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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大肠杆菌毒力岛主要摄铁基因及生物膜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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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临床病禽分离 17 株 E. coli 为研究对象，分别检测分离菌株的毒力岛中 irp2、irp3、irp4、irp5 和生

物膜形成能力。先用 irp2 PCR 扩增检出 7 株致病性大肠杆菌，并对其进行 ERIC-PCR 分型，结果分为 2 个类型。
又对分离株进行 irp3、irp4 和 irp5 基因检测，结果分离株中 irp2、irp3、irp4 和 irp5 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41.2%、
64.7%、29.4% 和 35.3%；最后对分离株进行生物膜形成能力的检测，结果携带 irp2 的阳性菌株都有较强的生物膜
形成能力。结果提示，禽致病性大肠杆菌的 HPI 中 irp2 与生物膜的形成有一定的关联。
关键词：致病性大肠杆菌；irp2；ERIC-PCR；生物膜
中图分类号：S8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52X (2016)01004704

Detection of main iron-uptake genes of high pathogenicity island
and bacterial biofilm among E. c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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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venteen E. coli strains of clinical avian E. coli were used to detect irp2, irp3, irp4 and irp5
located in HPI and their biofilm formation ability among E. coli strains. Firstly, 7 strains of Avian pathogenic E.
coli were detected using irp2 PCR amplification, ERIC-PCR genotyping of the strains was conducted, and the
strains we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secondly, 17 strains were detected an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sitive
percentages of irp2, irp3, irp4 and irp5 were 41.2%, 64.7%, 29.4% and 35.3%, respectively; finally, the biofilm
formation ability of the isolated strains of E. coli were determined and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e positive strains
carrying irp2 have a strong ability of biofilm formation.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Avian pathogenic E. coli
carrying irp2 have some correlations with biofilm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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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致病性 大肠 杆菌(avian pathogenic Escheri-

主要结构基因，其中 irp2 作为铁调节基因，仅存在

chia coli, APEC)是一类能引起禽类急性败血症的、
慢性炎症的大肠杆菌的总称[1-2]。随着禽养殖业的集

于强致病株中，与毒力密切相关。irp2 序列具有高
度保守性，判断和检测病原菌是否存在 HPI 的标志

约化，该病已成为常见多发，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的重要的细菌性疾病 [3]。

基因。有研究表明 HPI 基因在我国养殖场大肠杆菌
分离株中普遍存在 [5]。

Gophna 等人在禽源大肠杆菌分离株中首次发
现毒力岛(HPI) [4]。毒力岛是通过耶尔森菌素(Ybt）

细菌生物膜（bacterial biofilm, BF）是细菌为了
适应生存环境及外界不利条件的一种自我保护所分

的铁载体夺取宿主中的铁元素，增强细菌存活率，
进而增强其毒力。irp2 和 fyuA 基因是 HPI 核心区的

泌的胞外多聚物[6]。张明等研究选用多个与生物膜
形成相关的基因，揭示了生物膜的形成是多种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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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表达调控的结果[7]。生物膜的形成与禽致病性

菌菌株经生化反应，符合埃希氏菌属者留存共 17 株。

大肠杆菌的毒力有无相关性值得探究。
从临床病禽分离细菌进行生化反应鉴定，对符

1.2 方法

合埃希氏菌属者留存。选用 HPI 的 irp2 设计引物进
行 PCR 检测确定其致病性，并进行了生物膜形成能
力的检测。

1.1 材料
Taq PCR Master Mix、TBE 等购

于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其他试剂均由
安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禽病诊断室提供。
1.1.2

基因
Gene
irp2
ERIC
irp3
irp4
irp5

1.2.2

PCR 扩增 irp2，引物设计参

考相关文献[8-9]，并根据 GenBank 已报道的 irp2、
ERIC 基因、irp3、irp4 和 irp5 设计引物，引物由上
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引物序列见表 1。
PCR 反应体系为：Taq PCR Master Mix 12.5 μL，

1 材料与方法
1.1.1 主要试剂

1.2.1 irp2 PCR 检测

病原菌来源

上、下引物各 1 μL，模板菌液 1 μL，补 ddH2O 至
25 μL。PCR 反应循环参数为：94℃ 4 min；94℃ 40
s，55℃ 30 s，72℃ 30 s、
；进行 30 个循环；最后 72℃
延伸 10 min。

对临床病禽分离到疑似大肠杆

表 1 PCR 反应所用的各种引物
Table 1 Primers used for PCR amplification
引物序列
退火温度/℃
Primer sequence
Anneal temperature
F：AAGGATTCGCTGTACCGGAC
55
R：AAGCCTGATACAGGTGGC
F：ATGTA AGCTCCTGGGGATTCAC
R：AAGTAAGTGACTGGGGTGAGCG
F：ATCGCCTGTATTGTCGTGC
R：CGCCTCCTTATCATCATCGT
F：AATACTGCGCATCTGGTC
R：GGGCGAGTCGTAGTGATA
F：GTAATTGTGCAGCTTCCC
R：TGTTGCAGGGTACAGTCA

HPIirp2 禽 大 肠 杆 菌 分 离 株 ERIC-PCR

PCR 反应体系和循环条件参考上述，退火温度和引
物见表 1。对鉴 定的禽致病性大肠杆菌进行
ERIC-PCR 分型分析，每组重复 3 次，计算机软件
记录下扩增及电泳谱带。每个样品的扩增带存在时
赋值为“1”
，不存在时赋值为“0”
，用电泳图像分

目的片段大小/bp
The length of target fragment
414

57

—

56

798

58

504

56

758

2 结果与分析
2.1 irp2 PCR 的扩增结果
经 irp2 引物对 17 株禽大肠杆菌进行 PCR 检测。
由图 1 可知，有 7 株大肠杆菌被检测有 HPI 核心区
域基因，表明这些禽大肠杆菌有一定致病性。

析软件（Gel Image System,Version 4.00）自动生成
矩阵图。采用非加权对数算术平均法（UPGMA）
，
利用 NTSYS-pc 2.10e 软件构建聚类树状图。
1.2.3 irp3、irp4 和 irp5 检测

irp3、irp4 和 irp5

反应体系和反应循环条件参考上述，退火温度和引
物见表 1。
1.2.4

生物膜形成检测

对 17 株大肠杆菌参照文

献 [10] 进 行 生 物 膜 形 成 能 力 检 测 。 判 定 标 准 ：
OD≤ODc 为不粘附(-)，ODc<OD≤2ODc 为弱粘附
(+)，2ODc<OD≤3ODc 为中等粘附(++)，OD>3ODc
强粘附(+++)[10]。

1～17 为临床分离禽源大肠杆菌菌株的 PCR 产物；
M:2000 bp DNA Marker
1-17.PCR products of clinical separated E. coli from
poultry; M: 2000 bp, DNA Marker
图 1 irp2 PCR 扩增结果
Figure 1 PCR products of ir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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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irp3, irp4 和 irp5 的 PCR 扩增结果
Figure 3 PCR products of irp3, irp4 and irp5

2.2 ERIC-PCR 扩增分析
对 7 株携带 HPI irp2 致病性大肠杆菌进行
ERIC-PCR 扩增，获得菌株的指纹聚类分析图谱。
如图 2 所示，1、7、14、2 和 4 号菌株遗传关系相

2.3 irp3、irp4 和 irp5 PCR 扩增结果
对 17 分离株分别进行 irp3、irp4 和 irp5 PCR
扩增，见图 3。由图 3 可知 irp3 有 11 个菌株为阳性，

对较近，聚成一类，9 和 13 号菌株则聚另一类，说
明 HPI irp2 可存在于多个基因型的大肠杆菌中。这

阳性率为 64.7%；irp4 有 5 个菌株均为阳性，阳性
率为 29.4%；irp5 有 6 个菌株为阳性，阳性率为

7 株致病性大肠杆菌的基因型之间均存在一定的差
异性，结果显示 7 株菌均为不同菌株。

35.3%。结果表明，同一类型的菌株可携带不同的
摄铁基因。

7 株为携带 HPI irp2 致病性大肠杆菌菌株；刻度表示遗
传距离；M：2000 bp DNA Marker
Seven HPI-irp2 gene clinical pathogenic E. coli are isolated. Scales denote genetic distances. M: 2000 DNA Marker;
图 2 7 株禽源大肠杆菌携带 HPI irp2 基因的 ERIC-PCR
聚类分析图谱
Figure 2 The dendrogam of seven E.coli of HPI-irp2 gene
isolates by ERIC-PCR

1~17 为临床分离菌菌株PCR product of clinical separated of E. coli
图 4 HPI irp2 阳性株和阴性株的生物膜粘附性分析结果
Figure 4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HPI irp2 positive and negative
bacterial biofilm

2.4 生物膜检测结果及分离株 irp2、irp3、irp4 和
irp5 和生物膜形成能力统计分析
根据 D600nm 值判定标准进行数据处理，绘制
分离菌株生物膜的粘附性散点图（图 4）
，并对 17
菌株 irp2、irp3、irp4 和 irp5 检出及生物膜形成能
力进行统计，结果见表 2。
由表 2 可知，1 株检出四重摄取铁基因，4 株菌
检出三重摄取铁基因，5 株菌检出二重摄取铁基因，
1 株只检出 irp2，其余均为阴性。由图 4 和表 3 可
以看出，1、2、4、7、9 和 13 号菌株均为强粘附性；
14 号菌株为中性粘附性 8 号菌株为弱粘附性，其余
菌株均无粘附性。而 1、2、4、7、9、13 和 14 号菌
株均含 HPI irp2，且粘附性很强，这表明禽致病性
大肠杆菌的 HPI irp2 与生物膜形成能力存在一定的
关联。

1-17.PCR product of clinical separated E. coli；M.2000 bp
DNA Marker；A：irp3；B：irp4；C：irp5
表 2 irp2、irp3、irp4 和 irp5 及生物膜形成能力的统计
Table 2 The statistic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rp2, irp3, irp4and irp5 and biofilm formation
项目 Ite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irp2

+

+

-

+

-

-

+

-

+

-

-

-

+

+

15

16

1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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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p3

+

+

irp4

-

irp5

+

粘附性 Ad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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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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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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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 表示检出，- 表示未检出； 粘附性：+++ 代表强，++ 表示中，+ 表示弱。
Note: + represents the positive，- represents the negative；Adhesion：+++ represents the high，++ represents the medium，+
represents the low.
1753-1754.
3 讨论
[3] 甘孟侯. 家禽细菌性疾病的发生与防治对策[J]. 中国

ERIC 序列分散在整个基因组上并具有极强的
保守性，用 ERIC-PCR 所得到的 DNA 条带特征能

[4]

反映出细菌整个基因组结构的差异，能清晰地辨别
包含有 ERIC 重复序列的不同细菌种和不同菌株，
因此具有很强的鉴别种乃至菌株的能力[11]。用此方
法鉴定 7 株 irp2 阳性菌株基因型存在较大的差异，

[5]
[6]

揭示了均为不同菌株，也表明 HPI 可以存在多个基
因型中。
根据 PCR 扩增技术对 17 株大肠杆菌株主要摄
铁基因 irp3、irp3 和 irp5 进行检测。从检测结果来
看，说明了同一类型的菌株可携带不同的毒力岛基
因；同时携带 irp2 大肠杆菌中 irp3、irp4、irp4 和
irp5 携带率不等，这与叶长芸等[12 ]、Schubert[13]等
研究结果相似。对 17 株分离株进行生物膜测定结果
与 Schubert 等报道结果在部分粘附性大肠杆菌中发
现有 irp2，比例高达 93%相符合 [14]。从以上结果揭
示了禽致病性大肠杆菌的 HPI 中 irp2 与生物膜的形
成有一定的关联。试验中 8 号菌株有弱粘附性，其
他摄铁基因如 irp3 是否与生物膜形成能力有关，还
有不同摄铁基因之间是否存在相互协同作用以及对
生物膜形成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些均有待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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