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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治性根尖周炎患者ＨＫ１ｍＲＮＡ检测、感染病原菌

分布及牙龈卟啉单胞菌基因型分析

邹林洪，张琳林，邵春婷，陈新，左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口腔科，重庆４０２１６０）

【摘要】　目的　检测难治性根尖周炎患者血糖激酶１（ＨＫ１）水平，并分析感染病原菌分布及牙龈卟啉单胞菌基因型，为

该病的防治提供参考。　方法　选择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１９年６月本院收治的难治性根尖周炎患者５３例（病例组），正常

健康者５０例（对照组），采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临床标本中的ＨＫ１ｍＲＮＡ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培养法检测患者感染

病原菌种类，ＰＣＲ法检测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的基因型，ＫＢ纸片扩散法检测病原菌的耐药性。　结果　与对照组比

较，难治性根尖周炎患者临床标本中的 ＨＫ１ｍＲＮＡ高表达（犘＜０．０５）。５３例患者共检出８５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

菌５０株（５８．８２％），主要为葡萄球菌属（２１．１８％）、粪肠球菌（１２．９４％）和微单胞菌（１１．７６％）；革兰阴性菌３５株（４１．

１８％），以牙龈卟啉单胞菌（２７．０６％）为主。葡萄菌属、粪肠球菌以及微单胞菌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头孢曲松的耐药率

均＜５０．００％，牙龈卟啉单胞菌对氯霉素、头孢菌素类和庆大霉素等的耐药率均＞５０．００％。２３株牙龈卟啉单胞菌基因

型占比分别为：ｆｉｍＡⅡ型３４．７８％，ｆｉｍＡⅠ型２１．７５％，ｋｇｐⅠ型５６．５２％，ｋｇｐⅡ型４３．４８％。常见ｆｉｍＡ和ｋｇｐ基因型组

合为ｆｉｍＡⅡ型＋ｋｇｐⅠ型和ｆｉｍＡⅡ型＋ｋｇｐⅡ型，占１７．３９％（４／２３）。肿胀患者感染的牙龈卟啉单胞菌以ｆｉｍＡⅡ型

（４０．００％）和ｋｇｐⅠ型（６０．００％）为主，窦道患者以ｆｉｍＡⅡ型（４６．１５％）感染为主，ｋｇｐⅠ型与ｋｇｐⅡ感染占比相近。　结

论　难治性根尖周炎感染根管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阳性菌为主，不同基因型牙龈卟啉单胞菌引起疾病的临床表现可能不

同。患者血 ＨＫ１高表达，其在难治性根尖周炎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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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尖周炎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炎性牙科疾病，根

管治疗是其最佳治疗手段，临床上将经根管治疗后病

情仍未见痊愈的情况称为难治性根尖周炎，其发病率

因人们的饮食结构变化、牙齿保护理念淡薄而逐年升

高［１］。根尖感染病原菌会产生毒素和致炎因子，损害

牙周组织。但目前临床上对难治性根尖周炎的发病机

制尚不十分清楚。研究表明，ＮＬＲＰ３炎症小体在先天

性免疫与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已糖激酶１

（ＨＫ１）在 ＮＬＲＰ３炎症小体活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２－３］。但关于 ＨＫ１在难治性根尖周炎中的表达及

作用尚不明确。牙龈卟啉单胞菌在根尖周炎根管内检

出率一般高达３０．０％以上，被认为是根尖周炎发病的

关键［４］。本研究拟检测难治性根尖周炎患者临床标本

中 ＨＫ１ｍＲＮＡ的表达水平、病原菌分布及牙龈卟啉

单胞菌基因型，以期阐明难治性根尖周炎的病变机制，

为该病的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

对象与方法

１　检测对象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０１９年６月在本院确诊的难治性

根尖周炎患者５３例，为病例组。其中男性２２例，女性

３１例；年龄１８～７２岁，平均年龄（３８．８２±８．６４）岁。

纳入标准：①符合根尖周炎的诊断标准
［５］；②年龄１８

～７２岁；③均接受过显微根尖外科手术。排除标准：

①存在根折、牙周袋等牙周疾病者；②患有严重全身系

统性疾病者；③曾接受牙髓治疗，牙周附着丧失在４

ｍｍ以下，或根尖孔有发育完全的恒牙患者；④近３个

月内接受过放、化疗，服用过抗生素、激素类药物的患

者；⑤存在隐裂、大面积牙体缺损或存在明显暴露的髓

腔患者。选择同期在本院作牙齿检查的根尖健康者

５０例，为对照组。其中男性１８例，女性３２例；年龄１８

～７０岁，平均年龄（３６．９６±８．７４）岁。两组受检者性

别、年龄构成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本研究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受检者知情同意。

２　方法

２．１　ＨＫ１检测　采集两组受检者的根尖周组织，置

于Ｔｒｉｚｏｌ中，于－８０℃环境中保存。碾碎组织，加

Ｔｒｉｚｏｌ，置于室温下２ｍｉｎ；转移到无ＲＮＡ酶的ＥＰ管

中，加氯仿，振摇１５ｓ，室温静置１５ｍｉｎ，离心，取上层

液体至新的ＥＰ管中；加入等体积异丙醇，混匀，室温

静置５ｍｉｎ，离心，去清液，加３０μＬＤＥＰＣ溶解沉淀并

检测ＲＮＡ浓度。使用ＰＣＲ仪将提取的ＲＮＡ反转录

为ｃＤＮＡ，按照试剂盒说明配制反应体系，进行荧光定

量ＰＣＲ。以ＧＡＰＤＨ表达量作为参照，采用Ｃｔ值比

较法，以扩增倍数公式２△△ＣＴ进行相对定量分析。

正 向 引 物：５′ＣＡＣＡＴＴＧＡＴＣＴＧＧＴＧＧＡＡＧ

ＧＡ３′；反 向 引 物：５′ＣＴＣＴＧＴＣＣＧＧＡＴＧＴＣＴ

ＴＣＴＡＡＴＧ３′。引物由上海生工合成。

２．２　病原菌检测　收集冲洗根管壁的冲洗物，置于振

荡器内振荡１ｍｉｎ充分打碎。取细菌标本充分混匀。

采用ＢＨＩ稀释液将标本稀释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倍，操

作过程中防止交叉污染。标本原液及其系列稀释液各

取０．５ｍＬ，分别接种ＨＨＩ培养基，置于厌氧菌培养箱

内３７℃培育１周，采用 ＶＩＴＥＫ３２系统鉴定细菌情

况，并进行革兰染色检查。对主要病原菌进行药敏试

验，采用ＫＢ纸片扩散法。

２．３　牙龈卟啉单胞菌基因检测

２．３．１　标本采集　用无菌橡皮障隔湿，按顺序分别用

３０．０％双氧水、２５．０％次氯酸钠对患者患牙牙面、牙周

围区域进行消毒，５０．０％硫代酸钠失活。无菌高速裂

钻去除患牙牙釉质后，重复上述消毒步骤。用无菌高

速裂钻钻磨患牙，并在此期间用生理盐水冲洗冷却，直

至患牙髓腔完全开通。取灭菌１５号Ｋ锉探查患牙根

管，并用干燥的消毒纸尖吸取患牙根管内的渗液，纸尖

插入深度依据术前根尖Ｘ线片估计预估，尽可能插至

患牙根尖位置，留置１ｍｉｎ后取出，取出的纸尖放置于

盛有１ｍＬ磷酸盐缓冲液（ＰＢＳ）的１．５ｍＬ离心管内，

在－２０℃下保存。

２．３．２　牙龈卟啉单胞菌１６ｓｒＤＮＡＰＣＲ扩增　采用

细菌基因组ＤＮＡ小量快速提取试剂盒，抽取感染根

管标本ＤＮＡ作为模板，采用牙龈卟啉单胞菌１６ｓｒＤ

ＮＡ 专 性 引 物 进 行 ＰＣＲ 扩 增。ＰＣＲ 扩 增 体 系：

ＰｒｅｍｉｘＥｘＴａｑ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５μＬ，上、下游引物各

０．５μＬ，ＤＮＡ模板１μＬ，补足双蒸水至２５μＬ。反应

条件：９４℃１０ｍｉｎ；９４℃１ｍｉｎ，５８℃３０ｓ，７２℃３０

ｓ，共３５个循环；７２℃７ｍｉｎ。ＰＣＲ产物４℃保存。

用牙龈卟啉单胞菌标准株 ＡＴＣＣ３３２７７（本室保存）作

为阳性对照，等体积无菌双蒸水为阴性对照。

·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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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牙龈卟啉单胞菌基因多态性检测　１）ｆｉｍＡ基

因分型检测：参照ｆｉｍＡ各个基因型额专性引物，对难

治性根尖周炎患者感染根管标本行ＰＣＲ扩增与电泳

分析。ＰＣＲ扩增体系同方法２．３．２。反应条件：９５℃

５ｍｉｎ；８４℃３０ｓ，５８℃３０ｓ，７２℃６０ｓ，共３５个循

环；７２℃１０ｍｉｎ。ＰＣＲ产物４℃保存；２）ｋｇｐ基因分

型检测：扩增体系同２．３．２。反应条件：９５℃５ｍｉｎ；

９５℃３０ｓ，５５℃３０ｓ，７２℃４５ｓ，共循环３０次；７２℃１０

ｍｉｎ，ＰＣＲ产物４℃保存。

取１０μＬＰＣＲ产物，根据 ＭｓｅⅠ内切酶使用说明

书进行酶切，１．５％琼脂糖凝胶电流检测酶切片段。

ｋｇｐⅠ型目的片段为４４７ｂｐ＋２８８ｂｐ＋１３５ｂｐ；ｋｇｐⅡ型

目的片段为８７０ｂｐ。

２．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用均值±标准差（ｘ±ｓ）表示，采用狋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χ
２ 检验。犘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犎犓１犿犚犖犃表达水平

ｑＲＴＰＣＲ法检测 ＨＫ１ｍＲＮＡ 水平，结果见图

１。病例组临床标本 ＨＫ１ｍＲＮＡ水平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狋＝３４．３３５，犘＜０．０５）。

２　病原学特征及耐药性

５３例难治性根尖周炎患者共检出８５株病原菌，

其中革兰阳性菌５０株（５８．８２％），主要为葡萄球菌属

（２１．１８％）、粪肠球菌（１２．９４％）和微单胞菌（１１．

７６％）；检出革兰阴性菌３５株（４１．１８％），以牙龈卟啉

单胞菌（２７．０６％）为主（表１）。对主要病原菌进行药

敏试验，结果见表２和表３。其中革兰阳性中的菌葡

萄菌属、粪肠球菌以及微单胞菌对美罗培南、亚胺培

南、头孢曲松耐药率均低于５０．００％（亚胺培南耐药率

为０）；对多黏菌素、阿米卡星等其他抗菌药物的耐药

性在６０％以上。牙龈卟啉单胞菌对氯霉素、头孢菌素

类和庆大霉素等的耐药率均高于５０．００％，对替考拉

宁、美罗培南和万古霉素１００％敏感。

　　

注：与对照组相比，犘＜０．０５。
图１　难治性根尖周炎感染根管组织犎犓１犿犚犖犃水平

Ｎｏｔ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犘＜０．０５．
犉犻犵．１　犈狓狆狉犲狊狊犻狅狀狅犳犎犓１犿犚犖犃犻狀犻狀犳犲犮狋犲犱狉狅狅狋犮犪狀犪犾狊

狅犳狉犲犳狉犪犮狋狅狉狔狆犲狉犻犪狆犻犮犪犾狆犲狉犻狅犱狅狀狋犻狋犻狊

表１　难治性根尖周炎感染根管病原菌均分布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狉狅狅狋犮犪狀犪犾狆犪狋犺狅犵犲狀狊犻狀狆犪狋犻犲狀狋狊

狑犻狋犺狉犲犳狉犪犮狋狅狉狔狆犲狉犻犪狆犻犮犪犾狆犲狉犻狅犱狅狀狋犻狋犻狊

病原菌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株数

Ｎｏ．ｏｆｓｔｒａｉｎ

构成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ｒａｔｉｏ

革兰阳性菌　　　　　 ５０ ５８．８２

　　　　　葡萄球菌属 １８ ２１．１８

　　　　　粪肠球菌 １１ １２．９４

　　　　　微单胞菌 １０ １１．７６

　　　　　消化链球菌 ７ ８．２３

　　　　　其他 ４ ４．７１

革兰阴性菌　　　　　 ３５ ４１．１８

　　　　　中间普雷沃菌 ７ ８．２３

　　　　　牙龈卟啉单胞菌 ２３ ２７．０６

　　　　　产黑普雷沃菌 ４ ４．７１

　　　　　其他 １ １．１８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８５ １００．００

表２　主要革兰阳性菌的耐药性

犜犪犫犾犲２　犇狉狌犵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犿犪犼狅狉犵狉犪犿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犫犪犮狋犲狉犻犪

抗菌药物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葡萄菌属（ｎ＝１８）犛狋犪狆犺狔犾狅犮狅犮犮狌狊

耐药株数

Ｎｏ．ｏｆ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ｓ

耐药率（％）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粪肠球菌（ｎ＝１１）犈．犳犪犲犮犪犾犻狊

耐药株数

Ｎｏ．ｏｆ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ｓ

耐药率（％）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微单胞菌（ｎ＝１０）犕犻犮狉狅犿狅狀犪狊

耐药株数

Ｎｏ．ｏｆ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ｓ

耐药率（％）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多黏菌素 １７ ９４．４４ ８ ７２．７３ ８ ８０．００

氨苄西林 １６ ８８．８９ ５ ４５．４５ ７ ７０．００

头孢呋辛 １５ ８３．３３ ５ ４５．４５ ８ ８０．００

阿米卡星 １４ ７７．７８ ９ ８１．８２ ６ ６０．００

美洛西林 １０ ５５．５６ ２ １８．１８ ４ ４０．００

头孢曲松 ２ １１．１１ １ ９．０９ １ １０．００

美罗培南 １ ５．５６ ０ ０．００ １ １０．００

亚胺培南 １ ５．５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牙龈卟啉单胞菌基因检测情况及基因型

难治性根尖周炎患者牙龈卟啉单胞菌检出率为

２７．０６％（２３／８５）。各基因型检出情况见表４。ｋｇｐ型

未检出。

４　不同临床表现患者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基因型比

较

·５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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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例牙龈卟啉单胞菌感染患者中，牙龈肿胀１０

例，ｆｉｍＡⅡ型检出率为４０．００％（４／１０），ｆｉｍＡⅣ型与

ｆｉｍＡⅠ型检出率均为２０．００％（２／１０），ｋｇｐⅠ型检出率

为６０．００％（６／１０）；窦道患者１３例，ｆｉｍＡⅡ型检出率

为４６．１５％（６／１３）。其他基因型检出情况见表５。

表３　主要革兰阴性菌的耐药性

犜犪犫犾犲３　犇狉狌犵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犿犪犼狅狉犵狉犪犿狀犲犵犪狋犻狏犲犫犪犮狋犲狉犻犪

抗菌药物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牙龈卟啉单胞菌（ｎ＝１４）犘狅狉狆犺狔狉狅犿狅狀犪狊犵犻狀犵犻狏犪犾犻狊

耐药株数

Ｎｏ．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ｓ

耐药率（％）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氯霉素 ９ ６４．２９

氨苄西林／舒巴坦 ６ ４２．８６

氨苄西林 ６ ４２．８６

头孢呋辛 ９ ６４．２９

庆大霉素 ７ ５０．００

美罗培南 ０ ０．００

替考拉宁 ０ ０．００

万古霉素 ０ ０．００

表４　难治性根尖周炎患者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基因型分布

犜犪犫犾犲４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犘狅狉狆犺狔狉狅犿狅狀犪狊犵犻狀犵犻狏犪犾犻狊犵犲狀狅狋狔狆犲狊

犻狀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狑犻狋犺狉犲犳狉犪犮狋狅狉狔狆犲狉犻犪狆犻犮犪犾狆犲狉犻狅犱狅狀狋犻狋犻狊

基因型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例数

Ｎｏ．ｏｆｃａｓｅｓ

占比（％）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ｆｉｍＡⅡ ８ ３４．７８

ｆｉｍＡⅠ ５ ２１．７４

ｆｉｍＡⅠｂ ３ １３．０４

ｆｉｍＡⅣ ３ １３．０４

ｆｉｍＡⅢ ２ ８．７０

Ⅴ ２ ８．７０

ｋｇｐⅠ １３ ５６．５２

ｋｇｐⅡ １０ ４３．４８

ｆｉｍＡⅡ＋ｋｇｐⅠ ４ １７．３９

ｆｉｍＡⅡ＋ｋｇｐⅡ ４ １７．３９

ｆｉｍＡⅣ ＋ｋｇｐⅠ ３ １３．０４

ｆｉｍＡⅠ＋ｋｇｐⅡ ３ １３．０４

ｆｉｍＡⅠ＋ｋｇｐⅠ １ ４．３５

ｆｉｍＡⅠｂ＋ｋｇｐⅠ １ ４．３５

ｆｉｍＡⅢ ＋ｋｇｐⅡ １ ４．３５

ｆｉｍＡⅠｂ＋ｋｇｐⅡ １ ４．３５

ｆｉｍＡＶ＋ｋｇｐⅠ １ ４．３５

表５　不同临床表现难治性根尖周炎患者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基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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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Ｇｒｏｕｐ

检查例数

Ｎｏ．ｃａｓｅ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ｆｉｍＡⅠ型例数

ＣａｓｅｓｏｆｆｉｍＡⅠ

ｆｉｍＡⅠｂ型例数

ＣａｓｅｓｏｆｆｉｍＡⅠｂ

ｆｉｍＡⅡ型例数

ＣａｓｅｓｏｆｆｉｍＡⅡ

ｆｉｍＡⅢ型例数

ＣａｓｅｓｏｆｆｉｍＡⅢ

ｆｉｍＡⅣ型例数

ＣａｓｅｓｏｆｆｉｍＡⅣ

ｆｉｍＡⅤ型例数

ＣａｓｅｓｏｆｆｉｍＡⅤ

ｋｇｐⅠ型例数

ＣａｓｅｓｏｆｋｇｐⅠ

ｋｇｐⅡ型例数

ＣａｓｅｓｏｆｋｇｐⅡ

累计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肿胀 １０ ２ ０ ４ １ ２ １ ６ ４ ３０

窦道 １３ ３ ２ ６ １ １ ０ ６ ７ ３７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６ ５ ２ １０ ２ ３ １ １２ １１ ６６

讨　论

根尖周炎患者主要存在炎性肉芽组织增生、牙槽

破坏等病理反应，目前主要采用药物消炎止痛、髓腔开

放引流、根管治疗等方式进行治疗，但根尖周炎治疗周

期长、疼痛剧烈，治疗费用高［６］。ＨＫ１为调节糖代谢

的关键酶，在大多数组织中均表达，可协调代谢、抗氧

化、抗细胞死亡，还能调节激活ＮＬＲＰ３，从而诱导ｐｒｏ

ＩＬ１β使其成熟，最终促进抗细菌炎性反应
［７］。ＨＫ１

在肿瘤组织中高表达，发挥保护癌细胞的抗氧化应激、

抗细胞凋亡的作用［８］。本研究结果表明，难治性根尖

周炎患者患者 ＨＫ１ｍＲＮＡ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健康

对照组（犘＜０．０５），提示ＨＫ１在难治性根尖周炎中可

能对炎症起到一定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机制还需

进一步验证。

周倩蓉等［９］的研究表明，不同感染根管中的定植

菌存在较大差异。检测感染根管中的病原菌种类及其

耐药性可为敏感抗菌药物的选择提供指导。本研究中

５３例难治性根尖周炎患者共检出８５株病原菌，包括

５０株革兰阳性菌和３５株革兰阴性菌；革兰阳性菌以

葡萄球菌属、粪肠球菌和微单胞菌为主；革兰阴性菌以

中间普雷沃菌、牙龈卟啉单胞菌为主。未检出真菌。

表明难治性根尖周炎感染病原体以革兰阳性菌为主。

这与口腔、消化道内的定植菌种类，经口外来菌种类等

存在密切关系。由于这类病原菌在患者机体免疫力低

下时更易出现机会性感染，产生毒素和炎症因子，从而

引起局部、全身性感染或者引发炎症反应［１０］。药敏试

验显示，葡萄菌属、粪肠球菌和微单胞菌对美罗培南、

亚胺培南、头孢曲松的耐药率均较低，对多黏菌素等抗

菌药物的耐药性较高；牙龈卟啉单胞菌对氯霉素、头孢

菌素类、庆大霉素具有较高的耐药性，而对替考拉宁、

美罗培南、万古霉素均敏感。因此，对主要为革兰阳性

菌感染的患者应首选头孢曲松，病情严重者则可选用

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对于革兰阴性菌感染的治疗应

根据患者病情选择替考拉宁、亚胺培南。虽然万古霉

素的敏感性极高，但其不良反应大，应谨慎使用。

根管感染病原菌以厌氧菌为主，而细菌会产生毒

素和致炎因子，损害患者牙周组织。且近年来革兰阴

性菌的检出比例逐年升高，其中牙龈卟啉单胞菌在慢

性根尖周炎中的检出率一般高达３０．０％以上，与根尖

周炎症状存在密切关系［１１］。本研究中牙龈卟啉单胞

菌检出率仅为２７．０６％（２３／８５），较既往资料稍低，可

能与样本量较小有一定关系。在２３例患者的标本中，

ｆｉｍＡⅡ型检出占３４．７８％（８／２３）；ｆｉｍＡⅠ型占２１．７４

（５／２３），ｋｇｐⅠ型占５６．５２％（１３／２３），ｋｇｐⅡ型占４３．

·６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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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１０／２３）。ｆｉｍＡ与ｋｇｐ基因型组合类型中的ｆｉ

ｍＡⅡ＋ｋｇｐⅠ、ｆｉｍＡⅡ＋ｋｇｐⅡ均占１７．３９％（４／２３）。

提示难治性根尖周炎根管内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基因

型以ｆｉｍＡⅡ型、ｋｇｐⅠ型为主，ｆｉｍＡⅡ＋ｋｇｐⅠ与ｆｉ

ｍＡⅡ＋ｋｇｐⅡ为常见ｆｉｍＡ和ｋｇｐ基因型组合。分析

不同临床症状患者感染牙龈卟啉单胞菌的基因型，结

果显示肿胀患者以ｆｉｍＡⅡ型（４０．００％），ｋｇｐⅠ型（６０．

００％）为主，窦道患者以ｆｉｍＡⅡ型（４６．１５％）为主，ｋｇｐ

Ⅰ型与ｋｇｐⅡ型占比相近。表明不同基因型牙龈卟啉

单胞菌所引起的疾病症状存在一定差异，还有待从基

因型层面对难治性根尖周炎致病菌的致病机制进行研

究。

难治性根尖周炎根管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阳性菌为

主，革兰阴性菌中的牙龈卟啉单胞菌以ｆｉｍＡ Ⅱ型为

主，ｋｇｐⅠ型略多于ｋｇｐⅡ型，ｆｉｍＡⅡ＋ｋｇｐⅠ和ｆｉｍＡ

Ⅱ＋ｋｇｐⅡ为常见ｆｉｍＡ和ｋｇｐ基因型组合，不同基因

型所引起疾病的临床表现可能不同。ＨＫ１在难治性

根尖周炎中起重要作用，但其具体作用机制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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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ｒｅｔｅｒｍｉｎｆａｎｔ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ｄｅ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Ｊ］．ＥｕｒＪＣｌ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２０１７，３６（９）：１６２９－３４．

［９］　ＡｈｎＪＧ，ＤｏｎｇＳＫ，ＫｉｍＫ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ｌｏｗｅｒ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ｈｕｍａｎｒｈｉｎｏｖｉｒｕｓ［Ｊ］．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８，１３（７）：

ｅ０１９８６２４．

［１０］　ＦａｇｂｏＳ，ＧａｒｂａｔｉＭＡ，ＨａｓａｎＲ，ｅｔａｌ．Ａｃｕｔｅｖｉｒａｌ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ＭＥＲＳｅｎｄｅｍｉｃＲｉｙａｄｈ，ＳａｕｄｉＡｒａｂｉ

ａ，２０１２－２０１３［Ｊ］．ＪＭｅｄＶｉｒｏｌ，２０１６，８９（２）：１９５－２０１．

［１１］　ＨａｎｓｅｌＴＴ，ＴｕｎｓｔａｌｌＴ，ＴｒｕｊｉｌｌｏＴｏｒｒａｌｂｏＭＢ，ｅｔａｌ．ＡＣｏｍ

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ｓａｌａｎｄ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ａｎｄｃｈｅｍｏ

ｋｉｎ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ｈｉｎｏ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ａｓｔｈ

ｍａ：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ｓ（ＩＦＮγａｎｄＩＦＮλ）ａｎｄｔｙｐｅ２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ｉｏｎ（ＩＬ５ａｎｄＩＬ１３）［Ｊ］．Ｅ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７，１９：１２８－３８．

［１２］　ＭｉｌｌｅｒＥＫ，ＬｕＸ，ＥｒｄｍａｎＤ，ｅｔａｌ．Ｒｈｉｎｏｖｉｒｕ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Ｙｏｕｎｇ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Ｊ］．Ｊ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７，１９５

（６）：７７３－８１．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５０３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７１０

·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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