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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自由生活阿米巴是许多病原菌的传播媒介和贮存宿主
李子华李勤学
在自然界的水体中，包括淡水和海水。存在着许多种以

ＦＬＡ捕食的细菌．至少可以出现四种不同的结局：①被ＨＡ

细菌为食的单细胞原虫…。例如原生动物中的三大类：鞭毛

的溶菌酶消化掉作为原虫的养料。②在原虫体内暂时获得居

虫、肉足虫、纤毛虫，它们中都有一些专门吃细菌的种类：如

留权但不增殖，两者的关系是细菌将虫体当作宿主，呈寄生状

波豆虫属、屋滴虫属、鼻吻滴虫属、领鞭毛虫属、阿米巴变形

态；细菌仍活着，亦叫存活。③如分枝杆菌属；细菌适应原虫

虫属、四膜虫属、钟虫属和旋口虫属等。在医学领域与人类

环境后，还能利用原虫提供的养料，增殖、分裂、生长，细菌与

疾病关系最为密切者，当推阿米巴原虫属，因为它可寄生或

原虫取得相对平衡，两者处于共生状态，细菌随着原虫的分裂

共生多种病原体．因此亦被研究得最为深入。本文就其与人

而延续到下一代虫体中去。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与阿米巴共生

类疾病传播的美系方面作一综述。

的胞内菌。例如剐衣原体属；细菌亦可被带人囊胞中传代下

１阿米巴原虫的一般生物学特性：自由生活阿米巴

去．此时带菌的ＨＡ，即成为致病茵的贮存宿主，并起到传播

ｄｍｏ舭，Ｆ１Ａ）在自然界的分布几乎无处不在，例

媒介的作用。④细菌除能在原虫体内生长繁殖外．细菌占优

（ｆｒｅｅ—ｌｊｖｊｎｇ

如淡水、海水、潮湿的土壤中，甚至于干燥的沙漠中，在水栖

势时，还可使虫体裂解和死亡，如军团菌和李斯特菌等。

和陆栖的环境中ＦＬＡ的角色是细菌的捕食者。在土壤中原

凡是能在ＦＬＡ中寄生、共生或造成它裂解的细菌，通称

虫捕食细菌的作用，在控制细菌的数量上是很有意义的，细

抵抗自由生活阿米巴的细菌，它有防御阿米巴胞内溶菌酶消

菌被ＦＬＡ降解无疑有利于土壤的肥沃。而且ＦＬＡ在整条水

化的能力。这些细菌通常都是对人致病的。所以现在有人

食物链的营养循环中亦起着部分重要的作用。

将抗ＦＬＡ细菌当作人类致病菌的代名词。亦将此视为致病

ＦＬＡ在不同环境中．具有二种生括环境的形态，在有利
的环境中呈滋养体形态，此时代谢、运动、吞噬异物包括捕食
细菌均十分活泼，并进行旺盛的有性和无性的分裂。遇不利
环境时，滋养体即变成双层厚壁的囊胞，此时代谢十分缓慢，

与非致病的一种新分类标准”。。，但亦并非所有抗ＦＬＡ的细
菌就一定都是人类的致病菌。
３．抗ＦＬＡ细菌的分类及可作为致病菌宿主的ＦＬＡ的
种类：

停止吞噬活动。但对外界的抵抗力却大大提高，它能抵抗极

（１）只能在阿米巴内生长，不能在人工培养基上生长类：

端的环境，可在４４～５３℃高温下存活，抵抗极端的ｐＨ、渗透

严格的专性胞内生长的细菌：如立克次体、衣原体、副衣原体

压和化学药品，从而给消灭其中所携带的细菌亦增加了不步

和类军团苗样阿米巴病原体（哳ｉｏｎ“ｚｎ—ｌｉｋｅ

困难。

加拍昭吼ｓ．ＬＬＡＰｓ），后者经一定适应后一部分已能在人工培

ｎｍｏＢｋ

２．阿米巴原虫与人类疾病的关系：阿米巴原虫本身，除

养基上生长。ＬＬＡＰ １～１５现在已有１５个型。许多均能在

可引起人类原发性阿米巴性脑炎、肉芽肿性脑炎、角膜炎、

动物细胞中生长”－。由于这些细菌很难在人工培养基上生

耳、鼻、皮肤和内脏器官的感染以及痢疾等疾病外。目前最

长，因此临床标本分离的结果总认为是阴性，因而往往造成

主要的还是在于它可携带许多病原体，因而起到病原体的贮

漏诊。除立克次体、衣原体外，最近甚至还有报告巨病毒亦

存宿主和传播媒介的作用。

能在阿米巴内生长”。。由于某些临床标本可以用ＦＬＡ来分

更重要的是由于有许多病原菌不能在人工培养基上生
长，只能在阿米巴原虫中增殖，所以利用阿米巴原虫来分离
某些临床标本，是目前分离难以人工培养的某些细菌和分离
新发现的某些菌种有利的工具。

离培养，从而亦分离到一些过去未知的新的细菌新属新种。
如红色酵母菌属ｏ ｏ。
（２）既能在阿米巴中又能在人工培养基上生长类：许多
能抗阿米巴的细菌以及难以在人工培养基上生长的细菌，例

虽然阿米巴原虫以细菌为食．但是也并非所有的细菌都

如单核细胞增多李斯特菌、军团菌、鸟分枝杆菌等，这些培养

适合作为原虫食物的来源。ＡＩｅｘａｎｄｅｒ早已报道，某些革兰阴

要求很高的苛养苗，既能在人工培养基上生长，又能在阿米

性菌，被阿米巴原虫捕食后仍能在其中存活，原虫对付这些

巴中生长。由于阿米巴可以让许多致病菌生长和躲藏，从而

捕食后的细菌，可以出现不同的后果。由于一些细菌本身的

阿米巴扮演了贮藏宿主和传播媒介的角色。因此已被许多

防御作用，例如毒素、毒性色素或外膜结构，原虫的溶酶体对

学者誉为：阿米巴原虫是微生物界的特洛伊木马（Ｔｒｏｊａｎ

细菌不能消化，从而对它的杀死和消化显得无能为力。被

ｈ。ｒｓｅｓ）川，而且临床或环境标本，利用与阿米巴共同培养的
技术．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分离工具。

作者单位：２０００３２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能携带致病菌并作为其宿主的ＦＬＡ的种类：主要有棘

圭竺煎煎煎望塞查！！些芏！旦璺！！鲞箜！塑曼！坐』堡Ｐｉ！婴塑ｌ，壁！！！！垡！！竖：旦！！！，堂－！

１７５

阿米巴属（Ａｍｎ琥ｎ卅∞蚰ｓｐｐ．）、多噬棘阿米巴

８０％～９０％。但它们只能在阿米巴中生长，对人的致病性尚

（Ａ加ｂ砷ａ舭）、卡斯脱里棘阿米巴（Ａ∞ｓｆｄ缸”磊）、耐格里

未十分肯定，在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患者中，抗体阳性率只有

变形虫属（№叫㈨ｓｐｐ）、哈德曼变形虫属（Ｈｉｒｆ州删ｎ“缸

２

ｓｐｐ）和瓦氏变形虫属（仉ｚ＾腩＆ｍⅣ缸ｓｐｐ）等。

表２。其中Ｃｏｒｖｅｎ Ａ４株只是从患者的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４

ＦＬＡ原虫与病原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致病性”川：

２％．但健康对照的人群中无阳性。副衣原体９种成员见

中，用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法扩增到１６Ｓ ｒＲＮＡ的特定的基

嗜肺军团菌鉴定的已有３５个种，是引起严重非典型肺炎军

因序列，而细菌菌株并未被分离出来。然而临床上已得到确

团菌病的重要病原菌。它们可以感染棘阿米巴属、啥德曼变

认，只要扩增出特定的基因序列．即使未分离到菌株，亦可算

形虫属、耐格里变形虫属等５种阿米巴，并能在其中增殖和

是获得了这一种菌株“ｌ。

复制，并且军团菌是原虫中自然情况下就可存在的共生菌。

衰ｌ

新发现的ＬＬＡＰｓ的来源和宿主

其他军团菌还具有更多的宿主。
（１）军团菌：也可在一种具有纤毛的捕食细菌的四膜虫
属中生存和复制。可存在于人造水体的气溶胶中，侵八人体
后可侵袭巨嘴细胞并在其中大量增殖，从而引起严重的致死
性肺炎。随着阿米巴的吞噬作用，军团菌能在胞浆中复制，
从而逃脱宿主溶菌酶的攻击，因此在感染３６—４８小时的时间
里一种包裹着具有活力军团菌的吞噬胞充满了大部分虫体。
Ｒｏｗｂｏｔｈａｍ（１９８６）通过电镜研究，观察感染后期军团菌在阿
米巴吞噬胞中的生长情况，估计其直径为１０“ｍ，其中９０％
的空间被大小约为０ ３２×０

６０Ⅲ的细菌所占据，估计整个

阿米巴体内能容纳约１０４细菌。感染的最终结果是阿米巴
虫体的裂解，并把有活力的细菌释放到环境中去。
后来发现一组Ｉ。ｌＡＰｓ“，它们开始时只能在阿米巴中增
殖．经适应后一部分已能在人工培养基上生长，它们能感染
多种ＦＬＡ．属于这一组的第一株，是１９５４年从波兰土壤中分

（３）李斯特菌属：通常认为是环境土壤中的细菌，但其中

离出来的＆ｒｃ西缸肼ｚ埘＂“ｍ，以后相继分离出来的分别被命

有些种能够被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感染，并且能侵人宿主细

名为ＬＬＡＰ ｌ～１５，共已有１５种（表１），它们之间１６ｓ ｒＲＮＡ

胞内包括巨噬细胞。Ｌｙ和Ｍｕｌｈ（１９９０）报道，单核细胞增多

的同源性达９２％～９７％。Ｉ。１。ＡＰｓ的感染可引起人类肺炎并

性李斯特菌感染卡斯脱里棘阿米巴后，可导致虫体溶解和死

升高血清学反应。近年来发现土壤中的瓦氏变形虫属和哈

亡。此菌也可以与梨形四膜虫共培养中生长．并在８—１５天

德曼变形虫属的阿米巴亦有嗜肺军团菌的感染，罐装的干燥

的孵育后导致虫体裂解，并计算出在其中分裂一代所需的时

泥土中含有阿米巴已被认为与发生在南澳大利亚省由阿米

间为１４．４小时，相比之下军团菌繁殖一代只需要７小时。
（４）环境中的一些细菌：如机会分枝杆菌包括鸟分枝杆

巴引起的肺炎有关。
（２）副衣原体胞内菌：副衣原体胞内菌是一组小的革兰
染色阳性的球菌，能自然感染阿米巴，不能在人工培养基上

菌，可以在卡斯脱里棘阿米巴中存活，并可随阿米巴的分裂
传送到下一代中去。

生长。与衣原体一样是一组严格的专性胞内菌。电镜观察证

（５）麻风杆菌：是迄今尚不能在体外培养的一种细菌，

实，在阿米巴内生长时，呈现与衣原体相同的网织体（ＲＢ）和

Ｊａｄｉｎ（１９７５年）报道，麻风分枝杆菌可以在ｃｕｌｂｅｒｔｓ０１１ｉ棘阿米

原体（ＥＢ）两个典型的生活环，迄今已报告了９种，形成了一

巴中生长，并指出ＦＬＡ可能是分枝杆菌包括麻风杆菌，在环

个新的副衣原体属。彼此之间１６ｓ ｒＲＮＡ的同源性可达

境中的传播媒介（Ｊａｄｉｎ １９８７）。

表２

新发现的副衣原体属胞内菌的来源和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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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霍乱弧菌由阿米巴传播的可能性：Ｔｈｏｍ等”“１９９２

和生长。说明在这样的水体中，Ｆ１．Ａ与弧菌有共生迹象。

年提出了进一步的证据，显示阿米巴对于维持环境中的病原

Ａｂｄ等““在实验条件下古典及埃尔托两种生物型及小川、稻

体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发现霍乱弧菌被耐格里阿米巴或棘

叶、彦岛３种血清型的霍乱弧菌，它们抗阿米巴的能力可因

阿米巴摄入后，可在其中增殖。霍乱弧菌也可存活于耐格里

所遇不同的宿主而异。对卡斯脱里耐棘阿米巴而言，埃尔托

阿米巴的包囊中．并在其脱包囊后变成滋养体时．细菌得以

稻叶血清型的霍乱弧苗抵抗力最大，在虫体内可存活和生长

复原。由于ＦＬＡ有助于维持世界某些地区的自然水体中的

超过２周，并能在滋养体和包囊中均能找到细菌。有ＦＬＡ

霍乱弧菌能常年生存，而在那里并无明显的ｆ临床霍乱患者持

和弧菌共生的迹象。古典生物型０５４株，仅能在虫体中生长

续传染的来源。因此认为阿米巴可能充当了霍乱孤菌的贮

１周，而且只能在滋养体中找到细菌。古典生物型的小川株，

存宿主（ｃ。１ｗｄｌ等１９７７；Ｂａｓｈｆｏｒｄ等１９７９）。

其抗阿米巴的能力最小，在同样条件下，在虫体中可存活时

５ ＦＬＡ原虫在保护环境中细菌的作用：当细菌在阿米

巴内适应之后，当虫体由滋养体变成囊胞时，其中的细菌可

间不能超过３天，亦不能证明有胞内生长。
６

ＦＬＡ甚至可作为生物恐怖的载体：目前已熟知土拉

得到特殊的保护。如军团菌本来可以经常从污水处理厂中

热弗伦西斯菌（Ｒ∞ｃ穑￡如ｆ“如，跏睹），是可作为生物恐怖的

检测出来，但无论是在经过第１次粗法消毒后或再经第２次

病原菌之一，它是一种高传染性，高致病性的致病菌。在人

精处理后，两者的含菌量相比，总不见其含菌浓度有所下降。

和动物中，可引起间歇性（周期性）的土拉热，在生物战致病

这一事实可能是由于污水处理厂中广泛分布的原虫，为军团

菌名单上榜上有名。

菌提供了保护有关。使用常规的消毒处理过程．难于将污染

现已有研究证明，这种胞内菌可在卡斯脱里棘阿米巴原

水系统中的军团菌杀灭掉，这可能归因于阿米巴囊胞提高了

虫中生长繁殖““，还可在其囊胞中存在。由于ＦＬＡ是无处

对高温、低温和生物杀菌剂的抵抗能力之故。感染了军团菌

不在的原虫，一旦被土拉热菌作为环境贮存宿主之后，就较

的多噬棘阿米巴的囊胞．可保护细菌免受氯或其他杀菌剂的

难清除和消灭。因此有作为生物战工具的可能。

杀伤，细菌可在再脱囊胞后复活。阿米巴囊胞不仅为细菌提

７

ＦＬＡ原虫感染细菌的机制：虽然某些细菌被原虫捕

供了免受不利环境的伤害，当通过空气的流动，将囊胞被风

食之后，可在其胞内生存下来，但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之下，相

吹起来时，还为细菌的扩散并移植到另一新的栖息地创造了

同的细菌却被消灭了。例如在温度低的时候棘阿米巴捕食

条件。

嗜肺军团菌后，可被当作食物消化掉，也可将含军团菌的吞

自然生态系统中的肠道菌被阿米巴摄人后可获得抵抗

噬胞作为废料空泡而排出体外。相反，当温度较高时，阿米

外界不利因素的能力。鼠伤寒沙门菌和宋内痢疾杆菌被卡

巴感染了同株的军团菌，它却呈现一种高度寄生／共生的状

斯脱里棘阿米巴和梨形四膜虫吞噬后而继续存活，且被保护

态。在感染２４小时后，体内充斥着许多具有活力的军团菌。

起来可免受游离氯的攻击，细菌可从经过氯处理的原虫中培

据Ｍａｕｃｈｌｉｎｅ等““报道，生长的温度可能是决定细菌毒力的

养出来，这种处理所用的药物浓度和时间，已足以使９９％的

一个重要因素。军团菌在一定的条件下连续培养，对动物的

胞外细菌杀灭。因此细菌被捕食到阿米巴内之后，为何经氯

致病力，可保持恒定的毒力。但当生长的温度由３７℃降到

处理后的供水中，肠道细菌还能持续存在的原因。从井水样

２４℃的时候，毒力却被削弱了，在动物感染实验时即没有动

品中发现的哈德曼阿米巴滋养体和囊胞中分离出的假单胞

物出现死亡。如同其他微生物一样，军团菌的毒力几乎全部

苗属和产碱苗属等异养菌，证实了ＦＬＡ在保护隐匿于环境

是由多基因产物所控制的（表３）。

中的细菌的作用。
在食品生产过程中要控制和杀灭单核细胞增多性李斯

过去有研究提示，军团菌感染蠕虫样哈德曼阿米巴时，
是通过一种非依赖微丝的机制（所以不会被松胞霉素所抑

特菌，是一个持续存在的老问题，因为在食品加工厂的潮湿

制）。相反，一种吸附胞饮作用的抑制剂甲烷，却能阻断哈德

表面上，经常可以分离到李斯特菌，这些细菌的存在突出了

曼原虫的感染。这就指出了受体介导的细胞摄粒作用对阿

清洁和消毒存在的问题。但是这些细菌能在这些环境中生

米巴的感染来说是必须的。

存，一个主要的因素可能是与黏附的生物膜有关。虽然生物

Ｆｉｅｌｄ等１１”进一步研究表明．阿米巴在感染有毒力的军

膜中的细菌通常对生物杀菌剂的抵抗力更强，但是被阿米巴

团菌时，进入（而不是附着）只是有限的一步。据Ｈ０ｄｉｎｋａ的

吞噬或被囊胞包裹的李斯特菌，无疑增加了它在经过消毒处

报道，在衣原体感染鼠纤维母细胞中．受体介导的细胞摄粒

理后仍能存活的机会。

作用，是一种防止吞噬体／溶酶体溶合的一种方式。这种摄

近来在医院的洗服室发现了嗜肺军团菌、假单胞菌和棘
阿米巴，其中ＦＬＡ的出现，对细菌的生存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为感染了军团菌之后而溶解的阿米巴，可为细菌的生长提
供营养成分。

人途径被怀疑是导演微生物进入吞噬胞而不被溶酶体溶合
的一种方法。
被军团菌感染的哈德曼阿米巴，经电镜超显微结构检
查，军团菌被摄人后，立即就可以看到单个菌体出现在内涵

霍乱弧菌的环境宿主远未完全明白，在霍乱流行的水环

体（ｅｎｄｏｓ。ｍｅ）中，Ｆ－ｅＩｄ指出，在哈德曼阿米巴中含有军团菌

境中，发现霍乱弧菌０１３９能在卡斯脱里耐棘阿米巴中存活

的内涵体，与宿丰细胞的内质网溶合．就形成一个细菌增殖

±些煎盟瘟芏蓥查！！堕望！旦塑！！堂塑！塑！：！ｉ！』垦Ｐ－！！里受ｌ，里些！！！望Ｚ！堑，型！！！№．！
的区域，在另一项检测中，ｖｅｍ细胞摄入布鲁氏胞内寄生菌

１７７

物膜的捕食者中存活和增殖，例如在阿米巴中增殖。

后，已发现它在内质网中复制，因此逃避了溶酶体酶的攻击。

细菌在水生环境中能抵抗捕食者原虫的消化，是这些细

８．生长在ＦＬＡ原虫宿主内的细菌可以发生一些表型的

菌的致病力和存活机制，预先得到了进化的结果。嗜肺军团

改变：将军团菌与棘阿米巴共同培养在军团菌的平板上之

菌的心声基因（巨噬细胞感染增强蛋白基因），能增强在原

后，可以回复到试管培养条件下出现的表型（即典型的元动

虫和人类巨噬细胞的细胞内感染。Ｍ咖基因引起相对分子

力和长丝状体）。反之，细菌在阿米巴中生长之后，军团菌的

质量（Ｍ。）２４×１０３表面蛋白的产生，蛐声的功能是促进最佳

形态可类似于巨噬细胞中生长者。例如菌体形态短小和活

状态的细胞内感染和抵抗在细胞内被杀死，从而嗜肺军团菌

动力强。这些发生于阿术巴胞内菌身上的分子组成的改变，

能有寄生在巨噬细胞内的能力，进而能引起人类疾病，这些

这对它们能具有感染人类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在

都可能是适应在阿米巴细胞内生长的结果。

细菌的存活和致病力功能中，已很好的发生了表面分子的改

Ｍ｜ｐ类似物已在其他的细胞内寄生物、胞内菌中发现，

变。的确，这是十分诱人深思的，以阿米巴原虫代替巨噬细

包括立克次体和奈瑟菌属。Ｍ岫相关的蛋白是胞内菌决定

胞或其他动物细胞株，用来研究严格的专性细胞内寄生菌的

毒力的关键蛋白，然而胞内菌的毒力肯定是多因素的，并不

毒力特性，是ｆ分有价值的。例如用阿米巴去研究衣原体、

只依靠个别表型特性的表达。

立克次体，甚至于麻风分枝杆菌。

１０展望：由于阿米巴原虫与传播人类疾病的关系，还是

自由生活阿米巴是自然水体和人工水体中组成的一部
分，很难予以控制和清除，它们对人类传染病的传播起到了

起步较晚的一门新兴学科，留给人们研究的领域还有大量空
间（表４）。

贮存宿主和传播媒介的作用。例如军团菌病，还是初被公

（１）把阿米巴原虫当作一种传代细胞，用作分离瘸原体

认。其他致病菌在阿米巴中的存在和分布．尚未引起足够的

的载体，具有价廉、操作方便等许多优点，它的独到之处还在

重视。但对阿米巴携带环境中的许多病原菌，可引起疾病的

于可用以分离一些不能人工培养的细菌，甚至发现一些新

传播，应得到高度重视。

种。还可用于培养营养要求很高而且生长缓慢的细菌，如结

９原虫、生物膜和微生物的进化：生物膜在自然界中对
微生物的存活和维持的重要性已广为熟知。生物膜在有水

核分枝杆菌，如目前尚无法体外培养的麻风杆菌，亦已有人
开始尝试。

的系统中，不仅提供微生物的生长，还为它提供对抗杀菌物

（２）用阿米巴原虫研究细菌的变异，如毒力、抵抗力和抗

质的损害。生物膜在人工的和自然的水生物系统中．是军团

药性的变异，均是很好的工具，开拓向严格的专性胞内菌进

菌的主要来源。生物膜内细菌的浓集．为捕食细菌的猎手们

展，如副衣原体、衣原体、立克次体等。

提供了最好的场所。例如原虫、噬菌体、蛭弧菌等都相对集

（３）由于阿米巴原虫具有滋养体和囊胞二种生态。有利

中于此。这生物膜和水的界面，亦吸收纤毛虫、鞭毛虫、阿米

于病原体传播的流行病学研究。目前已有人开始对只能在

巴等原生生物游牧。它们都游牧于表面寻找食物。虽然军

培养的细胞内生长的病毒挑战．且已有人在阿米巴中发现了

团菌对某些种类的阿米巴是有影响的宿主，但它对蛭弧菌属

巨病毒。

亦是敏感的（蛭弧菌是一种能吃细菌的弧菌）。
军团菌等是一种与生物膜环境相关的细菌。一些环境
中的细菌，如军团菌、李斯特菌和弧菌属，均已进化到能在生
表３

（４）由于多种水生原虫均有捕食细菌的可能，所以对于
原虫传播疾病的研究，还应扩大到阿米巴以外的原虫中去。
而且还应让更多的生物学家共同参与研究。

抗阿米巴细菌被原虫捕食到胞内后的命运

·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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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与ＦＬＡ相关的细菌

＊自由生活阿米巴的自然胞内芮；＃束发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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