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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不动杆菌研究进展
田国忠崔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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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约翰逊不动杆菌研究最深入的是其聚磷与解磷特性
ＴＩＡＮ

及其机制。该菌在有氧条件下通过依赖三磷酸腺苷（ＡｒＰ）

Ｇｕｏ－ｚｈｏｎｇ，ＣＵＩ Ｂｕ－ｙｕ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供能，经高亲和力结合蛋白转运系统，在菌体内聚集高于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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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Ｂｅ聊ｎｇ １０２２０６，Ｃｈｉｎａ

体周围环境６～１０倍的无机磷［（０．７±Ｏ．２～９）ｍｍ０１］，菌体的
含磷量达到菌体干重的６．０％一１５．Ｏ％““。
磷的摄取是通过磷与二价阳离子（严格依赖于Ｍ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ＣＵＩ Ｂｕ－ｙｕｎ，Ｅｍａｉｌ：ｃｕｉｂｕｙｕｎ＠ｉｃｄｃ．ｃ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 ｊｏｈｎｓｏｎｉｉ；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Ｃａ２＋、№”、Ｃ０２＋）耦合，经质子动力学摄取金属耦合磷“”。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约翰逊不动杆菌具有蛋白酪氨酸激酶活性，尽管其蛋白酪
氨酸激酶催化过程与真核细胞相同，但染料木素、槲皮素、

不动杆菌属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不仅是由于能

甲苯磺酰赖氨酸氯甲酮、钒酸盐、血管紧张素Ⅱ以及磷酸化

够引起人类的疾病…，而且也与不动杆菌属中各菌种具有独

合成的底物如多聚Ｇｌｕ和Ｔｙｒ对真核细胞激酶有抑制作用，

特的生物特征有关，例如约翰逊不动杆菌（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

而对约翰逊不动杆菌酪氨酸磷酸化没有抑制作用““，在其

ｉｏｈｎｓｏｎｉｉ）在污水和污物处理磷化合物的降解和碳链分解方

蛋白酶分子上存在着多个反应位点，分析其氨基酸序列提

面具有重要的作用【２Ｊ】。引起人类致病的不动杆菌多为条件

示其与细胞的辨认和细菌的致病性有关，酪氨酸自身磷酸

致病菌，可引起呼吸道感染、烧伤感染、中耳炎、脑膜炎、败血

化具有可逆性““。

症和泌尿系统感染等。其中，医院感染性败血症和脓毒血症

在醋酸和无氧条件下，８０．ｏ％～９０．Ｏ％的细菌内多磷降解

是不动杆菌属引起的最严重感染性疾病，病死率为３２．Ｏ％，体

为单磷，多磷的降解是由多磷酸酶、多磷：ＡＭＰ磷酸转移酶

弱者多为混合性感染，病死率更高¨ｌ。鲍曼不动杆菌是医院

和腺苷酸激酶协同催化的结果，其活性需要Ｍｅ＋参与。在

感染的重要致病菌，具有多重耐药的特性ｂ】，而约翰逊不动

Ｏ．３

杆菌引起的疾病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综述了国内外约翰逊

形成、葡萄糖的利用和ＡＴＰ的形成等因素作用下解磷过程被

不动杆菌最新研究进展，特别是其独特的生物学特征。

强烈抑制““”］。

ｍｍｏｌ／Ｌ一氧化氮环境中，醋酸的摄取、聚６一羟基丁酸的

（２）分类与分型：既往对不动杆菌属的分类命名多而混

１．病原学：

（１）生物学性状：约翰逊不动杆菌为革兰阴性球杆菌，呈

杂，例如双球菌属、Ｈｅｒｅｌｌａ菌属、奈瑟菌属和莫拉菌属等。

短杆状，单个排列，无鞭毛，不形成芽孢。在含有脯氨酸琼脂

目前定义为假单胞菌目、莫拉菌科、不动杆菌属““。１９８６年

培养基和血培养基，有氧的环境中生长良好，在３５℃孵育

Ｂｏｕｖｃｔ和Ｇｒｉｍｏｎｔｌｌ２，１９］通过ＤＮＡ．ＤＮＡ杂交技术将不动杆菌

２４ｈ形成直径为１．２ｔｏｎｉ、圆形、边缘整齐、隆起和光滑湿润

种进行了基因分型，该分类方法有利于不动杆菌属的流行

的白色半透明菌落，良好培养基为多磷培养基【６’。该菌能够

病学研究，目前广泛使用此命名和分类方法，至今已定义了

耐受的盐度范围是Ｏ％一５．Ｏ％，在无盐培养基上生长最好。

３０多个命名和未命名的菌种Ⅲ３，其中与临床上有关的７个

生化反应特征：过氧化物酶阳性，硝酸盐还原能力有或无，不

已命名的菌种包括：①鲍曼不动杆菌（Ａ．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基因型

发酵糖类，氧化酶、柠檬酸试验、接触酶、明胶液化、尿素酶、

２）；②醋酸钙不动杆菌（Ａ．ｃａｌｃｏａｃｅｔｉｃｕｓ，基因型１）；③溶血

ＶＰ和ＭＲ均阴性，不产生吲哚和Ｈ：Ｓ【２。“。琥珀酸钠和乙酸

性不动杆菌（Ａ．ｈａｅｍｏｌｙｔｉｃａｓ，基因型４）；④约翰逊不动杆菌

钠是约翰逊不动杆菌的良好碳源，约翰逊不动杆菌在

（Ａ．ｊｏｈｎｓｏｎｉｉ，基因型７）；⑤鲁氏不动杆菌（Ａ．１ｗｏｆｆｉｉ，基因型

Ｏ．５１４４

ｇ／ｔ，的琥珀酸钠培养基上能够使马拉硫磷快速降解
和细菌成倍的生长…。约翰逊不动杆菌具有Ｆｅ和ｚｅ的氧

４）；⑥琼氏不动杆菌（Ａ．血乃“，基因型５）；⑦耐放射性不动杆

化酶（双加氧酶二酮裂解酶）活性，能够催化乙酰丙酮的２，３

ｇｙｒ

位Ｃ－Ｃ裂解生成等摩尔的醋酸和丙酮，Ｆｅ２＋是酶促反应必须

别外，其他基因型与ＤＮＡ．ＤＮＡ杂交具有较好的相关性【２”。

的金属离子，乙酰丙酮对动物具有神经毒性和免疫系统的

通过１６Ｓ ｒＲＮＡ基因序列系统发育树分析发现，醋酸钙、鲁

损害…．１Ｉ】。

氏、约翰逊和溶血性不动杆菌归为一群，另一群为琼氏和鲍

ＩＸ）ｌ：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１．０３．０２５

曼不动杆菌，而耐放射性不动杆菌独自成为一群池Ｊ。依据９５

作者单位：１０２２０６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种碳化合物的氧化试验分析．鲍曼和醋酸钙不动杆菌为一

传染病预防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

群，约翰逊不动杆菌和基因型１４为一群，鲁氏和耐放射性不

通信作者：崔步云，Ｅｍａｉｉ：ｃｕｉｂｕｙａｍ＠ｉｅｄｅ．∞

动杆菌为一群，而琼氏不动杆菌独自为一群，试验结果与

菌（Ａ．ｒａｄｉｏｒｅｓｉｓｔｅｎｓ，基因型１２）。ＤＮＡ促旋酶Ｂ亚单位基因
Ｂ的序列基因分型分析发现，除了基因型８、９和ＢＪｌ７有差

生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３月第３２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３１７·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ＤＮＡ—ＤＮＡ杂交结果一致∞】。旋转酶ｇｙｒ Ｂ基因分型与１６Ｓ

２．流行病学：在土壤、海洋和海洋生物体表、淡水和淡水

ｒＲＮＡ序列分型结果有差异ｍ】。ＡＰＩ ２０ＮＥ鉴定系统对鲍曼

鱼肠道内、城市污水、医院器具、物体表面、污水以及患者的各

和溶血性不动杆菌的鉴定与ＤＮＡ．ＤＮＡ杂交结果一致，但对

种标本（痰、血液）等均可分离到约翰逊不动杆菌ｆＬＩｓ．２０．３ｓ．“Ｊ。

约翰逊不动杆菌只有３７．５％的准确性［２“。所有的约翰逊不动

对健康人群粪便标本应用肉汤丰富培养基初次培养，随后应

杆菌菌株含有质粒。菌株含有的质粒数在３～１５个不等。研

用血培养和多磷不动杆菌培养基（ＬＡＭ）进行分离培养，发现

究发现２０株约翰逊不动杆菌质粒电泳产生１６个带型，这种

约翰逊不动杆菌的携带率为１７．５％，远远高于鲍曼不动杆菌

特征具有流行病学意义。来自同一患者血液和静脉导管分离

（Ｏ．８％）和基因型ｌｌ（３．９％）菌株ｂ“。对住院患者和健康人群

的菌株具有一致的带型涵驯。

的前额、耳、鼻、喉、手、腋下、腹股沟和脚趾等部位标本检测

（３）外界抵抗力：约翰逊不动杆菌生存能力强，在高磷或

发现，７５．０％的患者和４２．５％的健康人群分离到不动杆菌，检

高盐环境可以生存抽４１。能够抵抗杀菌剂如制霉菌素和丝绸

测率依次为鲁氏（４７．Ｏ％）、约翰逊（２１．Ｏ％）、耐放射性

染料汹１．紫外线强度为３９３ｌ Ｊ／ｍ２时，仍可存活３６ ｈ。受损的

（１２．Ｏ％）、基因型３（１１．Ｏ％）和鲍曼不动杆菌（Ｏ．５％）。基因型

细菌ＤＮＡ在黑暗环境和光修复作用下，很快得到修复协】。

３和耐放射性不动杆菌在患者中分离率高于健康人群，而琼

（４）耐药性：不动杆菌属耐药现象非常普遍。耐药性与其

具有多种耐药机制有关。对大多数Ｂ一内酰胺类抗生素，耐药

氏和鲁氏不动杆菌分离率健康人群高于患者，约翰逊不动杆
菌在两组人群分离率近似ｂ“。

机制包括染色体或质粒介导的Ｂ一内酰胺酶产生、外膜通透性

约翰逊不动杆菌引起人类疾病的传播途径包括呼吸道

下降、青霉素结合蛋白（ＰＢＰｓ）亲和力的改变；氨基糖苷类抗

传播和接触传播等，医院感染多与侵袭性操作有关（如静脉

生索主要是细菌产生氨基糖苷修饰酶（钝化酶），以及核蛋白

输液，气管等插管和留置导尿管等），可引起医院内的暴发与

体靶位的改变和抗生素摄入减少；对喹诺酮类抗菌药物，不

流行，该菌也是输血传播常见的病原体““”驯。

动杆菌中主要是ｇｙｒ Ａ和ｐａｒ Ｃ基因发生突变，导致药物与

引起临床感染的菌种多见于鲍曼不动杆菌（基因型２）、

酶一ＤＮＡ复合物亲和力下降，不动杆菌外膜蛋白数量下降、

基因型３和基闪型１３ＴＵ不动杆菌。引起感染暴发的菌种主

特异性外膜蛋白丢失，外排泵过度表达导致药物在细菌体内

要是鲍曼不动杆菌¨”，其他菌种如琼氏（基因型５）、约翰逊

积蓄下降瑚１。

（基因型７）和耐放射性不动杆菌（基因型１２）等也有临床病

国内研究发现亚胺培南、氨曲南、复方新诺明、环丙沙星

例报告。除鲍曼不动杆菌外，其他不动杆菌在临床上存在着

的耐药率分别为８．８％、５９．３％、５９．６％、５２．９％，三代头孢菌素

诊断方法上的困难，因此临床报告的有关感染发生率的资料

耐药率为４５．０％～６０．Ｏ％，氨基糖苷类耐药率为４７．８％～

比较少。２００９年Ｂｒｏｅｋ等ｂ纠通过８年临床病例的观察发现，

６２．Ｏ％。表现出高耐药率的抗菌药物往往与其大量、长时间

不动杆菌引起感染的发病率为１．７／万一３．７／万，主要不动杆菌

的使用有关。亚胺培南和头孢哌酮，舒巴坦是抗不动杆菌属

菌种包括：２７．Ｏ％鲍曼不动杆菌、２６．Ｏ％基因型３不动杆菌、

活性最强的抗菌药物，敏感率为９５．０％，头孢哌酮／舒巴坦敏

１１．Ｏ％鲁氏不动杆菌、４．０％约翰逊不动杆菌和３．Ｏ％琼氏不动

感率为６９．Ｏ％。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替

杆菌。

卡西林／克拉维酸、庆大霉素、环丙沙星敏感率在４５．Ｏ％～

３．毒力因子和致病机制：从肺炎克雷伯菌（Ｋｌｅｂｓｉｄｈ＊

５８．０％之间【４】。总之，亚胺培南、头孢他啶／克拉维酸、头孢噻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分离到２个涉及酪氨酸蛋白的可逆磷酸化蛋白

肟／克拉维酸、环丙沙星药物可供临床首选使用。治疗不动

（Ｙｏｒ５和Ｙｏｒ６），Ｙｏｒ５具有磷酸酶活性，对磷酸酪氨酸具有特

杆菌引起的严重感染，推荐阿米卡星加头孢他啶和氨苄西

异的去磷酸作用，对磷酸苏氨酸和磷酸丝氨酸没有生物活

林，舒巴坦加妥布霉素作为一线药物。对于治疗耐亚胺培南

性，Ｙｏｒ５蛋白通过对磷酸化的Ｙｏｒ６蛋白去磷酸的作用而实

的不动杆菌感染，可使用多黏菌素Ｅ和Ｂ、氨苄西林，舒巴坦、

现磷酸化过程。其磷酸化过程类似约翰逊不动杆菌的蛋白

米诺环素或多西环素等ｍ】。国外资料显示，较好的抗菌药物

酪氨酸激酶和磷酸酪氨酸蛋白磷酸酶的磷酸化，Ｙｏｒ５和

为亚胺培南、阿米卡星、环丙沙星、头孢他啶、米诺环素等；三

Ｙｏｒ６蛋白涉及肺炎克雷伯菌荚膜多糖的生物合成，荚膜多糖

代头孢联合氨基糖苷类适合于流行株的治疗。多粘菌素和

是肺炎克雷伯菌的毒力因子，因此推断酪氨酸蛋白的可逆磷

替加环素对多重耐药株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利福平可以增

酸化过程可能是约翰逊不动杆菌致病性级联反应（ｃａｓｃａｄｅ

加其抗菌活性，二者联合使用具有协同的作用，但有４２．３％的

ｏｆ ｖｅａｅｔｉｏｍ）的一部分Ⅲ】。

菌株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不敏感ｎ川。

大肠埃希菌（最ｃｏｌｉ）存在一个ｅ珐基因，编码内膜蛋白，

应用琼脂平板稀释法，研究哌拉两林等药物对不动杆菌

命名为蛋白酪氨酸激酶（ＰＴＫ），催化酪氨酸自身磷酸化，所

体外抗菌活性显示，不动杆菌属对哌拉两林的敏感性为

有的大肠埃希菌具有ｅ班基因，但只有一部分致病性菌株能

ｐｇ／ｍ１），对哌拉西林街巴坦钠的耐药率＜

够表达，该蛋白酶类似约翰逊不动杆菌酪氨酸蛋白激酶，其

４４．４％（ＭＩｃ。＝１２８
４１．９％ｃ那”。

针对约翰逊不动杆菌的药敏试验资料较少。最近印度
发现Ｉ株约翰逊不动杆菌，具有抗三甲氧苄氨嘧啶的基因

妒Ａ２８，该基因与抗耐链霉素基因妒Ａｌ有７６．４％的氨基酸
编码一致性ｂ４】。

他还有梨火疫病菌（Ｅｒｗｉｎｉａ

ａｍｙ ｌｏｖｏｒａ）的ＡｍｓＡ蛋白酶，这

些蛋白酶涉及细菌毒力有关的胞外多糖生成，蛋白激酶可能
作为发展新的抗生素靶目标Ｈ“ｏ
研究发现基因型３、溶血性、约翰逊、鲁氏和基因型９五
种不动杆菌能够与牛海绵状脑病的病牛血清抗体产生免疫

反应，病牛血清抗体与约翰逊不动杆菌具有最高水平的免疫

Ａ．ｂａｕｍａｎｎ／／ｃｏｍｐｌｅｘ

反应ｍ】，其作用机制目前还不清楚。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在一家玻璃纤维绝缘材料制造厂，检测喷淋清洗设备车

间空气和水中细菌以及内毒素发现，空气和水中标本培养出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Ｖ０１．３２，Ｎｏ．３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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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ｆｒｏｍ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ｌｏｏ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ｓ．Ｊ

ａｎｄ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８．４６（６）：２０５２—２０５９．

［６］Ｌｉａｎ

ＬＬ，Ｊｉａｎｇ Ｈ，Ｚｈｕ ＣＸ．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ａｅｒｊｏｈｎｓｏｎｉｉ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 ｒ伽ａｏｖａｌ．

２个菌种：海潮德莱菌（９ｅｌｅｙａ ａｅｓｔａ）和约翰逊不动杆菌，空气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Ａ鲥ｃ ｓｃｉ，２００９（２）：１８—２１．（ｉｎＣｌｕｎｅｓｅ）

中的内毒素含量与空气中的细菌计数有关（，＝０．６４），重复

连丽丽，姜华，朱昌雄．约氏不动杆菌（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ｊｏｈｎｓｏｎｉｉ）

试验可信度为９５％ｍ】，这项调查结果与院内感染的空气传播

的分离及其聚磷特性的研究．辽宁农业科学，２００９（２）：１８—２１．
ｚＨ，ｅｔ ａ１．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７］Ｗａｎｇ ＨＡ，Ｑｉｎ Ｌ，Ｃｈｅｎｇ

有相似之处。
酿酒酵母（Ｓａｃｃｈａｒｏｍｙｅｅｓ ｃｅｒｅｖｉｓｉａｅ）能够刺激不动杆菌
的生长，其促进生长的因子是酿酒酵母产生的乙醇，不动杆
菌缺乏生成乙醇的乙醇脱氢酶（ＡＤＨｌ、ＡＤＨ２和ＡＤＨ５）。

甲醇、丁醇和二甲基亚砜不能刺激不动杆菌生长。低剂量的
乙醇不仅刺激产生高浓度的菌量，而且也可以增加不动杆
菌抵抗盐的能力。乙醇能够改变细菌的生理功能，增加菌

株的致病性，而且也可作为信号分子，影响细菌的生理和生
存Ⅲ】。医院应用乙醇消毒时如果浓度过低，则满足了约翰逊
不动杆菌对乙醇的需求，使菌株大量繁殖，不但达不到消毒
的目的，反而增加院内感染的机会。

ｏｆａ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 ｏｆ

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ｊｏｈｎｓｏｎｉｉ．ＪＮａｎｊｉｎｇＡｇｒ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４，２７（２）：
１３９一１４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恒安，秦磊，成志恒，等．一株约翰逊不动杆菌的分离和培
养．南京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７（２）：１３９－１４２．

【８］ＺｈａａｇＷＹ，ｗｅｉＧＨ，ＸｉａＩＬｌ，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Ｈｕｂｅｉ Ａｇｒｉｃ Ｓｃｉ．２００９，４８（７）：

ｏｆ ｔｗｏ ｓｔｒａｉｎｓ

１６２５—１６２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婉熠，魏桂华。夏鸿杰，等．两株不动杆菌属细菌的鉴定和耐

药特性．湖北农业科学，２００９，４８（７）：１６２５－１６２８．
［９］Ｘｉｅ

Ｊ，Ｌｉ Ｌ，ｅｔ ａ１．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ｉｕ

Ａｃｉｎｅｗｂａｃｔｅｒ

ｍａｌａｔｈｉｏｎ ｂｙ

ｊｏｈｎｓｏｎｉｉ ＭＡｌ９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ｓ．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Ｓｃｉ，２００９，２ｌ（１）：７６—８２．

约翰逊不动杆菌与酯香微杆菌（Ｏｌｉｇｏｔｒｏｐｈａ
ｅａｒｂｏｘｉｄｏｖｏｒａｎｓ）、食羧寡氧菌（Ｍｉｃｒ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ｅｓｔｅｒ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ｕｍ）和黄单胞菌（Ｘａｎｔｈｏｍｏｎａｓ ｓｐｐ．）有共聚性。
约翰逊不动杆菌与食羧寡氧菌共聚体是稳定的，不容易被
ＥＤＴＡ和链霉蛋白酶以及在６０℃或８０℃条件下解凝，但温

度低于ｌＯ℃和极端的ｐＨ值条件下可解凝ｍ１。共聚体的形
成机制是由于约翰逊不动杆菌菌体表面的疏水基团与其他
菌株相互作用的结果ｍ】。９５．８３％的葡萄球菌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能够利用不动杆菌（包括约翰逊不动杆菌）
提供的铁载体而利用铁，不动杆菌能够合成羟类铁载体和儿
茶酚ｍ１，这种共聚共生的特性，是否与约翰逊不动杆菌引起

的院内混合感染有关，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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