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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地区儿童肠道感染致病性

大肠埃希菌血清型的分布及耐药性

徐 飞，迟富丽，谈 华，刘雪梅，阳艳丽，钟天鹰

［摘要］目的:了解南京地区儿童细菌性腹泻中致病性大肠埃希菌( Escherichia coli，E． coli) 的主要血清型和对抗生素的敏感性。
方法:对 5 409 例粪便标本进行分离培养并用血清学方法鉴定 E． coli 血清型，采用纸片扩散法测定 E． coli 对常用抗生素的敏

感性。结果:5 409 例粪便标本中分离出 633 株 E． coli，检出率为 11． 70% ; 血清学分型共检出 12 种血清型，产超广谱 β-内酰胺

酶菌株的检出率达 82． 15%。结论:E． coli 是引起儿童细菌性腹泻的一种重要致病菌，且多重耐药情况严重; 临床应开展对 E．
coli 的检测并应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用抗菌药物治疗 E． coli 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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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erotype and antibiotic sensitivity of
enteropathogenic Escherichia coli infected in children
XU Fei，CHI Fu-li，TAN Hua，LIU Xue-mei，YANG Yan-li，ZHONG Tian-ying

(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Children'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08，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urvey the serotype and antibiotics resistance of enteropathogenic Escherichia coli( E． coli) in children with
diarrhea in Nanjing area．Methods: Five thousand four hundred and nine cases of feces samples were cultured，isolated E． coli strains
were indentified by serotyping，and the antibiotic susceptibility was determined by disk diffusion test． Results: Six hundred and thirty-
three strains of E． coli were isolated( 11． 70% ) and 12 serotypes were detected． The incidence of ESBLs was 82． 15% in the isolated
strains． Conclusions: E． coli is an important pathogen leading to infant diarrhea，and highly resistant to many antibiotics; we should
identify E． coli and select correct antibiotic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susceptibility test．
［Key words］Escherichia coli; serotype; microbial sensitivity tests

在正常情况下，大肠埃希菌( Escherichia coli，E．
coli) 是人类肠道中一种有益的寄生菌，但某些血清

型 E． coli 却能导致人类疾病
［1］。致病性 E． coli 是导

致婴幼儿腹泻的主要病原菌，在发展中国家每年导

致近 100 万名儿童病死。该菌侵入肠道后，主要在

十二指肠、空回肠上段黏膜大量繁殖，使微绒毛刷状

缘破坏、绒毛萎缩、上皮细胞功能受损，导致严重腹

泻。随着抗菌药物，尤其是第三代头孢菌素在临床

上的广泛应用，E． coli 耐药菌株亦不断增加，甚至出

现多重耐药菌株
［2 － 4］，给临床的治疗带来很大困难。

为了解本地区 E． coli 的血清型分布及耐药情况，现

对我院 5 409 例腹泻患儿的肛拭标本临床分离 E．
coli 进行分析，旨在对 E． coli 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
疫苗制备及经验性治疗提供指导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 1 标本来源 收集 2008 ～ 2010 年我院肠道门诊

就诊 及 消 化 科 住 院 的 5 409 例 腹 泻 患 儿 的 肛 拭

标本。
1． 2 细菌的分离培养与鉴定 按照《全国临床检

验操作规程》( 第 3 版) 进行肠道致病菌检验，即将

肛拭标本接种 于 中 国 蓝 培 养 基，35 ℃ 培 养 18 ～
24 h，挑选病原菌接种肠道鉴别培养基进行初步鉴

定。最后用致病性 E． coli 12 种诊断分型血清( 宁波

天润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 进行玻片凝集试验，由

血清学反应将 E． coli 定到种、群或血清型。
1． 3 药敏试验 采用 K-B 纸片扩散法对分离的

E． coli 进行药敏试验，15 种抗菌药物为氨苄西林、哌
拉西林、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氨曲南、头孢唑啉、头
孢他啶、头孢噻肟、头孢吡肟、头孢西丁、亚胺培南、
氧氟沙星、复方磺胺甲口恶唑、舒巴坦 /头孢哌酮、庆大

霉素、阿米卡星。按照 2007 年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

协会标准判读结果。药敏纸片和培养基均为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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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oid 公司产品，采用 E． coli ATCC25922 进行药敏

质量控制。
1． 4 产超广谱 β-内酰胺酶( extended spectrum beta-
lactamases，ESBLs) 检测 将筛选出的 E． coli 接种在

血琼脂平板经 37 ℃培养 18 ～ 24 h，制成 0． 5 麦氏单

位的菌液并涂布于 M-H 平板，然后在 M-H 平板上

贴入药物纸片，纸片分别为头孢他啶 ( 30 μg) 及头

孢他啶 /克拉维酸 ( 30 μg /10 μg ) 组合、头孢噻肟

( 30 μg) 及头孢噻肟 /克拉维酸 ( 30 μg /10 μg ) 组

合，各纸片相距至少 24 mm。培养 16 ～ 18 h 后测量

抑菌环的大小，当克拉维酸与头孢他啶或头孢噻肟

组合的抑菌环直径较无克拉维酸时的抑菌环直径增

加至少 5 mm 时，判断 ESBLs 为阳性。

2 结果

2． 1 E． coli 分离结果及血清型 5 409 例腹泻患儿

的肛拭 标 本 中 分 离 出 633 株 E． coli，检 出 率 为

11． 70%。血清学分型检测结果见表 1，O142K86 型

构成 比 最 高，为 25． 73%，其 次 为 O127K63 与

O44K74，各为 13． 28%与 10． 37%。

表 1 633 株 E． coli 血清学分型

血清型别 株数 构成比( % )

O142K86 163 25． 75

O127K63 84 13． 27

O44K74 66 10． 42

O126K71 66 10． 42

O86K61 63 9． 95

O55K59 55 8． 69

O26K60 37 5． 85

O111K58 34 5． 37

O125K70 32 5． 06

O128K67 13 2． 05

O114K90 13 2． 05

O119K69 7 1． 12

合计 633 100． 00

2． 2 药敏试验结果及 ESBLs 检出情况 分离的

633 株 E． coli 对氨苄西林高度耐药达 97． 78%，对

三、四代头孢菌素、磺胺类复方磺胺甲口恶唑耐药率为

70% ～90%，对氨基糖苷类、氟喹酮类、β 内酰胺 /β
内酰胺酶抑制剂复合物耐药率 ＜ 65%，对碳青霉烯

类亚胺培南敏感率为 100% ( 见表 2) 。633 株 E． coli
中产 ESBLs 菌株的检出率为 82． 15% ( 520 /633) 。

表 2 633 株 E． coli 的药敏试验结果

抗生素 敏感( 株) 耐药( 株 ) 耐药率( % )

氨苄西林 14 619 97． 78

哌拉西林 39 594 93． 84

阿莫西林 /克拉维酸 257 376 59． 40

氨曲南 70 563 88． 94

头孢唑啉 58 575 90． 83

头孢他啶 176 457 72． 19

头孢噻肟 79 554 87． 52

头孢吡肟 123 510 80． 57

头孢西丁 80 553 87． 36

亚胺培南 633 0 0． 00

氧氟沙星 288 345 54． 50

复方磺胺甲口恶唑 166 467 73． 77

舒巴坦 /头孢哌酮 524 109 17． 22

庆大霉素 239 394 62． 24

阿米卡星 536 97 15． 32

3 讨论

E． coli 是一种引起儿童腹泻的重要致病菌，严

重时可导致患儿死亡。自从 1945 年首次报道此菌

致病以来，大家对此菌引起的婴幼儿严重性和持续

性腹泻给予了高度关注。
对 E． coli 的鉴定是研究其致病性和流行病学的

基础。常用的鉴定方法很多，但临床上以血清学方

法的应用最为广泛，也是鉴定的最终依据。本研究

通过血清学方法共分离到 E． coli 633 株，其检出率

为 11． 7%，远高于广州地区的 2． 47%［5］，低于温州

地区的 14%［6］。我们对 E． coli 的血清型研究发现，

本地 O142K86 血清型最为多见( 25． 75% ) ，其次是

血清型 O127K63 ( 13． 28% ) 和 O44K74 ( 10． 37% ) ，

与温 州、安 徽 等
［2 － 4，7］

地 报 道 的 O86K61 分 别 占

31． 3%、50． 0%存在较大差异，提示 E． coli 血清型分

布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在流行病学调查及疫苗研

究时应予以重视。
近年来有大量文献

［8 － 10］
报道，E． coli 对临床常

用抗生素的耐药性不断增加，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

已高达 74． 1% ～ 93． 6%，对复方磺胺甲口恶唑、氯霉

素及四环素等的耐药率也较高，且多重耐药菌株逐

渐增多，使得对该菌感染的治疗成为一个非常棘手

的问题。本研究结果显示，E． coli 的产 ESBLs 阳性

率 高 达 82． 15%，远 高 于 任 春 阳 等
［11］

的 报 道

( 45% ) ，同时药敏试验发现，E． coli对青霉素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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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肾小球受损非常灵敏的标志物。
本研究中肾病患者血清 Cys C 的检测采用颗粒

增强透射免疫比浊法，既方便又准确，可以避免肌酐

清除率检测过程的繁琐及不易正确留取标本而影响

检测结果的可靠性
［11］。为此，我们建议对肾病患者

在常规的 BUN、SCr 的基础上联合 Cys C 的检测，对

于临床的早诊断﹑早治疗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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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四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都比较高 ( 80%
～ 90% ) ，但碳青霉烯类的亚胺培南是对产 ESBLs

菌株高度稳定的抗菌药物，其敏感率为 100%。另

外，E． coli 对喹诺酮类和氨基糖苷类( 阿米卡星、庆

大霉素) 的耐药率相对较低 ( 15% ～ 60% ) ，但由于

氨基糖苷类的副作用较大，故临床应用受到了一定

的限制; 而对舒巴坦 /头孢哌酮比较敏感，耐药率仅

为 17． 26%。因此，临床上治疗儿童 E． coli 感染性

腹泻时应结合药敏试验结果，选用敏感的抗生素，舒

巴坦 /头孢哌酮可作为本地区治疗儿童 E． coli 感染

的经验用药。
鉴于日益严峻的耐药现状以及 E． coli 在小儿腹

泻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应重视对此致病菌的检测，并

积极寻找快速、准确的鉴定方法，及时提供药敏试验

结果，以指导临床治疗，力求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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