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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肺炎克雷伯菌临床分离株中出现１６Ｓ
甲基化酶基因ｒｍｔＢ
黄支密

糜祖煌储秋菊

【摘要】

目的

单浩

熊春林邹玉秀夏守慧

ｒＲＮＡ

秦玲

了解临床分离肺炎克雷伯菌中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氨基糖苷类修饰酶

（ＡＭＥｓ）基因存在状况及其遗传学背景。方法在２００５年９月至２００６年４月问从住院患者中分离
２５株肺炎克雷伯菌，采用聚合酶链反应及序列分析的方法分析６种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ａｒｍＡ、
ｒｍｔＡ、ｒｍｔＢ、ｒｍｔＣ、ｒｍｔＤ和ｎｐｍＡ）、６种ＡＭＥｓ基因［ａａｃ（３）．ｉ、ａａｃ（３）一ＩＩ、ａａｃ（６’）．Ｉ、ａｏ．ｃ（６’）．Ⅱ、
ａｎｔ（３”）．Ｉ、ａｎｔ（２”）．Ｉ］、３类整合子（Ｉ、Ⅱ、Ⅲ类）遗传标记整合酶基因（ｉｎｔｌＩ、ｉｎｔｌ２、ｉｎｔｌ３）、汞离子
还原酶基因ｍｅｒＡ（为转座子Ｔｆｌ２１和Ｔｎ５０１共同的遗传标记）、ｔｎｐＡ基因（为转座子Ｔｎｌ、ｎ１２、Ｔｎ３和
Ｔｎｌ０００共同的遗传标记）。结果２５株中，有５种基因ｒｍｔＢ、ａａｃ（３）一ＩＩ、ａａｃ（６’）．ｉ、ａｎｔ（３”）．Ｉ、
ｉｎｔｌｌ阳性，阳性株数（％）分别为１５株（６０．Ｏ％）、１株（４．０％）、１２株（４８．Ｏ％）、１５株（６０．０％）、２４株
（９６．０％），其余１２种基因均阴性；６种ＡＭＥｓ基因总阳性率为８４．０％（２１／２５）。结论临床分离的肺
炎克雷伯菌中ｒｍｔＢ基因和ＡＭＥｓ基因阳性率均较高，在肺炎克雷伯菌中检出ｒｍｔＢ基因为中国大陆
地区首次报道。
ｌ关键词】肺炎克雷伯菌；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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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克雷伯菌是医院感染的常见病原菌，对包

感染治疗相当困难Ｈ．２］。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通过与

括氨基糖苷类、广谱８．内酰胺类、氟喹诺酮类在内的

细菌３０Ｓ核糖体的１６Ｓ ｒＲＮＡ亚单位结合，导致读

常用抗菌药物呈现多重耐药性日趋严重，甚至出现

码错误，干扰蛋白质合成从而阻止细菌生长ｂ１，并有

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临床分离株，导致抗菌

破坏细菌细胞膜完整性的作用，系静止期杀菌剂。
革兰阴性杆菌对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产生（交叉）耐药

作者单位：３１３０００湖州。解放军第九十八医院检验科（黄支密、

储秋菊、单浩、熊春林、邹玉秀、夏守慧）；无锡市克隆ｉ蠹传技术研究所
（麋祖煌、秦玲）

的主要机制除了菌株产生一种或多种针对抗生素的
氨基糖苷类修饰酶（ａｍｉｎｏ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 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

·９１０·

ｅｎｚｙｍｅｓ，ＡＭＥｓ）外，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又发现了另

头孢噻肟／克拉维酸为ＯＸＯＩＤ公司产品，Ｍ—Ｈ琼脂

一种新的重要耐药机制，即细菌通过编码产生一类

为ＢｉｏＭ６ｒｉｅｕｘ公司产品。

特殊的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如ＡｒｍＡＨ击１、ＲｍｔＡ…、

４．细菌处理：采用蛋白酶Ｋ消化法制备ＤＮＡ

ＲｍｔＢＥ ５，８，９］、ＲｍｔＣＥ‘０｜、ＲｍｔＤｒ…和ＮｐｍＡ［１２１而保护

扩增模板。挑纯培养菌落置入０．５ ｍｌ离心管内（内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主要作用靶位１６Ｓ ｒＲＮＡ，引

预置２００ ｎｇ／ｍｌ蛋白酶Ｋ溶液２００肛１），５６℃水浴２ ｈ，

起几乎对所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耐药，并引起高度

改９５℃水浴１０ ｍｉｎ，加入Ｃｈｅｌｅｘ一１００

关注。我国台湾地区及比利时、巴西已在肺炎克雷

（１５

伯菌中发现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ａｒｍＡｂ’１

液，一２０℃冰箱保存备用。

３｜、

０００

４０

ｔｄ，离心

ｒ／ｍｉｎ）３０ Ｓ。上清液即为基因检测的模板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与

５．耐药基因检测：均采用ＰＣＲ法归】。共检测

ＡＭＥｓ基因一样，均可由可移动遗传元件如质粒、整

１７种基因，分别为：６种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

合子介导，能水平传播。为了解临床分离的肺炎克

（ａｒｍＡ、ｒｍｔＡ、ｒ优ｔＢ、ｒｍｔＣ、ｒｍｔＤ和ｎｐｍＡ）、６种

雷伯菌中６种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ａｒｍＡ、

氨基糖苷类修饰酶（ＡＭＥｓ）基因［ａａｃ（３）．Ｉ、

ｒｍｔＡ、ｒｍｔＢ、ｒｍｔＣ、ｒ优出和ｎｐｍＡ）、ＡＭＥｓ基因和

ａａｃ（３）．ＩＩ、ａａｃ（６ ７）一上、ｎｎｆ（６ ７）一Ⅱ、ａｎｔ（３”）．Ｉ、

整合子存在状况及其遗传学背景，采用分子生物学

ａｎｔ（２”）．Ｉ］、３类整合子（Ｉ、Ⅱ、Ⅲ类）遗传标记整

技术进行了研究。

合酶基因（ｉｎｔｌｌ、ｉｎｔｌ２、ｉｎｔｌ３）、汞离子还原酶基因

ｒｍｔＢ［５］、ｒｍｔＤ［１ ４‘。１６Ｓ

ｍｅｒＡ（为转座子Ｔｎ２１和Ｔｎ５０１共同的遗传标记）、

材料与方法

ｔｎｐＡ基因（为转座子Ｔｎｌ、Ｔｎ２、Ｔｎ３和Ｔｎｌ０００共同
１．菌株来源及鉴定：２５株试验菌株均分离自解

的遗传标记）。根据ＯｅｎＢａｎｋ（ｈｔｔｐ．．／／ｗｗｗ．ｎｃｂｉ．

放军第九十八医院２００５年９月至２００６年４月住院

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中已发布的各型基因序列设计引物，

患者送检的２５份标本，分别来自痰液１５份，尿液４

引物序列及产物长度见表１及文献［９，１６］。耐药基

份，创伤伤口分泌物３份，咽拭子、静脉血、脑脊液各

因检测试剂盒、阳性对照及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均由无锡

１份。２５株菌分别来自６个病区，其中１８株分离自

市克隆遗传技术研究所提供。纯水为阴性对照。

创伤患者送检的不同种类标本：痰液８份，尿液４
份，创伤伤口分泌物３份，咽拭子、静脉血、脑脊液各
１份。采用法国ＢｉｏＭ６ｒｉｅｕｘ公司ＡＰＩ

２０

Ｅ系统鉴

定菌种。质控菌株为大肠埃希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大肠
埃希菌ＡＴＣＣ３５２１８（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传染病研究所俞云松教授惠赠）、铜绿假单胞菌
ＡＴＣＣ２７８５３、肺炎克雷伯菌ＡＴＣＣ７００６０３。
２．药敏试验：系微量肉汤法。采用ＢｉｏＭ６ｒｉｅｕｘ
公司产品ＡＴＢ。Ｇ一５药敏试验板，共测试２０种抗菌
药物，分别为阿莫西林（ＡＭＯ）、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ＡＭＣ）、哌拉西林（ＰＩＣ）、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ＴＺＰ）、替卡西林（ＴＩＣ）、替卡西林／克拉维酸

（ＴＣＣ）、头孢噻吩（Ｃ盯）、头孢西丁（ＣＸＴ）、头孢呋
肟（ＣＸＭ）、头孢噻肟（ＣＴＸ）、头孢他啶（ＣＡＺ）、头孢
吡肟（ＦＥＰ）、亚胺培南（ＩＰＭ）、美罗培南（ＭＥＲ）、阿
米卡星（ＡＭＫ）、庆大霉素（ＧＥＮ）、妥布霉素（ＴＯＢ）、
奈替米星（ＮＥＴ）、复方新诺明（ＴＳＵ）、环丙沙星
（ｔｉｐ）。根据（ＣＬＳＩ）／ＮＣＣＬｓ（２００５年版）标准规定
的临界值判定药敏结果ｎ引。
３．ＥＳＢＬｓ表型确证试验：参照文献［１５］进行。
药敏纸片头孢他啶、头孢他啶／克拉维酸、头孢噻肟、

表１

靶基因ＰＣＲ引物序列及产物长度

·９１ｌ·

６．序列测定及分析：对部分扩增阳性基因ＰＣＲ

均阴性。６种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仅ｒｍｔＢ阳

产物经纯化后用美国ＡＢＩ公司３７３０型自动ＤＮＡ

性；６种ＡＭＥｓ基因总阳性率为８４．０％（２１１２５）。图

序列分析仪进行序列测定（正反向测序），所测序列

１为部分菌株ｒｍｔＢ基因ＰＣＲ扩增产物电泳图。②

采用ＧｅｎＢａｎｋ中的ＢＬＡＳＴ程序进行同源性分析，

菌株基因检出情况：各菌株基因阳性数１～４种不

并将基因核酸序列登录于ＧｅｎＢａｎｋ。

等。７株同时４种基因阳性［ｒｍｔＢ、口口ｆ（６’）一Ｉ、

结

ａｎｔ（３”）．Ｉ、ｉｎｔｌｌ］、８株同时３种基因阳性、６株同
果

时２种基因阳性、３株１种基因阳性（ｉｎｔｌｌ）、其余１

１．药敏试验：由表２可见，本组菌株多重耐药性

株未检出任何上述基因。③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敏感

非常严重，仅对ＩＰＭ和ＭＥＲ全部敏感，对ＴＩＣ均

性与６种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检测结果相关情

耐药，对４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ＡＭＫ、ＧＥＮ、ＴＯＢ

况：１７株对４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均耐药的菌株中

和ＮＥＴ的耐药率为６８．０％－－８０．０％（表２）。

有１５株ｒｍｔＢ基因阳性，其余２株（３号、１７号菌株）
６种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均阴性。其余对

表２

２５株肺炎克雷伯菌对２０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

ＡＭＫ敏感的１０株中６种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
均阴性。４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ＡＭＫ、ＧＥＮ、ＴＯＢ、
ＮＥＴ表型与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型“符合率”
分别为９２．０％（２３１２５）、８０．０％（２０１２５）、８０．０％（２０／
２５）、８４．０％（２１１２５），以ＡＭＫ最高。④６种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与ｌ类整合子相关情况：１５株
ｒｍｔＢ基因阳性菌株中均存在Ｉ类整合子，即２４株
存在Ｉ类整合子菌株中有１５株ｒｍｔＢ基因阳性而其
余５种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均阴性。⑤４种氨
基糖苷类抗生素敏感性及１７种耐药相关基因检测
结果：见表３。

注：Ｍ：分子质量标准，由上而下分别为１０００、９００、８００、７００、

２．ＥｓＢＬＳ表型确证试验：ＥＳＢＬｓ阳性１４株、阴
性５株，其余６株不确定（经ＰＣＲ检测，此６株
Ａｍｐ Ｃ

６００、５００、４００、３００、２５０、２００、１５０、１００、５０

ｂｐ；Ｐ：阳性对照；Ｎ：阴性

对照；Ｓ：标本阳性
圈１

ｒｍｔＢ基因ＰＣＲ产物电泳图

ｐ内酰胺酶基因６肠蹦Ａ均阳性，可能产质粒

Ａｍｐ Ｃ酶）。

４。序列分析：本研究从１５株ｒｍｔＢ基因ＰＣＲ

３．基因检测：①各种基因阳性率：２５株中共计

阳性的菌株中任选５株进行测序，ｒｍｔＢ基因共测

检出５种基因ｒｍｔＢ、ａａｃ（３）。ＩＩ、ａａｃ（６ ７）．Ｉ、

得７５６个核苷酸，经ＢＬＡＳＴ（ｗｗｗ．ｎｅｂｉ．ｎｌｍ．ｎｉｈ．

ａｎｔ（３”）．工、ｉｎｔｌｌ，阳性株数（阳性率％）分别为１５

ｇｏｖ）程序同源性分析，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中ｒｍｔＢ基因序列

株（６０．０％）、１株（４．０％）、１２株（４８．０％）、１５株

（ＧｅｎＢａｎｋ注册号：ＥＵ２１３２６１）一致，确认为，．仇坦

（６０．０％）、２４株（９６．０％），而其余１２种基因ａｒｍＡ、

型，其中４号（原始编号：ＨＺｌ２５９３号）菌株ｒｍｔＢ基

ｒｍｔＡ、

ｒｍｔＣ、

ｒｍｔＤ、

ｎｐｍＡ、

口口ｆ（３）一Ｉ、

ＯＸｇＣ（６ ７）。ＩＩ、ａｎｔ（２”）一Ｉ、ｉｎｔｌ２、ｉｎｔｌ３、ｍｅｒＡ和ｔｎｐＡ

因完整ＣＤＳ全长７５６ ｂｐ已登录ＧｅｎＢａｎｋ，注册号为
ＥＵ５２９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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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３

２５株肺炎克雷伯菌对４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敏感性及１７种耐药相关基因检测结果

讨

论

ａｒｍＡ阳性、２株ｒ优蝎阳性，在４６株对ＡＭＫ的
ＭＩＣｓ在１６～６４ ｍｇ／Ｌ之间的大肠埃希菌及肺炎克

革兰阴性杆菌对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耐药的主要

雷伯菌中，ａｒｍＡ和ｒｍｔＢ均阴性［其中一家医院（ｔｈｅ

机制是通过产生ＡＭＥｓｔ怕５、细菌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ｅｎｇ Ｋｕ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的１６２４株

酶哺’９’１７１和氨基糖苷类药物作用靶位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

不重复连续分离的肺炎克雷伯菌中，ａｒｍＡ和ｒｍｔＢ

因（１６Ｓ ｒＤＮＡ）突变而致¨引，其中ＡＭＥｓ国内已有

的流行率（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分别为０．９％和０．３％］。

较多关注ｎ“１９１。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是介导高水平

２００７年比利时报道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间从临床分离的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耐药的一类酶，能使氨基糖苷类

肺炎克雷伯菌中发现ａｒｍＡ基因｜１引，最近巴西在该

抗生素的主要作用靶位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使药物

菌中发现了ｒｍｔＤ基因【１引，日本也在该菌中检出

无法结合到细菌１６Ｓ ｒＲＮＡ，导致对临床上常用的

ａｒｍＡ基因，但阳性率很低旧引。

几乎所有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除链霉素外）高水平耐

本研究所检出的ｒｍｔＢ基因于２００４年在日本黏

药。世界各地已从临床致病菌中发现６种１６Ｓ

质沙雷菌中首次发现哺】，比利时学者在大肠埃希菌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ａｒｍＡ、ｒｍｔＡ、ｒｍｔＢ、ｒｍｔＣ、

中发现了ｒｍｔＢ基因１１３］。２００７年Ｃｈｅｎ等¨７’在广州

ｒｍｔＤ、ｎｐｍＡ，分别编码ＡｒｍＡ、ＲｍｔＡ、ＲｒｎｔＢ、

对从猪直肠拭子样品分离到１５２株肠杆菌科细菌进

ＲｍｔＣ、ＲｍｔＤ和ＮｐｍＡ这６种甲基化酶Ｈ。１引。已在

行ｒｍｔＡ、ｒｍｔＢ、ａｒｍＡ和ｒｍｔＣ ４种基因检测，结果

肺炎克雷伯菌中发现数种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

有４９株（３２％）ｒｍｔＢ基因阳性，包括４８株大肠埃希

因，如２００５年我国台湾地区报道了两家医院

菌和１株阴沟肠杆菌。我们则在２００３年９月至

ａｒｍＡ、ｒｍｔｌ３基因阳性大肠埃希菌及肺炎克雷伯菌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问自临床分离的阴沟肠杆菌中发现了

造成的院内感染ｂ】，在３５株（肺炎克雷伯菌２１株、

ｒｍｔＢ基因，阳性率为１２．５％（５１４０）旧１。
迄今为止，我国大陆地区有关肺炎克雷伯菌

大肠埃希菌１４株）对ＡＭＫ高水平耐药（琼脂稀释
法，ＭＩＣｓ＞２５６ ｍｇ／Ｌ）菌中，肺炎克雷伯菌有１６株

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流行分布情况尚未见公开

ａｒｍＡ阳性、５株ｒｍｔＢ阳性，大肠埃希菌有１２株

报道。本研究对临床分离的一组时间跨度达８个

·９１３·

月、共２５株肺炎克雷伯菌进行６种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

（ｉｎｔｌｌ、ｉｎｔｌ２、ｉｎｔｌ３）及２种转座子遗传标记

化酶基因检测，发现仅１种基因ｒｍｔＢ阳性，但阳性

（ｍｅｒＡ、ｔｎｐＡ）分析表明，ｉｎｔｌｌ基因阳性率极高

率高达６０．０％（１５／２５），并且此１５株均对４种氨基

（９６．０％）而ｉｎｔｌ２、ｉｎｔｌ３、ｍｅｒＡ和ｔｎｐＡ基因均阴性，

糖苷类抗生素耐药，而未检出已在其他国家、地区发

提示本组菌株普遍存在Ｉ类整合子，但不含Ⅱ类及

现的基因ａｒｍＡｂ’１３’２们和ｒｍｔＤ…１，也未检出另外３

Ⅲ类整合子、６种转座子（Ｔｎ２１、Ｔｎ５０１、Ｔｎｌ、Ｔｎ２、

种基因ｒｍｔＡ、ｒｍｔＣ和ｎｐｍＡ，值得注意。

Ｔｎ３和Ｔｎｌ０００）。据此推断本组菌株携带的ｒｍｔＢ

有关肺炎克雷伯菌ＡＭＥｓ基因研究报道较多，
国内已发现了多种基因如ａａｃ（３）一ＩＩ、ａａｃ（６ ７）．Ｉ

ｂ、

基因和３种ＡＭＥｓ基因可能位于Ｉ类整合子上，有
待于证实。

ａｎｔ（３”）一Ｉ，与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耐药关系较密

近年来，大量文献报道细菌中的整合子心３’２引和

切¨引。编码ＡＭＥｓ的基因已有３０余种，但在肠杆

转座子幢钆２ ８’２刚可携带各种耐药基因、介导多重耐药。

菌科中较为常见的为本研究中所检测的６种。１种

整合子本身并不能移动，但是，它们常作为转座子的

ＡＭＥｓ可导致１至数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活性下降

一部分在转座子中出现，或与插入序列相连。整合

或使其失活，此即为交叉耐药性。如ＡＡＣ（３）一Ⅱ可

子能插在染色体上，也可借助可移动性质粒在同种

使耐药菌对ＧＥＮ、ＴＯＢ、ＮＥＴ、地贝卡星、卡那霉素

细菌、不同种细菌间播散。这样，潜在移动的质粒就

耐药，ＡＡＣ（６’）．Ｉ可使耐药菌对卡那霉素、卡那霉

为耐药基因盒的转移和传播提供方法和途径。整合

素Ｂ、新霉素耐药；ＡＮＴ（３”）一Ｉ可使耐药菌对链霉

子存在方式和传播方式的灵活性为细菌耐药性，甚

素、大观霉素耐药旧１，２

至是多重耐药性传播加速提供了便利条件。

２｜。

本研究结果表明，本组肺炎克雷伯菌中至少存

鉴于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ＡＭＥｓ基因绝

在３种ＡＭＥｓ基因，且ａａｃ（６’）一工、ａｎｔ（３”）一Ｉ阳性

大多数位于整合子、质粒瞳叫等可移动遗传元件上，

率较高，但也不排除存在其他基因如ａｐｈ（３’）．

因此我们同时对本组菌株检测３类整合子（Ｉ、Ⅱ、

Ⅵ旧’２２１之可能。由ＡＭＥｓ底物特异性（抗性谱）得

Ⅲ类）遗传标记整合酶基因及２种转座子遗传标记

知，ＡＡＣ（６’）一Ｉ、ＡＮＴ（３”）一Ｉ的主要作用底物不是

基因，以期了解它们在遗传学背景方面是否存在某

本研究中受试的４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砼１｜。由表３

些关联。本研究结果进一步提示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

得知，在６种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均阴性的１０

酶基因（ｒｍｔＢ）和ＡＭＥｓ基因阳性与菌株携带ｌ类

株中，对４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全部耐药、２种耐

整合子关系密切，这一点非常有利于此类基因的水

药、１种耐药、均敏感的分别有２株、２株、４株、２株，

平传播。因此控制携带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菌

此１０株中有８株对ＡＭＫ敏感。本组菌株对４种

株扩散实属必要，对其加强耐药相关基因分子流行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耐药率以ＡＭＫ最低为６８．０％

病学研究也具有实际意义。

（１７１２５），耐药表型与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型

本组菌株仅检出１种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

“符合率”以ＡＭＫ最高为９２．０％（２３／２５），结合

ｒｍｔＢ，并经随机抽样５株测序得以证实，阳性率也

ＡＭＥｓ基因检测结果提示本组菌株携带１６Ｓ

ｒＲＮＡ

较高，但未检出已在其他国家、地区发现的基因

甲基化酶基因（ｒｍｔＢ）应该是对４种氨基糖苷类抗

ａｒｍＡ【５’１３０们和ｒｍｔＤｆｌ ４｜，表明国家、地区间临床分离

生素（尤其是对ＡＭＫ）耐药重要原因。

的肺炎克雷伯菌中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流行情

近年来在对细菌耐药机制的探讨过程中，整合

况（如基因型别、阳性率等）不尽相同。本研究在肺

子（ｉｎｔｅｇｒｏｎ）系统对细菌的耐药调控机制备受关

炎克雷伯菌临床分离株中发现ｒｍｔＢ基因为我国大

注【２３’２４｜，已发现的整合子有６类。在这一耐药机制

陆地区首次报道。

中，Ｉ类整合子最常见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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