ｖ０１．３５，Ｎｏ．３

ｓｐｅＬ（１．１％）、ｓｐｅＫ（Ｏ．６％）。共检测到２６种超抗原基

计学意义（表３）。

因谱，分别命名为ｐｒｏｆｉｌｅ １～２６。其中主要的５种基
因谱分别编号为ｐｒｏｆｉｌｅ ｌ～５（表１）。携带ｐｒｏｆｉｌｅ

讨

１

论

和ｐｒｏｆｉｌｅ ２的菌株占全部菌株的８１．７％，前者携带超

本研究的ＧＡＳ对超抗原基因ｓｐｅＢ、ｓｐｅＦ、ｓｐｅＣ、

抗原ｓｐｅＢ、ｓｐｅＣ、ｓｐｅＦ、ｓｐｅＧ、ｓｐｅｌｌ、ｓｐｅＩ、ｓｍｅＺ和ｓｓｏ，后

ｓｐｅｌｌ、ｓｐｅＩ和ｓｓａ携带率较高，而对ｓｐｅＡ、ｓｐｅＫ、ｓｐｅＬ、

者携带ｓｐｅＡ、ｓｐｅＢ、ｓｐｅＣ、ｓｐｅＦ、ｓｐｅＧ、ｓｐｅＪ、ｓｍｅＺ和ｓｓａ。

ｓｐｅＭ和ｓｐｅＪ携带率较低。有研究认为，超抗原ｓｐｅＧ

３．不同ｅｍｍ分型ＧＡＳ超抗原携带情况：ｅｍｍｌ

和ｓｍｅＺ由细菌染色体基因编码，检出率较高ｂ＇…。本

型ＧＡＳ对ｓｐｅＡ和ｓｐｅＪ基因的携带率分别为９４．５％

研究两者检出率均为９９．７％，与Ｍａ等［５１研究相似，但

和９１．８％，高于ｅｍｍｌ２型菌株（）ｃ ２＝４０４．９３，Ｐ＝

高于国外部分研究心＾“。Ｐｒｏｆｌ等¨’认为，超抗原ｓｐｅＪ

０．０００；）ｃ ２＝３７４．９２，Ｐ＝０．０００）。ｅｍｍｌ２型菌株对

亦是由染色体编码。但本研究中菌株ｓｐｅＪ携带率仅

ｓｐｅｌｌ、ｓｐｅＩ的携带率高于ｅｍｍｌ型菌株（）Ｃ２＝３８２．６２，

为２Ｉ．７％，明显低于超抗原ｓｐｅＧ和ｓｍｅＺ，且低于既往

Ｐ＝０．０００；Ｘ２＝３８８．６９，Ｐ＝０．０００）。其他超抗原基因

部分研究ｂ’１０］。实验室技术和ＰｃＲ引物可能是导致

的携带率在不同ｅｍｍ分型菌株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超抗原基因检出率存在差异的原因。但也有研究认

（表２）。

为引物的差异不能解释ｓｐｅＪ检出率的差异¨１。

４．不同临床特征（咽部感染、猩红热）病例ＧＡＳ

不同ｅｍｒ＇／ｇ分型的ＧＡＳ其携带的超抗原基因种

超抗原携带情况：致咽部感染菌株中超抗原ｓｐｅＫ和

类亦存在差异¨“。本研究中ｅｍｍｌ型ＧＡＳ主要携带

ｓｐｅＬ的检出率分别为２３％和２．９％，高于致猩红热菌

ｐｒｏｆｉｌｅ

株（Ｐ＜ｏ．０５）；而对ｓｓａ的携带率为９４．８％，低于致猩

球菌致热外毒素（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ａｌ

红热菌株（ｚ２＝９．５９，Ｐ＜Ｏ．０５）。其他超抗原基因的

基因ｓｐｅＡ与ｓｐｅＣ编码的致热外毒素是引起猩红热

携带率在不同临床特征ＧＡＳ问分布的差异均无统

患者充血性斑疹、杨梅舌、脱皮或脱屑的原因。既往

表１

２，而ｅｍｍｌ２型菌株主要携带ｐｒｏｆｉｌｅ １。由链
ｐｙｒｏｇｅｎｉｃ

ｅｘｏｔｏｘｉｎ）

ＧＡＳ超抗原基因

注：菌株ｅｒｔｔｍ分型和ｌ临床诊断数据有缺失

表２。。。１型和。。１２型ＧＡｓ超抗原基因携带情况比较

表３不同临床特征病例Ｉ拘ＧＡＳ超抗原基因携带情况比较

注：括号外数据为携带超抗原菌株数。括号内数据为携带率
注：菌株—ｍ分型数据有缺失

（％）；一为未进行ｆ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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