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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来源产超广谱１３一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携带
整合子基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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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分析鸡肠道内共生的产超广谱ｐ．内酰胺酶（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整合子携带状况

以及其与多重耐药性的关系。方法从甘肃、湖北、北京、四川地区养殖场鸡粪便标本中分离的大肠
埃希菌，肉汤稀释法检测菌株的耐药性，ＷＨＯＮＥＴ软件进行耐药性分析；筛选出的ＥＳＢＬｓ菌株进行
整合子的ＰＣＲ检测和基因测序。结果通过药敏试验从鸡粪中分离的２２４株大肠埃希菌中共检出
产ＥＳＢＬｓ的菌株５４株，分离率为２４．１％。产ＥＳＢＬｓ的菌株中Ｉ类整合子的携带率为６３．０％，Ｉ类整
合子可变区发现的耐药基因有ａａｄＡｌ、ａａｄＡ２、ａａｄＡ５、ａａｄＡ２２，ｄｆｒＡｌ２、ｄｆｒＡｌ７、ｄｆｒＩ，ａａｒ－３，分别介
导氨基糖苷类、磺胺类抗生素以及利福平的耐药性。ａａｄＡ２２是在国内菌株中首次报道。Ⅱ类整合子
携带率为５．６％，携带的耐药基因包括ｓａｔ、ｅｒｅＡ、ａｏｄＡｌ。ｉｌｌ类整合子酶阳性的有３株菌，但其町变区
未检出任何耐药基因。结论

Ｉ类整合子主要介导氨基精苷类抗生素和甲氧嘧啶的耐药性，在大肠

埃希菌ＥＳＢＬｓ菌株的多重耐药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加强养殖动物大肠埃希菌耐药性以及整合子携
带状况的监测，对防止耐药菌株的广泛传播，改善临床抗牛素的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耐药性；超广谱ｐ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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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畜牧养殖业中广泛使用抗生素，使动物肠

通过污染环境而在人群间传播，或将其耐药基因传

道正常寄殖的大肠埃希菌产生耐药性。携带有各种

递给人体内源菌群。在美国，７０％的抗生素用于农

耐药基因的大肠埃希菌可能是重要的潜在传染源，

业，养殖动物被认为是耐药性菌株出现的重要储存
宿主和场所ｕ。ｊ。近些年，超广谱ｐ内酰胺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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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ＢＬｓ）的肠杆菌科细菌，特别是大肠埃希菌，分离
率明显增多，已引起国内外研究人员的普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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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ＢＬｓ的广泛传播与环境中抗生素选择性压力、质

０．４

粒或基因的水平传播有关Ｈ１。－整合子可以捕获、整

酶，０．１ ｍ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５皿１０×ＰＣＲ缓冲液，

合和表达耐药性基因盒编码的耐药基因，与转座子、

２

质粒一起水平传播耐药基因，并使多种耐药基因结

９４℃预变性５ ｍｉｎ；９４＂Ｃ变性１ ｍｉｎ，Ｉ类整合酶５５℃退

合在一起，通常编码对氨基糖苷类、８．内酰胺类、氯

火１ ｍｉｎ，ＩＩ、ＨＩ、Ⅳ类整合酶５０℃退火１ ｍｉｎ；７２＂Ｃ延伸

霉素和甲氧嘧啶的耐药，导致细菌的多重耐药性。

１

Ｐｍｄ／ｖＪ整合酶正反向引物，１．５

Ｕ 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

ｍｍｏｔ／Ｌ㈣（宝生物公司）。ＰＣＲ反应条件为：
ｍｉｎ，共３０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７ ｒａｉｎ。

目前研究较多的整合子分为四类，即Ｉ、Ⅱ、Ⅲ、Ⅳ类

整合酶基因检测用引物‘２１

表１

整合子旧’５１，Ｉ类整合子的存在增加了产ＥＳＢＬｓ菌
在临床菌株中水平散播的危险，是造成多重耐药株
在院内暴发流行的重要原因怕ｏ。本研究采用ＰＣＲ
方法检测整合子在鸡标本分离的产ＥＳＢＬｓ菌株中
的分布情况，并研究这些整合子中的耐药基因对该
类菌株多重耐药性的决定作用。
材料与方法
１．菌株来源：在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４月期
间，从甘肃省、湖北省、四川省和北京市每地２个共
８个养殖场新鲜鸡粪便样本中分离大肠埃希菌２２４
株，各地采样量分别为甘肃酒泉地区１１８份、湖北地
区５０份、四川新都地区４２份和北京地区７０份，合

（２）可变区检测：通过Ｉ、Ⅱ、Ⅲ类整合子的可变
区检测用引物分别对不同整合子的可变区进行扩增
（引物序列见表２）。ＰＣＲ反应体系为５０脚，含２脚
ＤＮＡ模板（约１００ ｎｇ），各０．４ ｐｍｏｌ／／Ａ整合子正反向
引物，１．５ Ｕ

计２８０份，大肠埃希菌分离率为８０．０％，分离菌株
５肛ｌ

数分别为９８、２９、３４、６３株，所有菌株采用ＡＰｌ２０Ｅ
软件进行确认。
２．材料：药敏板购白天津金章生物科技公司。
所用引物均由上海英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合成。ＰＣＲ试剂购自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
司。ＰＣＲ扩增仪采用Ｂｉｏ－ｒａｄ公司生产的ＩＣｙｃｌｅｒ。Ｍ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ＹＣＬＥＲ，凝胶成像系统采用Ｂｉｏ．ｒａｄ

公司生产的Ｇｅｌ／ｃｈｅｍｉ

ｄｏｅ。

３．药敏试验：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药敏结果
判断、产ＥＳＢＬｓ菌株的确证参照ＣＬＳＩ（２００７）标

Ｔａｑ

ＤＮＡ聚合酶，０．１ ｍ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

１０×ＰＣＲ缓冲液，２ ｍｍｏｌ／Ｌ ＭｇＣｌ２（宝生物公

司）。ＰＣＲ反应程序为：９４℃预变性５ ｍｉｎ；９４℃变
性１ ｒａｉｎ，Ｉ、Ｕ、Ⅲ类整合子５５℃退火１ ｍｉｎ；７２℃延
伸２ ｍｉｎ，共３０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７ ｒａｉｎ。
表２

Ｉ、Ⅱ、Ⅲ类整合子可变区检测用引物

引物
Ｉｎｔｅｇｒｏｎ

引物序列
ｌ（Ｌ）

ＧＧＣＡＴＣＣＡＡＧＣＡＧＣＡＡＧ
Ｊ

ＡＡＧＣＡＧＡＣＴＴＧＡＣＣＴＧＡ

Ｉｎｔｅｇｒｏｎ

１（Ｒ）Ｌ８

Ｉｎｔｅｇｒｏｎ

２（Ｉ。）

Ｉｎｔｅｇｒｏｎ

２（Ｒ）【９

Ｉｎｔｅｇｒｏｎ

３（Ｌ）ＣＴＴＧＣ可ＴＣＴＣＧＧＴＧＧＣＧＡＧＡＧ

Ｉｎｔｅｇｒｏｎ

３（Ｒ）【１０】

ＧＡＣｘ３Ｇ（：ＡＴＧＣＡＣＧＡｌｖｒｒＧＴＡ
Ｊ

ＧＡＴＧＣＣＪ盯ＣＧＣＡＡＧＴＡＣＧＡＧ
ＧＣＡＡＡＣＣＡＣＡＡＡＡＧＣＧＣＡＡＣＴＧＧ

准＂］。头孢噻呋的判定标准参考头孢噻肟标准。检
测的抗生素种类包括环丙沙星、萘啶酸、复方新诺

（３）整合子可变区ＰＣＲ产物检测：用１．５％琼脂

明、氯霉素、四环素、庆大霉素、卡那霉素、亚胺培南。

糖凝胶电泳检测，ＥＢ溶液染色，采用Ｇｅｌ／ｃｈｅｍｉ ｄｏｅ

采用大肠埃希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ＡＴＣＣ３５２１８作为质

凝胶成像系统记录实验结果。所有的ＰＣＲ产物均

控菌株。

由华大基因生物技术公司测序，测序结果采用

４．ＤＮＡ模板的制备：取已分纯的菌落２～３个，
加入１００ ｔｄ无菌超纯水，制备浓菌液，１００℃煮沸
１０ ｍｉｎ，１０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１ ｍｉｎ取上清备用。

５．整合子检测：
（１）整合酶基因的检测：Ｉ、Ⅱ、Ⅲ、Ⅳ类整合子的整

Ｓｅｑｕｅｎｃｈｅｒ

４．１．４软件进行分析，并与ＧｅｎＢａｎｋ数

据库（ｗｗｗ．ｎｃｂｉ．ｎｌｍ．ｎｉｈ．ｇｏｖ）中已有的序列进行
对比，进一步阐明各基因盒的功能。
结

果

合酶基因（ｉｎｔｌ）检测用引物及产物大小见表１。ＰＣＲ

通过药敏试验结果分析，从２２４株大肠埃希菌

反应体系为５０出，含２出ＤＮＡ模板（约１００ ｎｇ），各

中共检出产ＥＳＢＬｓ的菌株５４株（２４．１％）。所有的

·１０２２·

产ＥＳＢＬｓ株均为多重耐药株，Ｂ．内酰胺类以外的抗

件致病菌，食源性动物是携带耐药基因菌株的储存

生素的耐药率：复方新诺明（８９％）、氯霉素（６１％）、

宿主，给临床抗生素的治疗带来潜在危害¨¨。整合

卡那霉素（９８％）、庆大霉素（７４％）、四环素（９８％）、

子在肠杆菌科细菌中分布广泛，包含编码多种抗生

萘啶酸（９４％）和环丙沙星（８１％），亚胺培南未发现

素耐药的基因盒，参与了大肠埃希菌多重耐药性的

耐药菌株。

产生和耐药基因的传播，在没有抗生素选择压力的

表３显示，在５４株产ＥＳＢＬｓ菌株中，４３株

情况下仍可导致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克隆株的流

（７９．６％）Ｉ类整合子酶阳性，３４株（６３．Ｏ％）Ｉ类整

行【ｌＪ’５１。文献报道ｌ、Ⅱ类整合子在养殖动物分离

合子可变区扩增阳性。对ｌ类整合子可变区进行序

的大肠埃希菌中较多见心Ｊ１’１２］。

列测定后发现：１２株含有ｄｆｒＡｌ７、ａａｄＡ５基因，１３

我们从鸡粪分离的２２４株大肠埃希菌中共检出

株含有ｄｆｒＡｌ２、ｏｒｆＦ、ａａｄＡ２基因，４株含有ｄｆｒＩ、

产ＥＳＢＬｓ菌株５４株，分离率为２４．１％。这５４株菌

ａａｄＡｌ基因，分离自北京地区的１株含有ａａ？＇－３基

均为多重耐药株，除对亚胺培南未见耐药株外，对其

因，还有１株菌携带ａａｄＡ２２基因分离自甘肃省，来

他临床和养殖业中应用时间较长的常用抗生素（四

自四川省１株菌所携带的基因未见报道，作用不明

环素类、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磺胺类、氯霉素）的

确，其进一步研究正在进行中，有２株菌携带空的整

耐药率都很高，由于使用Ｂ一内酰胺类抗生素对上述

合子可变区。湖北地区分离株未检出整合子，其他

菌株感染的治疗易引起失败，因而亚胺培南成了该

三地区菌株中几类整合子的检出情况有所不同，甘

类菌株所致临床重症感染的首选药物。

肃分离株未发现ａａｄＡ５、ｄｆｒＡｌ７两个基因盒。北

本研究中产ＥＳＢＬｓ菌株ｌ类整合子的携带率

京、四川两地检出的Ｉ类整合子类型最多。ｄｆｒ基

为６３．０％，与其他报道临床分离株的携带率接

因导致甲氧嘧啶的耐药性，ａａｄＡ基因多导致链霉

近№Ｊ引。Ｉ类整合子可变区发现的耐药基因有

素／大观霉素的耐药性，ａａ？＇－３基因介导利福平的耐

ａａｄＡｌ，ａａｄＡ２，ａａｄＡ５，ａａｄＡ２２，ｄｆｒＡｌ２，ｄｆｒＡｌ７１

药性。

ｄｆｒＩ，ａａｒ－３，每组基因分别介导氨基糖苷类、磺胺类

Ⅱ类整合子整合酶基因检测出５株阳性菌，全

抗生素以及利福平的耐药性，与临床发现的结果类

部分离自甘肃省。其中可变区扩增阴性的２株；３

似。Ｉ类整合子各种基因盒的组合中常见的是

株阳性所携带的基因包括ｓａｔ、ｅｒｅＡ、ａａｄＡｌ（携带率

ｄｆｒＡ １７一ａａｄＡ５，占所有Ｉ类整合子可变区扩增产物

为５．６％），分别导致氯霉素、红霉素、链霉素／大观霉

的３４．３％（１２／３５），此型在食品分离株中也多见；

素的耐药。同时这３株菌Ｉ类整合子可变区携带

ｄｆｒＡｌ２一ａａｄＡ２占所有上类整合子可变区扩增产物

ｄｆｒＡｌ２、ｏｒｆＦ、ａａｄＡ２基因。

的４０．０％（１４／３５）；ｄｆｒ！．ａａｄＡｌ占所有Ｉ类整合子

Ⅲ类整合子整合酶基因在此次调查的大肠埃希

可变区扩增产物的１１．４％（４／３５），此基因型在欧洲

菌中检出３株菌，整合子可变区测序结果显示没有

临床和养殖动物分离菌株中多见¨０ｌ，而ａａｄＡ２２为

与耐药性相关的基因序列。

首次在国内报道。本次研究显示，分离菌株中Ⅱ类

在此次调查的大肠埃希菌中未检出Ⅳ类整合子
整合酶基因。

整合子携带率为５．６％，携带的耐药基因包括ｓａｔ、
ｅｒｅＡ、ａａｄＡｌ，分别介导链丝菌素、红霉素、链霉素／

讨

论

大观霉素的耐药性，文献报道家禽分离株Ⅱ类整合

大肠埃希菌是人类和动物肠道中的共生菌和条
表３

注：“序列同”是指１００％完全相同

子的携带率可达２３％。分离菌株中Ⅲ类整合子阳

整合子可变区包含的基因盒及其地域分布

·１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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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５株菌中，可变区扩增阳性的３株菌没有携带

动物养殖业中抗生素的应用策略、消除共生的大肠

已知的耐药基因，其中２株菌同时携带Ｉ类整合子。

埃希菌的多重耐药性及防止其扩散具有一定的指导

Ⅳ类整合子未在实验菌株中检出，与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等拉１

意义。

报道结果相同。本研究在国内首次进行动物来源大
肠埃希菌分离株Ⅲ、Ⅳ类整合子基因的检测。四环
素、喹诺酮类抗生素的耐药基因在整合子中未检测
到。文献报道，部分介导阻内酰胺类抗生素的基因
存在于整合子可变区¨４’１５Ｊ，但我们的测序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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