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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株病原真菌的分离鉴定及对淡色库蚊幼虫的

致病性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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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筛选对淡色库蚊幼虫具有高致病力的资源菌株。　方法　从土壤中分离获得对淡色库蚊幼虫有致病力

的资源菌株，进行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鉴定，并检测其对淡色库蚊幼虫的最佳致病温度。　结果　经鉴定新分离的菌株

为淡色生赤壳菌，在实验室条件下该菌株对淡色库蚊幼虫有高致病力，用浓度为１．０×１０６ 个／ｍＬ的孢子悬浮液处理淡

色库蚊３龄幼虫，１０ｄ累计死亡率为１００％。该菌株对淡色库蚊幼虫的最佳致病温度范围为２４℃～２６℃，ＬＴ５０低于３

ｄ。不同温度条件下，淡色生赤壳菌对淡色库蚊的致病力差异显著（犉＝２７．５６９，犱犳＝２３，犘＜０．０５）。　结论　分离的淡

色生赤壳菌对淡色库蚊幼虫具有高致病力，可作为媒介蚊虫生物防制的资源菌株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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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色库蚊属尖音库蚊的亚种，广泛分布于我国古北

界，是重要的疾病传播媒介［１］。目前主要依靠化学药

物控制媒介蚊虫的种群密度，化学杀虫剂的长期大量

使用导致媒介蚊虫抗药性的发生和发展。据不完全统

计，淡色库蚊对多种常用杀虫剂表现出高抗性，不同种

类杀虫剂间产生交互抗性［２－３］。显然长期单一的使用

化学杀虫剂控制媒介蚊虫种群密度已不能达到满意的

防治效果，寻找安全高效的生物杀虫剂势在必行。生

物制剂作为环境友好型杀虫剂，是可持续发展和生态

环境保护的理想选择，符合绿色中国发展的需求。由

于病原真菌侵染机制独特，可以寄生于昆虫的体表和

体内，易在害虫种群间造成病害流行，目前已广泛应用

于农林业害虫的防制中［４－５］。通过对病原真菌致病性

的研究发现，病原真菌侵染靶标性强，可有效的应用于

害虫的种群控制而避免伤害非靶标生物。我国自然资

源丰富，从自然资源中分离筛选高致病力的资源菌株

潜力巨大。为了获得对媒介蚊虫具有防治潜力的菌

株，本研究拟从自然界分离筛选对淡色库蚊幼虫有致

病力的菌株，并对高致病力菌株进行形态学和分子生

物学鉴定，以期为媒介蚊虫的生物防制提供可供使用

的资源菌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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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

１．１　供试菌株　试验菌株从山东省青州市弥河镇下

黄山村农田土壤中分离获得，土壤样品采集于２０１５年

６月。

１．２　供试蚊虫　试验用淡色库蚊为山东省寄生虫病

防治研究所传代培育的敏感品系，饲养温度（２６±

２）℃，相对湿度７０％～８０％，光周期为光照∶黑暗＝

１４Ｌ∶１０Ｄ。淡色库蚊幼虫用猪肝粉和酵母粉的混合

饲料喂养（１∶１），成蚊饲喂５％的葡萄糖水。

１．３　培养基　马铃薯葡萄糖琼脂（ｐｏｔａｔｏｄｅｘｔｒｏｓｅ

ａｇａｒ，ＰＤＡ）培养基：去皮马铃薯２００ｇ，切成小块，加水

１Ｌ，煮沸２０ｍｉｎ，双层纱布过滤，加入葡萄糖、琼脂各

２０ｇ，蒸馏水定容至１０００ｍＬ。察氏培养基（ＣＡ）、查

氏酵母膏琼脂（ＣＹＡ）和麦芽汁培养基（ＭＥＡ）均购自

广东环凯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配制的培养基经１２１

℃高压灭菌２０ｍｉｎ后分装待用。

２　方法

２．１　菌株的分离和纯化　土壤样品去掉杂物制成菌

悬液，梯度稀释后涂布于ＰＤＡ培养基平板上，２５℃倒

置培养。待长出菌落后，在ＰＤＡ平板培养基上划线

培养，对不同菌落进行单孢分离。

２．２　分离菌对淡色库蚊幼虫的致病力测定　选用上

述分离纯化的菌株对淡色库蚊幼虫进行致病力初筛。

纯化菌株分别接种ＰＤＡ平板，２５℃培养１０ｄ，然后用

０．０３％的吐温－８０无菌水洗脱，磁力搅拌３０ｍｉｎ，双

层纱布过滤，血球计数板计数。每个菌株为１个处理，

选用一次性透明塑料杯作为容器，在每个塑料杯中盛

有浓度为１．０×１０６ 孢子／ｍＬ的孢子悬浮液１００ｍＬ，

淡色库蚊３龄幼虫２５条，以０．０３％的吐温－８０无菌

水作对照，试验设４个重复。处理１２ｈ后，用剪掉枪

头尖的微量加样器给每杯幼虫喂食，２００μＬ／杯，之后

每天根据食物取食情况饲喂１次，于２５℃、光照∶黑

暗＝１４Ｌ∶１０Ｄ的光照培养箱饲养。逐日统计感染

死亡幼虫数，连续观察１０ｄ，羽化蚊虫数量记为存活

数。计算死亡率和校正死亡率。死亡率（％）＝（死亡

虫数／总虫数）×１００％；校正死亡率（％）＝［（处理组死

亡率－对照组死亡率）／（１－对照组死亡率）］×１００％。

２．３　温度对分离菌株致病力的影响　以筛选出致病

力高的菌株作为供试菌株，配制浓度为１×１０６ 孢子／

ｍＬ的孢子悬浮液同２．２方法测定致病力。根据菌株

生长和蚊幼虫发育条件设置２０、２２、２４、２６、２８、３０℃６

个温度梯度，每个温度梯度处理淡色库蚊幼虫２５头，

试验重复４次，以０．０３％的吐温－８０无菌水作对照。

逐日统计感染死亡虫数，计算淡色库蚊累计死亡率。

２．４　高致病菌株的形态学鉴定　致病性试验筛选出

的高致病力菌株。接种于平板上的中间位置，将平板

置于２５℃培养７～１４ｄ，观察菌落特征。

用无菌解剖针从培养皿的菌落上挑取少许菌体，

置载玻片的水滴中，加盖玻片，于显微镜下观察其形态

特征。

２．５　分离菌株的分子生物学鉴定　采用１８ＳｒＤＮＡ

与ＩＴＳ序列分析方法对分离的高致病性菌株进行分

子生物学鉴定，参照王冰等［６］的方法提取菌株总

ＤＮＡ。扩 增 引 物 ＩＴＳ４：５＇ＴＣＣＴＣＣＧＣＴＴＡＴＴ

ＧＡＴＡＴＧＣ３＇；ＩＴＳ５：５＇ＣＣＴＴＧＴＴＡＣＧＡＣＴＴＴ

ＴＡＣＴＴＣＣ３＇。ＰＣＲ反应体系（５０μＬ）：浓缩反应缓

冲液（１０×ｂｕｆｆｏｒ）５μＬ，ｄＮＴＰ混合物（１０ｍｍｏＬ）１

μＬ，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２．５Ｕ／μＬ）０．５μＬ，氯化镁（２５

ｍｍｏＬ）５μＬ，上游引物（１０μｍｏＬ／μＬ）１μＬ，下游引物

（１０μｍｏＬ／μＬ）１μＬ，模板１μＬ，用无菌水将反应体系

补足至５０μＬ。ＰＣＲ反应程序：９４℃变性５ｍｉｎ；９４

℃变性１ｍｉｎ，５６℃退火１ｍｉｎ，７２℃延伸２ｍｉｎ，共

３０个循环；７２℃延伸７ｍｉｎ。扩增产物送生工生物工

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测序，测序结果在ＧｅｎＢａｎｋ等

核酸数据库内进行同源序列比对，结合已报道的具有

生物防制作用的真菌１８ＳｒＤＮＡ序列构建系统发育

树，确定供试菌株的种属地位。

２．６　统计学处理　实验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

统计处理，采用Ｅｘｃｅｌ软件处理系统制图。

结　果

１　淡色库蚊幼虫高致病力菌株的筛选

共分离筛选出对淡色库蚊幼虫有致病力的菌株３

株（编号分别为ＴＲ１７，ＴＲ２８，ＴＲ３０）。其中致病力

高的菌株为ＴＲ３０，在２５℃用浓度为１．０×１０６ 孢子／

ｍＬ的ＴＲ３０孢子悬浮液处理淡色库蚊幼虫，幼虫累

计死亡率达１００％（表１）。

表１　新分离菌株对淡色库蚊幼虫的致病性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狆犪狋犺狅犵犲狀犻犮犻狋狔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狋狉犪犻狀狊狋狅犆狌犾犲狓狆犻狆犻犲狀狊狆犪犾犾犲狀狊

菌株

Ｓｔｒａｉｎ

死亡率（％）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校正死亡率（％）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ＴＲ１７ ３１ ２９．５９

ＴＲ２８ ４８ ４８．００

ＴＲ３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对照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 －－

２　温度对菌株犜犚３０致病力的影响

用菌株ＴＲ３０的孢子悬浮液处理淡色库蚊３龄

幼虫，累计死亡率与处理温度有关，不同温度条件下淡

色库蚊幼虫累计死亡率与处理时间的关系见图１。随

着温度的升高，菌株ＴＲ３０对淡色库蚊幼虫的致病力

先增强后减弱，菌株的最佳侵染温度为２４℃，其次为

２６℃，ＬＴ５０均低于３ｄ。菌株在２０℃的致病力最差，

ＬＴ５０为５．５６ｄ（表２），不同温度下处理１０ｄ，菌株ＴＲ

·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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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对淡色库蚊幼虫的致病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犉＝

２７．５６９，犱犳＝２３，犘＜０．０５）。

　　

图１　不同温度下菌株犜犚３０处理时间与淡色库蚊累计死亡率的关系

犉犻犵．１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狋犻犿犲狅犳狊狋狉犪犻狀犜犚３０犪狀犱

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狏犲犿狅狉狋犪犾犻狋狔狅犳犆狌犾犲狓狆犻狆犻犲狀狊狆犪犾犾犲狀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３　菌株犜犚３０的形态学鉴定

将菌株ＴＲ３０接种于察氏培养基（ＣＡ）培养７

ｄ，形成的菌落直径约３ｃｍ，羊毛状，质地致密，边缘纤

毛状，菌落扁平，黄白色，反面无色；接种于麦芽汁培养

基（ＭＥＡ）培养７ｄ，形成的菌落直径约３ｃｍ，绒毛状，

质地致密，菌落微隆起，乳白色，有同心环纹但不规则，

反面黄棕色；接种于查氏酵母膏琼脂（ＣＹＡ）培养７ｄ，

形成的菌落直径约４ｃｍ，绒毛状，质地致密，菌落微隆

起，乳白色，有同心环纹，反面黄棕色；在ＰＤＡ培养基

上形成的菌落同麦芽汁培养基，但反面无色至淡黄色

（图２）。显微镜下观察ＴＲ３０菌丝有隔，产孢结构中

顶囊不明显，轮状分支中双层小梗，分生孢子卵形到边

球形（图３）。根据ＴＲ３０特征及菌体形态特征，结合

《真菌鉴定手册》和《真菌的形态学分类》，其与生赤壳

菌属相似度高。

表２　温度对犜犚３０菌株致病力的影响

犜犪犫犾犲２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狅狀狏犻狉狌犾犲狀犮犲狅犳狊狋狉犪犻狀犜犚３０

组别

Ｇｒｏｕｐ

ＬＴＰ回归式

ＬＴＰ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Ｔ５０（ｄ）

９５％置信限

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犚

２０℃ Ｙ＝２．６２８９＋３．１８２６ｘ ５．５６ ５．０５－６．１２ ０．９６１８

２２℃ Ｙ＝３．３２４８＋２．９４５５ｘ ３．７ ３．３４－４．１１ ０．９５８５

２４℃ Ｙ＝３．６３０９＋３．８６０５ｘ ２．２６ ２．０９－２．４５ ０．９６７１

２６℃ Ｙ＝３．３６０１＋３．９８５５ｘ ２．５８ ２．３９－２．７８ ０．９９９６

２８℃ Ｙ＝２．４７８４＋４．２９９２ｘ ３．８６ ３．５９－４．１５ ０．９８６３

３０℃ Ｙ＝３．５４５４＋２．４６０１ｘ ３．９０ ３．４８－４．３８ ０．９８９５

　　

Ａ　菌落正面图　Ｂ　菌落反面图

图２　犜犚３０在不同培养基上的菌落形态

Ａ　Ｆｒｏｎｔ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ｏｎｙ　Ｂ　Ｒｅｖｅｒｓ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ｏｌｏｎｙ

犉犻犵．２　犜犺犲犿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狊狋狉犪犻狀犜犚３０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狌犾狋狌狉犲狊

４　菌株犜犚３０的分子生物学鉴定

测定菌株 ＴＲ３０的１８ＳｒＤＮＡ 序列并与 Ｇｅｎ

Ｂａｎｋ数据库中已知菌株的１８ＳｒＤＮＡ经ＢＬＡＳＴ搜

索比对，该菌株的１８ＳｒＤＮＡ序列与Ｂｉｏｎｅｃｔｒｉａｏｃｈｒｏ

ｌｅｕｃａＧＵ１１２７５５（淡色生赤壳菌）最为接近，其相似性

为９９．４％。结合该菌株的形态学特征，初步确定该菌

株属于淡色生赤壳菌。在ＮＣＢＩ中搜索已报道的具有

生物防制作用的真菌１８ＳｒＤＮＡ序列构建系统发育树

（图４），菌株ＴＲ３０与犅．狅犮犺狉狅犾犲狌犮犪和犅．狆犻狋狔狉狅犱犲狊

聚为一类，进一步证明ＴＲ３０为淡色生赤壳菌。
　　

图３　犜犚３０菌体形态（４００×）

犉犻犵．３　犕犻犮狉狅犿狅狉狆犺狅犾狅犵狔狅犳狋犺犲狊狋狉犪犻狀犜犚３０（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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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犻狅狀犲犮狋狉犻犪狅犮犺狉狅犾犲狌犮犪：ＧＵ１１２７５５；犅犲犪狌狏犲狉犻犪犫犪狊狊犻犪狀犪：ＭＧ５４８３１３；犅犲犪狌狏犲狉犻犪犫狉狅狀犵狀犻犪狉狋犻犻：ＡＢ０２７３３５；犕犲狋犪狉犺犻狕犻狌犿 犪犾犫狌犿：ＡＦ１３７０６７；

犕犲狋犪狉犺犻狕犻狌犿犪狀犻狊狅狆犾犻犪犲：ＦＪ５８９６４８；犕犲狋犪狉犺犻狕犻狌犿犮狔犾犻狀犱狉狅狊狆狅狉犪犲：ＡＦ３６８２７０；犕犲狋犪狉犺犻狕犻狌犿犳犾犪狏狅狏犻狉犻犱犲：ＫＹ３４８７４１；犘狅犮犺狅狀犻犪犮犺犾犪犿狔犱狅狊狆狅狉犻犪：

ＡＹ９０３６０５．１；犘犪犲犮犻犾狅犿狔犮犲狊犾犻犾犪犮犻狀狌狊：ＡＦ３６８８０４；犛犮狅狆狌犾犪狉犻狅狆狊犻狊犫狉犲狏犻犮犪狌犾犻狊：ＫＰ６４１１６５；犃狊狆犲狉犵犻犾犾狌狊犪犮狌犾犲犪狋狌狊：ＫＪ８５０３３９；犘犺犾犲犫犻狅狆狊犻狊犵犻犵犪狀狋犲犪：

ＪＱ５１８２７８；犆狅狀犻狅狋犺狔狉犻狌犿犿犻狀犻狋犪狀狊：ＡＹ６４２５２６；犃犿狆犲犾狅犿狔犮犲狊狇狌犻狊狇狌犪犾犻狊：ＫＣ４９４２８０；犉狌狊犪狉犻狌犿狅狓狔狊狆狅狉狌犿ｆ．ｃｕｂｅｎｓｅ：ＨＭ１５２７６９；犘狔狋犺犻狌犿狅犾犻

犵犪狀犱狉狌犿：ＫＰ０６３１３５；犜狉犻犮犺狅犱犲狉犿犪犺犪狉狕犻犪狀狌犿：ＫＸ０８４３９１；犜狉犻犮犺狅犱犲狉犿犪狏犻狉犻犱犲：ＧＵ１３１２７２；犜狉犻犮犺狅犱犲狉犿犪犪狋狉狅狏犻狉犻犱犲：ＫＲ０８００６２；犎狔狆狅犮狉犲犪

狆犪犮犺狔犫犪狊犻狅犻犱犲狊：ＧＵ０６２２１３；犎狔狆狅犮狉犲犪狏犻狉犲狀狊：ＪＱ０４０３９２；犞犲狉狋犻犮犻犾犾犻狌犿犾犲犮犪狀犻犻：ＡＪ２９２３８３；犔犪犵犲狀犻犱犻狌犿犵犻犵犪狀狋犲狌犿：ＫＪ７１６８６８；犕狔狉狅狋犺犲犮犻狌犿狊狆．：

ＡＪ３０１９９８；犖犲犮狋狉犻狅狆狊犻狊狏犻狅犾犪犮犲犪：ＡＹ４８９６８７；犅犻狅狀犲犮狋狉犻犪狆犻狋狔狉狅犱犲狊：ＡＹ２４９９００
图４　基于犜犚３０１８犛狉犇犖犃序列的系统发育树

犉犻犵．４　犘犺狔犾狅犵犲狀犲狋犻犮狋狉犲犲犫犪狊犲犱狅狀１８犛狉犇犖犃狊犲狇狌犲狀犮犲

讨　论

本研究从农田土壤中分离筛选的资源菌株ＴＲ３０

经形态学和１８ＳｒＤＮＡ序列比对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

析，确定了其遗传分类地位，证明该菌株为淡色生赤壳

菌。室内实验证明该菌株对淡色库蚊幼虫具有较强的

致病力，初步证明该菌株对淡色库蚊的致病力较目前

报道的大部分菌株高［７－８］。通过对菌株 ＴＲ３０最适

致病温度的测定，结果发现该菌株对淡色库蚊幼虫的

最适致病温度范围在２４℃～２６℃之间，该温度范围

与媒介蚊虫流行季节的水温较吻合，可为淡色生赤壳

菌应用于媒介蚊虫的防制提供理论支持。在菌种鉴定

培养过程中发现菌株ＴＲ３０在多种培养基上均生长

良好，结合其发酵液活性物质的高稳定性［９－１０］，预测

该菌株有开发为新的微生物源杀虫剂的潜力。

淡色生赤壳菌属生赤壳科（犅犻狅狀犲犮狋狉犻犪犮犲犪犲），生赤

壳属，广泛存在于土壤中，是植物病原真菌的重寄生

菌，研究发现，该类菌对多种植物病原菌有抑制作用，

可用于多种植物病害的防治中［１１－１３］。另外淡色生赤

壳菌的代谢产物具有抗细菌、真菌等的活性［１４－１７］，其

发酵液对小菜蛾、甜菜夜蛾、棉铃虫等农业害虫具有明

显的毒杀活性［１０，１７］。结合本研究的结果，证明淡色生

赤壳菌具有广泛的杀虫、杀菌谱，是一种优良的生物防

制菌株，其推广应用的潜力巨大。因此在研究淡色生

赤壳菌对媒介蚊虫致病力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开展其

对害虫的侵染机制和对非靶标生物的安全性工作，为

该菌株的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持。

【参考文献】

［１］　陆宝麟．中国动物志·昆虫纲（第８卷）·双翅目·蚊科（上卷）

［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　ＬｉｕＨＭ，ＸｉｅＬＨ，ＣｈｅｎｇＰ，ｅｔａｌ．Ｔｒｅｎｄｓｉｎｉｎｓｅｃｔｉｃｉｄ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Ｃｕｌｅｘｐｉｐｉｅｎｓｐａｌｌｅｎｓｏｖｅｒ２０ｙｅａｒｓｉ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Ｊ］．

ＰａｒａｓｉｔＶｅｃｔｏｒｓ，２０１９（１２）：１６７．

［３］　赵明惠，冉鑫，李春晓，等．淡色库蚊和致倦库蚊对杀虫剂抗药

性的调查研究［Ｊ］．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２０１４，２５（２）：

１１６－８．

［４］　ＭｏｎｄａｃａＬＬ，ＤａＣｏｓｔａＮ，ＰｒｏｔａｓｏｖＡ，ｅｔ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Ｍｅｔａｒ

ｈｉｚｉｕｍｂｒｕｎｎｅｕｍａｎｄ犅犲犪狌狏犲狉犻犪犫犪狊狊犻犪狀犪ａｇａｉｎｓｔｅａｒ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ａｌｓｅｃｏｄｌｉｎｇｍｏｔｈＴｈａｕｍａｔｏｔｉｂｉａｌｅｕｃｏｔｒｅｔａ

［Ｊ］．ＪＩｎｖｅｒｔｅｂｒ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９（１７０）：１０７３１２．

［５］　梁永亮，康晓慧，周强，等．两种生物农药对油菜菜青虫和小菜

蛾的防治效果［Ｊ］．植物保护导刊，２０１７，３７（７）：５３－５．

［６］　王冰．球孢白僵菌菌株交配型分子鉴定［Ｊ］．哈尔滨师范大学自然

科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１）：６２－４．

［７］　刘丽娟，王海防，程鹏，等．球孢白僵菌对淡色库蚊的致病力研

究［Ｊ］．中国病原生物学杂志，２０１２，７（１１）：８４７－５０．

［８］　刘丽娟，韦玮，张本光，等．５株虫生真菌对淡色库蚊幼虫的致病

力研究［Ｊ］．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２０１１，２２（１）：１１－３．

（下转７０７页）

·１８６·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０年６月　第１５卷第６期

Ｊｕｎ．２０２０，　Ｖｏｌ．１５，Ｎｏ．６



４５．４５％（１０／２２）、９．０９％（２／２２）、１３．６４％（３／２２）和１８．

１８％（４／２２）。毒力因子检测结果显示：２２株无乳链球

菌中均检出ｃｙｌＥ、ｃｆｂ、ｈｙｌＢ和ｌｍｂ基因。ｂａｃ基因检

出率４５．４５％（１０／２２），其中本次研究中Ｉｂ型菌株ｂａｃ

基因全部为阳，其他类型菌株为阴性。ｆｂｓＡ基因检出

率４５．４５％（１５／２２）。

表４　革兰阴性菌耐药情况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犱狉狌犵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犵狉犪犿狀犲犵犪狋犻狏犲犫犪犮狋犲狉犻犪

抗生素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大肠埃希菌（ｎ＝４）

犈．犮狅犾犻

耐药株数

Ｎｏ．

耐药率（％）

Ｒａｔｅ

革兰阴性菌（ｎ＝１３）

Ｇ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耐药株数

Ｎｏ．

耐药率（％）

Ｒａｔｅ

阿莫西林 ２ ５０．００ ８ ６１．５４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０ ０．００ ５ ３８．４６

头孢吡肟 ０ ０．００ ５ ３８．４６

哌拉西林 ２ ５０．００ ９ ６９．２３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０ ０．００ ４ ３０．７７

环丙沙星 １ ２５．００ ３ ２３．０８

亚胺培南 ０ ０．００ ３ ２３．０８

讨　论

败血症是婴幼儿期的危重疾病，由于婴幼儿免疫

系统不成熟、血脑系统发育不完善，容易引起中枢神经

感染以及脑膜炎等并发症［９］。其早期临床特征缺乏特

异性且其致病菌多样化，因而早期诊断具有一定困难。

在院治疗期间的抗生素使用，可能导致细菌产生一定

的耐受性［１０］。因此，研究病原菌分布和其耐药性有着

重要意义。

阿克努［１１］对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广西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５６７例新生儿败血症患者研究

显示凝固性葡萄球菌占３４．４％占第１位，其次为克雷

伯菌、大肠埃希菌、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不动杆

菌、念珠菌［１１］。张玉东［１２］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１年８月收治的１７１例败血症

患儿研究显示，８４例样本培养出细菌，其中表皮葡萄

球菌、溶血葡萄球菌和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是主

要致病菌。张伟新［１３］对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新会地区３家医院９８例新生儿败血症患者研究中显

示４５例细菌培养呈阳性，其中以表皮葡萄球菌和无乳

链球菌检出最高，分别为４１．３％和３４．４％。本次研究

中无乳链球菌检出率最高，其次为表皮葡萄球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肠球菌、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张

玉东［１２］研究中革兰阳性球菌对氨苄青霉素、红霉素、

青霉素耐药率均超过８０％，未发现对万古霉素、替考

拉宁等糖肽类抗生素耐药；葡萄球菌对青霉素类普遍

耐药，对阿米卡星、利福平耐药率均较低；链球菌对青

霉素类耐药率有上升趋势，对红霉素完全耐药，对复方

新诺明、四环素耐药率均超过７０％；肠球菌对红霉素、

头孢西丁、苯唑西林、复方新诺明、庆大霉素完全耐药，

对其余非糖肽类抗生素耐药率亦均较高。张伟新［１３］

研究中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苯唑西林和红霉素耐药率

较
"

，对克林霉素、头抱西丁耐药率较低，其中有３株

对替考拉宁耐药。链球菌对红霉素和克林霉素耐药率

均超过８０％，对青霉素未产生耐药性。粪肠球菌对青

霉素、红霉素、庆大霉素、哇奴普汀－达福普汀完全耐

药［１３］。

本次研究中５５株革兰阳性菌对红霉素和四环素

耐药程度较高，对环丙沙星和利福平耐药程度较低，未

产生对万古霉素耐药性。这可能与本次研究中无乳链

球菌占比较高有关。阿克努［１１］研究中细菌耐药率较

高可能与抗生素的使用有关。综合本次研究以及过往

研究中的结果，认为万古霉素对革兰阳性菌中多重耐

药菌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但是若万古霉素大量应用，

可能导致万古霉素耐药菌的出现。革兰阴性菌对阿莫

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头孢吡肟、哌拉西林、哌拉

西林＋他唑巴坦、环丙沙星和亚胺培南均产生了不同

程度耐药。在大肠埃希菌药敏检测中发现它对阿莫西

林和哌拉西林产生了耐受性，未对阿莫西林＋克拉维

酸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产生耐受性，这说明有产β

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克拉维酸属于不可逆性竞争型

β内酰胺酶抑制剂，与酶牢固结合后使酶失活，它不但

可以作用于产β内酰胺酶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可以作用

于产β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从而提

高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抗菌活性，恢复耐药株敏感

性［１４］。

在新生儿中无乳链球菌患病率高，也是新生儿致

死的主要病原菌之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被认为新生儿

感染的首位致病菌［１５］。无乳链球菌引发的感染具有

致病率和致残率高的特点，严重威胁着患儿的健康。

它能够造成人类和多种脊椎动物感染，目前关于它的

分型、致病机制、基因分析的报道较少。南征等［７］研究

显示无乳链球菌对克林霉素、环丙沙星和四环素产生

了耐药性，未对万古霉素、氨苄西林、奎奴普汀和利奈

唑胺产生耐药性，其中有４株为多耐药菌的分型为 Ｖ

型［１６］。李小南［１６］对珠海妇幼保健院中样本进行研究

显示红霉素、克林霉素和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较高，而

未对青霉素、氨苄西林、头孢噻肟和万古霉素产生耐药

性［１４］。本次研究中对红霉素和四环素有较高的耐药

程度，但它未对青霉素、环丙沙星、利福平和万古霉素

产生耐药性。因而在治疗无乳链球菌感染时可以优先

考虑青霉素，若青霉素过敏，可采用其他敏感药物。

本次研究中无乳链球菌检出的型别为 ＳＴ１、

ＳＴ１０、ＳＴ１２、ＳＴ１７、ＳＴ１９和ＳＴ２７，其中ＳＴ１２检出率

最高，其次为ＳＴ１０。检出血清型为Ｉａ、Ｉｂ、Ⅱ、Ⅲ和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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