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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耐药突变选择窗与细菌耐药的动物体内研究
崔俊昌
【摘要】

刘又宁王睿童卫杭

陈良安

目的探讨耐药突变选择窗（ＭＳＷ）与体内细菌耐药发生的相关性。方｛击建立兔组织笼金黄色葡萄

球菌感染模型，给予不同剂量的左氧氟沙星灌胃治疗。抽取组织笼内组织被进行药物浓度测定，同时监测组织笼内
细菌药物敏感性变化。结果当左氧氟沙星浓度位于ＭＳＷ内时，导致金黄色葡萄球菌耐药突变体的选择富集，引
起耐药。当药物浓度低于抑制菌群中９９％细胞生长的最低药浓度或高于防耐药变异浓度时，无耐药出现。当左氧
氟抄星浓度在ＭＳＷ内的下部时，最容易选择出耐药突变体，且耐药出现最快。结论ＭＳＷ在体内存在，保持抗菌
药物浓度在ＭＳＷ以上可以限制耐药突变体的选择富集。
【关键词】耐药突变选择窗；左氧氟沙星；金黄色葡萄球菌｝抗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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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容易引起耐药突变体选择的抗菌浓度范围，本

敏感菌产生选择压力的最低抗菌药物浓度，可以用

研究通过兔组织笼感染模型，进一步明确ＭＳ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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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茵药物

注射用盐酸左氧氟沙垦，２００ｒａｇ／

瓶，批号：０４０９１０—１，由珠海丽珠集团丽宝生物化学
制药有限公司提供。
１．２细茵金黄色葡萄球菌ＡＴＣＣ ２５９２３，购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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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１．３试剂厦仪器甲醇、高氯酸、磷酸二氢钾和三

２结果

乙胺（分析纯）购自北京化学试剂公司。乙腈（色
谱纯）购自Ｆｉｓｈｅｒ公司，左氧氟沙星标准品（批号：

２．１左氧氟沙星对金黄色葡萄球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

２００２０２，含量；９７．２％）购自中国生物制品检定所，

的ＭＩＣ、ＭＩＧ。、ＭＰＣ厦ＭＳＷ

加替沙星（批号：２００２０８０１，含量：７８．６％）由浙江

黄色葡萄球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的ＭＩＣ、ＭＩＣ，，及ＭＰＣ

京新药业有限公司提供。Ｍ—Ｈ肉汤和胰酶大豆琼

分别为０．１２５、０．１和０．８ｒａｇ／Ｌ，体外ＭＳＷ为０．１～

脂（Ｄｉｆｃｏ），高效液相色谱仪Ａｇｉｌｅｎｔ

０．８ ｍｇ／Ｌ。

１１００（Ａｇｉ—

左氧氟沙星对金

ＭＳＷ与体内发生耐药的关系

按药物浓度

ｌｅｎｔ）。

２．２

１．４实验动物雌性新西兰白兔２８只，体重２．５～

是否位于ＭＳＷ内分为ＭＳＷ内组（包括跨Ｍｓｗ）

３．Ｏｋｇ，由解放军总医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许可证

和ＭＳＷ外组（包括对照、药物浓度低于ＭＩＣ。。和高

号：ＳＣＸＫ京２００２—２００５）。

于ＭＰＣ的动物），见表１。只有药物浓度位于Ｍｓｗ

１．５左氧氟沙星对金黄色葡萄球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

内组出现了耐药，而ＭＳＷ外组无一例出现耐药。

的ＭＩＣ、Ｍ１Ｃ。。、ＭＰＣ

经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两组耐药发生率差异具有显著

采用琼脂平板稀释法，具体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说明耐药突变体的选择

见笔者以前的报道ｏ］。
１．６兔组织茏感染模型的建立［４３

雌性新西兰白

富集只发生于药物浓度位于ＭＳＷ内时。

兔，背部去毛，速眠新０．１ｍｌ／ｋｇ肌注麻醉后，皮肤
碘伏消毒。在背部正中切开皮肤，在皮下植入１个
无菌的多孔、中空的高尔夫练习球，然后缝合。术后
应用青霉素ｉ００ ０００Ｕ／ｋｇ、２次／ｄ肌注３ｄ，预防感

襄１

ＭＳＷ与体内发生耐药的关系

堕塑鎏堕塑塑垫生望型垫塾塑塑堕堕垄兰兰！墅！
ＭＳＷ内

１８

１２

６６，７

ＭＳＷ外

１０

０

０

染。４～６周后高尔夫练习球内充满清亮的组织液，
实验前１ｄ，用无菌注射器抽取球内液体０．５ｍｌ，取

２．３药物浓度位于ＭＳＷ的不同位置与耐药发生
根据药物浓度与ＭＳＷ的关系进一步分为

１００ｐ１接种于Ｍ—Ｈ琼脂平板上，３７＂Ｃ过夜培养，经

的关系

检验无菌后，用于建市感染模型。实验当日，用无菌

对照组、低于ＭＩＣｅ。组、跨ＭＳＷ的下部组（Ｔ＞

注射器往高尔夫练习球内注入１．５×１０”ｅｆｕ对数生
长期金黄色葡萄球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细菌感染后２ｄ

ＭＩＣ，。＜２０％）、ＭＳＷ下部组（Ｃ一＜０．５ ｍｇ／Ｌ）、
ＭＳＷ上部组、跨ＭＳＷ的上部组（Ｔ＞ＭＰＣ＜２０％）

抽取球内组织液０．５ｍｌ进行细菌菌落计数，细菌浓

和高于ＭＰＣ组（表２）。当药物浓度低于ＭＩＧ。、高

度在１０８ｃｆｕ／ｍｌ以上者用于实验。

于ＭＰＣ和跨ＭＳＷ的上部（Ｔ＞ＭＰＣ＞２０％）时，无

１．７抗茵药物治疗

２８只实验动物分为７组，每

耐药出现，而当药物浓度位于ＭＳＷ内的下部时，所

组２～５只兔子。分别给予５、１０、２０、２５、３０、４０ｍｇ／ｋｇ

有动物（７／７）出现了耐药，和对照组相比差异有显著

左氧氟沙星灌胃治疗，１次／ｄ，连续给药５ｄ。对照组

统计学意义。

应用生理盐水灌胃。

２．４组织液内药物浓度在ＭＳＷ内的位置与耐药

１．８药物浓度测定治疗期间每日给药前及给药
后２、４、６、８、１０ｈ及治疗结束后２４、４８、７２ｈ取组织液
０．５ｍｌ，１２

０００ｒ／ｒａｉｎ离心１０ｒａｉｎ，上清液一２０℃保

存。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组织液内左氧氟沙星
浓度ＥＳ］。
１．９组织笼内恢复生长细菌的耐药性变化治疗
前，治疗期间及治疗结束后２４ｈ及７２ｈ对组织笼内
恢复生长的细菌进行ＭＩＣ测定。从组织笼内抽取

出现时间及耐药性的关系

见表３。当药物浓度

位于ＭＳＷ的下部（０．１～０．２ ｍｇ／１．）时，多数动物
在治疗后７２ｈ出现ＭＩＣ增高，ＭＩＣ增加２～４倍；
药物浓度位于ＭＳＷ的中部（０．１ ５～０．３ ｍｇ／Ｉ．）
时，治疗后９６～１２０ｈ出现ＭＩｃ增高，ＭＩＣ增加４倍；
而当药物浓度位于ＭＳＷ的上部（Ｏ．３～０．８ ｒａｇ／Ｌ）
时，ＭＩＣ增高多出现在治疗后１２０ｈ，且ＭＩＣ有４～８

组织液０．３ｍｌ，标本用Ｍ—Ｈ肉汤进行１０倍系列稀

倍的改变。可见药物浓度在ＭＳＷ的下部时比在中

释，３７℃增菌，按ＮＣＣＬＳ（ｃＬＳＩ）推荐的标准进行

上部时更容易导致耐药的发生，但当药物浓度保持

Ｍ１Ｃ测定。

在ＭＳＷ的上部时，所选择出的菌株有更高的耐药

１．１０统计学处理

万方数据

率的比较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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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Ｎｏ ５

寰２药物浓度位于ＭＳＷ的不同位置与耐药发生的关系

动物编号蓉篆：：跻，

出现耐药的
时间（ｈ）

３讨论

治疗结束后２ｄ恢复生长
细菌的ＭＩＣ（ｍｇ／Ｌ）

药物浓度位于ＭＳＷ内的下部时，耐药发生率最高。
这一结果也提示目前我们所提倡的保持药物浓度高

ＭＳＷ是通过体外琼脂平板实验得到的一个引

于ＭＩＣ的治疗策略存在致命的弊端，如果药物的

起耐药突变体选择的抗菌药物浓度范围。由于体内

Ｃ。不能高于ＭＰＣ，药物浓度将在治疗的大部分时间

药物浓度是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通过琼脂平板

位于ＭＳＷ内，将非常容易选择出耐药突变体，从而

的静态药物浓度测定的ＭＳＷ在体内感染部位是否

导致耐药的发生，尤其是当感染部位细菌量很大时。

存在，以及体外ＭＳＷ与体内耐药突变体选择的相

当药物浓度位于ＭＳＷ内的下部时，比药物浓

关性目前尚不清楚。Ｃｒｏｉｓｉｅｒ和Ｅｔｉｅｎｎｅ等口“３观

度位于中、上部时早２４～４８ｈ出现耐药，这一差别可

察了血中而不是肺组织中药物浓度及ＭＳＷ与肺组

能是由于药物浓度在ＭＳＷ的下部时有更多的耐药

织内细菌耐药的相关性，在实验的设计上存在一定
的缺陷。笔者通过兔组织笼感染模型，观察了组织
笼内组织液中左氧氟沙星浓度与金黄色葡萄球菌耐
药的关系。
从结果看，当左氧氟沙星药物浓度低于ＭＩＣ。。

突变体存在和更容易增殖，而当药物浓度保持在
ＭＳＷ的中、上部时有一些耐药突变体被杀死或生
长被抑制。当药物浓度位于ＭＳＷ的下部时更容易
出现耐药突变体的选择，虽然其耐药性低于药物浓
度在中、上部时选择出的耐药突变体，但当药物浓度
波动时，这些耐药突变体可能再次被选择，从而导致

及高于ＭＰＣ时，也就是说药物浓度位于ＭＳＷ外

高水平的耐药。虽然这只是左氧氟沙星对金黄色葡

时，无一例动物出现耐药。保持药物浓度在ＭＰＣ

萄球菌的动物体内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其他药物

以上，可以达到限制耐药突变体选择富集的目的。

及病原体尚需进一步的研究。但这一结果也提示我

而出现耐药的动物，其药物浓度均大部分时间位于

们，如果临床医生在患者能够耐受的情况下选用推

ＭＳＷ内（ＭＳＷ下部组和上部组）。表明ＭＳＷ在动

荐的最高抗菌药物剂量，可能会减少耐药的发生。

物体内感染部位存在，并与体外测定的结果一致。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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