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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多药耐药阴沟肠杆菌临床株ａｍｐＣ基因的克隆和表达
余丹阳刘又宁
目的克隆一株临床分离的多药耐药阴沟肠杆菌的ａｍｐＣ基因，并研究其编码的ＡｍｐＣｌＳ－内酰胺酶的

【摘要】

特性。方｛岳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扩增阴沟肠杆菌ＥＣＬＣ０７４的ａｍｐＣ基因，将扩增的目标片段连接人ｐＭＤｌ８－Ｔ进
行双链测序后，进一步克隆入ｐＡＣＹＣｌ８４质粒，用获得的ｐＡＣＹＣｌ８４／ａｍｐＣ重组质粒转化大肠杆菌ＭＣＡｌ００。采用
琼脂稀释法测定阴沟肠杆菌ＥＣＬＣ０７４，大肠杆菌ＭＣ４１００及大肠杆菌ＭＣＡｌ００重组菌的抗生素敏感性，采用三维
试验及等电聚焦电泳研究｝内酰胺酶的特性。结果ＤＮＡ测序及限制性酶切分析结果表明，阴掏肠杆菌ＥＣＬＣ０７４
的ａｍｐＣ基因已被克隆人ｐＡＣＹＣｌ８４质粒，大肠杆菌ＭＣ４１００重组菌和阴沟肠杆菌ＥＣＬＣ０７４均产生一种等电点为
７．８的ｐ内酰胺酶，该酶具有ＡｍｐＣｌ｝内酰胺酶的耐药表型特征。结论

阴沟肠杆菌的ａｍｐＣ基因可以被克隆人

ｐＡＣＹＣｌ８４质粒，并能在大肠杆菌ＭＣ４１００中表选，这为深入研究染色体ＡｍｐＣ争内酰胺酶刨造了条件。
【关键词】肠杆菌，阴沟；｝内酰胺酶类；克隆；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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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ｐＣ争ｌＡｌ酰胺酶是一族具有碱性等电点、不被

菌对除第四代头孢菌素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外的其

克拉维酸抑制而能被氯唑西林抑制的“丝氨酸”头孢

他所有ｐ内酰胺抗生素产生耐药…。ＡｍｐＣｐ－内酰

菌素酶，按功能特征分类属Ｂｕｓｈ－Ｊ～Ｍ１组，按分子

胺酶的结构基因——ａｍｐｃ基因广泛存在于阴沟肠

结构分类属Ａｍｂｌｅｒ Ｃ类，高产此类酶可以导致细

杆菌的染色体中，高产ＡｍｐＣ酶是阴沟肠杆菌最重
要的耐药机制之一口脚。本研究从一株临床分离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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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药耐药阴沟肠杆菌中克隆了完整的ａｍｐＣ基因，并在
大肠杆菌ＭＣ４１００中成功表达，为深入研究ＡｍｐＣ酶
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并进一步探索ＡｍｐＣ酶在抗生
素选择压力下的进化趋势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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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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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６０℃４５ ｓ，７２℃

ｍｉｎ，共３０个循环ｉ然后７２℃延伸８ ｍｉｎ，４＂Ｃ保

１．１茼株阴沟肠杆菌ＥＣＬＣ０７４为１ ９９９年５月

护。取５

３１日从一例肺部感染患者的痰标本中分离得到的

电泳，切取仅含１．４

临床菌株。大肠杆菌ＪＭｌ０９（感受态）由大连Ｔａｋａｒａ

行回收纯化。

公司购得。大肠杆菌ＭＣ４１００（ＡａｍｐＣ）由德国波恩

１．５

大学医学微生物和免疫学研究所Ｗｉｅｄｅｍａｎｎ Ｂ教

的ＰＣＲ产物片段连接人ｐＭＤｌ８－Ｔ，转化大肠杆菌

授赠送。标准诱导产ＡｍｐＣ酶阴沟肠杆菌０２９、标

ＪＭｌ０９（感受态），转化菌液接种至含Ｘ－Ｇａｌ４０ ｍｇ／Ｌ、

准高产ＡｍｐＣ酶阴沟肠杆菌０２９Ｍ由北京协和医

ＩＰＴＧ ０．２

院细菌室惠赠。

平皿，３７＂Ｃ孵育过夜。将过夜筛选平皿上生长的单

１．２质粒ＴＡ克隆载体为ｐＭＤｌ８一Ｔ，具氨苄青

个白色菌落编号后分别移种至含氨苄西林１００ｍｇ／Ｌ

霉素抗性，由大连Ｔａｋａｒａ公司购得。ｐＡＣＹＣｌ８４

的ＬＢ琼脂平皿上，孵育过夜，从此过夜平皿上挑取

为表达载体，具氯霉素和四环素抗性，为解放军总

单个菌落，提取重组质粒作为模板，以ｐＭＤｌ８一Ｔ的

医院呼吸科实验室既往保存的质粒。

通用测序引物ＲＶ－Ｍ（５。ＧＡＧｃＧＧＡＴＡＡ—

１．３主要试荆

ＭＨ琼脂、ＭＨ肉汤、ＴＳＢ肉汤、

ＣＡＡＴＴＴＣＡＣＡＣＡＧＧ ３’）和Ｍ１３—４７（５。ＣＧＣ—

ＴＳＡ琼脂、胰蛋白胨、酵母提取物以及Ｎｉｔｒｏｃｅｆｉｎ

ＣＡＧＧＧＴＴＴＴＣＣＣＡＧＴＣＡＣＧＡＣ一３ ７）为引物进行

均由英国ＯｘＯＩＤ公司购得。丙烯酰胺、Ｎ，ＮＬ甲

ＰＣＲ，对重组子的插入片段长度进行鉴定。ＰＣＲ反

叉双丙烯酰胺、过硫酸胺、四甲基乙二胺

应体系和扩增条件同前。如果ＰＣＲ扩增出约１．６

（ＴＥＭＥＤ）、氯霉素、四环素由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购

的ＤＮＡ片段（含部分ｐＭＩ）ｌ ８ Ｔ的序列），则说明插

得；氯唑西林、克拉维酸、头孢噻吩（ＣＩ。Ｔ）、氨苄西林

入片段长度确为１．４ ｋｂ，与含ａｍｐＣ基因的目的片

（ＡＭＰ）、头孢呋辛（ＣＦＸ）、头孢噻肟（ｃＴｘ）、头孢他

段匹配。

啶（ｃＡｚ）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购得；头孢毗

１．６

肟（ＦＥＰ）为中美上海施贵宝公司产品；头孢西丁

组质粒，对插入片段进行测序。测序引物为ＲＶ Ｍ、

（Ｆｏｘ）为美国默沙东公司产品；Ｘ－Ｇａｌ、ＩＰＴＧ、ＥＸ

Ｍ１３—４７、ＭＣ３００Ｐ１（５。ＴＴＣＧＧＣＡＣＧＴＴＡＡＴＣ

ＤＮＡ聚合酶、Ｐｙｒｏｂｅｓｔ ＤＮＡ聚合酶、限制性内

ＣＡＧ ３’）以及ＭＣ３００Ｐ２（５。ＡＡＡＣＣＣＧＴＴＡＣＧＣ

Ｔａｑ

切酶ＢａｍＨ Ｉ、限制性内切酶ＨｉｎｄＵＩ、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ｇｌ

ＰＣＲ扩增产物进行１．５％琼脂糖凝胶
ｋｂ

ＤＮＡ片段的琼脂糖凝胶进

ｐＭＤｌ８一Ｔ／ａｍｐＣ重组质拉的构建将１．４

ｋｂ

ｍｍｏｌ／Ｌ、氨苄西林１００ ｍｇ／Ｌ的ＬＢ琼脂

ｋｂ

ａｍｐＣ基因的测序提取ｐＭＤｌ８一Ｔ／ａｍｐＣ重

ＣＴＣＡＧ

３Ｊ）。ＲＶ—Ｍ和Ｍ１３－４７分别位于ｐＭＤｌ８一Ｔ

ＤＬ２０００、＾一ＨｉｎｄⅢｄｉｇｅｓｔ Ｍａｒｋｅｒ、ＰＣＲ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的ＢａｍＨＩ和ＨｉｎｄⅢ酶切位点两侧；ＭＣ３００Ｐ１的５

ｋｉｔ试剂盒、ＤＮＡ 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Ｋｉｔ Ｖｅｒ．２均购

端第１个碱基相当于阴沟肠杆菌Ｐ９９ ａｍｐＣ基因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ｋｉｔ购自美国ＱＩＡ—

（Ｇｅｎｅｂａｎｋ／ＥＭＢ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ｏ．Ｘ０７２７４）的第６３８

ＧＥＮ公司；Ａｍｐｈｏｌｉｎｅ（ｐＨ３．５～１０）购自Ｐｈａｒｍａ—

位碱基；ＭＣ３００Ｐ２１的５』端第１个碱基相当于阴沟肠

ｃｉａ公司。

杆菌Ｐ９９ ａｍｐＣ基因的第２１４位碱基。测序结果用

自Ｔａｋａｒａ公司；ｐｌａｓｍｉｄ

１．４

ＥＣＬＣ０７４

ｍｉｎｉ

ａｍｐＣ基因全序列的聚合酶链反应

ＧｅｎｅＴｏｏｌ Ｌｉｔｅ

Ｖｅｒ．１．０软件进行分析。

（ＰＣＲ）扩增ＰＣＲ扩增引物根据阴沟肠杆菌Ｐ９９

１．７

的ａｍｐＣ基因序列（Ｇｅｎｅｂａｎｋ／ＥＭＢｌ。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用ＢａｍＨ Ｉ／ＨｉｎｄⅢ对ｐＡＣＹＣｌ８４质粒进行双酶

ｎｏ．

ｐＡＣＹＣｌ８４／ａｍｐＣ重组质粒的构建厦转化

Ｘ０７２７４）设计，由大连Ｔａｋａｒａ公司合成。前向引物

切，切胶回收酶切产物中的３．８ ｋｂ片段，作为亚克

为５。ＣＧＣＧＡＡＧＣＴＴＧＣＧＴＴＴＴＣＡＣＡＴＧＣＴＧ—

隆的载体片段；用ＢａｍＨ Ｉ／ＨｉｎｄⅢ对ｐＭＤｌ８一Ｔ／

ＧＣ－３，，其５’端含ＨｉｎｄＩＩ酶切位点；反向引物为５。

ａｍｐＣ重组质粒进行双酶切，切胶回收酶切产物中

ＣＧＣＧＧＧＡＴＣＣＴＴＴＡＣＴＧＴＡＧＣＧＣＣＴＣＧＡＧ（｝

的１，４ ｋｂ片段，作为插入片段。将含ａｍｐＣ基因的

了，其５’端含ＢａｍＨ Ｉ酶切位点。采用常规煮沸法

１．４

提取阴沟肠杆菌ＥＣＩ．Ｃ０７４的全基冈组ＤＮＡ作为

１８４／ａｍｐＣ重组质粒，用以转化大肠杆菌ＭＣ４１００。

模板，进行ＰＣＲ扩增。ＰＣＲ反应体系中含１０×

转化菌液接种至含氯霉素２５ ｍｇ／Ｌ、头孢噻吩５０ ｍｇ／Ｌ

Ｂｕｆｆｅｒ ５ｐｌ、ＥＸ Ｔａｑ

ｋｂ插入片段连接人ｐＡＣＹＣｌ８４，获得ｐＡＣＹＣ

ＤＮＡ聚合酶２．５ Ｕ、ＭｇＣｌ２

的ＬＢ琼脂平皿上，３７℃孵育过夜。挑取在此平皿

２ｍｍｏｌ／Ｌ、ｄＮＴＰ各２００ ｔＬｍｏｌ／Ｌ、引物各１ ｔｔｍｏｌ／Ｌ，

上生长的单个菌落接种至含氯霉素２５ ｍｇ／Ｌ、头孢

模板约ｌＯｎｇ，灭菌双蒸水加至５０ ｐｌ。扩增条件为：

噻吩５０ ｍｇ／Ｌ的１２ ｍｌ ＬＢ肉汤中，３７℃，２００ｒ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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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荡孵育过夜。提取１０ｍｌ菌悬液中的质粒，用

Ｏｃｔ ２００７Ｖｏｌ ６ Ｎｏ

５

·３３ｉ·

号菌株的质粒ＤＮＡ为模板时，扩增出一条约１．６ｋｂ

ＢａｍＨＩ／ＨｉｎｄⅢ进行双酶切鉴定，目的菌株所携带

的ＤＮＡ片段，与预期的扩增片段大小一致，说明其

的质粒应同时含有３．８ｋｂ和１．４ｋｂ两个片段。

插入片段长度为１．４ｋｂ。因此，该菌株所携带的

１．８抗生素药敏试验田

ｐＭＤｌ８一Ｔ重组质粒中已经被成功地插入了ａｍｐＣ

采用琼脂平皿二倍稀释

法测定抗生素的ＭＩＣ，质控菌为大肠杆菌

基因。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

２．３

菌液制备参照文献记载

的ｐＭＤｌ８一Ｔ重组质粒的插入片段的测序结果显

的方法Ｄ３，培养液中含有５０ ｍｇ／Ｌ头孢噻吩。ｐ＿内

示，该插入片段中包含了完整的ａｍｐＣ基因序列。

酰胺酶的释放采用超声破碎法［１］。用Ｎｉｔｒｏｃｅｆｉｎ纸

ＤＮＡ序列比对分析结果显示，临床菌株ＥＣＬＣ０７４

片鉴定产酶阳性后，－２０℃冻存备用。

的ａｍｐＣ基因与阴沟肠杆菌Ｐ９９ ａｍｐＣ基因（Ｇｅｎｅ—

１．１０头孢西丁三维试验按Ｃｏｕｄｒｏｎ等的方法

ｈａｎｋ／ＥＭＢＬ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ｎｏ．Ｘ０７２７４）的同源性为

１．９

ｐ内酰胺酶的制备

ａｎａｐＣ基因的测序结果对Ｔ６号菌株所携带

进行操作和结果判断“］。阴性对照菌和阳性对照菌

９９．２％，与阴沟肠杆菌ＯＵＤｈｙｐ ａｍｐＣ基因（Ｇｅｎｅ—

分别为阴沟肠杆菌０２９和０２９Ｍ。

ｂａｎｋ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１．１１等电聚焦电泳等电聚焦电泳常规操作同文

相应氨基酸序列比对分析结果显示，临床菌株

献记载“］。ｐ内酰胺酶抑制剂为氯唑西林（１ｍｍｏｌ／

ＥＣＬＣ０７４ＡｍｐＣ酶与阴沟肠杆菌Ｐ９９ＡｍｐＣ酶的同

Ｌ）和克拉维鲮（１ｍｍｏｌ／Ｌ），ｐ内酰胺酶显色剂为

源性为９９．４％，与阴沟肠杆菌ＯＵＤｈｙｐ ＡｍｐＣ酶的

Ｎｉｔｒｏｃｅｆｉｎ（５００

ｍｇ／Ｌ），计算等电点时参照的ｐ内

ｎｏ．ＡＪ２７８９９５）的同源性为９７．ｏ％；

同源性为９７．０％。在ＥＣＬＣ０７４ＡｍｐＣ酶的氨基酸

５．９）、

序列中，丝氨酸ｐ内酰胺酶所共有的活性接台位点

ＳＨｖ－１（口Ｉ ７．６）、ＳＨＶ一３（ｐＩ ７．０）、ＳＨＶ－５（ｐＩ ８．２）

ＳＸＸＫ以及ＡｍｐＣ酶的特征性结构ＹＸＮ、ＫＴＧ均

以及阴沟肠杆菌０２９Ｍ产生的ＡｍｐＣ酶（ｐＩ

未发生变化。

酰胺酶包括ＴＥＭ一１（ｐＩ ５．４）、ＴＥＭ一４（ｐＩ

８．８）。

２．４

２结果

ａｍｐＣ基因的亚克隆结果ｐＡＣＹＣ］８４重组

质粒经ＢａｍＨ Ｉ／Ｈｉｎｄｍ双酶切后获得３．８ｋｂ和

２．１阴沟肠杆茵ＥＣＬＣ０７４ ａｍｐＣ基因的ＰＣＲ扩

１．４ｋｂ两个片段，与预期酶切结果完全一致（图３），

阴沟肠杆菌临床株ＥＣＬＣ０７４和高产

说明ＥＣＬＣ０７４的ａｍｐＣ基因已经被正确插入

增结果

ＡｍｐＣ酶的标准菌株阴沟肠杆菌０２９Ｍ均扩增出一

ｐＡＣＹＣｌ８４质粒中。

条１．４ｋｂ的ＤＮＡ片段（图１），与引物设计时预期的

ｚ．５

扩增片段大小一致。

孢西丁三雏试验结果（袁１）ＥＣＬＣ０７４和携带ａｍｐＣ

２．２

ｐＭＤｌ８－Ｔ／ａｍｐＣ重组质粒的构建结果

ＥＣＬＣ０７４厦重组细菌的抗生素药敏试验和头

将

１．４ｋｂ的ＰＣＲ产物片段连接人ｐＭＤｌ８ Ｔ载体，并
转化大肠杆菌ＪＭｌ０９后，提取重组质粒作为模板，
通过Ｉ：＇ＣＲ鉴定插入片段的长度（图２）。其中，以Ｔ６

Ｍ１，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ＤＬ２０００Ｉ

Ｔ６号菌株（第６泳遭）扩增出一条约

１．６ｋｂ的ＤＮＡ片腔，为阳性菌落。其余均为阴性茁落

Ｍ１：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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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ＣＲ鉴定ｐＭＤｌ８－Ｔ重组质粒中插入片段的长度

Ｍ１：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ＤＬ２０００；Ｍ２：ｈＨｉｎｄⅢｄｉｇｅｓｔ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Ｆ１；

ＤＬ２０００｝１泳道为阴沟肠杆菌ＥＣＬＣ０７４ ａｍｐＣ基ｐＡＣＹＣｌ８４载体片段ｉ ２～１３；ｐＡＣＹＣｌ８４重组质粒１１４ｔ古有ａｍｐＣ

因的扩增产物｝２袜道为阴ｉ勾肠杆菌０２９Ｍ ａｍｐＣ基因的扩增产物
圈ｌ

图２

ＥＣＬＣ０７４

ａｍｐＣ基因的ＰＣＲ扩增结果

基因的插人片段
图３

ｐＡＣＹＣｌ８４重组质粒的：炙酶切鉴定结果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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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ｃｔ

２００７

Ｖｏｌ

６

Ｎｏ ５

基因的重组菌的头孢西丁三维试验结果均为阳性。

氨基酸序列中并没有类似于Ａｍｂｌｅｒ Ａ类酶的

临床菌株ＥＣＬＣ０７４对头孢噻吩、头孢呋辛、头孢噻

Ａｒ９２４４克拉维酸接合位点，这与国外学者对阴沟肠

肟、头孢他啶、头孢西丁均呈高度耐药，但对头孢吡

杆菌Ｐ９９菌株ａｍｐＣ基因（Ｇｅｎｅｂａｎｋ／ＥＭＢＬ

肟敏感，这是单纯高产ＡｍｐＣ酶细菌的典型耐药特

ｓｉｏｎ

点。携带ａｍｐＣ基因的ＭＣ４１００重组菌同样对头孢

（Ｇｅｎｅｂａｎｋ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吡肟高度敏感，对头孢噻吩、头孢呋辛、头孢西丁、头

一致的，这是ＡｍｐＣ酶不能被现有的各种ｐ内酰胺

孢噻肟、头孢他啶的耐药性也明显强于ＭＣＡｌ００宿

酶抑制剂所抑制的分子基础。

ａｃｃｅｓ—

ｎｏ．Ｘ０７２７４）和ＯＵＤｈｙｐ菌株ａｍｐＣ基因
ｎｏ．ＡＪ２７８９９５）的分析结果是

主菌，相应ＭＩＣ值均升高了８倍以上，其耐药特点

通常认为，产染色体ＡｍｐＣｐ内酰胺酶细菌的

与临床莆株ＥＣＬＣ０７４相似。但是，就头孢呋辛、头

耐药性变化主要取决于ＡｍｐＣ酶表达水平的高低，

孢两丁、头抱噻肟、头孢他啶而言，携带ａｍｐＣ基｜天【

其分子基础足表达调控基因的突变或结构基因启动

的ＭＣ４１００重组菌的ＭＩＣ值均明显低于临床菌株

子的突变“］，这与ＥＳＢＬ等Ａｍｂｌｅｒ Ａ类争内酰胺

ＥＣＩ。Ｃ０７４的ＭＩＣ值，说明ＭＣ４１００重组菌的

酶不同。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发现，在某些临床分

ＡｍｐＣ酶产量尚未达到临床菌株的水平。

离的高产ＡｍｐＣ酶菌株中，ａｍｐＣ基因某些碱基的

２．６

等电聚焦电泳和ｐ内酰胺酶抑制试验

替换或删除确实改变了染色体ＡｍｐＣ酶的酶学特

ＥＣＬＣ０７４和携带ａｍｐＣ基因的ＭＣ４１００重组茁所

性［”１０３，甚至最著增强了染色体ＡｍｐＣ酶对头孢吡

产的ｐ内酰胺酶均不能被克拉维酸失活，而能被氯

肟、头孢匹罗等第四代头孢菌素的水解活性，导致这

唑西林失活，两者所产ｐ一内酰胺酶的等电点也完全

些菌株对第四代头孢菌素的敏感性降低”“…，这使

一致，均为７．８。

得人们开始重视研究结构基因突变对染色体ＡｍｐＣ

３讨论

酶分子结构和酶学特性的影响。
将位于染色体中的ａｍｐＣ基凼克隆入合适的质

ＡｍｐＣｐ内酰胺酶的编码基因广泛存在于大多

粒载体中，可以更加方便地通过定点突变技术研究

数革兰阴性致病菌的染色体中（如各种肠杆菌科细

ａｍｐＣ基因突变对染色体ＡｍｐＣ酶分子结构和酶学

菌、不动杆菌和绿脓假单胞菌），临床常见的革兰阴

特性的影响，也可以进一步通过易错ＰＣＲ技术探索

性致病菌大多具有高产ＡｍｐＣｐ－内酰胺酶的潜在能

染色体ＡｍｐＣ酶在抗生素选择压力下的耐药性进

力。近年来，原来局限于染色体的ａｍｐＣ基因开始

化潜力。本研究选择的ＡｍｐＣ酶表达载体ｐＡ—

在耐药质粒中出现，这使得原本没有产ＡｍｐＣ酶能

ＣＹＣｌ８４本身不携带任何ｐ一内酰胺酶的编码基因，

力的细菌（如克雷伯菌属）也可以通过耐药质粒的横

大肠杆菌ＭＣ４１００染色体中的ａｍｐＣ基因也已经被

向传播获得高产ＡｍｐＣ酶的能力，这为高产ＡｍｐＣ

敲除，因此，将ａｍｐＣ基因克隆入ｐＡＣＹＣｌ８４质粒

酶菌株的广泛流行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后，在大肠杆菌ＭＣ４１００中进行表达，完全排除了

临床上，产生高水平ＡｍｐＣ酶的致病菌不仅对

其他ｐ内酰胺酶的干扰，可以准确地反映所研究的

除第四代头孢菌素之外的各种广谱头孢菌素耐药，
对现有的各种含有酶抑制剂（克拉维酸、舒巴坦或他

ＡｍｐＣ酶的耐药表型和酶学特性。这一克隆表达体
系的建立为进一步采用定点突变技术或易错ＰＣＲ

唑巴坦）的ｐ内酰胺抗生素复合制剂也表现为耐药，

技术深入研究分子结构变异对ＡｍｐＣ酶功能的影

这种有别于超广谱｝内酰胺酶（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响创造了条件。

ｐｌａｃｔａｍａｓｅ，ＥＳＢＬ）的耐药特性是由ＡｍｐＣ酶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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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能量就是生命
——记美国２００７年线粒体医学会议
２００７年８月１３日，美国美丽的海滨城市圣地亚哥迎来

天的线粒体大会在紧张、充实、愉悦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

了一年一度的线粒体医学盛会一一２００７年线粒体医学会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心血管病研究所所

（Ｍｉｔｏｅ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７ Ｒ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ｕ－

长王士雯教授及博士研究生朱海燕参加了本次大会。老年

ｔｕｒｅ）。来自世界各地的遗传病学专家，线粒体疾病医务人员

心血管病研究所向大会投出摘要２篇，录用２篇。“左室肥

及青年学者会聚一堂，就线粒体的基础研究及线粒体与人类

厚中国家系与新的线粒体Ａ４４０１Ｇ突变相关性研究”，“高血

疾病的关系展开了深刻而广泛的讨论。线粒体为人体提供

压中国家系与线粒体ｔＲＮ创。Ａ４２９５Ｇ相关性研究”两篇摘要

了９５％以上的能量，与人类多种疾病特别是老年性疾病息息

分别在会议上作了介绍．得到专家们的一致赞赏。其中美国

相关。从１８５０年该细胞器发现以来，日渐成为遗传学家，医

的科学院院士ＤｏｕｇｌａｓＣ．Ｗａｌｌａｃｅ教授指出：该研究首次较

学家们关注的焦点。美国线粒体疾病基金会本着促进线粒

系统地阐明了线粒体在高血压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美国

体疾病诊治水平的发展，帮助线粒体疾病患者及家庭的宗

加州理工学院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ｎ教授对Ａ４４０１Ｇ突变在碱基剪切

旨·自１９９６年以来，组织一年一度的线粒体医学会议，已经

方面的影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来自日本的Ｍａｓａｓｈｉ

为线粒体疾病的研究提供了近４

Ｔａｎａｋａ教授称赞了老年心血管病研究所探人、系统的临床

０００

０００美元的基金支持，

为广大的线粒体疾病患者及家庭提供了医疗诊治、康复上的

工作及线粒体功能方面的开拓研究。

各种援助。本次线粒体医学会议内容涉及线粒体基础研究

老年心血管病研究所近年来积极探索线粒体与老年心

和其在衰老、帕金森病、神经系统退行性病、Ｌｅｂｅｆｓ病等多种

脏病、衰老及多器官功能衰竭等疾病的关系，与多名国内外

疾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线粒体疾病诊治的现状及发展前

遗传学专家建立友好关系，遣扳研究生赴美国学习和合作研

景。线粒体奠基人之一美国科学院院士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究，在线粒体——这一人类动力工厂的研究道路上迈出了坚

Ａｔｔａｒｄｉ，

美国科学院院士ＤｏｕｇｌａｓＣ．Ｗａｌｌａｃｅ及日本的线粒体疾病专
家Ｍａｓａｓｈｉ Ｔａｎａｋａ都作了精彩的发言。６月１６日，为期４

万方数据

实的步伐。
（刘昱圻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