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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肠球菌属的耐药性趋势和耐药基因分布，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ＶＩＴＥＫ２ ＣＯＭＰＡＣＴ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对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问临床送检标本中分离

的３１９株肠球菌进行鉴定和药敏试验，采用ＰＣＲ方法对ｅｒｍＢ、ｒｅｅｆ、ｇｙｒＡ耐药基因进行研究。结果３１９
株肠球菌中以屎肠球菌最多２０５株（６４．２６％），其次为粪肠球菌６３株（１９．７５％），其他种类肠球菌５１株
（１５．９９％）。肠球菌常用抗生素药敏结果显示屎肠球菌和粪肠球菌耐药率最低的是万古霉素（１．０％，
１．６％），其次是利萘唑胺和替考拉宁（３．９％，３．２％），耐药率最高的是红霉素（９４．６％，７９．４％）。肠球菌中
ｅｒｍＢ基因阳性率为７３．４％（２３４／３１９），ｇｙｒＡ基因阳性率为６７．１％（２１４／３１９），ｒｅｅｆ基因均为阴性。结论

肠球菌获得ｇｙｒＡ基因和ｅｒｍＢ基因是肠球菌对氟喹诺酮类药物和红霉素类药物耐药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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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球菌属原是人和动物肠道内的正常菌群之

临床用药带来很大麻烦。肠球菌对大环内酯类和氟

一，近二十多年来已逐渐成为医院感染的重要致病

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性一直居高不下，其耐药

菌。不仅可以引起尿路感染、皮肤软组织感染，还可

机制与ｇｙｒＡ、ｅｒｍＢ和ｍｅｆ基因有关。因此，本文对我

引起危及生命的腹腔感染、败血症、心内膜炎和脑膜

院和山西省中医药研究院医院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２

炎等…。国外有关研究嘶表明，肠球菌在医院感染最

年５月分离自临床的３１９株肠球菌的药敏情况及耐

常见的致病菌中上升为第二位，也已经成为医院感

药基因进行分析研究，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依据。

染菌血症第三位的病冈。肠球菌对多种抗生素具有

１材料与方法

很强的固有性耐药特征．也更容易被诱导产生获得

１．１

性耐药，这使得肠球菌多重耐药现象越来越严重，给

临床送检的血液、尿液、痰液等各类标本，按照《全国

万方数据

标本来源

收集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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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３版跏进行菌株的分离，剔除

（ｐＨ＝７．５）１００汕ｌ。混匀后３７ ｃＣ孵育１０ ｒａｉｎ，即制成

同～患者同一类标本中重复分离的菌株，共得到

ＰＣＲ扩增模板。（２）ＰＣＲ扩增及产物分析：扩增反应

３１９株肠球菌。

总体积为１０

１．２菌株的培养与鉴定

将标本接种在血平板、中

Ｉｘｌ，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ｉｘ ５斗ｌ，２０

物各０．５ ｔｘｌ，模板ＤＮＡ

１．０

ｐｍｏｌ／Ｌ引

ｔｘｌ，加灭菌双蒸水至体积

国兰平板３５ ｏＣ孵育１８—２４ ｈ，挑取血平板上灰白色、

１０¨１。ＰＣｆｉ反应条件见表２。采用琼脂糖凝胶电泳法

不透明、表面光滑、直径Ｏ．５～１．０ Ｉｎｎ大小的圆形ｄ

分析扩增产物。１．５％琼脂糖凝胶电泳中８０ Ｖ电压电

溶血或不溶血菌落，经初步鉴定为氧化酶阴性、触酶

泳５０ ｒａｉｎ后０．５ Ｉｘｇ／ｍＬ溴化乙啶染色２５ ｒａｉｎ．采用

阴性，分离纯化后采用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及革

凝胶成像系统观察结果。

兰阳性细菌鉴定卡（ＧＰＩ）对分离到的菌株进行鉴定。

２

质控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３版每周做一

２．１

次室内质控。

肠球菌中以屎肠球菌最多２０５株（６４．２６％），其次为

１．３药物敏感性试验按ＣＬＳＩ推荐的方法挑取平

粪肠球菌６３株（１９．７５％），铅黄肠球菌１７株

板上新鲜分离的细菌菌落在Ｏ．９％ＮａＣｌ管中配置成

（５，３３％），母鸡肠球菌１７株（５．３３％），坚韧肠球菌１０

０．５

Ｍｃ单位的浊度，用无菌棉签涂到４ ｍｌＴｌ厚的ＭＨ

株（３．１４％），鸟肠球菌７株（２．１９％）。药敏试验结果

平板上，贴上药敏纸片，３７℃孵育１８—２４ ｈ，读取抑

显示肠球菌常用抗生素中耐药率最低的是万古霉素

菌环直径。药敏纸片规格如下：万古霉素３０斗ｇ，利

（１．Ｏ％，Ｉ．６％），其次是利萘唑胺（３．９％，３．２％）和替考

萘唑胺３０斗ｇ，替考拉宁３０斗ｇ，呋喃妥因３００ Ｉｘｇ，磷

拉宁（３．９％，３．２％），耐药率最高的是红霉素（９４．６％，

霉素２００¨ｇ，氨苄西林１０斗ｇ，氯霉素３０斗ｇ，环丙沙

７９．４％）；屎肠球菌对氨苄西林、高水平庆大霉素、红

星５¨ｇ，利福平５斗ｇ，红霉素１５¨ｇ，高水平庆大霉

霉素、环丙沙星的耐药率分别为８４．４％、７２．２％、

素１００¨ｇ。

９４．６％、８７．３％，均高于粪肠球菌。见表３。

结果
肠球菌的耐药率

１．４质控菌株粪肠球菌ＡＴＣＣ２９２１２购于卫生部

细菌鉴定结果表明３１９株

表３肠球菌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情况［ｎ（％）］

临床检验中心。
１．５主要仪器与试剂

法国梅里埃全自动微生物

分析仪ＶＩＴＥＫ １Ｉ、杭州博日ＰＣＲ扩增仪、美国伯乐
凝胶成像系统、引物由上海生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合成，见表１。中国兰琼脂、血琼脂、ＭＨ琼脂均购自
郑州安图试剂有限公司，药敏纸片为英国ＯＸＯＩＤ公
司产品。
表１

ＰＣＲ引物序列

２．２

ＰＣＲ结果３１９株肠球菌中，ｅｒｍＢ基因阳性率

为７３．４％（２３４／３１９），ｇｙｒＡ基因阳性率为６７．Ｉ％
１．６

ＰＣＲ试验（１）模板ＤＮＡ的制备：将平皿上的

单个菌落用５０仙ｌ溶菌酶洗涤，混匀后３７℃孵育１０
ｒａｉｎ，然后加入５０¨ｌ蛋白酶Ｋ和０．１

ｍｏｌ／Ｌ Ｔｒｉｓ
表２

万方数据

（２１４／３１９），ｒｅｅｆ基因均为阴性，见图１、图２。
３讨论
肠球菌作为医院感染重要的致病菌，近年来无

ＰＣＲ反应条件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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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球菌中红霉素耐药与外排基因ｍｅｆ无明显关系。
这与国内外［４，１０．…的研究结果一致。
２０（）

７４５

４００

肠球菌对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的耐药机制主要

６００

表现在两个方面：药物靶位一拓扑异构酶Ⅱ的改变

８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０

和主动外排．目前发现的细菌拓扑异构酶Ⅱ是两种
结构上相关的酶：ＤＮＡ螺旋酶和拓扑异构酶ＩＶ，
ＤＮＡ螺旋酶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Ａ、Ｂ亚基组成的
四联体，Ａ、Ｂ亚基分别由染色体ｇｙｒＡ和ｇｙｒＢ基因

ｅｒｍＢ基因扩增产物琼脂糖凝胶电泳图

图１

编码，ｇｙｒＡ基因突变介导较高水平的耐药’１２］。本文

注：Ｍ为ＤＬ２０００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１为阴性对照，２～５为ｅｒｍＢ基因

ＰＣＲ产物（７４５ ｂｐ），６为阳性对照（７４５ ｂｐ）
ｊ’ｐ

Ｍ

Ｉ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研究结果显示，６７．１％的肠球菌携带ｇｒｙＡ基因，虽然
屎肠球菌和粪肠球菌的耐药程度不同，但其ｇｙｒＡ基

８

９

１０

ｌｌ

１２

Ｉ）｝１

因的突变位点一致，并且尚有少数菌株未发生突变，
说明ｇｙｒＡ基因突变是肠球菌对氟喹诺酮耐药的重

６００

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

５００
４００

总之，在抗菌药物选择压力下，逐年增加的耐药

３００

菌株给临床治疗带来了极大的困难。肠球菌的耐药

２０（）
ｌ（】（）

机制复杂，仍需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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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ＰＯＣＴ检测与生物应急发展论坛
ＰＯＣＴ（ｐｏｉｎｔ ｏｆｃａｒ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是检验医学自动化和简单化

刘锡光（湖北中医药大学检验学院）；

发展的产物，在我国大多被译为即时检验或床旁检验等。随

潘柏申（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着当今高科技的综合应用以及高效快节奏社会运转模式的

王加义（中生金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需要，ＰＯＣＴ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青睐，得到快速发展。与此

王煜非（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实验中心）；

同时其功能领域也越来越宽，目前已扩大到医学健康领域、

吴太虎（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装备研究所）；

海关检疫、农牧业、林业、消防、环境和食品检测等多种领域，

杨瑞馥（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部分同行统称为“临床ＰＯＣＴ和生物应急领域”。

张国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检验科）；

论坛期间将重点讨论ＰＯＣＴ与生物应急产业相关收费标
准，组织管理，质量控制，产品研发、注册、推广体系的建设，
产品研发与技术创新以及产学研用合作发展等热点话题。同

张贺秋（军事医学科学院基础所生物诊断研究室）；
周诚（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等。
３会议时间及地点

期讨论建立“临床ＰＯＣＴ与生物应急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及联

会议时间：２０１３年４月９日一１０日

盟经营理念和经营法则的落实；科技部“免疫试剂评价体系

会议地点：上海好望角大饭店（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与示范基地建立”项目的落实等内容。
届时２００余位来自于政府机构、学会协会、科研高校、临

５００号）
４联系方式

床检验、生产企业以及第三方服务机构与行业媒体等专人士

参会咨询：张依寒

与会。

Ｅ—ｍａｉｌ：ｙｉｈａｎ．ｚｈａｎｇ＠ｂｉｏｏｎ．ｎｅｔ

１会议内容

电话：８６（２１）５４４８１３５３

明确临床ＰＯＣＴ和生物应急概念及内容范畴：解读现行

传真：１３３６１９５２９５５

政策与标准对产业发展的指导意义与不足；探析产业发展前

大会咨询：刘兆辉

景与产学研用合作新机制；分享讨论ＰＯＣＴ临床应用现状及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ｈｕｉ．１ｉｕ＠ｂｉｏｏｎ．ｔｏｍ

质量管理规范：集中介绍行业研发进展、技术创新与质量控

电话：８６（２１）５４４８５３０９—８００３

制新方法。

传真：１８６１６６０１８２６

２演讲嘉宾（按字母排序）

赞助咨询：刘兆辉

方邦江（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急诊科）；

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ｏｈｕｉ．１ｉｕ＠ｂｉｏｏｎ．ｃｏｍ

韩焕新（长征医院转化医学中心）；

电话：８６（２１）５４４８５３０９—８００３

居漪（上海市临床检验中心）；

传真：１８６１６６０１８２６

阚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

媒体合作：张依寒

康熙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实验诊断中

Ｅ—ｍａｉｌ：ｙｉｈａｎ．ｚｈａｎｇ＠ｂｉｏｏｎ．ｎｅｔ

电话：８６（２１）５４４８

心）；
林民峰（爱尔兰欧迪诊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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