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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合并院内感染病原学及耐药基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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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糖尿病合并院内感染病原学，指导临床抗感染防治，控制耐药性发展。　方法　收集糖尿病患者临

床资料和呼吸道分泌物、血液、尿液和粪便样本，采用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鉴定病原菌，ＰＣＲ法检测大肠埃希菌黏附因

子相关基因。采用ＫＢ法测定大肠埃希菌耐药性，ＰＣＲ法检测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耐药基因分布情况。选取ＳＩＲＴ１

基因ｒｓ４７４６７２０、ｒｓｌ０５０９２９１、ｒｓ２２３６３１９和ｒｓ１０８２３１１６共４个位点，并进行ＰＣＲ扩增和测序。分析ＳＩＲＴ１基因多态性与

大肠埃希菌产ＥＳＢＬｓ酶相关性。　结果　糖尿病合并院内感染患者感染病原菌中，革兰阴性菌、革兰阳性菌、真菌分别

占７２．０４％、２４．０１％以及３．９４％。其中，革兰阴性菌居多，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杆菌、阴

沟肠杆菌、其他革兰阴性菌分别占４４．８０％、１０．３９％、６．０９％、３．９４％、２．８７％、３．９４％。大肠埃希菌临床分离株中ｆｉｍＨ、

ａｆａＣ、ｆｌｕ、ｐａｐＧＩＩ、ｓｆａ、ｐａｐＧＩ、ｐａｐＧＩＩＩ的阳性检出率分别为８７．２０％、７１．２０％、６２．４０％、２４．８０％、１１．２０％、８．００％、

４．００％。１２５株大肠埃希菌中，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７２株，非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５３株。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常用

抗菌药物均产生一定程度的耐药性，而非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耐药性较低。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中ＴＥＭ、ＣＴＸＭ１４、

ＣＴＸＭ１、ＳＨＶ、ＣＴＸＭ１４＋ＴＥＭ、ＴＥＭ＋ＣＴＸＭ１４＋ＳＨＶ、ＣＴＸＭ１４＋ＳＨＶ基因型分别占３７．５０％、２５．００％、１３．

８９％、１２．５０％、８．３３％、１．３９％、１．３９％。ＳＩＲＴ１基因多态性与大肠埃希菌产ＥＳＢＬｓ酶无关（犘＞０．０５）。　结论　糖尿

病院内感染以大肠埃希菌居多，ｆｉｍＨ基因的检出率较高。ＥＳＢＬｓ产生是大肠埃希菌耐药性较高的重要原因。产ＥＳＢＬｓ

大肠埃希菌中ＥＳＢＬｓ基因型主要为ＴＥ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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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患者院内感染的风险明显高于非糖尿病患

者，患者年龄、性别、疾病进程、营养状况、免疫力低下

等都是导致糖尿病患者易感的危险因素。呼吸道感染

和泌尿系统感染是糖尿病患者主要感染部位［１］。糖尿

病患者尿路感染发生受宿主防御因素影响，临床发病

隐匿、复发成为临床治疗的重点工作。近年来，受到抗

菌药物滥用的影响，病原菌耐药程度不断增加，明显增

加了临床感染治疗难度［２］。特别是碳青霉烯类抗菌药

物的广泛使用，导致临床患者感染病原菌谱发生变化，

且多药耐药株流行程度不断加剧。因此，本研究对糖

尿病患者合并院内感染病原学特点及耐药性进行分

析，以降低临床感染发生率，避免多药耐药菌流行传

播。

资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临床资料　收集糖尿病院内感染患者临床资料。

排除标准：年龄未满１８周岁者；服用激素、免疫抑制剂

患者；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者。本研究所选对象均知

情同意。

１．２　主要试剂与仪器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购买自

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购买自大连宝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质粒小剂量提取试剂盒、ＰＣＲ扩

增试剂盒购买自北京天根生化科技有限公司；ＰＣＲ扩

增仪购买自美国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公司；凝胶电泳仪购买

自美国ＢｉｏＲａｄ公司；低温离心机购买自上海科学仪

器厂；低温冰箱购买自青岛海尔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病原菌鉴定及耐药性分析　根据《全国临床检验

操作规程》第三版，收集糖尿病患者呼吸道分泌物、血

液、尿液和粪便样本，接种于血平板、麦康凯平板、柯玛

嘉念珠菌显色培养基中，于３７℃培养１８ｈ，从中挑取

单个菌落，经常规生化鉴定及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分

析病原菌类型。将含有定量抗生素的纸片贴在已接种

测试菌的琼脂平板上，采用纸片扩散法（ＫＢ法）进行

药敏试验，根据抑菌圈大小反映病原菌对测定药物的

敏感程度。药敏试验结果判定参照ＣＬＳＩ２０１７版。

２．２　大肠埃希菌黏附因子相关基因检测　采用煮沸

法提取大肠埃希菌基因组ＤＮＡ，即采用无菌接种环挑

取单个菌落，置于含有２００μｌ无菌去离子水的离心管

中。充分混匀后，９８℃加热１０ｍｉｎ后，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半径８．７ｃｍ）离心１０ｍｉｎ，上清液即为基因组

ＤＮＡ。ＰＣＲ反应体系共２５μｌ，包括ＤＮＡ模板液２．５

μｌ，上下游引物各１μｌ，ｄＮＴＰ２μｌ，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

１２．５μｌ，经灭菌双蒸水补足至２５μｌ。ＰＣＲ扩增引物

见下表１所示。ＰＣＲ反应条件：９５℃预变性５ｍｉｎ；

９５℃变性５ｍｉｎ，５６℃变性１ｍｉｎ，７２℃延伸１ｍｉｎ，

共３０个循环；７２℃延伸５ｍｉｎ。

表１　大肠埃希菌黏附基因引物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狆狉犻犿犲狉狊犳狅狉犪犱犺犲狊犻狏犲犵犲狀犲狊犻狀犈．犮狅犾犻

基因

Ｇｅｎｅｓ
引物ｌＰｒｉｍｅｒ（５？→３？）

产物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ｂｐ）

ｆｉｍＨ
Ｆ：ＣＡＴＧＣＣＡＴＧＧＣＣＡＴＧＡＡＡＣＧ

Ｒ：ＣＣＣＡＡＧＣＴＴＴＴＧＡＴＡＡＡＣＡＡＡＡＧ
８８６

ａｆａＣ
Ｆ：ＣＧＧＣＴＴＴＴＣＴＧＣＴＧＡＡＣＴＧＧＣＡＧＧＣ

Ｒ：ＣＣＧＴＣＡＧＣＣＣＣＣＡＣＧＧＣＡＧＡＣＣ
６７２

ｆｌｕ
Ｆ：ＧＧＧＴＡＡＡＧＣＴＧＡＴＡＡＴＧＴＣＧ

Ｒ：ＧＴＴＧＣＴＧＡＣＡＧＴＧＡＧＴＧＴＧＣ
５０７

ｐａｐＧＩＩ
Ｆ：ＧＧＧＡＴＧＡＧＣＧＧＧＣＣＴＴＴＧＡＴ

Ｒ：ＣＧＧＧＣＣＣＣＣＡＡＧＴＡＡＣＴＣＧ
１９０

ｓｆａ
Ｆ：ＣＴＣＣＧＧＡＧＡＡＣＴＧＧＧＴＧＣＡＴＣＴＴＡＣ

Ｒ：ＣＧＧＡＧＧＡＧＴＡＡＴＴＡＣＡＡＡＣＣＴＧＧＣＡ
４１０

ｐａｐＧＩ
Ｆ：ＴＣＧＴＧＣＴＣＡＧＧＴＣＣＧＧＡＡＴＴＴ

Ｒ：ＴＧＧＣＡＴＣＣＣＣＣＡＡＣＡＴＴＡＴＣＧ
４６１

ｐａｐＧＩＩＩ
Ｆ：ＧＧＣＣＴＧＣＡＡＴＧＧＡＴＴＴＡＣＣＴＧＧ

Ｒ：ＣＣＡＣＣＡＡＡＴＧＡＣＣＡＴＧＣＣＡＧＡＣ
２５８

２．３　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确认试验　根据美国临床

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标准检测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

采用头孢噻肟（３０μｇ／片）、头孢噻肟／克拉维酸（３０

μｇ／１０μｇ）以及头孢他啶（３０μｇ／片）、头孢他啶／克拉

维酸（３０μｇ／１０μｇ）检测，当使用两种药物中任何一

种，加克拉维酸与不加克拉维酸的抑菌环直径≥５ｍｍ

时，判定为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

２．４　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耐药基因检测　采用质粒

提取试剂盒提取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质粒，严格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操作。ＰＣＲ 反应体系共２５μｌ，包括

ＤＮＡ模板液２．５μｌ，上下游引物各０．５μｌ，ｄＮＴＰ２

μｌ，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１２μｌ，经灭菌双蒸水补足至２５

μｌ。ＰＣＲ扩增引物见表２。ＰＣＲ反应条件：９４℃预变

·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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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５ｍｉｎ；９４℃变性５ｍｉｎ，５８℃变性１ｍｉｎ，７２℃延

伸１ｍｉｎ，经３５个循环后，７２ ℃终延伸５ｍｉｎ。取

ＰＣＲ扩增产物５μｌ与核酸染料指示剂充分混匀，在１．

５％琼脂糖凝胶中进行电泳，１００Ｖ 条件下电泳３０

ｍｉｎ，经凝胶成像仪观察，拍照记录结果。

表２　大肠埃希菌耐药基因引物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狆狉犻犿犲狉狊犳狅狉犱狉狌犵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犵犲狀犲狊犻狀犈．犮狅犾犻

基因

Ｇｅｎｅｓ

引物

Ｐｒｉｍｅｒ（５？→３？）

产物长度

Ｌｅｎｇｔｈ（ｂｐ）

ＴＥＭ
Ｆ：ＡＴＡＡＡＡＴＴＣＴＴＧＡＡＧＡＣＧＡＡＡ

Ｒ：ＧＡＣＡＧＴＴＡＧＣＡＡＴＧＣＴＴＡＡＴＣＡ
１０７９

ＳＨＶ
Ｆ：ＧＡＣＡＧＴＴＡＧＣＡＡＴＧＣＴＴＡＡＴＣＡ

Ｇ：ＧＣＣＴＴＴＡＴＣＧＧＣＣＣＴＣＡＣＴＣＡＡＧ
８９８

ＣＴＸＭ１
Ｆ：ＡＴＧＧＴＴＡＡＡＡＡＡＴＣＡＣＴＧＣＧＣＣ

Ｒ：ＴＣＣＣＧＡＣＧＧＣＴＴＴＣＣＧＣＣＴＴ
８３２

ＣＴＸＭ１４
Ｆ：ＡＡＡＡＡＴＧＡＴＴＧＡＡＡＧＧＴＧＧＴ

Ｒ：ＧＴＧＡＡＧＡＡＧＧＴＧＴＴＧＣＴＧＡＣ
１２４２

２．５　ＳＩＲＴ１基因多态性分析　采用 Ｈａｐｍａｐ数据库

进行中国汉族人群易感基因位点的选择。选择标准为

中国北京汉族人群，选取 ＳＩＲＴ１ 基因ｒｓ４７４６７２０、

ｒｓｌ０５０９２９１、ｒｓ２２３６３１９和ｒｓ１０８２３１１６共４个位点。研

究对象特定基因ＳＮＰｓ的变异采用ＴａｑｍａｎＭＧＢ探

针法对易感基因进行检测。引物设计及合成由生工生

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完成。ＰＣＲ反应体系：

ＤＮＡ模板液２μｌ，ＴａｑＭａｎＰＣＲ酶１２．５μｌ，ＦＡＭ／

ＶＩＣ探针及正反引物１．２５μｌ，１０×ＰＣＲｂｕｆｆｅｒ２μｌ，

ｄｄＨ２Ｏ补足２５μｌ。反应液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８．

７ｃｍ）离心１ｍｉｎ，放入ＰＣＲ仪。反应条件：９４℃预变

性５ｍｉｎ；９４℃变性３５ｓ，５８℃退火３０ｓ，７２℃延伸３５

ｓ；７２℃延伸８ｍｉｎ，４℃保存。取５？ｌＰＣＲ产物上

样，并在１．５％的琼脂糖凝胶中１２０Ｖ电泳２５ｍｉｎ，放

入紫外凝胶成像仪中摄像。ＰＣＲ产物由生工生物工

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全序列测序。

结　果

１　糖尿病合并院内感染病原菌类型分布

糖尿病合并院内感染病原菌类型见表３。患者感

染病原菌中，革兰阴性菌、革兰阳性菌、真菌分别占

７２．０４％、２４．０１％以及３．９４％。其中，革兰阴性菌居

多，其中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鲍

曼不动杆菌、阴沟肠杆菌、其他革兰阴性菌分别占４４．

８０％、１０．３９％、６．０９％、３．９４％、２．８７％、３．９４％；因此，

糖尿病合并院内感染病原菌类型中大肠埃希菌居多。

２　大肠埃希菌黏附因子相关基因分析

糖尿病合并院内感染１２５株大肠埃希菌临床分离

株中ｆｉｍＨ、ａｆａＣ、ｆｌｕ、ｐａｐＧＩＩ、ｓｆａ、ｐａｐＧＩ、ｐａｐＧＩＩＩ的阳

性菌株数分别为１０９、８９、７８、３１、１４、１０和５株，检出率

分别为 ８７．２０％、７１．２０％、６２．４０％、２４．８０％、１１．

２０％、８．００％、４．００％。因此，ｆｉｍＨ 基因的高检出率

可能是导致糖尿病患者发生大肠埃希菌院内感染率较

高的主要原因。

表３　病原菌类型分布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狋狔狆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狆犪狋犺狅犵犲狀犻犮犫犪犮狋犲狉犻犪

病原菌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株数

Ｎｏ．ｏｆｓｔｒａｉｎｓ

构成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ｒａｔｅ

革兰阴性菌　　　　　 ２０１ ７２．０４

　　　　　大肠埃希菌 １２５ ４４．８０

　　　　　肺炎克雷伯菌 ２９ １０．３９

　　　　　铜绿假单胞菌 １７ ６．０９

　　　　　鲍曼不动杆菌 １１ ３．９４

　　　　　阴沟肠杆菌 ８ ２．８７

　　　　　其他 １１ ３．９４

革兰阳性菌　　　　　 ６７ ２４．０１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３０ １０．７５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１７ ６．０９

　　　　　粪肠球菌 ６ ２．１５

　　　　　化脓性链球菌 ６ ２．１５

　　　　　其他 ８ ２．８７

真菌　　　　　 １１ ３．９４

　　　　　白色假丝酵母菌 ６ ２．１５

　　　　　近平滑假丝酵母菌 ３ １．０８

　　　　　热带假丝酵母菌 ２ ０．７２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２７９ １００．００

３　大肠埃希菌耐药性

１２５株大肠埃希菌中，产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７２

株，非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５３株，耐药情况见表４。

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对临床治疗常用抗菌药物均产

生了一定程度的耐药性，而非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对

临床治疗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程度明显低于产ＥＳ

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并且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等仍然敏

感。因而，大肠埃希菌中ＥＳＢＬｓ产生可能是其产生较

高耐药性的重要原因。

表４　耐药基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犱狉狌犵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狋犵犲狀犲狊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药物

Ｄｒｕｇｓ

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ｎ＝７２）

ＥＳＢＬｓ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犈．犮狅犾犻

株数

Ｓｔｒａｉｎｓ

耐药率（％）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ｒａｔｅ

非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ｎ＝５３）

ＮｏｎＥＳＢＬｓ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犈．犮狅犾犻

株数

Ｓｔｒａｉｎｓ

耐药率（％）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ｒａｔｅ

头孢噻肟 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氨曲南 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头孢曲松 ５４ ７５．００ ５ ９．４３

庆大霉素 ４４ ６１．１１ ２３ ４３．４０

头孢呋辛 ４２ ５８．３３ ２０ ３７．７４

环丙沙星 ３９ ５４．１７ １３ ２４．５３

头孢他啶 ３７ ５１．３９ ６ １１．３２

妥布霉素 ３３ ４５．８３ １５ ２８．３０

头孢吡肟 ２９ ４０．２８ ７ １３．２１

阿米卡星 １２ １６．６７ ８ １５．０９

亚胺培南 ６ ８．３３ ０ ０．００

美罗培南 ６ ８．３３ ０ ０．００

４　大肠埃希菌犈犛犅犔狊基因型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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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肠埃希菌ＥＳＢＬｓ基因型分布特征进行分析，

７２株产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中 ＴＥＭ、ＣＴＸＭ１４、

ＣＴＸＭ１、ＳＨＶ、ＣＴＸＭ１４＋ＴＥＭ、ＴＥＭ＋ＣＴＸＭ

１４＋ＳＨＶ、ＣＴＸＭ１４＋ＳＨＶ基因型携带菌株数分别

为２７、１８、１０、９、６、１和１株，携带率分别占３７．５０％、

２５．００％、１３．８９％、１２．５０％、８．３３％、１．３９％、１．３９％。

从糖尿病合并院内感染患者样本分离的产ＥＳＢＬｓ大

肠埃希菌ＥＳＢＬｓ基因型主要为ＴＥＭ型。

５　犛犐犚犜１基因多态性与大肠埃希菌产犈犛犅犔狊相关分

析

不同等位基因大肠埃希菌感染患者携带产ＥＳ

ＢＬｓ株 情 况 见 表 ５，其 中 ｒｓ４７４６７２０、ｒｓｌ０５０９２９１、

ｒｓ２２３６３１９和ｒｓ１０８２３１１６的不同等位基因与产ＥＳＢＬｓ

株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

表５　犛犐犚犜１基因多态性与大肠埃希菌产犈犛犅犔狊相关性

犜犪犫犾犲５　犆狅狉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犛犐犚犜１犵犲狀犲狆狅犾狔犿狅狉狆犺犻狊犿

犪狀犱犈犛犅犔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犻狀犈．犮狅犾犻

等位基因

Ａｌｌｅｌｅ

犈．犮狅犾犻感染例数

Ｎｏ．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产ＥＳＢＬｓ株

ＥＳＢＬｓｓｔｒａｉｎｓ

分离率（％）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犘

〗ｒｓ４７４６７２０ ＴＴ ２７ １２ ４４．４４ ＞０．０５

ＣＴ ７３ ３１ ４２．４７

ＣＣ ２５ １０ ４０．００

ｒｓｌ０５０９２９１ ＴＴ ６１ ２４ ３９．３４ ＞０．０５

ＴＡ ４３ １８ ４１．８６

ＡＡ ２１ １１ ５２．３８

ｒｓ２２３６３１９ ＡＡ ６０ ２６ ４３．３３ ＞０．０５

ＡＧ ５６ ２３ ４１．０７

ＧＧ ９ ４ ４４．４４

ｒｓ１０８２３１１６ ＡＡ ５２ ２２ ４２．３１ ＞０．０５

ＡＧ ３７ １７ ４５．９５

ＧＧ ３６ １４ ３８．８９

讨　论

糖尿病患者机体中蛋白质合成减少，分解加快，使

得患者免疫球蛋白及抗体合成水平降低，血液中白细

胞的吞噬、杀菌等能力明显降低［３］。糖尿病患者机体

局部炎症细胞反应能力下降，机体中高血糖、高尿糖环

境，使得病原菌易于生长繁殖，最终导致糖尿病患者极

易发生院内感染［４］。本研究中，糖尿病合并院内感染

患者感染的病原菌类型以革兰阴性菌为主，革兰阳性

菌次之。大肠埃希菌是本次研究中主要致病菌。大肠

埃希菌中存在大量毒力因子，在其致病能力中起重要

作用，包括毒素、铁摄取系统、菌毛黏附因子、毒素等。

其中，黏附因子是大肠埃希菌中最重要的毒力因子［６］。

黏附因子可以使大肠埃希菌黏附在尿道上皮细胞，无

法被尿液冲刷而清除，还可以在宿主体内介导免疫应

答。大肠埃希菌中存在多种菌毛黏附素，包括Ｉ型、Ｐ

型、Ｓ型、ＦＩＣ型、Ａｆａ／Ｄｒ黏附素家族等
［７］。Ｉ型菌毛

是目前研究较多的大肠埃希菌黏附素，由ｆｉｍ基因编

码，如ｆｉｍＡ基因编码结构亚单位、ｆｉｍＣ和ｆｉｍＤ基因

编码辅助蛋白、ｆｉｍＢ和ｆｉｍＥ基因编码调节蛋白、ｆｉｍＦ

和ｆｉｍＧ以及ｆｉｍＨ基因编码黏附复合物
［８］。菌毛各

亚单位之间相互连接，其中，ＦｉｍＨ是真正起作用的黏

附单位，可以与含有甘露糖残基的糖蛋白受体结合，介

导菌株与宿主细胞之间的黏附，在大肠埃希菌侵入、定

植及黏附在宿主细胞中有重要作用［９］。本研究在糖尿

病患者院内感染大肠埃希菌中检出率最高的黏附素类

型是Ｉ型菌毛，由ｆｉｍＨ基因编码，因而ｆｉｍＨ基因的

高检出率导致大肠埃希菌更容易侵入糖尿病患者，使

患者发生感染，临床积极监测大肠埃希菌中ｆｉｍＨ 基

因分布情况，可有效指导临床糖尿病患者感染的防控

工作。

大肠埃希菌是糖尿病患者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

菌，随着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大肠埃希菌等临床

病原菌对抗生素的耐药程度不断增加。其中，产生超

广谱β内酰胺酶（ＥＳＢＬｓ）是大肠埃希菌产生耐药性的

重要原因，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容易感染免疫力低的

患者，糖尿病患者自身免疫力低、机体内环境糖分组成

高，导致患者容易发生此类病原菌感染［１０－１１］。

本研究中，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分离率较高，应

引起临床重视。ＥＳＢＬｓ是由质粒介导，可以水解β内

酰胺类抗生素，但可被β内酰胺酶抑制剂抑制活性的

β内酰胺酶
［１２］。ＥＳＢＬｓ主要可以水解第三代头孢菌

素、第四代头孢菌素、以及单环β内酰胺类抗生素，水

解机制是由于抗菌药物的分子结构中存在氧亚氨基基

团。β内酰胺酶抑制剂主要有舒巴坦、克拉维酸、他唑

巴坦等［１３］。由质粒介导的 ＥＳＢＬｓ编码基因种类多

样，ＴＥＭ 型包括近百种，ＳＨＶ 型、ＣＴＸＭ 型、ＯＸＡ

型以及其他类型各有几十种。ＴＥＭ 型中，ＴＥＭ１和

ＴＥＭ２是酶活性中心发生氨基酸突变而产生的，大部

分突变酶成为ＥＳＢＬｓ；ＳＨＶ型酶是由ＳＨＶ１在２３８

位点发生Ｇｌｙ到Ｓｅｒ的突变形成的ＥＳＢＬｓ；ＣＴＸＭ型

首次发现是在大肠埃希菌对头孢噻肟具有高度水解能

力的ＥＳＢＬｓ，目前不断有新型检出；ＯＸＡ型是大肠埃

希菌对苯唑西林具有强水解能力的ＥＳＢＬｓ，但不易被

克拉维酸抑制；其他类型相对少见［１４］。本研究中，产

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型别主要为ＴＥＭ型，ＣＴＸＭ型次

之，并且多重耐药基因在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中也有

检出，可能是导致大肠埃希菌多药耐药性产生的主要

原因。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的流行，导致ＥＳＢＬｓ编

码基因在不同病原菌之间相互传播，同时由于病原菌

耐药性不断增强，造成医院感染流行传播。ＥＳＢＬｓ编

码基因的多样性，与人口流动增加以及抗菌药物不合

理使用有关，造成临床抗菌药物选择性压力，临床耐药

株增加，加速耐药质粒在病原菌之间相互传播［１５］。

（下转８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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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抗感染治疗中，应加强对产ＥＳＢＬｓ大肠埃希菌临床流

行病学监测，及时监测水解酶编码基因流行特点，采取有效治

疗及消毒隔离措施，减少耐药菌株传播及交叉感染发生，可以

避免耐药菌流行、传播。ＳＩＲＴ１位于胰岛素细胞细胞质，它能

够刺激外周组织吸收葡萄糖和抑制脂肪细胞脂释放。本研究

中选 取 了 ＳＩＲＴ１ 基 因 ｒｓ４７４６７２０ 位 点、ｒｓｌ０５０９２９１ 位 点、

ｒｓ２２３６３１９位点和ｒｓ１０８２３１１６位点进行研究。结果显示ＳＩＲＴ１

基因多态性与大肠埃希菌携带ＥＳＢＬｓ情况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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