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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氧西林耐药的人源 ST398 分析为社区获得性 MRSA 进化历史提供新视野 

  何磊 1     孟红委 1     吕慧颖 1     刘倩 1     王亚楠 1     秦娟秀 1     李敏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市     200127 

Aim Severe infections with highly virulent community-associated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CA-

MRSA) of sequence type (ST) 398 are a global problem. However, the molecular events defining the evolution of 

CA-MRSA ST398 which is known to frequently infect both human and livestock are still poorly understood. 

Methods We used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WGS) of newly detected CA-MRSA ST398 isolates, in comparison 

to livestock-associated (LA)-MRSA ST398, to determine their evolutionary history. Furthermore, we used 

phenotypic analyses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ir evolution of virulence. Finally, we determined methicillin resistance 

and expression of the methicillin resistance-conferring gene mecA and its penicillin-binding protein product, PBP2a, 

in CA-MRSA strains of divergent STs. Results We report several cases of severe and fatal infections due to human-

adapted CA-MRSA ST398. WGS demonstrated that they evolved from human-adapted, methicillin-susceptible 

clones on different occasions. Importantly, the isolates had not undergone consistent genetic alterations in virulence 

as compared to their predecessors. Finally, we observed dramatically and consistently lower methicillin resistance 

and expression of mecA, as compared to hospital-associated MRSA strains. Conclusions Our study presents 

evid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ly virulent human-adapted ST398 CA-MRSA isolates from methicillin-

susceptible predecessors. Notably, our investigation indicat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A-MRSA is not necessarily 

associated with the acquisition of specific virulence genes, but strongly related to the CA-MRSA-characteristic 

staphylococcal cassette chromosome mec types which provide low-level methicillin resistance. Our findings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diagnosis of CA-MRSA, inasmuch as they indicate that the presence of specific 

virulence genes cannot generally be used for that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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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自中国儿童患者的隐球菌遗传多样性及药敏监测 

 

洪南 1,2,3，廖万清 1,2，陈敏 3* 

（1上海市医学真菌研究所 上海 200003；2上海市医学真菌分子生物学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0003； 

3上海长征医院皮肤科 上海 200003） 

 

研究背景 隐球菌病是一种危及生命的侵袭性真菌病，一般认为其主要累及免疫抑制的成人，尤其是

HIV 阳性患者人群。然而，近十年来全球范围内儿童隐球菌病报告病例的数量却呈现出明显上升的趋势，

我国亦是如此。迄今为止，分离自儿童隐球菌病患者的菌株遗传多样性和药敏监测的研究极其缺乏，仅 2011

年南非报道过相关菌株的遗传多样性和药敏监测的数据，且没有采用国际公认的“人与动物真菌病学会(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uman & Animal Mycology, ISHAM)”推荐用的 Multi Locus Sequence Typing(MLST )

标准，严重影响了临床精准诊治工作的开展。研究目的 来自中国儿童隐球菌病患者的隐球菌菌株的遗传

多样性及体外药敏特征。材料和方法 本研究使用基于 7 个管家基因位点的 ISHAM-MLST 方案和 CLSI-

M27-A3 体外抗真菌药敏试验方案对来自中国的 25 例儿童隐球菌病患者的菌株的遗传多样性及体外药敏

特征进行分析。结果及讨论 发现来自中国儿童患者的新生隐球菌临床分离株的遗传多样性较分离自成人

患者菌株明显偏低，且 ST 5（80％）和 ST 31（12％）是两种最常见的基因型菌株。同时，本研究发现来

自中国儿童患者的新生隐球菌临床分离株在体外药敏实验中呈现出对氟康唑（FLU），5-氟胞嘧啶（5-FC）

和伊曲康唑（ITR）耐药趋势，尤其是占主导的 ST 5 型临床分离株在体外药敏试验中表现的抗性较其他 ST

型为高，与国外研究结果明显不同。而且，最近类似的耐药模式在来自中国成年患者的新型隐球菌临床分

离株中也被观察到。本研究可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儿童隐球菌病的精准诊治提供科学基础。 

 

关键词：隐球菌；遗传多样性；耐药；儿童 

资助资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8120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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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KPC-2 基因在中国 ST11 型肺炎克雷伯菌中的大规模流行 

与 IncFII-like 质粒介导的垂直播撒相关 

  付盼 1 ，蒋晓飞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Objectives: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spread of blaKPC-2 gene among clinical Klebsiella pneumonia 

isolates and illustrate the dissemination mechanism of KPC-producing K.pneumoniae (KPC-Kp) ST11 in China. 

Methods: A total of 354 K.pneumoniae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from four hospitals covering three provinces in 

China and conducted by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MLST). Prophage and Pulsed-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FGE) 

analysis were used to identify subtypes of ST11 KPC-Kp. PCR amplification and replicon sequence typing(RST) 

were performed to analyze Tn1721 transposons and IncFII plasmids on clinic isolates. Electroporation experiment 

and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WGS) were used to reveal the comprehensive genetic environment and location of 

blaKPC-2 gene. Results: ST11 was the primary type (87.05%) of KPC-Kp and not predominant in blaKPC-2 

negative Kp(3.11%). ST11 KPC-Kp was clonally heterogeneous and consisted of a number of sub-lineages, 

including eleven subtypes by Prophage analysis and fifteen subtypes by PFGE analysis. Five Tn1721 variants were 

identified in ST11 KPC-Kp strains. The detected rate of IncFII-like plasmids was much higher in ST11 KPC-

Kp(100%) than non-ST11 KPC-Kp (16.0%) and blaKPC-2 negative group (7.45%). Though electroporation 

experiments and Nucleotide Blast of representative plasmids with WGS, we confirmed that Tn1721-blaKPC-2 was 

located on IncFII-like plasmids. Conclusions: Instead of initial survival-predominance or simple clone spread of 

ST11 KPC-Kp, horizontal gene transfer (HGT) mediated by IncFII-like plasmid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pandemic 

dissemination of blaKPC-2 among K. pneumoniae ST11 in China.We revealed a close correlation between 

K.pneumoniae ST11, blaKPC-2 and IncFII-like plasmids that K.pneumoniae ST11 harboring Tn1721-blaKPC-2 

was a good colonizer to capture IncFII-like plasmids and transmitted broadly in clinical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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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ed Anti-Infective Efficacy of Nano-ZnO Films Through a Combination of 

Intrinsic Anti-Biofilm Activity and Reinforced Innate Defense 

  王加兴 1     周怀娟 2     汤瑾 3     李金华 2     张先龙 1    

1．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Shanghai     200233 

2．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ffiliated Sixth People’s Hospital     Shanghai     200050 

3．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3 

Objectives: The increasing prevalence of implant-associated infections (IAIs) is imposing a heavy burden on 

patients and medical sources. Bacterial biofilms are recalcitrant to antiseptic drugs and local immune defense and 

can attenuate host proinflammatory response to interfere bacterial clearance. Thus, engineering the implant surface 

with anti-infective and immunoregulatory properties may be an optimal approach for the prophylaxis of IAIs. Zinc 

oxide nanoparticles (ZnO NPs) play a dual role in antibacterial and immunomodulatory activities while compromise 

the cytocompatibility due to their intracellular uptake. Zinc, as an indispensable trace element, also participates in 

normal growth, bone metabolism and many cell signaling pathways and manipulates host immune defense against 

bacterial infection. For the immobilization of nanoparticles on a biomaterial surface, compared with other 

processing methods, the physical vapor deposition (PVD) has its advantage of fabricating large-area homogeneous 

coatings on biomaterials. Here, ZnO NPs were immobilized on the titanium (Ti) to form homogeneous nanofilms 

(from discontinuous to continuous) through magnetron sputtering and w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possible 

antimicrobial activity and immunomodulatory effect of nano-ZnO films through a series of in vitro and in vivo 

experiments. Materials and Methods: Herein, we firstly deposited the homogenous ZnO nanofilms (“ZnO-I”, 

“ZnO-II”, “ZnO-III”, and “ZnO-IV”, respectively) on titanium by magnetron sputtering. The release profiles of zinc 

ions from the nano-ZnO specimens immersed in Dulbecco’s modified Eagle’s medium (DMEM) and trypticase soy 

broth (TSB) were detected by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optical emission spectrometry, followed by 1, 4, 7 and 

14 d of sequential incubation at 37 °C. Using these platforms, w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potential antimicrobial 

efficiency of these nano-ZnO films with the spread plate method (SPM),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y (CLSM); and then explore the interactions of innate immunocytes 

(macrophages and polymorphonuclear leukocytes (PMNs)) and bacteria (methicillin-resistant S. aureus and E. coli) 

with our samples in a novel biomaterial-cell-bacteria co-culture model. We also established a novel mouse implant-

associated subcutaneous infection model to explore the in vivo antibacterial effect of nano-ZnO films with the aid 

of luminescent S. aureus (ST1792-Lux, a clinical strain). Results: Using DMEM and TSB, the zinc ions can be 

continuously released from various samples, especially for sample ZnO-IV. It was found that nano-ZnO films had 

no obvious cytotoxicity to mammalian cells, but excessive ZnO NPs on the surface (ZnO-IV group) could produce 

toxic side effects. Furthermore,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ZnO nanofilms could exert some inhibition for the growth 

of bacteria regardless of the bacterial species, and this effect was in a concentration-dependent manner. Compared 

with Ti control group, experimental groups including nano-ZnO films possessed higher phagocytosis rates and 

average flourescence intensity, and the effect was concentration dependent. Moreover, co-culture of our nano-ZnO 

samples with Murine RAW 264.7 (RAW) macrophages and lipopolysaccharide (LPS) enlarged the secretion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 interleukin (IL)-6,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 (MCP)-1 and IL-10 in a d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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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t manner. At every time points, the number of internalized bacteria in nano-ZnO treated samples, 

especially in group ZnO-III, was more than that in other groups. During the course of our in vivo experiment, the 

average bioluminescence photon intensity (PI) of three nano-ZnO experimental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i group at all time points. These nano-ZnO films, especially ZnO-III group, could exert outstanding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gainst implant-associated soft tissue infection, and the inhibitory efficiency tended to be 

consistent with the increased thickness of ZnO nanofilms. Conclusion: To orchestrate anti-infective and 

immunoregulatory activities against IAIs, in our study, nano-ZnO films were uniformly deposited on the titanium 

by magnetron sputtering. These nano-ZnO films could release the zinc ions in a continuous way. It was unveiled 

that nano-ZnO films possessed prominent anti-biofilm ability but moderate anti-planktonic bacteria property, and 

this antimicrobial effect augmented with the dose of nano-ZnO increasing. Moreover, the in vivo results revealed 

that nano-ZnO films presented superior anti-infective efficiency over that elucidated in vitro. Furthermore, using a 

co-culture of innate immunocytes, nano-ZnO and bacteria/lipopolysaccharide in vitro, we found that the nano-ZnO 

films could improve the antimicrobial ability of macrophages and PMNs through enhancing their phagocytosis and 

the secretion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t w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dual antimicrobic effects of direct 

antimicroph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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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测序技术在临床疑似中枢感染中的诊断性能研究  

  张怡 1     艾静文 1     崔鹏 1     张文宏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     上海     200040 

目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是一组病原体侵犯脑组织和脊柱的疾病。尽管临床诊断和治疗技能不断提高，

但中枢感染仍然在人群中有着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目前的临床诊断过程中，早期且及时发现致病病

原体非常重要。国外报道传统脑脊液培养可以协助诊断大约 30-40％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而在中国等发

展中国家，脑脊液培养所报道的灵敏度仅为 5.4-24.3％。其他诊断方法如脑脊液涂片，血清学检查，组织活

检和核酸扩增检测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诊断敏感性，但也都存在各自的缺陷。二代测序技术具有样本

处理简便，快速的检测时间，广泛筛检病原体等优点。既往某些研究已经表明二代测序技术可提高血流感

染，中枢感染中的病原学诊断效能，本研究拟进一步评估二代测序在中枢感染中的诊断价值。方法：本研

究纳入了所有在 2017 年 2 月至 2018 年 2 月期间华山医院感染科收治的疑似中枢感染的患者。入院后抽取

同步脑脊液送检二代测序以及培养。同时根据临床需求，对标本行涂片、自免脑抗体检测、Xpert MTB/RIF

等其他传统检测方法。所有患者均接受常规诊疗并随访至出院，对于病人同时收集其病史以及临床数据，

以用于后续分析。 结果：最终有 242 位疑似中枢感染的患者纳入分析，其中包括 68 例确诊为中枢感染感

染，91 例拟诊中枢感染，71 例为非中枢感染，还有 12 例最终无法明确诊断。二代测序技术可检测包括细

菌、病毒、真菌、寄生虫等多种病原体。在没有接受过经验性治疗组中，二代测序的敏感性和脑脊液培养

无明显差异（50% vs.30%）。而在接受过经验性治疗组中，二代测序的敏感性显著高于脑脊液培养组（34.45% 

vs.5.89%）。二代测序和传统检测方法在非中枢感染中的一致性高达 98.59%，同时能额外检测到 42 例致

病病原体。本研究同时发现二代测序的半定量条带读取数与临床实验室结果一致。 结论：在疑似中枢感染

的患者中，二代测序技术具有敏感性高，阳性率受抗感染影响小等优点，可进一步协助临床医生快速诊断，

精准治疗。可成为脑脊液培养等传统病原学检测方法的有力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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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伤寒沙门菌 PhoP R112 位点的甲基化修饰功能研究 

  李建辉 1     苏杨 1     姚玉峰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基础医学院免疫学与病原微生物学系 

鼠伤寒沙门菌 PhoP-PhoQ 双组分调节系统参与应对各种环境压力，对于沙门菌的毒力非常重要。锚定

在内膜上的感受蛋白 PhoQ 感受外界刺激，磷酸化胞质中的反应调节蛋白 PhoP 使其活化，PhoP 继而结合

至下游基因的启动子，调控基因的转录与表达。我们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乙酰化修饰抑制 PhoP 活性，进

而导致沙门菌毒力减弱。在深入分析 PhoP 修饰质谱数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PhoP 也存在甲基化修饰，且

其 R112 位点甲基化水平随着细菌进入平台期逐渐升高。甲基化修饰作为蛋白质翻译后修饰的一种重要形

式，参与了代谢、毒力等多种细胞进程。将 PhoP 的 R112 突变为 A，细菌生长受到抑制。由此我们猜想：

细菌通过调节 PhoP R112 位点的甲基化水平从而影响 PhoP 活性，进而调控下游毒力基因的表达。因此本

课题拟利用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等实验手段，发现 PhoP 对应的甲基转移酶，研究 PhoP 甲基

化修饰变化规律和调控 PhoP 活性的机制，揭示甲基化修饰与沙门菌毒力的关系。我们发现 PhoP R112A 突

变菌株与 WT 相比，phoP 及其下游基因转录水平降低，突变菌株酸耐受能力减弱，在小鼠巨噬细胞样细胞

RAW 264.7 中复制能力及小鼠肝脾中定植能力均减少，对小鼠毒力也减弱。这些实验结果均表明 R112 位

点对于 PhoP 活性非常重要。PhoP 发挥作用调控下游基因表达依赖于其磷酸化后形成二聚体结构，与受调

控基因的启动子结合。体外实验结果表明 PhoP R112A 蛋白可以被正常磷酸化，但二聚体形成及与启动子

结合能力均减弱。而后我们检测了不同培养条件下 PhoP R112 位点甲基化水平，发现当沙门菌处于高镁离

子、酸性等抑制 PhoP 活性的环境中时，R112 的甲基化水平显著提高。同时我们筛选到 14 个可能的蛋白

甲基转移酶。为鉴定 PhoP 的甲基转移酶，我们在沙门氏菌中将上述蛋白逐一进行过表达，发现 STM14_0023

的过表达可以显著抑制 PhoP 及其下游基因的转录。同时通过体外酶促反应我们发现在有甲基供体存在条

件下，STM14_0023 可以直接将 PhoP 进行甲基化修饰。 本课题采用体内和体外相结合的研究策略与方法，

发现鼠伤寒沙门菌 PhoP R112 位点对于 PhoP 发挥活性非常重要，该位点甲基化水平与活性呈负相关且

STM0014_0023 作为 PhoP 的甲基转移酶可以对 PhoP 进行甲基化修饰。以上发现表明 PhoP 作为沙门氏菌

重要的毒力因子之一，不仅受到了乙酰化修饰的调控，甲基化修饰也可调控其活性。本研究工作将有助于

深入理解 PhoP 活性调控机理，为认识沙门菌致病机制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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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产生一个传播性与毒性增强的新兴耐碳青霉烯的肺炎克雷伯菌 

ST11 的亚克隆：一项分子流行病学，临床与基因组学研究 

沈萍 1     肖婷婷 1     Sophia David 2     王琴 1     周燕子 1     郭丽华 1     David Aanensen 2     Kathryn E. Holt 

3,4     Nicholas R. Thomson 4,5     Hajo Grundmann 6     肖永红 1     周凯 1    

1．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Hangzhou     310003 

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ine School     Cambridgeshire      

3． Zhejiang University     Victoria     3010 

4．London     WC1E 7 

5．The Centre for Genomic Pathogen Surveillance     Cambridge     CB10 1 

6． Wellcome Genome Campus     Freiburg 

Background: Carbapenem-resistant KPC-positive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 ST11 expands globally 

becoming an urgent public health concern. Capsular switch resulted from recombinations occur frequently in the 

epidemic clone. Aim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understand the epidemiological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caused 

by these events. Methods: CRKP causing bloodstream infections (BSI-CRKP) were identified among 10,134 K. 

pneumoniae isolates collected during 2013-2017 in a tertiary hospital in eastern China.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and genomic characterization were evaluated by automated system and whole-genome sequencing, respectively. 

Biofilm formation, a human neutrophil assay and Galleria mellonella model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pathogenicity phenotypes. Findings: Over 80% of BSI-CRKP isolates (177/218) were ST11, composed of two 

major capsular types (KL), KL47 (76/177) and KL64 (95/177). ST11-KL47 was dominant in 2013-2014 (71.4%-

90%), and ST11-KL64 was prevalent since 2016 (71.8%-88.6%). ST11-KL64-infected patients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30-day mortality (p = 0.005), whereby KL64 was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In vitro 

ST11-KL64 produced significantly more biofilm, was more resistant to neutrophil killing, and decreased survival 

in the G. mellonella larvae infection model. ST11-KL64 is supposed to be derived from an ST11-KL47-like ancestor 

via recombinations probably during 2007-2008. The acquisition of a pLVPK-like virulence plasmid did not alter 

the virulence in either subclone, although rmpA gene, only identified in a newly emerged ST11-KL64 subclone 

after 2015, substantially increases the tenacity of this subclone by enhancing environmental survival. ST11-KL47 

was progressively replaced by the emerging ST11-KL64 subclone (with rmpA-harboring virulence plasmid) via 

clonal expansion since 2016. The convergence of KL64 and plasmidic rmpA remains rare in specimens collected 

across China during 2014-2016. Discussion: A high-risk subclone of CRKP-ST11 emerged via frequent 

recombination and acquisitions of genetic factors in the short term, resulting in enhanced pathogenicity and 

transmissibility. The newly emerging descendant poses a substantial threat to populations and health-care networks, 

suggesting the urgent need of tailor-made surveillance to prevent further disse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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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克雷伯菌乙酰转移酶类毒素-抗毒素系统的识别和鉴定 

  钱宏亮 1,1     甘建华 1     欧竑宇 2,2    

1．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微生物代谢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      

2．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上海      

A type II toxin-antitoxin (TA) system, in which the toxin contains a Gcn5-related N-acetyltransferase (GNAT) 

domain, has been characterized recently. GNAT toxin acetylates aminoacyl-tRNA and blocks protein translation. It 

is abolished by the cognate antitoxin that contains the ribbon-helix-helix (RHH) domain. Here, we present an 

experimental demonstr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GNAT-RHH complex with TA promoter DNA. First, the 

GNAT-RHH TA locus kacAT was found in Klebsiella pneumoniae HS11286, a strain resistant to multiple 

antibiotics. Overexpression of KacT halted cell growth and resulted in persister cell formation. The crystal structure 

also indicated that KacT is a typical acetyltransferase toxin. Co-expression of KacA neutralized KacT toxicity. 

Expression of the bicistronic kacAT locus was up-regulated during antibiotic stress. Finally, KacT and KacA formed 

a heterohexamer that interacted with promoter DNA, resulting in negative autoregulation of kacAT transcription. 

The N-terminus region of KacA accounted for specific binding to the palindromic sequence on the operator DNA, 

whereas its C-terminus region was essential for the inactivation of the GNAT toxin. These results provide an 

important insight into the regulation of the GNAT-RHH family TA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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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携带毒力质粒的医院感染非脱羧勒克菌 

  张祎博 1     倪语星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     200025 

研究背景：非脱羧勒克菌是非脱羧勒克菌属唯一的一个菌种，是一种具有动力、革兰阴性杆菌，是条

件致病菌，临床上很少引起注意。但国内外也有报道，可以引起脓毒血症、伤口感染等。此次实验的非脱

羧勒克菌是从脓毒血症患者的血标本中分离得到。 目的: 探讨非脱羧勒克菌的致病性。 材料和方法：采

用 ATB 系统对临床标本分离的非脱羧勒克菌进行鉴定，采用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进行常规药物敏感性试

验，通过全基因组测序与标准环境菌株进行计较，得到毒力质粒。再利用高钙培养条件分别去除质粒敲除

株，将含有不同毒力质粒的细菌注射入小鼠体内，根据小鼠存活率判断毒力水平。 结果：临床分离非脱羧

勒克菌菌株对 β 内酰胺类抗茵药物、氨基糖苷喹诺酮类和磺胺类药物敏感。与标准环境菌株进行计较，发

现毒力质粒 P1 和 P2。通过动物实验证明临床致病株毒性高于环境标准株，且 P1 毒力大于 P2。 结论：毒

力质粒的获得可能是环境中非脱羧勒克菌变成临床致病株的重要原因。 讨论：随着临床微生物室鉴定技

术和水平的提高，非脱羧勒克菌的检出率逐渐增高。尽管其不是常见的感染菌株，对抗菌药物敏感性也很

好，但是也要注意其高毒力特点，对于免疫力低下患者，也可以引起严重的脓毒血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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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和头孢洛扎/他唑巴坦对肠杆菌科、铜绿假单胞菌 

及鲍曼不动杆菌的体外药效学多中心研究 

  尹丹丹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Shanghai     200040 

研究背景 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和头孢洛扎/他唑巴坦是美国 FDA 新批准的用于治疗耐药革兰阴性菌所

致感染的新 β-内酰胺类合剂，我国目前关于这两个复合制剂的体外抗菌活性研究的报道较少。 研究目的 

评价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和头孢洛扎/他唑巴坦对国内近期临床分离肠杆菌科、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

菌的体外抗菌活性。 材料和方法 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头孢洛扎/他唑巴坦以及

对照药物对 2017 年全国分离的 2715 株临床分离的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不动

杆菌等细菌的体外抗菌活性。 结果 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对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肠杆菌属及其他肠

杆菌科细菌的 MIC50 均≤0.25 mg/L，MIC90 分别为≤0.25 mg/L、4 mg/L、>32 mg/L 和 0.5 mg/L；对铜绿假

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的 MIC50 分别为 2 mg/L 和 32 mg/L，MIC90 分别为 16 mg/L 和>32 mg/L。头孢洛

扎/他唑巴坦对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肠杆菌属及其他肠杆菌科细菌的 MIC50 为≤0.5-2 mg/L，MIC90

为 4->64 mg/L；对铜绿假单胞菌的 MIC50 和 MIC90 分别为≤1 mg/L 和 8 mg/L；对鲍曼不动杆菌的 MIC50

和 MIC90 分别为 16 mg/L 和 64 mg/L。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肠杆菌属及其他肠杆菌科细菌对头孢

他啶/阿维巴坦和头孢洛扎/他唑巴坦的敏感率分别为 96.4%和 89.8%、93.5%和 52.5%、86.7%和 59.6%及 

95.7%和 82.8%。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和头孢洛扎/他唑巴坦的敏感率分别为 86.5%和 88.5%。

在头孢他啶耐药的菌株中，分别有 89.2%和 69.2%的大肠埃希菌及 88.9%和 16.9%的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

他啶/阿维巴坦和头孢洛扎/他唑巴坦敏感；铜绿假单胞菌对以上两种药物的敏感率分别为 52%和 54.5%。

在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菌株中，分别有 60.8%和 11.8%的大肠埃希菌及 86.8%和 6.3%的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

他啶/阿维巴坦和头孢洛扎/他唑巴坦敏感；铜绿假单胞菌对以上两种药物的敏感率分别为 68.8%和 72.7%。 

结论 头孢他啶/阿维巴坦和头孢洛扎/他唑巴坦对肠杆菌科和铜绿假单胞菌均具有良好的抗菌活性，包括头

孢他啶或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菌株，可作为上述革兰阴性菌所致感染的选用药。两种药物相比较而言，头孢

他啶/阿维巴坦对肠杆菌科的体外抗菌活性优于头孢洛扎/他唑巴坦，而后者对铜绿假单胞菌的体外抗菌活

性优于前者。两种药物对鲍曼不动杆菌的体外抗菌活性均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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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感染病病原体致病机制研究 

以上全选 

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SBLs）肺炎克雷伯杆菌生物膜 

形成的分子特征及机制研究 

郑金鑫 1,2 涂浩鹏 1  林志伟 1  林伟鸿 2  蒋斯博 3  陈重 1,2   孙翔 1  林佛君 1  邓启文 1 瞿涤 2 余治健 1    

1．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he Key Lab of Endogenous Infection     Shenzhen     518052 

2． Shenzhen Nanshan People's Hospital and The 6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Shanghai     200032 

3．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Molecular Virology of Ministries of Education and Health     Orlando     32827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traits of 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 (ESBL) producing K. 

pneumoniae biofilm formation and to explore the associated virulence factors. Methods: A total of 395 clinical 

isolates of ESBL-producing K. pneumoniae were collected from patients in Shenzhen, China. Virulence associated 

genes were detected by PCR. The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and clonal complex (CC) of these isolates 

were determined based on housekeeping genes. Biofilm formation was detected by crystal violet staining.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biofilm formation among ESBL-producing K. pneumoniae clinical isolates was 62.0%. The 

sequence types (STs) varied widely among these K. pneumoniae isolates and yielded 109 different STs. The CC23 

isolates contained more strong biofilm producers (41.7%) and the medium biofilm isolates were more identified in 

CC37 (48.2%) and CC133 (56.8%) isolates. The strong biofilms were detected more frequently in aero+, magA+, 

rmpA+ or wcaG+ isolates than in isolates that were negative (?) for these virulence factors, and the iutA+ isolates 

with more medium biofilms than in iutA- isolates by univariate analysis.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ero (odds ratio 2.735, P=0.007) and wcaG (odds ratio 6.023, P<0.001)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the 

strong biofilm formation, and the iutA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odds ratio 4.654, P<0.001) for the medium 

biofilm formation of these ESBL-producing K. pneumoniae isolates.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e CC23, aero 

and wcaG were associated with strong biofilm formation, and the CC37, CC133, and iutA were associated with 

medium biofilm formation of ESBL-producing K.pneumoniae isol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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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感染病病原体致病机制研究 

以上全选 

罗森沙门菌临床菌株的基因组分析及毒力研究 

  周爱萍 1     郭建 1     吴文娟 1    

1．上海市东方医院南院检验科 

研究背景和目的：沙门菌是引起食物中毒的主要食源性细菌，通过污染的水和食物感染人类，引起以

腹泻为主要症状的食物中毒。疾病常呈现自限性，但对于老年人、婴幼儿及免疫功能缺陷的病人，沙门菌

也可以造成系统性感染。沙门菌 2600 多个血清型中，在世界范围内分布最为广泛的是肠炎沙门菌血清型

和鼠伤寒沙门菌血清型。但近年来，罗森沙门菌感染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在亚洲。罗森沙门菌已经成为泰

国肉制品中的检出率最高的血清型。但目前关于该血清型的毒力研究尚未见报道。本研究通过对一株临床

来源的罗森沙门菌的毒力研究及基因组分析，加深人类对沙门菌致病性的认识，为沙门菌感染的预防和治

疗提供依据。材料和方法：罗森沙门菌（GJ0703）菌株分离自临床腹泻病人。首先利用动物实验和细胞实

验，对该菌株的毒力进行评估，随后为了探究其致病机制，本研究对该菌株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测序结

果提交 NCBI non-redundant (NR)蛋白数据库进行注释并进行 COG 分析和 KEGG 分析。利用 Genomic 

Epidemiology (CGE)对基因组进行深入分析。结果：罗森沙门菌对小鼠的致病性及对 HeLa 细胞的入侵能力

弱于鼠伤寒沙门菌。在鼠来源的巨噬细胞 Raw264.7 中罗森沙门菌的存活和复制能力弱于 14028S，但在人

来源的巨噬细胞 U937 中，罗森沙门菌的存活和复制能力强于 14028S。基因组分析结果显示该菌株中存在

8 个 SPI（SPI1-6，SPI-8 和 SPI-9）5 个耐药基因(blaTEM-1b, addA1, addA2, tetA, sul3, andcmlA1), 25 个移

动基因元件(2 T3ss, 1 T6ss, 6 噬菌体和 and 16 基因岛)。MLST 分型为 ST469 型。讨论：罗森沙门菌常见于

污染的肉制品中，2009 年美国爆发了一次由于罗森沙门菌感染造成的食物中毒并导致一人死亡。近年来随

着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发展，罗森沙门菌感染在全球范围内呈现上升趋势。本研究首先对该血清型菌株的

毒力进行评估，发现其对小鼠的致病性弱于鼠伤寒沙门菌，但仍然能够引起小鼠的血流感染。并且对人类

的巨噬细胞有较强的适应性。进一步基因组分析发现，虽然罗森沙门菌中缺失了常见的沙门菌毒力因子如

spv 毒力质粒，sodCI 及 spoE 等基因中，但仍然存在 8 个 SPI 及 2 个对致病性非常重要的 T3SS。对罗森沙

门菌毒力及基因组的研究，有利于人类对沙门菌致病机制的认识和沙门菌病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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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感染病病原体致病机制研究 

以上全选 

山东省两所三甲医院的艰难梭菌分子流行研究 

  罗莹 1    

1．淄博市中心医院     张店     255036 

Purpose: The incidence and severity of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 (CDI) have markedly increased over the past 

decade. However, there is very limited epidemiological data on CDI in China so far, specifically with no data in 

Shandong provinc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best diagnostic strategy of CDI and to understand the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C. difficile in Shandong province of China. Methods: Non-repetitive unformed fecal 

specimens (n = 504) were studied by the Glutamate Dehydrogenase (GDH), C. difficile Toxin A&B (CDAB) tests 

and toxigenic culture. Furthermore, 85 isolat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toxin gene profiles, molecular genotypes and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ies. Results: The algorithm of combining GDH and CDAB tests could define diagnosis 

of 54.2% CDI cases and excluded 90% of non-CDI. Further adding the toxigenic culture to the algorithm enhanced 

the detection sensitivity to 100%. Toxigenic strains comprised 84.7% of isolates, including A+B+CDT- (71.8%, 

61/85), A-B+CDT- (11.8%, 10/85) and A+B+CDT+ (1.2%, 1/85) isolates. RT046/ST35 (13.9%, 10/72), 

RT014/ST2 (12.5%, 9/72), and RT017/ST37 (12.5%, 9/72) were the more common genotypes among toxigenic C. 

difficile strains. The clinical severity score of A-B+CDT- toxigenic type (3.50±0.85)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A+B+CDT- type (2.59±0.93) (p < 0.05). ST35 strains were highly prevalent (18.1%, 13/72) and had high clinical 

severity scores (3.69±0.85). Variations in resistance from different STs were observed. Toxigenic strains showed 

higher resistance rates to erythromycin, clindamycin and ciprofloxacin compared to non-toxigenic strains (p < 0.05). 

Conclusion: The epidemiology of C. difficile in Shandong province differed from other regions in China. 

Comprehensive optimized diagnosis strategy and continuous surveillance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applied in order 

to curb the spread of toxigenic C. difficile strains, especially for hospitalized patients.  

Keywords: Clostridium difficile; molecular typing;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surveillance;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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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感染病病原体致病机制研究 

口头发言 

2012-2017 年上海地区门诊腹泻婴幼儿中诺如病毒的分子流行病学研究 

  卢丽娟 1     钟华清 1     徐梦华 1     贾然 1     柳鹏程 1     徐锦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     200000 

研究背景和目的 诺如病毒是仅次于轮状病毒引发婴幼儿腹泻的重要病原体。本研究旨在对 2012 年-

2017 年上海地区门诊腹泻婴幼儿中诺如病毒的流行特点及其型别变化进行研究分析，完善上海地区腹泻婴

幼儿诺如病毒的流行病学资料。 材料和方法 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

间前来就诊的腹泻婴幼儿（年龄≤5 岁）粪便标本 1433 份，采用针对诺如病毒 ORF1 和 ORF2 区域的引物

进行 PCR 方法检测粪便标本中的诺如病毒，并采用 Sanger 测序及进化树分析确定诺如病毒的基因型及混

合型别。结果 1. 总检出情况：2012-2017 年上海地区门诊腹泻婴幼儿中诺如病毒总检出率为 15.4% 

（220/1433），每年检出率分别为 25.0%（36/144）、15.3%（22/144）、11.8%（17/144）、15.5%（41/265）、

18.8%（59/313）及 10.6%（45/423）。2. 诺如病毒感染的婴幼儿年龄和季节分布：诺如病毒主要感染 0~36

月龄的婴幼儿，占总检出的 96.8%（213/220）。其中又以 7~12 月龄的婴幼儿为主，占总检出的 65.0%

（143/220）。诺如病毒感染婴幼儿的高峰期在每年的 8~10 月份。3. 诺如病毒型别分布：○1 根据 ORF1 区

域分型的结果：2012 年腹泻婴幼儿中诺如病毒型别以 GII.P4 型为主，占 58.33%（21/36），亚型以 GII.P4-

2006b 型为主；且检出了少量的 GII.Pe、GII.P12 等型别的流行。2013 年开始，腹泻婴幼儿中诺如病毒以

GII.Pe 为主，2013-2017 年其检出分别占总检出的 68.1%（15/22）、76.5%（13/17）、51.2%（21/41）、83.1%

（49/59）及 86.7%（39/45）。2015 年开始检出了诺如病毒 GII.P17 型的少量流行。○2 根据 ORF2 区域分

型的结果：2012-2017 年腹泻婴幼儿中诺如病毒型别每年均以 GII.4 型为主，分别占总检出的 75.0%（27/36）

63.6%（14/22）、76.5%（13/17）、51.2%（21/41）、83.1%（49/59）及 86.7%（39/45）。在 GII.4 亚型的

分布中，除 2012 年以 GII.4-2006b 为主外，其余年份检出的 GII.4 型均为 GII.4-Sydney_2012 亚型。同时，

每年还检出 GII.3 型的少量流行。同时，2015 年开始检出了诺如病毒 GII.17 型的少量流行，与根据 ORF1

区域所分型别一致。4. 诺如病毒 ORF1/ORF2 组合型别：诺如病毒 ORF1/ORF2 混合型别丰富多样，以 GII.Pe 

/GII.4-Sydney_2012 型为主，其次为 GII.P12/GII.3 型，还可见多种其他混合型别，包括：GII.P4-2006a/GII.4-

Sydney_2012、GII.P7/GII.6、GII.P17/GII.17、GII.Pe/GII.3、GII.P12/GII.4-Sydney_2012、GII.P16/GII.2 等。

讨论 上海地区腹泻婴幼儿中诺如病毒流行型别处于不断变化中，组合型别丰富多样，以 GII.Pe /GII.4-

Sydney_2012 混合型别为主，GII.17 型并未在腹泻婴幼儿中造成大的流行。因此，实时监控诺如病毒在腹

泻婴幼儿中的流行情况，对于诺如病毒疫苗的研制及婴幼儿诺如病毒性腹泻的防控措施的制定具有重要的

指导作用。  

关键词：诺如病毒；婴幼儿腹泻；基因型别；ORF1/ORF2 组合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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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感染病病原体致病机制研究 

书面交流 

非脱羧勒克菌临床株质粒的毒力验证 

  薛翔飞、李擎天、王薛庆、吴玥、王丹阳、张磊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上海     200025 

研究背景：非脱羧勒克菌是肠杆菌科的一种革兰阴性杆菌。一般认为，该菌是不致病的环境菌株。在

文献报道中，仅有少数病例与非脱羧勒克菌感染有关，多数涉及免疫力低下的个体，引起菌血症、伤口感

染等。最近，更多实验数据表明非脱羧勒克菌是与水环境相关的病原体。 研究目的：通过对非脱羧勒克菌

临床株 LA829、去质粒的临床株及环境株进行对比试验，确定非脱羧勒克菌毒力与质粒携带基因之间的关

系，为进一步功能研究奠定基础。同时，为临床加强对该菌的感染控制及治疗提供参考。 材料和方法：对

临床菌株 LA829 及环境株 KY2 进行 16sRNA 分析、基因组测序、脉冲场凝胶电泳分析。采用 SDS 方法对

临床株进行质粒消除，并分别以环境株、临床株及消除质粒临床株感染小鼠，通过生存率比较、血液学指

标、脏器组织学变化等指标，进行对比研究，对非脱羧勒克菌临床致病株质粒的作用进行动物实验验证。 

结果：临床菌株 LA829 与环境株 KY2 的 16sRNA 相似性为 99%，脉冲场凝胶电泳显示环境株与临床株间

差异明显。基因组测序显示，与环境株相比，临床株除基因组 DNA 外，还含有两个质粒（P1、P2）。分

别以环境株、临床株及消除质粒临床株感染小鼠，观察小鼠生存率发现：感染 72h 后，P2 质粒去除组生存

率为 0；临床株组生存率为 6.67%；P1 质粒去除组生存率为 40%；双质粒去除组生存率为 50%；环境株组

生存率 100%。即含单个质粒菌株毒力高于含双质粒临床株及不含质粒环境株和双质粒去除菌株。临床株

LA829 感染小鼠的外周血白细胞数及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明显高于环境株 KY2 及 PBS 对照组。各

实验组肝肺脾肾组织切片未见显著差异。讨论：非脱羧勒克菌临床株 LA829 可能是因为获得了毒性质粒而

使其致病性增强，并在临床发生感染。这对临床对该菌的诊断及其导致的感染的治疗提供了有用的参考。

同时对增进该菌的了解和促进医务工作者预防与应对罕见菌的院内感染也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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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感染病病原体致病机制研究 

以上全选 

临床分离变形杆菌中第 1 类整合子启动子多态性研究 

  肖林林 1     汪小桐 2     孔娜娜 2     曹梅 2     张龙 2     刘维薇 3     魏取好 1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南院检验科     上海     201499 

2．安徽理工大学医学院     安徽     232001 

3．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中心实验室     上海     200072 

整合子是重要的移动遗传单位，可以通过位点特异性重组来调节切除和整合抗生素抗性基因盒的功能

元件。第 1 类中基因盒的表达可能取决于 Pc 或 Pc-P2 的多态性。在本研究中，为了研究基因盒启动子变体

的分布和流行，我们分析了 153 株变形杆菌菌株，在 96（61.1％）株中检测到第 1 类整合子。在整合子阳

性菌株可变区检测出 15个不同的基因盒和 8种不同的可变区基因盒阵列，最主要基因盒阵列是 aadB-aadA2

（38.5％），其中有两种基因盒阵列为首次报道（estX-psp-aadA2-cmlA1，estX-psp-aadA2-cmlA1-aadA1a-qacI-

tnpA-sul3）。96 株变形杆菌中，整合子的启动子有三种不同的 Pc-P2 变体（PcS，PcWTGN-10，PcH1），

最普遍的启动子类型是 PcH1（51.0％），三种不同的 Pc-P2 变体（PcS，PcWTGN-10，PcH1）均为相对较

强的启动子，我们发现携带较强启动子的菌株对磺胺甲恶唑、庆大霉素、妥布霉素、甲氧苄啶的耐药率明

显高于其他整合子阴性菌株。据我们所知，这是临床变形杆菌分离株中第 1 类整合子可变启动子多态性的

第一份报告，发现它们普遍含有相对较强的启动子，含强启动子菌株的整合子可变区耐药基因型与耐药表

型符合率更高，可以赋予宿主细菌一个强大的抗性水平和相对较弱的捕获基因盒的能力。此外，我们首次

在变形杆菌临床分离株中检出了含有 estX 和 psp 的基因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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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感染病病原体致病机制研究 

以上全选 

ST190 型阴沟肠杆菌中发现的一种新型整合子分子特性研究 

  肖林林 1     汪小桐 2     孔娜娜 2     曹梅 2     张龙 2     刘维薇 3     魏取好 1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南院检验科     奉贤区     201499 

2．安徽理工大学医学院     安徽省     232001 

3．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中心实验室     上海市     200072 

研究背景：阴沟肠杆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可作为条件致病菌。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阴沟肠杆菌

已成为医院感染越来越重要的病原菌，其可引起多种细菌感染性疾病，近半个世纪以来，由接合型质粒、

转座子、整合子等可转移的遗传元件介导的耐药基因水平转移，导致了耐药性的迅速扩散，阴沟肠杆菌也

不例外，且耐药情况越来越严重，给临床治疗及院感控制带来了新的挑战。 

 

研究目的：明确 ST190 型阴沟肠杆菌上的整合子基因结构、启动子类型、基因盒排列以及其与接合型

质粒的关联，以期详细了解该新型整合子介导的耐药基因水平扩散机制。 

 

方法：使用常规引物组合扩增阴沟肠杆菌整合子、可变区，并测序分析其整合子启动子类型、可变区

基因盒排列，对菌株进行 MLST 序列分型，在此基础上进行质粒接合实验、质粒复制子分型、southern blot

杂交。 

 

结果：从阴沟肠杆菌临床分离株中检出一种结构为 int1-AAC(6ˊ)-IIC-ereA△-IS1380-AAC(3)-Ⅱ-

rifampin-DUF4440-ereA△的新型整合子，可变区片段长度为 6728bp，对应菌株为 ST190 型，质粒接合试验

表明，整合子可以发生接合，PCR 检测和 southern blot 杂交实验证实所有接合子质粒均含有这一完整的新

型整合子，提示新型整合子可能位于质粒上。药敏试验表明菌株对妥布霉素、庆大霉素及卡那霉素等乙酰

转移酶 AAC(6ˊ)-IIC 作用底物抗生素均耐药，对利福平同样耐药，但对红霉素敏感，对该新型整合子进行

序列分析，发现其可变区中红霉素耐药基因 ereA 被 IS1380 片段插入而形成两个截断的红霉素耐药基因。 

 

讨论：该研究首次发现 ST190 型阴沟肠杆菌临床分离株中存在一种新型整合子，位于质粒上可伴随质

粒接合而播散，且其可变区启动子为 PcH2 型强启动子，介导了下游耐药基因盒的高表达。并发现了一种

涉及 IS 插入序列的插入致耐药基因失活的现象，可能是一种细菌耐药自身调控的新机制 (如图 Fig 1，Fig 

2，Fig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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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A novel integron gene structure map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insertion deactivation mechanism 

 

 

Fig 3. Evolution of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 ere(A) 

 

一种新型整合子模式图
（长度比例：碱基长度*2/10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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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感染病病原体致病机制研究 

以上全选 

不同基因分型的金葡菌对白念珠菌菌丝抑制作用的研究 

  孔雯娜 1    

1．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南院医学检验科     上海     200123 

背景和目的 白念珠菌是一种机会致病性真菌。在所有真菌感染中，以白念珠菌感染率最高。作为二相

型真菌，它可以在酵母和菌丝形态之间进行转换。其菌丝细胞在侵染宿主组织和穿透上皮细胞方面的能力

较强, 在逃逸巨噬细胞吞噬方面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金葡菌是重要的人类致病菌，可以引起人和动物的局

部化脓性感染、肺炎、伪膜性肠炎以及脓毒败血症等。研究报道 CA-MRSA 菌株往往具有地区特异性。例

如，ST1 和 ST8 克隆主要在美国和加拿大发现，ST59 则是中国和其他几个亚洲国家的优势菌。很多临床

感染为白念珠菌与细菌联合引起，多种复杂微生物感染的严重疾病均与白念珠菌-金葡菌混合生物膜的存

在相关。本研究以 ST8 和 ST59 菌株为代表，旨在探索不同基因型的金葡菌对白念珠菌菌丝形成的影响，

探究二者相互作用可能的分子机制。 材料和方法 以白念珠菌标准菌株 SC5314，金葡菌 USA300 以及一

株 ST59 分型的菌 RJ 为研究对象，选用不同培养基观察其生长曲线的差异，采用体外共培养的方法在诱导

菌丝的培养条件下观察两种菌对白念珠菌菌丝形成的影响。将培养过金葡菌的上清作用白念珠菌，看其分

泌物对白念珠菌菌丝生成的影响。用蛋白酶和蛋白浓缩管截留处理培养过金葡的培养基上清，初步判断分

泌物可能的理化特性。通过 Label free 蛋白质组学分析鉴定可能的生物活性分子。 结果 在 RPMI1640 培

养基中，ST8 分型的 USA300 与 ST59 分型的 RJ 其生长曲线有显著不同，显示 USA300 自溶能力更强。共

培养体系中，二者对白念珠菌的菌丝形成都未见明显的菌丝抑制现象。培养过两种金葡菌的培养基上清对

白念珠菌的菌丝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差异。用蛋白酶处理以及用蛋白浓缩管截留处理判断 USA300 金葡菌分

泌物中可能的活性物质为大分子蛋白质。 讨论 白念珠菌与金葡菌是医院内感染最常见的病原菌，且白念

珠菌在机体环境中多与细菌混合形成生物膜存在。二者的相互作用对白念珠菌的耐药性也有一定的影响，

使其对唑类药物的耐药性增强。自溶素是存在于细菌细胞表面，可以特异性的作用于细胞壁结构，可开发

成一类新型抗菌制剂。本研究表明不同基因分型的金葡菌的分泌物对白念珠菌的菌丝形成作用不同，由于

菌丝是白念珠菌致病的关键毒力因子，进一步鉴定金葡菌中的生物活性分子，了解白念金葡相互作用的机

制以及在健康和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可以为控制念珠菌或细菌感染提供一种新策略。 

关键词 白念珠菌；金葡菌；菌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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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感染病病原体致病机制研究 

以上全选 

肝脓肿患者肺炎克雷伯菌的毒力基因及生物膜形成能力分析 

  管红艳 1     刘婧娴 1     刘瑛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检验科微生物室     上海     200092 

背景：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e，KP）是较为常见的条件致病菌，常分布于人体肠道、呼

吸道，可引起肺部感染、脓毒血症、尿路感染等。自 19 世纪 80 年代我国台湾报道的第 1 例肺炎克雷伯菌

引起的肝脓肿（K. pneumoniaecaused liver abscess，KLA）以来，KP 逐渐成为亚洲地区细菌性肝脓肿的主

要致病菌。若肺炎克雷伯菌导致的肝脓肿同时合并其他部位感染病灶，如眼内炎、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肺

脓肿，又称为侵袭性肺炎克雷伯菌肝脓肿综合征（ invasive Klebsiella pneumoniae?liver abscess 

syndrome,IKPLAS），病死率可达 4%-11%。 目的：了解我院分离自肝脓肿患者肺炎克雷伯菌的荚膜血清

型、主要毒力基因及生物膜形成能力。 材料和方法：收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2016 年 8 月

至 2018 年 8 月分离自肝脓肿患者的 18 株肺炎克雷伯菌，对所有菌株进行高黏液表型试验，并采用 wzi 方

法进行荚膜分型、PCR 方法检测菌株毒力基因、结晶紫染色法检测菌株的生物膜形成能力。 结果：18 株

肺炎克雷伯菌中，55.6%（10/18）菌株拉丝试验呈阳性，血清型以 K1（7 株）、K2 型（6 株）为主。毒力

基因 mrkA、entB、ureA、ycf、uge、fimH、mrkD 的检出率均为 100%，iutA、iucA、ybtS、rmpA2、rmpA、

aerobactin、iroN、fimA、kfu 检出率分别为 94.4%、94.4%、88.9%、77.8%、72.2%、72.2%、72.2%、55.6%、

44.4%，magA、allS、wcaG 仅在 K1 型菌株中检出。55.6%（10/18）的肺炎克雷伯菌具有生物膜形成能力，

包括 6 株 K2 型，2 株 K64 型，1 株 K1 型和 1 株未分型菌株。 讨论：本研究显示，K1 型和 K2 型是分离

自我院肝脓肿患者肺炎克雷伯菌的主要荚膜血清型。高毒力肺炎克雷伯菌（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e，hvKP）在血琼脂平板上常表现为高黏液性状，因此，拉丝试验常被作为 hvKP 的筛选试验。

rmpA 基因正向调控荚膜多糖的合成，与黏液表型密切相关，aerobactin 基因编码的气杆菌素是增强肺炎克

雷伯菌毒力最重要的铁载体，二者多存在于 hvKP，本研究同时携带 rmpA 和 aerobactin 基因的 hvKP 阳性

率达 90%。菌毛在肺炎克雷伯菌生物膜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本研究中编码Ⅰ型菌毛的 fimH、fimA 和编

码Ⅲ型菌毛的 mrkA、mrkD 基因阳性结果与生物膜形成情况并不完全吻合，说明生物膜的形成可能与基因

编码产物的量或其他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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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感染病病原体致病机制研究 

以上全选 

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被膜形成能力及相关基因的研究 

  皇甫昱婵 1     俞静 1     刘瑛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     200092 

研究背景：鲍曼不动杆菌是医院获得性感染的重要条件致病菌之一，可造成院内爆发流行和持续流行，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命安全。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性和致病性均与其形成的生物被膜有一定关系，

故对于其生物被膜的研究和检测已成为目前国际、国内相关领域的热议话题。 研究目的：分析鲍曼不动杆

菌生物被膜形成能力与生物被膜相关基因之间的关系。 材料和方法：利用 96 孔板建立鲍曼不动杆菌生物

被膜模型，采用结晶紫染色法检测菌株形成生物被膜的能力，并运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检测 bap、abaI、

bfmS、csuAB、csuA、csuC、csuD、csuE、cpaA 及 ompA 等生物被膜相关基因的表达情况。实验数据采用

SPSS20.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临床分离的 101 株鲍曼不动杆菌中有 61 株菌（占 60.40%）能形成生物

被膜。生物被膜相关基因 bap、abaI、bfmS、csuAB、csuA、csuC、csuD、csuE、cpaA 及 ompA 扩增阳性

率分别为 99.01%、97.03%、99.01%、99.01%、99.01%、99.01%、98.02%、97.03%、2.97%、98.02%。生物

被膜形成能力阳性株 cpaA 基因阳性率高于生物被膜形成能力阴性株(P<0.05)。 讨论：本实验使用 PCR 技

术检测鲍曼不动杆菌临床分离株的生物被膜相关基因表达情况，探讨其与生物被膜形成能力之间的关系。

我们发现有 60.40%临床分离鲍曼不动杆菌具有生物被膜形成的能力。生物被膜形成能力阳性株 cpaA 基因

阳性率高于生物被膜形成能力阴性株，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基因的阳性率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

由此推测 cpaA 基因与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被膜形成密切相关。影响生物被膜形成的常见因素大致可分为内

在和外在两类，内在因素有：菌毛合成系统、群体感应系统、生物被膜相关蛋白、BfmR/S 双组分调控系

统、外膜蛋白等；外在因素有：大分子分泌物（细胞外基质、核酸等）、营养供应（蛋白质、碳源、无机

盐等）、温度等。其调控较为复杂，部分机制还有待深入研究。深入研究生物被膜的形成、耐药机制及相

关调控基因表达机制，为临床防治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被膜感染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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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感染病病原体致病机制研究 

壁报交流 

金黄色葡萄球菌 AgrC 点突变及其跨膜结构域调控细菌毒力的分子机制  

  黄芊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     200120 

背景: 金黄色葡萄球菌（S. aureus）是临床常见的重要机会性致病菌，常引起皮肤感染，骨关节感染，

化脓性心内膜炎等多种严重感染。S. aureus 的毒力主要由 agr 群体感应系统控制，该系统通过组氨酸激酶

受体 AgrC 感知自诱导肽，进而使 agrA 磷酸化，激活下游 P2、P3 启动子，引起一系列毒力因子的表达，

使 S. aureus 的表型发生变化。本研究旨在探索 agrC 跨膜结构域及点突变对 S. aureus 表型的影响。 方法: 

通过基因重组的方法构建 agrC 基因点突变及跨膜结构域敲除菌株，通过生物膜半定量实验、红细胞裂解

实验、GFP 活性表达实验等研究点突变及跨膜结构域敲除菌株表型的变化。 结果: S. aureus agrC 57 位点

突变（K57I）使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形成能力增强，溶血能力降低（p<0.05）。各跨膜结构域对生物膜

形成的影响不同，△TM1、△TM4、△TM5 不影响其功能，△TM2、△TM3、△TM6 能够使生物膜形成能力

增强，各跨膜结构域敲除株溶血能力均降低（p<0.05）。△TM1 不影响 agr 系统的活化，△TM2、△TM3、

△TM4、△TM5、△TM6 均不能激活 agr 系统。 结论：金黄色葡萄球菌 AgrC 点突变及其跨膜结构域协同影

响细菌的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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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感染病病原体致病机制研究 

以上全选 

金黄色葡萄球菌金属蛋白酶 Eep 通过调控性激素 cAM373 的合成促进细菌毒力 

刘倩，李敏*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检验科 

目的：探讨金黄色葡萄球菌金属蛋白酶 Eep 促进细菌毒力的分子机制。 

方法：通过碱性磷酸酶融合和定点突变的方法检测 Eep 蛋白酶的跨膜结构，Westernblot 方法探讨 Eep

蛋白酶的调控，中性粒细胞杀伤实验验证 Eep 蛋白酶在抵抗宿主免疫中的功能，RNA-seq 分析 Eep 影响哪

些基因的转录表达从而影响细菌毒力，动物模型检测 Eep 对小鼠毒力的影响。  

结果：通过碱性磷酸酶融合和定点突变的方法证实 Eep 有 4 个跨膜结构域，在第一个跨膜区有 1 个保

守的锌离子结合活性功能域 (HExxH) ，在第 3 个跨膜区附近存在保守的 LDG 位点，证实 Eep 为经典的位

点 2 型金属蛋白酶；Western blot 证实 ATP 依赖蛋白酶 FtsH 调控 Eep 蛋白稳定性。细菌性激素 cAM373 来

自脂蛋白 CamS 信号肽序列，通过检测是否诱导含有 pAM373 质粒的肠球菌聚集实验证实 Eep 参与调控性

激素 cAM373 的合成。进一步研究发现，Eep 通过调控性激素 cAM373 在细菌逃避中性粒细胞杀伤和细菌

毒力方面发挥重要功能。RAN-seq 结果发现 Eep 通过调控包括重要毒力基因在内 59 个基因 (22 个上调， 

37 个下调) 的转录表达，提示 Eep 可能通过性激素 cAM373 调控细菌毒力基因的转录表达影响细菌毒力。 

结论：金黄色葡萄球菌金属蛋白酶 Eep 定位在细胞膜，ATP 依赖蛋白酶 FtsH 调控其稳定性，Eep 通

过参与性激素 cAM373 的合成，调控包括毒力基因的转录表达，促进细菌毒力 

关键词：金黄色葡萄球菌，蛋白酶，毒力，性激素 

作者：刘倩 qq2005011@163.com 

通讯作者：李敏 ruth_limin@126.com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建路 160 号仁济医院东院，邮编 2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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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感染病病原体致病机制研究 

以上全选 

社区获得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克隆株 ST398 Ess 系统膜蛋白 EssC 功能研究 

  戴颖欣 1     王亚楠 1     刘倩 1     李敏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检验科     上海     200127 

研究背景：社区获得性金葡菌（CA-SA）具有高毒力高致病性特征，近年来克隆株 ST398 的分离率呈

逐年上升趋势，引起广泛关注。Ess 系统是金葡菌新型分泌系统，对细菌毒力和致病性都起着重要作用。

研究目的： 研究 CA-SA 流行株 ST398 Ess 系统中膜蛋白 EssC 的功能，探究其影响金黄色葡萄球菌毒力

的机制。材料和方法：以 ST398 野生株(WT)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等位基因同源重组的方法，得到 Ess 系

统中 EssC 膜蛋白编码基因的敲除株 ΔessC，同时构建相应回补菌株 p-essC。通过生长曲线测定、半定量溶

血实验、半定量生物膜形成实验等检测野生株与敲除株及回补株的表型变化；采用中性粒细胞杀伤实验、

裸鼠皮肤脓肿模型和小鼠菌血症模型等分别从体外和体内两个水平研究野生株和敲除株细菌的毒力差异；

使用 western blot 的方法检测野生株和敲除株分泌上清中 Ess 系统重要毒力蛋白 EsxA 的表达情况，进一步

阐明 EssC 影响细菌毒力的机制。此外，分段表达带 His 标签的膜蛋白 EssC 和带 GST 标签的毒力蛋白

EsxA，通过 GST-pull down 实验，研究 EssC 与 EsxA 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探究膜蛋白控制毒力蛋白分

泌的机制。结果：essC 基因敲除后不影响菌株的生长、溶血和生物膜形成能力等表型；在中性粒细胞杀伤

实验中，ΔessC 裂解中性粒细胞的能力显著低于野生株；裸鼠皮肤脓肿模型中，ΔessC 形成皮肤脓肿面积

相较 WT 显著减小；小鼠菌血症模型中，与野生株相比，ΔessC 在肾脏的细菌载量也有明显降低，以上均

证实 essC 基因敲除后细菌毒力大幅度减弱；此外，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ΔessC 分泌上清中不能检测到

EsxA 蛋白，但 GST-pull down 实验结果并未发现 EssC 与 EsxA 之间存在直接相互作用。讨论: 1.CA-SA 克

隆株 ST398 Ess 系统膜蛋白 EssC 对细菌毒力具有重要影响；2. 膜蛋白 EssC 通过控制 Ess 系统毒力蛋白

EsxA 的分泌，从而在细菌毒力和致病中发挥作用；3.尚未证实膜蛋白 EssC 与毒力蛋白 EsxA 存在直接相

互作用，其控制 EsxA 分泌的机制仍有待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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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发言 

上海地区婴幼儿人巨细胞病毒包膜糖蛋白 gB、gH、gN 基因型分析研究 

  董妞妞 1     徐锦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闵行区     201102 

目的 了解上海地区婴幼儿人群中人巨细胞病毒（Human cytomegalovirus, HCMV）包膜糖蛋白 gB、gH、

gN 基因型别分布，分析婴幼儿 HCMV 感染相关疾病与 gB、gH、gN 基因型的关系。方法 收集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 2014 年 8 月至 2015 年 12 月门诊及住院患儿（年龄≤3 岁）HCMV DNA 检测阳性的尿液标

本 129 份，采用巢式 PCR 法扩增 gB、gH、gN 基因片段，利用基因测序及进化树分析的方法确定各个基

因亚型，分析 gB、gH、gN 各基因亚型与相关临床疾病之间的关系。结果 129 份婴幼儿尿液标本 HCMV 

DNA 平均病毒载量的对数均值为 4.73±0.91。gB、gH、gN 基因型测序分型成功率分别为：85.27%（110/129）、

98.45%（127/129）、75.19%（97/129）。在 gB 基因型中，检测出 gB1、gB3、gB4 型，其中 gB1 型占 48.84%

（63/129），gB3 型占 35.66%（46/129），gB4 型占 0.78%（1/129），上海地区婴幼儿中未检测出 gB2 与

gB5 型。gH 基因型中，检测出 gH1 和 gH2，其中 gH1 型占 53.49%（69/129），gH2 型占 44.96%（58/129），

gH 两种型别全部检测出。gN 基因型中，7 种型别（gN1、gN2、gN3a、gN3b、gN4a、gN4b、gN4c）都能

检测到，其中 gN1 型占 12.40%（16/129）、gN2 型占 1.55%（2/129）、gN3a 型占 24.81%（32/129）、gN3b

型占 7.75%（10/129）、gN4a 型占 10.85%（14/129）、gN4b 型占 7.75%（10/129）、gN4c 型占 10.08%

（13/129），总体来说以 gN3 型为主。在 36 例先天性胆道闭锁患儿中，gB 基因型分布为：gB1 型 16 例

（44.44%），gB3 型 13 例（36.11%）；gH 基因型分布为：gH1 型 19 例（52.78%），gH2 型 17 例（47.22%）；

gN 基因型分布为：gN1 型 5 例（13.89%），gN3a 型 11 例（30.56%），gN3b 型 2 例（5.56%），gN4a 型

4 例（11.11%），gN4b 型 2 例（5.56%），gN4c 型 3 例（8.33%）。在 42 例婴儿肝炎综合征患儿中，gB

基因型分布为：gB1 型 23 例（54.76%），gB3 型 13 例（30.95%）；gH 基因型分布为：gH1 型 23 例（54.76%），

gH2 型 19 例（45.24%）；gN 基因型分布为：gN1 型 7 例（16.67%），gN2 型 1 例（2.38%），gN3a 型 5

例（11.90%），gN3b 型 5 例（11.90%），gN4a 型 2 例（4.76%），gN4b 型 6 例（14.29%），gN4c 型 6 例

（14.29%）。结论 1、上海地区婴幼儿中 HCMV 包膜糖蛋白 gB 基因型主要为 gB1、gB3、gB4 型，以 gB1

型为优势型别，尚未发现 gB2、gB5 型；gH 基因型存在 gH1 和 gH2 型,以 gH1 主；gN 基因型存在 7 个基

因型：gN1、gN2、gN3a、gN3b、gN4a、gN4b、gN4c，以 gN3 型中的 gN3a 型为优势型别。2、本研究中

先天性胆道闭锁患儿，CMV 基因型分布以 gB1 型、gH1 型以及 gN3a 型为主；而在婴儿肝炎综合征一组的

患儿中，CMV 基因型分布则以 gB1 型、gH1 型以及 gN1 型为主要型别，尚未发现 HCMV gB、gH、gN 基

因多态性与先天性胆道闭锁及婴儿肝炎综合征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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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交流 

ICU 机械通气患者肺炎克雷伯菌感染临床特点及耐药性研究 

  郭明权 1     张艳梅 1     赵虎 1    

1．华东医院     上海     200040 

研究背景：肺炎克雷伯菌是 ICU 院内感染最常见的细菌之一，尤其是在 HAP 及 VAP 中的检出率仅次

于鲍曼不动杆菌，与后者相比，其致病力明显强于后者，常常会引起患者的严重感染，甚至感染性休克。

肺炎克雷伯菌能产生质粒介导的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xtended Spectyum β-Lactamase，ESBL）,可以对包括

第三代头孢菌素在内的多种抗生素产生耐药。1997 年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发现第 1 株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

的肺炎克雷伯菌，此类肺炎克雷伯菌也被称为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 (Carbapenem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RKP)。2016 年 CHINNET 耐药数据显示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低于

20%，但其耐药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研究目的：面对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

性，分离上海两家医院 ICU 重症机械通气肺炎患者感染的肺炎克雷伯菌，明确其临床特征和耐药性进行了

研究。 研究方法：比较两家医院 ICU 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机械通气患者的临床特征，如性别、年龄、原

发病种类、机械通气时间、ICU 住院时间、转归、多重耐药菌株分离率、抗生素的耐药率。 研究结果：A

医院 EICU 共纳入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机械通气患者 27 人，其中无创机械通气 13 人（48.1%）、气管插管

10 人（37%）、气管切开 4 人（14.8%），B 医院 ICU 纳入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机械通气患者 36 人，其中

无创通气 0 人，气管插管 19 人（52.8%）、气管切开 17 人（47.2%）。患者平均机械通气时间两家医院亦

无明显差异，15.46±17.45 天 vs 12.20±11.65 天，P=0.380。死亡率无明显差异 37.04% vs 22.22%，P=0.198。

ICU 住院时间两家 ICU 无明显差异 25.15±24.42 vs 16.28±12.77，P=0.068。原发病组成上两家 ICU 明显不

同，A 医院 EICU 排名前两位的是重症肺炎（n=10，37.0%）和 AECOPD（n=8，29.6%），B 医院 ICU 排

名前两位的是脑出血（n=12，33.3%）和脑外伤（n=10，27.8%）。A 医院 EICU 肺炎克雷伯菌 MDR 菌株

23 株（85.2%），产 ESBL 的有 19 株（67.86%）；而 B 医院 ICU 肺炎克雷伯菌 MDR 菌株 8 株（22.22%），

产 ESBL 的 8 株（22.22%），显著少于前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讨论： CRKP 菌株感染给临

床治疗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是引起医院感染患者高病死率的重要因素。两家医院耐药情况存在明显差异，

一方面 A 医院是一所三甲医院，其急诊 EICU 所收治的患者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其他医院转诊患者，患者本

身入院时可能已经存在院内感染，而针对这类感染患者，通常会予以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治疗；另一方面原

发病组成上两家 ICU 明显不同，A 医院 EICU 主要是重症肺炎和 AECOPD，而 B 医院 ICU 主要是脑出血

和脑外伤，两家医院 ICU 常用抗生素耐药率情况亦有明显差异，故使得两家医院 ICU 肺炎克雷伯菌耐药

情况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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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全选 

亚抑菌浓度的抗生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LukED 毒素表达的影响 

  杨涵 1     徐溯 2     黄凯峰 1     赵焕强 1     徐晓刚 2     胡付品 2     何春燕 1     龚芳 3     刘庆中 1    

1．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3．南通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Leucocidin ED (LukED) is one of the bicomponent pore-forming leucocidin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 aureus pathogenicity. The accessory gene regulator (Agr)-repressor of toxin (Rot) pathway is an important 

modulatory network of LukED pro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antimicrobial therapy, bacteria may be exposed to sub-

inhibitory levels of antibiotics, owing to drug-resistant organisms or pharmacokinetics of the antimicrobial agent. 

Early investigations described that sub-MICs of antibiotics can modulate the yield of virulence factors in S. aureus. 

Nevertheless,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influence of antibiotics on LukED expression and the possible underlying 

mechanisms.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sub-MICs of commonly used antibiotics on the 

expression of lukED in S. aureus Newman strain in vivo and in vitro, and investigated the regulator RNAIII 

expression possibly involved. Eleven antibiotics used in the present study were cefazolin, gentamicin, ciprofloxacin, 

erythromycin, tigecycline, clindamycin, vancomycin, linezolid, rifampicin, daptomycin and trimethoprim-

sulfamethoxazole. The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s (MICs) were measured by the standard microdilution 

broth method according to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CLSI) recommenda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bacterial growth, we added antibiotics into the yeast extract-Casamino Acids-pyruvate (YCP) medium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1/8 MIC, 1/4MIC and 1/2 MIC), and then extracted RNA and qPCR to detect the lukED and agr 

gene expression after 3 h and 5 h. In murine experiment, we constructed abscess model by injecting subcutaneously 

with 100 μl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PBS) containing 2×108 CFU/ml fresh Newman strain. After 48 h of infection, 

mice were injected intraperitoneally with 150 μl of either, 10 mg/kg clindamycin, 10 mg/kg linezolid, 25 mg/kg 

cefazolin, 30 mg/kg vancomycin, 4 mg/kg daptomycin, 1.6 mg/kg tigecycline or PBS as a control. After 8 h, mice 

were killed, then we extracted RNA and qPCR to detect the lukED and agr gene expression. For 3 h of treatment in 

vitro, vancomyci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lukED transcription from 1/8 MIC to 1/2 MIC, ranging from 2.54 to 2.77 

folds the growth control level.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induced lukED mRNA production at 1/8 MIC and 

1/2 MIC. Tigecycline at 1/4 MIC enhanced the lukED transcription level 1.89-fold. On the contrary, cefazolin 

dramatically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lukED (0.65 times) at 1/4 MIC. After 5 h of exposure, 11 antibiotics all 

affected the lukED mRNA transcription. Vancomycin,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clindamycin, gentamicin or 

daptomyci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lukED expression levels. Ciprofloxacin had an important effect on lukED 

transcript levels with remarkably increase at 1/8 MIC and 1/4 MIC, ranging from 1.46 (p=0.034) to 4.10-fold 

(p<0.001). The transcription levels of lukED were remarkably reduced by 2.92-fold (p=0.003), 4.10-fold (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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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5-fold (p<0.001), when exposed to 1/8 MIC, 1/4 MIC and 1/2 MIC of cefazolin. Newman strain showed reduced 

lukED expression in the presence of 1/4 MIC and 1/2 MIC of erythromycin (0.47-fold, p=0.019; 1.16-fold, p=0.002) 

and rifampicin (0.88-fold, p=0.006; 1.10-fold, p=0.007). The addition of 1/8 MIC (0.91-fold, p=0.015) and 1/4 MIC 

(1-fold, p=0.020) of linezolid and 1/4 MIC (1.71-fold, p<0.001) of tigecycline led to reduced levels of lukED 

transcript. The expression of RNAIII had the same trend with lukED when exposed to vancomycin, trimethoprim-

sulfamethoxazole, clindamycin and rifampicin for 3 h and 5 h. In murine model, clindamycin, daptomycin and 

linezolid had no effect on lukED mRNA transcription. However, the expression of lukED was strikingly inhibited 

by tigecycline (9.10 folds, p<0.001), and elevated by vancomycin (2.03 folds, p=0.009) and cefazolin (2.57 folds, 

p=0.006). For RNAIII gene, the transcription levels were remarkedly reduced by tigecycline by 4.37-fold (p=0.004), 

and increased by vancomycin and cefazolin to 5.58-fold (p<0.001) and 2.05-fold (p=0.002), respectively. Therefore, 

the RNAⅢ gene expression level had a great consistency with the lukED gene expression in vivo. Taken together, 

our observations, although limited by the transcription level of LukED, does however suggested that tigecycline 

and linezolid maybe a good choice to target virulence factors in severe S. aureus infections, and vancomycin seemed 

to be an inferior choice. In addition, drugs that inhibit agr quorum sensing could be developed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of virulence during S. aureus inf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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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交流 

Screening for Syphilis with Dual Algorithms: Analysis of Discordant and 

Concordant Serology Results in a Population with a Low Prevalence of Syphilis 

  庄亦晖    

1．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检验科     上海     200032 

Background Currently, lots of laboratories have switched the traditional screening algorithm (TSA) to reverse 

screening algorithm (RSA) for the efficiencies in high-volume screening. However, confusions have been arisen 

regarding this paradigm shif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performance of two algorithms with head-to-head mode. 

Materials and Methods A chemiluminescence immunoassay(CIA) named Chemclin TP assay was from Beijing 

Chemclin Biotech Co., Ltd ( Beijing, China).Treponema pallidum particle agglutination assay (TPPA) was from 

Fujirebio Diagnostics Inc (Japan).Toluidine red unheated serum test (TRUST) was from Rongsheng Biotech Co., 

Ltd (Shanghai, China). 110,663 serum samples were submitted for syphilis screening. Sera were tested with CIA 

and TRUST. CIA-reactive sera from the RSA were reflexively tested with TRUST and confirmed with TPPA, while 

the TRUST-reactive serology from the TSA were afterwards tested with TPPA. Results A total of 110,663 serum 

samples were screened. The RSA identified 2,259 (2.0%) CIA-reactive results, of which 377 (16.7%) showed 

TPPA-nonreactive results, while the TSA identified 934 (0.8%) TRUST-reactive results, of which 67 (7.2%) 

showed TPPA-nonreactive results. Among the 2,259 CIA-reactive results, 1,392 (61.6%) were TRUST-nonreactive, 

of which 350 (25.1%) were TPPA-nonreactive. 182 sera from the 350 TPPA-nonreactive sera were further tested 

by a second CIA (VITROS Syphilis TPA, VITROS TPA), of which 155 (85.2%) were nonreactive and 27 (14.8%) 

were reactive. The 27 VITROS TPA-reactive sera were further tested with a treponemal western blot assay 

(Euroimmun IgG Western Blot, EuroWB), of which 11 (41%) were indeterminate, 6 (22%) were nonreactive and 

10 (37%) were reactive. Among the 10 EuroWB-reactive sera, 2 seroconverted to TPPA 1:80+/- after one-year 

follow-up. Of 867 CIA/TRUST-reactive results, 27 (3.1%) were TPPA-nonreactive. Discussion Given the increas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SA instead of the TSA,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focused on this paradigm shift. Clearly, 

our study showed that the RSA yielded an increased false-reactive rate (377/2259 [16.7%] vs. 67/934 [7.2%], P 

<0.0001), although it also identified more screen-reactive sera compared with the TSA (2259 [2.0%] vs. 934 [0.8%], 

P <0.0001). Meanwhile, a high percentage of sera had discordant serology results (CIA-reactive, TRUST-

nonreactive) that couldn’t be detected by the TSA, perhaps were due to multiple conditions (e.g., previous, 

successfully treated syphilis, late/latent syphilis, early syphilis or no syphilis). The discordant serology results 

suggests that patients with late/latent syphilis who have not had their syphilis infections previously managed could 

be identified by the RSA and could be treated to prevent further complications. The RSA could also identify patients 

with early syphilis, who could be subsequently treated as soon as possible. Hence, two standpoints coexist regarding 

the use of the RSA for syphilis screening: one opinion states that the RSA is probably not suitable for all clinical 

laboratories and medical settings because it may lead to increased patient follow-up and over-treatment due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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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proportion of screen-reactive results. The second opinion states that the reverse algorithm has the potential 

ability to identify early primary and late/latent syphilis. Of the CIA-reactive/TRUST-nonreactive sera, the median 

index value of the TPPA-reactive sub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at 15.2 compared with the TPPA-nonreactive 

subgroup at 2.2 (P <0.0001). Additionally, the TPPA-reactive subgroup had a higher proportion of index values ≥ 

5 (90.5% vs. 24.3%), suggesting a high probability of false-reactive results exists among patients with low index 

values from CIA screening. As a result, we established a house protocol for routine syphilis screening, in which 

discordant sera with low CIA index values should be confirmed by TPPA and/or retested with CIA or another TT; 

these recommendations were in absolutely agreement with those endorsed by the US CDC and the Association of 

Public Health Laboratories (APHL) . Therefore, a third TT could be helpful and is said to have great expectation as 

a “tie-breaker”, but it’s not in fact. The results of further testing of the 182 CIA+/TRUST-/TPPA- sera can be seen 

in Figure 2. The fi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8 WB-reactive serology was determined to be syphilis unlikely after 

further clinical evaluation of identifying signs, symptoms or history of syphilitic infections. If recent exposure is 

suspected for anyone mentioned above, redraw the sample in 2-4 weeks and repeat the r RSA. On the contrary, the 

results with low index values will be considered false reactive. Notably, 27 (3.1%) sera were TPPA-nonreactive 

among the CIA/TRUST-reactive sera; according to recommendations from the US CDC, these patients are not 

recommended for further confirmation by TPPA, although there is no significanc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index values 

between the subgr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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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富集法在 MALDI-TOF MS 快速检测报阳血培养样本的方法学比较 

  方毅 1     张景皓 1     赵虎 1    

1．华东医院     上海     200040 

研究背景 随着临床上各种抗菌药物的使用和侵入性治疗的广泛应用，血流感染率与日俱增。华东医

院是具有老年医学特色的综合性医院，老年患者都有着基础疾病多、免疫功能低下、侵袭性治疗手段以及

抗菌药物使用频繁的问题，导致血流感染频发，病原体种类繁多，患者病死率高。血培养是诊断血流感染

的金标准。但报阳后的血培养，用传统方法鉴定至少需要 1~2 天时间，不能及时给临床提供病原学诊断依

据。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 (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 /ionization-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MALDI-TOF MS)相比较传统方法，它可以快速、准确地鉴定分离得到的纯菌落。为了缩短

转种培养的时间，进一步提高病原体鉴定的速度，需要更有效的前处理方法联合质谱直接检测样本，尽可

能早地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研究目的 分析比较采用分离胶促凝管法与快速培养法联合 MALDI-TOF MS

直接检测报阳血培养样本的效果。材料和方法 VERSA TREK 血培养系统及其配套的血培养瓶购自赛默飞

公司；分离胶促凝管购自美国的 BD 公司；巧克力平板、VITEK MS 及配套耗材、VITEK2 COMPACT 及

其配套板条均购自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血琼脂平板和中国蓝平板购自科玛嘉公司。基因测序由上海桑尼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完成。本研究共收集报阳血培养样本 209 例，采用分离胶促凝管直接从报阳血培养瓶中

富集细菌后使用 MALDI-TOF MS 进行检测；同时将从分离胶促凝管富集到的细菌再进行 4h 快速培养，采

集培养后的菌苔用 MALDI-TOF MS 进行鉴定；并对报阳血培养瓶进行常规转种培养，培养出的纯菌落用

Vitek 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进行鉴定。比对三种方法鉴定的符合率。若三者鉴定结果不一致，

则采用基因测序法予以确定。结果 报阳血培养瓶中，G-杆菌分离胶促凝管富集法和快速培养法种水平的

总鉴定符合率分别是 69.2%（90/130）和 77.7%（101/130）P>0.05。G+球菌两种富集方法种水平的总鉴定

符合率是 57.0%（45/79）和 32.9%（26/79）P<0.05。讨论 本研究采用两种富集方法联合 MALDI-TOF MS

进行直接鉴定。对于 G-菌，因其生长速度较快，可在快速培养后形成菌苔，故鉴定的准确率较高，但两者

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对于 G+菌，因其生长速度较慢，快速培养后尚不能产生足够的菌苔，未能达

到 MALDI-TOF MS 鉴定的检测下限，故鉴定的准确率反而较低（P<0.05）。分离胶促凝管富集法联合质

谱技术，是目前较为快速的一种直接鉴定血培养阳性待检菌的方法，可以大大提高阳性血培养瓶的直接鉴

定病原菌的能力，尤其针对 G-菌，其鉴定的准确率较高，基本满足临床早期诊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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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的各类感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以上全选 

不同富集法联合 MALDI-TOF MS 直接检测中段尿样本中病原菌的临床应用 

  张景皓 1     方毅 1     杨峰 1     刘文健 1     张艳梅 1     赵虎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上海     200040 

研究背景 尿路感染是泌尿系统最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及时、准确的病原学诊断和采用针对性治疗，可

以快速控制感染减轻患者痛苦。中段尿样本的常规细菌定量培养及生化鉴定是细菌性尿路感染诊断的金标

准，但其耗时长，操作繁琐，不能满足临床及时控制感染的需求。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S）

可以快速鉴定经培养后形成的单一菌落，提高了细菌鉴定效率。为了进一步缩短中段尿中病原菌鉴定时间，

需要更好的前处理方式联合 MS 技术进行中段尿样本的直接鉴定，给临床提供快速、准确病原学诊断。研

究目的 分别评价分离胶促凝管离心富集法和差速离心富集法联合 MS 技术直接检测中段尿样本中病原菌

的符合率。材料和方法 哥伦比亚血琼脂和中国蓝平板购自上海科玛嘉公司。VITEK-MS 购自法国梅里埃

公司，血清分离胶促凝管购自美国 BD 公司。质控菌株均由上海市临检中心提供。收集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4 月我院患者无菌采集的中段尿样本 2150 例，通过镜检细菌计数，≥105cfu/mL 的中段尿样本分别采用

两种预处理方法富集细菌，再用 MS 进行直接鉴定，并同步进行常规定量培养和 MS 鉴定。以常规定量培

养和 MS 鉴定结果为标准，分析比较 2 种富集方法对 MS 鉴定尿路感染病原菌的符合率。 结果 2150 例中

段尿样本中，细菌计数≥105cfu/mL 的样本为 464 例。在单一病原菌感染的样本中，革兰阴性杆菌占 78.9%

（344/436），革兰阳性球菌占 15.8%（69/436），真菌占 5.3%（23/436）；分离胶促凝管离心富集法和差

速离心富集法联合 MS 检测，总符合率分别为 86.7%和 81.9%，革兰阴性菌的鉴定符合率分别为 92.4%和

89.0%，革兰阳性菌的鉴定符合率分别为 68.1%和 62.3%，真菌的鉴定符合率分别为 56.5%和 34.8%。而对

两种细菌混合感染样本中优势菌的检测符合率分别为 64.3%和 60.7%。 讨论 分离胶促凝管离心富集法总

体鉴定符合率稍高，但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种方法对中段尿中革兰阴性菌的鉴定的符合

率均很高，且尿路感染绝大多数属由革兰阴性菌所致，故这两种离心富集方法均适用于中段尿样本中细菌

的快速筛检。无鉴定结果的样本中仪器大多提示为波峰数目不足，原因可能为富集到的细菌量不够以及阳

性菌和真菌的细胞壁较厚，蛋白萃取的方法效果不佳造成。需要进一步研究，找到更有效的前处理方法来

提高鉴定率。综上，本研究比较分析了 2 种前处理和富集法联合 MS 直接检测中段尿样本中病原菌的可靠

性，为临床精准病原学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实验室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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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的各类感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书面交流 

天地人奈瑟/嗜血杆菌试剂盒及微生自动分析系统对流感嗜血杆菌药敏结果的评估 

  李欣欣 1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     200025 

Background: Haemophilus influenzae (H. influenzae) is a pathogen that can cause severe infections, particularly 

in young children. Accurate determination of H. influenzae susceptibility is important to ensure effective. The 

routine broth microdilution method for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 is time-consuming and may sometime be 

inaccurate. This study aim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DR NH-AST kit and the automated TDR-300B plus 

system in 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determination of H. influenza using manual broth mirodilution 

test as the reference. Methods: A total of 101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from clinical laboratories of four hospitals. 

Broth microdilution method was performed following th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 guideline. 

MIC of all isolates was also determined using the TDR automated system.The evaluation was performed as 

described in ISO 20776-2. Results: A total of 1818 isolate-antibiotic combinations were carried out. The category 

agreement(CA) of breakpoint, essential agreement(EA) of MIC, major discrepancy(MD) and very major 

discrepancy(VMD) between the automated and manual method were 97.80%, 95.38%, 2.07% (32/1549 susceptible 

results) and 3.29% (8/243 resistant results). TDR automated method exhibited a pretty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manual method, with CAs of 18 antibiotics above 90%. Although EAs of meropenem(MEM), azithromycin (AZM) 

and ciprofloxacin (CIP) were lightly less than 90% (88.12%, 84.16% and 88.12%), the sensitivity of H. influenza 

to these antibiotics was not influenced. A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β-lactamase negative ampicillin resistant 

(BLNAR) isolates was disputable so that it influenced the agreement. Conclusion: TDR automated method 

provided reliable value of MIC of all isolates and good category agreement of breakpoint in non-BLNAR H. 

influe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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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的各类感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口头发言 

不同种类皮肤消毒剂对儿科血培养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检出率的影响  

  武娜娜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     201102 

目的 比较采用不同种类皮肤消毒剂进行采血点皮肤消毒对儿童血培养污染率影响，为提高外周静脉

血采集皮肤消毒效果提供依据。方法 2015 年 4 月-2016 年 3 月（第一阶段），采用 0.405%-0.495%醋酸氯

己定碘复合制剂对住院患儿进行采血点皮肤消毒。2016 年 4 月-2017 年 4 月（第二阶段），新生儿住院患

者皮肤消毒剂改为含 0.028%-0.034%醋酸氯己定碘复合制剂，非新生儿住院患者改为含 1.8%-2.2%葡萄糖

酸氯己定醇复合制剂，两个阶段入组患者均采用单瓶培养法,血培养阳性患者重复一次采样。新生儿患者由

病区医生负责采血，非新生患者由医院统一采血小组工作人员采血，采血前的无菌操作均按无菌技术规范

执行。血液细菌培养采用自动化仪器法，细菌鉴定采用质谱仪（MALDI-TOF）进行鉴定，血培养污染判断

则根据实验室指标、临床表现、抗菌药物治疗等综合判断。结果 新生儿患者组，使用高浓度（0.405%-0.495%）

醋酸氯己定碘复合制剂组血培养污染率（1.2%，72/6247），明显低于使用低浓度（0.028%-0.034%）组污

染率（1.9%，159/8526）（P＜0.05）；非新生儿患者组，使用 1.8%-2.2%葡萄糖酸氯己定碘复合制剂组血

培养污染率（1.9%，104/5513）明显低于使用 0.405%-0.495%醋酸氯己定碘复合制剂组（3.6%，173/4759）

（P＜0.05)。两组患者血培养污染菌主要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NS），分别占污染菌 70.6%（163/231）

（新生儿患者组）及 88.4%（245/277）（非新生儿患者组）。结论 新生儿患者采用 0.405%-0.495%醋酸氯

己定碘复合制剂，非新生儿患者采用 1.8%-2.2%葡萄糖酸氯己定醇复合制剂对皮肤进行消毒，可明显提高

皮肤消毒效果，并且没有皮肤不良反应。  

关键词 血培养；皮肤消毒剂；污染率；新生儿；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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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的各类感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以上全选 

PCT 联合血培养在儿童血流感染诊断和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田东兴 1    

1．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     200062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在指导儿童抗菌药物治疗中的应用价值，了解 PCT 联合血培养在儿

童血流感染鉴别诊断中的意义。 方法 动态监测 79 例初始水平＞1ng/ml 的血流感染患儿 PCT 变化情况并

收集相关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 365 例血流感染病原菌及 PCT 检测结果。 结果 1、79 例血流感染病原菌

中，革兰阳性菌（37 例）和革兰阴性菌（42 例）初始 PCT 中位数分别为 7.56ng/ml、8.96ng/ml（P＞0.05），

经抗菌药物治疗第 4 天两组 PCT 中位数分别下降至 1.10 ng/ml、3.07 ng/ml（P＜0.05），第 7 天分别下降

至 0.13 ng/ml、0.23 ng/ml（P＜0.05）；10 例抗菌药物治疗无效患儿 PCT 一直保持较高水平；肠球菌引起

感染的 PCT 下降最快，第 4 天下降 80.34%，第 7 天下降 92.89%，肺炎克雷伯菌引起感染的 PCT 下降最

慢，第 4 天下降 61.35%，第 7 天下降 82.29%；治疗肺炎克雷伯菌的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4.15d）明显长于

其它细菌造成的血流感染；革兰阴性菌抗菌药物治疗费用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p＜0.05）。2、365 例血流

感染病原菌 PCT 中位数为 1.03ng/ml，PCT 阳性率为 63.83%，革兰阳性菌和革兰阴性菌 PCT 阳性率分别

为 65.59%、96.43%；革兰阴性菌 PCT 平均值（4.72 ng/ml）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0.5 ng/ml），但是某些

革兰阳性菌，如无乳链球菌（8.43 ng/ml）和肺炎链球菌（2.98 ng/ml）PCT 值较高。结论 动态监测 PCT 水

平有助于指导儿童血流感染的抗菌药物治疗。血培养联合 PCT 检测不仅帮助准确诊断血流感染，同时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提示血流感染细菌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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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的各类感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以上全选 

实时荧光环介导等温扩增法快速检测白色念珠菌 

  肖晶晶 1     王丽娟 3     方雪恩 2     孔继烈 2     吴文娟 1    

1．上海市东方医院南院医学检验科         200123 

2．复旦大学化学系         200433 

3．速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1321 

研究背景和目的 窗体底端 白色念珠菌是一种常见的机会性致病菌，可寄生在人体的口腔、胃肠道、

女性生殖道黏膜及体表潮湿部位的正常菌群之一。一旦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或者正常的菌群平衡被破坏，它

就会在黏膜下大量繁殖，可引起反复浅表性黏膜感染或严重的系统性感染。目前，白色念珠菌感染的临床

常规检测诊断方法存在许多缺点，寻找一种简单、检测时间短、敏感性和特异性高的检测方法，可为临床

医生早期明确诊断、早期合理治疗、改善患者的预后提供重要价值。环介导等温扩增（LAMP）是一种新

颖的分子诊断技术，该技术在等温条件下利用 Bst DNA 聚合酶，可以在一个小时以内高效、特异地检测目

标核酸的存在，是一种应用前景较好的方法。 材料和方法 根据白色念珠菌 RpS0 基因设计合适的引物，

通过优化反应条件，利用 Syto 9 新型核酸荧光染料, 建立白色念珠菌实时荧光环介导等温扩增检测方法。

然后，收集妇科门诊中有 631 份女性阴道拭子标本。阴道分泌物标本同时用双盲法进行 LAMP 检测、PCR

和 CHROMagar 念珠菌显色培养法检测。以培养结果为金标准，评估比较该 LAMP 技术与实验室常规 PCR

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综合分析该 LAMP 技术的临床诊断性能。 结果 通过优化

反应条件，发现最适反应温度为 61°;方法学特异性评估中，20 个非白色念珠菌菌株没有观察到假阳性结果,

特异性较好；灵敏度检测中，最终检测限为 5 copies/reaction，建立了基于 Syto 9 新型核酸荧光染料的白色

念珠菌实时荧光环介导等温扩增检测方法。通过测试来自 631 例女性阴道拭子，与培养法的比较中，LAMP

表现出 93.21%的灵敏度和 94.30%的特异性，阳性预测值 95.81%，阴性预测值为 90.84％；而 PCR 的敏感

性和特异性值分别为 94.57％和 92.02％，阳性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94.31％和 92.37％。 此外，LAMP 与

培养法的一致性（κ =0.760）与 PCR 和培养法的一致性（κ =0.757）相当。综上，本研究建立的白色念珠菌

实时荧光环介导等温扩增检测，其灵敏性和准确性与 PCR 相当，但检测时间可缩短至 1 h 以内，是检测白

色念珠菌感染的可靠，快速，特异的替代性分子筛选工具。 讨论 目前来说，对白色念珠菌进行快速和特

定的检测仍然具有挑战性，其感染的临床实验室检测诊断方法如 PCR 存在许多缺点，如检测时间长（2h 左

右）、DNA 提取步骤繁琐、临床标本模板中某种物质对 PCR 反应的抑制、需要具有温度循环的精密仪器

等。本研究所建立的 LAMP 检测方法，只需在一个特定的温度下进行扩增，检测时间远远短于 PCR，并且

对 DNA 模板的抑制作用不敏感。因此，LAMP 技术是检测白色念珠菌感染的可靠，快速，特异的方法，

并且某种程度上优于 P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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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的各类感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以上全选 

MALDI-TOF MS 快速直接鉴定血培养阳性标本的三种前处理方法的比较分析 

  余佳佳 1     刘瑛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检验科微生物室     上海     200092 

研究背景：血流感染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的重要感染性疾病，及早鉴定引起感染的病原菌对血流

感染患者感染控制及预后至关重要。阳性血培养标本前处理方法联合 MALDI-TOF MS 可对病原菌进行快

速直接鉴定，目前报道的前处理方法主要有分离胶法和裂解法，这些方法操作简便，耗时较短，在不同实

验室间均有开展，但不同方法间的比较分析国内报道较少。 研究目的：采用三种前处理方法联合基质辅助

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LDI-TOF MS）对阳性血培养标本进行直接鉴定，并对三种前处理方法进

行比较评估。 材料和方法：收集 2018 年 4 月-7 月期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微生物室的血培

养阳性标本，同时采用分离胶法、SDS 法和皂甙法对血培养阳性标本进行处理，获得菌体沉淀后，利用

MALDI-TOF MS 进行直接鉴定，以血培养标本接种培养后纯菌落的 MALDI-TOF MS 鉴定结果作为金标

准，重新确定每种前处理方法的质谱评分标准，并计算种属鉴定符合率，从而对三种前处理方法进行比较

分析。 结果：试验期间共收集 103 例阳性血培养标本，均为单一病原菌引起的血流感染，其中检出革兰阳

性球菌 45 例，革兰阴性杆菌 51 例，念珠菌 5 例，革兰阳性杆菌 2 例。分离胶法采用本实验室前期已确定

的评分标准（评分≥1.40 为鉴定至“种”水平，≥1.35 为“属”水平，＜1.35 为结果不可靠），本研究确定的 SDS

法和 SAP 法评分标准分别为：质谱评分≥1.50 和≥1.40 表示准确鉴定至“种”水平；质谱评分≥1.40 和≥1.35 表

示准确鉴定至“属”水平；质谱评分＜1.40 和＜1.35 表示鉴定结果不可靠，即未鉴定出。根据相应的评分标

准，分离胶法、SDS 法和 SAP 法联合 MALDI-TOF MS 直接鉴定阳性血培养标本的“种”水平符合率分别为

70.3%、79.6%和 65.0%，“属”水平符合率分别为 76.3%、86.4%和 68.9%，未鉴定出的概率分别为 23.7%、

13.6%和 31.1%。 讨论：血培养阳性标本报阳后按照传统流程进行接种，需过夜培养后才能对菌落进行鉴

定，整个过程至少需要 16-24 小时，而利用前处理方法收集血培养阳性标本中的病原菌并进行直接鉴定，

只需半个小时即可获得鉴定结果，该方法快速简便，可以尽早为临床医生合理选择抗菌药物提供依据。SDS

法联合 MALDI-TOF MS 直接鉴定的种属水平符合率最高，该方法操作更加简便，不需要特定的分离胶管，

耗材更加简单、低廉，且需要的标本量较少，更适宜在微生物实验室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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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的各类感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以上全选 

建立 MALDI-TOF MS 直接鉴定阳性血培养标本中常见细菌的自建数据库 

  朱威南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检验科微生物室     上海     200092 

研究背景：快速识别鉴定引起血流感染的病原菌是微生物实验室重要的检测之一。MALDI-TOF MS 对

阳性血培养标本中微生物的直接鉴定可以显著提高阳性血培养标本微生物的鉴定效率。MALDI-TOF MS 通

过分析不同微生物的组成成分，得到其特异的蛋白指纹图谱，并与参考数据库中微生物图谱进行比对获得

鉴定结果。现有参考数据库的建立大多使用固体非选择性培养基上生长的纯菌落作为实验材料，而血培养

瓶作为液体培养的载体，富集分离得到的菌体，在纯度及理化性质上均与固相培养基上的菌落存在差异，

且无法避免杂质干扰峰,从而影响阳性血培养标本直接鉴定的效率。 研究目的：建立利用 MALDI-TOF MS

直接鉴定阳性血培养标本微生物的数据库，以提高血培养阳性标本直接鉴定效率。 材料与方法：收集 2015

年 4 月～2017 年 2 月期间 725 例单菌株阳性血培养标本直接质谱鉴定结果，建立 MALDI-TOF MS 自建数

据库。基于该自建数据库信息对后续收集的临床标本进行蛋白指纹图谱分析，同时与参考数据库鉴定结果

进行比较，分析其对阳性血培养标本微生物的鉴定效率。 结果：由 725 例阳性血培养标本中细菌直接鉴

定结果建立了 MALDI-TOF MS 自建数据库。该数据库共包含 73 株菌、涵盖 59 种细菌的蛋白质量指纹图

谱。利用该自建数据库对后续临床收集的 336 株细菌蛋白指纹图谱进行鉴定分析，包含革兰阳性细菌及革

兰阴性细菌共 21 个不同菌种。结果显示，自建数据库与参考数据库在细菌“属”及“种”水平鉴定率的比较均

有统计学差异，P＜0.001。且由自建数据库获得的蛋白指纹图谱比参考数据库平均分值增加 0.3 分，可见

自建数据库的鉴定效果明显优于参考数据库。 讨论：本研究利用自建数据库对阳性血培养标本中常见微

生物进行直接鉴定，具有良好的鉴定效率，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错误率。这可能由于前期建库时的条件

设定并不非常严格，导致菌种间的蛋白质指纹图谱差异性并不明显。本研究初步建立的自建数据库显著提

高了血培养鉴定的有效性，也为后期数据库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基础。但同时，由于受临床标本的限制，该

自建数据库目前所涵盖的范围仅限于临床常见的革兰阳性及阴性细菌。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扩大收集

菌株种类，不断完善数据的完整性使之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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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的各类感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以上全选 

TDR-X120 全自动血培养系统的临床应用评价研究 

  郭建 1     何丽华 1     倪丽君 1     吕莉 1     慎慧 1     吴文娟 1    

1．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     200123 

目的 对 TDR-X120 全自动血培养系统的临床检测性能进行评价。方法 通过测试模拟血培养样本和临

床血培养标本，对比 TDR-X120 与 VersaTREK 两台全自动血培养系统对常见需氧/厌氧菌、兼性厌氧菌、

苛养菌及真菌检测的临床检测性能。模拟血培养样本是将临床菌株用生理盐水配制成 100cfu/ml 和 10cfu/ml

浓度后接种 1ml 体积至血培养瓶中，并在血培养瓶中加入适量新鲜无菌羊血后制成。临床血培养标本是采

集自本院临床科室怀疑血流感染的住院患者，采集时严格遵守血培养采集规范。结果 临床常见 20 种菌制

成模拟血培养样本，每瓶接种菌量为 100cfu/mL 时，TDR-X120 与 VersaTREK 需氧瓶结果一致率为 100%，

厌氧瓶结果一致率 100%；每瓶接种菌量为 10cfu/mL时，TDR-X120与VersaTREK需氧瓶结果一致率 100%，

厌氧瓶结果一致率 85.7%。临床测试病例 221 例，标本共计 884 瓶，其中 TDR-X120 测试标本 442 瓶，

VersaTREK 测试标本 442 瓶。其中，TDR-X120 报阳病例 26 瓶，阳性率为 11.8%，检出病原菌 49 株，最

快报阳时间 0.9h ；VersaTREK 报阳病例 25 瓶，阳性率 11.3%，检测病原菌 47 瓶，最快报阳时间 8h。结

论 TDR-X120 全自动血培养系统在检测灵敏度和临床检测应用方面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性能技术指标，能

够满足我国临床微生物实验室的检测要求。厌氧瓶经过厌氧独立包装的改进，将可能对厌氧瓶的质量有进

一步的提高。  

关键词：血培养；全自动血培养系统；检测性能；性能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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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的各类感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口头发言 

基于便携式微流控芯片系统可视化即时检验呼吸道病原体 

  汪骅 1     李敏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     200137 

Toward naked-eye point-of-care testing for respiratory pathogens on a portable polymer/paper microchip Hua Wang, 

Min Li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Objective: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CAP) is the leading caus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orldwide. S. pneumoniae and M. pneumoniae are the most common pathogens associated with CAP requiring 

hospital admission. Given that CAP can be fatal and many CAP cases occurred in high-poverty areas, a simple, low 

cost, highly sensitive method is in great need for early diagnosis of CAP. Herein, we report a polymer/paper 

microfluidic chip employing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 technology for S. pneumonia and M. 

pneumonia detection. This chip, with sample-to-answer capability, could perform rapid DNA extraction; 

amplification and visual readout of positive results in approximately 1 h. The microchip platform has the potential 

to provide urgently needed diagnostics for respiratory pathogens in resource-limited settings of both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Methods: (1) LAMP primer design and reaction. The primers were designed manually 

according to the primer designer V4. LAMP primers specific to the CARDS toxin gene of M. pneumoniae M129 

and specific to the lytA gene of S. pneumoniae strain were designed, respectively. The analytical specificity of the 

primers was validated. To test for potential cross-reactivity of the M. pneumoniae LAMP primers and S. 

pneumoniae primers, nucleic acid extracted from a panel of other bacterial and viral respiratory pathogens was 

tested with LAMP. (2) Analysis of LAMP products. To demonstrate the accuracy of the method, the LAMP products 

from S. pneumoniae and M. pneumoniae were sequenced and were digested with BtsIMutI and MseI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s, respectively. (3) Microchip design and fabrication. To design the polymer/paper microchip with 

AutoCAD software and fabricate the SU-8 patterned in soft lithography. PDMS/glass hybrid microfluidic chip was 

produced by molding a PDMS silicone elastoer against a microfabricated master. A chromatography paper disk was 

placed inside each LAMP zone, as a storage substrate for LAMP primers. To fabricate the polymer/paper microchip 

with eight 12 μl microchannels. (4) Evaluation of microchip. The DNA extraction performance of the 

magnetophoretic-based approach on chip and the phenol-chloroform method were evaluated on S. pneumoniae and 

M. pneumoniae broth cultures and respiratory samples. The analytical sensitivity of the chip assay t was determined 

by testing 10-fold serial dilutions of M. pneumoniae M129 genomic DNA and S. pneumoniae strain genomic DNA, 

respectively. A total of 63 respiratory specimens were tested with the IP chip assay and by real-time PCR. Results: 

The S. pneumoniae primers specific for detection the S. pneumoniae DNA and the M. pneumoniae primers specific 

for detection the M. pneumoniae DNA. No cross-reactivity was observed with M. pneumoniae LAMP primers tested 

on any of the other species of Mycoplasmataceae. No cross-reactivity was observed with S. pneumoniae L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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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rs tested on any of the other species of Streptococcus. The LAMP products from S. pneumoniae and M. 

pneumoniae were sequenced and the results were confirmed by sequencing, respectively. The sizes of the fragments 

generated of the LAMP products from S. pneumoniae were approximately 61 bp, 115 bp and 146 bp for BtsImutI 

digestion. The sizes of the fragments generated of the LAMP products from M. pneumoniae were approximately 64 

bp, 139 bp and 178 bp for MseI digestion. The microchip described here has three distinct functional domains, one 

for pathogens DNA release and concentration region, and another one for controlling the flow of fluids in 

microfluidic channels region, and the other for LAMP. Non-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the two 

procedures for the two tested pathogens populations. The detection limit of S. pneumoniae and M. pneumoniae in 

microchambers were 50 fg and 100 fg, respectively. Of these specimens, 31 were known to be M. pneumoniae 

positive, 2 were known to be S. pneumoniae and 30 were S. pneumoniae and M. pneumoniae negative based on 

prior testing by real-time PCR. Two cases results of S. pneumoniae from real time PCR were in perfect agreement 

with these results from microchip. Among 31 M. pneumoniae cases, 1 case was identified to be M. pneumoniae 

negative by microchip. Microchip assay gives an analytical sensitivity of 96.9% (32/33) and a specificity of 100% 

(30/30) compared to the real time PCR. Conclusion We developed a portable microfluidic platform for rapid 

molecular diagnostic testing for S. pneumoniae and M. pneumoniae. This versatile IPμchip platform has great 

potential for point of care testing of different kinds of pathogens, especially for developing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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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的各类感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以上全选 

荧光恒温扩增技术检测 PP67-mRNA 用于诊断儿童活动性巨细胞感染 

  曹凌峰 1     沈军 1     苏犁云 1     董妞妞 1     徐锦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     201102 

研究背景：人巨细胞病毒（Human Cytomegalovirus, HCMV），也称人疱疹病毒 5 型，在发展中国家，

大多数儿童在 3 岁之前感染过 HCMV，而在骨髓、干细胞、实体器官移植后、糖皮质激素长期治疗者或机

体免疫低下的患儿中，潜伏的 HCMV 又趋于活动继而复发感染。 儿童巨细胞病毒活动性感染诊断的直接

病毒学证据主要有以下 4 点。1)病毒分离：是诊断 HCMV 活动性感染的“金标准”。2）免疫标记技术检测

病毒抗原，如 IEA、EA 和 pp65 抗原。3）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病毒特异性 DNA 载量，血清或血浆

样本 HCMV DNA 阳性是活动性感染的证据。4）病毒特异性基因转录产物(PP67 –mRNA 等)，阳性则表明

可能存在活动性感染。 荧光恒温扩增技术（simultaneous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test，SAT）是近年来发展

起来的一种新型的核酸扩增技术，已在肠道病毒[如科萨奇病毒 A 组 16 型（coxsackie virus A16，CA16）、

肠道病毒71型（Enterovirus 71，EV71）]、肺炎支原体和结核的研究中被证实较传统聚合酶链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有更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且优于其它恒温扩增技术。研究目的： 利用荧光恒温扩

增技术（Simultaneous Amplification and Testing; SAT）建立一种快速可靠的人巨细胞病毒 (Human 

Cytomegalovirus; CMV) 仅在活动性感染时表达的 mRNA 检测方法，用于儿童活动性 CMV 感染的诊断。 

材料和方法：在 Genebank 上获取 HCMV 仅在活动性感染时表达的 UL-65 基因转录产物 PP67-mRNA 序

列，设计引物和分子信标探针，M-MLV 反转录酶及 T7-RNA 多聚酶对 HCMV 的 PP67-mRNA 进行恒温扩

增后进行实时荧光信号的收集和检测。收集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2015～2017 年（临床、HCMV-DNA PCR

检测、CMV 血清学检测）确诊或疑似活动性 CMV 感染 253 例患儿，295 份血浆样本中 PP67-mRNA 进行

回顾性分析，结合临床诊断（CMV 感染或 CMV 感染性性疾病）、HCMV-DNA、CMV 血清学等检测结果，

探讨 SAT-HCMV 检测 PP67-mRNA 技术对活动性 CMV 感染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并以 HCMV-DNA+临床

判断为参比方法，对研究数据进行 Kappa 一致性分析。 结果：SAT-HCMV 技术检测 PP67-mRNA 的灵敏

度为 100 copies/mL。295 份血浆样本共检测出 99 份 PP67-mRNA 阳性，总检出率为 33.56%(99/295)，HCMV-

DNA 的总检出率为 48.69%(143/295)。其中，107 例患儿的 143 份血浆样本 HCMV-DNA 的阳性结果，结

合临床诊断后，均诊断为 HCMV 活动性感染，SAT-HCMV 的检测率为 69.23%(75/143);另外，来自 146 例

患儿的 152 份血浆样本 HCMV-DNA 结果为阴性，而其中有 24 份(来自于 24 例患儿)血浆样本 SAT-HCMV

结果却为阳性，且结合临床，同样诊断为 HCMV 活动性感染。 SAT-HCMV 与 DNA 定量结果+临床综合

判断的 Kappa 值为 0.741，其敏感性为 74.81%，特异性为 100.0%。 讨论：CMV 活动性感染早期诊断主要

依靠实验室的报告结果，快速、灵敏、特异的检测方法十分必要，通过 SAT-HCMV 检测病毒晚期复制的

PP67-mRNA，可以更准确地反映患儿是否处于 CMV 复发和感染阶段。 本研究结果表明，CMV-DNA、

pp67-mRNA 对 CMV 感染的诊断均具有很好的意义。一方面，CMV-DNA 的阳性结果出现对于开始抗病毒

治疗有着指导价值；另一方面，研究结果显示 pp67-mRNA 的检出率(相对于 CMV-DNA：33.56% v.s 48.69%)

43



 

仍较低，但其高特异性(100%)的优势可能成为临床 CMV 活动性感染抗病毒治疗的”金标准”，并对预后有

一定的临床意义。结论：本研究建立的荧光恒温扩增技术(RNA)检测 HCMV 的 PP67-mRNA 方法具有特异

强、准确、快速可靠的优点，联合 PP67-mRNA 和 HCMV-DNA 定量检测的结果，适用于临床对儿童活动

性巨细胞病毒感染的快速诊断和临床管理，并且，连续监测 PP67-mRNA 更加适合作为抗病毒治疗的终止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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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的各类感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口头发言 

基于探针熔解曲线分析新型多重 PCR 技术在病毒检测中的应用 

  柳鹏程 1     徐锦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     201102 

目的：快速准确的实验室诊断对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早期诊治具有重要意义。本项目旨在以呼吸道病毒

为对象，建立基于 TaqMan 探针多色熔解曲线分析多重 PCR，探讨该技术在临床病毒检测应用中的可行性。 

方法：以呼吸道合胞病毒、甲型/乙型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 1 型/2 型/3 型等 6 种呼吸道病毒为模型，根据

其保守基因序列设计合成 TaqMan 探针和引物，构建单管 3 色标记的多重 PCR。使用倍比稀释的病毒阳性

质粒为模板，评估多重的最低检出限。通过交叉反应试验评估反应体系的特异性。收集临床疑似呼吸道感

染患儿鼻咽部抽吸物（NPA）标本 352 例，分别使用多重 PCR 和直接免疫荧光法（DFA）对其呼吸道病毒

进行检测，并对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不一致标本使用测序或单重 PCR 进行确认。 结果：各呼吸道

病毒在相应荧光通道的对应 Tm 值处可形成清晰可辨的熔解峰。各呼吸道病毒的最低检出限在 1~103 

copies/μl 之间，常见呼吸道病毒之间无交叉反应出现。使用 NAP 标本验证，矩阵荧光 PCR 检出率为 19.0％

（67/352），包括混合感染 4 例，DFA 检出率为 13.1％（46/352），包括混合感染 2 例。多重 PCR 与 DFA

具有较高符合率，在 94.6%~100%之间。31 例结果不一致标本中 29 例的测序或单重 PCR 结果与多重 PCR

一致。 结论：基于 TaqMan 探针熔解曲线分析多重 PCR 技术具有高通量，低成本的优势，其在病毒检测

中具有可行性，可为临床病毒高通量检测的普及应用提供具有潜力的技术平台。 

关键词：多重 PCR；探针；熔解曲线；高通量；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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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的各类感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壁报交流 

二代测序在内脏利什曼病、组织胞浆菌病、马尔尼菲青霉菌病诊治中的应用 

  张琪然 1     张昊澄 1     艾静文 1     吴红龙 1     汪婷 1     张文宏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研究背景：内脏利什曼病、马尔尼菲青霉菌病和组织胞浆菌病分别是利什曼原虫、马尔尼菲青霉菌、

组织胞浆菌引起的感染。三种感染都更容易出现在免疫缺陷的病人中，都常有发热、肝脾淋巴结肿大、多

系血细胞下降等表现；镜下骨髓涂片中三种病原体形状大小相似。加之在非流行地区发病率较低、人口流

动使得流行病学特征不甚明显，它们在临床上常常被混淆，有时还会被错误判断为血液系统疾病。而病原

的培养耗时较长，且在病原体载量低时结果常阴性；血清抗体检查在免疫系统缺陷的患者中灵敏度较低、

在疫区或既往感染者中特异性低下；PCR 虽然相对快速准确，但需要事先对病原体有正确的初步判断，且

相应的试剂盒还没有投入广泛生产和使用。因此，目前我们还需要更精准、更迅速的方法给以上疾病提供

诊断依据和诊疗指导。我们报道的病例均为初始未正确诊断、治疗无明显效果、最终诊断为上述感染的患

者。这些病例中，我们都用了二代测序（NGS）指导了诊断和治疗。NGS 在这些病例中的良好表现体现了

其可能在以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有重要价值。 研究目的：应用 NGS 指导内脏利什曼病、马尔尼菲青霉

菌病和组织胞浆菌病的诊断和治疗。 结果：我们总共报道了 5 个病例，起初都被怀疑为其他疾病，在治疗

无效后转至我院；我院予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和相应的对症支持治疗同时，将其骨髓和血样本送检 NGS。2-

3 天后 NGS 结果回报，提示 3 名患者样本中大量婴儿利什曼原虫序列，1 名患者样本中较多马尔尼菲青霉

菌，1 名患者样本中有大量荚膜组织胞浆菌序列。根据 NGS 结果，我们分别予锑剂、两性霉素 B 联合伊曲

康唑、两性霉素 B。稍后回报的骨髓病原培养、组织活检、血清特异性抗体等相继证实了相应的诊断。治

疗一段时间后，患者症状都逐渐减轻，血清学指标趋近正常。随访其中两名患者骨髓和血清 NGS 结果，发

现样本中致病微生物序列数逐渐降低至 0，与患者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相一致。另外，送检 NGS 的

所有样本中，血清中检测到的序列数量都低于骨髓，但可疑致病微生物的序列仍然远高于样本中其他生物

序列，因此可能有同样的判断价值。 讨论：NGS 能检测标本中的所有核酸，不需要对病原微生物有先验

知识；且结果回报时间短，在免疫低下患者、既往感染等患者中都能保证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其半定

量检测对于评估疾病疗效也有指导作用。因此，NGS 在内脏利什曼病、马尔尼菲青霉菌病和组织胞浆菌病

的诊断和治疗指导中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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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的各类感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书面交流 

浙江海产品中一株弧菌新种的鉴定 

  夏苏苏 2     辛文文 1     张嘉鑫 2     康琳 1     袁媛 1     高姗 1     杨浩 1     王景林 1,2    

1．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71 

2．安徽医科大学     合肥     230032 

研究背景：弧菌属（vibrio）是一群广泛分布于自然界的革兰氏阴性菌，目前已确定有 143 种，且近年

来不断有新种发现。在对创伤弧菌（vibrio vulnificus）的研究中，发现一株分离自浙江海产品的细菌在创

伤弧菌选择性改良纤维二糖多粘菌素 E 琼脂（Cellebiose Colistin ，CC）培养基上生长良好，且同样呈黄

色菌落；通过 16S rRNA 测序，此菌与创伤弧菌的相似度高达 99%；通过基质辅助激光解吸附/电离飞行时

间质谱（Matrix-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MALDI-TOF MS）蛋白指

纹图谱鉴定只鉴定到属（得分 1.967）或无结果，在与 110 株创伤弧菌聚类分析中形成一个独立的分支；针

对创伤弧菌特异性溶细胞素 vvhA 基因进行扩增，无特异性扩增。怀疑该菌不是创伤弧菌。 研究目的：鉴

定此菌是否为创伤弧菌或属于其他种。 材料与方法：应用二代高通量测序（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HTS）平台 Novaseq 对样本进行测序，并拼接为 75 个重叠群（contig）。以该菌测序所得的 16S rRNA 序

列在 NCBI 数据库中搜索相似程度较高的序列，构建系统发育树。从数据库以及该菌全基因组序列中获取

弧菌属菌种 ftsZ，gapA，gyrB，mreB，pyrH，recA，ropA 和 topA 八个管家基因序列，应用多位点序列分

析（Multiloucus Sequence Analysis，MLSA）技术进行分析，构建系统发育树，获得亲缘关系较近的菌种。

然后从数据库中获取亲缘关系较近菌种的全基因组序列，通过在线工具GGDC（Genome-to-Genome Distance 

Calculator）计算 DNA-DNA 杂交（in silicon DNA-DNA hybridization，isDDH），并利用本地 JSpecies 工具

计算平均核苷酸同源性（Average Nucleotide Identity，ANI）。一般认为 DDH 值小于 70%，ANI 值小于 95%，

则可鉴定为新物种。 结果：16S rRNA 系统发育分析显示该菌与创伤弧菌亲缘关系较近，其次为纳瓦弧菌

（vibrio navarrensis ）。MLSA 系统发育分析显示该菌与创伤弧菌、斜纹夜蛾弧菌（vibrio litoralis）亲缘关

系较近，其次为纳瓦弧菌、蛋白水解弧菌（Vibrio proteolyticus）。该菌与上述四种菌计算所得的 DDH 值

分别为 66.1%、13.7%、28.3%、16.3%，均小于 70%；ANI 的计算分别调用两种算法 BLAST（ANIb）或

MUMmer（ANIm），结果分别为 89.21%、70.78%、76.20%、72.65%和 92.28%、84.04%、84.35%、84.38%，

均小于 95%。 讨论：经 MLSA，isDDH，ANI 综合分析，认为该菌是弧菌属的一个新种。相关表型特征和

生物学功能等尚未确认，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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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的各类感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书面交流 

二代测序在局灶感染中的应用 

  张昊澄 1     艾静文 1     崔鹏 1     朱逸敏 1     张文宏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     200040 

背景：对于局灶感染在内的各类感染而言，病原学诊断是临床诊断中十分重要的部分。病原学的早期

发现，早期诊断对于后续临床诊断，治疗，甚至病人预后的影响不可小视。二代测序目前已经证实在其他

各类疾病如血流感染，呼吸道感染，中枢感染等中均有优良的诊断价值，但是其在局灶感染中的应用价值

尚不明确。 方法：我们收集了华山医院 2017 年 3 月-2017 年 11 月的共 98 位局灶感染的患者，同步行二

代测序检查以及培养，根据临床需求行组织病理以及其他传统方法检查如 Xpert MTB/RIF，涂片等。纳入

患者后详细回溯病史以及临床结局。 结论：二代测序技术在局灶感染标本可达 88.73%的敏感性，较培养

的敏感性 46.48%与临床传统检测方法的 59.19%（P<0.05）而言，其敏感性具有统计学差异。并且在培养阴

性的标本中，另检测除了 34 种致病病原体，对于普通培养阴性的标本而言是较好的补缺手段。相较于普

通检测方法比如培养依赖于细菌生长时间而言，NGS 的耗时基本稳定与 48 小时左右，是一种相对时间较

为稳定的检查手段。对于检测病原体方面，在生长缓慢，难以培养的细菌中，二代测序有一定的优势。对

于某些类型从未在人类身上发现致病的病原体上，二代测序技术也有一定的提示价值。在标本采集前经验

性抗感染治疗对于培养而言对其敏感性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而二代测序的影响则相对较为轻微。 结论：二

代测序技术在局灶标本的病原学诊断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并且可以帮助临床医生实现更快，更为精

准的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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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细菌、真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的各类感染病的病原学诊断新技术 

壁报交流 

二代测序在诺卡菌病诊断中的应用 

  张寒悦 1     翁姗姗 1     艾静文 1     刘袁媛 1     徐斌 1     刘洁 1     高岩 1     张文宏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     上海     200040 

研究背景：诺卡菌病是一种少见的机会感染性疾病。文献报道诺卡菌病的死亡率为 14%-40%，[11]且

患病率在逐年增加。细菌培养是确诊该病的金标准，但培养假阴性率高，阳性率一般低于 50%，导致诊断

困难。早期诊断治疗有利于诺卡菌病的预后。[6]二代测序可提供提供快速，廉价和准确的基因组信息，[3]

可能成为早期诊断诺卡病的新手段。 研究目的：本研究收集了二代测序对不同部位诺卡菌感染的临床资

料，总结了提示诺卡菌感染临床指标的参考值，以及二代测序与传统培养相比的优势。 材料和方法：我们

对来自 11 个患者的 19 份标本进行了二代测序，其中包括：3 例肺组织，6 例脑脊液，1 例脑室外引流液中

组织，5 例肺泡灌洗液，1 例痰液和 3 例脓液。 结果：测序结果显示 11 位患者中有 9 位的测序结果诺卡

菌序列数排名第一，其序列数占细菌序列总数的 50%以上。其中 3 位患者培养结果诺卡菌阳性，结果报告

时间均在测序报告之后。二代测序的送检到报告的平均时长是（1.55±0.93）天，诺卡菌培养阳性病人诺卡

菌时长是（4.67±1.15）天(p<0.05)。二代测序送检次数（2.83±1.13）次，细菌培养次数（9.76±11.10）次（p<0.05）。 

讨论：11 位诊断诺卡病的患者中 7 位有高危因素，包括器官移植病史（1/11），慢性肺病(3/11)和激素使用

史（4/11），两位有严重基础疾病。近半病人 CD4 细胞计数底下。患者的感染的部位各不相同，包括皮肤

（1/11）、肺部（5/11），中枢系统（1/11）和播散性感染（4/11）。 11 位患者二代测序结果都显示诺卡

菌感染中，两位患者测序诺卡菌序列数排名第四，推测是因为送检标本为脑室外引流液组织和石蜡切片，

已受污染。结合已有文献，可以推测清洁标本中二代测序结果诺卡菌排名前二或者序列数占细菌总序列数

50%以上可诊断为诺卡感染。另外，二代测序的时间优势明显，截止二代测序报告时间，六位患者培养诺

卡菌阳性，报告结果皆晚于二代测序结果，并且测序时间也短于通常诺卡菌培养所需时间 48 小时到 3 周。

[2]除了准确性和时间优势，二代测序还可具体到种，其中有三位患者 TMP-SMZ 耐药性诺卡氏菌，有助于

临床用药指导。几乎所有的患者在二代测序结果提示诺卡菌感染后都立即开始抗针对性抗感染治疗。由于

大多数患者治疗后明显好转，部分没有继续细菌培养，培养结果缺失。综上，NGS 可能是诺卡菌病早期诊

断的重要方法，未来需要更大样本量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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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新发及疑难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壁报交流 

清道夫受体 CD163 在结核病诊断价值中的研究 

  刘倩倩 1     欧勤芳 2     许毓贞 1     高岩 1     刘袁媛 1     张文宏 1     邵凌云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     上海     200040 

2．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肺科     无锡     214005 

研究背景：结核病依然是危害人类健康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目前关于诊断结核病的方法有很

多，鉴于其敏感度和特异度较低，无法满足临床需要，因此急需筛选新的快速方便诊断结核病的分子标志

物。清道夫受体 CD163 是 M2 型巨噬细胞的表面分子标记，研究报道 M2 型巨噬细胞的增多不利于机体结

核分枝杆菌的清除。 研究目的：检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不同单核细胞亚群表面 CD163 的表达，比较结核

性胸膜炎患者胸水以及抗结核治疗前后血浆中可溶性 CD163(sCD163)水平，探讨 CD163 用于诊断结核病

的价值。 材料和方法：共纳入 129 例研究对象，包括活动性肺结核患者（ATB）39 例，结核性胸膜炎患

者(TBP) 28 例，恶性胸腔积液患者(MPE) 21 例，潜伏性结核感染者（LTBI）20 例和健康对照者（HC）21

例。应用细胞表面染色，流式细胞术及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患者不同形式的 CD163 水平。不

同两组 CD163 水平的比较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评估 CD163 对结

核病的诊断价值。 结果：根据 CD14 和 CD16 的表达对单核细胞进行分群，发现 ATB 组外周血中 CD14-

CD16+和 CD14+CD16+单核细胞比例均明显高于 HC 组（5.3% vs 2.5%，P=0.0011；15.7% vs 7.8%，P＜

0.0001）,而 CD14+CD16-单核细胞比例在 ATB 中显著低于 HC（51.0% vs 70.4%，P=0.0110）。清道夫受体

CD163 作为 M2 型巨噬细胞的表面分子，主要表达于 ATB 患者 CD14+CD16+单核细胞表面且明显高于 HC

组（45.7% vs 11.3%，P＜0.0001）。进一步用 ELISA 检测不同结核感染状态人群血浆中 sCD163 水平，发

现 sCD163 在 ATB 和 LTBI 组中的表达显著高于 HC 组（1329.0ng/ml vs 844.3ng/ml, P=0.0004; 1304.0ng/ml 

vs 844.3ng/ml, P=0.0216）,并且根据血浆中 sCD163 水平进行 ROC 分析，其曲线下面积为 0.7698，最佳阈

值（cut off）为 1260.0ng/ml。按照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痰菌结果分为 1+和＞1+两组，发现痰菌＞1+患者血浆

中 sCD163 水平高于痰菌 1+患者（1461ng/ml vs 1012ng/ml, P=0.0117）。根据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有无空洞

形成分为 2 组，发现有空洞形成的患者血浆中 sCD163 水平明显高于没有空洞形成组，且大于 1260.0ng/ml

的患者主要集中在空洞形成组中（1445ng/ml vs 1075ng/ml, P=0.0242）。进一步纳入 28 例结核性胸膜炎患

者，比较其胸水和血浆中 sCD163 表达差异，发现病灶部位明显高于血浆中（2116ng/ml vs 1236ng/ml, P＜

0.0001），并且结核性胸水中 sCD163 表达明显高于恶性胸水（2116ng/ml vs 1820ng/ml, P＜0.0001），以最

佳阈值为 1950ng/ml 鉴别结核性和恶性胸腔积液的敏感度为 64.3%，特异度为 100%。对其中 20 例结核性

胸膜炎患者进一步随访发现，通过 6 个月规律抗结核治疗后血浆中 sCD163 水平显著下降（1180ng/ml vs 

928ng/ml, P=0.0364），说明 sCD163 的表达与结核病严重程度有关。 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检测血

浆或者病灶部位的 sCD163 水平，可为临床上对于结核病的诊断提供线索，并且 sCD163 表达水平的高低

可能与疾病的严重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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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新发及疑难感染性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以上全选 

新生隐球菌格鲁比变种引起的重症肺部感染报道一例 

  郭建 1   倪丽君 1   胡靓 1   吕莉 1  慎慧 1  吴文娟 1  何丽华 1    

1．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上海     200123 

目的: 报道一例新生隐球菌格鲁比变种（Cryptococcus neoformans var. grubii）引起的重症肺部感染病

例及文献综述。方法：回顾性分析一例 82 岁女性，因入院前 12 天受凉后出现发热、寒战、伴咽痛，自测

体温最高 39℃，自行服用泰诺感冒片治疗，无明显好转后，于急诊内科检查发现右中上肺大片实变影，考

虑大叶性肺炎后收治入院。该患者先后予以莫西沙星、美洛西林钠舒巴坦、磷霉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利奈唑胺和达菲抗进行感染治疗，体温波动在 37.5-38.5℃，有少许白色黏液痰，无血丝。白细胞 3.17*109/L，

中性粒细胞 82.8%，降钙素原 0.218ng/ml，呼吸道病毒七项抗原检测阴性。肺部 CT 复查提示炎症较前加

重，重症肺炎抗感染治疗不佳。甲强龙 40mg Q12H，静脉推泵抗炎治疗，输注丙球蛋白增加免疫力。激素

治疗 6 天，期间体温平稳，肺部稍有好转。出院半个月后，患者再次发热伴咳嗽 4 天，最高体温 38.9℃，

白细胞 12.87*109/L。CT 提示两肺炎症，纵隔内多发肿大淋巴结。经过会诊，建议完善微生物检查。诱导

痰进行革兰染色发现疑似隐球菌，隐球菌荚膜抗原快速检测阳性。痰培养 48h 后，在万古霉素巧克力平板

和哥伦比亚血平板上均有少量湿润的菌落生长，经质谱快速鉴定为新生隐球菌（Cryptococcus neoformans）。

经过对菌落进行 ITS1-4 测序分析，使用 NCBI Blast 分析鉴定为新生隐球菌格鲁比变种（Cryptococcus 

neoformans var. grubii），鉴定率均为 99%（NCBI Sequence ID: gb|JN939455.1|）。使用 Sensititre? YeastOne 

YO10 试剂盒进行隐球菌药敏试验。结果：经过临床微生物会诊，快速真菌鉴定及药敏试验技术的联合运

用，利用真菌涂片方法结合隐球菌荚膜抗原的检测，在 2 小时之内可提示隐球菌肺部感染。经过 48 小时

的诱导痰培养，联合质谱技术的快速鉴定和药敏检测，在 5 天内完成了隐球菌的快速鉴定及药敏试验。结

论：传统的涂片染色技术与 POCT 快速检测技术的结合，可以快速进行肺隐球菌的诊断。质谱鉴定技术和

真菌药敏试验的开展，可以在短期内实现隐球菌感染的精准治疗。分子测序技术对临床分离的隐球菌的分

型具有重要意义，为临床治疗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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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达托霉素联合磷霉素或利福平治疗利奈唑胺耐药粪肠球菌浮游菌 

和生物膜感染的体外研究 

  郑金鑫 1,2   孙翔 1   林志伟 1   齐国宾 2   涂浩鹏 1   吴旸 2   蒋斯博 3   陈重 1,2  邓启文 1  瞿涤 2  余治健 1    

1．Depar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he Key Lab of Endogenous Infection     Shenzhen     200032 

2． Shenzhen Nanshan People's Hospital and The 6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ealth Science 

Center  Shanghai     200032 

3．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Molecular Virology of Ministries of Education and Health     Orlando     32827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daptomycin combined with fosfomycin or rifampin against the planktonic 

and adherent linezolid-resistant isolates of Enterococcus faecalis. Methods: Four linezolid-resistant isolates of E. 

faecalis which formed biofilms were collected for this study. Biofilm biomasses were detected by crystal violet 

staining. The adherent cells in the mature biofilms were counted by CFU numbers and observed by 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e (CLSM). Results: In time-kill studies, daptomycin combined with fosfomycin or rifampin 

(4xMIC) demonstrated bactericidal activities on the planktonic cells, and daptomycin combined with fosfomycin 

killed more planktonic cells (at least 2-log10 CFU/ml) than daptomycin or fosfomycin alone. Daptomycin alone 

showed activities against the mature biofilms, and daptomycin combined with fosfomycin (16xMIC)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more activity than daptomycin or fosfomycin alone against the mature biofilms in three of the four 

isolates. Daptomycin alone effectively killed the adherent cells, and daptomycin combined with fosfomycin 

(16xMIC) killed more adherent cells than daptomycin or fosfomycin alone in these mature biofilms. The high 

concentrations of daptomycin (512 mg/L) combined with fosfomycin indicated more activity than 16xMIC of 

daptomycin combined with fosfomycin on the adherent cells and the mature biofilms. The addition of rifampin 

increased the activity of daptomycin against the biofilms and the adherent cells of FB-14 and FB-80 isolates, but 

was not observed in FB-1 and FB-2 isolates. Conclusions: Daptomycin combined with fosfomycin works 

effectively against the planktonic and adherent linezolid-resistant isolates of E. faecalis. The role of rifampin in 

these linezolid-resistant isolates is discrepant and needs mor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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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书面交流 

上海地区侵袭性念珠菌耐药性监测与分析 

 

慎慧 1， 郭建 1，张旻 1， 孔雯娜 1， 肖晶晶 1， 吴文娟 1*，刘云 2，陈险峰 3，谢潋滟 4，董郭平 5，汤荣 6，李莉 7，孙燕

8，李敏 9，徐阳飏 10，张静华 11，黄声雷 12，奚卫 13，蔡金凤 14，陈祝俊 15，李丽 16，秦惠宏 17，舒文 18，曹文俊 19，王爱敏

20，卫颖珏 21，黄卫春 22，张雯雁 23，赵虎 24，袁轶群 25，沈振华 26，房华 27 

 

目的：了解上海地区临床分离侵袭性念珠菌的菌株分布以及对常用抗真菌药物的敏感性和耐药性。方

法：对上海地区 27 家医院（16 家三甲综合医院，8 家三甲专科医院，3 家二级医院）临床分离侵袭性念珠

菌采用微量液基稀释法按统一方案进行抗真菌药物敏感性试验。按 CLSI M60 (2017) 判断结果。结果：收

集 2017 年 8 月 1 日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上述医院临床分离侵袭性念珠菌共 354 株，其中白念珠菌占

41.81 %（148/354），近平滑念珠菌占 23.73%（84/354），热带念珠菌占 15.54 %（55/354），光滑念珠菌占

9.32%（33/354），其他念珠菌占 9.60%（34/354）。白念珠菌、近平滑念珠菌、光滑念珠菌耐药率与以往报

道基本持平，无增长趋势，主要是对唑类抗真菌药物具有一定的耐药性。白念珠菌对氟康唑耐药率为 1.45%、

剂量依赖性敏感（SDD）率为 4.35%，对伏立康唑耐药率和中介率均为 2.17%； 

近平滑念珠菌对氟康唑呈现 1.2%的 SDD，对伏立康唑呈现 1.2%的中介；光滑念珠菌对氟康唑表现出

6.06%的耐药率和 93.94%的 SDD，对伏立康唑表现出 3.03%的耐药率；热带念珠菌耐药率呈增长趋势，对氟

康唑表现出 41.82%的耐药率和 12.73%的 SDD，对伏立康唑表现出 40%的耐药率和 12.73%的中介。本研究中

白念珠菌、近平滑念珠菌、热带念珠菌对棘白菌素类药物尚未出现耐药菌株，仅 1 株光滑念珠菌对卡泊芬

净耐药。结论：上海地区侵袭性念珠菌的分离率及菌株分布与国内外报道基本一致，临床分离菌株对常用

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基本稳定，热带念珠菌对唑类抗真菌药物的耐药率成上升趋势，应该引起临床医生重视。

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医院感染防控措施，继续做好真菌耐药性监测工作。 

关键词： 真菌耐药性监测；药物敏感性试验；念珠菌；侵袭性真菌感染 

 
1.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南院，上海 200123；

检验科* 

15.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2. 上海长海医院 16.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3. 上海长征医院 17.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东院 

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18.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南院 

5. 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19.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6.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北院 20.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7.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21.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西院 

8.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西院 2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9.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23.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本部 

10. 上海市胸科医院 24.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11.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25.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12.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26.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13.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南院 27.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医院 

14.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53



 

作者简介：慎慧（1982-），女，博士，主管技师，主要从事临床微生物实验诊断、真菌耐药性监测、真菌与宿主相互作用研

究及真菌感染疾病实验室早期诊断研究。E-mail：shenhui0712@163.com  

通信作者：吴文娟，女，主任技师，E-mail：wwj1210@126.com 

作者简介：慎慧（1982-），女，博士，主管技师，主要从事临床微生物实验诊断、真菌耐药性监测、真菌与宿主相互作用研

究及真菌感染疾病实验室早期诊断研究。E-mail：shenhui0712@163.com  

通信作者：吴文娟，女，主任技师，E-mail：wwj1210@126.com 

本文受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系统重点学科建设资助计划（PWZxk2017-09）、上海市市级医疗卫生优秀学科带头人培养资助计

划（2017BR03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472032）。 

 

 

 

 

 

 

 

 

 

 

 

 

 

 

 

 

 

54

mailto:wwj1210@126.com
mailto:wwj1210@126.com


 

11 

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2017 年深圳市儿童医院临床细菌分布及耐药性监测 

  孟青 1    

1．深圳市儿童医院     深圳     518038 

目的：为了解深圳地区儿童临床分离菌的菌种分布及耐药性情况。方法：对深圳市儿童医院 2017 年

临床分离细菌进行统计分析，细菌药敏试验采用纸片扩散法和自动化仪器法，结果按CLSI 2016 版[1]判读，

对实验结果的数据使用 whonet5.6 软件进行分析统计。结果：2017 年 1 月-12 月我院临床分离细菌共 10 487

株，其中革兰阳性球菌 4 092 株（占 39.02%），革兰阴性杆菌 4 269 株（占 40.71%），革兰氏阴性球菌 2 

138 株（占 20.39%）。呼吸道分离菌株最多（占 71.58%）。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耐药率较低（0.3%），对

红霉素和四环素耐药率较高（大于 90%）；金葡菌(SA)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CNS)中甲氧西林耐药株的

检出率分别为 34.7%和 78.8%，其中甲氧西林耐药株（MRSA 和 MRCNS）对大多数测试药的耐药率均显

著高于甲氧西林敏感株；屎肠球菌比粪肠球菌对大多数受试药物更耐药；肺炎链球菌、葡萄球菌、粪肠球

菌和屎肠球菌均未检出万古霉素或利奈唑胺耐药株。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产 ESBLs 菌株分别占 46.8%

和 41.1%，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替坦、亚胺培南、厄他培南和阿米卡星的耐药率菌较低（低

于 3%）；沙门菌属对氨苄西林和氨苄西林舒巴坦耐药率较高（分别为 82.3%和 68.7%），未检出碳青霉烯

耐药株；铜绿假单胞菌和鲍曼不动杆菌对受试药物耐药率均较低，但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有 11%的中

介率。卡他莫拉菌和流感嗜血杆菌产 β 内酰胺酶的比例分别为 98.8%和 54.6%，有 4.6%的流感嗜血杆菌为

β 内酰胺酶阴性氨苄西林耐药，且有 6.9%的流感嗜血杆菌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耐药。结论：我院 2017 年

临床分离菌的菌种分布和耐药谱同其他医院有所差异，未来应持续监测我院细菌耐药情况，为我院临床儿

科医生提供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参考依据，同时继续加强医院感染防控措施，遏制耐药菌的产生与流行播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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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2016-2017 年湖南省永州市中心医院细菌耐药性监测 

  刘艳君 1    

1．湖南省永州市中心医院     永州     425000 

目的 了解湖南永州市中心医院 2016 年-2017 年临床分离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和耐药性。 方法 

采用纸片扩散法或自动化仪器法按统一方案进行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按 CLSI 2016 版判断结果。 结果 

收集 2016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临床分离菌共 6354 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4876 株，占 76.3%，革兰阳性菌

1478 株，占 23.7%。排在前五位的分离菌株依次为大肠埃希菌(33%)、克雷伯菌属(17%)、金黄色葡萄球菌

(9.6%)、不动杆菌属(8.6%)、铜绿假单胞菌(7.4%)。MRSA 的检出率为 33.8%，MRSCN 的检出率为 76.4%。

甲氧西林耐药株(MRSA 和 MRCNS)对绝大多数测试药的耐药率均显著高于甲氧西林敏感株(MSSA 和

MSCNS)。未检出耐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的葡萄球菌。肠球菌属中粪肠球菌对多数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显著

低于屎肠球菌，未检出对耐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的肠球菌。儿童分离株对青霉素的耐药率（20.8%）略高于

成人分离株（13.3%）。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的 ESBL（+）的检出率为 48%、35.8%，大多数肠杆菌

科细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仍高度敏感，耐药率低于 4%。CR-KP 检出率为 18.8%，CR-ECL 的检出率为

14.5%，有上升趋势。鲍曼不动杆菌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 76.4%和 78.6%。 结论 细菌耐

药仍然严峻，要加强细菌耐药监测工作、院感控制和临床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 作者：刘艳君 单位：湖

南省永州市中心医院检验科 邮编：425000 联系电话：1357461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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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壁报交流 

医院获得性和社区获得性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蛋白组分析揭示二者各自独特          

毒力网络 

  何磊 1     孟红委 1     刘倩 1     李敏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检验科     上海市     200127 

Background Staphylococcus aureus (S. aureus or SA) is a leading cause of healthcare-associated (HA-) and 

community-associated (CA) infection. HA-SA isolates usually cause nosocomial pneumonia and catheter-relate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etc, while CA-SA isolates generally cause highly fatal diseases, such as SSTIs, due to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HA-SA isolates showed strong adherence to host epithelial cells, while CA-SA isolates 

displayed higher virulence. Thus, the aim was to characterize the proteomic difference between HA-SA and CA-

SA lineage. Methods The extracted peptides from those representative strains were analyzed by LC-MS/MS. The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 was constructed by bioinformatics and their expressions were verified by RT-

PC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We demonstrated that Agr system (AgrA and AgrC) and its interactive factors (PhoP, 

SrrB, YycG, SarX, SigB and ClpP) based on the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 were expressed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epidemic Chinese CA-SA ST398 compared to HA-SA ST239 by LC-MS/MS. We further verified 

their increased transcription in ST398, suggesting their role in the acute infection of CA-SA. Moreover, surface-

related proteins (FnbpA, SpA, Atl, ClfA, IsaA, IsaB, LtaS, SsaA and Cna) that are repressed by the Agr system 

have significantly higher expression in the epidemic ST239 in comparison to ST398 by LC-MS/MS. Furthermore, 

we confirmed th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two important adhesive proteins (Atl and ClfA) in ST239 by 

Western blot,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durative infection of HA-SA.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different proteomic profile, at least partially, contribute to the pathogenic differences between HA-SA and C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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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以亚胺培南为基础的对携带 KPC-2 肺炎克雷伯菌体外联合药敏研究 

  郝敏 1     秦晓华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     200040 

目的：观察亚胺培南与替加环素、多粘菌素 E、阿米卡星、环丙沙星、利福平、头孢他啶、厄他培南、

克拉维酸联合用药对携带 KPC-2 的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的体外抗菌作用。方法：选取复旦大

学附属华山医院 2014 年-2015 年分离的 10 株携带 KPC-2 的肺炎克雷伯菌，检测其对 16 种常用抗菌药物

的最低抑菌浓度（MIC）。采用棋盘稀释法进行联合药敏实验，计算部分抑菌浓度指数（FIC）判定联合效

果。采用体外杀菌曲线验证棋盘稀释法药敏试验结果。结果：10 株菌株对多粘菌素 E 和替加环素仍保持较

好敏感性。棋盘稀释法结果所有联合方案均未见拮抗作用。亚胺培南与克拉维酸联合协同比例最高，紧随

其后的是亚胺培南与厄他培南联合，其次为亚胺培南与头孢他啶或利福平联合。经体外杀菌曲线验证，亚

胺培南联合克拉维酸、利福平或头孢他啶确有协同作用。结论：亚胺培南联合头孢他啶、利福平或克拉维

酸都可作为临床上治疗携带 KPC 的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备选方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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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壁报交流 

一株新型噬菌体 PD-6A3：可以拯救被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人类细胞       

和小鼠 

  吴敏乐 1     石毅 1    

1．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上海市     200081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nosocomial infections caused by multidrug-resistant (MDR)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A. baumannii) have raised concerns in public health. Bacteriophages (also called “phages”) could be considered as 

a potential alternative to meet the challenges. Here we isolated 14 strains of bacteriophages against A. baumannii 

from hospital sewage, the cocktail which contains all the 14 bacteriophages could totally lyze 54.0% of the 552 

clinical MDR A. baumannii strains, and we chose the one with relatively broad host range, named vB_AbaP_PD-

6A3 (PD-6A3 for short), for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D-6A3 is a novel phiKMV-like bacteriophage with strong 

lytic activity and could kill 32.4% (179/552) of clinical MDR A. baumannii isolates but could not kill other species 

of bacteria. It exhibits a wide range of thermal and pH stability, shows rapid adsorption (adsorption rate reached 

above 90% within 5 min), and has a shorter latent period (within 20 min) than that of ordinary phages (40-60 min), 

and a larger burst size (129 PFU/cell) compared with other Acinetobacter phages. The optimal MOI of phage PD-

6A3 infecting the host cells was 0.1, suggesting its strong lytic activity. Phage PD-6A3 has no detectable 

cytotoxicity to HEK293T or THP-1 cells as determined by CCK-8 assay. In vivo study indicated that phage PD-

6A3 administered intranasally can effectively rescue mice from lethal A. baumannii sepsis without deleterious side 

effects. These characteristics reveal the promising potential of phage PD-6A3 as an attractive candidate to control 

A. baumannii-associated nosocomial inf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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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一株具有广泛裂解抗鲍曼不动杆菌活性的新型噬菌体裂解酶：Ply6A3 

  吴敏乐 1     石毅 1    

1．上海市第四人民医院     上海     200081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is a non-fermentative, gram-negative bacillus which can be universally found in nature 

and it’s a conditional pathogen that can cause nosocomial infection, bacteremia,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secondary 

meningitis, surgical site infection, and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In the past decade,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has been proved to be one of the major pathogens causing hospital-acquired infection. The antibiotic 

resistance ability is rapidly developed because of the acquisition of plasmids, transposons, and integrons with genes 

responsible for the resistance capabilities. According to CHINET surveillance from China, A. baumannii accounts 

for 10.77% of all isolates, which is second only to E. coli and Klebsiella pneumoniae. The majority of them is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MDR-AB is resistant to nearly all accessible antimicrobials. Therefore, developing new 

tools to effectively manage A. baumannii infections is of great urgency. Bacteriophage endolysin, which the phages 

use to digest the host bacterial cell wall to release the progeny phages, has sparked an interest in its promising 

therapy potentials. Given its working mechanisms, developing resistance is a low probability event for endolysin. 

Hence, if more endolysins with strong lytic ability and great thermal stability can be found, they will help fight 

against multidrug-resistant (MDR) bacteria. In a previous study, we isolated and characterized phage PD6A3, a 

virulent phage targeting the MDRAB strain. We found that phage PD6A3 could produce large, clear plaques on the 

lawn of its host, which signified that phage PD6A3 endolysin has strong lytic function. The 240 non-duplicate 

clinical A. baumannii isolates and clinical P. aeruginosa, E. coli, K. pneumonia. S. aureus. E. faecium each 

comprising 40 isolates are from 7 different hospitals in Shanghai, China. Isolates were isolated between 2014 and 

2017, which was identified using Vitek 2 compact system (Biomerieux, France). E. coli DH5α and E. coli BL21 

(DE3) cells bought from TransGen Biotech. China. Genomic DNA from phage PD6A3 was extracted using a rapid 

extraction kit for lambda phage genome DNA (BLKW, China). The Ply6A3 endolysin encoding gene was amplified 

with primers and PrimeSTAR HS DNA polymerase kits (TaKaRa, China). The PCR products were resolved in a 1% 

agarose gel then purified and linked into a pCold-SUMO expression vector, which was derived from pET-28a vector, 

comprising a 6xHis tag and SUMO tag fused to the N-terminus of the multiple cloning site at the XhoI and HindIII 

sites. The recombinant expression vector, pCold-SUMO-ply6A3 was transformed into E. coli DH5α cells. After 

confirmation by restriction enzyme digestion and sequence analysis, the correct plasmids were transformed into the 

BL21(DE3) cells for expression of the protein. The expression, purification, and cleavage samples were subjected 

to 12% SDS-PAGE and transferred to polyvinylidene fluoride (PVDF) membranes. The membranes were incubated 

with anti-his antibody followed by peroxidase-affiniPure goat anti-mouse IgG. We extracted the peptidoglycan of 

A. baumannii cell wall to text whether the Ply6A3 could lyse peptidoglycan, the negative control is PBS, the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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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is lysozyme. The cytotoxicity of Ply6A3 to HEK293T and THP-1 cells was measured by the method of 

CCK-8. The lytic activity of the Ply6A3 protein against the 440 clinical isolates were determined by a plate method. 

To test the optimal reaction thermal of ply6A3, the ply6A3 was incubated at 22, 27, 32, 37, and 42℃ pH 7 for 30 

minutes. For the pH assay, the mixture was incubated at 5.5, 6.0, 6.5, 7.0, 7.5, 8.0 and 8.5 pH 37℃ for 30 minutes. 

The active unit is defined as the reciprocal definition of the dilution of 37°C, 30min, which can reduce the turbidity 

of the bacterium by 50%. The ability of Ply6A3 to confer protection against AB32 was evaluated using a mouse 

sepsis model. In our study, we identified and characterized a new phage endolysin with strong effects against A. 

baumannii both in vivo and vitro. The final concentration of Ply6A3 after purification and concentration was 3.9 

mg/ml. We used 440 clinical bacteria strains which collected from 7 different hospitals to text the lysis spectrum of 

Ply6A3, then found it could not only lyse MDR-AB, but also lyse other PDR-AB, even could lyse other bacteria 

species such as MRSA. The results of our research showed that Ply6A3 has several qualities that meet the criteria 

for a potential antimicrobial agent. It remained stable under a wide range of temperatures and pH conditions, and it 

has no apparent toxicity against HEK293T and THP-1 cells. The results of the Antimicrobial rate and activity of 

Ply6A3 assay revealed that it was able to lyse AB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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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口头发言 

2017 年 ISPED 全国儿童细菌感染及耐药监测 

  付盼 1     王传清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目的 了解目前我国儿童细菌感染和耐药现状 方法 菌株资料来源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国

内 10 所三级甲等儿童教学医院，细菌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采用仪器法及 KB 纸片法，肺炎链球菌青霉素

药物敏感试验采用 E-test 法，结果判断采用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CLSI）2016 年判断标准。不同

年龄组（新生儿组和非新生儿组）、不同来源分离株耐药率采用 WHONET5.6 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结

果 共对 67774 临床分离株进行监测，其中革兰阳性菌占 42.1%（28437 株），革兰阴性菌占 57.9%（39337

株），前 6 位分离株分别是：大肠埃希菌 8906 株（13.1%）、肺炎链球菌 8354 株（12.3%）、金黄色葡萄

球菌 6976 株（10.3%）、流感嗜血杆菌 6515 株（9.6%）、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5618 株（8.3%）、肺炎克

雷伯菌 5438 株（8.0%）。肠肝菌科中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CRE）的比例高达 9.8%（1944/19843），其

中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菌比例最高（65.1%，1266 株），其次为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20.7%,403

株),新生儿组 CRE 比例为 16.9%（521 株），显著高于非新生儿组 8.5%（1423 株）。此外，耐碳青霉烯类

的鲍曼不动杆菌（CR-ab）及耐碳青霉烯类的铜绿假单胞菌（CR-pae）的比例分别为 51.4%（1355 株）和

21.9%（600 株），其中新生儿组和非新生儿组 CR-ab 的比例分别为 25.0%（115 株）和 57.0%（1240 株），

CR-pae 的比例分别为 32.6%（74 株）和 20.9%（526 株）。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在新生

儿组和非新生儿组中均有检出，分别为 21.6%（334 株)和 28.9%（1566 株)。在非脑膜炎来源肺炎链球菌分

离株中，青霉素不敏感菌株在两年龄组分别占到 38.8%（19 株)和 24.3%（2013 株)，流感嗜血杆菌?-内酰

胺酶阳性检出率在两组中均较高，分别为 45.7%（63 株)和 56.6%（3608 株) 结论 我国儿童细菌耐药应引

起高度重视，新生儿组 CRE 的比例显著高于非新生儿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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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2015-2017 年上海市松江区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的耐药监测研究 

  王艺翔 1     彭敬红 1    

1．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上海     201600 

目的 了解鲍曼不动杆菌在医院感染现状及耐药性差异，为有效预防及治疗医院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提

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某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就诊患者送检标本中分离的 378 株鲍曼不动杆菌

资料。结果 378 株鲍曼不动杆菌主要分离自重症监护室（ICU；176 株，46.56%），其次是内科（127 株，

33.60%）和外科（35 株，9.26 %）；主要标本类型为痰标本（76.25%）。9 种常用抗菌药物的药敏结果显

示，ICU 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敏感率均<15%；明显低于内科（<60%）和外科病区(<40%)。结论 不同病区

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差异较大，ICU 分离株耐药性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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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书面交流 

某院鲍曼不动杆菌临床分布与耐药性分析 

  刘军 1     吴毅凌 2     张国英 1     彭敬红 1    

1．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上海     201600 

2．上海市松江区疾控中心     上海     201600 

目的 了解鲍曼不动杆菌在医院感染现状及耐药性差异，为有效预防及治疗医院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提

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某院 2013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就诊患者送检标本中分离的 378 株鲍曼不动杆菌

资料。结果 378 株鲍曼不动杆菌主要分离自重症监护室（ICU；176 株，46.56%），其次是内科（127 株，

33.60%）和外科（35 株，9.26 %）；主要标本类型为痰标本（76.25%）。9 种常用抗菌药物的药敏结果显

示，ICU 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敏感率均<15%；明显低于内科（<60%）和外科病区(<40%)。结论 不同病区

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差异较大，ICU 分离株耐药性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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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临床分离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耐药及播散机制研究 

  孔娜娜 1     魏取好 1     李刚 2     杨传信 1     肖林林 1     汪小桐 1     张龙 1     曹梅 1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南院检验科     上海     201499 

2．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检验科     上海      

研究背景 肺炎克雷伯菌是重要的社区和医院获得性革兰阴性机会致病菌，兼性厌氧，有丰富的荚膜，

常寄殖于人体皮肤、鼻咽部、肠道等处，可以导致患者发生肺炎、尿路感染、肝脓肿以及危及生命的血流

感染等。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具有抗菌谱广、杀菌活性强的特点，在临床治疗严重感染中具有难以替代的作

用，被誉为针对多重耐药革兰阴性菌的最后一道防线。随着这类抗生素在临床的广泛使用，碳青霉烯类耐

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在国内外多家医院的分离率逐年增加，给临床抗感染治疗带来极大的困难。 目

的 了解临床分离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特征、克隆分型、血清型等，并为进一步采取措施预

防及控制医院感染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收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临床非重复分离的 84 株碳青霉

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采用美国 BD 公司的 Phoenix 100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测定受试菌株对 19 种

抗菌药物的敏感性，多位点序列测定法(MLST)确定菌株克隆型，PCR 法检测常见碳青霉烯酶耐药基因

blaKPC、blaVIM、blaIMP、blaNDM、blaGES、blaVEB。WZI 序列测定法分析荚膜血清型。不同型别菌株

选择 1 株通过接合试验筛确定碳青霉烯耐药基因是否位于可接合性质粒上。 结果 84 株 CRKP 对头孢菌

素类、喹诺酮类、碳青霉烯类、青霉素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均大于 90%，对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的耐药率略低

（83.9%）。MLST 分型结果显示 84 株 CRKP 共有 8 种 ST 序列型（ST37、ST11、ST340、ST290、ST1396、

ST571、 ST1066、 ST15)，其中 ST290 型 40 株(47.6％)，ST11 型 29 株（34.5%），ST340 型 9 株，此外

ST15 型 2 株，ST37 型、ST1396 型、ST571 型、ST1066 型各 1 株。40 株 ST290 型 CRKP 荚膜血清学分型

均为 K21 型，来源于 ICU（34 株）和神经外科（6 株）。84 株 CRKP 中 90.47%(76/84)的菌株检出 blaKPC，

未检出 blaVIM、blaIMP、blaNDM、blaGES、blaVEB，40 株 ST290 中有 39 株检出 blaKPC。 6 种不同 ST

型(ST290、ST340、ST11、ST15、ST571、ST1066)CRKP 接合成功，接合子可赋予受体菌大肠埃希菌 J53

对碳青霉烯类和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耐药。 结论 本研究 CRKP 以携带 blaKPC 为主，位于可接合性质粒

上，赋予宿主菌对碳青霉烯类和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耐药。报道较少的 ST290 型为优势型别，提示 ST290

型存在局部克隆株播散，应引起临床的广泛重视，其局部播散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肺炎克雷伯

菌；多重耐药；碳青霉烯酶；MLST；血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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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2014 至 2017 年上海市某三甲医院铜绿假单胞菌临床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宋皓月 1    

1．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市     201620 

为了解我院铜绿假单胞菌（PAE）临床分离株的分布及耐药性特征，为临床抗菌药物合理应用提供依

据。本研究收集 2014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各科室送检的 PAE 培养阳性标本及其药敏数据，统计分析 PAE

与标本类型、病区、病人年龄和型别间的关系及其耐药谱特点。4 年间共分离 PAE 1218 株，数量呈逐年递

增，菌株主要分离自痰液（914 株，占 75.0%），其次为尿液（129 株，占 10.6％）。PAE 最常见于老年医

学科（44.9%）、重症监护病房（10.7%）和呼吸科（8.9%）。PAE 多分离于 60 岁以上人群，且以男性为

主。PAE 对各种临床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不超过 30%，但多重耐药菌的比例却平均达 34.1%，而广泛耐药

PAE 的检出率平均为 2.7%，且三者都呈逐年上升趋势。痰标本来源 PAE 对 β-内酰胺类、头孢菌素类、碳

青霉烯类、氟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率及其多重耐药菌株比例显著高于非痰标本来源菌株。本研究表明我院

PAE 分离率及耐药率呈逐年增长趋势，以老年医学科、重症监护病房、呼吸科及老年男性病人为主。因此，

应针对相应科室及人群加强院感防控措施，同时强化抗菌药物临床使用管理措施，预防和控制耐药菌株的

产生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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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 ESBLs 基因检测与可移动遗传元件分析 

  莫梢梢 1     费樱 1    

1．贵州医科大学     贵阳     550004 

研究背景 肺炎克雷伯菌(Klebsiella pneumoniae, Kpn)是革兰阴性肠杆菌科细菌，在机体免疫力低下时，

可引起下呼吸道、泌尿道及消化道等多部位感染，是临床分离及院内感染最常见的致病菌之一。由于抗生

素的不合理使用等原因，Kpn 多重耐药甚至广泛耐药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给临床抗感染治疗带来极大的困

难。超广谱 β-内酰胺酶(extended spectrum betalactamases, ESBLs)是 Kpn 产生的主要 β-内酰胺酶，是 Kpn 出

现多重耐药的重要原因。可移动遗传元件(mobile genetic elements, MGEs)可作为 β-内酰胺类耐药基因的载

体，使耐药基因在同种细菌甚至不同种细菌菌株间传递，是医院感染病原菌常见的耐药机制。近年来，Kpn

耐药基因与可移动遗传元件的相关性研究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然而产 ESBLs Kpn 耐药基因与可移动遗

传元件的相关性报道较少。目的 了解产 ESBLs Kpn 中 ESBLs 基因与 MGEs 标记基因的携带情况及其相关

性，为临床更加合理地使用抗生素提供理论和实验依据。材料与方法 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3 版)

要求进行细菌分离培养，采用 MicroScan WalkAway 96 plus 全自动细菌鉴定与药敏分析仪进行菌株鉴定、

耐药表型确认及药敏试验，必要时进行手工试验复核，药敏结果判断及耐药表型确认依据美国临床实验室

标准协会(CLSI)2016 版标准进行。产 ESBLs Kpn 是耐药表型为产 ESBLs 的 Kpn，非产 ESBLs Kpn 是耐药

表型既不是产 ESBLs、也不是耐碳青霉烯类的 Kpn。收集 2017 年 7 月-10 月从住院患者标本中分离出的产

与非产 ESBLs Kpn 非重复菌株各 100 株，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细菌基因组及质粒 DNA 提取，采用 PCR

及序列分析法分析细菌中 4 种 ESBLs 基因(SHV-12、TEM、CTX-M、OXA)和 8 种 MGEs 标记基因(IntI1、

IS26、ISEcp1、merA、tnp513、tnpU、traA、trbC)，并对检测结果作指标聚类分析。结果 产 ESBLs Kpn 中，

ESBLs 基因阳性率高达 100%，基因 TEM、CTX-M 阳性率明显高于非产 ESBLs Kpn 的阳性率(P<0.05)；

MGEs 标记基因 IS26、ISEcp1、traA、trbC 和 intI1 的阳性率均高于非产 ESBLs Kpn 的阳性率(P<0.05)；同

时检出 ESBLs 基因与 MGEs 标记基因的检出率明显高于非产 ESBLs Kpn 的检出率(P<0.05)；基因 SHV-12、

OXA 与 MGEs 基因 tnpU、tnp513、merA、intI1 相关联，基因 TEM、CTX-M 与 MGEs 基因 ISEcp1、IS26、

traA 相关联。产与非产 ESBLs Kpn 均没有只检出 MGEs 标记基因的菌株。讨论 产 ESBLs Kpn ESBLs 基因

和 MGEs 标记基因携带率高，两者存在相关性，可能是产 ESBLs Kpn 出现多重耐药的重要原因；MGEs 标

记基因在 Kpn 中可能不是单独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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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第 2 类整合酶催化基因盒整合和剪切效率关键位点的初步研究 

汪小桐 1，肖林林 1，孔娜娜 1，张龙 1，曹梅 1，魏取好 1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南院检验科 

通信作者：魏取好；国家自然基金项目（81572034） 

研究背景：整合子可通过位点特异性重组捕获与表达外源性基因盒，在细菌耐药性产生和播散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但其具体的反应和调控机制还不明确，功能性第 2 类整合子的发现改变了传统认为第 2 类整

合酶无功能的观点。目的：本研究拟对第 2 类整合酶催化基因盒整合和剪切的关键位点进行研究，确定影

响整合酶活性的关键位点，为明确整合子捕获耐药性基因盒的反应和调控机制提供线索。方法：通过构建

含基因盒 sat2 和 attI2-dfrA14 片段的质粒 pACIa，及可在 IPTG 诱导下高表达第 2 类整合酶蛋白的质粒

pIntI2MD，建立实时定量 PCR 检测第 2 类整合酶介导基因盒 sat2 剪切与整合效率的体系。使用随机突变

试剂盒构建第 2 类整合酶随机突变文库，挑选 564 株单克隆增菌后煮沸制备基因组模板，运用实时荧光定

量 PCR 对突变整合酶整合与剪切 sat2 基因盒的效率进行筛查，对相对与野生型第 2 类整合酶蛋白整合与

剪切频率发生变化的菌株通过测序确定整合酶突变位点，并对突变位点进行分析，确定第 2 类整合酶催化

基因盒整合和剪切的关键位点。结果：成功构建实时定量 PCR 检测第 2 类整合酶介导基因盒 sat2 剪切与

整合效率的体系。通过实时定量 PCR 对 564 株突变体基因盒剪切与整合效率进行检测分析，发现相对于

野生型，46 株突变株重组效率发生改变，其中 43 株整合和剪切效率降低，3 株整合或剪切效率略有增加，

改变均在 4 倍以内，测序结果显示整合和突变效率明显降低的主要发生在 91、221、232、278 位置上，并

引起相应氨基酸的改变。结论：通过随机突变对第 2 类整合酶蛋白影响整合和剪切频率氨基酸位点进行初

步研究，第 2 类整合酶蛋白 91、221、232、278 位氨基酸的改变可影响其整合和剪切基因盒的效率，为可

能的关键活性位点，第 2 类整合酶蛋白突变体整合和剪切基因盒效率降低的具体机制及空间构象的改变有

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整合子；基因盒；随机突变；实时荧光定量 PCR；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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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书面交流 

呼吸衰竭患者下呼吸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监测 

  徐伟红 1     徐斌 1     孙晴 1     姚怡婷 1     贾亦斐 1     陈艾萍 1     王立平 1     胡永奇 1     盛慧明 1    

1．上海市同仁医院     上海     200336 

Abstract:Introduction:The RICU patients regularly experience the ill effects of the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along with the respiratory failure. The RICU patients with the respiratory failure are characterized by severe disease, 

poor 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many complications, long hospital stays, and susceptibility to drug drug-resistance 

bacteria, and mixed bacterial infection.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comprehend the mechanism of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in RICU. In this study, the pathogenic bacteria distribution in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and 

the drug resistance monitoring of the RICU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were investigated, therefore,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empirical anti-infective treatment of clinicians and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Objective: 

The analysis of the pathogenic bacteria distribution in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and the drug resistance monitoring of 

the patients with the respiratory failure. Methods: The sputum samples of the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admitted in Respiratory Intensive Care Unit (RICU) were collected. The strain identification and the drug sensitivity 

test were executed utilizing the BioMerieux bacteria identification and the drug sensitivity analyzer. The SPSS 

software was utilized for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utcomes: An aggregate of 450 strains of pathogens were 

segregated, and the Gram-negative bacteria were dominant, making it a 68.2% (307), likewise, the Gram-positive 

bacteria making it 11.6% (52) and the fungi accounting for 20.2%. Gram-negative bacteria had a lower resistance 

rate to the imipenem, cefoperazone/sulbactam, piperacillin/tazobactam, and amikacin, however, no Methicillin-

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 (MRSA) and Methicillin Resistant Coagulase Negative Staphylococcus 

(MRCNS) with resistance to linezolid, vancomycin and teicoplanin were discovered; the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MRSA and Aspergillus infection rate and mixed culture ratio of patients 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under 

th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were extremely higher as compared to the patients without mechanical ventilation 

(p<0.05). Conclusion: The outcomes of the investigation demonstrated that the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Klebsiella 

pneumoniae, Escherichia coli, Enterobacter cloacae and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and other gram-negative 

bacilli have continuously showed up in the pathogen spectrum of the respiratory failure with infection, the first four 

of which are significantly sensitive to imipenem, cefoperazone/sulbactam, amikacin and piperacillin/ tazobactam, 

while they have a higher drug resistance rate to the quinolones, three- and four-generation cephalosporin and 

sulfonamides; it might be identified with the wide utilization of the fluoroquinolones and the β-lactam antibiotics 

and bacterial enzyme. In this investigation, the Klebsiella pneumoniae and the Escherichia coli produced ESBLs 

effortlessly, and Escherichia coli had the most noteworthy generation rate. The resistance rate of amikacin to gram-

negative bacteria has been kept at a low level, possibly as a result of the less use of the aminoglycoside 

antimicrobials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In this investigation, the gram-positive bacteria cultured for RICU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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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respiratory failure and infection were drug- resistance bacteria, MRSA, MRCNS and VRE; linezolid, 

vancomycin, and teicoplanin still had high sensitivity to MRSA and MRCNS. Vancomycin is still the preferred 

drug for the MRSA and MRCNS-infected patients with the normal renal function. Sulfamethoxazole/trimethoprim 

had low resistance rate to the MRSA and MRCNS, possibly in light of the fact that this medication is at times 

connected in significant healing facilities. In this examination, 6.67% of MRSA was CA-MRSA, which was lower 

as compared to the foreign patients, possibly because various patients with the CA-MRSA infection are less severe 

and do not enter the RICU. In this investigation, 1 strain of VRE was sensitive to linezolid, and linezolid was 

efficient in case of the VRE. In this investigation, the fungal infections in RICU were fundamentally the Candida 

mycoderma bacteria and Aspergillus, which regularly prompts the mixed infection with the gram-negative bacteria. 

The outcomes of this investigation demonstrated that the incidence rate of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MRSA, 

andAspergillus in the respiratory failure patients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was extremely higher as compared to 

the patients without the mechanical ventilation, and the mixed culture ratio of the forme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as compared to the latter. It might be on account of patients with mechanical ventilation have poor general 

circumstances, numerous chronic underlying diseases, longer hospital stay, repeated infection and long-term 

application of broad-spectrum antimicrobial drug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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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书面交流 

2015-2017 年上海市同仁医院细菌耐药性监测 

  孙晴 1     徐伟红 1    

1．上海市同仁医院     上海     200336 

一、研究背景 由于临床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耐药克隆菌株的传播，使得细菌耐药率上升成为临

床抗感染治疗的难题。 二、研究目的 为了解上海市同仁医院临床分离菌株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性现状，

对 2015-2017 年分离的 6117 株非重复菌株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进行回顾性分析 三、材料和方法 采用

梅里埃 VITEK-2 COMPACT 进行细菌鉴定，自动化仪器法结合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使用 WHONET 

5.6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药敏结果判断标准参照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 CLSI m100S 27th 版。 四、

结果 6117 株临床分离菌，革兰阳性菌 2122 株（34.69%），革兰阴性菌 3995 株（65.31%）。分离菌株分

布居前 5 位分别是大肠埃希菌（16.0%）、金黄色葡萄球菌（13.0%）、鲍曼不动杆菌（11.0%）、肺炎克

雷伯菌（11.0%）和铜绿假单胞菌（9.0%）。 不同标本来源分布：呼吸道标本前 3 位为鲍曼不动杆菌（21%）、

金黄色葡萄球菌（18%）、铜绿假单胞菌（15%）；血液标本前 3 位为大肠艾希氏菌（17%）、表皮葡萄球

菌（15%）、人葡萄球菌（11%）。尿液标本首位为大肠埃希菌（41%）。伤口分泌物标本以金黄色葡萄球

菌 21.7%及大肠埃希氏菌 18.7%为主。 MRSA 和 MRCNS 的检出率分别为 70.4%（555/789）和 82.7%

（304/368）。屎肠球菌万古霉素耐药率 5.0%（11/220）。粪肠球菌利奈唑胺耐药率 1.90%（6/315）。 大

肠埃希菌、克雷伯菌属和奇异变形杆菌产 ESBL 株平均检出率分别为 57.0%（543/953）、61.7%（435/705）

和 51.5%（70/134）。耐碳青酶烯类抗生素菌株，肺炎克雷伯菌（CRKP）检出率为 44.5%（299/672），大

肠埃希菌检出率为 1.7%（16/953）。XDR 菌株,鲍曼不动杆菌 3.56%(24/674), 肺炎克雷伯菌 5.98% (40/669),

铜绿假单胞菌及大肠埃希氏菌中均未检出。 五、讨论 2015-2017 年本院细菌对抗菌药物耐药率仍居高不

下， MRSA（70.4%）、MRCNS（82.7%）均高于 2016 年上海市细菌耐药性监测水平 MRSA（48.8%）、

MRCNS（80.5%），屎肠球菌 VRE（4.5 %）也显著高于 2016 年上海市 VRE（0.9%），需引起重视。本次

未发现万古霉素耐药葡萄球菌。共分离肠球菌 567 株，其中屎肠球菌检出 VRE 11 株（2015 年分离 4 株，

2016 年分离 3 株，2017 年分离 4 株），VRE 呈散发状态。VRE 常见耐药基因型有 vanA、vanB、vanC 等 

9 型，以 vanA 和 vanB 为主。我院 VRE 基因型其中 6 株基因型属于上海地区发现的 VanM，另外 5 株

为 vanA。分离部位除脑脊液及血液各 1 株，其余 9 株均分离自尿液。 耐碳青酶烯类总耐药率，CRKP、

铜绿假单胞菌（CRPA）、鲍曼不动杆菌（CRAB）分别为 44.5%、51.25%、75.77%，高于 2016 上海市细

菌耐药性监测平均水平 23.6%、30.4%、62.0%。2015-2017 年 CRKP 分别为 27.5%、49.3%、53.0%，呈逐

年上升态势。而 CRAB 三年分别为 71.3%、69.3%、80.8%，其中 2017 年出现显著上升。 可见，我院耐药

形势严峻，做好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耐药菌的传播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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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壁报交流 

中国上海成人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分子生物学特征的变化 

  黄芊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     200120 

Background: Staphylococcus aureus (S. aureus) is a globally prevalent pathogen and can cause a multitude of 

diseases. Currently, there is limited information characterizing the timely updated epidemiology, which is essential 

for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his pathogen.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prevalence,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and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profiles of S. aureus in a central teaching hospital in shanghai 

over time. Methods: A total of 1119 S. aureus isolates collected from Huashan hospital in 2011 and 2015 were 

subjected to antibiotic analysis and molecular typing, including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and staphylococcal 

protein A gene typing. Results: In genotyping aspects, ST5 gradually replaced ST239 and become the most frequent 

clones among all of the S. aureus isolates. Reasons could be explained partly by which in ST239, spa t037 with 

weaker survival abilities displaced the stronger spa t030. While in ST5, one kind of spa t002 evolved into three 

kinds of spa types(t002,t2460,t311). In addition, this study identified ST239 and ST5 isolates presented higher 

resistance rates to erythromycin, gentamycin, clindamycin compared to other isolate types. Finally, ST1 was found 

to be more relevant to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in recent years. Conclution: Continual survillance of clinical S. aureus 

isolates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n effective strategy against its infection in the hospital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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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儿科患者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机制研究 

  刘婧娴 1     阿旺穷吉 2     刘瑛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上海     200092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上海     200092 

背景 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arbapenem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CRKP）是严重威胁人

类健康的多重耐药菌之一。近年，儿科患者中 CRKP 的检出率逐渐上升，但是此类人群中所流行的 CRKP

耐药特点报道相对较少，相关的流行病学数据有待完善。 目的 探讨分离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

医院儿科患者 CRKP 的耐药机制，为儿科患者 CRKP 感染的抗菌药物合理使用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 2010-

2016 年新华医院儿科患者临床标本中分离到的非重复 CRKP 菌株，复苏后采用 MALDI-TOF MS 进行菌株

鉴定复核。采用 K-B 法联合 Vitek Compact 全自动药敏分析系统对实验菌株进行药敏试验。采用煮沸法提

取菌株 DNA，PCR 及基因测序方法检测 KPC、NDM、IMP、VIM、GES、OXA 等常见碳青霉烯酶基因。

结合菌株临床信息，对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2009-2016 年我院儿科患者临床标本中共分离到 197

株 CRKP，主要来自于痰液、尿液、分泌物及血液。197 株 CRKP 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及厄他培南的耐

药率分别为 93.4%、95.9%和 100%，对大部分头孢类抗菌药物耐药率达 100%，对喹诺酮类的耐药率也较

高，但对氨基糖苷类及磺胺类抗生素仍保持较高的敏感性。儿科患者 CRKP 对碳青霉烯类耐药机制主要为

产 KPC-2 酶，其次为 NDM-5 和 NDM-1。此外，本研究还检出 13 株携带 IMP-4，5 株携带 OXA-232 基因

的菌株，这些菌株多同时携带两种甚至两种以上耐药基因。我院自 2010 年在儿科患者中分离到 CRKP 以

来，CRKP 在儿科患者中检出率逐年上升，菌株所携带的耐药基因种类也越来越多样化，检出 CRKP 的患

儿分布于 11 个不同科室，其中以儿童重症医学科检出率最高。 讨论 肺炎克雷伯菌是导致医院内感染的

最常见的条件致病菌之一。近年来，随着临床上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广泛应用，CRKP 分离率逐年增加。

CRKP 所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具有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等特性，由于儿童患者的自身免疫力较低，更容易感

染 CRKP，而此类菌株通常呈多重耐药，这给临床抗感染治疗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本研究显示目前 CRKP

在儿科患者中的流行情况日趋严峻，且耐药程度高，相关感染治疗可选择的药物较少。我院分离自儿科患

者的 CRKP 菌株所携带的碳青霉烯酶基因以 KPC-2、NDM-1 及 NDM-5 基因为主。CRKP 的在儿科病区流

行区域广泛，对于 ICU 等检出率高的科室应积极加强感控措施，以防此类耐药菌进一步播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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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分离自住院患儿产 NDM 型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李媛睿 1     刘婧娴 1     俞静 1     朱威南 1     刘瑛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研究背景 随着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广泛使用，肺炎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逐年上升。

2009 年首次从肺炎克雷伯菌中发现Ⅰ型新德里-金属-β-内酰胺酶（New Delhi metallo β-lactamase-1，NDM-

1）以来，至今已发现 16 种类型的 NDM 碳青霉烯酶，此类酶能介导细菌对多种抗生素高度耐药。由于儿

童免疫力低下，一旦感染产 NDM 酶肺炎克雷伯菌将严重威胁患儿的健康，因此，了解此类菌株在儿科患

者中的流行特点，有助于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控制措施，防止其流行播散。 研究目的 了解分离自住院患儿

产 NDM 型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分离株的分子流行病学特点。 材料和方法 收集 2013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住院患儿的非重复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arbapenem 

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CRKP）；采用 PCR 方法扩增 NDM 型碳青霉烯酶基因，并对阳性产物进

行 DNA 测序；对产 NDM 酶菌株进行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并利用 BioNumerics 软件进行分型；比

较不同型别菌株患儿的临床特征。 结果 93 株 CRKP 中共有 42 株产 NDM 酶，其中 23 株产 NDM-1 酶，

19 株产 NDM-5 酶。产 NDM 酶 CRKP 分为 14 个 PFGE 型别（A 型～N 型），其中 A 型、M 型和 N 型为

优势型别，占菌株总数 69%（29/42），其余 11 型为非优势型别，占菌株总数 31%（13/42）。A 型菌株

（24%，10/42）均产 NDM-1 酶，M 型菌株（17%，7/42）以产 NDM-5 酶为主，N 型菌株（29%，12/42）

均产 NDM-5 酶，其余 11 个型别菌株（31%，13/42）以产 NDM-1 酶为主。优势型别组菌株主要在儿科 ICU

流行，而非优势型别组菌株在儿科各病区散发分布。优势型别组患儿在入院 48 h 后发生感染率、留置引流

管比例和 ICU 住院时间均高于非优势型别组患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儿的年龄、性别、

抗生素使用和预后等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讨论 分离自住院患儿产 NDM 酶 CRKP 的碳青

霉烯酶类型以 NDM-1 和 NDM-5 多见，PFGE A 型、M 型和 N 型为优势型别，优势型别在儿科 ICU 存在

小范围播散。优势型别组和非优势型别组患儿临床特征有统计学差异，留置引流管和入住 ICU 病区的患儿

更容易发生产 NDM 酶 CRKP 的感染和传播。临床微生物实验室需对入住 ICU 或接受侵入性操作的患儿常

规开展产 NDM 酶 CRKP 的监测工作，儿科重症病区的医护人员可根据监测结果，依据 WHO 指南加强感

染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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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全基因组测序法分析致伤口感染犬巴斯德菌的耐药基因 

  薛玉芹 1     黄韵 1     张正银* 1     金英 1    

1．上海浦东新区浦南医院     上海     200125 

目的：报道本院收治的因接触导致的伤口犬巴斯德菌感染病例。方法：回顾性分析本院于 2017 年 8 月

3 日收治的一例 30 岁女性因犬咬伤致双足及右前臂软组织及皮肤撕裂伤，右足肿胀明显，有脓液渗出。辅

助检查：白细胞计数 8.0×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70%，CRP 42mg/L,ESR 40mm/h。采集脓液送细菌培养，

当日行清创 VSD 引流术，经验用药头孢呋辛钠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结果：脓液送检 24h 后，血平板和

巧克力平板上可见湿润光滑、灰白色不溶血菌落生长，麦康凯平板未见细菌生长。细菌氧化酶、触酶均为

阳性，镜下可见革兰阴性小杆菌或球杆菌。VITEK-2 COMPACT 微生物分析仪鉴定结果为犬巴斯德菌，可

信度 99%。该菌在 CLSI 上无 MIC 药敏折点叙述，故按照 CLSIM45 标准采用 K-B 纸片法进行操作和判读，

药敏结果为氨苄西林（25mm）,青霉素（27mm），阿莫西林克拉维酸（28mm），头孢曲松（33mm）,左氧

氟沙星（25mm）,红霉素（19mm）,复方新诺明（25mm）（注：括号内为抑菌圈大小），即本次分离到的

犬巴斯德菌体外药敏结果显示其对青霉素和阿莫西林克拉维酸敏感，对氨苄西林、头孢曲松、左氧氟沙星、

复方新诺明均非敏感，对红霉素耐药。临床结合药敏结果，更改头孢呋辛钠为青霉素钠，抗感染治疗有效。

因本次分离株药物敏感性与文献报道差异较大，为充分了解其耐药基因的存在状况和与耐药相关看家基因

的突变状况，对其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该基因组含有 18 种耐药基因，分别是 tuf2、MacB、mdtK、

tet35、hns、parE、parC、gyrA、rpoB、crp、basR、folp、gyrB、strA、dfrA3、cpxR、tet34，其中包括喹诺

酮类耐药决定区域（DNA 旋转酶和拓扑异构酶）编码基因 ParC、ParE、gyrA、、gyrB， 但未发现相关基

因突变。讨论：目前已被证实的革兰阴性杆菌喹诺酮类药物耐药机制分为两类，一类为细菌的 DNA 旋转

酶 Ａ亚单位和拓扑异构酶 ⅣＣ亚单位编码基因突变。其中 gyrA 基因第 83 位、87 位密码子和 ParC 基因

第 80 位、84 位密码子的突变是最常见的原因；另一类为由可移动遗传元件介导的喹诺酮类耐药相关基因

（qnrA 、qnrB 、qnrC 、qnrD 、qnrS 、aac(6’）-Ib-Cr 以及 qepA 基因。本菌株全基因测序未发现 aac（6’）

-Ib-Cr 、qnr、qepA 及其同源序列的存在，基因组中携带了 gyrA 和 ParC 基因，但未发现喹诺酮类耐药决

定区域基因突变。大多数巴斯德菌感染发生在与某种形式的动物接触的人群，随着宠物的流行，人类相关

感染可能会增加。通常认为巴斯德菌属对大多数抗生素敏感，随着抗生素的使用，其耐药性可以迅速发展，

应引起临床用药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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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书面交流 

白念珠菌磷酸泛酰巯基乙胺基转移酶蛋白 Ppt2 的制备 

  孟玲宁 1,2     刘锦燕 2     王钰婷 1,2     项明洁 1,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检验科     上海     200025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卢湾分院放免检验科     上海     200020 

研究背景：白念珠菌中辅酶 A 将磷酸泛酰巯基乙胺基转移给无活性的载体蛋白形成具有活性的全蛋白

的过程中需要一种磷酸泛酰巯基乙胺基转移酶 Ppt2 的催化作用，该酶在生物的代谢过程中必不可少，同时

此型别的 Ppt2 酶是真菌所特异的，不存在于哺乳动物中，使其成为一个理想的抗真菌药物新靶点。研究目

的:制备白念珠菌磷酸泛酰巯基乙胺基转移酶蛋白 Ppt2，用于后期荧光偏振法筛选靶点为 Ppt2 酶的临床药

物。材料与方法:以白念珠菌 BWP17 基因组 DNA 为模板，用 PCR 法扩增 PPT2 DNA 序列，与线性化载体

pET43.1a(+)通过同源重组连接，成功构建重组表达质粒 pET43.1a(+)/PPT2 后转化入大肠埃希菌感受态细胞

BL21（DE3），通过 IPTG 诱导重组蛋白表达，利用超声破碎法抽提蛋白 Ppt2 后离心收集上清和沉淀，通

过 SDS-PAGE 验证蛋白的可溶性。利用 Ni 柱和 akta-His 柱对上清的可溶性蛋白进行两次纯化，对洗脱馏

分透析富集目的蛋白。最后通过 Bradford 方法测得蛋白含量。结果:在大肠埃希菌 BL21 中获得了白念珠菌

蛋白 Ppt2 的高效表达；抽提蛋白后 SDS-PAGE 电泳结果显示 Ppt2 同时存在可溶性形式和包涵体形式，放

大摇菌量后收集上清可溶性蛋白经 Ni 柱和 akta-His 柱纯化后得到目的蛋白，再次透析富集蛋白 Ppt2 后利

用 Bradford 方法测得蛋白 Ppt2 浓度为 0.4mg/mL。讨论:实验过程中蛋白 Ppt2 大多数是以包涵体的形式存

在，少部分是可溶性形式，考虑到包涵体蛋白后期纯化过程涉及到的复性等操作会影响目的蛋白的活性，

故本次实验采用扩大摇菌量以获取上清液中的更多可溶性蛋白进行纯化。第一步 Ni 柱纯化后蛋白存在部

分降解，故通过 akta-His 柱进行进一步纯化。最终成功制备了白念珠菌的磷酸泛酰巯基乙胺基转移酶蛋白

Ppt2，为后期利用荧光偏振法筛选靶点为 Ppt2 酶的临床药物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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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全选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from 

pediatrics in a Chinese Children’s Hospital 

  Dongxing Tian 1,2    

1．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Shanghai     200062 

Although carbapenem-resistant Klebsiella pneumoniae(CRKP) poses a great challenge to pediatric clinicians, there 

are limited data on resistance profiles 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CRKP isolates in pediatrics in China. A total 

of 143 CRKP isolates were collected from patients in 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between July 2016 and July 

2017. The resistance levels to 17 agents were determined by broth micro-dilution method.PCR amplification and 

DNA sequence were used to detect resistance genes,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MLST) for molecular typing. 

Of the 143 CRKP isolates, the carbapenemase genes detected were blaOXA-232(n=72;50.3%), blaKPC-

2(n=26;18.2%), blaNDM-1(n27;18.9%), blaNDM-5(n=17;11.9%) and blaIMP-4(n==3;2.1%); MLST identified 12 

sequence types (STs), the most predominant of which was ST15(n=71;49.7%). All ST15 strains were OXA-232-

producing. 3 novel STs (ST3245,ST3246 and ST3247 ) and * novel alleles (infB138, tonB447 and tonB448) were 

also detected.All CRKP isolates were multidrug resistant; one isolates was resistant to tigecycline, and five isolates 

resistant to colistin; different hydrolysis profiles among carbapenemase producers were observed. A larg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ere determined CRKP infection(n=85;59.5%);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s were the 

most common infection(n=34;23.8%),followed by bloodstream(n=12;8.4%); Carbapenems(n=64;44.8%) and β-

lactam combinations(n=77;53.8%) were the most frequent use of antibiotics before CRKP isolation. In conclusion, 

our data revealed three clonal disseminations of CRKP isolates in our hospital at different times, OXA-232 and 

NDM-5 being the most prevalence. This is the first report to analysis the epidemiology characteristics of OXA-232 

and NDM-5 producing K.pneumonia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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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大肠埃希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机制研究 

  刁文晶 1     朱威南 1     刘婧娴 1     刘瑛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检验科微生物室     上海     200092 

背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临床分离的大肠埃希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明显增强，耐药率在全世界各个

国家和地区也有所不同。碳青霉烯抗生素属于 β-内酰胺类，通常被认为是治疗多重耐药革兰阴性杆菌引起

感染的最后选择。但近年来，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检出率逐年升高，这给临床抗感染治疗带来了极大

的挑战。 目的：探讨临床分离的大肠埃希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机制及流行特点，为临床抗感染治

疗提供依据。 材料和方法：收集 2010 年 3 月～2017 年 10 月期间，上海某三甲医院住院患者临床标本中

分离到的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大肠埃希菌菌株；采用 Vitek-2 Compact 全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联合纸片

扩散法（K-B 法）复核药物敏感实验；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灭活试验（CIM）快速筛查大肠埃希菌的产碳

青霉烯酶表型；采用 PCR 方法检测 blaKPC ,blaVIM,blaIMP,blaGES,blaNDM 和 blaOXA 等常见碳青霉烯酶

基因，并且对扩增阳性的产物进行 DNA 测序；收集相应患者临床资料并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2010 年 3

月～2017 年 10 月期间，共收集到 69 株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的大肠埃希菌，其中产碳青霉烯酶的菌株有

56 株（81%，56/69）。产酶株中 89%（50/56）产 NDM 酶，11%（6/56）产 KPC-2 酶。产 NDM 酶的菌株

以产 NDM-5 酶为主（54%，30/50），其次为产 NDM-1 酶（25%，14/50），产 NDM-9 酶 4 株，产 NDM-

7 酶和 NDM-4 酶各 1 株。菌株来源以尿液和痰为主，分别占 22%（15/69）和 17%（12/69）；患者分布以

儿科为主（58%，40/69）；大部分患者在住院期间曾接受过手术（38%，26/69）、留置深静脉导管（28%，

19/69）等侵入性医疗操作；患者住院期间主要使用三代头孢菌素（38%，26/69）、碳青霉烯类药物（45%，

31/69）进行治疗。 讨论：我院临床患者分离到的耐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产碳青霉烯酶的类型以 NDM 和

KPC 为主，其中 NDM-5 为最为多见。本研究中儿科患者 NDM 型的检出率高达 66%（37/56）,已经成为产

碳青霉烯酶的大肠埃希菌重要的组成部分。产 NDM 酶菌株与产 KPC 菌株的耐药谱有所差异，治疗方案也

有所不同，因此了解菌株的产碳青霉烯酶特点有助于临床医师合理选择抗菌药物。本研究发现大部分患者

在分离到耐碳青霉烯类大肠埃希菌前曾采用三代头孢菌素或碳青霉烯类进行治疗，提示上述药物的暴露史

可能会增加此类菌株感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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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书面交流 

噬菌体 SH-St 15644 的生物学特性 

及其抑制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皮肤感染的研究 

  季佳炜 1,2     刘倩 1     王睿 2     罗婷婷 3     徐梦莎 2     郭晓奎 2     殷倩 2     王雪彤 2     周敏 4     李敏 

1     何平 2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检验科     上海     200127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免疫学与微生物学系     上海     200025 

3．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制药工程学院     宁波     315100 

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呼吸病研究所     上海     200025 

研究背景：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resistant S. aureus ，MRSA）是最常见的耐药金黄

色葡萄球菌。近年来，更是有耐万古霉素金黄色葡萄球菌（VRSA）临床分离株被报道。细菌耐药问题的出

现和抗生素的滥用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寻找开发全新的抗 MRSA 感染方法，迫在眉睫。噬菌体疗法是众多

方案中较有潜力的一种。已有一些研究证明，在体内及体外实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噬菌体具有有效的抗

菌作用。研究目的：寻找具有抗 MRSA 感染的噬菌体，并研究其生物学特性，分析其基因组学。建立皮肤

感染模型，研究噬菌体疗法在皮肤感染方面的效果，为将来该噬菌体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材料和方法：

采集污水，富集分离纯化得到噬菌体，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噬菌体形态，研究其理化特征。抽取噬菌

体 DNA，进行测序和基因分析。建立皮肤脓肿模型，通过皮下注射的途径，运用噬菌体抑制皮肤脓肿的形

成。结果：分离得到 l 株金黄色葡萄球菌噬菌体，命名为 SH-St 15644。电镜结果显示该噬菌体为长尾噬菌

体，镜结果显示其头部长约 75nm，宽约 40nm。尾长约 250nm，非收缩性。尾部宽度约为 20nm。SH-St 15644

能够裂解 37 株 MRSA 临床分离株中的 12 株(32%)；在 4 °C -40 °C 和 pH 6-9 的环境下，1 小时内能保持

活性；与宿主菌共培养 4 分钟后，吸附率约 80%；其潜伏期约 12 分钟，裂解期约 9 分钟，裂解量约 13 

PFU/infected cell。在体外实验中，宿主菌的生长受到抑制。SH-St 15644 的基因组为双链线性 DNA，长

45111bp，GC 含量为 33.35%。噬菌体治疗组裸鼠的皮肤脓肿面积、菌落计数都小于 MRSA 感染组。病理

结果显示，噬菌体治疗组皮肤组织结构的破坏程度好于 MRSA 感染组。噬菌体 SH-St 15644 能够有效抑制

MRSA 引起的皮肤感染。讨论和结论：金黄色葡萄球菌噬菌体 SH-St 15644 可以适应不同温度和 pH 值的

环境，较快地吸附到宿主细胞，能够在体外实验中抑制宿主菌的生长。在动物实验中，该噬菌体也能抑制

宿主菌引用的皮肤脓肿。BLAST 分析结果显示，在 NCBI 数据库中，尽管与噬菌体 YMC/09/04/R1988 

(GenBank: NC_022758) 相似度很高(query cover of 91%, identity of 99%)，但仍然发现了 10 个由 SH-St 15644

编码的特异性蛋白。综上所述，噬菌体 SH-St 15644 是一个新发现的噬菌体。动物实验证明皮下注射 SH-

St 15644 能够有效抑制 MRSA 引起的皮肤感染。我们的研究证实了噬菌体疗法在抗 MRSA 感染临床应用

方面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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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书面交流 

鲍曼不动杆菌噬菌体 SH-Ab 15599 的生物学特性及基因组学分析 

  季佳炜 1,2     王睿 1     罗婷婷 4     徐梦莎 1     郭晓奎 1     胡付品 3     李敏 2     何平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免疫学与微生物学系     上海     200025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检验科     上海     200127 

3．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     上海     200040 

4．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制药工程学院     宁波     315100 

研究背景：在中国，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CRAB）

感染比例显著增加。但是，作为临床治疗 CRAB 的主要手段之一的多粘菌素 E，却由于其药代动力学特性

及肾脏毒性，使用及疗效受到限制，且抗生素的滥用会进一步导致更多多重耐药菌的出现。所以，需要寻

找非传统抗生素的抗感染方法。噬菌体疗法是众多抗 CRAB 感染中较有潜力的一种，且已经有动物实验证

明了噬菌体抗 CRAB 感染的疗效。 研究目的：寻找具有抗 CRAB 感染的噬菌体，并研究其生物学特性，

分析其基因组学，为将来该噬菌体的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材料和方法：采集污水，富集分离纯化得到噬菌

体，采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噬菌体形态，研究其理化特征，包括稳定性实验（稳定，pH）、吸附实验、

一步生长曲线测定、体外抑菌实验。抽取噬菌体 DNA，进行测序和基因分析。 结果：分离得到 l 株鲍曼

不动杆菌噬菌体，命名为 SH-Ab 15599。电镜结果显示该噬菌体为肌尾噬菌体，其头部为多面体立体对称

结构，直径约 85 nm，尾长约 90 nm。SH-Ab 15599 能够裂解 51 株 CRAB 临床分离株中的 15 株(29.4%)；

在 4 °C -50 °C 和 pH 6-9 的环境下，1 小时内能保持活性；与宿主菌共培养 5 分钟后，吸附率约 90%；其

潜伏期约 10 分钟，裂解期约 20 分钟，裂解量约 43 PFU/infected cell。在体外实验中，宿主菌的生长受到

抑制。SH-Ab 15599 的基因组为双链线状 DNA，含 143,204 个碱基对，GC 含量为 38.45%。 讨论和结论：

污水中分离得到的鲍曼不动杆菌噬菌体 SH-Ab 15599 可以适应不同温度和 pH 值的环境，较快地吸附到宿

主细胞，能够在体外实验中抑制宿主 CRAB 临床分离株 599 的生长。SH-Ab 15599 是一株全新的噬菌体，

它的两个 endolysin 蛋白皆为新型蛋白。这都为将来，该噬菌体治疗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临床

应用提供了参考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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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书面交流 

vanM 型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异质性耐药表型及其机制 

  周迎 1     丁丽 1     李培 1     林东昉 1     徐晓刚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     200040 

研究背景 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自 30 年前发现以来，已在全球广泛传播，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耐

药病原之一。vanM 型 VRE 于 2006 年在上海地区出现，后续在新加坡地区也有报道，杭州、北京等亦有

检出。此型 VRE 多数对万古霉素耐药，但呈现不同程度的异质性耐药，部分菌株耐药表型不典型，可导致

临床微生物实验室漏检。 研究目的 我们前期发现一株常规药敏显示万古霉素敏感的异质性耐药 vanM 型

VRE，本研究拟对此菌株进行分析，以探究其形成机制，为此类特殊表型耐药株感染与传播的防控提供依

据。 材料与方法 1 株异质性 vanM 型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临床株 hVREm7 于 2016 年分离自一未曾使用

万古霉素的住院患者的尿液标本；3 株诱导耐药株（VREm7-1、VREm7-2 及 VREm7-3）随机挑选自 hVREm7

菌株 Etest 测试时抑菌圈中散在的菌落。采用 Etest 及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菌株对常用药物敏感性；PFGE

及 MLST 分析菌株同源性；FilmArray BCID、常规 PCR 扩增及测序分析菌株的 van 基因型及基因簇序列的

异同；实时荧光定量 PCR测定菌株 vanM的拷贝数及表达水平。 结果 异质性 vanM型VRE临床株 hVREm7

采用 Etest 及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其对万古霉素敏感性，培养 24h 时两种测定方法均显示敏感；延长培养

时间至 48h时则均显示为耐药；hVREm7 与筛选自抑菌圈的 3 株诱导耐药株呈现相同的 PFGE 谱型及 MLST

型，提示它们属同一菌株而非污染，3 株耐药株两种药敏测定方法的结果均显示耐药；4 株细菌对糖肽类

抗生素以外的其他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无差异。商品化的 FilmArray BCID 未检出 van 基因；常规 PCR

扩增及测序结果显示上述 4 株细菌携带 vanM 基因簇且序列无差异。实时荧光定量 PCR 测定结果显示诱导

耐药株 VREm7-1、VREm7-2 及 VREm7-3 的 vanM 的拷贝数及表达水平高于异质性耐药株 hVREm7。 讨

论 vanA、vanB 等其他基因型 VRE 异质性耐药现象已有报道，本研究为首次报道 vanM 型 VRE 的异质性

耐药现象，其存在可导致常规的药敏方法及商品化基因检测方法漏检此类耐药株；此类菌株暴露于万古霉

素时表型可由敏感转变耐药高水平耐药（MIC >256mg/L），临床医生可能因微生物实验室漏检而选择不恰

当的抗菌药物用于相关感染的治疗，进而导致临床治疗失败。定量 PCR 结果显示 vanM 基因簇的拷贝数及

表达水平可增加，提示其耐药表型的转变与 vanM 基因簇的拷贝数增加相关，但此类菌株拷贝数变化的调

控机制仍有待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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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书面交流 

ICU 患者分离 vanA 与 vanM 双基因型万古霉素耐药屎肠球菌的分布及传播特点 

  袁亦群 1     丁丽 2     周迎 2     李培 2     林东昉 2     徐晓刚 2    

1．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上海     201508 

2．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     200040 

研究背景 2006 年 vanM 型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VRE）在上海地区首次出现，此后该型 VRE 在上海

及周边地区多家医院传播，在国内一重症监护病房（ICU）的患者及环境中已检出大量 vanM 型 VRE。新

加坡地区也有报道。我们前期建立了上述 4 型 VRE 的快速分型检测方法，并对 2016 年上海地区分离的

VRE 进行了基因分型，首次发现部分 VRE 可同时携带 vanA 和 vanM 两型耐药基因，其中多株来自复旦大

学附属金山医院 ICU 患者。 研究目的 通过对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ICU 患者临床分离 VRE 中 vanA 和

vanM 双基因型耐药株的分布及传播特点进行分析，了解 vanA 与 vanM 双基因型万古霉素耐药肠球菌在一

重症监护病房的的分布及传播特点，以期 VRE 的防治提供客观依据。 材料与方法 35 株万古霉素耐药屎

肠球菌分离自 2013-2017 年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ICU 住院患者。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测定菌株对万古霉

素、替考拉宁、氨苄西林、左氧氟沙星、庆大霉素、呋喃妥因、利福平、氯霉素及利奈唑胺的敏感性。采

用多重 PCR 进行 van 基因分型；PFGE 进行菌株分子流行病学分析。 结果 35 株耐药菌株主要分离自尿液

（16 株）、血（11 株）及粪便（5 株）标本。所有菌株对万古霉素、氨苄西林、左氧氟沙星耐药，对替考

拉宁耐药率仅为 40%（14/35），所有菌株对利奈唑胺及氯霉素菌敏感。van 基因分型结果显示 94.3%（33/35）

属 vanA 和 vanM 双基因型 VRE；其余 2 株 vanA 型 VRE。PFGE 结果显示 35 株可分为 22 个谱型，其中

2104 年分离的 10 株有 6 株谱型相同，其余 4 分属 4 个不同 PFGE 谱型。 讨论 VRE 于 30 年前在欧洲地

区首次报道，现已全球广泛传播，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六大重要耐药病原菌之一。vanA、vanB、vanD 和

vanM 四型耐药基因均可编码 D-Ala:D-Lac 连接酶介导万古霉素肠球菌对万古霉素高度耐药。其中 vanA、

vanB 型 VRE 在临床分离菌株中检出率高，故危害大。我国 vanB 型 VRE 罕有报道，但在上海及杭州已有

vanM 型 VRE 出现并传播。本研究发现上海市金山地区一 ICU 病房分离 VRE 中 van A 与 vanM 双基因型

菌株检出率高；PFGE 结果显示耐药即可通过克隆菌株垂直传播，也可通过耐药基因水平传播；双基因型

菌株与 vanA 型 VRE 的耐药表型无明显差异，其存在的潜在意义有待明确。 

82



 

70 

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鼻腔共生表皮葡萄球菌产生有效抗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NRPS/PKS    

分子  

  刘俊兰 1     孟红委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检验科     上海     210000 

目的：研究人体共生菌群在抵御病原体感染中的作用，鉴定并分析从正常人鼻腔分离的表皮葡萄球菌

产生的抗菌分子，为探索具有全新结构的能有效抵抗多种多重耐药病原体的前导化合物奠定基础。 方法：

将正常人鼻腔中分离的一株表皮葡萄球菌 N173-2 的 24 小时浓缩上清点种在混合有不同来源的 MRSA 和

多个种属的临床分离株的培养基上，12-16 小时后观察并测量透明抑菌圈的直径；将 N173-2 与 ST239 型

MRSA 体外共培养测定各自生长情况；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并预测分析找到分泌这种抗菌分子的可能相关基

因；通过基因编辑的方法使可能相关的基因失活后验证其抗菌作用是否存在并对该抗菌分子初步纯化。 结

果：正常人鼻腔中分离的这株表皮葡萄球菌不仅对 MRSA 有显著抑菌作用，对包括肺炎链球菌、耐万古霉

素肠球菌在内的多种临床病原菌株都有抑菌活性；培养上清中仍然存在的抗菌活性说明该株共生菌通过分

泌某种抗菌分子而发挥作用，且为脂溶性分子；通过完成图测序得到染色体和 2 个质粒的完整序列，进化

分析发现表皮葡萄球菌 N173-2 与 NCBI 中收录的 9 株完成图测序的表皮葡萄球菌距离较远，进一步预测

分析和实验验证发现合成抗菌分子的基因簇为聚酮合成酶/非核糖体多肽合成酶（PKSs/NRPSs）杂合的基

因簇，位于质粒 2 上；通过转座子随机插入突变文库筛选出表皮葡萄球菌 N173-2 染色体上有 3 个基因与

抗菌分子有关，通过进一步比对分析，其中有 2 个基因是与磷酸转移酶系统（PTS）有关，还有 1 个基因

是与铜离子转运有关；对表皮葡萄球菌 N173-2 的培养上清进行萃取得到了初提物以及用 30%甲醇分离初

提物得到了最有效的活性成分。 结论：表皮葡萄球菌 N173-2 对不同国家、不同感染类型以及不同物种来

源的 MRSA 均有非常明显的抗菌作用，其抗菌分子属于可分泌型，合成抗菌分子 PKSs/NRPSs 基因簇位于

质粒 2 上，染色体上鉴定出 3 个与 PTS 和铜离子转运有关的基因可能与抗菌分子的合成或修饰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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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产 OXA-232 且对碳青霉烯耐药性显著升高的肺炎克雷伯菌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

的克隆传播 

  沈震 1     张灏旻 1     高倩倩 1     秦娟秀 1     李敏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浦东新区     200127 

研究背景：自 2016 年我国首次在肺炎克雷伯菌中检出 OXA-48 型中的 OXA-48 碳青霉烯酶以来，多

个地区均出现产该类酶的肠杆菌科细菌的报道。OXA-48 型碳青霉烯酶目前共有 5 个亚型，分别为 OXA-

48、OXA-162、OXA-181、OXA-204 和 OXA-232，氨基酸序列存在 1-5 个位点的突变，其编码基因均由质

粒携带且对碳青霉烯类的水解活性基本相同。OXA-48 型碳青霉烯酶在我国的快速播散已日益引起人们的

关注。 研究目的：明确 OXA-48 型碳青霉烯酶在我院的分子流行病学特征，并探讨产该类酶菌株的耐药

性特点及传播机制。 材料和方法：收集 2017 年 7 月至 2018 年 6 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住

院病人分离的非重复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即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及厄他培南任意一种耐药。PCR

筛查碳青霉烯酶和 ESBLs 耐药基因，并采用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和多位点序列分型（MLST）对 OXA-

48 型碳青霉烯酶阳性菌株进行同源性分析，同时对分离到该类菌株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抽提 OXA-48 型阳性菌株质粒并电转至 TOP10 感受态细胞构建转化子，并采用二代测序技术对耐药质粒

进行全长测序，同时采用 qPCR 技术检测临床菌株 blaOXA-232 基因表达水平及 blaOXA-232 基因相对拷

贝数。 结果：共分离到 168 株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其中产 KPC 菌株 157 株，NDM-1 菌株 5 株，

OXA-48 型 6 株。全部 6 株 OXA-48 型菌株经测序比对均为 OXA-232，于 2018 年 2 月至 4 月分离自神经

外科重症监护室，并在同一时期于该科室分离到 7 株产 KPC-2 肺炎克雷伯菌。产 OXA-232 菌株均分离自

痰标本，PFGE 和 MLST 分析表明为同一克隆，均为 ST15 型。药敏结果显示，三株 OXA-232 菌株出现对

碳青霉烯耐药性的显著上升，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最低抑菌浓度为 16-64 μg/ml，而其余三株仅为 0.5-

2 μg/ml。OXA-232 质粒转化子的药敏结果则提示 6 株转化子对碳青霉烯的耐药性并未出现显著性差异。质

粒分析发现，6 株菌株均携带一个 6141bp 的 OXA-232 耐药质粒，该质粒共包含 MobC、MobA、MobB、

MobD、ΔISEcp1、OXA-232、RepA、ΔEre-like 和 ΔLysR-like 等 9 个开放阅读框，质粒骨架与前期报道的

携带 OXA-232 的 pOXA-232 质粒完全相同。qPCR 发现，三株碳青霉烯耐药性显著升高的菌株 blaOXA-232

基因表达水平及 blaOXA-232 基因相比拷贝数相比于其他三株出现约 25 倍的上升。 讨论：本研究主要报

道了产 OXA-232 肺炎克雷伯菌在神经外科重症监护室的克隆传播，且该类菌株与产 KPC-2 肺炎克雷伯菌

呈共流行状态。本研究发现，blaOXA-232 基因上游为截断的长为 207 bp 的 ΔISEcp1。对 blaOXA-232 基因

上游序列的分析可基本排除周边结构对 blaOXA-232 基因表达水平的影响，三株菌株对碳青霉烯耐药性的

升高可能是由 blaOXA-232 基因相对拷贝数升高所致。而耐药质粒仅携带一个拷贝的 blaOXA-232 基因，

即碳青霉烯耐药性上升是由 OXA-232 耐药质粒拷贝数升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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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对一株人体共生菌人葡萄球菌 S34-1 产生的广谱抑菌物质进行探究 

  刘瑶 1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研究背景：金黄色葡萄球菌是重要的致病菌，可引起局部化脓性感染也可以引起全身性的感染。耐甲

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是一种多重耐药菌，对几乎所有的 β-内酰胺类的抗生素均无效。近几年

甚至出现了耐万古霉素的金黄色葡萄球菌。WHO 把其列在急需抗生素的重要地位。人体共生葡萄球菌占

据可培养人体共生菌的主要部分，已有报道人体共生菌群可产生多种抗菌物质抵御病原体的入侵，维持机

体稳态。在人体共生菌群中挖掘新的抗菌物质为抗生素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潜能。我们发现分离于人体皮肤

的一株人葡萄球菌 S34-1 可分泌一种抗菌物质，几乎对所有的革兰阳性致病菌都有效，而对革兰阴性致病

菌无效。 研究目的：对该抑菌物质进行分析，以期发展新型抗革兰阳性致病菌的抗生素 研究方法：全基

因组测序，进化树分析，转座子插入突变，抑菌试验，上清共培养实验，HPLC，LC-MS，NMR，动物皮

肤脓肿模型 研究材料：S34-1，临床分离的 MRSAs、耐药和非耐药链球菌、耐万古霉素肠球菌、耐甲氧西

林的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研究结果：S34-1 可产生一种广谱的抗菌物质，该物质对几乎所有的革兰阳性致

病菌都有效，而对革兰阴性致病菌无效，合成该抗菌物质的基因簇位于其 29kb 的质粒上。上清共培养实验

证实其对革兰阳性致病菌的作用较好，进化分析提示其与已报道的人葡萄球菌进化距离较远。在HPLC中，

其出峰时间在 14min 左右，LC-MS 指出其分子质量为 1144，NMR 分析认为其为已报道过的微球菌素

micrococcin P1。经动物皮肤感染模型，该人葡萄球菌可影响 MRSA 的定植和感染。 讨论：人体皮肤是人

天然免疫的第一道防线，而人体共生菌群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用机制多种多样，分泌抗菌分子影

响病原菌的定植、黏附和感染可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发现新的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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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书面交流 

oriTfinder: 一款识别细菌可移动遗传元件中接合转移起始位点的在线工具 

  李小彬 1     谢英洲 1     欧竑宇 1    

1．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     上海市     200030 

Bacterial mobile genetic elements (MGEs), such as conjugative plasmids and integrative and conjugative elements 

(ICEs), have been highlighted as important vehicle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antimicrobial-resistance determinants 

and virulence factors. The conjugative transfer regions of the self-transmissible MGEs typically consist of four 

modules: an origin of transfer (oriT) region, relaxase gene, type IV coupling protein (T4CP) gene and gene cluster 

for the bacterial type IV secretion system (T4SS) apparatus. In addition, large numbers of non-conjugative MGEs 

carrying functional oriT sequences can be mobilized by conjugative elements. Thu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oriT 

region in the MGE sequence is important to investigate the self-transfer or mobilizing transfer capability of MGEs. 

oriTfinder is a web server that facilitates the rapid identification of the origin of transfer site (oriT) of a conjugative 

plasmid or chromosome-borne ICE. The utilized backend database oriTDB was built upon more than one thousand 

known oriT regions of bacterial mobile genetic elements (MGEs) as well as the known MGE encoding relaxases 

and type IV coupling proteins (T4CP). With a combination of similarity searches for the oriTDB-archived oriT 

nucleotide sequences and the co-localization of the flanking relaxase homologous genes, the oriTfinder can predict 

the oriT region with high accuracy in the DNA sequence of a bacterial plasmid or chromosome in minutes. The 

server also detects the other transfer-related modules, including the potential relaxase gene, T4CP gene and the type 

IV secretion system gene cluster, and the putative genes coding for virulence factors and acquired antibiotic 

resistance determinants. oriTfinder is freely available to all users without any login requirement at http://bioinfo-

mml.sjtu.edu.cn/oriTfinder. A 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clinical strain RJA166 (ST23) with resistance 

to all the third-generation cephalosporins was isolated from sputum specimen from a patient in Ruijin Hospital, 

Shanghai, China. The blaDHA-1 gene, as well as three other antimicrobial-resistance genes, were identified as being 

on the natural IncHI5 plasmid pRJA166a (230 Kb in size). The conjugative transfer of pRJA166a from K. 

pneumoniae RJA166 to the frequently used E. coli recipients either HB101 or J53 was not detectable. However, the 

putative conjugal transfer components, including oriT-like region, relaxase, type IV coupling protein, and type IV 

secretion system, were identified in the genome of plasmid pRJA166a using the oriTfinder, indicating that 

pRJA166a should be a self-transferable plasmid. We then selected other K. pneumoniae strains as the recipient 

strains of the conjugation assay. The pRJA166a was subsequently found to be transferable to K. pneumoniae NTUH-

K2044IT (ST23), RJF293H (ST374), HS11286YZ6 (ST11) with the transconjugation frequency of 4.6 × 10-5, 

2.6×10-6, 2.7×10-6 cells per recipient, respectively. oriTfinder may contribute to meeting the increasing demands 

of re-annotations for bacterial conjugative, mobilizable or non-transferable elements and aid in the rapid risk 

accession of disease-relevant trait dissemination in pathogenic bacteria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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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书面交流 

一株新型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长尾噬菌体特性与基因分析 

  华允芬 1,2     徐梦莎 1,2     王睿 2     罗婷婷 3     周敏 4     王雪彤 4     胡付品 5     何平 1    

1．College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浙江杭州     310018 

2．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上海     200025 

3．Department of Medical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浙江宁波     310053 

4． School of Medicine     上海     200025 

5．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上海     200040 

Background: The emergence of multi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is a global health problem calling for 

intense attention. Methods: A. baumannii phage SH-Ab 15497 was characterized and its genome was sequenced 

using the Illumina Miseq platform. Results: Stability tests confirmed that SH-Ab 15497 are stable under various 

temperature (4 to 60) and pH (3~12) conditions. The burst size of SH-Ab 15497 in A. baumannii was 74 PFU/cell. 

Phage SH-Ab 15497 belongs to Siphoviridae family according to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TEM) and 

genome analysis. Genetically, 19 ORFs (coding sequences) of phage SH-Ab 15497 are homologous to functional 

proteins, while 39 ORF are annotated as hypothetical proteins.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H-Ab 15497 

is a totally new Siphoviridae phage with few similarity to other species, and could be a good candidate for 

application in phage-therapy. Keywords: carbapenem-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phage SH-Ab 15497; 

genom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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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噬菌体 SH-KP 152302 多糖解聚酶对生物膜的作用研究 

  吴运强 1     王睿 1     刘启明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以多耐药肺炎克雷伯菌为宿主菌，本课题组从医院污水中筛选、分离得到一株新型噬菌体，命名其为

SH-KP 152302。通过测序及生物信息学分析，该噬菌体基因组为线性双链 DNA，全长为 41,420bp，GC 含

量为 52.70%，共有 48 个开放阅读框。通过同源性比对，第 43 个开放阅读框具有编码多糖解聚酶的功能，

其与现有解聚酶相似性仅为 7%，证明其为新型多糖解聚酶。通过分子克隆获得该酶，平板实验初步验证

其具有水解细菌荚膜多糖、辅助噬菌体裂解细菌的功能，为治疗多耐药肺炎克雷伯菌感染、抗肺炎克雷伯

菌生物膜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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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阴沟肠杆菌多重耐药质粒 pRJ702-IMP26 的全序列分析 

  王粟 1     周凯鑫 1     肖淑珍 1     谢潋滟 1     顾飞飞 1     李欣欣 1     孙景勇 1     韩立中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     200020 

The Enterobacter cloacae multidrug resistance megaplasmid pRJ702-IMP26 was completely sequenced. This 

plasmid carries several important resistance determinants, such as blaIMP-26, blaDHA-1, fosA5, qnrB4 and armA, 

conferring resistance to carbapenems, cephalosporins, fluoroquinolones, and aminoglycosides, etc. Analysis of the 

finished 329,420-bp sequence data revealed 381 genes, of which were assigned functions such as replication, stable 

inheritance, antibiotic resistance, mobile elements, conjugal transfer, and a restriction modification system, showing 

the strong phylogenetic mosaicism, plasticity and transferability of the plas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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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上海市供水系统中 ARG（MCR-1 和 NDM-1）的流行和传播 

  Hira Khan 1     Bai Xiaohui 1    

1．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Drinking water quality is a major issue nowadays because recent studies have shown it to be a reservoir for 

Antibiotic resistance bacteria (ARB)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ARG). The increase in bacterial resistance 

towards the antibiotics being over-used worldwide has led to the era where we need to use last resort antibiotics like 

colistins and carbapenems to treat certain bacterial infections, but there are certain ARGs which make bacteria 

resistant to these last resort antibiotics as well, which is very alarming. These ARGs include Mobile colistin 

resistance gene (MCR-1) and New Delhi metallo beta-lactamase gene (NDM-1). So the prevale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se ARGs in drinking water is a major step towards finding that how much drinking water is 

contributing towards the spread of these genes into the humans and animals consuming this water. Therefore in our 

current work, we focused on the prevale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these ARGs in the drinking water supply system 

in Shanghai and its possible effect on the human gut microbiota. The detailed abstract of which has been attached 

in the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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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环丝氨酸在耐多药结核病中治疗价值的探讨 

  1     王飞 1     孙峰 1     张文宏 1     王晓萌 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      

2．浙江省疾控中心     杭州      

目的 评估环丝氨酸在耐多药结核病化学治疗中的应用价值，为进一步优化中国耐多药结核病化学治

疗方案提供依据。 材料与方法 回顾性连续纳入 2012 年-2016 年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及温州市中心医院的

治疗符合《世界卫生组织耐药结核病治疗指南（2016 年更新版）》1 中标准治疗方案的耐多药肺结核病患

者，收集他们的治疗转归等临床资料，并进一步总结患者治疗结果、痰菌阴转、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等情况。 

结果 研究共纳入 325 例耐多药结核病患者，其中 144 例接受含环丝氨酸的标准治疗方案，另 181 例患者

接受不含环丝氨酸的标准治疗方案。环丝氨酸组总体治疗成功率达到 69.4%（100/144）。Cox 风险回归显

示环丝氨酸引入治疗后明显减少不良治疗结局的发生（95%CI: 0.35–0.81, P=0.003）。两组 6 月末痰菌转阴

比例无明显差别(117/144,81.3% v.s. 144/181,79.6%, P=0.703)。亚组分析显示环丝氨酸对于治疗结局的改善

主要在单纯性耐多药结核（对氟喹诺酮类和二线注射药物均敏感）亚组中（68/85，80.0% v.s. 73/117,62.4%, 

P=0.007）；而对于早期广泛耐多药结核病和广泛耐多药结核病患者，应用环丝氨酸后治疗成功率无明显提

高（32/59,54.2% v.s. 35/64,54.7%,P=0.960），16 例患者出现环丝氨酸相关的药物不良反应，主要集中在中

枢神经系统和精神系统，包括头晕、头痛、四肢麻木、手颤、肢体抽搐；情绪低落、焦虑。所有不良反应

在药物减量、停用或者加用对症药物后均缓解。 结论 含环丝氨酸的标准治疗方案对耐多药结核病患者进

行治疗后，患者总体治疗成功率较高，药物耐受性较好，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但对于耐药程度较高的

耐多药结核病患者往往需要更有效的抗结核化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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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壁报交流 

第三代头孢菌素耐药的高致病性肺炎克雷伯菌基因组及其接合性耐药质粒的分析 

  谢英洲 1     田李均 2     李刚 3     瞿洪平 2     刘嘉琳 2     欧竑宇 1    

1．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030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上海     200025 

3．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     上海     201508 

Hypervirulent Klebsiella pneumoniae variants (hvKP) have been increasingly reported worldwide. A serotype K1 

and ST23 hvKP strain RJA166 with resistance to third-generation cephalosporins was isolated from the sputum 

specimen of an inpatient in Shanghai, China.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revealed that RJA166 carries a resistance 

plasmid pRJA166a. The blaDHA-1 and other resistance genes were inserted into a mosaic-like accessory region of 

pRJA166a with multiple mobile genetic elements. This IncHI5 plasmid is transferable to the hvKP and classic K. 

pneumoniae (cKP) strains and can be retained stably across transconjugants. Although the acquisition of pRJA166a 

would result in an extra fitness cost for the host, the mortality assay confirmed that the transconjugants exhibit 

similar virulence as the recipient. In this study, we elucidated that the emerging AmpC-producing hvKP resulted 

from the acquisition of a resistance plasmid conferring multidrug resistance. The spread of the blaDHA-1-carrying 

plasmid among K. pneumoniae might pose a new challenge to the clinical treatment of hvK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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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临床分离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整合子分子特征研究 

  曹梅 1     肖成超 1     张龙 1     孔娜娜 1     汪小桐 1     肖林林 1     魏取好 1    

1．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     上海     201499 

研究背景：鲍曼不动杆菌在医院环境中广泛存在，是医院获得性感染的重要条件致病菌之一，整合子

可通过位点特异性重组捕获与表达外源性耐药基因盒，在细菌耐药性产生和播散中发挥重要作用，检测多

重耐药菌株中整合子及耐药性基因盒的携带情况，可了解相关耐药机制及其播散趋势，为临床抗感染治疗

及院感控制提供指导。 研究目的：了解临床分离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中整合子的分布情况、分子特

征（可变区基因盒种类）及其与细菌耐药性的关系。 材料和方法：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0 月分离

自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就诊患者临床样本的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 115 株，PCR 筛查临床分离鲍曼

不动杆菌中第 1、2 类整合酶基因，整合酶基因阳性菌株通过长片段 PCR 扩增整合子可变区，可变区扩增

片段经电泳及 HinfⅠ酶切图谱分析后，选取代表性片段测序分析可变区基因盒种类及可变区启动子类型。 

结果：115 株碳青霉烯类耐药鲍曼不动杆菌主要分离自重症监护病房(88 株，76.5%)，除了对多粘菌素 E 敏

感外，对绝大多数常用抗菌药物耐药。40 株（34.8%）检测到第 1 类整合酶基因 intI1，未检出第 2 类整合

酶基因 intI2，intI1 阳性菌株检出两种可变区基因盒组合 aacA4-catB8-aadA1(39 株)、aacC1-gacP-gacQ-

aadA1a(1 株)，其上游可变区启动子均为相对较强的启动子(PcH2 和 PcS)，可赋予细菌对氯霉素、氨基糖苷

类抗菌药物耐药，基因盒 gacP、gacQ 功能未知。 讨论：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情况严重，第 1

类整合子检出率相对较低，其携带的第 1 类整合子具有较高的可变区耐药基因盒表达水平及较低的捕获外

源性耐药基因盒的能力，相同结构的第 1 类整合子在不同菌株出现，提示其通过耐药质粒水平传播或通过

克隆株播散。临床需加强监测，以防止和延缓多重耐药菌的产生和播散。 关键词：鲍曼不动杆菌；碳青霉

烯类；耐药性；整合子；启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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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基于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的脓肿分枝杆菌耐药新机制研究 

  马伟 1     褚海青 2     李冰 2     马俭 1     贾玉琳 1    

1．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     200240 

2．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     上海     200092 

人类正面临病原微生物耐药快速增长的严峻挑战，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目前全球每年有 70 万人

死于超级细菌感染，其中包括 23 万新生儿， 2050 年，耐药菌感染导致的死亡人数预计将超过 1000 万。

在新抗生素研发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有效途径之一是深入开展包括分枝杆菌在内的病源细菌耐药分子机

制与演化规律研究，从而为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新抗感染药物研发提供理论依据与关键信息。 脓肿分枝

杆菌（Mycobacterium abscessus）是一种快生长型、天然多耐药条件致病性分枝杆菌，其治疗预后非常不理

想，即使患者接受 12 个月以上的长疗程联合治疗，治愈率也仅 30%-50%。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

展，脓肿分枝杆菌感染病例正快速增长，如在美国，近 80%由 RGM 引起的肺部感染病原体都是脓肿分枝

杆菌。 上海交通大学微生物代谢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同济大学附属肺科医院呼吸科合作，对长年临床积累

的 157 株菌临床分离株（A 型 121 株，M 型 36 株）在系统体外药敏实验的基础上， 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

对这些临床分离株开展了进行全基因组序列测定，共获得 152 株菌的全基因组框架图和 5 株菌的完成图（A

型 2 株，M 型 3 株）。 全基因组序列分析揭示，脓肿分枝杆菌基因组大小在 4.89-5.26Mbp，GC 含量 64%

左右，共有开放阅读框 4889-5359 个，基因编码率为 91%左右。 针对细菌耐药的主要机制之一---主动外排

抗生素途径进行的全基因组序列分析发现，脓肿分枝杆菌基因组中有 387 个编码外排泵蛋白的基因，CARD

等线数据库预测其中 6%-18%的外排泵与耐药相关（drug efflux pumps, EPs）。171 个属于 ATP-binding 

cassette(ABC)家族，47 个属于 major facilitator super-family(MFS)家族，30 个属于 resistance nodulation division 

(RND)家族，1 个属于 small multidrug resistance(SMR)家族。在 47 个 MFS 家族成员， 4 个与已结核分枝杆

菌 MFS 家族的 EPs 基因高度相似（E-value 小于 1e-6，氨基酸序列的一致性在 45% 以上，且序列比对的

长度与其序列长度的比值不低于 70%），3 个较为相似（E-value 小于 1e-6，氨基酸序列的一致性在 30%

至 45%之间，且序列比对的长度与其序列长度的比值不低于 70%），表明这些外排泵很可能与耐药相关，

值得深入开展研究。 同时，通过对这 157 株的全基因组序列与耐药谱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进一步发现

了 35 个耐药相关候选基因。通过抗生素诱导基因表达模式分析、基因中断、异源表达等，已从中鉴定出 5

个新耐药基因。如：ORF05009 异源表达，可导致耻垢分枝杆菌头孢西丁耐药提升 43%。其信号转导途径、

耐药分子机制等正深入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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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壁报交流 

肺炎克雷伯菌中携带碳青霉烯酶 KPC-2 基因的质粒结构剖析  

  沈平华 1     陈慧芬 1    

1．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     上海     200040 

耐药基因 blaKPC-2 通常位于质粒上，尤其是接合性质粒，这是导致碳青霉烯酶快速且广泛播散的重

要原因之一。本文旨在揭示华山医院携带该耐药基因的质粒的流行变迁。共收集连续不重复的 blaKPC-2 阳

性的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 38 株，对菌株进行 ST 分型，用松弛酶(relaxase)对质粒进行分类。8 株

肺炎克雷伯菌所携带的 blaKPC-2 阳性质粒属于 MOBP3 亚型，剩下的都为 MOBF12 亚型。MOBP3 型质粒

位于 ST423，ST65 和 ST977 型菌株中，而 MOBF12 型质粒只位于 ST11 型菌株中。进化树显示本批菌株

所含有的 MOBF12 亚型质粒位于两个分支上，提示该批菌株的 MOBF12 亚型质粒具有不同的来源。本研

究展示了华山医院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中携带 blaKPC-2 的质粒的流行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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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拉氧头孢对肠杆菌科细菌体外药效学研究 

  尹丹丹 1     李梦薇 2     汪明霞 3     谢树金 4     郭燕 1     董栋 1     杨洋 1     朱德妹 1     胡付品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     200040 

2．柳州市工人医院     柳州     545005 

3．金华市人民医院     金华     321302 

4．东莞东华医院     东莞     523013 

研究背景 拉氧头孢曾在上世纪 80 年代被广泛用于头孢菌素耐药革兰阴性菌的抗感染治疗。目前，国

内外关于拉氧头孢对肠杆菌科细菌的体外药效学的研究报道非常少见，主要研究多为将拉氧头孢用于某些

产酶或耐药菌株的筛选。 研究目的 评价拉氧头孢对国内近期临床分离的肠杆菌科细菌的体外抗菌活性。 

材料和方法 参照 CLSI 文件指南，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拉氧头孢及对照药物对 2016 年全国收集的

1198 株肠杆菌科细菌的体外抗菌活性，并根据头孢他啶或头孢噻肟/克拉维酸确认试验筛选产 ESBLs 菌株。 

结果 所有 1198 株肠杆菌科细菌对拉氧头孢的体外敏感率为 88.4%（MIC50/90，0.125/32 mg/L），其中产

ESBL 的肠杆菌科细菌占 39.4%（472/1198），对拉氧头孢的体外敏感率为 89.4%（MIC50/90，0.25/16 mg/L）；

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CRE）占 12.9%（155/1198），对拉氧头孢的体外敏感率仅为 21.9%，

MIC50 和 MIC90 均为 >=128mg/L。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拉氧头孢的体外敏感率分别为 95.7%

（MIC50/90，0.125/1 mg/L）和 80.8%（MIC50/90，0.25/>128 mg/L）,均与亚胺培南（96.1%，80.8%）和美

罗培南（96.4%，80%）相近。奇异变形杆菌和肠杆菌属细菌对拉氧头孢的体外敏感率分别为 97%（MIC50/90，

0.064/0.5 mg/L）和 76.8%（MIC50/90，0.5/128 mg/L）。粘质沙雷菌和弗氏柠檬酸杆菌对拉氧头孢的敏感

率分别为 94.3%（MIC50/90，0.25/4 mg/L）和 80.4%（MIC50/90，0.125/128mg/L）。 大肠埃希菌中，产

ESBL 的菌株占 49.8%（206/414），对拉氧头孢的体外敏感率为 96.6%（MIC50/90，0.25/2 mg/L），仅次

于亚胺培南（97.6%）和美罗培南（97.6%）；碳青霉烯类耐药的大肠埃希菌占 5.6%（23/414），对拉氧头

孢的体外敏感率为 30.4%（MIC50/90，128/>128 mg/L）。肺炎克雷伯菌中，产ESBL的菌株占 41.5%（166/400），

其对拉氧头孢的体外敏感率为 82.5%（MIC50/90，0.5/>128 mg/L），仅次于亚胺培南（83.1%）和阿米卡星

（88.6%）；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占 15%（60/400），对拉氧头孢的体外敏感率为 13.1%

（MIC50/90，>128/>128 mg/L）。奇异变形杆菌中，产 ESBL 的菌株占 36.1% （60/166），对拉氧头孢的

体外敏感率为 98.3%（MIC50/90，<=0.06/0.12mg/L）；碳青霉烯类耐药的奇异变形杆菌占 9.0% （15/166），

对拉氧头孢的敏感率为 66.7%（MIC50/90，0.25/>128 mg/L）。 结论 拉氧头孢对肠杆菌科细菌，尤其是产

ESBL 的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奇异变形杆菌都具有较高的体外抗菌活性，对部分碳青霉烯类耐药

的肠杆菌科细菌同样具有一定的抗菌活性，可作为临床治疗此类细菌引起的感染的可选择药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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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头孢他啶-阿维巴坦联合氨曲南对产碳青霉烯酶肺炎克雷伯菌的体外联合杀菌活性

研究 

  张雯霞 2,1     胡付品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     201203 

2．曙光医院          

Objectives: To study the in vitro bactericidal activity of ceftazidime-avibactam administrated either alone or in 

combination with aztreonam against KPC or NDM carbapenemase-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 and explore a 

new clinical therapeutic regimen for infections induced by their resistant strains. Methods: The microdilution broth 

method was adopted to analyze the min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MIC) of ceftazidime-avibactam on 47 strains 

of carbapenemase-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isolated clinically from 9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The 

bactericidal curve tests of ceftazidime-avibactam at various concentrations were conducted in 16 strains of KPC-2 

and 1 strain of OXA-232 carbapenemase–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The in vitro drug susceptibility test of 

ceftazidime-avibactam combined with aztreonam was determined by Chessboard assay on 28 strains of NDM and 

2 strains of NDM+KPC carbapenemase–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According to calculating grade, 2 

concentrations of drug with synergistic bactericidal effect were selected as an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index. The 

in vitro bactericidal tests of ceftazidime-avibactam combined with aztreonam were implemented on 12 strains 

among them. Results: All of 16 strains of KPC-2 and 1 strain of OXA-232 carbapenemase–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demonstrated the susceptibility to ceftazidime-avibactam treatment, with MIC range of 4-8 mg/L. The 

bactericidal curve tests revealed that ceftazidime-avibactam at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f 2MIC, 4MIC and 8MIC 

showed significant bactericidal efficiency to the resistant bacteria strains. However, in 28 strains of NDM and 2 

strains of NDA+KPC carbapenemase- 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only 7 strains appeared the susceptibility 

to ceftazidime-avibactam treatment, MIC50 and MIC90 were 64 mg/L and 256mg/L, respectively. Drug 

susceptibility test of ceftazidime-avibactam combined with aztreonam disclosed the synergism of two drugs in 90% 

(27/30) strains，an additive efficiency in 3.3% (1/30) strains，and irrelevant effects in 6.6%(2/30) strains. No 

antagonism was found. The subsequent bactericidal tests also confirmed the results mentioned above. Conclusion: 

This study indicated ceftazidime-avibactam therapy occupied significant bactericidal effects against KPC-2 and 

OXA-232 carbapenemase-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e. While combined with aztreonam， the stronger 

synergistic bactericidal effects against NDM carbapenemase-producing Klebsiella pneumonia wer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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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微生物耐药的临床和基础研究及抗感染药物的临床应用和研究 

以上全选 

采用非标记蛋白质组学研究 LPS 缺失的鲍曼不动杆菌维持生存 

并对多黏菌素耐药的作用机制 

刘笑芬 1 卞星晨 1 张菁 1 

1 抗生素研究所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背景：目前，多黏菌素已成为广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的最后一道防线，然而多黏菌素耐药的鲍曼不动

杆菌已有报道，耐药机制主要为脂多糖（LPS）的修饰以及 LPS 的完全缺失。LPS 作为细菌细胞膜的重要

组成成分，对维持细胞膜完整性起重要作用，多数细菌失去 LPS 后无法生存。而鲍曼不动杆菌如何在 LPS

缺失下生存并产生多黏菌素耐药，其机制尚不明确。 

目的：从蛋白表达变化的角度研究 LPS 缺失的鲍曼不动杆菌如何生存并产生多黏菌素耐药的机制。 

材料和方法：采用敏感的鲍曼不动杆菌标准菌株 ATCC19606 以及临床分离广泛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

090342 分别于高浓度多黏菌素的培养基进行培养后筛选得到多黏菌素耐药株 ATCC19606R 以及 090342R。

通过基因测序寻找突变株的突变基因；采用 LAL 内毒素定量试剂盒分别测定 LPS 的表达量。选取

ATCC19606R 与 ATCC19606 以及 090342R 与 090342 培养后离心收集细菌，采用非标记定量的蛋白质组

学方法进行蛋白质提取后，Thermo Q-Exactive 进样，MaxQuant 对得到的 LC-MS/MS 的数据进行蛋白的定

性以及相对定量分析，以及 MetaboAnalyst 进行差异蛋白分析。 

结果与讨论：测序发现 ATCC19606R 以及 090342R 的 lpxA 基因均发生突变，且 LAL 试剂盒测定发

现 LPS 的表达量较野生株大大降低。分析非标记蛋白质组学的结果，发现 ATCC19606 和 090342 组分别

检测到 1563、1527 个蛋白，占鲍曼不动杆菌总蛋白组的 40%左右。差异表达蛋白在 MetaboAnalyst 中进行

标准化后以 t-test 的 p<0.05，突变株与野生株变化倍数>1.5 倍的标准判断，发现 ATCC19606 组有 99 个差

异表达蛋白，42 个上调 57 个下调；090342 组有 96 个差异表达蛋白，54 个上调，42 个下调。对差异蛋白

的功能和参与的代谢旁路进行分析，发现参与脂蛋白、脂多糖转运的蛋白表达变化较大，其中 ATCC19606

组的 LptA，090342 组的 YjgP/YjgQ 蛋白分别下调 4.5 以及 174 倍。这两个蛋白分别位于细胞内膜与外膜

间隙以及内膜，主要作用是将 LPS 前体由胞内传送至外膜使得 LPS 可以在外膜定位并成为 LPS，两蛋白

的下调表明 LPS 在细胞内蓄积而无法到达至外膜，与 LAL 的测定结果相符。同时，在差异蛋白中，细胞

膜蛋白占表达变化较大，如 OmpW 在 ATCC19606 和 090342 组中都表达上调。该蛋白属外膜蛋白，其表

达调控与环境条件以及压力等变化相关，亦有报道表明其表达与多种抗生素耐药相关如多黏菌素、碳青霉

烯类等，表明细菌在 LPS 缺失时可能通过上调 OmpW 等外膜蛋白的表达量来维持细胞膜的完整性并对多

黏菌素耐药。 

结论：LPS 在维持细菌细胞膜完整性中占有重要地位，鲍曼不动杆菌在 LPS 缺失后其脂蛋白和 LPS 转

运蛋白表达下降，使得大量脂蛋白以及 LPS 无法从细胞内转运至细胞外膜。然而，OmpW 等外膜蛋白的表

达大量上调可能是鲍曼不动杆菌维持细菌的膜完整性以及对多黏菌素等抗生素耐药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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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宿主与微生物相互作用及免疫防御的研究 

口头发言 

IL-33 促进 Panx1 缺陷导致的 MRSA 血流感染中病原体清除 

  羽晓瑜    

1．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东方医院     上海      

2．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上海      

研究背景：肝移植手术患者术后易并发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 S. aureus )感染，导致肝

移植失败。但其感染和坏死的机制仍未阐明 Pannexin1（Panx1）一种质膜通道糖蛋白，是重要的膜间隙连

接蛋白与感染和癌症的进展密切相关。Panx1 在 HIV 感染，沙眼衣原体，寄生虫等感染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炎症感染中，ATP 通过 Panx1 通道释放入血促进巨噬细胞中 NLRP3 炎性体激活清除病原体。但是目

前 Panx1 和 MRSA 感染在肝移植的关系尚不清楚，如何有效控制感染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研究目的： 

Pannexin1（Panx1）是细胞间和细胞内外代谢产物及信号分子转运的重要通道之一，与感染密切相关。本

文对肝移植感染中 Panx1 在 MRSA 感染后的免疫应答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寻找其可能存在的免疫机制及

肝移植中控制 S. aureus 感染的有效治疗方案。 材料和方法：1.肝移植供体肝脏组织进行高通量筛选；2 建

立 Panx1-/-小鼠 S. aureus 血流感染模型，通过过继转移实验研究 Panx1 与 S. aureus 感染关系。3.FACS 观

察免疫细胞分群；收集小鼠外周血血清，luminex 多因子检测细胞因子水平；4.分离小鼠肝、肾、肺各组织，

通过组织菌落培养观察器官细菌载量，HE 染色观察小鼠组织损伤。 结果：1.肝移植供体肝脏组织进行高

通量筛选。结果表明，与未感染 MRSA 的样品相比，MRSA 感染患者的 Panx1 表达降低。2. Panx1-/-小鼠

过继转移实验确认 Panx1 与 MRSA 感染存在相关性；3.Panx1-/-小鼠血流感染模型显示，与 WT 小鼠相比

1. Panx1-/-小鼠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外周趋化减少，血清中细胞因子 IL-1β、 IL-6、TNF-α、IL-18 水平下

降； 4. Panx1-/-小鼠肝脏，肺脏和脾脏菌载量增加，其中肝脏菌载量增加最明显；5.IL-33 可以有效改善

Panx1 缺陷导致的 S. aureus 血流感染。 讨论：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Panx1 是宿主反应限制 MRSA 感染的

重要 PPR。膜蛋白 Panx1 低表达导致宿主 IL-1β 等炎症因子生成减少，宿主急性免疫反应下调，S. aureus

不能被及时有效清除， S. aureus 体内定植繁殖，加重患者 S. aureus 感染机率。IL-33 预处理可以促进免疫

细胞趋化到感染部位，从而有效控制和预防 Panx1 低表达导致的 S. aureus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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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宿主与微生物相互作用及免疫防御的研究 

以上全选 

1950-2016 年上海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的数据解读：需引入 B 群流脑疫苗？ 

  陈明亮 1     张驰 1     谈天 1     陈健 1     张曦 1     陈敏 1    

1．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海     200336 

背景 在中国，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流脑）主要由 A 和 C 群脑膜炎奈瑟菌引起。近年来，B 群流脑的

比例呈现明显增长的趋势，由 2006 年的 7.2%上升至 2014 年的 26.5%，但是对于 B 群菌株的特征及 B 群

流脑疫苗对中国菌株的保护率如何，数据有限，亟待研究。本研究拟阐述，在过去 60 年间随着流脑疫苗的

应用，上海流脑的发病率、发病人群及菌株组成等方面的变化，并评估目前国际上已有的 B 群流脑疫苗对

上海菌株的保护率，为制定中国的流脑防控策略提供科学数据。 方法 1950-2016 年上海流脑的病例监测

数据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在此期间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收集了

460 株脑膜炎奈瑟菌。对于国际上已有的 B 群流脑疫苗（Bexsero、Trumenba 和 NonaMen），采用 Bexsero? 

抗原序列分型方法（Bexsero? Antigen Sequence Type，BAST）预测它们对上海脑膜炎奈瑟菌的保护率。 结

果 从 1950 到 2016 年，上海的流脑呈现 7 个流行时期，每个时期持续约 8~10 年。流脑的季节性明显，2~4

月高发。5 岁以下儿童的发病率最高，随年龄增加而发病率降低。流脑发病率与人群带菌率呈正相关。在

1965-2016 年，本研究收集了 460 株脑膜炎奈瑟菌，分别来自流脑病人（n=169）和健康人（n=291）。根

据流脑疫苗引入的时间：1980 年为 A 群多糖疫苗，2008 年为 A+C 群多糖疫苗，本研究分为以下三个时

期：1) 前 A 群疫苗时期：1965-1980 年；2) 后 A 群疫苗时期：1981-2008 年；3) 后 A+C 群疫苗时期：

2009-2016 年。在这三个时期，上海流脑的发病率由 5.4/100,000 降为 0.71/100,000 再降为 0.02/100,000，主

要的克隆群由 A 群 ST-5 克隆群变为 C 群 ST-4821 克隆群，最后变为 B 群 ST-4821 克隆群。在后 A+C 群

疫苗时期，B 群流脑成为主流（63.2%），其中 50%由 ST-4821 克隆群引起，而且婴儿呈现最高的发病率

（0.45/100,000），死亡率为 9.5%。通过 BAST 分析，目前国际上已有的三种流脑疫苗：Bexsero、Trumenba

和 NonaMen，仅能对“后 A+C 群疫苗时期”中低于 25%的 B 群脑膜炎奈瑟菌提供保护力。讨论 中国的流脑

在过去 60 多年呈现出独特的流行特征：从一种周期性高发病率流行病演变为一种低发病率的少见传染病。

在上海，目前 B 群流脑已成为主流，但是这些菌株不能被已有的 B 群流脑疫苗所覆盖，对 B 群菌株的监

控仍需加强，同时需开发适用于中国 B 群菌株的流脑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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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宿主与微生物相互作用及免疫防御的研究 

以上全选 

结核杆菌 RD-1 区 CFP-10 基因密码子优化真核表达载体转染真核细胞的探讨 

  薛玉芹 1     张正银 1     黄韵 1     王亚婷 1     金英 1    

1．上海浦东新区浦南医院     上海     200125 

研究背景：结核病仍是目前威胁人类的主要传染性疾病之一，是全球第九大死因，也是因单一病原体

感染造成的主要死因，高于艾滋病。BCG 目前仍是被批准使用的预防结核病的唯一疫苗，基因序列比对方

法发现 BCG 缺失了 H37Rv 菌株 RD1-RD16 这 16 个基因决定簇，这也是 BCG 的免疫原性和保护效果

降低的原因之一。CFP-10 抗原是结核分枝杆菌 RD1 区编码的早期低分子量分泌蛋白，仅存在于致病性分

枝杆菌中，如 H37Rv 株和非典型分枝杆菌中，存在多个 T 细胞抗原决定簇，可强烈诱导结核病患者 

PBMC 的增殖，产生大量的 IFN-γ，具有良好的抗原性和免疫保护性，是结核病重要的诊断抗原和疫苗候

选分子。鉴于病原体与感染宿主在密码子使用方面的差异，拟在不改变氨基酸序列的前提下，优化结核杆

菌 CFP-10 编码基因中的一些稀有密码子，使其更接近于哺乳动物细胞的密码子使用偏好，以期望提高其

在真核表达系统的表达效率，为研究 CFP-10 毒力因子在宿主细胞中的作用机制和结核病新型核酸疫苗的

研制等奠定基础。 目的：构建结核杆菌密码子优化 CFP-10 基因及其真核表达质粒，并观察其在 真核 Hela 

细胞中的表达。 方法：在不改变氨基酸序列的前提下，根据密码子偏嗜性和 GC 含量等因素，设计优化 

CFP-10 基因密码子并全基因合成，PCR 扩增密码子优化的 CFP-10 基因，将其插入真核表达载体 PVAX1，

构建优化 PVAX1/CFP-10 重组质粒，经 PCR、酶切、测序鉴定后，经梭华 -Sofast TM 脂质体介导转染体

外培养的 Hela 细胞，通过 RT-PCR、倒置荧光显微镜和激光共聚焦检测融合基因在真核细胞中的表达。 

结果：共优化 60 个密码子，PCR 扩增出的目的片段长约 300 bp，构建的重组质粒经 PCR、酶切、测序

验证，和预期设计的基因序列一致。重组质粒转染 Hela 细胞后，RT-PCR 检测有明显 mRNA 的表达，间

接免疫荧光检测细胞爬片可见明显的特异性绿色荧光。 讨论：成功构建了 PVAX1/CFP-10 密码子优化基

因的真核表达质粒，初步验证了优化 PVAX1/CFP-10 在体外真核细胞中的明显表达，为进一步研究 CFP-

10 基因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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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宿主与微生物相互作用及免疫防御的研究 

以上全选 

2015-2017 年上海地区下呼吸道感染住院儿童常见病原体流行病学研究 

  徐梦华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     201102 

研究背景：呼吸道感染是婴幼儿时期最常见的疾病，也是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 5 岁以下儿

童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引起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种类繁多，感染类型多样，细菌、病毒、非典型病原体

都参与其中。由于感染上述病原体后所表现的临床症状无明显的特异性，因此对于引起下呼吸道感染的细

菌、病毒、非典型病原体的流行病学研究对于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的防治显得尤为重要。 研究目的：综合分

析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下呼吸道感染患儿中呼吸道病原体的流行病学特征，为上海地区儿童下呼吸道感

染的预防、诊治提供理论数据和临床支持。 材料和方法：收集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于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就诊的下呼吸道感染患儿，取鼻咽部抽吸物，使用细菌分离培养、直接免疫荧光法

及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检测呼吸道病原体，并对其流行病学特征进行分析。 结果：3 年间呼吸道病原

体的总检出率为 58.4%（7226/12379），其中肺炎支原体的检出率最高（14.5%），其次为呼吸道合胞病毒

（13.2%）和副流感病毒（5.9%）。男、女呼吸道病原体的总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患儿混合感染的总

检出率达 10.4%，其中细菌-病毒混合感染（5.9%）是最常见的混合感染类型。不同病原体表现出不同的年

龄变化趋势，呼吸道合胞病毒、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明显的下降趋

势，在 0-6 月龄患儿中检出率最高；肺炎支原体的检出率则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60 月

龄患儿中检出率最高；肺炎链球菌的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现上升的趋势，在 12-24 月龄患儿中检出率

达峰值，随后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流行季节分布中，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呼吸道合

胞病毒、卡他莫拉菌、流感嗜血杆菌以及肺炎支原体都表现出明显的季节特征。 讨论：多种病原体共同参

与导致上海地区儿童的下呼吸道感染，其中不同病原体表现出不同的流行季节、年龄分布等流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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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宿主与微生物相互作用及免疫防御的研究 

以上全选 

CA-SA 克隆株 ST398 ESS 系统分泌蛋白 EsxB 功能研究及其对宿主细胞凋亡的

影响 

  吕慧颖 1     李敏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上海     200020 

研究背景：金黄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SA）是临床重要病原菌之一，既可以引起轻微的

皮肤软组织感染，又可以引起菌血症、化脓性心内膜炎和致死性肺炎等严重感染。病原性 SA 按其最初感

染来源分为医院获得性 SA (healthcare-associated SA, HA-SA) 和社区获得性 SA (community-associated SA, 

CA-SA)。前期流行病学研究发现我国 CA-SA 克隆株 ST398 的分离率自 2005 年至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并且与对应的 HA-SA 相比，ST398 具有更高的毒力和致病性，引起广泛关注。ESS (ESAT-6 secretion system) 

系统是近年来在金黄色葡萄球菌中发现的与结核分枝杆菌Ⅶ型分泌系统同源的一个新型分泌系统。已有研

究表明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ESS 系统在其致病中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目的：研究 ESS 系统分泌蛋白 EsxB

在 CA-SA 克隆株 ST398 中的功能及其在宿主细胞巨噬细胞中对细胞凋亡的影响。并筛选鉴定出 EsxB 与

宿主细胞直接相互作用的宿主蛋白，揭示金葡菌 EsxB 蛋白在侵染宿主细胞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制。 材料

和方法：取一株具有代表性的 CA-SA ST398 临床分离株作为野生株，通过同源重组的方法构建 esxB 基因

的突变株，并用质粒 pOS1 构建相应的回补株。研究该基因对细菌的生长等表型的影响。通过裸鼠皮肤脓

肿模型、小鼠菌血症模型等研究该基因敲除株对 ST398 毒力和致病性的作用。PMA 诱导 THP-1 细胞系，

获得人类巨噬细胞。并通过流式细胞仪 FITC-AnnexinV/PI 双染法及 western blot 法检测 Caspase-3，确定

EsxB 对宿主细胞凋亡的影响。构建毒力蛋白表达载体获得携带 His 标签的 EsxB 蛋白，同时对细胞系 THP-

1 进行 SILAC 标记后，在细胞蛋白提取物中加入带有 His 标签的毒力蛋白，共同孵育后用特异性亲和吸附

His 的树脂对发生相互作用的宿主细胞蛋白进行富集，并进行蛋白电泳，找出与对照的差异条带，割胶进

行质谱分析，确定与毒力蛋白相互作用的宿主细胞蛋白。 结果：CA-SA 克隆株 ST398 ESS 系统分泌蛋白

EsxB 促进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毒力，esxB 突变株对小鼠生存、感染及皮肤脓肿形成能力均下降。EsxB 蛋白

能够促进 PMA 诱导的巨噬细胞的凋亡。通过质谱分析及 CO-IP 验证，内质网应激相关的葡萄糖调节蛋白

GRP78 能与 EsxB 毒力蛋白发生相互作用。 讨论：在社区获得性金黄色葡萄球菌侵染宿主的过程中，毒力

蛋白 EsxB 发挥了重要的促进细菌毒力功能。该毒力蛋白在侵染宿主巨噬细胞时，通过促进巨噬细胞凋亡

来发挥毒力。并且 EsxB 能够与巨噬细胞 GRP78 蛋白相互作用。EsxB 蛋白可能通过这种相互作用发挥其

功能，影响宿主细胞的内质网应激，促进宿主细胞的凋亡，提升社区获得性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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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宿主与微生物相互作用及免疫防御的研究 

口头发言 

Poly(U)和 CpG 对呼吸道合胞病毒疫苗增强性疾病中异常 T 细胞免疫及肺炎的改

善作用研究 

  贾然 1     陆路 2     梁小珍 3     孙志武 2     谭令兵 3     徐梦华 1     苏犁云 1     徐锦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临床检验中心     上海     201102 

2．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系医学分子病毒学教育部     上海     200032 

3．中国科学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上海     200032 

呼吸道合胞病毒（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RSV）属于副黏病毒科肺病毒属，它是世界范围内导致

婴幼儿、老年人以及重度免疫抑制人群严重下呼吸道感染的最重要病原体。对于 RSV 疫苗的研究可以追

溯到 20 世纪 60年代，但由于该病毒的灭活疫苗可引起RSV疫苗增强性疾病（RSV vaccine-enhanced disease，

RVED），所以至今尚没有安全有效的疫苗用于 RSV 的预防控制。RVED 的形成机制目前仍不清楚。在 

RSV 的识别中有着重要的哨兵分子作用的 Toll 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 TLR）近年来已被部分研究者

发现与 RVED 的形成有关。 RVED 小鼠模型可以为 RVED 机制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实验支持，而本研究

的目的就是建立能够稳定地模拟婴幼儿  RVED 表现的小鼠模型并初步探索 TLR 激活状态的改变对 

RVED 异常免疫应答造成的影响。 我们选取 6-8 周龄的雌性 BALB/c 小鼠作为研究对象，首先制备了福

尔马林灭活 RSV 疫苗（Formalin-inactivated RSV vaccine，FIRSV）并接种入小鼠体内，在 28 天后使其感

染 RSV（滴鼻），然后通过 RT-qPCR、流式细胞术、HE 染色等方法对相应指标进行检测。我们发现，与

未接种疫苗组小鼠相比，接种 FIRSV 组小鼠在感染 RSV 之后，体重明显减轻且伴有重度肺炎，其 T 细胞

免疫呈现 Th2 偏倚状态，且 CD8+T 细胞在感染 RSV 后其主要细胞因子分泌明显下降，提示我们成功建立

了 RVED 小鼠模型。基于此模型，我们在 FIRSV 中增加了 Poly(U)（TLR7/8 激动剂）和 CpG（TLR9 激动

剂），以进一步观察此两种 TLR 激动剂是否对 RVED 有改善作用。结果显示，与仅接种 FIRSV 组小鼠相

比，接种添加有 Poly(U) 和 CpG 的 FIRSV 组小鼠的体重减轻程度和肺炎程度都有明显的减轻，且其 Th2

偏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Th1 和 CD8+T 细胞的功能得到加强，说明 Poly(U)和 CpG 对 RVED 有一

定程度的改善作用。 综上所述，在本研究中，RVED 小鼠模型初步建立成功，RVED 小鼠呈现出 Th2 优

势型免疫应答，且有 CD8+T 细胞功能不足；而将 FIRSV 疫苗辅以 TLR7/8 激动剂 Poly(U)或 TLR9 激

动剂 CpG 可以明显改善 RVED 小鼠的异常 T 细胞免疫应答及肺炎，提示 TLR7/8 和（或）TLR9 的激活

不足可能是 RVED 小鼠异常免疫应答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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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宿主与微生物相互作用及免疫防御的研究 

书面交流 

Th17 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在甲型流感病毒合并不可分型流感嗜血杆菌共感染中的

免疫保护机制研究 

  张馨赟 1,2     李勇 2     李文超 2     陈圣森 1,2     杨莹 2     张文宏 1     沈浩 2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     200040 

2．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     宾夕法尼亚     19104 

甲型流感病毒（Influenza A Virus, IAV）是一种具有强致病性和高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 IAV 感染后

继发细菌性感染是造成病情危重和致死的主要原因。流感嗜血杆菌（Haemophilus influenzae, Hi）是三大常

见的共感染病原体之一，其中不可分型流感嗜血杆菌（Nontypeable Haemophilus influenzae, NTHi）是目前

首要的流感嗜血杆菌感染病原体。NTHi 感染与宿主间的免疫学机制研究有限，不仅尚无有效的 NTHi 疫

苗，且抗体介导的 NTHi 候选疫苗保护效益普遍不高。Th17 细胞被认为在胞外菌的清除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其分泌的 IL-17 能够募集中性粒细胞和分泌抗菌肽吞噬杀伤细菌。本文通过建立流感继发流感嗜血杆

菌共感染小鼠模型，观察 IAV/NTHi 共感染对机体造成的损害及适应性免疫应答特点，尤其是 Th17 细胞

的应答变化，进一步分析细菌免疫诱导的抗原特异性 Th17 细胞的记忆性免疫应答特点及免疫保护作用，

探讨基于记忆性 Th17 细胞疫苗的可行性。并从细菌清除、病毒复制、组织损伤、NTHi 特异性免疫应答等

方面对 IAV/NTHi 共感染机制进行分析。利用过继转移和细菌免疫的方法，评估抗体及 CD4+ T 细胞在

IAV/NTHi 共感染中发挥免疫保护作用。研究发现 IAV 感染后，机体对 NTHi 易感，死亡率极高，且能导

致细菌清除能力受损、肺组织病理损伤严重等不良结局。NTHi 感染可引起高水平肺部 Th17 细胞反应，但

在共感染机体中细菌特异性 Th17 细胞被明显抑制。细菌免疫诱导的 Th17 记忆性免疫应答可以增加共感染

体内 Th17 细胞的表达，为共感染小鼠提供全面的免疫保护，包括提高生存率、有效控制细菌繁殖、减轻

靶器官损伤及组织炎症浸润。本研究为后续研制可行的细菌性疫苗提供新的思路和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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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社区及医院获得性感染的临床研究以及感染控制管理经验与对策 

以上全选 

行二期翻修术治疗人工假体周围感染——革兰阴性与革兰阳性菌患者的比较 

  王津 1     王俏杰 1     沈灏 1     张先龙 1    

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上海市     200233 

研究背景：行二期翻修治疗革兰阴性和革兰阳性假体周围患者术后感染控制的差异仍具有争议。研

究目的：本研究的目的为探讨革兰阴性菌感染是否为假体周围感染行二期置换术后感染控制的不利因

素。材料与方法：本研究回顾了 2004 年 8 月至 2016 年 12 月在我院采用二期翻修治疗关节假体周围革兰

阴性与革兰阳性菌感染的患者。记录并比较了革兰阴性及革兰阳性菌感染患者患病过程中的人口学特

征，微生物学数据，临床结果，和其他相关的细节。应用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了患者的危险因素。结

果：本研究共纳入了 73 例病例。随访时间中位数为 57.2 月。革兰阴性菌感染患者的感染控制率为 61.5% 

(8/13), 革兰阳性菌感染的患者的感染控制率为 86.6% (52/60)。Kaplan-Meier 分析示革兰阴性菌感染患者

的累积感染控制生存率比革兰阳性菌感染患者低 (P=0.018)。多因素 Cox 回归分析示膝关节 (与髋关节相

比) (P=0.031), 存在窦道 (P=0.018)是感染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在假体周围感染行二期翻修的患

者中, 革兰阴性菌感染的患者相较于革兰阳性菌感染的患者感染更难控制。讨论：研究显示假体周围感染

患者中最常见的病原菌为革兰阳性菌，而革兰阴性菌占到所有的微生物的 12%。假体稳定的急性、环丙

沙星敏感的假体周围感染患者，采用清创保留假体术有较高的感染控制率; 然而随着临床上产超广谱 β-内

酰胺酶的革兰阴性菌和环丙沙星耐药的革兰阴性菌的感染率升高，使得假体周围革兰阴性菌感染患者越

来越难治疗。在混合感染患者中，培养结果经常显示一种强势细菌，这导致了抗生素治疗的覆盖面不足

最终引起治疗失败。因此，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在第二期人工关节再植入时，行术中培养，阳性培养

结果常常与第一期翻修结果不同，而感染复发时，获得的病原体又与上次术中培养结果不同。本研究由

于其回顾性研究的特性和样本量，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另外，由于十几年来对假体周围感染的认识、

诊断方法、治疗方法的提升进步，也可能会对研究造成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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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社区及医院获得性感染的临床研究以及感染控制管理经验与对策 

口头发言 

急性腹泻儿童弯曲菌感染临床调查及分子分型研究 

  何磊燕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     201102 

目的 1、研究弯曲菌感染急性腹泻儿童临床特点 2、分析 2011-2015 年急性腹泻儿童肠道分离弯曲菌

耐药特征 3、研究 2011-2015 年急性腹泻儿童肠道分离弯曲菌分子分型特点 方法 1、急性腹泻儿童弯曲菌

感染临床特点及弯曲菌耐药特征 收集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门诊

及住院临床诊断为急性腹泻患儿新鲜粪便标本进行弯曲菌（空肠弯曲菌和结肠弯曲菌）分离培养、鉴定及

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粪便标本弯曲菌分离培养采用 CAMALI 选择培养基，微需氧环境 42℃培养 48 小

时。弯曲菌鉴定采用革兰染色形态、生物化学反应、多重PCR及基质辅助激光解吸电离飞行时间质谱（Matrix 

Assisted Laser Desorption/Ionization time Of Flight Mass Spectrometry，MALDI-TOF）技术进行鉴定。 收集

入组弯曲菌感染急性腹泻儿童临床资料，统计分析入组患者弯曲菌感染率、弯曲菌感染的年龄分布、季节

分布、性别分布、地域分布、职业分布、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临床治疗。 采用微量肉汤稀释法进行弯

曲菌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对环丙沙星（Ciprofloxacin，CIP），红霉素（Erythromycin，ERY），四环素

（Tetracycline，TET）和多西环素（Doxycycline，DOX）药物敏感性试验判断标准采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

标准委员会（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 Institute，CLSI ）M45-A3（2015 年版），氨苄西林（Ampicillin，

AMP）采用 CLSI M100-S27（2017 版），阿奇霉素（Azithromycin，AZM），庆大霉素（Gentamicin，CN）

和克林霉素（Clindamycin，Cli）采用美国国家抗菌药物耐药监测系统（National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Monitoring System，NARMS）判断标准进行判断。 采用 WHONET5.6 软件分析细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性。

组间差异采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 χ2 检验，P<0.05 视为有统计学意义。 2、急性腹泻儿童肠道分离弯曲菌

基因分型特点 采用多位点序列分析（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MLST）对 2011-2015 年入组的急性腹泻

儿童肠道分离空肠弯曲菌和结肠弯曲菌进行基因分型，7 个等位基因位点为 aspA，glnA，gltA，glyA，pgm，

tkt，uncA。采用 BioNumerics （Version 7.1）数据库软件进行图像分析并构建最小生成树（Minimum Spanning 

Tree ,MST），分析菌株之间的亲缘关系，分析弯曲菌分子分型在感染季节、年份、患者年龄分布特点及耐

药性特点。 采用辛普森多样性指数（Simpson’s diversity index，SDI）评估弯曲菌分子型别在急性腹泻儿童

中的多样性分布。组间差异采用 SPSS 16.0 软件进行 χ2 检验，P<0.05 视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1、急性

腹泻儿童弯曲菌感染临床特点分析 2011 年 1 月 1 日-2015 年 12 月 31 日，共入组急性腹泻患儿 14733 例，

年龄分布 7 天-16 岁，中位数 13 月，男女比例 1.46:1。共有 603 例患儿粪便标本分离到弯曲菌，弯曲菌总

感染率为 4.09%（603/14733）。弯曲菌合并其他种类肠道致病菌感染例数 37 例，复合感染率 6.13%（37/603）,

其中，弯曲菌合并沙门菌 5.80%（35/603）、弯曲菌合并志贺菌 0.33%（2/603）。男性弯曲菌的感染率 4.36%

（381/8733)，高于女性 3.70%（222/6000）（χ2=3.980，P=0.046）。603 例患者中空肠弯曲菌（Camylobacter 

Jejuni, C. Jejuni）感染率为 3.39%（500/14733）, 结肠弯曲菌（Camylobacter Coli, C. Coli）感染率 0.70%

（103/14733），空肠弯曲菌的感染率明显高于结肠弯曲菌（χ2=2.668E+02， P=0.000）。 分析感染率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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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2011-2015 年入组患者弯曲菌感染率依次为 5.07%（162/3197）,4.18%（144/3445），2.25%（66/2927), 

0.66%（16/2417)和 7.83%（215/2747)，2015 年感染率最高（χ2=1.199E+02，P=0.000）。 分析感染者年龄

特征，感染者中 62.90%(195/310)的感染者为学龄前儿童，其次为幼托期儿童 23.55%(73/310)，学龄期儿童

仅占 13.55%(42/310)。具体年龄分布如下：≤1 岁患者感染率 2.64%（186/7036）；2-3 岁患者感染率 5.02%

（198/3946）；4-5 岁患者感染率 7.09%（106/1495）；>5 岁患者感染率 5.01%（113/2256）。4-5 岁年龄组

感染率高于其他年龄患者（χ2=38.083，P=0.000)。 分析感染者季节分布，提示弯曲菌全年感染率分布呈 M

型，M 型的两个高峰时期分别为 2-3 月和 11-12 月，其中 2 月、3 月的感染率为全年最高，分别为 6.80%

（54/794）和 6.56%（59/899），11 月、12 月为第二高峰，感染率分别为 5.61%（61/1088）和 5.47%（48/878）

（χ2=68.894， P=0.000）。 95.16%（295/310）弯曲菌感染急性腹泻患儿表现为腹泻，腹泻天数 1-30 天，

平均 3 天。腹泻频次范围 1-20 次/日，平均 3 次/日。腹泻伴呕吐 10.65%（33/310），伴腹痛 25.48%（79/310），

伴里急后重 0.97%（3/310），伴体温升高患者占 51.61%（160/310）。感染者有明确不洁饮食史 4.52%（14/310），

84.19%（261/310）病例使用抗菌药物进行治疗。 2、空肠弯曲菌和结肠弯曲菌的耐药性结果分析 对 307

株空肠弯曲菌及 70 株结肠弯曲菌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显示空肠弯曲菌、结肠弯曲菌对环丙沙星（CIP）的

耐药率分别为 98.4%（302/307）、100%（70/70）； 对四环素（TET）的耐药率分别为 76.5%（235/307）、

94.3%（66/70）；对多西环素（DOX）耐药率分别为 69.1%（212/307）、88.6%（62/70）；对氨苄西林（AMP）

的耐药率分别为 35.8%（110/307）、37.1%（26/70）；对克林霉素（CLI）耐药率分别为 31.3%（96/307）、

65.7%（46/70）；对庆大霉素（CN）耐药率分别为 4.9%（15/307）、54.3%（38/70）；对阿奇霉素（AZM）

耐药率分别为 9.8%（30/307）、71.4%（50/70）；对红霉素（ERY）的耐药率分别为 1.0%（3/307）、62.9%

（44/70）。 3、急性腹泻儿童肠道分离弯曲菌基因分型特点 对 254 株空肠弯曲菌进行 MLST 分型，共检

测到 127 种序列型（Sequence type，ST），出现频次最高的 3 种 ST 型分别为 ST-464（14 次），ST-5（10

次)，ST-305（8 次）,分别占总空肠弯曲菌菌株数的 5.51%（14/254），3.94%（10/254）和 3.15%（8/254），

其中首次发现 32 个新空肠弯曲菌 ST 型。 对 54 株结肠弯曲菌 MLST 分型检测，共检测到 31 种 ST 型，

其中 1 种为新 ST 型。辛普森多样性指数分析显示空肠弯曲菌为 0.9886，结肠弯曲菌为 0.9706，提示 2 种

弯曲菌在急性腹泻儿童中感染的离散程度较高，即弯曲菌引起的儿童急性腹泻目前仍以散发为主。弯曲菌

ST 型最小生成树分析亦显示弯曲菌的 ST 型在感染季节分布、年度分布和感染者年龄分布均表现为散发特

点。 分析弯曲菌主要克隆复合体（clonal complex, CC）耐药特点显示，空肠弯曲菌四种主要克隆复合体

CC353（36 株）、CC464（32 株）、CC21（29 株）、CC574（22 株）对监测的 8 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均

无统计学差异。 结论 1、 弯曲菌是引起儿童急性腹泻的重要致病菌，4-5 岁感染率最高，男性感染率略

高于女性患儿，学龄前儿童感染率最高。儿童弯曲菌肠道感染全年均可发病，其中 2-3 月、11-12 月是两个

感染高峰期。感染者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结果特征性不明显，较难与其他细菌引起的肠道感染相鉴别，

诊断主要靠病原学检查。 2、空肠弯曲菌对 ERY、AZM、CN 较为敏感，对 CIP 和 TET 耐药率超过 70%。

结肠弯曲菌对 ERY，AZM、CLI 耐药率超过 60%，对 TET、DOX、CIP 超过 80%，对 AMP 耐药率较低。 

3、共检测到 127 种空肠弯曲菌 ST 序列型和 31 种结肠弯曲菌 ST 序列型，首次分离到 32 种新 ST 型空肠

弯曲菌和 1 种新 ST 型结肠弯曲菌。ST 分型提示空肠弯曲菌和结肠弯曲菌感染呈高度散发状态，ST 型分

布与感染季节、年份、患者年龄、菌株耐药特性无明显相关性。  

关键词: 空肠弯曲菌；结肠弯曲菌；急性腹泻；儿童；临床调查；微生物敏感性试验；多位点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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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社区及医院获得性感染的临床研究以及感染控制管理经验与对策 

口头发言 

儿科医院重点部门 CRE 主动筛查及其感控措施干预在医院感染中的效果评价 

  殷丽军 1     王传清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     201102 

目的 评价耐碳青霉烯类肠杆菌科细菌（CRE）主动筛查结合加强感染控制措施干预在我院重点科室

（新生儿，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PICU，血液科）医院感染预防控制中的效果,为 CRE 医院感染预防与控

制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以 2017 年 1 月 1 日-2018 年 6 月 30 日入住我院上述四个科室的患者为研究对象,

期间不断加强入院/转入患者的入院及住院期间 CRE 主动耐药菌筛查，所有患者均进行医院感染实时监

测,CRE 培养阳性者均加强感控措施干预。采用 χ-2 检验比较 2017 年及 2018 年 1-6 月入院 48 小时内及住

院期间不同时间段（3-7 天，7-14 天以及＞14 天）CRE 主动筛查率、CRE 定植率的变化，比较 2018 年 1-

6 月与 2017 年医院感染率及 CRE 医院感染率变化。 结果 2018 年 1-6 月咽拭子 CRE 主动筛查率（79.7%）

较 2017 年（57.6%）和肛拭子 CRE 主动筛查率（66.5%）较 2017 年（36.7%）均显著增加（P＜0.05），

CRE 主动筛查主要集中在入院 48 小时内，住院期间不同时间段 CRE 主动筛查率变化不明显（均＜10%）。

2018 年 1-6 月肛拭子主动筛查 CRE 定植率（4.9%）较 2017 年（12.0%）显著下降（P＜0.05），咽拭子 CRE

定植率（2.7%）较 2017 年(2.0%)轻度升高（P＜0.05），但均表现为随住院时间延长定植率呈上升趋势（P

＜0.05），且肛拭子 CRE 定植率高于咽拭子。CRE 主动筛查定植菌以耐碳青霉烯类肺炎克雷伯菌(CRKPN)

最多（47%），其次是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CRABA）（18%）和大肠埃希菌(CRECO)（13%）。

CRE 医院感染病原菌同样以 CRKPN 为主（60%）。通过不断加强感控措施干预，2018 年 1-6 月重点部门

医院感染率(4.2%)较 2017 年（5.5%）下降，CRE 医院感染率（6.8%）同时比 2017 年（21.4%）显著下降

（P＜0.05）。结论 我院 2018 年 1-6 月 CRE 主动筛查率较 2017 年明显增加，筛查主要集中在入院 48h 内。

CRE 定植率随住院时间延长而增加，且以肠道定植率较高，定植菌主要以 CRKPN 为主。采取主动筛查结

合感控措施干预能够有效降低病区医院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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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社区及医院获得性感染的临床研究以及感染控制管理经验与对策 

口头发言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尿路感染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分析 

  殷丽军 1     王传清 1    

1．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上海     201102 

目的 分析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医院获得性尿路感染(urinary tract 

infection，UTI)患儿的临床特征，并与社区获得性 UTI 患儿作比较，分析其感染的危险因素，为降低 NICU

医院获得性 UTI 的发生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研究方法，对我院 2016.1 月-2016.12 月 NICU

医院获得性 UTI 患儿的临床特征进行分析并与社区获得性 UTI 患儿进行比较。结果 2016 年我院共收治

NICU 患者 2032 例，医院获得性 UTI 83 例（医院感染率 4.08%），社区获得性 UTI 56 例。UTI 病原菌均

主要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其中医院获得性和社区获得性 UTI 分别主要是肺炎克雷伯菌（KPN）和大肠埃

希菌(ECO)，基础疾病分别为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和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医院获得性 UTI 患儿出生孕

周、出生体重及感染时的血 PH 值低于社区获得性 UTI 患儿（P＜0.05），剖宫产率、母亲疾病及用药史、

合并 PDA 或卵圆孔未闭患儿比例以及感染后总住院时间、抗生素治疗联用比例、UTI 发生后患儿肾脏 B

超异常发现率均高于社区获得性 UTI 患儿（P＜0.05）。两组患儿均为男性患儿居多，但两组之间比较无差

异（P＞0.05）。医院获得性 UTI 患儿中入院肛试子耐药菌筛查阳性率 43.2%（35 例），15 例与尿培养病

原菌结果一致（占 42.9%）。咽拭子耐药菌筛查阳性率 35.8%（29 例），5 例与尿培养结果一致（占 17.2%）。

尿培养阳性病例中，同时痰培养阳性的有 20 例，其中 11 例与尿培养结果一致（占 64.7%）。血培养阳性

7 例，1 例与尿培养结果一致（占 14.3%）。结论 NICU 医院获得性 UTI 形式严峻，早产、出生低体重、

母亲疾病及用药史以及剖宫产是医院获得性 UTI 患儿相对于社区获得性 UTI 的危险因素，医院获得性 UTI

发生后患儿住院时间长，治疗困难，肾脏受累更加严重。医院获得性 UTI 患儿感染前肛拭子和咽拭子耐药

菌筛查阳性率高，定植菌感染是医院获得性 UTI 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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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社区及医院获得性感染的临床研究以及感染控制管理经验与对策 

以上全选 

Fecal carriage 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from outpatient children in Shanghai 

  Fen Pan 1     Dongxing Tian 1     Bingjie Wang 1     Hong Zhang 1    

1．Shanghai Children’s hospital     Shanghai     200062 

Objectives Fecal colonization with carbapenem-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 can be a risk factor for bacterial 

translocation resulting in subsequent endogenous infections.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prevalence 

of CRE colonization in stool samples of patients from community in a tertiary pediatric hospital of Shanghai. 

Methods Fecal samples were consecutively obtained from patients in 2016 and screening of CRE was conducted 

by home-made MacConkey agar.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was determined by broth microdilution method and 

β-lactamas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nd DNA sequencing. MLST was performed 

for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Results A total of 880 fecal samples were enrolled for this screening test and 32 non-

duplicate samples were screened CRE positive with 3.6% carriage rate, mainly in K.pnuemoniae and E.coli. All 

CRE strains showed high resistance to the most of routine antibiotics except for polymyxin B and tigecycline. The 

blaNDM gene was the major carbapenemase gene harbored by gastrointestinal CRE strains and other genes 

including blaKPC-2, blaIMP-26, and blaIMP-4 were also found. Various STs were detected in these strains, with 

ST11 and ST37 being more prevalent in K.pneumoniae and ST101 in E.coli. Conclusions The prevalence of CRE 

fecal carriage presented that urgent implementation of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 should be conducted to limit spread 

of CRE strain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o describe the facal carriage and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CRE strains in 

children from community setting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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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社区及医院获得性感染的临床研究以及感染控制管理经验与对策 

以上全选 

住院患者与医院环境鲍曼不动杆菌 PFGE 分子分型研究 

  吴毅凌 1     郭晓芹 1     葛忆琳 2     刘军 3     姜永根 1     杨丽华 1    

1．上海市松江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海     201620 

2．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海     200336 

3．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     上海     201600 

目的 检测并分析某哨点医院住院患者与诊疗环境中鲍曼不动杆菌（AB）流行携带情况，分析住院患

者与医院环境分离菌株的基因同源性，为预防和控制鲍曼不动杆菌引起的院内感染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于 2016 年第三季度到 2017 年第二季度在上海市某哨点医院采集住院患者样本 206 例和医院诊疗环境样本

228 例，分离鉴定鲍曼不动杆菌，采用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对其进行基因分型，并分析同源性。 结

果 共分离鲍曼不动杆菌 56 株，其中从患者样本中分离 14 株，环境样本中分离 42 株，医院诊疗环境中诊

疗相关用品、患者直接接触物品和公共用品分离率较高，分别为 31.43%、22.58%、20.59%，医护人员手部

和保洁用品皆有检出。PFGE 分型显示 56 株菌可分为 34 个基因型，其中 L 型（23.21%）最多，D 型（7.14%）

和 C、I、K 型（5.36%）其次，其余型别分离 1-2 株。 结论 某院诊疗环境特别是 ICU 中 AB 检出率较高，

且与住院患者样本中检出菌呈现高度的同源性，接触传播可能是 AB 院内感染重要途径，应加强诊疗环境

消毒和医护人员感染控制意识，最大限度减少交叉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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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社区及医院获得性感染的临床研究以及感染控制管理经验与对策 

以上全选 

高毒力核糖体 027 艰难梭菌通过不同传播途径进入中国 

  秦娟秀 1     李敏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目的：调查高毒力菌株 ST1/027 型艰难梭菌感染的现状，为艰难梭菌的感控提供数据支持。 方法：通

过查阅患者的电子病历进行临床信息的收集；对本院出现的高毒力菌株 ST1/027 型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同

时和中国其他地区以及全球 027 型菌株进行进化研究，分析来源；采用琼脂稀释法检测药物敏感性。采用

毒力检测和芽孢形成实验评估菌株的毒力和芽孢形成能力。 结果：全基因组测序结果显示出现了以保健

病房为主的 ST1/027 型艰难梭菌的传播，菌株进化分析显示，与北京的流行菌株来源不同，上海地区的流

行菌株来源于北美。5 例病人腹泻中，3 例腹泻病人较为严重，呈现反复多发性的腹泻。传播源是来自美国

的一位男性老年患者，在美国住院期间发生反复腹泻且并没有进行有效的抗艰难梭菌治疗，随后该病房出

现了其他病人的感染。2017 年 4 月对其粪便和环境中的进行艰难梭菌检测，发现该患者仍是携带者状态并

向外排菌，因此院感及时处理并干预，随后无 027 型艰难梭菌的再传播。5 株 027 型型的艰难梭菌均对克

林霉素和环丙沙星耐药。027 型的艰难梭菌毒力较其他菌株较高；芽孢形成能力显示 027 型艰难梭菌较其

他型别较高，可能是其在我院流行的原因之一。 结论：这是国内首次发现并报道美国输入性的高毒力 027

型艰难梭菌感染，而且 027 型的艰难梭菌通过不同的传播途径已经进入中国。该型菌株引起的临床症状较

重、对环丙沙星耐药且芽孢形成能力较高需引起极高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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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社区及医院获得性感染的临床研究以及感染控制管理经验与对策 

以上全选 

上海地区临床儿童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菌株的分子特征 

  王星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     200127 

目的：本研究分析上海地区临床上儿童来源的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布特点及流行特征、耐药性和耐药相

关基因的携带情况，为临床上控制和治疗院内鲍曼不动杆菌的感染提供线索。 方法：收集上海儿童医学中

心在 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1 月期间临床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 88 株，其中 3 株来自医院环境，所有菌株

用 VITEK 2 仪器检测其对 18 种抗生素的敏感性，MLST 分型方法分析其基因型，对耐药菌株采用 PCR 技

术检测耐药相关基因（AmpC，IMP，VIM，OXA-23，OXA-51）的携带和突变（gyrA）情况。 结果：88

株鲍曼不动杆菌菌株中，60 株是耐碳青霉烯类菌株（CRAB），通过 MLST 分型可分成 ST208 型（95%）

和 ST373 型（5%），且 ST208 型对 18 种抗生素均耐药，均携带有 AmpC，OXA-23 和 OXA-51 基因且 gyrA

基因的 QRDR 区域存在突变（Ser83Leu）；28 株是碳青霉烯类敏感的菌株（CSAB），可分成 25 种不同的

ST 型，包含 4 个已知的 ST 型和 21 种新的 ST 型。3 株医院环境样本来源的鲍曼有 2 株是 ST208 型。 结

论：上海地区临床儿童中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中，CRAB 的基因型相对较少，以 ST208 为主；CSAB 的基

因型相对较多，背景较为复杂；且 CRAB 中多重耐药十分严重。ST208 携带有 AmpC，OXA-23 和 OXA-

51 基因且 gyrA 基因的 QRDR 区域存在突变（Ser83Leu）可能是导致其多重耐药，成为主要流行株的原因；

同时其在环境样本中检测出，存在院内感染的可能性，应引起临床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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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社区及医院获得性感染的临床研究以及感染控制管理经验与对策 

以上全选 

在中国上海，母乳是一个家畜相关性金黄色葡萄球菌 

和社区相关性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潜在储存库 

  李晓亮 1     黄卫春 1     王星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上海     200127 

Staphylococcus aureus usually exists in breast milk and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ative infective 

agents. To be effective in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S. aureus infections among infants,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occurrence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S. aureus isolated from 1102 samples of breast milk 

between 2015 and 2016 in Shanghai, China. Out of 71 S. aureus strains isolated, 15(21.1%,15/71) were MRSA and 

all the strains were characterized by spa typing,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SCCmec typing, antibiotic 

resistance testing and virulence-associated genes. A total of 18 distinct sequence types (STs) and 36 spa types were 

identified within the 71 isolates, among which the most frequently represented was ST398 (19.7%, 14/71), followed 

by ST7 (18.3%, 13/71), ST59 (16.9%, 12/71). The three predominant STs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one half of all 

S. aureus isolates. The most prevalent spa types were t091(12.7%,9/71), followed by t571(8.5%,6/71), 

t189(7.0%,5/71), t034(5.6%,4/71), t437(5.6%,4/71) and t701(4.2%,3/71). All MRSA isolates belonged to SCCmec 

IV and V, accounting for 66.7% and 33.3% respectively.Notably, 23 (32.4%) S. aureus strains were multidrug 

resistance (MDR), including 4 (5.6%) MRSA and 19 (26.8%) MSSA strains, and MDR isolates were mostly 

resistant to penicillin, erythromycin and clindamycin. All isolates exhibited simultaneous carriage of at least 5 of 

33 possible virulence genes and the most prevalent genes detected were icaA(100%), clfA(100%), hla (100%), 

sdrC(94.4%), hlg2(88.7%), lukE(57.8%). 39(54.9%, 39/71) isolates, including 9 (12.7%) of MRSA isolates, 

harbored ≥10 tested virulence genes evaluated in this study. The pvl gene was detected in 8 strains, which 

represented 5 different STs, with ST59 being the most one.Overall, our findings showed that S aureus strains isolated 

from breast milk were mainly MSSA (78.9%, 56/71) and exhibited high genetic diversity in Shanghai area of China. 

Breast milk was a reservoir for LA-SA (ST398) and CA-SA (ST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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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实验室与临床的沟通经验分享等 

以上全选 

特发型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伴马尔尼菲篮状菌感染 1 例 

  何松哲 1     李政 1     贾丽娜 1     曾志能 1     洪铸 1     杨秋 1    

1．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桂林     541001 

本文报道我院收治特发型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伴马尔尼菲篮状菌感染 1 例。免疫力正常人群较少患

马尔尼菲篮状菌病。有 30 年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糖尿病、高血压等多重病史，常年服用强的松激素

药物，已造成免疫功能下降，最终抽取血培养检测出马尔尼菲蓝状菌，及时给予抗真菌、升血小板、抗甲

状腺等治疗后，效果良好。 

116



 

16 

07-实验室与临床的沟通经验分享等 

书面交流 

PDCA 循环在微生物标本送检管理中的作用 

  何丽华 1     倪丽君 1     吕莉 1     慎慧 1     胡靓 1     郭建 1    

1．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上海市     200123 

目的： 探讨如何有效提高临床科室对微生物标本的送检率，特别是血培养和无菌体液的送检率。加强

对使用抗菌药物患者微生物标本送检重要性的认识，特别是抗菌药物使用前微生物标本的采集，切实做好

对各病区微生物送检工作的监督。方法：通过和医务科、院感科、药剂科、信息科和护理部等各科室的合

作，加强对使用抗菌药物患者微生物送检情况的监督。统计分析我院 2017 年 3 月份各临床科室使用抗菌

药物患者微生物标本送检情况以及血培养构成比，分析微生物标本送检率及血培养构成比低下的原因，对

于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提出持续改进措施，并在实践中跟踪实施效果并总结经验。结果： 我院 2017 年

3 月份使用抗菌药物患者微生物标本送检率为 31.75%，血培养构成比为 30.54%，制定一系列的改进措施

后，在接下来的 7 个月期间，使用抗菌药物患者微生物标本送检有较大改观，血培养构成比成快速上升趋

势，各临床科室更加重视血培养标本的送检。结论： 微生物检验的结果可以指导临床合理地使用抗菌药

物。应用 PDCA 循环法能够持续改进微生物血培养标本的送率，保障临床合理地使用抗菌药物。  

关键词：微生物送检；血培养；抗菌药物；PDCA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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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实验室与临床的沟通经验分享等 

以上全选 

Value of time to positivity of blood culture in bloodstream 

  潘芬 1     赵婉彤 1     张泓 1    

1．上海市儿童医院     上海市     200062 

Objective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aims at investigating the value of time to positivity (TTP) of blood culture in 

children, which can provide the basis for the treatment of bloodstreams. Methods All the blood cultures taken from 

children with suspected bloodstream infection were retrospectively investigated in 2016. The TTP of different 

isolate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TP of isolates and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Enterobacter BSI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Results A total of 808 strains were isolated from 15835 blood cultures collected and 145 

(17.9%) were Gram-negative, 636 (78.7%) were Gram-positive, and 27 (3.3%) were fungi. Coagulase negative 

Staphylococcus (CoNS) was the predominant isolates (61.9%). K.pnuemoniae was mostly isolated among Gram-

negative isolates. The mean TTP of gram-negative strains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e TTP of gram-negative 

strains (P<0.001) and fungi (P=0.032). Most of positive cultures (86.9%) were detected within the 2 day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the TTP was detected in methicillin-resistant S.aureus vs methicillin-susceptible S.aureus, 

ESBLs positive vs negative Enterobacteriaceae, and extensive drug-resistant and non-XDR A.baumanniii. ROC 

curv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TTP cut-off value of CoNS, S.aureus, E.coli, and K.pneumoniae were 22.72, 19.6, 

18.58, and 16.43 respectively with most sensitive and specific predictor of BSIs. Conclusions Our data 

acknowledged that TTP is a valuable index for the prognosis of BSI. TTP not only provides additional utility as a 

general predictor of bacteria with smear result, but also provides the implication of drug-resistant organisms,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adjustment of antibiotic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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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毒力的高粘液肺炎克雷伯钧的出现 

  祝俊英 1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We report seven ST11 CR-HMKP infections in a teaching hospital of China, with focus on their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Seven CR-HMKP isolates harboring both carbapenem-resistance and hypermucoviscous phenotype 

was isolated from Renj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between January 2015 and December 

2016.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testing performed by agar dilution method revealed highly resistant to tested 

antibiotics except tigecycline and colistin (Table1). β-lactamase genes, virulence genes profiles, capsular 

polysaccharide synthesis (CPS) genotyping for K1, K2, K5, K20, K54, K57 and multilocus sequence typing (MLST) 

was performed by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and DNA sequence as previously described (4,5). PCR and 

MLS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y were all blaKPC-producing ST11 clones and five of seven isolates harbored CTX-

M type ESBLs. Capsular serotyping showed that all isolates were non-typeable. Virulence genes MrkD, entB, ybts 

were present in all of the isolates. Since magA was often specific to K1 strains, the seven K-nontypable isolates 

were negative for magA. Although rmpA-carrying strains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e hypermucoviscous 

phenotype, only two isolates were rmpA positive among the seven isolates. All the seven CR-HMKP were negative 

for aerobactin, which indicates low potential to be hypervirulent. Six isolates contained kfu, and four isolates have 

iutA. (Table1) Serum bactericidal activity and mouse lethality study were measured. A hypervirulent strain K1 

named KP10 (Table1) was positive control in serum killing and mouse lethality assay. Serum killing found that all 

the seven CR-HMKP isolates showed serum highly sensitive (grade 1 or 2) while KP10 showed resistant (grade 5) 

(Fig 1). Mouse lethality assay showed that the LD50 of all the seven CR-HMKP strains was >106 CFU, which 

indicated very low virulence while LD50 of KP1 was less than 100 CFU. Hypermucoviscosity has always been 

considered as a mark of hypervirulence. In our study, however, In vitro serum killing and mouse lethality assay 

showed that the virulence of seven hypermucoviscosity CRKP was low, which indicated that defining hypervirulent 

K. pneumonia only by hypermucoviscosity phenotype was far from enough. Lin YC et al. found that 

hypermucoviscosity-negative strains are more prone to cause severe infections and have a higher mortality rate in 

diabetic mice than hypermucoviscous K. pneumonia (6). Therefore, precise definition of hvKP is more important. 

Serotypes, sequence type and genomic background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defined hvKP. The confluence of 

hypervirulence and carbapenem resistance was the results of plasmid spread between strains. If it is a successful 

epdemic clone, it will be the next “superbug”. Whether carbapenem resistant clonal population evolved to be 

hypermucoviscous or the hypermucoviscous population evolved to be carbapenem resistant remains unclear. Giving 

the seven CR-HMKP isolates belonged to the Chinese epidemic CRKP ST11 clone, we speculate it might be CRKP 

that acquire plasmids harboring mucoviscous phenotype associated genes and became hypermucoviscous. 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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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oviscous phenotype associated gene magA was not detected and rmpA was only present in two isolates,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re might be an unknown mechanism regulating mucoviscous phenotype. Another possibility was 

that CR-HMKP was a result of hvKP acquiring blaKPC-2-harboring plasmid. In vitro experiments have 

demonstrated successful transfer of a KPC bearing plasmid to an hvKP strain (7). In this study, the seven CR-HMKP 

isolates showed lower virulence compared to hypervirulent clinical isolates. Lavigne et al. (8) also demonstrated 

that the presence of blaKPC-2 gene decreased the virulence of isolates respectively in Caenorhabditis elegans model.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under antibiotic pressure, the acquisition of blaKPC-2 might impair the virulence of 

clinical strains. To survive the presence of antibiotics, bacteria sacrifice one or several virulence-associated factors, 

thereby losing certain abilities, which illustrate the biological cost of acquiring antibiotic resistance. Although it is 

thought the prevalence of CR-hvKP simultaneously hypervirulent, carbapenem-resistant and transmissible will 

bring great disaster for public health. In our study, the seven carbapenem-resistant and hypermucoviscous K. 

pneumoniae ST11 clones actually showed low virulence. Choi and Ko et al. (9) also showed that in hypervirulent 

K. pneumoniae ST23 strains, the acquisition of colistin resistance was accompanied by reduced CPS production 

and impaired virulence. Further study should be performed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prevalence of CR-hvKP 

worldwide and explore the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ulence and resistance in K. pneumoni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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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肺结核患者人群中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的血药浓度与治疗疗效的相关

性研究 

  刘其会 1     孙涛 3     苏菲菲 2     蒋贤高 2     张丽军 3     张文宏 1    

1．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上海     200000 

2．温州市中心医院     温州     325015 

3．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Ⅰ期临床试验中心     上海     200000 

研究背景 自 WHO 提出 DOTS 方案及联合、全程用药的原则以来，结核病治愈率明显改善，但仍有

约 14%的病人治疗失败。治疗失败的原因有多种，包括耐药的发生、患者的依从性差、治疗剂量的不合理

及患者基础身体情况、合并疾病状态等方面。有研究表明，患者体内的治疗药物浓度与耐药的发生存在相

关性。同时，治疗药物浓度可以反应出患者服药情况，评估患者依从性，也与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

息息相关。因此，治疗药物浓度检测在结核病的控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针对我国结核病患者人

群的抗结核药物药代动力学参数情况及其与治疗疗效的相关性研究报道较少。  研究目的 了解利福平（R）、

异烟肼（H）、乙胺丁醇（E）在我国结核病患者中的药代动力学特点，并探讨这三种抗结核药物药代动力

学参数与早期痰菌转阴率及治疗结束 2 年后不同治疗结局的相关性。材料与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

招募温州市第六人民医院 2015 年 10 月 1 日至 2016 年 1 月 31 日住院部的肺结核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共 72

例。研究对象为初治或复治不超过 1 次，包括菌阳和菌阴患者。所有研究对象口服标准四联一线抗结核药

物方案治疗 1 周后，采集服药前 0.5 h，服药后 2 h、4 h、6 h、8 h 的血浆标本，通过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

用(LC-MS-MS)方法检测血药浓度值。同时随访治疗 2 个月末痰菌阴转情况及治疗结束 2 年后的结局，评

估早期痰菌转阴率及治疗结束 2 年后不同治疗结局与血药浓度的相关性。 结果 72 例研究对象中 1 例患者

痰培养结果为耐多药肺结核，1 例失访，最终纳入 70 例进行分析。其中，菌阴肺结核者 16 例，菌阳肺结

核者 54 例。研究对象服药 1 周达到稳态药物浓度后进行采血检测，25.7%（18/70）的患者 R 的峰值浓度

（Cmax）低于推荐范围（＜8μg/ml），38.6%（27/70）的患者 H 的 Cmax 低于推荐范围（＜3μg/ml），65.7%

（46/70）的患者 E 的 Cmax 低于推荐范围（＜2μg/ml）。54 例菌阳肺结核患者抗结核药物治疗 2 个月末，

48 例痰菌阴转，6 例未阴转。早期痰菌阴转者血浆中 E、H 服药后 2 h 浓度（C2 h）、Cmax 明显高于痰菌

未阴转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两组患者 R 的血浆药物浓度无明显差异。70 例肺结核患者治疗结束后随

访 2 年，失访 3 例，良好结局有 63 例（94%），不良治疗结局有 4 例，其中包括 3 例治疗失败和 1 例复

发。发生良好结局患者血浆中 H 的 C2 h、Cmax 明显高于发生不良结局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两组

患者 E、R 的血浆药物浓度无统计学差异。 讨论 部分肺结核患者血浆药物 Cmax 值低于推荐参考水平，

尤其是 H 和 E 的药物剂量可能需要调整，但大部分患者治疗结局良好。早期痰菌阴转率可能与 H、E 的血

浆药物浓度相关，治疗结束后随访 2 年的结局可能与 H 的血浆药物浓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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