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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地区ＨＩＶ相关鸟结核分枝杆菌 ＭＬＶＡ基因

分型研究

翟凯新，刘丽婷，陈晓文，陈越，高婧华，吴利先

（大理大学基础医学院微生物与免疫学教研室，云南大理６７１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对云南大理地区 ＨＩＶ相关的１２株非结核分枝杆菌（ｎｏｎ犜狌犫犲狉犮狌犾狅狌狊犿狔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犪，ＮＴＭ）进行鉴定，

了解其菌种构成；探讨ＭＬＶＡ法在大理地区ＨＩＶ相关鸟分枝杆菌（犕狔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犪狏犻狌犿，ＭＡＶ）基因分型的应用，了解

ＭＡＶ基因型特征和耐药情况。　方法　对初步鉴定的ＮＴＭ通过１６ＳｒＲＮＡ、ｈｓｐ６５和ｒｐｏＢ靶基因片段测序分析进行

菌种鉴定；对鉴定后的 ＨＩＶ相关 ＭＡＶ进行 ＭＬＶＡ基因分型。采用 ＭＬＶＡ法选取１５个数目可变串联重复序列（ＶＮ

ＴＲ）特异位点，运用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和琼脂糖凝胶电泳技术检测 ＭＡＶ的ＤＮＡ指纹图谱。运用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ｎｅ和

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６．６）软件对结果进行数字化处理，采用 ＵＰＧＭＡ法和 ＭＳＴ法进行聚类分析；通过比例法对 ＨＩＶ相关

ＭＡＶ进行６种二线抗结核药物的药敏试验。　结果　大理地区１２株 ＨＩＶ相关ＮＴＭ 中，９株为 ＭＡＶ，１株为帕拉分

枝杆菌，１株为戈登菌，１株为脓肿分枝杆菌。９株ＨＩＶ相关 ＭＡＶ通过 ＭＬＶＡ法进行基因分型，１５个ＶＮＴＲ位点呈多

态性，不同位点的 ＨＧＤＩ值存在差异，其中 ＭＡＴＲ－１４为０．７５，ＭＡＴＲ１４、ＭＡＴＲ９等１３个位点均≥０．５。９株双感

ＭＡＶ经ＵＰＧＭＡ法聚类分析分为３个基因群、８个基因型，用 ＭＳＴ法聚类分析则分为３个簇；ＨＩＶ相关 ＭＡＶ对丙硫

异烟胺（ＴＨ１３２１）均敏感，阿米卡星（ＡＫ）耐药率为１００％（９／９），左氧氟沙星（ＬＦＸ）耐药率为７７．８％（７／９），莫西沙星

（ＭＦＸ）耐药率为６６．７％（６／９），卷曲霉素（ＣＰＭ）耐药率为５５．６％（５／９），利福布丁（ＲＢＵ）耐药率为１１．１％（１／９）。　结

论　大理地区１２株ＨＩＶ相关ＮＴＭ分为ＭＡＶ、帕拉分枝杆菌和戈登菌，其中以ＭＡＶ占多数。ＭＡＴＲＶＮＴＲ分析，不

同 ＭＡＶ菌株同一位点的基因片段差异明显，有多态性。ＭＡＴＲ１４、ＭＡＴＲ９等１３个位点分辨力高，可作为大理地区

ＨＩＶ相关 ＭＡＶ的基因分型首选位点；ＭＡＶ对丙硫异烟胺（ＴＨ１３２１）敏感，对阿米卡星耐药率高，而且出现多药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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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ｐｈｉｃ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ｌｏｃｉｓｕｃｈａｓＭＡＴＲ１４ａｎｄＭＡＴＲ９ｈａｖｅａｈｉｇｈ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ｏｒｙｐｏｗｅｒａｎｄ

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ｌｏｃｉｏｆｃｈｏｉｃｅｆｏｒ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ＨＩＶ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Ｍ．ａｖｉｕｍｉｎＤａｌｉ．犕．犪狏犻狌犿ｉ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ｔｏｐｒｏｔｈｉｏｎａｍｉ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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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犕狔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犪狏犻狌犿；ｓｔｒａｉ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ＬＶＡ；ＶＮＴＲ；ｄｒｕｇ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ｅｓｔ

　　非结核分枝杆菌（ｎｏｎ犜狌犫犲狉犮狌犾狅狌狊犿狔犮狅犫犪犮狋犲

狉犻犪，ＮＴＭ）是除结核分枝杆菌（犕狔犮狅犫犪犮狋犲狉犻狌犿狋狌犫犲狉

犮狌犾狅狊犻狊，ＭＴＢ）和麻风分枝杆菌以外的所有分枝杆菌

的总称。ＮＴＭ 主要侵犯肺部，也可侵犯全身其他组

织器官，致病性通常较 ＭＴＢ低，其感染多见于艾滋病

患者等机体免疫力低下患者［１］。近年来，ＮＴＭ 感染

呈上升趋势［２］，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ＨＩＶ在全球范围

内的广泛流行。有研究发现艾滋病患者ＮＴＭ感染率

是正常人的１０００倍
［３］。本实验通过对云南大理地区

ＨＩＶ相关ＮＴＭ进行菌种鉴定，对优势菌种应用 ＭＡ

ＴＲＶＮＴＲ技术进行 ＭＬＶＡ基因分型，分析评价该

方法对鸟分枝杆菌（犕．犪狏犻狌犿，ＭＡＶ）不同ＶＮＴＲ位

点的分辨力，初步了解大理地区双感的 ＭＡＶ基因型

特征和流行状况。用比例法对大理地区优势菌种做药

敏分析，为该地区ＨＩＶ相关 ＭＡＶ感染的防治工作科

学依据。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菌株　分离自大理州各县市ＨＩＶ双重感染患者

的ＮＴＭ共１２株，由大理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结核分枝杆菌减毒株 Ｈ３７Ｒａ由本实验室保存。

１．２　主要试剂和仪器　ＰＣＲ试剂盒、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Ｄ２０００和普通琼脂糖凝胶ＤＮＡ回收试剂盒购于天根

生化科技有限公司；Ａｇａｒｏｓｅ琼脂糖购于美国Ｂｉｏｗｅｓｔ

公司；ＰＣＲ仪购于美国医用生物系统有限公司；凝胶

成像分析仪购于英国Ｓｙｎｇｅｎｅ公司；中性罗氏培养基

和药敏罗氏培养基购于珠海贝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ＤＮＡ的提取　在中性罗氏培养基上挑取生长良

好的ＮＴＭ菌落，溶于５００μｌ的１ＴＥ缓冲液中，９５℃

水浴３０ｍｉｎ，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８．５ｃｍ）离心１５

ｍｉｎ；吸取上清于新的无菌ＥＰ管中，该上清即 ＮＴＭ

的ＤＮＡ，ＤＮＡ分装后置于－２０℃保存备用。

２．２　ＮＴＭ鉴定

２．２．１　ＰＣＲ扩增　根据文献［４－６］以及基因库数据

对比设计合成１６ＳｒＲＮＡ、ｈｓｐ６５和ｒｐｏＢ基因引物，由

南京金斯瑞生物公司合成。以ＮＴＭ 的ＤＮＡ为模板

对靶基因进行ＰＣＲ扩增。反应体系（５０μｌ）：ＤＮＡ模

板５μｌ，上、下游引物各２μｌ（１０μｍｏｌ／ｍｌ），２Ｔａｑ

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２５μｌ，ｄｄＨ２Ｏ１６μｌ。阳性对照为 Ｈ３７Ｒａ

减毒株。１６ＳｒＲＮＡ基因的ＰＣＲ反应条件：９４℃预变

性１０ｍｉｎ；９４℃变性４０ｓ，６４℃退火４０ｓ，７２℃延伸

４０ｓ，共３５个循环；７２℃延伸７ｍｉｎ。取ＰＣＲ产物进

行１．５％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

２．２．２　ＰＣＲ产物回收和测序　按琼脂糖凝胶ＤＮＡ

回收试剂盒说明书回收和纯化ＰＣＲ产物并送上海立

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测序。将测序得到的基因序列提

交至 ＮＣＢＩ 中，与 ＧｅｎＢａｎｋ 中 的 标 准 序 列 进 行

ＢＬＡＳＴ比对，同源性分析，同源性９７％即可确定该菌

株的菌种类型［７］。

２．３　ＭＡＶ的 ＭＬＶＡ基因分型

２．３．１　ＶＮＴＲ位点引物的设计与合成　根据文献

［８］和基因库的数据对比筛选出１５个ＶＮＴＲ位点，设

计相应引物，由北京天根生物有限公司合成。

２．３．２　ＶＮＴＲ的ＰＣＲ反应ＰＣＲ体系（２５μｌ）：ＤＮＡ

模板２μｌ，上、下游引物各１μｌ，ｄｄＨ２Ｏ８．５μｌ，２Ｔａｑ

ＰＣＲ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１２．５μｌ。反应条件：９４℃预变性１０

ｍｉｎ；９４℃变性４０ｓ，６２℃退火４０ｓ，７２℃延伸４０ｓ，

共３０个循环；７２℃延伸６ｍｉｎ（第二阶段退火温度可

以选每对引物中的最高的Ｔｍ做退火温度）。ＰＣＲ产

物置于４℃冰箱保存备用。

２．３．３　ＰＣＲ扩增产物凝胶电泳分析　分别取５μｌ

２０００ｂｐ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和待测菌株 ＰＣＲ 产物进行

１．５％琼脂糖凝胶电泳，在凝胶成像分析仪中观察并记

录结果。将图片转成ＴＩＦＦ格式，导入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ｎｅ

软件，将ＰＣＲ产物数字化。确定每株 ＭＡＶ的每个

ＶＮＴＲ位点的重复次数，保存在Ｅｘｃｅｌ中。

２．３．４　ＨｕｎｔｅｒＧａｓｔｏｎ指数（ＨＧＤＩ）计算　ＶＮＴＲ

基因分型位点的总分辨力以及各个位点的分辨力用

ＨＧＤＩ来比较。ＨＧＤＩ计算公式
［９］：

ＤＩ＝１－
１

犖（犖－１）
Σ
狊

犼＝１
狀犼（狀犼－１）�8�2

Ｎ为菌株总数，Ｓ为总类型数，是第ｊ类型的菌株

总数。

该指数可通过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６．６）软件计算。

·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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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５　聚类分析　将９株 ＭＡＶ１５个位点的重复次

数导入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６．６）软件中，采用 ＵＰＧＭＡ法

和 ＭＳＴ法进行聚类分析。

２．４　ＭＡＶ药物敏感性试验　 取培养２周的新鲜培

养物，挑取菌落，制成１ｍｇ／ｍｌ的菌悬液。将菌悬液

稀释到１０
－２ 和１０

－４
ｍｇ／ｍｌ，分别接种到左氧氟沙星

（ＬＦＸ）、阿米卡星（ＡＫ）、卷曲霉素（ＣＰＭ）、丙硫异烟

胺（ＴＨ１３２１）、利福布丁（ＲＢＵ）和莫西沙星（ＭＦＸ）６

种药敏培养基和中性罗氏培养基，３７℃温箱培养４周

观察并记录生长情况。

结　果

１　１６犛狉犚犖犃、犺狊狆６５和狉狆狅犅的犘犆犚扩增及序列分析

１６ＳｒＲＮＡ、ｈｓｐ６５和ｒｐｏＢ的ＰＣＲ扩增结果见图

１－３，扩增长度分别是５７０、４４１和３４２ｂｐ。对１２株

ＮＴＭ进行多位点基因测序，鉴定出９株ＭＡＶ，１株脓

肿分枝杆菌，１株帕拉分枝杆菌，１株戈登菌。

　　

Ｍ　ＤＮＡ标志物（Ｄ２０００）　Ｈ　Ｈ３７Ｒａ减毒株ＰＣＲ产物　１～９

　临床分离株ＰＣＲ产物

图１　不同 犕犃犞菌株１６犛狉犚犖犃基因扩增电泳图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Ｄ２０００）　Ｈ　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Ｈ３７Ｒａａｔｔｅｎｕａ
ｔｅｄｓｔｒａｉｎ　１－９　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ｅ

犉犻犵．１　犈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狅犳１６犛狉犚犖犃犵犲狀犲犪犿狆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

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犕犃犞狊狋狉犪犻狀狊

　　

Ｍ　ＤＮＡ标志物（Ｄ２０００）　Ｈ　Ｈ３７Ｒａ减毒株ＰＣＲ产物　１～９

　临床分离株ＰＣＲ产物

图２　不同 犕犃犞菌株犺狊狆６５基因扩增电泳图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Ｄ２０００）　Ｈ　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Ｈ３７Ｒａａｔｔｅｎｕａ
ｔｅｄｓｔｒａｉｎ　１－９　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ｅ

犉犻犵．２　犈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狅犳犺狊狆６５犵犲狀犲犪犿狆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

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犕犃犞狊狋狉犪犻狀狊

２　犞犖犜犚基因位点的多态性

选取１５个ＶＮＴＲ位点对大理地区９株 ＨＩＶ相

关的 ＭＡＶ进行基因分型。结果显示不同菌株在同一

位点的片段大小存在差异。从而证实大理地区双感菌

株中的 ＭＡＶ存在基因多态性。不同菌株在 ＭＡＴＲ

２和 ＭＡＴＲ６位点的多态性检测结果见图４和图５。

　　

Ｍ　ＤＮＡ标志物（Ｄ２０００）　Ｈ　Ｈ３７Ｒａ减毒株ＰＣＲ产物　１～９

　临床分离株ＰＣＲ产物

图３　不同 犕犃犞菌株狉狆狅犅基因扩增电泳图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Ｄ２０００）　Ｈ　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Ｈ３７Ｒａａｔｔｅｎｕａ
ｔｅｄｓｔｒａｉｎ　１－９　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ｓｏｌａｔｅ

犉犻犵．３　犈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狅犳狉狆狅犅犵犲狀犲犪犿狆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

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犕犃犞狊狋狉犪犻狀狊

　　

Ｍ　ＤＮＡ标志物（Ｄ２０００）　１～９　临床分离株ＰＣＲ产物
图４　犕犃犞菌株在 犕犃犜犚２位点基因多态性检测电泳图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Ｄ２０００）　１－９　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ｓｏ
ｌａｔｅｓ

犉犻犵．４　犕犃犞狊狋狉犪犻狀犵犲狀犲狆狅犾狔犿狅狉狆犺犻狊犿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

犪狋犕犃犜犚２犾狅犮狌狊

　　

Ｍ　ＤＮＡ标志物（Ｄ２０００）　１～９　临床分离株ＰＣＲ产物

图５　犕犃犞的菌株在 犕犃犜犚６位点基因多态性检测电泳图

Ｍ　ＤＮＡｍａｒｋｅｒ（Ｄ２０００）　１－９　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ｓｏ

ｌａｔｅｓ

犉犻犵．５　犕犃犞狊狋狉犪犻狀犵犲狀犲狆狅犾狔犿狅狉狆犺犻狊犿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犲犾犲犮狋狉狅狆犺狅狉犲狊犻狊

犪狋犕犃犜犚６犾狅犮狌狊

３　犕犔犞犃犞犖犜犚位点分辨力

ＤＮＡ对ＶＮＴＲ位点的分辨指数（ＨＤＧＩ）见表１。

表１　双感菌株 犕犃犞１５个犞犖犜犚位点的犎犌犇犐值

犜犪犫犾犲１　犎犌犇犐狏犪犾狌犲狊狅犳１５犞犖犜犚犾狅犮犻犻狀犱犻犪犾犾狌狊犻狏犲狊狋狉犪犻狀狊犕犃犞

ＶＮＴＲ位点

ＶＮＴＲｌｏｃｉ
ＨＧＤＩ

ＶＮＴＲ位点

ＶＮＴＲｌｏｃｉ
ＨＧＤＩ

ＶＮＴＲ位点

ＶＮＴＲｌｏｃｉ
ＨＧＤＩ

ＭＡＴＲ１ ０．５５６ ＭＡＴＲ６ ０．５００ ＭＡＴＲ１２ ０．６６７

ＭＡＴＲ２ ０．５５６ ＭＡＴＲ７ ０ ＭＡＴＲ１３ ０．６６７

ＭＡＴＲ３ ０．５００ ＭＡＴＲ８ ０．５５６ ＭＡＴＲ１４ ０．７５０

ＭＡＴＲ４ ０．６６７ ＭＡＴＲ９ ０．７２２ ＭＡＴＲ１５ ０．５５６

ＭＡＴＲ５ ０．６３９ ＭＡＴＲ１１ ０．５５６ ＭＡＴＲ１６ ０．５００

　　不同ＶＮＴＲ位点的 ＨＧＤＩ值与该位点的分辨力

成正比，ＨＧＤＩ值越高，分辨力越强。结果表明，１５个

位点的 ＨＧＤＩ值存在差异，最高值为０．７５，最低值为

０。其中 ＨＧＤＩ≥０．５为高分辨力，０．１≤ＨＧＤＩ≤０．５

为中分辨力，ＨＧＤＩ＜０．１为低分辨力。在１５个位点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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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ＭＡＴＲ１４的分辨指数最高，为０．７５；ＭＡＴＲ９、

ＭＡＴＲ１、ＭＡＴＲ２、ＭＡＴＲ３、ＭＡＴＲ４等１３个位点

ＨＧＤＩ值均≥０．５。ＶＮＴＲ总ＨＧＤＩ值为０．７８。

４　犝犘犌犕犃法聚类分析

采用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６．６）软件对９株 ＭＡＶ临床分

离株的数字化信息进行ＵＰＧＭＡ聚类分析，结果见图

６。大理地区双感的９株 ＭＡＶ分为３个基因群、８个

基因型。其中Ａ群占４４．４％（４／９），含有４个基因型；

Ｂ群占２２．２％（２／９），含有２个基因型；Ｃ群占３３．３％

（３／９），含有２个基因型。

５　用 犕犛犜法聚类分析

采用 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６．６）软件对９株双感菌株

ＭＡＶ以及大理单感
［１０］的５株 ＭＡＶ和Ｉｎａｇａｋｉ等

［８］

报道的７０株 ＭＡＶ的数字化信息进行 ＭＳＴ分析，形

成的最小树状图，见图７、图８。其中图７表示 ＭＡＶ

不同地域之间的最小生成树图，可以看出日本与大理

来源的 ＭＡＶ临床分离株位点差异明显。大理地区的

ＭＡＶ分为３个簇。图８为 ＭＡＶ单感菌株与双感菌

株的最小生成树图，无特定聚集现象，说明单感与双感

菌株之间的分布无特定差别。

　　

图６　９株 犕犃犞聚类分析图（犝犘犌犕犃）

犉犻犵．６　犆犾狌狊狋犲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９狊狋狉犪犻狀狊狅犳犕犃犞（犝犘犌犕犃）

　　 图７　不同地域 犕犃犞最小生成树

犉犻犵．７　犕犻狀犻犿犪犾狊狆犪狀狀犻狀犵狋狉犲犲狅犳犕犃犞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犲犵犻狅狀狊

　　 图８　犕犃犞单感菌株与双感菌株最小生成树

犉犻犵．８　犕犻狀犻犿犪犾狊狆犪狀狀犻狀犵狋狉犲犲狅犳犕犃犞狊犻狀犵犾犲狊犲狀狊犲狊狋狉犪犻狀狊犪狀犱犱狅狌犫犾犲狊犲狀狊犲狊狋狉犪犻狀狊

·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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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犕犃犞对抗结核药物的耐药性

药敏试验结果显示，ＨＩＶ相关 ＭＡＶ对阿米卡星

（ＡＫ）耐药率为１００％（９／９），左氧氟沙星（ＬＦＸ）耐药

率为７７．８％（７／９），莫西沙星（ＭＦＸ）耐药率为６６．７％

（６／９），卷曲霉素（ＣＰＭ）耐药率为５５．６％（５／９），利福

布丁（ＲＢＵ）耐药率为１１．１％（１／９）。ＭＡＶ对丙硫异

烟胺（ＴＨ１３２１）均敏感（表２）。ＭＡＶ对３种药物耐药

的比例为３０％（３／９），对４种药物耐药的比例为３０％

（３／９），对５种药物耐药的比例为１１．１％（１／９）。这说

明 ＨＩＶ相关的 ＭＡＶ对上述６种二线抗结核药物多

药耐药。

表２　９株 犕犃犞对６种抗结核药物的耐药情况

犜犪犫犾犲２　犚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９狊狋狉犪犻狀狊狅犳犕犃犞狋狅６犪狀狋犻犜犅犱狉狌犵狊

药物种类

Ｔｙｐｅｏｆｄｒｕｇ

耐药株数

Ｎｏ．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ｓ

敏感株数

Ｎｏ．ｏｆ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ｉｎｓ

耐药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ＡＫ ９ ０ １００．０

ＣＰＭ ５ ４ ５５．６

ＴＨ１３２１ ０ ９ ０．０

ＬＦＸ ７ ２ ７７．８

ＲＢＵ １ ８ １１．１

ＭＦＸ ６ ３ ６６．７

讨　论

本研究通过１６ＳｒＲＮＡ、ｈｓｐ６５和ｒｐｏＢ基因测序

分析，将１２株ＨＩＶ相关ＮＴＭ 鉴定为 ＭＡＶ、脓肿分

枝杆菌、帕拉分枝杆菌和戈登菌，其中优势菌为

ＭＡＶ。这 与 北 美 洲、日 本、韩 国 的 研 究 结 果 一

致［１１－１２］。但是与我国不同地区 ＮＴＭ 的分布有所不

同，说明ＮＴＭ的分布呈明显的地域性。

近年来，从分子流行病学的角度去研究与评估

ＮＴＭ的流行传播得到了快速发展。ＭＬＶＡ法基因分

型是ＮＴＭ病分子流行病学研究和监测的基础，可以

从分子水平研究病原菌进化程度和变异趋势。本实验

通过检测１５个 ＶＮＴＲ位点对 ＭＡＶ进行分型，结果

显示其呈明显的基因多态性。在１５个位点中 ＭＡ

ＴＲ１４的ＨＧＤＩ值最高为０．７５，而 ＭＡＴＲ９、ＭＡＴＲ

１、ＭＡＴＲ２、ＭＡＴＲ３、ＭＡＴＲ４等１３个位点 ＨＧＤＩ

值均≥０．５。ＭＡＴＲ１４、ＭＡＴＲ９等１３个位点分辨

力高，可作为大理地区ＨＩＶ相关 ＭＡＶ的基因分型首

选位点。本实验将大理地区９株 ＨＩＶ相关的 ＭＡＶ

临床分离株分为３个基因群、８个基因型。其中 Ａ群

占４４．４％（４／９），含有４个基因型；Ｂ群占２２．２％（２／

９），含有２个基因型；Ｃ群占３３．３％（３／９），含有２个基

因型。Ｃ群的２个临床分离株形成１个簇，Ａ、Ｂ群未

成簇。与日本菌株［８］相比，成簇率较低，而且与日本分

型的群数有所不同，这可能与样本量偏小有关。ＭＳＴ

聚类分析显示，日本与大理地区来源的 ＭＡＶ临床分

离株位点差异明显，说明日本株与大理株来源不同。

且日本菌株间位点差异不大，大理地区菌株间的位点

差异性较大，分离更明显。表明大理地区比日本地区

的菌株更适合基于ＭＡＴＲＶＮＴＲ技术的ＭＳＴ分析。

单感与双感 ＭＡＶ最小生成树显示，两细菌无特定聚

集现象，说明单感菌株与双感菌株之间的分布没有特

定的差别，大理地区合并 ＨＩＶ感染与否和 ＭＡＶ菌株

分布无明显相关性。

药敏试验显示大理地区 ＨＩＶ相关 ＭＡＶ对６种

二线抗结核药物药的阿米卡星（ＡＫ）的耐药率较高，为

１００％，对左氧氟沙星（ＬＦＸ）、莫西沙星（ＭＦＸ）、卷曲

霉素（ＣＰＭ）耐药率依次为７７．８％、６６．７％、５５．６％，利

福布丁（ＲＢＵ）耐药率为１１．１％。而对丙硫异烟胺

（ＴＨ１３２１）敏感，同时也发现了多药耐药的特点。因

此，根据 ＮＴＭ 的药敏试验结果制定 ＮＴＭ 病治疗方

案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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