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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临床分离株尿素酶基因及活性
多样性
谭昌成

施

窑论 著窑

理

揖摘要铱 目的 研究幽门螺杆菌渊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ｐｙｌｏｒｉ， Ｈ．ｐｙｌｏｒｉ冤临床分离株的尿素酶基因及活性的多
样性遥 方法 应用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渊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ＰＣＲ－ＲＦＬＰ冤结合快速尿素酶实验袁对 Ｈ．ｐｙｌｏｒｉ 临床分离株进行分型遥 结果 按照 Ｈ．
ｐｙｌｏｒｉ尿素酶基因 ＰＣＲ－ＲＦＬＰ 及尿素酶活性结果袁大致可将 Ｈ．ｐｙｌｏｒｉ 临床株分为 ４ 型院玉型袁ＰＣＲ－ＲＦＬＰ
只产生一条 １．７ ｋｂ 带袁尿素酶活性较高袁Ｈ．ｐｙｌｏｒｉ 多分离自胃溃疡患者曰域型袁ＰＣＲ－ＲＦＬＰ 产生 １．３尧０．４ ｋｂ
二条带袁尿素酶活性最弱袁Ｈ．ｐｙｌｏｒｉ 多分离自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患者曰芋型袁ＰＣＲ－ＲＦＬＰ 产生 ０．４尧０．１７ ｋｂ

二条带袁伴有或不伴有渊０．２３ 或 ０．３７ ｋｂ冤一条带袁Ｈ．ｐｙｌｏｒｉ 多分离自胃炎患者 袁尿素酶活性最强曰郁型袁

ＰＣＲ－ＲＦＬＰ 产生 １．５尧０．２ ｋｂ 二条带袁 尿素酶活性较弱袁Ｈ．ｐｙｌｏｒｉ 多分离自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患
者遥 结论 Ｈ．ｐｙｌｏｒｉ 临床分离株尿素酶基因的差异决定其尿素酶活性不同袁与 Ｈ．ｐｙｌｏｒｉ 相关性疾病的关系
也不同遥
揖关键词铱 幽门螺杆菌曰尿素酶曰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渊ＰＣＲ－ＲＦＬＰ冤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ｐｙｌｏｒｉ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Ｔ粤晕 Ｃｈａｎｇ－ｃｈｅｎｇ， Ｓ匀陨 Ｌｉ援 ４５８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ＰＬＡ，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６０２
揖Ａｂｓｔｒａｃｔ铱

Ａｉｍｓ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ｅａｓｅ ｇｅｎｅ ａｎ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ｐｙｌｏｒｉ（Ｈ．

ｐｙｌｏｒｉ）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ＰＣＲ－ＲＦＬＰ） ｏｆ ｕｒｅａｓｅ ｇｅｎｅ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 ｕｒ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ＣＲ－ＲＦＬＰ ｏｆ ｕｒｅａｓｅ ｇｅｎｅ ａｎｄ ｕｒ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Ｈ．ｐｙｌｏｒｉ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４ ｔｙｐ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１．７ ｋｂ） ｂｙ ＰＣＲ－ＲＦＬ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ｙｐｅ 玉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ｕｒ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ｕｌｃ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ｔｗｏ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１．３， ０．４ ｋｂ） ｂｙ

ＰＣＲ－ＲＦＬ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ｙｐｅ 域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ｓｔ ｕｒ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ｕｏｄｅｎａｌ ｕｌｃｅｒ． Ｔｗｏ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０．４， ０．１７ ｋｂ）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ｏｎ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０．２３ ｏｒ ０．３７ ｋｂ） ｗｅｒｅ ｇｏｔ ｂｙ ＰＣＲ－ＲＦＬ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ｙｐｅ 芋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ｏｎｇｅｓｔ ｕｒ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ａｓｔｒｉｔｉｓ． Ｔｗｏ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 （１．５， ０．２ ｋｂ） ｗｅｒｅ ｇｏｔ ｂｙ

ＰＣＲ－ＲＦＬ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ｙｐｅ 郁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ｒ ｕｒ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ｄｕｏｄｅｎａｌ

ｕｌｃｅｒ．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ｕｒｅ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ａ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原
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ｒｅａｓｅ ｇｅ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ｐｙｌｏｒｉ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ｓｏｌａｔｏｒｓ．
揖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铱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ｐｙｌｏｒｉ； 哉ｒｅａｓｅ； 孕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原
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ＰＣＲ－ＲＦＬＰ）

幽门螺杆菌渊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ｐｙｌｏｒｉ， Ｈ．ｐｙｌｏｒｉ冤是胃
炎的病因尧消化性溃疡的重要致病因素袁而且与胃癌
有关遥 然而为何有些 Ｈ．ｐｙｌｏｒｉ 感染者最终发展成为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ｐｏｌｙｍｏｒ原

ｐｈｉｓｍ， ＰＣＲ－ＲＦＬＰ冤及快速尿素酶实验袁研究 Ｈ．ｐｙ原
ｌｏｒｉ 尿素酶基因多样性袁 并对 Ｈ．ｐｙｌｏｒｉ 临床分离菌

消化性溃疡袁而另一些仅仅是胃炎钥 人们猜测 Ｈ．ｐｙ原

株进行分型尧研究不同临床分离菌株尿素酶活性差

其致病机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遥 我们应用聚合
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渊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材料与方法

ｌｏｒｉ 不同菌株的致病力存在差异曰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在

异及其与疾病的关系［１－５］遥

一尧材料
作者单位院５１０６０２ 解放军第四五八医院医剂科

１援 Ｈ．ｐｙｌｏｒｉ 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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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株 Ｈ．ｐｙｌｏｒｉ 临床分离菌株袁均经菌落形态尧生
化鉴定尧涂片 Ｇｒａｍｓ 染色镜下观察证实遥
２援 材料
布氏肉汤及其琼脂固体培养基渊上海腹泻病研
究所冤曰引物尧Ｔａｇ ＤＮＡ 聚合酶尧ｄＮＴＰ尧限制性内切
酶 ＨａｅＩＩＩ渊上海生工生物公司冤遥
３援 仪器
ＰＣＲ 仪尧电泳仪尧紫外灯尧高速心机尧旋涡振荡
器尧紫外分光光度计遥
二尧方法

１． Ｈ．ｐｙｌｏｒｉ 基因组 ＤＮＡ 制备

参照叶分子克隆实验指南曳制备 Ｈ．ｐｙｌｏｒｉ 及铜绿
假单孢菌 ＤＮＡ院 用 ＴＥ 溶液将 Ｈ．ｐｙｌｏｒｉ 从固体培养
基上冲洗下来袁加 １０％ ＳＤＳ 溶液尧蛋白酶 Ｋ 溶液至

终浓度分别为 １％尧２０ 滋ｇ／ｍｌ袁３７ 益水浴过夜曰 离心

渊１０ ０００ ｒｐｍ／ｍｉｎ冤袁上清用酚：氯仿：异戊醇渊２５：２４：１冤
抽提数次袁直至不再出现蛋白膜遥 上清用氯仿：异戊

参照 Ｒｏｋｉｔａ Ｅ 介绍的方法检测 Ｈ．ｐｙｌｏｒｉ 菌株尿

素酶活性袁将在羊血培养基上微需氧培养 ４ 天的 Ｈ．
ｐｙｌｏｒｉ 菌落袁用 ２０ 滋ｌ ＴＥ 洗下袁取 １０ 滋ｌ 加入 １００ 滋ｌ
尿素酶反应液中渊含 ２０％尿素袁０．０１％酚红冤袁３７ 益水
浴 １０ 分钟袁加 ２Ｎ 硫酸溶液终止反应曰读取光密度
值 ＯＤ６００渊以 ＴＥ 为空白对照冤曰用 Ｌｏｗｒｙ 定氮法测

定 Ｈ．ｐｙｌｏｒｉ ＴＥ 悬液的蛋白质含量曰 以光密度值／毫

克蛋白表示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活性遥
５援 统计学方法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基因 ＰＣＲ－ＲＦＬＰ 与疾病的关系

用 字 检验曰Ｈ．ｐｙｌｏｒｉ 菌株尿素酶活性比较用 ｔ 检验遥
２

结

一尧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基因 ＰＣＲ 扩增结果

５２ 株临床分离的 Ｈ．ｐｙｌｏｒｉ 均能扩增出 １．７ ｋｂ
左右的尿素酶基因渊见图 １冤遥
１

醇渊２４：１冤抽提数次袁上清加入 ０．１ 体积 ３ Ｍ 醋酸钠

１．９ ｋｂ

溶液及 ２ 体积乙醇沉淀 ＤＮＡ袁７０％乙醇洗涤尧 双蒸

２．９ ｋｂ

水溶解 ＤＮＡ袁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其浓度尧纯度遥
２援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基因 ＰＣＲ 扩增

４．２ ｋｂ

引物 １院 ５忆－ＡＧＣＡＡＴＡＧＣＡＧＣＣＡＴＡＧＴＧＴ－３忆
引物 ２院 ５忆－ＧＧＴＣＣＴＡＣＴＡＣＡＧＧＣＧＡＴＡＡ－３忆

在 ２５ 滋ｌ ＰＣＲ 反应体系中含 ｄＮＴＰ尧 引物尧Ｈ．
ｐｙｌｏｒｉ ＤＮＡ袁 终 浓 度 分 别 为 ２００ 滋Ｍ尧０．４ 滋Ｍ尧０．１
滋ｇ曰 以双蒸水尧 铜绿假单孢菌 ＤＮＡ 代替 Ｈ．ｐｙｌｏｒｉ

ＤＮＡ 作为对照曰ＰＣＲ 反应条件院３５ 个以下循环袁９４
益变性 ３０ ｓｅｃ袁５５ 益退火 ３０ ｓｅｃ袁７２ 益延伸 １ ｍｉｎ遥
３援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基因 ＰＣＲ－ＲＦＬＰ
渊１冤纯化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基因 ＰＣＲ 扩增产物

将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基因 ＰＣＲ 扩增产物用酚：氯
仿：异戊醇渊２５：２４：１冤抽提数次袁上清用氯仿：异戊醇
渊２４：１冤抽提数次袁上清加入 ０．１ 体积 ３ Ｍ 醋酸钠溶
液及 ２ 体积无水乙醇沉淀 ＤＮＡ袁７０％乙醇洗涤沉

淀袁双蒸水溶解沉淀袁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 ＤＮＡ 浓

果

２

３

４

３．５ ｋｂ
４．５ ｋｂ
５．１ ｋｂ
２１ ｋｂ

１： 分子量标准；
３： Ｈ．ｐｙｌｏｒｉ曰

２： 双蒸水渊阴性对照冤；
４： 铜绿假单孢菌（对照）

图 １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基因 ＰＣＲ 扩增结果

二尧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基因 ＰＣＲ－ＲＦＬＰ 结果渊图 ２冤

５２ 株临床分离的 Ｈ．ｐｙｌｏｒｉ 扩增出的 １．７ ｋｂ 尿
素酶基因袁经 Ｈａｅ 芋消化尧１％琼脂糖电泳袁产生数条

ＤＮＡ 片段袁按照电泳图谱袁大致可将这 ５２ 株 Ｈ．ｐｙ原
ｌｏｒｉ 分为 ４ 型院
玉型院产生一条 １．７ ｋｂ 的 ＤＮＡ 片段袁即不能被

Ｈａｅ 芋消化遥

域型院产生 １．３袁０．４ ｋｂ 的二条 ＤＮＡ 片段遥

度尧纯度遥
渊２冤 限制性内切酶 Ｈａｅ 芋消化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

芋型院ＰＣＲ－ＲＦＬＰ 产生 ０．４尧０．１７ ｋｂ 二条带袁伴
有或不伴有渊０．２３ 或 ０．３７ ｋｂ冤一条带院芋ａ 型院产生

反应体系院１８ 滋ｌ ＰＣＲ 产物袁２ 滋ｌ Ｂｕｆｆｅｒ袁Ｈａｅ 芋
１ 滋ｌ袁３７ 益水浴 ３ ｈ遥

０．４尧０．２３尧０．１７ ｋｂ 的三条 ＤＮＡ 片段曰 芋ｃ 型院 产生

基因 ＰＣＲ 扩增产物

渊３冤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基因 ＰＣＲ－ＲＦＬＰ

不同 Ｈ．ｐｙｌｏｒｉ 的酶切产物进行 ０．５ 滋ｇ／ｍｌ ＥＢ 的

１％琼脂糖电泳袁紫外灯下观察电泳结果遥
４援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活性测定

０．４尧０．３７尧０．１７ ｋｂ 的三条 ＤＮＡ 片段曰 芋ｂ 型院 产生

０．４尧０．１７ ｋｂ 的二条 ＤＮＡ 片段遥
郁型院产生 １．５尧０．２ ｋｂ 的二条 ＤＮＡ 片段遥

三尧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基因 ＰＣＲ－ＲＦＬＰ 的稳定性

５２ 株临床分离的 Ｈ．ｐｙｌｏｒｉ 菌株袁在固体培养基

上传代 ５ 次后与原代 Ｈ．ｐｙｌｏｒｉ 相比较袁 尿素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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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１．７ ｋｂ
１．３ ｋｂ
０．４ ｋｂ
０．３７ ｋｂ
０．２３ ｋｂ

论

体外实验发现 Ｈ．ｐｙｌｏｒｉ 对酸敏感袁 但 Ｈ．ｐｙｌｏｒｉ
却能在胃内酸性环境中长期存在袁这主要与其产生
尿素酶有关遥 尿素酶分解尿素产生碱性的氨袁中和
胃酸袁创造局部中性环境袁使 Ｈ．ｐｙｌｏｒｉ 能定植在胃内

０．１７ｋｂ

酸性环境中遥 尿素酶在 Ｈ．ｐｙｌｏｒｉ 致病机制中也发挥

１院玉型 Ｈ．ｐｙｌｏｒｉ曰

２院域型 Ｈ．ｐｙｌｏｒｉ曰

着重要作用袁尿素酶分解尿素袁使胃黏膜表面 ｐＨ 值
增高袁阻止氢离子由胃壁细胞向胃腔主动分泌袁并使

３院芋ａ 型 Ｈ．ｐｙｌｏｒｉ曰

氢离子反向扩散袁损伤胃黏膜遥 另外袁高浓度的氨改

４院芋ｂ 型 Ｈ．ｐｙｌｏｒｉ曰 ５院芋ｃ 型 Ｈ．ｐｙｌｏｒｉ曰 ６院郁型 Ｈ．ｐｙｌｏｒｉ

变胃黏膜的通透性遥 氨对细胞的生命活动也有直接

图 ２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基因 ＰＣＲ－ＲＦＬＰ

ＰＣＲ扩增产物及其 Ｈａｅ芋消化产物均相同袁 表明这

毒性作用袁 阻 止 携 带 有 遗 传 信 息 的 核 酸 渊ＤＮＡ尧
ＲＮＡ冤的合成曰通过干扰酶的活性袁引起线粒体肿

种方法是稳定的遥

胀尧核碎裂袁发挥急性毒性作用曰生物体内氨浓度即

四尧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活性测定

５２ 株 Ｈ．ｐｙｌｏｒｉ 临床分离菌株袁尿素酶活性范围
０．０７ 耀 ０．１２／ｍｇ袁其活性与 ＰＣＲ原ＲＦＬＰ 的分型关系见
表 １遥

使轻微升高袁也可以导致细胞生命周期缩短［１－５］遥

聚 合 酶 链 式 反 应 渊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ＣＲ冤 是一种在体外由 ２ 个特异性寡核苷酸引物介
导的特定 ＤＮＡ 序列的酶促扩增反应院目的 ＤＮＡ ９４

其余型间尿素酶活性差异袁没有统计学意义渊Ｐ

＞ ０．０５冤曰玉型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活性较高袁域型 Ｈ．ｐｙ原
ｌｏｒｉ 尿素酶活性最弱袁 芋型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活性最

强袁郁型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活性较弱遥

五尧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的基因及活性分型与疾病
的关系袁见表 ２遥
表 １ ５２ 株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活性与 ＰＣＲ原ＲＦＬＰ 的分型的比较
型

尿素酶活性渊ｘ 依 ＳＤ冤

玉型

０．１１ 依 ０．０６

域型

０．０７ 依 ０．００３

郁型

０．０９ 依 ０．００４

芋型

型间互相比较
玉型与域型相比 Ｐ ＜ ０．０５
芋型与域型相比 Ｐ ＜ ０．０５

０．１２ 依 ０．０７

表 ２ ５２ 株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的基因及活性分型与疾病的关系
分离自十二指肠

型

例数

胃溃疡

分离自胃炎患者

玉

１０

６＊

１

３

域

１６

２

２

１２＊

芋

１３

３

８＊

２

郁

１３

６＊

２

５

球部溃疡患者

益加热变性成单链曰５５ 益退火袁 使引物与互补的目
的 ＤＮＡ 单链片段结合曰７２ 益酶促延伸反应产生二
条新的目的 ＤＮＡ 单链袁并作为下一循环的模板遥 理
论上袁每次循环使目的 ＤＮＡ 片段的含量加倍曰循环
３０ 耀 ３５ 次后袁 目的 ＤＮＡ 扩增可达 １０５ 耀 １０９ 倍曰故
ＰＣＲ 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尧特异性袁可检测到少致 １００
个细菌的标本遥 限制性内切酶能识别双链 ＤＮＡ 中
特定碱基序列并切割袁具有极高的特异性袁被誉为

野分子生物学特异的手术刀冶遥 ＰＣＲ－ＲＦＬＰ 既有 ＰＣＲ
的高度敏感性袁又有限制性内切酶的高度特异性袁广
泛应用于基因诊断袁微生物分型袁血型分型等方面遥
在我们的研究中袁 不同的 Ｈ．ｐｙｌｏｒｉ 临床分离菌

株用 ＰＣＲ 方法袁均扩增出 １．７ ｋｂ 的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
基因曰 用限制性内切酶 Ｈａｅ芋消化袁Ｈ．ｐｙｌｏｒｉ 可分为
４ 型曰Ｈ．ｐｙｌｏｒｉ 体外培养传代 ５ 耀 ６ 次后袁 与原代 Ｈ．
ｐｙｌｏｒｉ 相比袁 其尿素酶基因 ＰＣＲ 扩增产物及其 Ｈａｅ

芋消化产物均相同袁 说明 ＰＣＲ－ＲＦＬＰ 方法稳定袁重

复性尧可靠性较好袁适合 Ｈ．ｐｙｌｏｒｉ 临床菌株的分型遥
还说明袁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基因 ＰＣＲ－ＲＦＬＰ 的多样性

注院＊ 为 字２ 检验袁与其他型比较 Ｐ ＞ ０．０５遥

胃溃疡主要感染玉型 Ｈ．ｐｙｌｏｒｉ 渊字 ＝ ０．０２４袁Ｐ ＞
０．０５冤袁十二指肠球部溃疡主要感染域型 Ｈ．ｐｙｌｏｒｉ渊字２
２

＝ ０．０３４袁Ｐ ＞ ０．０５冤袁而胃炎主要与芋型 Ｈ．ｐｙｌｏｒｉ 感染

有关渊字 ＝ ０．０４５袁Ｐ ＞ ０．０５冤袁郁型 Ｈ．ｐｙｌｏｒｉ 感染与 Ｈ．
２

ｐｙｌｏｒｉ 相关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均有关渊字 ＝
０．００８袁Ｐ ＞ ０．０５冤遥
２

是由 Ｈ．ｐｙｌｏｒｉ 尿素酶基因本身的多样性引起的遥 各

型 Ｈ．ｐｙｌｏｒｉ 菌株的尿素酶活性不同袁 与疾病的关系
也不同袁提示不同 Ｈ．ｐｙｌｏｒｉ 菌株之间袁尿素酶基因差

异决定其尿素酶活性不同袁尿素酶活性不同的 Ｈ．ｐｙ原
ｌｏｒｉ 菌株与疾病的密切程度也不同院 十二指肠球部

溃疡患者较多感染尿素酶活性较低的域型 Ｈ．ｐｙ原
ｌｏｒｉ袁而胃溃疡患者袁感染高尿素酶活性的玉型 Ｈ．ｐｙ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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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ｒｉ占优势袁胃炎患者主要感染尿素酶活性较高的芋
型 Ｈ．ｐｙｌｏｒｉ遥 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患者与胃溃疡患者

还较多感染 ＩＶ 型 Ｈ．ｐｙｌｏｒｉ遥 以上研究表明袁不同 Ｈ．

ｐｙｌｏｒｉ 菌株致病力差异与其尿素酶活性及其基因差
异有关遥 另外袁我们也发现同一型的 Ｈ．ｐｙｌｏｒｉ 菌株并
非引起同一种疾病袁 提示 Ｈ．ｐｙｌｏｒｉ 相关性疾病不但
与 Ｈ．ｐｙｌｏｒｉ 感染有关袁 而且也与患者的免疫反应等
因素有关袁是多因素引起的疾病［６－１０］遥

ｖ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ＨＰ－ＮＡＰ）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ｐｙｌｏｒｉ．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Ｉｎｆｅｃｔ． ２００３；５：７１５－７２１．
６ Ｄｉ Ｂｏｎａｖｅｎｔｕｒａ Ｇ， Ｎｅｒｉ Ｍ， Ａｎｇｅｌｕｃｃｉ Ｄ，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ｌｉ原
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ｐｙｌｏｒｉ ｂｙ ＰＣＲ ｏｎ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ｂｉｏｐｓｙ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ｔａｋｅｎ ｆｏｒ ＣＰ
ｔｅｓ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ｔ Ｊ Ｉｍｍｕｎｏｐａｔｈｏ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０４；１７：７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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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全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学术会议征文通知

窑简 讯窑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决定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在上海市召开第二十届全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
学术会议袁并同时举办全国中西医结合消化系统疾病渊重点为肝病尧内镜与胃癌冤的新技术新理论继续教育学习班遥
此次会议及学习班的目的在于提高对慢性肝病及早期消化道肿瘤的诊疗技术水平和科研能力袁了解常见消化疾病的国内
外最新研究动态袁演示消化内镜介入治疗新技术袁并邀请国内著名消化病专家做专题学术报告遥 欢迎从事中西医结合尧中医或
西医消化方面的医务人员踊跃参会袁并积极投稿袁现将会议征文事宜通知如下院
征稿内容院淤消化内镜技术及其中西医结合临床应用曰于脂肪肝尧慢性肝炎与肝硬化等常见肝病的中西医结合基础与临床
研究曰盂消化道肿瘤中西医结合诊疗曰榆脾胃学说及其临床应用曰虞其他消化系统疾病渊包括食管尧胃尧肝尧胆尧胰腺等疾病冤的基
础研究尧临床研究与实践等遥
学习班招收对象院中西医结合尧中医或西医的消化专业医师尧科研人员尧研究生等渊授课内容另发冤遥
征稿要求院请注明作者姓名尧单位尧详细通迅地址尧邮编遥 稿件请附 ８００ 字论文摘要袁尽可能以电子信件的形式将稿件传送
至 ｓｈｘｈｈｙ２００８＠ｙａｈｏｏ．ｃｎ 或 ｃｚｓ．ｘｉａｏｈｕａ岳１６３．ｃｏｍ遥
征文或报名联系人院淤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 ５２８ 号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肝病所渊邮编院２０１２０３冤 刘成海袁传真

２１－５１３２４４４５ 或 ５１３２８５００曰 于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４５ 号解放军 ２１１ 医院中医科 渊邮编院１５００８０冤

李春雷袁 电话 ０４５１－

５７７５２４４０ 或 ８６６３２４５０曰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６６０３８７８遥

截稿日期院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渊以邮戳为准冤遥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