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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亚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碳青霉烯酶
和１ 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研究
周华杜小聿杨青周建英俞云松李兰娟
目的研究中国部分地区临床分离亚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碳青霉烯酶基因型及

【摘要】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闵。方法收集６省市２５家医院２００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临床分离的３４２株

１６Ｓ

亚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采用琼脂稀释法和Ｅ．ｔｅｓｔ法测定菌株对１４种抗菌药物的最低抑菌浓度
（ＭＩＣ）；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分析亚胺培南耐药菌株同源性；ＰＣＲ及克隆测序分析碳青霉烯酶基
因和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闪型。结果３４２株亚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对氨苄西林／舒巴坦、头孢

哌酮／舒巴坦两个含舒巴坦制剂耐药率分别为６８．Ｏ％、５４．２％，对多粘菌素Ｅ耐药率最低为１０．８％，对米
诺环索耐药率７５．９％，对妥布霉素耐药率８７．４％，对其他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在９０％以上；３４２株亚胺

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ＰＦＧＥ分型巾３０３株菌株属于６个广泛流行的克隆株；３４２株亚胺培南耐药鲍
曼不动杆菌中３２２株携带ＯＸＡ一２３基因，全部携带ＯＸＡ。６６基冈，３１４株菌株ＯＸＡ．２３基因上游榆测到
插入序列ＩＳＡｂａｌ，１３株ＯＸＡ．６６基阂上游检测到ＩＳＡｂａｌ；２８７株对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异帕

米星、奈替米星全部耐药的菌株巾有２２１株携带ａｙｌ／／Ａ型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冈。结论ＯＸＡ．２３组
Ｄ类Ｄ．内酰胺酶基因是最主要的碳青霉烯酶基因型，插入序列ＩＳＡｂａｌ在介导鲍曼不动杆菌对哑胺培
南耐药中起重要作用；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冈ａｒｍＡ基因在中国哑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中分布广

泛；克隆播散是哑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最主要的传播方式。
鲍曼不动杆菌；脉冲场凝胶电泳；碳青霉烯酶；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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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杆菌已成为医院获得性感染的主要致病菌

月临床分离的亚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３４２株。

之一，主要引起医院获得性肺炎尤其是呼吸机相关

菌株均经生物梅里埃公司ＡＰＩ鉴定条２０ＮＥ鉴定，大

性肺炎、菌血症、尿路感染、继发性脑膜炎等ｎ】。随

肠埃希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绿脓假单胞菌ＡＴＣＣ２７８５３作

着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多重耐药不动杆菌日

为药敏质控菌；所有菌株除鉴定条鉴定外利用

趋增多，其在于燥物体表面生存时间可以长达２５

ＯＸＡ．５ １基因ＰＣＲ扩增及序列分析进行确认。

ｄ

以上，极易造成流行，给临床抗感染治疗带来很大困

（２）抗菌药物：多粘菌素Ｅ（ＣＯ）、氨苄西林／舒巴

难，也对院内感染的控制提出新的要求乜“。碳青霉

坦（ＳＡＭ）、头孢哌酮／舒巴坦（ＣＰＳ）、哌拉西林／三唑

烯类抗生素对不动杆菌有较好的抗菌活性，是治疗

巴坦（ＴＺＰ）４种抗菌药物Ｅ．ｔｅｓｔ条均购自瑞典ＡＢ

不动杆菌重症感染的重要抗生素。但近年来，有关

Ｂｉｏｄｉｓｋ公司。其余抗菌药物的标准品均购自中国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不动杆菌的报道日益增多。

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其耐药机制包括外膜孑Ｌ蛋白的丢失、外排泵的激活、

（３）主要试剂与仪器：Ｔａｑ酶购自大连宝生物公
司，ＰＣＲ纯化试剂盒、限制性内切酶Ａｐａ Ｉ购自上海

青霉素结合蛋白的改变，而最重要的是碳青霉烯酶
的产生『５】。Ｄ类碳青霉烯酶是鲍曼不动杆菌中最藿

申能博彩公司，引物由上海生物工程公司合成，

要的碳青霉烯酶，目前报道按照氨基酸同源性可分

ＤＮＡ扩增仪为美国ＰＥ公司产品，Ｌａｍｂｄａ

为８组，在鲍曼不动杆菌中报道的主要是ＯＸＡ一２３、

ＤＮＡ．ＰＦＧＥ

ＯＸＡ－２４、ＯＸＡ－５１、ＯＸＡ－５８四组，其中ＯＸＡ－５１组基因是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公司，ＣＨＥＦ．Ｍａｐｐｅｒ ＸＡ型脉冲电泳仪
为美国ＢｉｏＲａｄ公司产品。

鲍曼不动杆菌染色体天然携带的基因哺］。ＯＸＡ．
２３．１ｉｋｅ和ＯＸＡ．５１－ｌｉｋｅ基因上游存在ＩＳＡｂａｌ［７］，插入

Ｍａｒｋｅｒｓ

购

自

美国

Ａｍｅｒｓｈａｍ

２．方法：

序列ＩＳＡｂａｌ与ＯＸＡ类碳青霉烯酶编码基因的同源

（１）测定亚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对１７种抗

重组以及表达调控有关ｎ］。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通过

菌药物的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Ｃ）：ＣＯ、ＳＡＭ、ＣＰＳ、ＴＺＰ

与细菌３０Ｓ核糖体亚单位的１６Ｓ ｒＲＮＡ特异性位点

采用浓度梯度法（Ｅ．ｔｅｓｔ）测定ＭＩＣ值，亚胺培南

不可逆结合，干扰蛋白质合成从而阻止细菌生长膪１，

（ＩＭＰ）、美罗培南（ＭＥＭ）、哌拉西林（ＰＩＰ）、环丙沙星

是临床上治疗革兰阴性菌所致严重感染的常用药，

（ＣＩＰ）、氨曲南（ＡＴＭ）、头孢吡肟（ＦＥＰ）、头孢他啶

常与细菌细胞壁活性抗菌药物联合应用。近年来鲍

（ＣＡＺ）、米诺环素（ＭＣ）、阿米卡星（ＡＭＫ）、庆大霉

曼不动杆菌耐药性迅速上升，且已出现同时对Ｂ．内

素（ＧＥＮ）、异帕米星（ＩＳＰ）、奈替米星（ＮＥＴ）、妥布霉

酰胺类、氨基糖苷类、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同时耐药

素（ＴＢＯ）采用琼脂稀释法测定ＭＩＣ。结果按２００６

的多重耐药菌株的流行ｐ１。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最早

年ＣＬＳＩ标准判定“引，其中ＣＰＳ采用头孢哌酮的折点

在产生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非致病微生物体中发

标准，ＩＳＰ采用ＮＥＴ的折点标准，ＡＴＭ采用对铜绿假

现，２００２年首次在临床分离的绿脓假单胞菌中发现

单胞菌的折点判断标准。

了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ｈ ０｜。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能使

（２）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分析：将培养过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作用靶位甲基化，药物无法结

夜的细菌用低熔点胶灌模，蛋白酶Ｋ ５０。Ｃ消化

合到细菌１６Ｓ ｒＲＮＡ，导致临床常用氨基糖苷类抗生

４８

素高水平耐药。欧洲和日本学者先后在一系列肠杆

泳：１％胶，０．５×ＴＢＥ缓冲液，１４℃，６ Ｖ／ｃｍ，１２００，

菌科的细菌中发现存在该种基因，全球性的播散已

脉冲时间５～２０ Ｓ电泳２２ ｈ，分子质量标记物为九

经越来越引起关注ｎ¨。

Ｌａｄｄｅｒ。电泳后ＥＢ染色，紫外灯观察结果。分型

本研究旨在对国内６省市临床分离的亚胺培南
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碳青霉烯酶和ｌ 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
酶耐药基因进行筛选并研究菌株的同源性。
材料与方法
１．材料：

ｈ，限制性内切酶Ａｐａ Ｉ酶切１２ ｈ；脉冲场凝胶电

参照Ｔｅｎｏｖｅｒ进行¨３｜。

（３）碳青霉烯酶基因的筛选及其与插入序列关
系：包括ＯＸＡ一２３组、ＯＸＡ．２４组、ＯＸＡ一５１组、
ＯＸＡ．５８组、ＩＭＰ型、ＶＩＭ型、ＩＳＡｂａｌ、ＩＳＡｂａＩＦ／

ＯＸＡ一２３Ｒ、ＩＳＡｂａｌＦ／ＯＸＡ．５ＩＲ，引物合成、ＰＣＲ反应
体系及反应条件参照文献［３，４，７，１４］。

（１）菌株来源：收集北京、辽宁、重庆、广东、上

（４）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耐药基因筛选：采用

海、浙江６省市８家省级医院及浙江省１１个地区１７

ＰＣＲ法扩增主要的介导氨基糖苷类抗生素高水平

家市级医院共计２５家医院２００４年】２月５摹＿２００５年１２

耐药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包括ａ／＇ｍＡ、ｒｍ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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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ｍｔＢ、ｒｍｔＣ、ｒｍｔＤ、ｎｐｍＡ。引物合成、反应条件参照

性３２２株，序列分析证实为ＯＸＡ．２３（ＧｅｎＢａｎｋ登录

文献１９，１０，１５—１８ Ｊ。

号：ＡＪｌ３２１０５）。３４２株亚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

（５）ＰＣＲ产物的纯化和测序：ＰＣＲ扩增产物经

ＯＸＡ．５ｌ组引物扩增全部阳性，序列分析证实为

纯化试剂盒纯化目的ＤＮＡ，采用Ｓａｎｇｅｒ末端终止

ＯＸＡ一６６基因（ＧｅｎＢａｎｋ登录号：ＡＪｌ３２１０５）。

法，用ＡＢｌ３７３０型自动测序仪进行双向测序。结果

ＩＳＡ６口，Ｆ／ＯＸＡ．２３一ｌｉｋｅＲ弓Ｉ物阳性３１３株，ＩＳＡｂａｌＦ／

在ＧｅｎＢａｎｋ网上查询。

ＯＸＡ一５１．１ｉｋｅＲ引物阳性１３株。

结

果

４．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ＰＣＲ扩增：８硎圆基因阳

性２２１株（６４．６％）。ａＦｍ，ｈ基因阳性菌株对测定的５

１．１７种抗菌药物对亚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

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均耐药，在２８７株５种氨基糖苷

菌的抗菌活性：ＣＯ耐药率最低为１０．８％，ＣＰＳ、ＳＡＭ

类抗生素均耐药的菌株中ａｎｎＡ基因阳性率达到

耐药率分别为５４．２％和６８．０％，ＭＣ耐药率７５．９％，

８８．６％。ＰＣＲ产物经克隆测序与ＧｅｎＢａｎｋ上ａｎｎＡ

对ＴＢＯ耐药率８７．５％，对其他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

的序列完全一致（ＧｅｎＢａｎｋ卺录号：ＡＹ２２０５５８）。其

在９０％以上（表１）。

余４种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均阴性（表２）。

表１

１７种抗菌药物对３４２株哑胺培南耐药鲍曼
不动杆菌ＭＩＣ（ｍｇ／Ｌ）及耐药率（Ｒ％）

表２碳青霉烯酶基冈和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
在亚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卡ｆ：菌中的分布

讨

论

近年来非发酵菌在临床分离中呈增加趋势，其
中最主要菌种为不动杆菌属细菌和绿脓假单胞菌，
而不动杆菌中又以鲍曼不动杆菌最为常见。鲍曼不
动杆菌已成为继绿脓假单胞菌之后的重要临床分离
２．ＰＦＧＥ分型：３４２株鲍曼不动杆菌菌株根据

菌¨卫］。不动杆菌为条件致病菌，可以引起多种医院

ＰＦＧＥ分析发现其中３０３株属于６个主要流行克隆

感染，在重症监护病房巾分离率最高，主要与患者接

株。其中Ａ克隆６２株，分布在浙江、北京、重庆、

受各种介入性操作有关ｎ Ｊ。

浙江的１１家医院；Ｂ克隆有３２株，分布于杭州、上

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只有

海、沈阳的３家医院；Ｃ克隆有１６０株，分布于浙江和

少数抗菌药物可能有较高的敏感性：含舒巴坦制剂、

上海的１２家医院；Ｄ克隆有３ｌ株菌株，分布于浙江

多粘菌素、ＭＣ Ｌ“。舒巴坦能不可逆地结合不动杆菌

的３家医院；属于克隆Ｅ的１０株菌株在广州中山医

ＰＢＰ：，有直接杀菌活性¨引。本研究中分离的３４２株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流行；属于克隆Ｆ的８株菌株

亚胺培南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对ＣＰＳ、ＳＡＭ敏感率

在浙江金华中心医院流行。另外有４４株菌株为散

分别为１９．９％和１０．８％，而中介率分别达到２５．８％

发菌株。

和２１．２％，部分菌株感染可以根据药敏结果选择敏

３．碳青霉烯酶编码基因ＰＣＲ扩增：３４２株亚胺

感或中介的含舒巴坦制剂，单独或联合其他抗菌药

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中，所有引物扩增均阴性的

物进行治疗。ＣＯ耐药率最低为１０．８％，对多重耐药

菌株３株，其余３３９株ＯＸＡ一２４．１ｉｋｅ、ＯＸＡ．５８一ｌｉｋｅ、

菌株感染可以选用该药治疗，并有治疗成功的报道，

ＩＭＰ型、ＶＩＭ型基因阴性。ＯＸＡ．２３组引物扩增阳

但该药肾毒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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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株亚胺培南耐药菌株ＰＦＧＥ分型发现有３０３
株（８８．６％）菌株属于６个流行的克隆株。其中克隆
Ｅ、Ｆ仅分别在一家医院内流行，克隆Ａ、Ｂ、ｃ、Ｄ菌在
不同医院流行，２５家医院中有１９家医院检测到至少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Ｔｒｅｎｄ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６，１４（９）：４１３－４２０．
［６］Ｗａｌｔｈｅｒ－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 Ｊ，Ｈｏｉｂｙ Ｎ．ＯＸＡ—ｔｙｐｅ 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ａｓｅｓ．Ｊ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０６，５７（３）：３７３—３８３．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

［７］Ｊａｎｅ

ａ１．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ＩＳＡｂａｌ ｉｎ

Ｍｗ，Ｎｅｉｌ Ｗ，ｅｔ

ＦＴ，Ｅｌａｉｎａ

１个克隆的播散，其中４家医院有该４个克隆中的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个克隆，２家医院有３个克隆的播散。克隆株在病房

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ＦＥＭ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Ｌｅｔｔ．２００６。２５８（Ｉ）：７２—７７．

内、病房之间、医院之间、地区之问播散已经成为我
国鲍曼不动杆菌分离率不断上升、菌株不断增加的

［８］Ｋｏｔｒａ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ｎ

ｔｏ

ｏｆ

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

Ｓ．Ａｍｉｎｏｇｌｙｅｏｓｉｄｅｓ：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ｉｎ

ｇｅｎｅｓ

Ｊ，Ｍｏｂａｓｈｅｒｙ

ＬＰ，Ｈａｄｄａ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最主要原因。因此，控制院内感染至关重要。

ＯＸＡ 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ａｓｅ

Ａｇｅｎｔ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

２０００，４４（１２）：３２４９—３２５６．

所有３４２株菌株菌检测到ｂｌａＯＸＡ．５１组基因，

［９］Ｋｕｒｏｋａｗａ Ｈ，Ｙａｇｉ Ｔ。Ｓｈｉｂａｔａ Ｎ，ｅｔ ａ１．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证实该基因为鲍曼不动杆菌天然携带，可以作为

ｏｆ

鲍曼不动杆菌鉴定。３１４株亚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

３５４（９１８２）：９５５，

杆菌检测到ｂｌａＯＸＡ．２３型碳青霉烯酶基因，该酶是

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９９，

［１０］Ｙｏｋｏｙａｍａ

Ｋ，Ｄｏｉ Ｙ，Ｙａｍａｎｅ Ｋ，ｅｔ ａ１．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６Ｓ ｒＲ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ｓｅ

介导我国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耐药最主要的
基因型。３２６株菌株检测到插入序列ＩＳＡｂａｌ，位于

ｉｎ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ｇｅｎｅ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０３，３６２

（９３９９）：１８８８一１８９３．
ａ１．Ｇｌｏｂａｌ

［１１］Ｙａｍｏｎｅ Ｋ，Ｗａｃｈｉｎｏ Ｊ，ＤｏｉＹ，ｅｔ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ＯＸＡ型碳青霉烯酶基因上游，提供强启动子，在介

ａｍｉｎｏ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Ｅｍｅｒ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２００５．Ｉ

导我国鲍曼不动杆菌对Ｂ一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中

９５１—９５３．

ａｎｄ

［１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起重要作用。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本研究表明在３４２株亚胺培南耐药鲍曼不动杆
菌中筛选到２２１株ａｒｍＡ基因阳性菌株，阳性率达到
６４．６％，远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
酶基因介导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多药耐药问题已经
相当严重。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基因之所以阳性率
高，与医院内及医院问的克隆播散关系密切，有２０
家医院检测到至少１个克隆的播散，其中４家医院有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１３］Ｔｅｎｏｖｅｒ

ＦＣ，Ａｒｂｅｉｔ

ＲＤ，Ｇｏｅｒｉｎｇ

Ｐ．Ｇｅｎｅｔｉｃ

Ｌ，Ｎｏｒｄ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ｅｎｅ

ｒＲＮＡ ｍｅｔｈ）７ｌａ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ＪＬ．Ｐｒｏｂｌｅｍ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Ｓｅｍｉｎ Ｒｅｓｐｉｒ Ｉｎｆｅｃｔ，２０００，１５

（４）：２８７—２９８．
ａ１．Ａｎ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ｄｕｅ

ｍｕｌｔｉ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ｅｔｅｒ ｂａｌｔｍａｎｒｇｉｉ ｉｎ
ｆｏｒ

ａ

ｂｕｒｎ ｕｎｉｔ：ｒｉｓｋ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ＸＡ－２３

３－ｌａｃｔａｍａｓｅ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０１．

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ｈｙｄｒｏｌｙｚｉｎｇ
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

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０６，５０（４）：１４４２—１４４８．
ａ１．Ｐｌａｓｍｉｄ－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１６Ｓ

Ｋ，ｅｔ

ｉｎ Ｓｅｒｒａｔｉａ ｍａｒｃｅｓｃｅｎｓ

ｃｏｎｆｅｒｒｉｎｇ

ａｍｉｎｏｇｌｙｃｏｓｉｄｅｓ．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 Ａｇｅｎｔｓ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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