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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分析医院 2018 年—2020 年临床病原学送检标本中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分离检出情况及

其生物被膜的形成能力，为深入了解细菌生物膜感染及其耐药机制提供理论研究基础，并为临床医院感染防
控与治疗提供思路与方法。方法

收集 2018 年 3 月—2020 年 3 月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微生物室经 VI⁃

TEK-2 细菌鉴定仪和药敏分析系统分离鉴定出的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采用刚果红培养基对筛选出的 89 珠

多重耐药实验菌株进行生物膜形成能力的定性检测，并在 6 孔细胞培养板上构建多重耐药实验菌株生物膜，
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定性观察生物膜形态及结构特点。用 96 孔细胞培养板和 LB 培养液恒温培养构建体外

多重耐药实验菌株生物膜，结晶紫溶液染色法测定其吸光度值，定量检测多重耐药实验菌株生物膜的形成量。
结果

刚果红培养基定性检测，阳性率达 71. 91％（64/89）。标本来源大多是肺泡灌洗液标本，以呼吸与危重

症医学科 ICU 病房居多，占 45. 31%（29/64）。患者多以 60 岁以上老龄感染者，有一定基础疾病、入住 ICU 时间
较长、使用两种及两种以上抗菌素、且有气管插管/切开等侵入性操作。将多重耐药实验菌株在 96 孔细胞培养

板 37°C 培养 72 h，结晶紫染色和酶标仪定量检测吸光度显示，培养 48 h 后生物膜的形成量最高，阳性率为
79. 78％（71/89），可作为确定临床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形成能力的实验条件。在刚果红琼脂培养基
上筛选出的具有多重耐药性的阳性实验菌株均可在 96 孔细胞培养板上形成细菌生物膜。结论

在临床体外

试验中多重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具有很强的耐药性且与生物膜形成能力呈正相关。 生物被膜的产生是其多
重耐药机制的重要原因之一，病原菌被膜包裹增加了临床控制感染的难度，其传播途径主要为接触传播，因此
做好院内感染的防控工作及其重要。
关键词：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耐药机制；医院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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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earance of multi-drug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
mannii in clinical infection cases in the hospital from 2018 to 2010 and its biofilm formation abili⁃
ty，providing a theoretical research basis for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bacterial biofilm infection
and its drug resistance mechanism，and providing ideas and methods for clinical prevention，con⁃
trol and treatment. Methods The multi-drug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isolated from the
Microbiology Room of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Medical College from March 2018
to March 2020 was collected，and the strains were identified and tested by the automatic bacterial
identification instrument VITEK-2 identification and drug sensitivity analysis system. For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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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ceptibility testing，Congo red medium was used to qualitatively test the biofilm-forming ability
of the selected 89 beads multi-drug resistant experimental strains. The morphological and structur⁃
al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drug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biofilms established on 6-well
cell culture plates were qualitatively observed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A 96-well cell
culture plate and LB culture medium were used for constant temperature culture and the in vitro
multi-drug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biofilm was constructed. Crystal violet solution
staining was used to determine the absorbance value，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multi-drug resistant
experimental strain biofilm was quantitatively detected. Results Qualitative detection of Congo
red medium showed a positive rate of 71. 91%（64/89）. Most of the specimens were sourced from
the ICU ward of the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accounting for
45. 31%（29/64）. Most of them were alveolar lavage fluid specimens. Most of the infected peo⁃
ple were older than 60 years old，had certain underlying diseases，stayed in the ICU for a long
time，used two or more antibiotics，and had invasive procedures such as tracheal intubation/inci⁃
sion. Bacterial biofilm could be formed in 96-well cell culture plate at 37°C constant temperature
for 72 hours. Crystal violet staining and quantitative detection of the absorbance value with a mi⁃
croplate reader showed that the amount of biofilm formed after 48 hours of culture was the high⁃
est，with a positive rate of 79. 78%（71/89）. It was able to be used as an experimental condition
for determining the biofilm formation ability of clinical multi-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
nii. The positive multi-resistant test strains screened by Congo Red Agar medium could form bac⁃
terial biofilms on 96-well cell culture plates. Conclusion In clinical testing，multi-drug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has strong drug resistance and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bility of
biofilm formation. The production of biofil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its multi-drug re⁃
sistance mechanism. The coating of pathogenic bacteria increases clinical control The difficulty of
infection，the main way of transmission is contact transmission，so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socomial infection.
KEY WORDS： multidrug-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biofilm； drug resistance
mechanism；nosocomial infection
鲍曼不动杆菌（AB）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专

战，引起临床医生以及微生物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性需氧，属于不动杆菌属。通过环境、各类医疗器

生物膜的形成是细菌的主要耐药机制之一。

械表面以及医务人员的手传播，对温度和 pH 有
较强的适应能力，在干燥环境和非生物表面均可
长期存活。是近年来医院获得性感染的重要条件

形成生物膜的菌株耐药性可以提高 10～1000 倍。
据估计，65%～80% 的人类感染是由具有生物膜

形成能力的细菌引起［6］。当鲍曼不动杆菌形成生

致病菌之一［1］。最常发生于重症监护室（ICU）的

物被膜后，使机体的吞噬细胞和杀伤细胞不能对

有严重基础疾病、气管切开/插管、高龄且住院时

细菌产生有效攻击，同时抗生素亦不能有效清除

间长、免疫功能低下或缺失、接受呼吸机或中心静

生物膜，还可诱导耐药性产生；同时被生物膜包裹

脉置管等侵入性操作患者，可引起呼吸机相关性

的细菌难以获得氧气和营养，处于休眠状态，从而

肺炎（VAP）、血流感染（败血症）、手术伤口感染、

对抗生素不敏感，待抗生素治疗停止后残存细菌

软组织感染、泌尿生殖道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迅速繁殖，使用抗菌药物不能完全对其彻底清除，

［2］

（脑膜炎）等难治性感染甚至死亡 。据全球相关

报道统计每年感染鲍曼不动杆菌约有 100 万人，
［3］

多重耐药菌株引起感染占其中一半数量 ，在鲍
曼不动杆菌感染者中 ICU 患者的死亡率达 45%～

60％ ，若 被 泛 耐 药 鲍 曼 不 动 杆 菌 感 染 可 达 到
84. 3％

［4-5］

，给临床治疗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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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被感染对象反复发作，难以治愈。鲍曼不动
杆菌的强耐药性与生物膜的形成有一定的相关
性。本文旨在检测临床分离的多重耐药鲍曼不动
杆菌菌株的生物膜形成能力，统计分析生物膜阳
性多耐菌的分布，并为临床治疗提供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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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6 孔细胞板中，
37℃恒温生化箱培养，
每 24 h 更换

材料与方法

培养液 1 次，
3 天后将盖玻片从培养基中移出，
用无

材料

1. 1. 1 菌 株 来 源 ：收 集 医 院 2018 年 3 月 —

菌 PBS 溶液快速冲洗 3 次，以去除盖玻片上附着的

2020 年 3 月临床住院患者痰液、分泌物、肺泡灌洗

浮游菌，
室温静置风干后，
在酒精灯上加热固定，
然

不动杆菌 89 珠，经 VITEK-2 全自动细菌鉴定仪

快速冲洗3次，
以便除去多余的染液，
室温静置风干。

液、尿液、血液等标本分离培养出的多重耐药鲍曼

后用 1％结晶紫溶液染色 20min，
再用无菌 PPS 溶液

鉴定符合本实验菌株要求。剔除同一患者相同部

置于 2. 5% 戊二醛中浸泡固定，于 4 ℃冰箱保存，次

位重复菌株。鲍曼不动杆菌质控菌珠
ATCC19606 购于北京三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 1. 2 试剂和耗材：普通琼脂粉、营养肉汤培

养基、结晶紫染液、刚果红培养基（上海裕明实业

有限公司），PBS 缓冲液（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

司），96 孔细胞培养板（赛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 1. 3

主要仪器

比浊仪（山东鑫科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生化培养箱（上海跃进医疗器
械 有 限 公 司），分 析 天 平（MT 仪 器 上 海 有 限 公
司），多功能酶标仪（美国宝特有限公司）。
1. 2

方法

1. 2. 1 刚果红琼脂培养基的配制：用分析天

平精确称取刚果红干粉 0. 8g、脑心浸液干粉 37g、
葡 萄 糖 50g、琼 脂 粉 150g，加 入 无 菌 蒸 馏 水 至
1000 mL，充分摇匀后分装于两个锥形瓶中，橡胶

塞封口，121 ℃高压蒸汽灭菌 15～20 min，当温度

降至 55 ℃时，在生物安全柜中倒入直径为 9 mm

日再用无菌 PBS 溶液冲洗 3 次，室温静置风干用于
扫描电镜观察。

1. 2. 5 生物膜形成的定量测定：在 96 孔细胞

培养板内各加入 100 μl 菌液和 100 μlLB 培养液，
每 24 h 更换 LB 培养液 1 次，以未加菌液的 LB 培

养液作为空白对照，恒温培养 3 d 后用 PBS 溶液
冲洗细胞培养板，室温静置风干后，加入 1% 结晶

紫溶液 200 μl 室温染色 20 min，用无菌 PBS 溶液

冲洗染液，室温静置风干后，再加入 95% 乙醇脱

色 15 min，以便洗去多余的结晶紫，将多功能酶标

仪调节至 570nm 波长处，然后测定其吸光度（A）
值。生物膜形成阳性以均值为空白对照 2 倍以上
为判定标准［7］。
1. 3

统计学方法

采 用 SPSS 23. 0 软 件 ，计 数 资 料 以 百 分 率

（%）表示，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实验数据，检验水
准 α=0. 05，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的培养皿，静置 4℃冰箱冷藏备用。

2

出的实验多耐菌株分别接种于刚果红培养基中，

养基中，培养 3 d 后有 64 株呈阳性反应，产生黑色

1. 2. 2 刚果红琼脂培养基定性初筛：将筛选

生化培养箱 35℃恒温培养 18～24 h，然室温放置
24 h，观察结果：呈黑色、干燥粗糙、出现结晶的菌

落为生物膜阳性菌株，而红色光滑菌落则为不产
生生物膜菌株。

结果
89 株多耐药实验菌株分别接种在刚果红培

干燥菌落，为产生物膜的菌株，阳性率达 71. 91%

（64/89）。回顾标本来源生物膜阳性的多重耐药
鲍曼不动杆菌以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 ICU 病房

最多，占 45. 31%（29/64），重症医学科占 21. 88%

1. 2. 3 菌悬液的配制：将刚果红培养基上显示

（14/64），神经外科 17. 19%（11/64），普外科和骨

过 37 ℃、
100 rpm 振摇培养 18～24 h 至对数期，
3000

将筛选出的产生物膜多重耐药实验菌株在 6

为生物被膜阳性菌株直接接种于血琼脂平板上，
经

科均为 10. 94%（7/64），其他科室 9. 38%（6/64）。

rpm 离心 5 min，弃上清，再用无菌生理盐水调节菌

孔细胞培养板上培养 3 d 后均可以形成成熟的生

1. 2. 4 生物膜形成的定性测定：
在6 孔细胞培养

有一层紫色致密物质，将盖玻片放置于高倍镜下

液浊度至 0. 5 麦氏浊度（1. 5×108 CFU/mL）。

板上建立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
以质控菌

株作为对照组。挑取质控菌株和实验菌株于5ml LB

肉汤培养液中，
37℃恒温培养 12 h、24 h、36 h、48 h、

物膜，经结晶紫染色后肉眼可见盖玻片表面覆盖
观察，清晰可见大量细菌相互黏连包裹于其中，形

成膜状微菌落（图 1 ），经革兰染色的浮游性鲍曼
不动杆菌在高倍镜下观察，细菌呈分散方式分布

60 h、
72 h，
用比浊仪调整菌液浓度至 0. 5 麦氏浊度，

（ 图 2）。扫描电镜观察实验菌株和质控菌株图

玻片，
分别吸取 2 mlLB 肉汤培养液和 200μl 菌液加

膜状集落结构，而质控菌株则是大量细菌聚集成

6 孔细胞培养板内加入 26 mm×21 mm 已灭菌的盖

像，发现实验菌株细菌黏连聚集包裹融合成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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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中西医结合护理（预印本）

团形成分散的微菌落，由此可见实验菌株形成生
物膜的能力较标准菌株更强一些（图 3 和图 4）。

图4

图1

体外培养形成的生物膜（×40）

实验菌株生物膜（×5000）

89 株多耐实验菌株在 96 孔细胞培养板培养 3

天后，经多功能酶标仪测定其吸光度值发现，培养

48 h 形成的生物膜量最高，结果显示：71 珠多重耐

药 鲍 曼 不 动 杆 菌 能 够 形 成 生 物 膜 ，阳 性 率 达

79. 78%（71/89），刚果红培养基中呈阳性反应的
菌株在细胞培养板上均能形成细菌生物膜。行单

因 素 方 差 分 析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0. 05）。
见图 5。

3

讨论
生物膜细菌是细菌的另一种生存方式，由外

界多种因素影响和细菌自身相互作用产生，生物
膜的形成延长鲍曼不动杆菌在医院环境中的存活
时间，使菌株定值于医院环境设施（如床栏、门把
图2

手）、医护人员手、气管导管、中心静脉置管等，逃
浮游型鲍曼不动杆菌（×40）

避宿主免疫系统的免疫杀伤作用，极大增强了对
抗生素的耐药性，是院内感染广泛传播的主要原
因，进一步加重鲍曼不动杆菌感染者的病情和治
疗难度，因此，强化环境物表的清洁消毒，增加消
毒频次，定期监测消毒效果，减少致病菌的定植传
播，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及时评估留置管道感染风
险，今早拔除各类管道，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提
高医务人员手卫生意识，阻断传播途径，严格落实
多重耐药菌管理预防和控制措施。
本研究通过刚果红培养基定性法和结晶紫染

色定量法分别对临床分离的 89 珠多重耐药鲍曼

不动杆菌进行生物膜形成能力的检测，其中 70%

以上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均能形成生物被膜；
图3

质控菌株生物膜（×5000）

http：/ / www. nursrxiv. org. cn

刚果红培养基中呈阳性反应的菌株经结晶紫染色
培养、扫描电镜观察实验菌株细菌黏连聚集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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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够形成生物膜的菌株
阴性：未形成生物膜的菌株
图5

多功能酶标仪测定结果

融合成立体膜状集落结构；71 株多重耐药鲍曼不

形成和外排泵作用来增加耐药性。⑤免疫逃逸，

膜，且在 48h 时生物膜量达到峰值。表明临床分

细胞不能对细菌产生有效攻击，从而使感染反复，

动杆菌在 96 孔细胞培养板上均能形成细菌生物
离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大多都已形成细菌生物
膜，与 Zeighami 等 研究结果一致。杨芬等 对
［8］

［9］

细菌被包裹在胞外基质内，免疫吞噬细胞和杀伤
迁延难愈。
生物膜状态下的鲍曼不动杆菌其耐药性不仅

临床 152 株鲍曼不动杆菌进行生物膜形成能力检

包括细菌本身的耐药机制，同时还具备生物被膜

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阳性率虽然存在一定差异，

主要从抗细菌黏附、清除已形成的生物膜、干预生

但大多实验结论表明其具有较高水平的形成能

物膜形成、新型抗菌素的研发以及中西药结合等

力，这可能与标本地域、来源科室、标本部位及类

方面寻找防控和治疗生物膜感染性疾病的方法。

型、培养基成分、实验检验方法等导致不同研究结

杨佩红等报道替加环素对 MDR-Ab 具有较好的

果差异。

抗菌活性，且可以破坏结构稳定的生物膜［11］。天

测，其生物膜阳性率达 89. 5%。文献报道的临床

目前研究确定的生物膜耐药机制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①生物膜的限制渗透作用，成熟稳定期

的耐药机制，使感染更难治愈。目前国内外学者

蚕素 A、SET-M33 脯氨酸二聚体 A3-APO 等抗菌
肽可破坏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12］。中药五倍子能

的生物膜是由大量胞外基质及高密度细菌形成致

抑制鲍曼不动杆菌的生长及其生物膜的形成［13］。

密空间结构，限制抗菌素的渗透，减缓抗菌素的扩

噬菌体能破坏已形成的生物膜，主要机制包括编

散速度，降低抗菌素的有效浓度，使其不能发挥杀

码裂解酶、破坏 QS 系统、裂解宿主菌［14］。赖必鹏

菌作用。②生物膜的营养限制学说，生物膜内的

等［15］报道 DnaJ 基因过表达能显著抑制鲍曼不动

营养物质由外及内是逐级递减的，深层细菌处于

杆菌生物膜形成能力。ICU 分离出的鲍曼不动杆

饥饿状态不受抗菌素的干预，在治疗停止后，残存

菌均为多重耐药菌株，多黏菌素 B 可通过减少细

的细菌又迅速繁殖，形成耐药性更强的生物膜，从

菌胞外分泌物含量来影响其生物膜形成能力，从

［10］

。③外排泵基因、耐药性相

而达到杀菌效果［16］。在临床体外试验中多重耐药

关基因和生成基因等多种基因表达上调，且部分

的鲍曼不动杆菌具有很强的耐药性且与生物膜形

基因仅在生物膜状态下表达。④QS 感应系统，承

成能力呈正相关。 生物被膜的产生是其多重耐

担细菌相互传递信号的作用，通过调控生物膜的

药机制的重要原因之一，病原菌被膜包裹增加了

而使感染迁延不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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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控制感染的难度，其传播途径主要为接触传
播，因此做好院内感染的防控工作及其重要。虽
然对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生物膜的形成和耐药
机制有一定认识，但其耐药机制复杂，部分研究结
果仍存在分歧，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临床应
以预防为主，落实各项防控措施，防止生物膜形
成，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结合多种方法治疗鲍曼不
动杆菌的感染。
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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