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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杆菌的传播和分子特征
魏星

沈定霞

闫中强

目的

【摘要】

罗燕萍

曹敬荣

分析多个患者多种标本中分离的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杆菌的传播及分子特征。

方法用ｗＨＯＮＥＴ ５．４软件分析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杆菌菌株的一般情况，结合患者病历复习，了
解所分离菌株的传播和致病作用；利用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分析基因型，采用多重ＰＣＲ检测碳青
霉烯酶基因，确定菌株的分子流行特征以及相互之间的亲缘关系。结果

从１３例患者的２种或２种

以上来源的标本中共获得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杆菌２９株。ＰＦＧＥ分型显示共有两种不同基因型，其
中Ａ型２２株，来自１１名患者；Ｂ型７株，来自４名患者。ＰＣＲ扩增结果显示，除１株菌外，所有菌株
均含有碳青霉烯酶基因０ｘＡ一２３；除３株菌外，均含有Ｉ类整合子基因。结论

所检测的耐碳青霉烯

的鲍曼不动杆菌有２个基因型，以Ａ型为主。绝大多数鲍曼不动杆菌含０ｘＡ一２３型碳青霉烯酶基因
和Ｉ类整合子基因。该菌很容易通过患者自身传播及相互传播，引起医院内耐药菌感染流行。
【关键词】鲍曼不动杆菌；碳青霉烯类；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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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Ａｃｉ行ｅ￡ｏ沈ｃ抬ｒ沈“仇鲫咒ｉｉ）是一

不动杆菌数量也在明显增加。由于碳青霉烯类抗生

种非发酵糖的革兰阴性杆菌，广泛分布于医院内环

素是目前治疗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最理想的抗生素，

境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显示¨矗１，鲍曼不动

一旦出现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杆菌大范围流行，将

杆菌已成为医院内感染的重要病原菌，特别是在免

给患者和医院带来严重的后果。为了分析从同一患

疫力低下的患者中，可以引起严重的感染，如导管相

者不同类型标本中分离鲍曼不动杆菌的传播和分子

关性败血症、肺炎、泌尿系统感染、脑膜炎等。随着

流行特征，旨在了解鲍曼不动杆菌在患者自身体内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广泛使用，耐碳青霉烯的鲍曼

传播和患者间传播特点，进行了如下研究。
材料与方法

基金项目：军队“十一五”课题资助项目（０６ＭＡ２９４）
作者单位：ｌ００８５３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微生物科

１．材料：

通讯作者：沈定霞，Ｅｍａｉｌ：ｓｈｅｎｄｘ３０１＠ｙａｈ∞ｃｏｍ

（１）菌株来源：从解放军总医院微生物科药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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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中选择出多个患者不同标本来源的耐碳青霉烯

条带的为同一基因型的不同亚型，相差３条带为不

的鲍曼不动杆菌共２９株（来自５个不同病区的１３

同基因型。选择不同的字母如Ａ、Ｂ、Ｃ等作为分型

名患者）。所有菌株均使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的

序号，下角用１、２、３表示不同亚型。

ＶＥＴＥＫ一Ⅱ仪器进行过鉴定。

（３）ＤＮＡ模板的提取：采用煮沸法制备ＤＮＡ模

（２）抗生素：所使用的抗生素纸片包括头孢他啶

板。将在ＭＨ平板上培养过夜的细菌菌落悬浮于

（ＣＡＺ）、头孢噻肟（ＣＴＸ）、头孢吡肟（ＦＥＰ）、美洛培

２

南（ＭＥＭ）、亚胺培南（ＩＰＭ）、左氧氟沙星（ＬＶＸ）、环

１３ ０００

．丙沙星（ＣＩＰ）、阿米卡星（ＡＭＫ）、多粘菌素Ｂ（ＰＢ），
均购自ＯｘＩＤＯ公司。

ｍ１的０．８５％ＮａＣｌ中，使成５个麦氏单位，
ｇ离心２ ｍｉｎ，沉淀重悬于２００弘ｌ的无菌双蒸

馏水，并置Ｋ１０ＣＤ干式恒温器煮１０ ｍｉｎ后，
１３

０００譬离心１０ ｍｉｎ，取上清液保存于一２０℃备用。

（３）试剂和仪器：ＰＣＲ引物（上海生工生物工程

（４）多重ＰＣＲ检测ｏＸＡ酶基因（６如ｏＸＡ．：，“¨

服务有限公司合成）；Ｔａｑ酶、１０×ｂｕｆｆｅｒ、ｄＮＴＰｓ和

６舷ｏＸＡ“Ａｋｅ＇６如ｏｍ５１－Ｉ。ｋｅ，６肠ｏＸＡ－５８－ｕｋ。）和整合子基因

ＭｇＣｌ：（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ｓ公司产品）；蛋白酶Ｋ、Ａｐａ工内切

（Ｉｎｔ一１，Ｉｎｔ一２）：参照文献［４，５］设计引物，序列见表

酶（Ｎｅｗ Ｅｎｇｌａｎｄ公司产品）、ＳｅａＫｅｍ Ｇｏｌｄ胶、Ｂｉｏ—

１。ＰＣＲ反应体系：反应体积为２５“ｌ，其中１０×

Ｒａｄ

Ｍｅｇａｂａｓｅ胶（北京元业伯乐公司提供）。ＤＹＹ一

１０Ｃ型电泳仪（北京六一仪器厂产品）、脉冲场电泳
仪ＣＨＥＦ—ＭＡＰＰＥＲ ｘＡ型（＆ｏ—Ｒａｄ公司产品）、
ＰＥ４８０型ＰＣＲ仪（ＰＥ公司产品）、Ｔａｎｏｎ

ＧＩＳ一

１０００１３成像系统、Ｋ１０ＣＤ干式恒温器（杭州蓝焰科
技公司提供）。

ｂｕｆｆｅｒ
０．２

２．５肚１，

ＭｇＣｌ２

１．５

ｍ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ｓ

ｍｍｏＩ／Ｌ，Ｔａｑ酶ｌ Ｕ，引物浓度０．８肛ｍ０１／Ｌ，２

ｐｌ

ＤＮＡ模板。ＰＣＲ反应条件：９４℃预变性４ ｍｉｎ；９４℃
变性３０ ｓ、５４℃退火４０ ｓ、７２℃延伸５０ ｓ（３５个循环）；
７２℃延伸６ ｍｉｎ；４℃保存。ＰＣＲ产物在２．０％含ＥＢ
的琼脂糖凝胶中进行电泳后，紫外灯下显影、照相。

２．方法：

３．药物敏感试验：按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

（１）临床资料：详细查阅１３名患者的病历资料，
分析他们的原发疾病、诊疗经过、病程记录、疾病转
归和各种检查结果，尤其是细菌培养的结果和使用
抗生素治疗的过程记录。

会（ＣＬＳＩ）推荐的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将ＣＡＺ
等９种抗生素贴于涂满待检细菌的ＭＨ琼脂平板
上，３５℃培养过夜后，观察并记录抑菌环的直径，根
据ＣＬｓＩ ２００７年的标准判断细菌对抗生素的敏感

（２）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取Ｍ—Ｈ培养基上

情况。

生长２０ ｈ以上的单个菌落，加入细胞悬浮缓冲液
（１００ ｍ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１００

ｍｍ０１／Ｌ ＥＤＴＡ，ｐＨ值８．０）

结

果

中，配制成浓度为３．５～４．５个麦氏单位的菌悬液。
将菌悬液和１％ＳＤＳ：ＴＥ一１％ＳｅａＫｅｍ Ｇｏｌｄ胶溶液等
体积混合，做成含细菌ＤＮＡ的模具胶块。将模具
胶块放在含１００肚ｇ／ｍｌ蛋白酶Ｋ的细胞裂解缓冲液

１．临床资料：选取的２９株耐碳青酶烯鲍曼不动
杆菌分离自１３例患者，其标本来源及分离时间见表
２。其中，分离自外科重症监护室（ＳＩＣＵ）１２株，消

ｍｍｏＩ／Ｌ ＥＤＴＡ，１％十二烷基

化科６株，老年心血管病研究所（心研所）病区４株，

肌氨酸钠，ｐＨ值８．０）５５℃水浴振荡２—４ ｈ，使细菌

急诊科４株，心内科３株。３号患者分离的鲍曼不

裂解，释放ＤＮＡ。弃去裂解液后先用超纯水洗２

动杆菌来自５种不同标本，其余１２例分离的鲍曼不

次，再用ＴＥ液（１０ ｍｍｏｌ／Ｌ

动杆菌都来自２种不同的标本，其中源于静脉血８

（５０ ｍ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５０

Ｔｒｉｓ，ｌ

ｍｍｏｌ／Ｌ

ＥＤＴＡ，

ｐＨ值８．０）洗３次，然后放入４℃ＴＥ液中存贮或进

株，痰７株，腹水４株，尿３株，导管２株，胆汁２株，

行酶切。用含３０ Ｕ的２００肛ｌ Ａｐａ工内切酶溶液在

穿刺液２株，气管吸出物１株。有６例患者因各种

２５℃条件下对ＤＮＡ进行酶切２ ｈ左右。电泳使用

原因已经在住院期问死亡，３例正在接受治疗，４侧

ＣＨＥＦ—ＭＡＰＰＥＲ ＸＡ型电泳仪，电泳缓冲液为Ｏ．５×

已经治愈或好转出院。

ＴＢＥ，电泳条件为１４℃，６ Ｖ／ｃｍ，线性变化５—２０

ｓ，

２．ＰＦＧＥ分型：２９株菌分为２种ＰＦＧＥ基因型，

ＧＩＳ—

分别为Ａ和Ｂ型，其中Ａ】型３株，Ａ：型１９株，Ｂ，

ｌ０００１３数码凝胶图像处理系统观察结果并拍照保

型３株，Ｂ，型２株，Ｂ型２株。电泳结果见图１，各

存ｂ。。条带完全相同者为相同基因型，相差１～２个

株菌的基因型分类见表２。

电泳２１ ｈ。溴化乙锭（ＥＢ）染色，通过Ｔａｎｏｎ

！堡煎堡疸堂盘查！！！！生！旦箜！！堂筮！塑堡堕！』坠ｉ！！翌！！！！丛！坚堕！！！！！∑！！：！！！整！：ｉ
表１

多重ＰｃＲ的引物序列

·２７９·

第二，多数患者体内细菌培养发
现有多种病原菌，如白念珠菌、大肠埃
希菌、铜绿假单胞菌和金黄色葡萄球
菌等，治疗时常常需要使用大剂量的
广谱抗生素，这又可使耐药鲍曼不动
杆菌成为优势菌，并导致严重的感染
发生。例如从８名患者的静脉血中分
离出耐碳青霉烯的鲍曼不动杆菌，说
明这些患者都存在全身感染（败血
症）；而从他们不同部位的标本中都曾
分离出多种细菌，虽然这些患者接受
过多种抗生素治疗，但有６例死亡，１

３．ＰＣＲ检测：有３株菌Ｉ类整合子（Ｉｎｔ一１）基

例治愈出院，１例目前仍在住院治疗。表明多耐药

因阴性（１—１、１—２、３—４号），１株菌ｏＸＡ一２３基因阴性

鲍曼不动杆菌一旦成为优势菌，会给患者的治疗和

（１０—２号），其余均为ＯｘＡ一５１、ＯＸＡ一２３和Ｉｎｔ一１基因

预后带来诸多困难。

阳性。

第三，本研究中最早出现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

４．药敏试验：除３—５号和１０—２号对ＩＰＭ敏感

杆菌的标本以痰居多（６例），表明耐药菌主要通过

外，所有２９株菌对ＣＡＺ、ＣＴＸ、ＦＥＰ、ＬＶＸ、ＡＭＫ、

呼吸道传播，而这６名患者（２、４、７、１０、１ｌ、１２号）的

ＣＩＰ、ＭＥＭ全部耐药。ＰＢ纸片有一定大小的抑菌

肺部影像资料也显示，均存在肺部炎症，病菌很可能

环，但目前ＣＬＳＩ没有其相应的判读标准。

从肺部血管或者通过气管插管这样的侵人性操作进

讨

入机体内其他部位如血液等，引起自身感染。如２、

论

４、７号患者在痰中分离出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后，很
经过对临床资料的调查分析发现：第一，分离的

快也从静脉血中分离出相同基因型的耐药菌，而

耐药菌多来自ＳＩＣＵ、消化科、心研所等科室，说明

１０、１１和１２号患者随后则在尿液标本中分离出相

这些科室应该对多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进行重点监

同基因型的耐药菌。１、５、６、８、９号患者先从静脉

测。这些科室的共同情况是患者较多，入院时病情

血、腹水和穿刺液等无菌部位分离到了耐药鲍曼不

严重，而住院周期较短，医务人员工作压力大，很容

动杆菌，然后也从不同部位的标本中分离出相同基

易出现对人员、器械和环境的消毒措施不到位、不彻

因型的耐药菌，说明耐药菌通过血液传播或医疗操

底的情况，加上抗生素选择的压力，使得多耐药鲍曼

作扩散，造成患者自身不同部位甚至多个部位的

不动杆菌在上述科室内存在。

感染。

图１

２９株鲍曼不动杆菌ＰＦＧＥ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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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９株鲍曼不动杆菌的临床资料

第四，从３号和１３号患者分离的耐药菌具有２

缘关系。至于其差异是由于突变还是其他原因所

个基因型，病历显示他们曾转入ＳＩＣｕ病区治疗。

致，尚有待证实。为证实感染源是否来自其他医院，

转科前可能已经感染原科室内存在的细菌，进入

将协和医院流行的Ｐ克隆株进行对比，两者电泳条

ＳＩＣＵ后，又感染上由其他科室病例带人ＳＩＣＵ的不

带差距多于７条，证明其相互之间无亲缘关系。

同基因型别的细菌。如果消毒隔离不彻底，他们又

整合子及ＯｘＡ类碳青霉烯酶在鲍曼不动杆菌

可将这些耐药菌传给后来的患者。转科频繁是此次

的多重耐药机制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ｏ ７’８Ｉ。编码

调查的１３名患者临床病历的一个共同特点，除２名

ｏｘＡ类碳青霉烯酶的６肠ｏｍ瑚ｋｅ，６肠ＯＸＡ＿２。雀ｋｅ，

急诊科患者外，其余１１名都有２次以上转科治疗的

６比ｏＸＡ瑚“。。基因是获得性的，而６肠ｏｎ，１＇ｌｉｋｅ基因存在

经历，且有７名患者曾在ＳＩＣＵ内进行治疗。这样

于大多数的鲍曼不动杆菌中，属于鲍曼不动杆菌的

频繁转科，很容易引起不同病例间耐药菌的传播。

固有基因旧。。本研究的２９株鲍曼不动杆菌都携带

本研究发现Ａ基因型的耐药菌占绝大多数（７６％），

有６如ｏ。躺¨。。。基因，２８株鲍曼不动杆菌携带有

说明ＰＦＧＥ基因型Ａ是此次分离的耐碳青霉烯鲍

６如ｏｎ：。“ｋ基因，与国内学者报道的耐碳青霉烯类的

曼不动杆菌的主导基因型。

鲍曼不动杆菌以产ｏＸＡ一２３型碳青霉烯酶为主相一

根据Ｔｅｎｏｖｅｒ等‘６１推荐的判读标准：相差７条

致。９。１１｜。整合子可以作为多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流行

带以上可认为相互之间无亲缘关系。本研究中２９

菌株的一种标记物，可为多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流

株鲍曼不动杆菌虽然具有两种不同的基因型，但Ｂ

行病学调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本文２６株耐药菌

型与Ａ型的电泳条带差异未超过７条。因此具有Ｂ

检测出含有Ｉ类整合酶基因，未发现Ⅱ类整合酶基

型与Ａ型基因的耐药菌株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亲

因，说明多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整合子以工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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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文献报道’５’７Ｉ，在不动杆菌中发现有Ⅱ类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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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但比较稀少。
本文２９株耐碳青霉烯鲍曼不动杆菌的药敏试验
结果显示，对多种抗生素同时耐药，目前尚缺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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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控制·
桂林市家禽饲养者Ｈ５Ｎ１型禽流感抗体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陈森洲

李国坚

戴支凯

冯梅

徐亚娟

王险峰

目前认为，多种家禽和野禽都可成为禽流感的传染源，

处的农村¨；。我们分别对桂林市禽类饲养入员及服务行业

而人类作为传染源的证据尚少有确切报道…。人能否成为

人员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人群Ｈ５Ｎ１的ＩｇＧ总阳性率为

禽流感传染源的可能还有待证实心ｊ，为此我们进行了本次

１１．５１％，其中家禽类饲养者血清ＩｇＧ阳性率为１．７８％，服务

调查。

行业人员为１８．０９％，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对象与方法：调查对象为从事服务业的人群（如零售

（表１）。结果提示，人群的隐性感染对禽类发生流感可能会

服务员、餐厅服务员及旅馆服务员等）８３人及桂林市某饲养

起一定的作用，加强对人类流感的防治，特别是禽类接触人

场从事家禽（鸡和鸭）饲养２年以上的人员５６人。抽取禽类

员等高危人群流感的预防，也是禽类流感预防的重要环节

饲养人员静脉血，离心取血清置冰箱待测。同时取服务行业

之一。

中人群的静脉血，离心取血清。Ｈ５Ｎ１型流感病毒抗体检测

表１

桂林市家禽饲养者与服务行业人员血清

试剂盒由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Ｈ５Ｎ１抗体阳性率比较

２００７０４０２），在有效期内使用。主要检测仪器为Ｅｌｘ８００酶标
比色计及Ｅｌｘ５０酶标洗板机（均为ＢＩｏ—ＴＥＫ公司产品）。酶
联免疫法按试剂盒使用说明书操作。采用ＰＥＭＳ ３．１统计软
件进行Ｙ２检验。
２．结果与分析：一般来说，家禽不是禽流感的初级宿主，
目前认为禽流感在家禽和野禽之间传播的途径有两条：一是
参

候鸟、野生水禽的迁徙，如初秋季节迁徙来的鸟群会将流感
病毒引人了家禽群中；二是人为生物安全因素∞。。湖北省高
致病性禽流感发生的疫情有一个特点，就是疫点在人畜禽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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