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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粒介导喹诺酮耐药机制的研究进展
王云鹏马越
诺酮复合物的水平来抑制喹诺酮类药物发挥作用，进而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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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药。ＱＩｌｒ蛋白与拓扑异构酶Ⅳ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作用

ｃｏｍｒｏｆ矿

机制¨。，纯化的ＱｎｒＡ蛋白阻止了环丙沙星对拓扑异构酶Ⅳ

ｂａｎｅｒｉａ

沌凡唧增，删ｙ如№咖舭ｆ加￡如姚加￡ｋ

肋口ｍ凹ｅｍ如口ＺⅡ蒯曰ｉｏ幻加ｎＺ尸ｒｏｄｗ如，№ｆ幻耽Ｚ ｃｅｎ￡ｅｒ如

的抑制。凝胶电泳显示，标记的ＱｎｒＡ蛋白结合在拓扑异构

Ｓｕ胱“２ⅡＭｅ矿Ａｎ￡ｉｍ记ｒＤ６洌脓如￡口，ｌｃｅ，＆彬昭ｌ ０００５０，ＣｈｉＩｌａ

酶Ⅳ上，并且这种结合不依赖于ＤＮＡ、喹诺酮或者ＡＴＰ的

ｃｏ脚印。以ｉ几ｇ ｎⅡｆ砌ｒ：舰４ ｙ妣，Ｅｍａｉｌ：ｎｉｃｐｂｐ＠２６３．ｎｅｔ

存在㈦。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Ｑｕｉｎｏｌｏｎｅ；Ｐｌａｓｍｉｄ．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ｎ一是一段６５７ｂｐ长的基因，编码２１８个氨基酸。属于五
肽重复家族，与免疫蛋白ＭｃｂＧ同源。∞一在几乎所有人类
居住的大陆上都有发现，最常存在于肠杆菌科属细菌中，如

喹诺酮类抗菌药物是极易容易产生耐药性的药物之

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弗氏柠檬酸杆菌属和斯氏普罗

一。随着其在临床和畜牧养殖业的广泛应用，耐药性问题越

威登斯菌中。口舳４ｌ基因对肠杆菌科细菌喹诺酮耐药性的影

来越受到普遍关注。除染色体突变引起的喹诺酮耐药外，质

响是通过阻止喹诺酮类药物在肠杆菌科细菌内的蓄积实现

粒介导的喹诺酮耐药也取得了很大进展。本文就近年来有

的，口ｎｒＡｌ基因突变的菌株与野生型相比显著的阻止了喹诺

关质粒介导引起细菌对喹诺酮药物敏感性降低的研究简单

酮类抗生素在肠杆菌科细菌内的蓄积。在口ｎ—ｌ基因表达的

概述如下。

情况下，ｇ＝州和ｐｎｒｃ基因的突变很容易被保留下来使其产生

１．口ｎｒ相关基因：１ ９９８年ＭａｎｉＩｌｅｚ．Ｍａｎｉｎｅｚ等…首次报道

更强的耐药性’６】。

了质粒介导的喹诺酮类耐药基凶ｇｎｒ（现命名为ｇｎ崩１），其编

Ｊａｃｏｂｙ等【７吁２００６年在编码ｃ啊．胁１５型Ｂ．内酰胺酶的

码的蛋白与Ⅱ型拓扑异构酶特异性结合，对靶位起到保护作

肺炎克雷伯菌的质粒中发现了新的ｑ凡坩基因，与现有的

用，从而导致细菌降低ｒ对喹诺酮类药物的敏感性。ＱｎｒＡ

４ｎ甜、ｌｓ相比，同源性≤４０％，同样编码１个五肽重复蛋白，含

蛋白与拓扑异构酶Ⅳ上特定配体的结合并不需要ＤＮＡ、喹

有此基因的菌株对喹诺酮类药物产生低水平耐药。

诺酮类药物和ＡＴＰ的存在［２］。ｑⅣ编码的蛋白ＱＴＩｒ含２１８个

我国专家王明贵发现了１个新的质粒介导的口ｎｒ基因片

氨基酸，属于五肽重复家族。Ｑｎｒ含有蘑复的舭、Ｄ／Ｎ、Ｌ／

段，命名为卵以ｌ，是从临床分离的奇异变形杆菌ｐＨｓｌＯ质粒

Ｆ、Ｘ、Ｘ（ｘ代表任意氨基酸）特征性结构，第一位氨基酸残基

中发现的，与１个特殊的长４．４ｋｂ的插人元件Ｐｍｉｌ相关（图１）。

５４％为丙氨酸或半胱氨酸，第二位４９％为天冬氨酸盐或天冬

咖ｌＩ吼确Ｏ砷眦闻

酰胺，第ｉ位高度保守８０％为亮氨酸或苯丙氨酸“。目前，
已知Ｑｎｒ家族有９０多个成员，在很多细菌中都发现了这些
蛋白。在蓝藻菌中ＱＩｌｒ蛋白作为膜蛋白或胞浆内的蛋白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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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奇异变形杆菌ｐＨｓｌ０质粒上ｇＷＣｌ的位置

存在。
在含有口Ｗ基因的大肠埃希菌中，拓扑异构酶的突变极

为了规范标准和命名，南ｑ盯基因的发现者Ｇｅｏｒｇｅ

少能通过喹诺酮类药物选择出来，这说明细菌内喹诺酮类耐

Ｊａｃｏｂｙ和王明贵等８位ｇｎｒ研究领域的学者于２００８年共同制

药决定区町通过Ｑｌｌｒ蛋白进行保护ＨＪ。Ｑｎｒ蛋白可以结合到

定了ｇＷ相关基因的命名法，规定新发现的ｇ凡ｒ基因只有与现

解旋酶和其２个亚基Ｇ”Ａ和蛳Ｂ上，而不需要酶一ＤＮＡ一喹

有的ｇ，ｌ以、曰、Ｓ基因的同源性≤３０％，才可以命名为新的口ｎｒ

诺酮复合物的存在；推测Ｑｎ卜解旋酶复合物的形成发生在

基因，否则只能被认定为原有口肌４、Ｂ、５基因的亚型。Ｊ。

酶一ＤＮＡ一喹诺酮复合物解体之前。此外，Ｑｎｒ蛋白通过与解

含ｇｎｒ基闲的质粒通常很大，约ｌＯ一５０ ｋｂ。有证据表

旋酶相互作用减少酶与ＤＮＡ的结合，ＱＩＩｒ蛋白与酶的结合

明即ｒ基因的菌株质粒上有多种耐药基因的整合子；整合子

要早于ＤＮＡ与酶结合，而喹诺酮的加入以期形成三元复合

定位于转座子上。易在不同菌株间快速传播。因此，整合子

体则发生的更晚。Ｑｌｎｒ蛋白就是通过这种降低酶一ＤＮＡ一喹

在多重耐药的传播流行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携带

ＤＯＩ：ｌＯ．３７６０／ｃＴＴｌ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０９．０５．０２６

ｇｎｒ的整合子可在质粒间移动，但其机制尚不清楚；ｑ几ｒ基因
介导的耐药与整合子有关，整合子中同时存在其他耐药基

基金项日：科技部社会公益性研究譬项基金（２００５ＤＩＢ３Ｊ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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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一（６’）．，６－ｃｒ，导致细菌对喹诺酮类耐药外也对其他
抗生素耐药。

ｇ枷位于大而复杂的Ｉｎ４族的ｌ型整合子上，整合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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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携带ｓ础、∞ｃ（６’）一，６、∞“２及６如．∞Ｍ２３０等基因，分别编

Ｐａｒｋ等”纠发现，∞ｃ（６’）－，６一ｃｒ在环丙沙星敏感和非敏感大肠

码对磺胺类、氨基糖苷类及ｐ．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耐药。整合

埃希菌株中都存在，并与ｇ舯不相关。

子以Ｉｎ４为基本结构，并携带附加结构，包括口矿５１３、ｑ肿、

Ｒｏｂｉｃｓｅｋ等ｈ２１在我国上海市临床收集的大肠埃希菌，有

口ｍｐ尺和３’Ｃｓ的第２个拷贝，ｇⅣ位于２个重复的３’保守片段

５０．５％的菌株存在似（６’）－，６．ｃｒ基因。且有２８％发生ｃｒ变异，

之间，位于Ｄ矿５１３的下游和Ⅱ，印Ｒ的上游（图２）归１。

此变异导致环丙沙星低水平耐药。美国的调查资料显示““，

ｓｈ即等“叫对肺炎克雷伯菌内的多重耐药质粒ｐＫＰ９６进

在临床收集的大肠埃希菌中，有６０％以上的菌株检测到删

行了完全测序，证明其包含了ｑｒ矿Ａｌ、咖（６’）．肪啊和６缸

（６’）．，６一ｃｒ基因。这些资料证明在临床分离的大肠埃希菌存

（Ｃ７弭肛２４）等可移动的元件。

在携带删（６’）－，６叫基因质粒的传播性。李景云等“＂调杳

有证据表明，粪肠球菌内存在１个类口ｎｒ基因片段，编码

显示，在鸡来源２８株和猪来源９株大肠埃希菌中，分别有７

１个与口ｗ有２５％同源性的五肽蛋白。当基因片段内插入载

株（２５．０％）和ｌ株（１１．１％）检测到叩ｃ（６’）ｍ＿ｃｒ基因。说明

体ｐＧ

在动物来源菌株中也存在质粒∞ｃ（６’）．，６吲介导的氟喹诺

ｌ

ＫＴ时，此类ｑ，ｌｒ基因会失效。而当过度表达时，粪肠

球菌对喹诺酮类药物的Ｍｌｃ值会有４～９倍的提高，对氧氟

酮耐药。

ｐ咖Ｉ。将此

∞ｃ（６’）．，６－ｃｒ基因是∞ｃ（６’）－，６的变异体，由于点突变

类口Ｗ基因引入大肠埃希菌ＤＨｌ０Ｂ、金黄色葡萄球菌

失去了存在于ｏ∞（６’）－，６上的ＢｓｔＦ５Ｉ酶切位点。除测序外，

ｌ心４２２０或乳球菌ＩＬ．１４１９时，可使这些细菌对喹诺酮类药物

这也是区别ｏ∽（６’）舶－ｃｒ和∞ｃ（６．）．毋的方法之一。有学者

的ＭＩｃ值增加４～１６倍，说明此基因在不同细菌内均可发挥

提示““，质粒ＡＡｃ（６’）．，６－ｃｒ介导的氟喹诺酮耐药机制可加

作用。它的过度表达或者在不同菌属间的转移可能揭示了

速靶酶基因的突变，而导致细菌对氟喹诺酮药物的高水平耐

一种重要的耐药机制““。

药。因此，加强对动物来源和临床分离菌株质粒介导氟喹诺

沙星可提高到３２嵋／ｍｌ，对环丙沙星可提高到８

２．质粒衄ｃ（６’）．，６．ｃｒ基因：喹诺酮类为全合成药物，人

酮耐药的监测是很有必要的。

们一直认为灭活酶不能破坏其结构，即不被灭活酶水解。但

３．与主动外排有关的耐药机制：已知大肠埃希菌是含

Ｒｏｂｉｃｓｅｋ等“２１发现，１个氨基糖苷乙酰转移酶变异体蝴

主动外排系统最多的一种细菌，其外排泵系统可介导菌株对

（６’）舶啊，可以修饰喹诺酮类药物，使细菌对喹诺酮类药物

多种抗生素产生耐药““。与喹诺酮类排出有关的外排系统

的敏感性下降。质粒编码的∞ｃ（６’）舶．ｃｒ修饰酶，是通过对

有：ＥｍｎＶ Ｂ、Ａｃｒ～Ｂ、ＭｄｆＡ、ＡｃｒＥ／Ｆ、ＹｄｈＥ／ＮｏｒＥ。ＥｒＩｌｒＢ、

喹诺酮类药物哌嗪环上７位氨基氮原子的乙酰化作用而使７

ＡｃｒＢ为转运子，通过膜融合蛋白（ＭＦＰ）类辅助蛋白Ｅ删Ａ、

位哌嗪环上没有取代基的喹诺酮类药物失活，例如环丙沙

ＡｃｒＡ与外膜通道相连，从而排出进入细胞内的抗生素。大

星、诺氟沙星等。而对于７一哌嗪基已有取代基的药物则没有

肠埃希菌的外膜通道蛋白为Ｔ０ｌＣ，此系统与铜绿假单胞菌的

作用，如甲基取代的左氧氟沙星。接合试验证明，接合子对

ＭｅⅪ惦．０ｐｒｌⅥ具有高度同源性，ＡｃｒＡ／Ｂ表达增加导致临床

环丙沙星、诺氟沙星的敏感性降低，其ＭＩｃ值提高了８倍；

分离的大肠埃希菌耐药‘”１。

而对左氧氟沙星的敏感性没有变化，证明了该酶的活性特

１个新的质粒介导的喹诺酮抗性基因ｑＥ胡在大肠埃希菌

点｜ｌ“。、研ｉｎｇ等“４１对氨基糖苷乙酰转移酶∞ｃ（６’）．，６－ｃｒ的
结构和作用机制进行分析，通过对大肠埃希菌内∞ｃ

Ｃ３１６株的ｐＨＰＡ质粒中被发现，仰ｆ４和俐曰基因可能是由插
入序列ＩＳ２６所介导的。含有ｇ卅基因的大肠埃希菌对喹诺

（６’）－，６．ｃｒ蛋白的纯化，研究其动力学和化学机制，并且确定

酮类药物的耐药性都有显著的提高。班础基因被认为与膜

了它的三维结构，证明伽（６’）－，６咿的盯突变发生在Ｊ７９位

蛋白转运系统有关，属于】４次跨膜蛋白家族，它可以使大肠

天冬氨酸置换为酪氨酸，此位点的置换会加快喹诺酮环的结

埃希菌内蓄积的诺氟沙星浓度降低，但这种作用可以被

合。该模型同样证明∞ｃ（６’）－，６町对喹诺酮类药物与氨基

ＣＣＣＰ（ｃａｒｂｏｎｙｌ ｃｙａｎｉｄｅ ｍ．ｃｈｌｏｒｏｐｈｅｎｙｍｙｄｍｚｏｎｅ）所中止。

糖苷类药物有不同的结合位点。基于动力学性质和参数与

现已证实可以将质粒编码外排泵的基因转移到受体菌，并可

适宜的ｐＨ条件，推测绷（６’）－，６－ｃｒ通过三元复合物的形成

导致受体菌获得对喹诺酮药物的敏感性降低一“。

ｑ刚基因有１５３６个碱基，编码５１１个氨基酸。仰Ａ与

催化一个酸碱辅助反应。

当口，槲与口伽（６’）．，６唧基因同时存在时，对喹诺酮类药

物的耐药性是口，积单独存在时的４倍。并且删（６７）－，６－ｃｒ
基因提高了暴露在环丙沙星下的细菌染色体变异的概率。

玎眦８基因关系密切，位于同１个质粒上，被２个ＩＳ２６元件所包
围（图３）““。
在法国分离到的１２ｌ株产ＥＳＢＬ肠杆菌科细菌中发现了

图２整合子上ｇ，ｌｒ及其他耐药基因相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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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卅基因在质粒上的位置

口ｅ础基因，其中ｌ株携带ｃ耐．＾乒１５基因的大肠埃希菌含有新

离的肠杆菌科细菌头孢噻呋耐药菌株检出率为１６％口…。日本

的ｑ刚２基因，新的ｇ卅２基冈位于１个９０

住院患者分离的大肠埃希菌约有Ｏ．３％的菌株携带有卵胡基

ｋｂ的可移动的质

粒上，与ｇ卅相比存在２个从的点突变㈨】。
４．ｑⅣ、∞ｃ（６’）－，６－ｃｒ和ｑ９ｐＡ质粒介导喹诺酮耐药基因

因【３５］，法国分离到ｑ印，４２亚型ｌ株【２０】。９ｅ胡与，７眦Ｂ关系密切，

在册国阳性的大肠埃希菌中检出率可以达到５０％以上。

的分布：４村基因在肠杆菌科细菌巾分布相当普遍，从患者分

５．小结：细荫耐药性问题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关

离的肠杆菌科细菌中均有检出报道。其与患者的年龄、性别

注。由于喹诺酮类药物在临床和养殖业的广泛使用，其耐药

关系不大，与分离菌株的耐药性高度相关。由于口ｎｒ基因常

菌株已经在世界各地频繁出现。质粒介导的喹诺酮耐药作

存在整合子，所以在耐药菌株，尤其是多重耐药菌株如产超

为近年来发现的新耐药机制，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其在耐

广谱ＥｓＢＬ菌株中的检出率明显高于敏感蔚株。有报道阴沟

药菌株的产生和耐药基因的传播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监

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中口ｎｒ基因的检出率较高，约为

测临床和养殖业中的耐药菌株，阐明细菌的耐药机制，对抗

２０％一６５％；大肠埃希菌的检出率较低，约为ｌＯ％幢““。啊

生素的合理使用和新一代抗生素的研发有重要意义。

基因在世界各地患者分离菌株中均有检出的报道，其中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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