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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江苏省伤寒届！Ｊ伤寒流行现况、菌株耐药
及其分子分型
庄菱张永杰唐震董晨周璐钱慧敏汤奋扬甄世祺
【摘要】

目的掌握江苏省伤寒偈０伤寒流行现况、病原菌耐药性以及分子分型特征，以确定

监测重点。方法对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江苏省伤寒偈０伤寒疫情采用描述流行病学回顾性分析；２１０
株伤寒届０伤寒沙门菌耐药性测定采用Ｋ－Ｂ纸片扩散法；８１株伤寒沙门菌分子分型运用脉冲场凝
胶电泳（ＰＦＧＥ）。结果近５年江苏省伤寒届０伤寒年均报告发病率为０．４７／１０万，呈总体下降趋
势。人群年龄别发病以０岁组（１．７０／１０万）高发。病原谱以伤寒沙门菌为主（６６．１９％），其次为甲型
副伤寒沙门菌（２３．８１％）。伤寒／副伤寒沙门菌对萘啶酸耐药率最高（６６．１９％），对环丙沙星等６种
抗生素耐药率低于１０．００％，多重耐药率为３０．００％。近３年伤寒沙门菌分属４个克隆群３７个ＰＦＧＥ
型，优势带型为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２７（１１．１ｌ％），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０１为地区独特性菌型，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１４、

ＪＰＰＸＯＩ．ＪＳ００１８和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２４为扩散性菌型。特征菌型成簇分析发现３起病例具有聚集性特
征。结论江苏省伤寒／副伤寒发病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婴儿高发。菌株对多数抗生素较敏感，但
部分药物耐药性在增加。由于近年伤寒呈现高度散发状态，未出现占绝对优势的菌型，推测近期
发生大规范流行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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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副伤寒的发生和流行与居住环境、卫生

５月病例开始增加，６—１１月为发病高峰．各高峰月

状况密切相＿芙。２０００年北美地区发病率低于１／１０

病例数基本持平，６一ｌ】月累计报告１２７０例，占５年

万”，但在卫生状况较差的非洲、托丁美洲及南亚等

病例总数的７２．４ｌ％。

地区，仍有较高的发病率和病死率１。，进入２１世纪

（２）地区分布：各市均有病例报告，且分布不

以来，江苏省伤寒／副伤寒疫情常有反复，为此对

均。年均报告发病率居前３位的是镇江、苏州和南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的流行特征、病原菌耐药性以及分子

通市，分别为０．８９／１０万、Ｏ．８１／１０万和０．７４／１０万。徐

分型进行分析。以确定今后的监测重点，

州市年均报告发病率最低（０．１２／１０万）。
（３）人群分布：０岁组年均发病率最高（１．７０／１０

材料与方法

万），３５～３９岁组最低（Ｏ．２８／１０Ｘ）；成人组中以７０—

Ｉ，资料和菌株来源：２００７－－２０Ｉ １年江苏省伤寒／

７４岁人群年均发病率较高（ｏ．６７／１０万）（图１）。男性

副伤寒传染病疫情资料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

年均发病率为０．４７／１０万，女性为０．４６／１０万，男／女性

系统，２１０株伤寒／副伤寒沙门菌分离自２００７－－２０１

别比为１．０２：ｌ。职业分布以农民、散居儿童和学生

１

年江苏省监测收集的腹泻病例。

所占比例较高，累计病例数分别占３６．５４％、１３，９６％

２．研究方法：生化、血清学鉴定参照《伤寒副伤

和１ Ｉ．７４％。不同年份各职业发病例数构成比的差

寒防治手册》（第２版）。药敏试验采用Ｋ．Ｂ纸片扩
散法。分子分型采用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即取

异有统计学意义（７（２＝４８４．７２，Ｐ＜Ｏ．叭），其中农民的
构成比由２００７年４０．４９％下降至２０１１年的３１．７４％，

适量菌，置细胞悬浊液中调整浓度至４．０，４．５麦氏

散居儿童由２００７年１０．７２％上升至２０１１年１６，１４％。

单位，在４００“ｌ菌悬液中加入２０¨ｌ蛋白酶Ｋ（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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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度为０．５ ｍ∥ｍ１）和４００

ｌａｌ

１％Ｓｅａｋｅｍ Ｇｏｌｄ：ｌ％ＳＤＳ

４

制成腔块；每５ ｍＩ细胞裂解液加入２５“ｌ蛋白酶Ｋ

２
Ｏ

（２０

ｍｇ／ｍ１）裂解细菌；酶切缓冲液３７℃平衡１５

后．４５

ＵＸｂａ

ｍｉｎ

Ｉ限制性内切酶３７℃消化４ ｈ（电泳条

， ●：，０ ８

一≮ｏｌ，）｜＊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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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初始脉冲２．２ ｓ、终末脉冲６３．８ ｓ、１２０。夹角、电泳时
间１６ ｈ）。菌株分离鉴定、药敏试验培养基购自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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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年江苏省伤寒／ｉｉｉ｜Ｊ伤寒
年均发病率年龄组分布

２００７－－２０１

发公司；限制性内切酶Ｘｂａ Ｉ购白宝生物Ｔ程（大连）

２．病原学特征：

有限公司；蛋白酶Ｋ购白ＡＭＲＥＳＣＯ公司。脉冲场

（Ｉ）菌型分布：２００７－－２０１ １年病原学监测共分离

凝胶电泳仪为ＣＨＥＦ．ＤＲ １Ｈ ｓｙｓｔｅｍ（Ｂｉｏ—Ｒａｄ）。
３．数据分析：利用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Ｖｅｒｓｉｏｎ ６．６）进

阳性菌株２ＩＯ株。病原谱以伤寒沙门菌为主

行ＰＦＧＥ图谱聚类分析．聚类分析选择非加权配对

２３．８１％（５０／２１０）．乙型副伤寒沙门菌５．７１％（１２／２１０）

算术平均法（ＵＰＧＭＡ），条带位置差异容许度１．５％，

和丙型副伤寒沙门菌４．２９％（９／２１０）。

优化值为０．５％，相似性系数采用Ｄｉｃｅ系数。使用

（２）耐药性：２１０株伤寒／副伤寒沙门菌中对萘啶
酸耐药率最高（６６．１９％），其次是复方新诺明

ＳＰＳＳ

１１．５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率的检验使用

ｆ检验；两两比较采用ｆ分割法。
结

果

１．流行概况及特征：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江苏省共报
告伤寒倡０伤寒１８１０例，年均报告发病率０．４７ｔｌｏＹ／。
发病率总体呈下降趋势，未发现死亡病例。其中伤

（６６．１９％，１３９／２１０），其次为甲型副伤寒沙门菌

（２４．７６％）。敏感药物有氨苄西林、头孢噻吩、头孢噻

肟。庆大霉素、环丙沙星和四环素，耐药率均＜
１０．００％。副伤寒丙型菌对氨苄两林耐药率高于甲型
菌和伤寒沙门菌；乙、丙型菌对庆大霉素和四环素的
耐药性高于甲型菌和伤寒沙门菌；甲型菌对萘啶酸
的耐药率高于乙型菌；丙型菌对复方新诺明耐药率

寒１４８Ｉ例，年均报告发病率为０．３９／１０万；副伤寒发

高于甲型菌（表１）。３０．００％（６３／２１０）的伤寒／副伤寒

病３２９例，年均报告发病率０．０９／１０万。

沙门菌呈多重耐药，其中以两重耐药为主，占多重耐

（１）时间分布：全年各月份均有病例报告。每年

药的６１＋９０％（３９／６３），其次为ｉ重耐药（１４．２９，９／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

１年江苏省伤寒届０伤寒沙门菌对９种抗菌药物耐药性分析

杯窠

抗菌药物

沙门菌

（，ｌ＝１３９）（ｎ＝５０）

乙型

丙型

ｍ：１２）

ｍ：９）

氨苄两林
２（４．００）
９（６．４７）
３（２５．００）４（４４．４４）
阿莫西林／棒酸１４（１０．０７）５（１０．００）２（１６．６７）２（２２．２２）
头孢噻吩

ｒ。三；：ｎ、ｆ值
Ｖ一“ｗ

Ｐ值

ｒ８（８．５７）２１．０３＜Ｏ．０１４
２３００．９５）

１．７３

Ｏ．６３０

６（１１．５Ｉ）

ｌ（２．ｏｏ）

１（８．３３）０（０．００）

１８（８．５７）

５．１３

０．１６２

头孢噻肟

３（２．１６）

３（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６（２．８６）

２．６４

０．４５０

庆大霉素

２（Ｉ．４４）０（０．００）

ｌ

２０６．６７）２（２２．２２）

萘啶酸８７（６２．５９）４４（８８．００）３（２５．００）

６（２．８６）２２．８８＜０．０１８

５（５５．５６）１３９（６６．１９）２０．９９＜０．０１“
１．０３

环丙沙星

５（３．６０）

２（４．００）

１（８．３３）０（０．００）８（３．８Ｉ）

四环素

６（４．３２）

ｌ（２．００）

４（３３．３３）

５（５５．５６）

１６（７．６２）４５．０５＜Ｏ．０１４

６（１２．００）３（２５．００）

５（５５．５６）

５２（２４．７６）９．１７

复方新诺明

３８（２７．３４）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中／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０１、
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１８和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２４均有

副伤寒沙门菌
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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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Ｏ．７９４

０．０２７。

分布，其他带型仅存在于部分年份。地区

分布显示，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０１和麟１．ＪＳ００２７
仅存在于苏州地区；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１４、
Ｉ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１８和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２４分布较
广，后２种型别覆盖１３个地级市中的５个。
比对ＰＦＧＥ指纹图谱以分析特征菌
型的成簇性。发现３起疫情的病例具有
聚集性趋势（表２）。如２００９年泰州地区
５例的ＰＦＧＥ型别均为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０９，

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６３）。主要耐药谱型为耐萘啶酸一复方新诺明

其中４例发病集中在５月２４日至６月６日；ＪＰＰＸ０１．

（２８．５７％，１８／６３）和头孢噻吩一萘啶酸（１２．７０％，８／６３）。

ＪＳ００２７仅出现在２０１１年苏州地区，其中７例分布在

趋势分析显示，伤寒沙门菌对阿莫西林／｛奉酸耐

７月中旬至８月中旬；２００９年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１８尽管分

药率从２００７年５．６６％上升至２０１１年３０．４３％（）ｃ２＝

布在４个城市，但淮安、泰州、盐城的５例发病时间主

１３．９３。Ｐ＝Ｏ．００７），对头孢噻吩耐药率从２００７年０％

要集中在９月中下旬至１０月初。
伤寒沙门菌耐药株ＰＦＧＥ型别分布特征显示，

上升至２０１１年２２．６４％（ｆ＝１３．１１，Ｐ＝Ｏ．０１１）。
（３）ＰＦＧＥ分型：使用Ｘｂａ Ｉ限制性内切酶，对

耐药株分属Ａ～Ｃ群２６个ＰＦＧＥ型。耐ｌ或２种抗菌

１年８ｌ株伤寒沙门菌进行ＰＦＧＥ分型。图

药物的菌株，各耐药谱型对应多个ＰＦＧＥ型别（不包

２显示共分为４个克隆群（Ａ～Ｄ）３７个ＰＦＧＥ型

括耐药谱为头孢噻吩和头孢噻吩一环丙沙星）；但对

（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０１～ＪＳ００３７），相似度为５２．８９％一

耐３种以上药物菌株，每种耐药谱型具有独有的

１００％，主要克隆群Ａ、Ｂ相似度＞７７．６７％。２株以上

ＰＦＧＥ型别，同属Ａ群。同时耐萘啶酸和环丙沙星的

菌株同属一种带型的型别有１１种，优势带型为

耐药谱型萘啶酸一环丙沙星一复方新诺明

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２７（１１．１ｌ％，９／８１），其次为ＪＰＰＸ０１．

（ＮＡ—ＣＩ—ＳＭ）和头孢噻吩一庆大霉素一萘啶酸一环丙

ＪＳ００１８、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２４、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０９，分别占

沙星（ＣＦ—ＧＥ－ＮＡ—ＣＩ）分属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０６和

９．８８％（８／８１）、８．６４％（７／８１）和８．６４％（７／８１）。

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０９，相似度为８７．８１％（表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

。—ＰＦＧＥ—－Ｘｂａ

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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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伤寒倡０伤寒发病率从
１９８０—１９９８年的年均３４．３４／１０万‘３’下降

ｌｌＩ瓣ｉ
ｌ‘

至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的０．４７／１０万，已与发达

ｌ

国家基本持平。Ｃｒｕｍｐ等¨ｊ研究发现伤
寒偈０伤寒不同流行强度地区其高发病
年龄组有差异。本研究也显示，随着发

飘ｊ

病率的下降，江苏地区高发人群由过去

秘

的青壮年转为婴幼儿，而农民仍是主要

嘲露蘩！｝

薹■一 蜀工 鼍
图２

发病人群。但比例有所下降，散居儿童比
例有增加。提示根据新的流行特征应调

—一
—一

整防控策略，散居婴幼儿和农村老年人
群作为重点监测和干预对象。
已有研究显示伤寒／副伤寒沙门菌

ｊ｛

对传统一线药物（氨苄西林、氯霉素、复
＿＾， ，ｌ● ， Ｊ， ，

Ｈ．／－＼ｌ ＼ Ｉ／ｌ’＼ －／Ｘ．＼／

ｊ｛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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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新诺明）具有较高多重耐药率，且耐药
菌株有地域差异乜。。江苏省伤寒／副伤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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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１年江苏省病例来源伤寒沙门菌主要菌型及发病时间（年一月一日）分布

程度较高，可能有相同起源，
需加强监钡４。相对于两重及
以下耐药谱的基因多态性，ｉ
重以上耐药谱ＰＦＧＥ型别单
一，推测该耐药菌株出现较
晚。不易与造成基因多态性的
接合性耐药质粒进行基因重
组驯，耐药菌株不易扩散。
江苏省伤寒沙门菌
ＰＦＧＥ分型结果显示菌株型

别分散，变异度大，表明目前
伤寒呈高度散发状态。以往
伤寒长期流行大多由单一菌
型播散引起，如２０世纪末江
苏省伤寒高发时期，Ｄ１噬菌
体型曾在数年占绝对优势，
近年的菌株未出现占绝对优
表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年江苏省伤寒沙门菌耐药菌株
ＰＦＧＥ型别分布

势的菌型，推测近期发生伤寒大规范流行的可能性较
小。其中部分型别具有地域分布特征，ＪＰＰＸ０１．
ＪＳ０００１仅分布在苏州地区．各年份均有检出，属于地
区独特性菌型；ＪＰＰＸ０１．ＪＳ００１４、ＪＰＰＸＯＩ．ＪＳ００１８和
ＪＰＰＸ０ １．ＪＳ００２４在多个地区均有检出，属于省内扩散

性菌型，对此应加强监测，防控区域性流行。本研究
发现３起疫情的病例具有聚集性特征，分别发生在泰

州（２００９年）、苏州（２０１１年），淮安傣卅Ｉ／盐城市（２００９
年），而后者尽管分布在不同地区，但相同菌型病例几
乎同时出现，可能为呈散发特征的聚集性事件。由于
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未进行及时的流行病学调查，
病例间的关联眭尚无法确认。
注：ＣＦ（头孢噻吩）；ＳＭ（复方新诺明）；ＮＡ（萘啶酸，；ｃｉ（环内
沙星）；ＮＡ（萘啶酸）；ＧＥ（庆大霉素）；ＡＰ（氨苄西林）；ＡＣ（阿莫西

柑棒酸）

沙门菌多重耐药率为３０．００％，主要多重耐药谱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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