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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重庆地区肺炎链球菌耐药性和
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姚成余泽波

肖永红

调查重庆地区肺炎链球菌在社区获得性感染患者中的分离率及对抗生素的敏感

目的

【摘要】

性。方法采集社区获得性感染患者的痰、鼻咽拭子标本，培养、分离和鉴定肺炎链球菌。琼脂二倍
稀释法测定肺炎链球菌对１１种抗生素的耐药性。通过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扩增肺炎链球菌Ｂ０ｘ重
复元件对其进行分子流行病学分型。结果６８０份临床标本中，分离出３９株肺炎链球菌，阳性率为
５．７％。３４株（有５株在保存过程中死亡）肺炎链球菌中有２株对青霉素低度耐药（ＭＩＣ为
ｍｇ／Ｌ），１株青霉素敏感株对左氧氟沙星耐药（ＭＩｃ为８ ｍｄＬ）。肺炎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抗生

０．１２５

素和克林霉素表现出较高的耐药率，且均为高度耐药（Ｍ１ｃ≥６４ ｍｄＬ），对所测其他ｐ一内酰胺类和万
古霉素均呈敏感。盒式ＰｃＲ显示了较高的分辨率，能快速、可靠地检测菌株间的亲缘关系。３５株肺
炎链球菌共分为２５个型，２９个亚型，最多见的为Ａ型图谱（３株），２株青霉素低度耐药株分属不同的
型。结论重庆地区分离的临床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耐药率较低，但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和克林霉
素耐药却非常普遍。盒式ＰＣＲ能快速、可靠地对肺炎链球菌进行分子流行病学分型，重庆地区耐药
克隆没有明显的优势株。
【关键词】肺炎链球菌；耐药性；流行病学，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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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链球菌（Ｓ￡仰￡ｏ∞ｆｃ“５夕，ｚｅ“优Ｄ７ｚｉ盘ｇ，ＳＰ）是

ＳＰ以来，世界各地相继发现了单一和多重耐药性

社区获得性感染的主要致病菌，长期以来对青霉素

ＳＰ，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耐药ＳＰ在世界范围内广泛

高度敏感，自１９６７年澳大利亚首次报道耐青霉素

流行且耐药率逐年增高，尤其是对青霉素高度耐药
株和耐第三代头孢菌素的菌株相继在许多国家出

作者单位：４００叭６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姚成、余
泽波）；北京大学ｌ临床药理研究所（肖永红）
第一作者现工作单位：４０００４１重庆前沿生物技术公司，Ｅｍａｉｌ：
ｙａ。ｃｈｅｎ９１２２８＠ｙａｈｏｏ．ｃｏｍ．ｃｎ

现。为此，我们于２０００年９月至２００１年３月对分
离自重庆地区的ＳＰ进行了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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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溴化铵（ＣＴＡＢ）法提取基因组ＤＮＡ。每５０
材料与方法

ＢｏＸ—ＰＣＲ反应体系含：５．０肚ｌ

１．材料：

ＭｇＣｌ２、２００牡ｍｏｌ／Ｌ

（１）标本采集：２０００年９月至２００１年３月采集

１ Ｕ

Ｔａｑ酶、２０

ｎｇ

ｄＮＴＰ、１００

ｂｕｆｆｅｒ、４．０

Ｈ１

ｍｍｏｌ／Ｌ

ｐｍｏｌ／Ｌ Ｂｏｘ．引物、

ＤＮＡ模板。ＰＣＲ反应条件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及住院呼吸道感染

９４℃预变性４ ｍｉｎ，然后９４℃变性１ ｍｉｎ、６０℃退火

患者痰、鼻咽拭子标本６８０份。ＳＰ ＡＴＣＣ４９６１９购

２

自中国抗生素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

ｍｉｎ、７４℃延伸２ ｍｉｎ，共４０个循环，最后７４℃再延

伸５ ｍｉｎ怛。４。。制备１．５％琼脂糖凝胶，每孔加入

（２）培养基：分离用ＭＨ琼脂（法国ｂｉｏＭ舐ｅｕｘ
公司产品）加５％脱纤维兔血；药敏试验用ＭＨ琼脂

ＰＣＲ产物７灶ｌ，在０．５×ＴＢＥ电泳缓冲液中１００ Ｖ电
泳２ ｈ，溴化乙锭染色成像。

加５％脱纤维羊血；染色体提取用ＴＨ＋Ｙ培养基；
结

菌种保存用４０％甘油加营养肉汤，一７０℃保存。
（３）Ｏｐｔｏｃｈｉｎ纸片和抗生素：Ｏｐｔｏｃｈｉｎ纸片为法
国ｂｉｏＭ６ｒｉｅｕｘ公司产品；青霉素Ｇ（批号０４１３—

果

１．呼吸道感染患者ｓＰ分离率：从６８０份标本
中分离获得ＳＰ ３９株，阳性率５．７％。

２０００３１）、头孢呋辛（批号０３６８—９６０７）、头孢噻肟钠

２．ＳＰ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３４株（有５株在

（批号０４８３—９８０１）、红霉素（批号１３０７—９７１３）、阿奇

保存过程中死亡）临床分离的ＳＰ对１１种抗生素的

霉素（批号０３２２—２００００１）、克林霉素（批号０４２２—

耐药性测定结果见表１。其中２株为青霉素低度耐

９５０２）、左氧氟沙星（批号０４９２—２００００３）、万古霉素

药株，ＭＩＣ为０．１２５ ｍｇ／Ｌ，１株青霉素敏感株对左氧

（批号０４３７—９８１２），均为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氟沙星耐药，ＭＩＣ为８ ｍｇ／Ｌ。ｓＰ对大环内酯类和

产品；克拉霉素（批号９５１２１１）和美欧卡霉素（批号

克林霉素表现出较高的耐药率，且均为高度耐药，

９６１１０１）为西安京西制药厂产品；阿莫西林／克拉维

ＭＩＣ≥６４ ｍｇ／Ｌ，对所测其他口一内酰胺类和万古霉素

酸（批号２００００８２２）为珠海联邦制药有限公司产品。

均呈敏感。

（４）ＢＯＸ一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引物５’
ＡＴＡＣＴＣＴＴＣＧＡＡＡＡＴＣＴＣＴＴＣＡＡＡＣ

表１

３４株ＳＰ临床分离株对抗生素的耐药性

３’由上海

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合成。
２．方法：
（１）ＳＰ的分离与鉴定：用无菌棉拭子采集患者
鼻、咽部分泌物标本，无菌玻璃瓶收集患者痰液标本
立即接种于ＭＨ血平板，３５℃３％～５％ＣＯ，条件下
过夜孵育，根据菌落形态、革兰染色、菊糖发酵试验、
Ｏｐｔｏｃｈｉｎ试验、胆汁溶解试验进行鉴定。
（２）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Ｃ）测定：ＭＩＣ测定用美
国国家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ＮＣＣＬＳ）推荐的
琼脂二倍稀释法…。取血平板上过夜培养菌落制成
０．５麦氏标准浊度单位细菌悬液，用ＭＨ肉汤按

３．ＳＰ分子流行病学分型特征：３４株临床分离

１：１０比例稀释至菌悬液至１０７ＣＦＵ／ｍｌ。用多点接种

ＳＰ

仪（日本ｓａｋｕｍａ株式会社）在抗生素平板上接种菌

条带以上的依次命名为Ａ、Ｂ、Ｃ、Ｄ等型，仅相差一

液，每点接种菌液量为１～２肚ｌ，约１０４ ＣＦＵ／ｍ１。

个条带或条带数量相同而信号强弱有差异的为同一

３５℃３％～５％ＣＯ，条件下孵育１８—２４ ｈ后观察结

型的不同亚型怛’引。由此，连同ＡＴＣＣ４９６１９在内的

果。用质控株ＳＰ ＡＴＣＣ４９６１９作全程质量控制，按

３５株ＳＰ共分为２５个型（２９个亚型）：最多的Ａ型

２０００年版ＮＣＣＬＳ标准判断结果ｕ Ｊ。

图谱有３株细菌，３株Ｂ型图谱包括２个亚型，Ｃ型

ＢｏＸ图谱分布很不均一（图１），我们将相差２个

（３）分子生物学分型：将ＳＰ在５％兔血平板上

图谱３株细菌分属不同的亚型，Ｄ、Ｅ、Ｆ型图谱各有

培养１８ ｈ后转入ＴＨ＋Ｙ培养基继续培养６ ｈ（３５℃

２株细菌，Ｇ型图谱２株细菌为不同的亚型，其余１８

３％～５％Ｃｏ，条件）。收集培养物，用十六烷基三甲

株ＳＰ分属不同的型，未发现与标准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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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Ｍａｒｋｅｒ，２、３：Ｄ型，５、６：Ｂ１型，７、８：Ｅ型，１２：Ｂ２型，１３～１５：Ａ型，１６：Ｇｌ型，１７：Ｇ２型，２４：Ｃｌ型，２５：Ｃ２型，２６：Ｃ３型，３３、３４：Ｆ
型，其余泳道分别为不同的型
图１

ＳＰ

Ｂｏｘ—ＰＣＲ图谱

ＡＴＣＣ４９６１９同型的菌株。Ａ型和Ｂ型图谱各３株

素耐药率低于北京、上海市的报道。此外，由于时问

细菌表现出一致的对青霉素敏感和大环内酯高度耐

所限，样本偏少是本研究的一个缺陷。尽管目前我

药，且在相近的时问分离到，应视为大环内酯高度耐

国ＳＰ青霉素耐药率较周边国家显著为低，但近年

药流行克隆。２株青霉素低度耐药株具有不同的

来有迅速上升的趋势，且北京、上海市均分离出对第

ＢＯｘ图谱，不同于文献报道的波兰和荷兰克隆∽４｜。
讨

论

三代头孢菌素耐药株，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
ｓＰ耐药性监测，为抗生素的合理使用提供依据显得
尤为重要和紧迫。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耐药ＳＰ在世界范围内广泛

我们选择Ｂｏｘ＿ＰＣＲ方法对ＳＰ整个染色体进

流行，给ＳＰ感染的治疗造成极大困难¨’“，本研究

行分析。ＳＰ基因组中散布着高度保守的重复的

标本采集自门诊和住院上、下呼吸道感染患者，门诊

ＤＮＡ序列，称为Ｂ０ｘ元件（ＢＯｘ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０’１１。。

来源占７０％，且咽拭子标本占７５％，ＳＰ平均分离率

此元件包含３个亚基ｂｏＸＡ、ｂｏｘＢ、ｂｏｘＣ的各种组

为６％左右。对患者的询问调查中了解到，约７０％

合。尽管Ｂ０ｘ元件的确切功能尚不清楚，但证实只

出现发热或呼吸道症状的患者在就诊前往往已服用

有ＳＰ含有高拷贝的完整ＢＯＸ元件，故利用Ｂｏｘ

某种抗菌药物，致使我们的分离阳性率偏低。３４株

元件区域附近的ＤＮＡ序列的多态性，使用重复的

ＳＰ药物敏感试验结果显示，青霉素低度耐药率为

ＢＯＸ—Ａ序列为引物，可以扩增ＢｏＸ元件及其邻近

５．９％，无高度耐药株，明显低于欧美国家的耐药

的ＤＮＡ序列，产生大小不同、数量不等的ＤＮＡ扩

率ｂ＇７Ｉ，而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均为高耐药区，如韩

增产物，从而得到Ｂｏｘ—ＰＣＲ图谱¨ｏ。。

国、日本、中国香港№１；目前国内北京市、上海市、广

Ｏｖｅｒｗｅｇ等心。和ｖａｎ Ｂｅｌｋｕｍ等¨ｏ在不同种属

东地区临床分离ＳＰ对青霉素耐药率达１０％～

细菌和不同反应条件下进行了ＢｏＸ—ＰＣＲ试验，证

２０％旧’９Ｉ，高于我们的研究结果。对大环内酯类抗

实Ｂｏｘ—ＰＣＲ技术对ｓＰ分辨率高，能够快速、可靠

生素（如红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美欧卡霉素）

地检测菌株之问的亲缘关系。本研究得到的ＢＯＸ—

和克林霉素耐药率高达６７．６％，高于欧美国家，而韩

ＰＣＲ图谱条带清晰，且条带数量多于国外同类报

国、日本分别为８０．８％和７５．６％，与北京、上海市的

道心’４１，分辨率高，重复性好，能够可靠地检测菌株

报道相似。３４株ＳＰ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头孢呋

问的亲缘关系。Ａ型和Ｂ型图谱各３株细菌表现出

辛、头孢噻肟、万古霉素均敏感，仅ｌ株对左氧氟沙

一致的对青霉素敏感和大环内酯类高度耐药，且在

星耐药。

相近的时间分离到，应视为大环内酯高度耐药流行

研究表明，ｓＰ对青霉素敏感性与多种因素有

克隆。仅有的２株青霉素低度耐药株不同于波兰和

关，如标本的来源、患者年龄、抗生素的使用情况、

荷兰报道的克隆株幢“ｏ，说明可能是独立进化的结

ＳＰ感染的流行情况等。本组ＳＰ多数来自未经筛选

果，这与重庆地区较低的青霉素耐药率相符合。但

的门诊呼吸道感染患者，且多为咽拭子标本，故青霉

韩国青霉素高度耐药率是有于２３Ｆ西班牙耐药克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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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非常迅速的。因此，应当加强我国不同地区ＳＰ耐

Ｓｏｎｇ

ＪＨ，

Ｌｅｅ ＮＹ，

药性监测，应用分子生物学技术调查耐药克隆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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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血液附红细胞体检查方法的探讨
杨学祥

张成友

张新德

郭冬黎

肖富浩

张世杰

金芳

附红细胞体（附红体）在普通显微镜下涂片染色检查有

断调节显微镜的细螺旋观察不同液层中的白细胞，以便准确

时很难辨认，所以各地检测结果差异较大¨。３ Ｊ，为此我们对检

计数。在观察红细胞压片时发现，在同一压片的不同部位计

测方法进行改进。用ＥＤＴＡ—Ｋ，真空管采集青海省格尔木市

数结果差异较大，不管怎样充分混匀血液和改变制片手法，

第二十二医院（海拔２８００ ｍ）患者和健康查体者的血液标本

在压片的四周感染附红体的红细胞密度大，压片中间则感染

８２５份、甘肃省敦煌市（海拔８００ ｍ）入伍战士血液标本３１５

细胞较少，这是造成文献中计数误差的主要原因之一，说明

份，上述人员分别来自于西安、兰州、西宁、贵州、吉林、江苏

用感染红细胞作为流行病学调查有一定的缺陷。血浆压片

和格尔木等地。白细胞内附红体的检查方法与结果判断见

的观察，经煌焦油蓝染色后，红细胞被染成淡蓝色，而游离的

文献［４］。红细胞附红体的观察，取ＥＤＴＡ—Ｋ，抗凝血１份用

附红体不着色，所以在浅蓝色背景下观察活动的附红体比较

生理盐水５０倍稀释后制作压片，１０ ｍｉｎ后油镜下计数感染

容易识别，通过大量的观察发现，还没有出现象红细胞压片

红细胞，以百分率报告。血浆内附红体的检查方法与结果判

存在分布不均的问题。所以，我们推荐用血浆压片法观察附

断见文献［５］。实验中我们对文献中的方法进行了改进，把

红体感染作为流行病调查的方法，而白细胞与红细胞压片检

原来的涂片染色检查不活动的附红体改为血浆与鲜血压片

查适用于附红体病的诊断及预后观察。

观察活动的附红体，排除了染色过程及染色沉渣等造成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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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性或假阳性的干扰，增加放大倍数（×１０００）使附红体的识
别、辨认更加准确，提高了检出率，并建立了观察白细胞内感
染附红体的方法，观察发现上述１１４０份血样的白细胞内都
能找到运动活泼的附红体，红细胞表面以及血浆内均观察到
不同程度的附红体感染，这说明我们目前调查的不同区域人
群中附红体感染率为１００％，只是感染密度不同而已。对于
白细胞压片的检查，制片时取自细胞层一定要注意尽可能不
要吸取太多的红细胞，否则易造成视野不清晰，检查时要不

１尚德秋，李兰玉，陆宙光，等．附红细胞体感染人畜的流行病学调
查（Ⅲ）．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１９９７，１８：１５０—１５２．
２邰秀珍，杨殿相，秦林金，等内蒙古地区人群附红细胞体感染的
调查与分析中国人畜共患病杂志，１９９８，１４：９０．
３陶小润，王显军，孙桐，等．山东省附红细胞体病的流行病学调查．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１．２２：３５９—３６１．
４张成友，张新德，胡湘林，等．不同海拔随机病人微小生物感染白
细胞的实验研究．中华医学研究杂志，２００５，５：１０４—１０６
５郭冬黎，张成友，杨学祥，等．高原地区人群感染附红细胞体的调
查分析．中华医学实践杂志，２００５，４：１１７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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