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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菌 L型(bacterialL-forms)即细菌细胞壁缺

陷 型 (cellwall-deficientbacteria, CWDB), 是

Klieneberger1935年在 Lister研究所工作时发现 ,因

而以其第一字母 L命名。迄今已知几乎所有细菌

以及多种螺旋体 、立克次体和真菌都有 L型存在 。

20世纪 70年代前 ,我国 L型的临床分离和基础研

究仅有零星报道 , 80年代初我们在开展临床检验

中 ,常遇到不少发热患者分离不出病原 ,考虑可能由

于某些作用于细胞壁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及诸多因素

的影响 ,导致细菌变异为 L型 。从而开始研究适合

于 L型生长的高渗培养基 ,从常规培养阴性患者材
料中半数以上培养出 L型。后与我院病理学教研

室 、附属医院和附属第二医院等有关科室协作 ,对 L

型的致病机制与临床诊治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

成果。如发现 L型在固体培养基上可有三种菌落

类型;在液体培养基中呈颗粒状沉淀或在管壁形成

小菌落;制备了改良 Kagan培养基 、无血浆 85-7固

体培养基以及结核菌 L型液体培养基;应用试管液

体培养法减少患者采血和培养基的用量(仅原量的

1 /10);认识了 L型的主要致病特征;提出霍乱弧菌

ElTor生物型变异越冬的机制;L型可垂直感染和

引起不孕不育的研究 ,并探讨了 L型与肿瘤发生的

关系。为了使这些技术能向全国推广 ,我室于 1985

年起举办了 18期全国 L型学习班 。 1990年经中华

医学会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会批准成立了全国细菌 L

型学组 , 由我院承办了全国第一期细菌 L型会议

(黄山)。此后全国 L型研究和临床应用迅速开展 。

至 2001年 ,共举办了全国 L型学术会议 5次 ,自第

3次会议(1995,贵阳)起细菌 L型学组已由中华医
学会微生物学和免疫学会与中华预防医学会微生态

分会联合领导 ,由于细菌 L型有诸多致病特点未被

大家所了解 ,以为 L型缺壁后致病因素减少 ,致病

力降低 ,即不足为害。殊不知在机体抵抗力降低时 ,

它又能回复而使疾病复发 、恶化。 L型有许多特征

与无细胞壁的病毒相似 ,能垂直感染影响后代 ,也能

侵入细胞和造成严重后果 , 因此在与感染斗争中如

何正确认识与对待 L型是不可忽视的环节。

1　L型感染的致病特点

1.1　L型感染的共同致病特点———间质性炎症　

我室先后以多种细菌 L型 ,如金黄色葡萄球菌(简
称金葡菌)、链球菌 、伤寒沙门菌 、结核分枝杆菌(简

称结核菌)、新型隐球菌 、幽门螺杆菌和钩端螺旋体

等 ,感染小鼠或豚鼠 ,处死后取组织经病理切片证

实 ,病变与病毒等缺壁微生物引起的相同 ,为间质性

炎症 。细菌细胞壁中的肽聚糖对粒细胞有趋化作

用 , L型失去细胞壁故临床感染粒细胞常不升高。

而细胞膜暴露在外 ,细胞膜有致分裂原的作用 ,能促

使淋巴细胞分裂 ,呈现出以淋巴细胞浸润为主的间

质性炎症(若细菌型与 L型同时存在则例外)。动

物试验证明 ,小鼠经滴鼻感染金葡菌 L型 , 11只肺

中仍分离出 L型 ,病变为间质性炎症 。而另 4只分

离出回复菌 ,病变为化脓性支气管肺炎 。

1.2　L型缺壁可与体细胞融合进入胞质或核内导

致细胞恶变　何杰等
[ 1]
用生物素交联光敏补骨素

标记金葡菌 L型 DNA探针 ,对 12例细菌 L型培养

阳性的子宫颈癌切片作原位杂交 , 83.3%癌细胞内

显示有 L型 DNA阳性信号。夏佩莹等
[ 2]
对 20例子

宫内膜腺癌用金葡菌 L型 DNA探针作原位杂交 ,

45%在癌细胞核和质内见有紫色颗粒的 L型 DNA

阳性信号 。说明 L型与病毒一样可侵入人体细胞

质和核 ,有导致癌变的可能。

1.3　L型可失去原菌的特征性病变　结核菌 L型
因失去细胞壁中的大量磷脂 ,不能刺激巨噬细胞转

变为郎罕巨细胞而形成结核结节的特征性变化
[ 3]
,

但仍能引起干酪样坏死 ,在病理学诊断时可造成严

重漏诊和误诊 。有学者对 155例慢性淋巴结炎切片

作回顾性检查 ,经抗酸和免疫酶染色 ,分别有 60%

和 68%检出结核菌 L型
[ 4]
。用伤寒沙门菌灌肠感

染小鼠 ,经免疫酶染色证明 L型在组织中存在时间

比细菌长 , 但不能刺激巨噬细胞形成特征性伤寒

小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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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L型的致病性一般比细菌型轻　实验证明有

一些致病因子 ,如血浆凝固酶 、耐热核酸酶等相嵌在

金葡菌细胞壁中 。金葡菌变为 L型 , 失去了细胞

壁 ,这些致病因子也随之减弱 ,甚至消失
[ 5]
。如结

核菌感染豚鼠 28天即可发病;但用同量 L型感染 ,

110天也未见发病;改用 50倍量感染 2只 小鼠 ,分

别于 60和 90天发病 ,发病时间推迟 2 ～ 3倍
[ 3]
。

1.5　回复是细菌 L型的又一生物特点　细菌变异

为 L型后 ,虽其致病性减弱 ,但编码这些致病因子

的基因依然存在 ,如金葡菌肠毒素的基因 、埃尔托型
霍乱弧菌神经氨酸酶和溶血毒素基因等通过探针杂

交检测仍可测出
[ 6]
,说明 L型仍有回复的可能 。感

染后经抗生素治疗虽疾病减轻 ,但部分细菌转为 L

型 ,在条件合适的时候又可回复为细菌型 ,并产生原

有的致病因子 ,引起疾病的复发 。

2　常见慢性复发性疾病与 L型

2.1　扁桃体炎　扁桃体炎常在青霉素治疗后变为

慢性而经常复发 。我院曾对 50例手术切除后的扁

桃体标本作细菌培养 , 结果 47例细菌阳性 , 其中

88%同时伴有 L型 ,主要为乙型溶血链球菌 (简称

乙链菌)和金葡菌
[ 7]
。徐志学等从 110例慢性扁桃

体炎切除物经碘酒消毒取中间材料研磨后经滤膜过

滤除去细菌型 ,结果 64.5%培养出 L型(其中金葡

菌 63.4%,乙链菌 9.9%)。L型的回复是反复发作

的主要原因 。金葡菌比乙链菌更易耐药 ,应按药敏

治疗。

2.2　风湿热　风湿热与乙链菌感染有关 ,与 L型的
关系比细菌型更大。有证明乙链菌 L型暴露在外

的细胞膜与人心肌 、骨骼肌和小动脉平滑肌有共同

抗原 ,感染时产生的抗体可与心肌等发生交叉反应 ,

而引起发病 。Timakov从 12 /19例风湿热患者中分

离出 L型 ,并有学者在 1 343例患者中有 76%检出

乙链菌 L型抗体
[ 8]
。Starnes在风湿热患者心瓣膜

切片经免疫荧光检测中发现有 L型圆球体与

Aschoff小体同时存在
[ 9]
。居弘以乙链菌静脉注射

感染小鼠 , 3天后连续 3次肌注青霉素。青霉素注

射 24 h后 L型开始出现 , 5周后心 、肝 、肺 、肾均见有

间质性炎 , 7周后 9/10小鼠出现风湿性心肌炎的早

期间质黏液样变 。单用乙链菌不加青霉素无此病

变
[ 10]
。说明对风湿热的治疗应及时应用青霉素 ,并

加用作用于细胞质的抗生素。

2.3　肾盂肾炎　肾盂肾炎有血源性与上行性两类:

血源性以金葡菌为主 ,体内另有感染灶;上行则由外

阴经尿道感染 ,以大肠埃希菌为主。居弘以亚致死

量金葡菌感染小鼠 ,小鼠不表现任何症状。在 1 ～ 2

周内由于机体的免疫 ,进入各脏器的细菌已变为 L

型 ,且很快消失 。而在肾内的则超过 12周仍有存

在。这是由于肾髓质高渗 ,且尿素可破坏细胞壁 ,有

利于 L型的长期存活 。L型的回复与繁殖可能是引

起肾盂肾炎急性发作的原因 。近年报道尿路感染的

细菌与 L型的检测结果见表 1。

表 1　尿路感染细菌及 L型培养检出率

临床诊断 标本数
阳性数(%)

单细菌型 细菌型伴L型 单 L型

报道者

(年份)

肾盂肾炎 731 78(23%) 137(40.02%)111(34.04%)姜秀云等(1998)[ 11]

　急性期 17.48% 10.43% 1%

　慢性期 6.44% 31.06% 33.74%

尿路感染 172 92(53.49.%) 80(46.51%)陈卫东等(2001)[ 12]

尿路感染 318 56(17.61%) 124(38.99%)张黎明等(2002)[ 13]

慢性肾盂肾炎 119 29(29.6%) 64(65.3%) 王英等(2002)[ 14]

慢性肾盂肾炎 80 8(10.0%) 17(21.3%) 王敏等(2004)[ 15]

尿路感染 100 25(25.0%) 25(25.0%) 10(10.0%)王敏玲等(2004)[ 16]

　　从表中可见肾盂肾炎急性期以细菌型为主 ,而

慢性期则以 L型为主。后者单独 L型阳性率为

33.74%;L型伴细菌型阳性率 31.06%
[ 11]
。 L型的

分布为金葡菌 27.33%,大肠埃希菌 23.26%,表皮

葡萄球菌 21.51%,变形杆菌 10.85%,绿脓假单孢

菌 5.81%等
[ 12]
。表中尚可看到疑为尿路感染的患

者中有相当比例查不到病原。文献亦见报道 112例

组织学证明的慢性肾盂肾炎中仅 14例有菌尿 ,有的

可测出抗原 ,认为 L型是炎症的隐伏因素 ,可导致

复发
[ 9]
。

2.4　骨髓炎 、关节炎　据文献报道金葡菌 、单核细

胞増多性李斯特菌 、肠炎沙门菌 、淋病奈瑟菌和梭菌

等均可引起骨髓炎和关节炎 ,其中以金葡菌最为多

见。 3例化脓性关节炎并有股骨骨髓炎检出 L型 ,

经回复为金葡菌 ,对甲氧苯青霉素与苯唑青霉素耐

药
[ 8]
。陈晓东对 37例迁延不愈的骨髓炎作细菌和

L型培养及组织免疫组化检测:培养出细菌型 2例 ,

伴有 L型 11例 ,单 L型 8例 。免疫组化检查细菌型

阳性率 70.6%, L型阳性率 97.1%,差异非常显著。

骨髓炎的反复发作 ,可能由细菌型和 L型间的反复

转变引起 。近年来注意到某些细菌和病毒感染可引

起细胞凋亡。凋亡是细胞在基因控制下的生理性死

亡。金葡菌可引起严重的血管内膜炎 、骨髓炎等。

有学者发现金葡菌袭击细胞与这些炎症的持久迁延

有关 ,感染细胞通过凋亡发生细胞毒性作用
[ 17, 18]

。

已知金葡菌可黏附并进入血管内皮细胞 、多种上皮

细胞和成骨细胞 , 存活一段时间 ,而后诱发细胞凋

亡 ,导致组织损伤。我室分别以金葡菌及其 L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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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感染人脐静脉内皮细胞培养 ,用原位末端标记 ,在

流式细胞仪上观察细胞凋亡 ,用 TUNEL检测发现感

染的内皮细胞染色阳性 ,为凋亡细胞中 DNA片段 3-

OH端特有的染色表现 。流式细胞仪对细胞周期检

测发现 G0 /G1峰左侧出现一个亚二倍体细胞群型 ,

即为凋亡峰。证明 L型与细菌型一样能引起人静

脉内皮细胞的凋亡 ,导致组织的损伤
[ 19]
。

3　败血症与 L型

　　自从开展细菌 L型检测后 ,败血症的检出率明
显提高 ,已受广泛重视。有学者提出细菌 L型败血

症(SBL)的诊断标准与特点:(1)有感染的临床表

现 ,二次以上从血 、骨髓或其它材料中分离出 L型 ,

并回复为同种细菌。 (2)发热不规则 ,大多呈弛张

热 。(3)白细胞一般不增高 (伴有细菌型者可増

高),有中毒颗粒 、感染骨髓象 。(4)血沉常加快 ,胸

片常见有间质性肺炎 。患者有弛张热者占 80%,热

期在 30天以上者占 50%
[ 20, 21]

。但亦有例外 ,如郭

筱枝等报道新生儿 L型败血症 32例无一例发热 ,主

要表现为黄疸过深 ,消退延迟 ,大多是由于有皮肤感

染或脐部有脓性分泌物 ,用过青霉素或头孢类药物

治疗所致。我室对败血症患者作红细胞免疫与血沉

时 ,发现患者血片中有 L型黏附在红细胞上或进入

其内 ,若进入仅 2 ～ 3个 L型红细胞可能变大 、色淡 ,

若侵入的 L型多则细胞变小 ,周边皱缩。 L型在红

细胞内是否代谢和增殖尚有待研究。 Mattman用荧

光胞壁酸酶对败血症患者血片染色证明 ,有细胞壁

缺陷的 L型在红细胞内形如包涵体 ,此法可用作败
血症快速检查

[ 9]
。我室曾从 1例功能性子宫内膜出

血患者宫血涂片上见有大量 L型颗粒黏附 ,从患者

血中也分离出金葡菌 L型。考虑血中的抗菌物质

和抗体可影响细菌培养 ,可在常规血培养时加作溶

血裂解培养 。方法:取患者血 0.2 ml加入 10 ml无

菌蒸馏水中 ,待溶血后立即取其中 0.5 ml加入 5ml

高渗肉汤内(使稀释 1∶500)。培养结果 , L型生长

快 、阳性率高 (溶血高渗培养检出 L型 19例 ,而常

规高渗培养仅 11例)。经回复证实为金葡菌 13例 ,

链球菌 2例 ,伤寒沙门菌 1例 ,类白喉杆菌 3例
[ 22]
。

国内外报道血中分离的 L型尚见有诺卡菌 、念珠

菌 、隐球菌 、荚膜组织胞质浆菌和螺旋体等。治疗

SBL的抗生素多用氨基甙类 、大环内酯类 、喹诺酮类

或联合应用作用于细胞壁并易通过细胞膜的头孢菌

素等。最好通过药敏试验选药 。潘立民等按此原则

治疗 SBL,经 15年随访 312例结果 ,首次治愈率达

91.98%,复发率仅 7.7%;河南新乡中心医院对婴

幼儿选用抗生素外辅输血 、丙种球蛋白 、胸腺肽等或

配合清热解毒中药 , 治愈率由 80%升至 92.85%。

此外 ,近年有学者提到在血培养时可能会遇到一种

极微小的微生物 ,首先由芬兰学者从人和牛血中分

离出 ,大小约 0.2 μm,甚至有的仅 50 nm,与 L型原

生小体接近 ,有细胞壁 ,但能通过滤器 。难培养 ,因

倍增时间长 ,约 3日 1次 。形态象葡萄球菌 ,但经核

酸测定有其特有的 DNA, 故今定名为血纳米菌

(nanobacteriumsanginum)
[ 23]
。

4　下呼吸道感染菌

　　目前下呼吸道感染出现一些新特点 ,包括病原

变迁 、耐药率增高 、难治性肺炎屡见不鲜 。翁育清

等
[ 24]
对 200例下呼吸道感染者经纤维支气管镜采

集灌洗液培养检出单细菌型 70例 , 细菌伴 L型

45例 ,单 L型 36例 。检出的 L型主要为:铜绿假单

胞菌 20.5%,念珠菌 14.8%,金葡菌 12.5%,大肠埃

希菌 12.5%。前 3种菌中铜绿假单胞菌对多种抗

生素自然耐药 。念珠菌对一般的抗生素不敏感 ,而

金葡菌又易产生耐药。这些感染下呼吸道的细菌因

长期使用抗生素而变为 L型 ,也是对抗生素产生多

耐难治的原因 。这也与环境污染导致医院感染不无

关系 。陈端等
[ 25]
通过质粒谱的鉴定 ,对医院环境和

医院感染者体内的细菌 L型进行同源性分析 ,以了

解二者的关系 。取医院环境 (候诊室和急救室空

气 、病室床头柜 、呼吸机 、壁灯 、氧气瓶表面和医务人

员手指等标本)100份及 48 h内住院患者标本 918

份作细菌和 L型培养 ,二者主要均为金葡菌 、大肠

埃希菌 、铜绿假单胞菌及其 L型 。从质粒分析结果
也可看到从患者分离出的金葡菌 L型 45/75

(70.3%)所带质粒与环境中的有 48 /60(80%)近

似 ,所检出的 L型均有 54kb的大质粒;同样大肠埃

希菌的二种不同来源的 L型质粒谱同源性 75%;铜

绿假单胞菌同源性 84.2%。表明细菌受各种因素

如药物等影响发生 L型变异 ,并长期在环境中引起

医院感染 。此外尚发现两种来源的三种细菌 L型

检出 5kb以下的质粒较少 ,笔者认为这种小质粒的

缺失与细胞壁的缺失有关。

5　胃肠道感染 L型及其在流行病学上的意义

5.1　幽门螺杆菌 L型与胃炎 、胃溃疡的关系　1983

年 Warren与 Marshall从慢性活动性胃炎胃黏膜活

检中分离出幽门螺杆菌(简称 Hp),后者并口服该

菌引起急性胃炎 ,受到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重视。

他们已于 2005年获得诺贝尔奖 。现已知 Hp及其 L

型是胃炎及胃 、十二指肠溃疡的病原菌 ,与胃癌亦有

一定关系
[ 26, 27]

。有研究消化性溃疡 HpL型的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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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 50%以上
[ 28]
。贾继辉等

[ 29]
以青霉素和胃液诱

导出 HpL型 ,经扫描电镜见到圆球体 、原生小体 、

膨大弧形和巨形体联成串状 ,并见 HpL型呈海鸥

状旋入胃黏膜。认为其细胞毒使黏膜抵抗力下降 ,

继而在胃酸与蛋白酶的侵袭下造成溃疡。人们常认

为胃液中因胃酸 pH低是无菌的。若分离出细菌即

为 Hp。为探讨慢性胃炎时胃内细菌存在的情况 ,我

室对30例该病患者胃窦部活检标本做了细菌和 L

型培养 ,结果见表 2。

表 2　30例慢性胃炎患者胃内分离出细菌的例数

细菌种类 细菌型 L型 细菌种类 细菌型 L型

幽门螺杆菌 18 6 大肠埃希菌 5 —

甲链球菌 11 5 变形杆菌 3 —

乙链球菌 8 2 酵母菌 11 3

表皮葡萄球菌 3 — 消化球菌 4 —

金葡菌 16 7 乳杆菌 2 —

肺炎克雷伯菌 6 — 奈瑟菌 12 —

　　实验结果意外的发现 100%标本均分离出细

菌 。菌数与胃液的 pH有关 。 pH越高 , 菌数越

多
[ 26]
。胃酸可将来自口腔 、呼吸道 、食物中的大部

分微生物有选择性的杀灭 ,而一些在酸性环境中能

定植的细菌则形成了胃内特征性的微生物群。故胃

炎与消化道溃疡的治疗不能单强调制酸 ,还应配合

抗菌药物的治疗 。有学者推荐用三联法 ,口服铋剂

110mg,四环素 500 mg,甲硝唑 400 mg,每日 3次 ,

连续 24天。停药后胃镜复查 ,愈合率 96%
[ 30]
。

5.2　伤寒沙门菌与 L型　伤寒是危害人类健康的

重要传染病 。我国从 1985年以来发病率有所回升 。

有学者从 865例血培养中 54.1%分离出伤寒沙门

菌细菌型 , 43.8%分离出 L型
[ 31]
。我室曾用胆汁诱

导伤寒沙门菌变为 L型 ,用因子血清检测发现 O9

抗原缺失。有学者报道 230例伤寒患者单有 H抗

体升高者 9.3%, H与 O抗体始终阴性者 24.5%,这

与细菌在体内变为 L型有关。因此在肥达反应出

现假阴性时应加以注意。临床可见伤寒病经短期治

疗血菌转阴时 ,细菌可进入胆囊变成 L型 。过早停

药 L型又可回到肠道 ,此时若肠道分泌性抗体 sIgA

尚未健全易引起复发 。王和以伤寒菌感染小鼠胆

囊 , 1周后即变为 L型 。经 PCR证明感染后 60天伤

寒 L型仍阳性 ,认为 L型在胆囊长期携带是导致伤

寒流行而难以发现与控制的因素
[ 32]
。

5.3　大肠埃希菌及痢疾杆菌 L型与腹泻的关系　

致腹泻的致病性大肠埃希菌有多种 ,夏佩莹等曾以

肠产毒性大肠埃希菌 2株经羧苄青霉素及人胆汁诱

导成 L型 ,其主要生化反应转阴 、肠结扎试验证明

毒力降低 。再将此 L型接种于产毒培养基 , 12天后

回复成细菌型 ,其生化及产毒能力回复 。这可能是

部分慢性患者呈慢性反复发作的原因。肠出血性大

肠埃希菌 O157:H7于 1996年在日本发生近万人的

暴发流行 ,为全球关注的肠道新病原 。王满琴等将

该菌种入灭菌人胆汁中作体外培养。 4年后检测 ,

其细菌型为 1.39×10
5
/ml, L型为 0.77 ×10

5
/ml,

L型占 37.5%。提示该菌可能构成人胆囊慢性带

菌 ,需引起临床和流行病学上的重视和防范
[ 33]
。李

凤云等
[ 34]
研制了肠道菌 L型选择培养基将肠道门

诊腹泻(病程 1个月 ～数年)患者粪便 51份接种于

此培养基和中国蓝平板 ,结果分离出致病性大肠埃

希菌 10例 、痢疾杆菌 5例 、伤寒沙门菌 1例 、念珠菌

2例。他们并以氨苄西林诱导痢疾杆菌成 L型稳定

株 ,与原菌用灌肠法感染小鼠 ,第 10天处死。从感

染原菌组分离出原菌 6只 , L型 4只;从感染 L型组

分离出原菌 3只 , L型 4只。两组小鼠均有明显肠

出血 、水肿 ,以感染原细菌型组症状较重 。二者可互

变 ,这与菌痢的反复发作 、间歇排菌有关 。

5.4　关于 ElTor型霍乱弧菌变异与越冬的研究　

由 ElTor型霍乱弧菌(EVC)从 1961年引发的第七

次世界大流行至今尚未停息 。但每年在间歇期内 、

外环境中病原检出多为阴性 。为研究其越冬机制 ,

我们模拟内 、外环境 ,把 EVC置于人 、鱼胆汁 、噬菌

体和抗生素下 ,使其产生不同程度的 L型变异。变

异株有:失去表面抗原成为不凝集株 、失去特异性噬

菌体受体变为抗性株以及完全失去细胞壁的 L型
丝状体等 。我们另由腹泻患者米泔样粪便中分离出

1株不凝集株和原流行区监测点冬季水样通过

0.45 μm滤膜分离出的 L型丝状体等变异株 ,经免

酶染色仍保留霍乱弧菌少量的 O抗原 ,通过动物结

扎感染的肠段传代数次 ,至翌年春季后相继出现回

复。动物结扎的感染肠段积液増加 ,回复为霍乱血

清凝集株 。提取以上三种变异株和回复株的 DNA,

作限制性酶切图谱未见有遗传差异。用霍乱毒素

(CT)基因探针作原位杂交 ,证明变异株 CT基因仍

阳性 。我们尚证明由于变异株的细胞壁可有不同程

度的缺失 ,细胞膜可呈 2 ～ 4倍代偿性増厚 。 EVC

可有这些变异 ,说明其表型的变异使其不易被识别;

但细胞膜的代偿性増厚 ,使其能抵抗不良环境而越

冬 ,来年春夏又回复 。由于其毒性基因仍然存在 ,可

引起疾病的再次流行
[ 35 ～ 38]

。有学者从霍乱患者粪

便中分离到的 EVC菌株种入无抗生素灭菌的人胆

汁中 ,经 22年后检查 ,发现其中仍有活菌。总数为

2.5×10
3
/ml,其中 L型占 32%,也说明 EVC在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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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汁中可长期存活并发生变异 ,与越冬造成地方性

流行有关
[ 39]
。北京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用电

镜 、荧光和普通显微镜观察模拟越冬的 EVC标本 ,

在低温 、营养缺乏的条件下很快可见一种弯曲纤细

体 ,逐渐变长呈丝状 ,缠绕在一起 ,可继续长大成巨

形体。成熟后出芽 ,多位点断裂 ,成许多原生小体 ,

在营养温度适合时则形成正常 EVC。在不利环境

下一部分细菌自溶 ,为环境提供条件
[ 40]
。这可解释

为何我室和盛清等的 EVC及 L型可长期在胆汁中

存活和互变 。刘瑞等也证实变异株存在毒力基因 ,

在适合环境下又恢复为流行株
[ 41]
,支持了 EVC的 L

型变异 、越冬 、回复后引起再次流行的论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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