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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抗菌药物对新疆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菌体

外抗菌活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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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青海省地方病预防控制所鼠疫菌专业实验室，青海西宁８１００２１；２．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鼠疫室，北京１０２２０６）

【摘要】　目的　检测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菌株对１２种常用抗生素的敏感性，包括最低抑菌浓度及

ＭＩＣ９０。　方法　采用琼脂稀释法测定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莫西沙星、复方新诺明（甲氧苄啶－磺胺甲恶唑）、硫酸卡那

霉素、硫酸链霉素、头孢曲松钠、氨苄青霉素钠、氯霉素、盐酸壮观霉素、头孢呋辛钠、盐酸四环素共１２种抗生素对１００株

鼠疫菌的最低抑菌浓度 ＭＩＣ５０ 和 ＭＩＣ９０。　结果　体外试验显示１００株鼠疫菌中对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莫西沙星、复

方新诺明、硫酸卡那霉素、硫酸链霉素、头孢曲松钠、氨苄青霉素、氯霉素、盐酸壮观霉素、头孢呋辛钠和盐酸四环素均敏

感。其中头孢曲松钠、复方新诺明、环丙沙星、氧氟沙星对鼠疫菌株的 ＭＩＣ９０≤０．１２５μｇ／ｍｌ，莫西沙星、氨苄青霉素、头

孢呋辛钠、卡那霉素、氯霉素、链霉素和四环素０．２５μｇ／ｍｌ≤ＭＩＣ９０≤４μｇ／ｍｌ，壮观霉素 ＭＩＣ９０≥１６μｇ／ｍｌ。　结论　新

疆鼠疫自然疫源地尚未发现耐药鼠疫菌株，流行株对常用抗生素敏感。主动监测耐药鼠疫菌株有助于早期发现耐药菌，

为当地鼠疫的治疗用药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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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是一种由鼠疫耶尔森菌（犢犲狉狊犻狀犻犪狆犲狊狋犻狊）引起

的古老的自然疫源性传染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

传播速度快等特点。纪元后，公认的世界鼠疫大流行

有３次，导致至少１．６亿人死亡
［１－２］。在抗生素未被

发现之前，人类对于鼠疫的治疗束手无策。随着１９２９

年Ｆｅｍｉｎｇ发现了青霉素，之后其他抗生素陆续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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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和应用，鼠疫的治疗才有了根本性进展［３］。在早期，

采用磺胺、米兰和抗鼠疫血清的混合疗法治愈率达

７０．０８％
［４］。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期，链霉素成为治疗

鼠疫的首选药物，其对鼠疫菌有很强的杀灭作用。随

着链霉素的应用，鼠疫病人的治愈率显著提高，死亡率

由５０％～９０％降低到５％以下
［５－６］。但链霉素安全范

围窄，毒副作用大，加之抗生素的广泛使用，致病菌种

群结构发生改变，耐药及多重耐药逐渐成为一个全球

性问题［７］。

１９９６年Ｇａｌｉｍａｎｄ等在马达加斯加从一腺鼠疫患

者淋巴穿刺液所分离的鼠疫菌中发现了抗药性质粒，

并带有７种抗生素基因，其对壮观霉素、磺胺嘧啶、四

环素、米诺四环素等具有高抗性［８－９］。鼠疫耐药菌株

的出现立即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但目前尚未见关

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菌株对抗生

素抗性的研究报道。本研究采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

准协会（ＣＬＳＩ）药敏试验方法中的琼脂稀释法，选取新

疆地区不同年代各鼠疫自然疫源地内具有代表性的鼠

疫菌株共１００株做为试验对象，测定１２种抗生素对其

ＭＩＣ５０和 ＭＩＣ９０，掌握常用抗生素对鼠疫菌的抑菌浓

度，为今后鼠疫的临床治疗和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菌株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鼠疫自然疫源地内分

离的１００株鼠疫菌及质控菌株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由青海省

地方病预防控制所保存。

１．２　主要试剂和仪器　琼脂粉、牛肉粉、可溶性淀粉

和酸水解酪蛋白购自北京中生瑞泰科技有限公司；赫

氏培养基购自北京陆桥有限公司；氧氟沙星、环丙沙

星、莫西沙星、复方新诺明（甲氧苄啶－磺胺甲恶唑）、

硫酸卡那霉素、硫酸链霉素、头孢曲松钠、氨苄青霉素

钠、氯霉素、盐酸壮观霉素、头孢呋辛钠和盐酸四环素

均购自北京中生瑞泰科技有限公司。多点接种仪为天

津市恒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比浊仪为英国

Ｇｒａｎｔｂｉｏ公司产品；菌落计数仪为英国Ｓｙｎｂｉｏｓｉｓ公

司产品。

２　方法

采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协会（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ａ

ｂｏｒ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ＣＬＳＩ）推荐的琼脂平板稀释

法测定抗菌药物对鼠疫菌的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ｎｉｍ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Ｃ）。

２．１　抗菌药物储备液配制　氧氟沙星和环丙沙星先

加１／２体积无菌蒸馏水，然后逐滴加入 １ ｍｏｌ／Ｌ

ＮａＯＨ至溶解，再用无菌蒸馏水定容，配成浓度均为

１０ｍｇ／ｍｌ的储备液；莫西沙星、硫酸卡那霉素、硫酸

链霉素、头孢曲松钠、氨苄青霉素钠、盐酸壮观霉素和

头孢呋辛钠用无菌蒸馏水溶解，配成浓度均为１０ｍｇ／

ｍｌ的储备液；盐酸四环素用无菌蒸馏水为溶剂溶解，

配成浓度为５ｍｇ／ｍｌ的储备液；氯霉素用９５％乙醇溶

解，配成浓度为１０ｍｇ／ｍｌ的储备液；复方新诺明配成

无菌蒸馏水加１０％终体积的０．０５ｍｏｌ／Ｌ盐酸储备

液，浓度为２．５ｍｇ／ｍｌ。以上溶液均储存于－２０℃冰

箱。

２．２　培养基　用无菌蒸馏水将１２种药物的储备液稀

释成一定浓度后加入到已灭菌的定量 ＭｕｅｌｌｅｒＨｉｎｔｏｎ

琼脂培养基中，制成抗菌药物终浓度为０．００４、０．００８、

０．０１５、０．０３１、０．０６２、０．１２５、０．２５、０．５、１、２、４、８、１６、

３２、６４μｇ／ｍｌ的含药平皿。

２．３　细菌接种　将被试菌接种至北京赫氏培养基，２８

℃培养２４ｈ后，用无菌盐水将被试菌稀释成１０
７

ＣＦＵ／ｍｌ的菌液，吸取１５０μｌ加至灭菌９６孔反应板

内，记 录 菌 株 编 号。每 批 试 验 均 设 质 控 菌 株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对照。使用多点接种仪接种细菌，菌液

量为１μｌ，菌量约为１０
４
ＣＦＵ。接种前先接种不含抗

菌药物的质控平皿以检查接种菌纯度，随后从抗菌药

物浓度最低的平皿开始依次接种不同浓度的抗菌药

物，最后再接种一个不含抗菌药物的质控平皿，以检验

在接种过程中有无污染。培养皿置３７℃温箱培养２４

～４８ｈ。

２．４　结果观察　判读终点时，将平皿置于不反光的表

面上。质控菌株的 ＭＩＣ在质控范围内时，记录完全抑

制细菌生长的最低抗菌药物浓度（ＭＩＣ），ＭＩＣ５０ 和

ＭＩＣ９０。

结　果

１　鼠疫菌的抗药性

１００株鼠疫菌对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莫西沙星、

复方新诺明、硫酸卡那霉素、硫酸链霉素、头孢曲松钠、

氨苄青霉素钠、氯霉素、盐酸壮观霉素、头孢呋辛钠和

盐酸四环素均敏感（表１、图１）。

２　１２种抗菌药物对鼠疫菌的体外抑菌活性

头孢曲松钠、复方新诺明、环丙沙星和氧氟沙星对

１００株鼠疫菌的 ＭＩＣ９０≤０．１２５μｇ／ｍｌ；莫西沙星、氨

苄青霉素、头孢呋辛钠、卡那霉素、氯霉素、链霉素和四

环素０．２５μｇ／ｍｌ≤ＭＩＣ９０≤４μｇ／ｍｌ；壮观霉素 ＭＩＣ９０

≥１６μｇ／ｍｌ（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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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６头孢曲松钠浓度依次为０．１２５、０．０６２、０．０３１、０．０１５、０．００８、０．００４μｇ／ｍｌ；上六排点种的为４５株鼠疫菌，右下为质控菌株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
图１　被试鼠疫菌在不同含药浓度平皿中的生长情况

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１－６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ｓｏｄｉｕｍｗｅｒｅ０．１２５，０．０６２，０．０３１，０．０１５，０．００８，０．００４μｇ／ｍｌ；４５ｓｔｒａｉｎｓｏｆ犘．狆犲狊狋犻狊ａｎｄｔｈｅ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ｉｎｓ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ｒｉｇｈｔ．

犉犻犵．１　犌狉狅狑狋犺狅犳犘犺狔狋狅狆犺狋犺狅狉犪犻狀犳犲狊狋犪狀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狆犾犪狋犲狊

表１　１２种抗菌药物对１００株鼠疫菌的敏感性（μ犵／犿犾）

犜犪犫犾犲１　犛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狅犳１２犪狀狋犻犿犻犮狉狅犫犻犪犾狊狋狅１００狊狋狉犪犻狀狊狅犳犢犲狉狊犻狀犻犪狆犲狊狋犻狊（μ犵／犿犾）

抗菌药物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ＭＩＣ（μｇ／ｍｌ）

０．００８０．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２５ ０．５ １ ２ ４ ８ １６ ３２

ＭＩＣ５０
（μｇ／ｍｌ）

ＭＩＣ９０
（μｇ／ｍｌ）

敏感

Ｓ（≤）

耐受

Ｒ（≥）

氧氟沙星 ６ ４５ ４０ ９ ０．０６ ０．１２５ ０．２５ ／

环丙沙星 ３ ７ ２４ ５３ １３ ０．０６ ０．１２５ ０．２５ ／

卡那霉素 ７ ７０ ２３ ２ ４ １６ａ ６４ａ

链霉素 １１ ８９ ４ ４ ４ １６

头孢曲松钠 ２０ ７２ 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５ ０．２５
ｂ

氨苄青霉素 ３０ ５３ １７ ０．２５ ０．５ １ｂ ４
ｂ

氯霉素 ３３ ６６ １ ４ ４ ８ ３２

壮观霉素 １２ ６７ ２１ ８ １６ ３２
ｂ

１２８
ｂ

头孢呋辛钠 ５ ３４ ５８ ３ ０．５ ０．５ １ｂ ４
ｂ

盐酸四环素 ２ ７９ １９ ２ ４ ４ １６

复方新诺明 １４ ８５ １ ０．０６ ０．１２５ ２ ４

莫西沙星 １３ ８７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５ａ ／

注：＂／＂表示ＣＬＳＩ中耶尔森菌只有敏感标准，尚无耐受标准；＂ａ＂表示尚无耶尔森菌的敏感和耐受标准，参照一般细菌标准；＂ｂ＂表示尚无耶尔森菌敏

感和耐受标准，参照特殊细菌标准；标准来自于 ＷＨＯＮＥＴ５．６。

Ｎｏｔｅ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ｔｈａｔＹｅｒｓｉｎｉａＣＬＳＩｈａｄｏｎｌ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ｎｏ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ｎｏＹｅｒｓｉｎｉａａｎｄ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ｂ＂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Ｙｅｒｓｉｎｉａｐｅｓｔｉｓ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ｃｒｉｔｅ

ｒｉａ；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ａｒｅｄｅｒｉｖｅｄｆｒｏｍ ＷＨＯＮＥＴ５．６．

讨　论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边陲，是中国

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１／

６。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８国接壤，在历史上是

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现在是＂亚欧大陆桥＂的必经

之地，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该地区最早的人类鼠疫

流行记述始于１８９４年，在伍连德博士所著的《鼠疫概

论》中有所记载，１９９２年确定为疫源地。目前有４种

类型鼠疫自然疫源地，分别为青藏高原喜马拉雅旱獭

鼠疫自然疫源地，帕米尔高原长尾旱獭鼠疫自然疫源

地，天山山地灰旱獭－长尾黄鼠鼠疫自然疫源地和准

噶尔盆地大沙鼠鼠疫自然疫源地。新疆地区疫源地面

积大、范围广，是我国西部动物间鼠疫和人间鼠疫多发

区之一，动物鼠疫的流行始终未间断，１９８１－２００５年

共有７例人间鼠疫
［１０］，当地的鼠疫防控形势依然严

峻。

本研究采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ＣＬＳＩ）

药敏试验方法中的琼脂稀释法，选用临床上治疗鼠疫

的常用抗菌药物喹诺酮类（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莫西

沙星）、氨基糖苷类（卡那霉素、链霉素、壮观霉素）、β

内酰胺类（头孢曲松钠、头孢呋辛钠、氨苄青霉素）、四

环素类（盐酸四环素）、复方新诺明、氯霉素，对新疆地

区不同年代各鼠疫自然疫源地内具有代表性的鼠疫菌

株共１００株进行 ＭＩＣ测定。结果显示，以上１２种抗

生素对所有菌株均敏感，即未发现耐药菌株，其中喹诺

酮类药物氧氟沙星、环丙沙星及β内酰胺类头孢曲松

钠和复方新诺明具有较高的抗菌活性（ＭＩＣ９０≤０．１２５

μｇ／ｍｌ），莫西沙星、氨苄青霉素、头孢呋辛钠、卡那霉

素、氯霉素、链霉素、四环素（０．５≤ＭＩＣ９０≤４μｇ／ｍｌ）

和壮观霉素（ＭＩＣ９０≥１６μｇ／ｍｌ），与文献［１１－１２］报

道的鼠疫菌 ＭＩＣ以及郭英等
［１３］、张贵军等［１４］等进行

的喹诺酮类治疗实验鼠疫的药物敏感性实验结果一

致。受试菌株对用于鼠疫临床治疗和预防的药物（如

链霉素、复方新诺明）均敏感，在鼠疫治疗中两药物仍

可应用。

细菌耐药性监测不是遏制细菌耐药性产生和蔓延

的手段，但监测给遏制耐药性蔓延的控制措施的制定

提供了重要信息，并且可以通过监测来评价这些措施

的有效性。建议在鼠疫的临床治疗中尽早进行病原菌

的耐药性检测，根据检测结果指导治疗以防止由于耐

药引起的治疗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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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蛋白Ｄｅｒｐ２３可与尘螨过敏患者血清中的特异性血

清免疫球蛋白Ｅ抗体结合，表明其具有过敏原性。通

过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预测重组蛋白Ｄｅｒｐ２３的蛋

白二级结构中主要含有β折叠及转角结构，且可能含

有５个Ｂ细胞抗原表位，为尘螨过敏性疾病的诊断和

免疫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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