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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研究·
１ ３７株多耐药大肠埃希菌表型

及耐药机制研究
王会中

沙杭陈倩郭燕菊祝丙华王韶辉高德禄

【摘要】

目的探讨临床分离的多耐药大肠埃希菌对常用抗生素的敏感性及其耐药机制。

方法采用琼脂稀释法对北京市城区３家三甲医院近３年从各种临床标本分离的大肠埃希菌进

行药敏试验，收集对头孢噻肟、环丙沙星和阿米卡星同时耐药的多耐药菌株；采用ＰＣＲ和测序方
法检测上述多耐药菌株对Ｄ一内酰胺类、喹诺酮类和氨基糖苷类的耐药基因，并对菌株进行系统发
生分型；使用脉冲场凝脏电泳（ＰＦＧＥ）分析菌株同源性；通过接台试验观察耐药质粒的传递性。
结果共检出１３７株多耐药大肠埃希菌。其中分离自尿液的比例最高（４１．６Ｉ％）；除对亚胺培南和

美罗培南耐药率（均为１％）较低外，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也较低（４％）；８５％的多耐药大
肠埃希菌产超广谱１３一内酰胺酶（ＥＳＢＬ），且多为ＣＴＸ—Ｍ型；介导菌株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的主要
原因是药物靶位突变；导致菌株对阿米卡星耐药的机制主要是产生１６Ｓ ｒＲＮＡ甲基化酶（Ａｎｎａ或
ＲｍｔＢ）。结论临床分离多耐药大肠埃希菌主要来自尿液标本；除碳青霉烯类，酶抑制剂抗生素
可能也是治疗该类菌株引起感染的有效药物。

【关键词】大肠埃希菌；多耐药；耐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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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临床多耐药（ＭＤＲ）菌株的检出率逐
渐增加…。国际上通行的ＭＤＲ定义则是指细菌具
有同时对三类以上抗生素耐药的表型忙·“。表明一
旦ＭＤＲ菌株出现，细菌将多种耐药机制整合在一起
并同时发挥耐药作用。例如对头孢菌素、氟喹诺酮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１２ ０１８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１ ７北京，解放军第ｊ０五医院检验科（王会中、陈
倩、郭燕菊、高德禄），呼吸科（沙杭），感染控制科（祝丙华、王韶辉）
通信作者：沙杭，Ｅｍａｉｌ：ｓｈａｈａｎ９５８３５＠ｈｏｔｍａｉｌ．ＧＯＩＢ

药物和氨基糖苷药物同时耐药的ＭＤＲ菌株如获得
对碳青霉烯类药物的耐药性后，将会成为对目前使
用的抗生素均耐药的泛耐药细菌“１，给临床抗感染
治疗甚至医疗安全带来巨大威胁。因此，对临床分
离ＭＤＲ菌株进行流行病学和耐药机制方面的研究＋

可为预防此类菌引起的感染提供帮助。本研究选择
北京市３家三级甲等医院近３年来从临床标本分离
出的１３７株大肠埃希菌（均为同时对头孢噻肟、环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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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星和阿米卡星耐药ＭＤＲ菌株）进行药物敏感性
结

测定，并检测菌株携带常见耐药基因以及耐药质粒
的传递情况，分析菌株间的遗传关系。
材料与方法

果

１．ＭＤＲ菌株分布及其药物敏感性：１３７株ＭＤＲ
大肠埃希菌的标本来源中，尿液５７株（４１．６１％），痰２６
株（１８．９８％）、穿刺液１９株（１３．８７％）、血液１５株

１．实验菌株：均来自北京市城区３家三级甲等

（１０．９５％）、脓液１０株（７．３％）、伤口分泌物６株

医院近３年从临床标本（血液、脓液、穿刺液、伤口分

（４．３８％）和其他体液标本４株（２．９２％）。经表型测定，

泌物、痰、尿以及其他体液标本）分离出的非重复大

有１１６株（８４．６７％）ＭＤＲ大肠埃希菌产ＥＳＢＬ。对常

肠埃希菌。全部菌株经常规生化试验或ＶＩＴＥＫⅡ

用抗生素的耐药情况见表１。

ＧＮ卡鉴定。大肠埃希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和ＡＴＣＣ３５２ １ ８

表１

为药敏试验质控菌株。带叠氮钠抗性的大肠埃希菌
Ｊ５３作为接合实验的受体菌。
２．药敏试验：临床分离菌株经纸片扩散法测定
药物敏感性。超广谱１３一内酰胺酶（ＥＳＢＬ）表型检测
采用双纸片协同试验。具体方法参考美国临床实验

１３７株ＭＤＲ大肠埃希菌对临床常用抗生素耐药情况
抗菌药物

耐药率（％）

抗菌药物

耐药率（％）

头孢他啶

６８．６１

亚胺培南

头孢吡肟

７０．０７

美罗培南０．７３

头孢西丁

６２．７７

米诺环素

头孢哌Ｎ／舒巴坦“

５４．０１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１．４６

４３．０７
３．６５

注：。参考头孢哌酮诉点判读敏感性

室标准化委员会（ＣＬＳＩ）相关方法指南¨３。药敏纸片

２．ＭＤＲ菌株分型：１３７株ＭＤＲ大肠埃希菌中，

和Ｍ．Ｈ培养基均为ＯＸＩＤ公司产品；量取细菌对不

系统发生分型以Ｄ型最多（５ｌ％），其次为Ａ型

同药物的抑菌圈直径后，使用ＣＬＳＩ ２０１２纸片法折

（３８．８％）及Ｂ１、Ｂ２型（各５．１％）。ＰＦＧＥ分析结果表

点标准进行判读。对头孢噻肟、环丙沙星和阿米卡

明，所有分离的ＭＤＲ大肠埃希菌表现出显著的基因

星同时耐药的ＭＤＲ菌株采用琼脂稀释法测定最低

差异性，按照相似性＜７０％为独立型别的原则，１３７

抑菌浓度（ＭＩＣ）。

株ＭＤＲ大肠埃希菌有１３０个独立的ＰＦＧＥ型别。

３．脉冲场凝胶电泳（ＰＦＧＥ）：参考美国疾病预防

３．基因传递情况：通过接合试验，１３７株ＭＤＲ

控制中心推荐方法［６１。待测菌株ＤＮＡ经Ｘｂａ Ｉ

大肠埃希菌有９７株（７０．８％）筛选出接合子。其中，

（Ｎｅｗ

Ｂｉｏｌａｂｓ）酶切后电泳。电泳结果经

７８株（５６．９３％）在阿米卡星培养基上筛选出接合子，

３．１软件（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ｓ ＮＶ）分析后绘

６１株（４４．５２％）在环丙沙星培养基上筛选出接合子，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ＢｉｏＮｕｍｅｒｉｃｓ

制聚类分析图。相似度≥７０％的菌株为同一群组

４２株（３０．６６％）在两种培养基上均能筛选出接合子。

（ｃｌｕｓｔｅｒ），相似度≥８５％或不同条带数＜４条的菌株
为同一克隆菌株。

４．耐药基因分布：ＭＤＲ大肠埃希菌及其接合子
所携带的常见耐药基因分布情况见表２。

４．耐药基因检测：常见的６一内酰胺酶、喹诺酮类
和１６Ｓ ＲＮＡ甲基化酶耐药基因经ＰＣＲ和ＰＣＲ产物测

表２

携带率（％）

ｌｂ—ｃｒ、ａｎｎＡ、『７剃、ｒｍｔＢ、ｒｒｎｔＣ、ｒｍｔＤ以及ＧｙｒＡ和ＰａｒＣ
的位点突变。引物序列和扩增条件参考文献［７—１２］。
５．系统发生分型分析：通过多重ＰＣＲ扩增
ｃｈｕＡ、ｙｊａａ和ＴｓｐＥ４．Ｃ２基因，根据不同基因的阳性组
合确定待ｉ贝０菌株的系统发生型ｎ“。

６，接合试验：将０．５咖生长指数期的供体菌和受

携带率（％）

羹瑟临雾‘琴

序进行检测，包括６ｆｏ删、６ｆｏ。。。、６ｆ口唧。（ｇｒｏｕｐｓ １，２，８，
９，ａｎｄ ２５／２６）、６如嗽、６ｆｏｍ、６‰鹳、质粒介导的６如。嘟、
ｑｎｒＡ、ｑｎｒＢ、ｑｎｒＣ、ｑｎｒＤ、ｑｎｒＳ、ｑｅｐａ、ｏｑｘａＢ、ａａ，ｃ（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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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使用阿米卡星抗性培养基筛选出的接合子

体菌（Ｊ５３，叠氮钠抗性）分别加入新鲜的Ｌｕｒｉａ－Ｂｅｒｔａｎｉ
讨

论

（ＬＢ）培养基中，３７ ｃＣ孵育过夜后取１００ ｇｌ培养液涂布
至带有抗性的中国蓝平板上。其中一种组合是阿米

本研究１３７株ＭＤＲ大肠埃希菌多数（５７株，

卡星（３０ ｇｇ／越）和叠氮钠（１７０“鲥【１１１），另一种组合是

４１．６１％）来自于尿液标本。引起泌尿系感染的病原

环丙沙星（Ｏ．２５“ｇ／ｒｒａ）和叠氮钠（１７０“卧１１１）。

菌多为大肠埃希菌，且患者大多接受各种抗生素治

－１２７８－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０１．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疗“４｜，因此泌尿系感染患者标本成为ＭＤＲ大肠埃希

（７８．１％）为主。有１３（９．４９％）株菌未检测到已知的

菌的主要来源。值得注意的是有１０．９５％的ＭＤＲ大

１６Ｓ

肠埃希菌分离自血液。而作为严重的系统性感染，

株对阿米卡星的高水平耐药。包括氨基糖苷修饰

耐药大肠埃希菌所引起的血流感染近年来呈增加趋

酶，如氨基糖苷类乙酰基转移酶（ＡＡＣ）、氨基糖苷

势”“，这给临床抗感染治疗所带来危害值得关注。

类磷酸转移酶（ＡＰＨ）和氨基糖苷类核苷转移酶

在４种系统发生分型中，Ａ型和Ｂ１型一般携带毒力

（ＡＮＴ）以及同时具有两种修饰功能的双功能酶，如

因子较少，致病性也较弱，而Ｂ２和Ｄ型往往携带各

ＡＡＣ．ＡＰＨ等¨叭。相关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ＲＮＡ甲基化酶，表明其他耐药机制仍能介导菌

种毒力因子易导致各种感染”“。本研究发现，临床
分离ＭＤＲ大肠埃希菌半数以上（５Ｗｏ）为Ｄ型，表明
临床菌株在具备了各种毒力的情况下也逐渐获得了
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此两种能力的结合必定使
ＭＤＲ大肠埃希菌成为引起各种感染的重要病原菌，
并给抗感染治疗带来更多困难。
本研究１３７株ＭＤＲ大肠埃希菌有１３０个独立的

参考文碱
ｌ ＩＪ

ＣＧ，ＷＨ Ｚ－Ｏ，ｅ【ａ】．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Ｆ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ｍｃｔｅｘｉｓｆｉｃ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 Ｕｐｄａｔ．２０１ １，

Ｘｊａｏ ＹＨ，Ｇｉｓｋｅ
１４：２３６—２５０．

｛２ Ｊ Ｆａｌａｇａｓ ＭＥ．Ｋｅｔｅｋｓｉ ＰＫ．Ｂ１ｉｚｌｏｌｌｓ １Ａ．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ＭＤＲ】ａｎｄ ｐａｎ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ＤＲ）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Ｊ Ｍｃｄ

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如ｕｍａｎｎｉ￡ａｎｄ船Ｍｏｒｎｏｎａｓ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６．５５：１６１９一１６２９，

ｉ３』Ｆａｌａｇａｓ ＭＥ．Ｋａｒａｇｅｏｒｇｏｐｏｕｌｏｓ ＤＥ．Ｐａｎ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ＰＤＲ），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ＸＤＲ）。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ｄｍ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ＤＲ）
ａｍｏｎｇ 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ａｃｉｌｌｉ：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ｉｎｌｅ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ＣｌｉｎＩｎｒｃｃｔＤｉｓ．２００８．４６：１１２１一１１２２．

ＰＦＧＥ型别。接合实验结果表明，７０．８％的ＭＤＲ菌

【４Ｊ Ｐｆｅｉｆｅｒ Ｙ．Ｃｕｌｌｉｋ Ａ，ｗｉ怔Ｗ．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ｃｅｐｈａｌｏｓｐｏｒｉｎ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ｓ ｉｎ 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ｐａｔｈｏｇ既ｓ．ｈｅ Ｊ Ｍｅｄ

株携带可移动的耐药质粒。而这些质粒能够携带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１０．３００：３７ｌ一３７９．
【５ Ｊ ＣＬＳＩ．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ｗｅｎｔｙ－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１０ｎａ】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ｍ（Ｍ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９４０ Ｗｂｔ Ｖａｌｌｅｙ Ｒｏａｄ．Ｓｕｉｔｅ
１４０。，Ｗａｙｎｅ．Ｐｅｍ－研［ｖｍｉａ １９０８７一１８９８ＵＳＡ，２０｛２．３２（３）：４ｊ一６０．
【６ Ｊ Ｒｉｂｏｔ ＥＭ，Ｆａｉｒ ＭＡ，Ｇａｕｔｏｍ Ｒ，ｅｔ ａ１．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ｌｓｅｄ－
ｆｉｅｌｄ ｇｅｌ ｃ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ｆ＿ｏｒ ｔｂｅ ｓｕｂｔｙｐｉｎｇ ｏｆ Ｅｓｃｈｅｒ／ｃｈ／ａ
ｃｏｉｌ ０ １ ５７：Ｈ７，Ｓａｌｍｏｎｅｌｌａ．ａｎｄ鼽ｉｇｅ池ｆｏｒ ＰｕｌｓｅＮｅｔ．Ｆｏｏｄｂｏｍｅ
ＰａｔｈｏｇＤｉｓ．２００６．３：５９—６７＋
【７Ｊ Ｄａｌｌｅｎｎｅ Ｃ．Ｄａ Ｃｏｓｔａ Ａ＋Ｄｅｃｒｅ Ｄ，ｅｌ ａ１．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ｓｅｔ ｏｆ

种耐药基因在菌株问相互传递，造成耐药性的播散。
本研究中有８５％的ＭＤＲ菌株为产ＥＳＢＬ菌株，
表明这是介导头孢菌素耐药的主要机制。与此同
时，带有酶抑制剂的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仅
为３．６５％，更证实了ＥＳＢＬ在介导菌株对８一内酰胺类
抗生素耐药中的决定性作用。耐药基因检测显示，
８４．６７％的ＭＤＲ菌株产ＣＴＸ—Ｍ型ＥＳＢＬ，表明该酶

１旺ｓ２２）．ＣＩｉｎｉｃａｌ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

ＰＣ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ｅ诅·ｌａｃｔａｍａｓｅｓ ｉｎ

够被酶抑制剂所抑制，且水解头孢噻肟的能力要强
于水解头孢他啶的能力¨７。本研究中有３１．３９％的
菌株对头孢他啶仍敏感，也表明ＣＴＸ—Ｍ型ＥＳＢＬ对
头孢他啶的影响要弱于头孢噻肟。此外，有近五分
之一的ＭＤＲ菌株并未携带ｂｌａｃｒ帅，可能是ＴＥＭ犁
ＥＳＢＬ以及质粒介导ＡｍｐＣ酶介导了这些菌株对超
广谱头孢菌素的耐药。特别是ｂｌａ珊和６‰。。，分别
有９３．４３％和１０．２２％的菌株携带有这两种酶，ｂｌａ住。
如此高的携带率表明其在介导菌株对头孢菌素耐药
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中的大多数菌株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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