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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脲支原体对喹诺酮类耐药基因的突变研究

马琳怡１，李榕娇２

（１．南方医科大学医学检验系，广东广州５１０９００；２．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９００）

【摘要】　目的　分析解脲支原体（ＵＵ）对喹诺酮类耐药基因突变位点及突变类型，为临床筛选新的耐药基因，寻找作用

于ＵＵ新靶点的抗生素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临床耐喹诺酮 ＵＵ标本，提取ＤＮＡ，用设计的喹诺酮耐药决定区

中ＧｙｒＡ、ＧｙｒＢ、ＰａｒＣ，ＰａｒＥ基因特异性引物ＰＣＲ扩增目的序列并进行测序分析，寻找与耐药相关的突变位点。　结果

　ＰＣＲ扩增目的基因序列后测序分析，ＰａｒＣ基因是ＵＵ喹诺酮耐药的主要突变位点，出现了６个点突变，造成３个位点

的氨基酸序列改变；ＧｒｙＡ、ＧｒｙＢ和ＰａｒＥ基因出现的都是无义突变，氨基酸序列并未改变。　结论　ＰａｒＣ基因是 ＵＵ

喹诺酮耐药的主要突变位点。临床上应重点针对ＰａｒＣ基因的突变进行相关研究，以降低 ＵＵ耐药基因突变引起的耐

药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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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脲支原体（犝狉犲犪狆犾犪狊犿犪狌狉犲犪犾狔狋犻犮狌犿，ＵＵ）是临

床常见的一类病原体［１］，于１９５４年首次从非淋菌性尿

道炎患者中分离得到。到目前为止，解脲支原体感染

已成为泌尿生殖道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表明，

解脲支原体不仅会引起非淋菌性尿道炎，同时会影响

生殖生产。解脲支原体会影响精子的生成、运动，增大

流产和宫外孕的概率，甚至有可能导致死胎和新生儿

败血症［２］。解脲支原体由细胞膜、细胞质构成，无细胞

壁，因而作用于细胞壁的内酰胺及糖肽类药物治疗效

果不佳。目前临床常用的是抑制蛋白质合成的抗生

素［３］。喹诺酮类药物便是通过影响ＤＮＡ合成、转录

等起效的。但近几年解脲支原体对喹诺酮的耐药率逐

渐上升［４－５］，对喹诺酮作用机制、耐药研究也逐渐深

入。

ＩＩ型拓扑异构酶是喹诺酮主要作用位点，由ＤＮＡ

促旋酶和Ⅳ型拓扑异构酶组成，其功能是调控ＤＮＡ

拓扑状态。ＤＮＡ促旋酶是一种四联体，由两个ＧｙｒＡ

和两个ＧｙｒＢ亚基组成，能使ＤＮＡ正超螺旋变为负超

螺旋，从而降低复制阻力。拓扑异构酶Ⅳ是由两个

ＰａｒＣ和两个ＰａｒＥ亚基组成的四联体，能够解除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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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纽结同时参与引入正超螺旋［６］。两者在共同介导的

ＤＮＡ断裂－再连接反应过程中能产生交错切点，共价

键连接这个新的５′末端和酶的活性酪氨酸残基，产生

的酶－断裂ＤＮＡ复合物可使基因组保持其完整性。

ＧｒｙＡ和ＰａｒＣ都具有活性点－酪氨酸残基，但Ａ亚基

Ｃ末端的保守性较差，使其能识别拓扑状态，从而将超

螺旋引入 ＤＮＡ 中。ＰａｒＣ 亚基作用于重连断裂的

ＤＮＡ。ＧｒｙＢ和ＰａｒＥ上有 ＡＴＰ酶和 ＴＯＰＲＲＩＭ 结

构域，ＡＴＰ酶为调整拓扑状态提供能量，ＴＯＰＲＲＩＭ

结构域结合二价金属离子，并利用一种非经典的二价

金属离子机制介导ＤＮＡ链断裂重连过程。ＤＮＡ促

旋酶和拓扑异构酶Ⅳ的功能正常是维持细胞存活的必

须因素。人体的正常细胞也表达两种Ⅱ型拓扑异构

酶，但编码Ａ、Ｂ亚基的基因融合为多肽单链，故喹诺

酮药物可特异杀死病原菌［７］。在细胞复制过程中，喹

诺酮结合到靶酶与 ＤＮＡ 的复合物上，形成的药物

ＤＮＡ酶复合物一方面引起蛋白质的构象改变使酶的

功能被抑制，继而使ＤＮＡ复制受阻，另一方面能够引

起染色体的永久性断裂，导致菌体死亡。喹诺酮药物

通过一种水－金属离子相互作用而连接。而氨基酸突

变导致了药物－酶复合物对金属离子及靶酶对喹诺酮

类药物的亲和力的改变。

喹诺酮类药物耐药机制可分为３类且不互相排

斥，并可通过累积而增大耐药度，包括靶酶介导、质粒

介导及染色体介导的耐药。本实验探究的是靶酶介导

的耐药［８］，主要针对其相关喹诺酮耐药决定区片段进

行测序，探索其他突变位点，为临床筛选新的耐药基

因，寻找作用于新靶点的抗生素提供理论依据。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主要试剂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ＥＢ溴乙锭，０．５×

ＴＢＥ液及琼脂粉，购于亚能生物技术（深圳）有限公

司；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ＩＳＴ２试剂盒购于法国梅里埃公司。

１．２　主要仪器　上海力新 ＨＦｓａｆｅ１２００生物安全柜；

合肥艾本森 ＨＴＰＯＴ４０干式恒温器；珠海黑马 Ｍｉｎ

ｉ６Ｋ微型离心机，ＸＨＢ型漩涡混合器；美国ＡＢＩ７３００

荧光定量ＰＣＲ仪；德国艾本德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ｔ５４２４Ｒ高

速冷冻离心机；亚能生物 ＵＶ３Ａ紫外透射分析仪和

ＤＹＹ８Ｃ型电泳仪。

２　方法

２．１　标本采集　解脲支原体感染者患均来自南方医

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女性患者先拭去宫颈分泌物，

男性患者则需禁尿２ｈ以上。然后用新的无菌棉拭子

插入女性宫颈口１～２ｃｍ或男性尿道２～４ｃｍ处，旋

转一周停留３０ｓ留取标本。

２．２　病原体的培养鉴定及药敏试验　使用梅里埃公

司生产的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ＩＳＴ２支原体、鉴定、计数及药

敏试验试剂盒，按说明书步骤筛选氧氟沙星和环丙沙

星耐药的解脲支原体阳性菌株，－７０℃冰箱保存。

２．３　目的基因检测

２．３．１　ＤＮＡ提取　取耐药菌株培养物１０００μｌ于无

菌容器中，以１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８．５ｃｍ）离心５

ｍｉｎ，吸去上清液；加入无菌水溶解沉淀，同上离心，去

上清；沉淀中加入５０μｌＤＮＡ裂解液，充分混匀后置

１００℃金属浴１０ｍｉｎ，再次离心后留取上清液即为所

需模板。

２．３．２　目的基因扩增及测序分析　在ＰＣＲ体系中加

入引物及模板后扩增目的基因。ＰＣＲ 反应体系为

２５μｌ。扩增条件：９７℃３ｍｉｎ；９７℃３０ｓ，５５℃３０ｓ，

７２℃１ｍｉｎ，共３０个循环；７２℃３ｍｉｎ，４℃１０ｍｉｎ。

引物序列［９］如表１，由上海捷瑞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

成。

表１　引物序列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狉犻犿犲狉狊犲狇狌犲狀犮犲

引物名称ｌＰｒｉｍｅｒｓ
引物序列（５′３′）

Ｐｒｉｍｅｒ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ＧｒｙＡ１ ＴＴＧＣＴＧＣＴＴＴＣＧＡＡＡＡＣＧＧ

ＧｒｙＡ２ ＣＴＧＡＴＧＧＴＡＡＡＡＣＡＣＴＴＧＧ

ＧｒｙＢ１ ＣＣＴＧＧＴＡＡＡＴＴＡＧＣＴＧＡＣＴＧ

ＧｒｙＢ２ ＴＴＣＧＡＡＴＡＴＧＡＣＴＧＣＣＡＴＣ

ＰａｒＣ１ ＡＣＧＣＡＡＴＧＡＧＴＧＡＡＴＴＡＧＧ

ＰａｒＣ２ ＣＡＣＴＡＴＣＡＴＣＡＡＡＧＴＴＴＧＧＡＣ

ＰａｒＥ１ ＡＴＧＧＧＣＧＧＡＡＡＡＴＴＡＡＣＧＣ

ＰａｒＥ２ ＣＴＴＧＧＡＴＧＴＧＡＣＴＡＣＣＡＴＣＧ

　　取ＰＣＲ产物用１％琼脂糖凝胶１２０Ｖ 电泳２０

ｍｉｎ，紫外仪下观察结果，并委托上海生工公司测序，

采用 ＭＥＧＡ软件将所得序列与标准血清型３菌株

ＡＴ２７８１５进行比对分析。

结　果

１　解脲支原体的耐药性

共检测解脲支原体阳性标本２９４份，药敏试验显

示其对氧氟沙星的耐药率为６７．３５％，环丙沙星耐药率

为８４．７０％（表２）。

２　目的基因检测

预期ＧｒｙＡ片段为３３６ｂｐ，ＧｒｙＢ片段为３１０ｂｐ，

ＰａｒＣ片段为３０９ｂｐ，ＰａｒＥ片段为３１３ｂｐ，实际产物片

段长度符合预期（图１～３）。

３　测序分析

对２１株临床耐喹诺酮解脲支原体标本的ＰＣＲ产

物测序并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发布的解脲支原体血清３型

标准菌株 ＡＴ２７８１５比较，ＧｒｙＡ基因出现２９个无义

突变，ＧｒｙＢ基因出现３个无义突变。

·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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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解脲支原体药敏结果（狀＝２９４）

犜犪犫犾犲２　犛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犱狉狌犵狊狌狊犮犲狆狋犻犫犻犾犻狋狔狋狅犝狉犲犪狆犾犪狊犿犪狌狉犲犪犾狔狋犻犮狌犿

药物

Ｄｒｕｇｓ

敏感株数

Ｎｏ．ｏｆ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ｉｎｓ

百分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中介株数

Ｎｏ．ｏｆｉｎ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ｔｒａｉｎｓ

百分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耐药株数

Ｎｏ．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ｒａｉｎｓ

百分率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强力霉素 ２８１ ９５．５８ １ ０．３４ １２ ４．０８

交沙霉素 ２９３ ９９．６６ １ ０．３４ ０ ０．００

氧氟沙星 ２４ ８．１６ ７２ ２４．４９ １９８ ６７．３５

红霉素 ２４５ ８３．３３ ４６ １５．６５ ３ １．０２

四环素 ２７９ ９４．９０ ２ ０．６７ １３ ４．４３

环丙沙星 １０ ３．４０ ３５ １１．９０ ２４９ ８４．７０

阿奇霉素 ２３０ ７８．２３ ６３ ２１．４３ １ ０．３４

克拉霉素 ２９０ ９８．６４ ３ １．０２ １ ０．３４

　　

Ｍ　ＤＮＡ标志物　１～８　分别为Ｕｕ１８的ＧｒｙＡ基因ＰＣＲ产物

图１　部分犝犝犌狉狔犃基因犘犆犚产物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１－８　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ＧｒｙＡｇｅｎｅｏｆＵＵ１－８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犉犻犵．１　犌犲犾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犝犝犌狔狉犃犘犆犚狆狉狅犱狌犮狋狊

　　

Ｍ　ＤＮＡ标志物　９～１６　分别为 Ｕｕ１８的ＧｒｙＢ基因ＰＣＲ产物

　１７～２４　分别为Ｕｕ１８的ＰａｒＣ基因ＰＣＲ产物

图２　部分犝犝犌狉狔犅与犘犪狉犆基因犘犆犚产物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９－１６　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ＧｒｙＢｇｅｎｅｏｆＵＵ１－

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１７－２４　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ＰａｒＣｇｅｎｅｏｆＵＵ１－８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犉犻犵．２　犌犲犾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犝犝犌狉狔犅犪狀犱犘犪狉犆犘犆犚狆狉狅犱狌犮狋狊

　　

Ｍ　ＤＮＡ标志物　２５～３２　分别为Ｕｕ１－８的ＰａｒＥ基因ＰＣＲ产

物

图３　部分犝犝犘犪狉犈基因犘犆犚产物１％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　２５－３２　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ＰａｒＥｇｅｎｅｏｆＵＵ１

－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犉犻犵．３　犌犲犾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狉犲狊狌犾狋狅犳犝犝犘犪狉犈犘犆犚狆狉狅犱狌犮狋狊

　　ＰａｒＣ基因出现了６个突变位点，造成３个位点的

氨基酸序列改变，分别为第３７０位 Ｇ被 Ｔ替代，３７２

位Ｔ被Ｃ替代，对应密码子ＧＧＴ被ＴＧＣ替代，使第

１２４位甘氨酸变成半胱氨酸；第３７３位 Ａ被 Ｇ替代，

第３７４位Ａ被Ｔ替代，第３７５位Ｔ被Ａ替代，使密码

子ＡＡＴ被ＧＴＡ替代，对应第１２６位天冬酰胺变为缬

氨酸；第４５９位 Ａ被Ｃ或Ｔ替代，使密码子ＧＣＡ被

ＧＣＴ或ＧＣＣ替代，对应第１５３位氨基酸赖氨酸变为

丙氨酸。ＰａｒＥ基因出现３个无义突变。２１株耐喹诺

酮解脲支原体中有１６株的第１２４、１２６和１５３位氨基

酸均发生改变，５株仅第１５３位氨基酸发生改变。

讨　论

喹诺酮是治疗解脲支原体感染的常用药物，结合

本次实验及近几年统计结果看，耐药率已远大于大环

内酯等其他治疗解脲支原体感染的药物。

研究证明，解脲支原体对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主

要由ＩＩ型拓扑异构酶基因突变导致
［１０－１１］。ＧｒｙＡ、

ＧｙｒＢ、ＰａｒＥ基因中虽然有多个位点的碱基发生突变，

但由于密码子具有简并性，在对应的氨基酸序列中并

未发现有氨基酸变异。朱小飞等［１２］整理了９年中发

表的１４篇解脲支原体感染相关文献，５６．２５％的标本

中出现了ＧｙｒＡ基因第１１２位天门冬氨酸突变为谷氨

酸，对应密码子由ＧＡＣ突变为ＧＡＡ；４６．０２％的标本

中ＰａｒＣ基因第８３位丝氨酸突变为亮氨酸，对应密码

子由ＴＣＡ突变为 ＴＡＡ。但本次实验中未发现上述

两种突变，可能是地域性差异及样本量较小所致。结

合有关人型支原体 Ｈ３４进行体外喹诺酮药物诱导，

结果发现ｐａｒＣ基因变异往往在低浓度药物诱导后产

生，而ｇｙｒＡ 基因变异往往在高浓度药物诱导后产

生［１３－１４］。本次实验中ＧｒｙＡ基因仅出现无义突变，而

所有耐药菌株的ＰａｒＣ基因都发生了突变，可能为临

床长期反复使用喹诺酮类药物导致的耐药突变。

Ⅱ型拓扑异构酶的基因突变之所以能导致解脲支

原体对喹诺酮类药物耐受，主要是因为氨基酸的极性

和电荷的变化影响了水－金属离子桥的相互作用，使＂

（下转７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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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ＤＮＡ酶＂断裂复合物的空间构象发生变化
［１５］。从耐喹诺

酮解脲支原体中检测到＂药物ＤＮＡ酶＂断裂复合物未紧密结

合，此时喹诺酮类药物对靶酶的抑制作用就无法得以充分实

现，细菌就能适应药物并继续生长而产生耐药。氨基酸的改变

导致了极性和电荷或羟基的改变，从而引起酶结构的改变，从

而产生耐药性［１６］。喹诺酮是目前临床上重要的抗生素类药物

之一，近年来在分子水平上对其耐药性的研究越来越多。随着

这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利于控制产生其他耐药解脲支原

体，寻找新的药物作用靶点并开发新一代喹诺酮类药物［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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