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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生物膜？它是一种群居的生命形式，使微生物（如细菌等单细胞生

物）以群体的方式行事。生物膜通常附着在一个支撑物上，而且无处不在。事实

上，这是几十亿年前海底生物最初形成的方式之一。大多数细菌感染涉及生物膜，

这有利于慢性病的发生，并导致治疗困难。目前还没有制定出有效的战略，但是，

如果能更好地了解这些聚集物的形成和维持所涉及的机制，就有可能在不久的将

来制定创新和有效的办法。 

1.生物膜或单细胞生物如何组成群落 

 



图 1.安东·范·列文虎克和他的显微镜让他可以观察到一群“anilmacula”（这是列文虎克自己嘴里的细

菌）。 

17 世纪，荷兰商人安东·范·列文虎克[1]首次发现了细菌群，他发明了显

微镜透镜并分析了牙菌斑样本（图 1）。他用这种仪器来计算编织物中的线纹数

量及其厚度。他的主要想法是观察周围的环境，他是最早使用显微镜探索微生物

世界的科学家之一。 

但直到很久以后，“细菌膜”和“生物膜”才开始普及，尤其是 J.威廉·科斯特

顿在 20 世纪 80 年代出版的作品中提到[2]。科斯特顿是加拿大微生物学家

（1934-2012），对水生环境中的细菌特别感兴趣。他指出，与现有的数据相反，

细菌的主要生命形式是以多细胞生物相关的复杂群落形式存在的，他称之为生物

膜。 

  

图 2.生物膜的形成有几个阶段:最初的粘附阶段，早期的发育阶段，然后是成熟阶段，最后

是扩散阶段，一定量的细菌以分离的形式或微聚集体的形式从生物膜中分离出来，可能寄生

在其他表面。[来源:©文章作者] 

Mini-agrégatsrelargués、Bactéries planctoniques、Matrice exopolymérique、Bactéries sessiles、

Bactéries dormantes à croissance faible、Adhéslon initlale、Attachement、

Interactions microorganisme-surface、Dévelopement précoce 、Synthèse de matrice 、

Multiplication bactérienne、Bloflm mature、Présence de matrice、Hétérogénéité、

Présence de microenvironnements 、Cellules tolérantes、Interaction bactériennes、

Disperslon du bloflm、Remodelage de la matrice、Phénomène actif de dispersion. 

传递的微聚体、浮游细菌、基质外聚物、无柄细菌、低生长休眠菌、最初粘附、附着物、微

生物-表面相互作用、早期发育、基质合成、细菌繁殖、生物膜成熟、基质存在、异质性、

微环境的存在、耐受细胞、细菌相互作用、生物膜分散、基质重塑、主动扩散现象。 



生物膜被定义为每克脱水物质含有多达 1 亿个(108 个）至 100 亿个（1010

个)微生物细胞的有组织的聚集物。在这些结构中，细菌细胞被一种基质所包围，

这种基质是由细菌自己产生的，确保在整个群落的凝聚力方面起着主要作用，有

时还能附着在固体基质上。 

大多数细菌都能形成生物膜，少数细菌个体形成复杂的异质聚集体的不同步

骤已被广泛描述(图 2)。这是完全协调的遗传现象。 

1.1.生物膜形成的阶段  

最初的粘附使一些细菌附着在表面；随后是一个早期发育阶段，在此期间，

细菌分裂、合成和分泌基质的成分，主要是糖、蛋白质和 DNA。基质的存在参

与了生物膜内细菌的空间组织，确保了复合物的稳定性，并允许建立内部流体循

环通道。由于包含所有的微生物，基质还提供了与外部环境的界面，因此具有保

护功能。它也是包括水在内的营养物质的来源，是营养物质(钙，铁，…)的储存

地和细胞外酶活动的场所。[3]  

生物膜形成的下一步，称为成熟阶段，允许三维结构的发展与异质环境的建

立，在此环境中，细菌以竞争或协同作用的形式进化或相互作用。 

最后，最后一步包括扩散阶段，一定数量的细菌从生物膜中分离出来，要么

是被分离出来的，要么是以微聚集物的形式，这些微聚集物很可能会在其他表面

定植。 

1.2.生物膜的特性 

 
图 3.细菌的生物膜是一种异质结构。细菌产生的营养成分、酶和其他分子的局部变化在生物

膜内创造了不同的微环境。有些细菌改变其生理状态，对抗菌药物产生耐受性。[来源:©文

章作者] 

Hétérogénéité chimique、Capture de nutriments、Production de molécules spécifiques、

Coopération/ compétiton、Tolérance aux agentsanti-microbiens、Matrice、Architecture、Stabilité、



Canaux hydriques、Cohésion inter-cellulaire、Source de nutriments、

Elimination des produits du métabolisme. 

化学不均匀性、捕获营养物质、特定分子的产生、合作/竞争、对微生物剂的耐受性、基质、

结构、稳定性、水渠、细胞间内聚力、养分来源、代谢产物的消除。 

生物膜基质也是细菌之间交换，建立通信网络的场所。因此，通过所谓的“群

体感应”分子(参见细菌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群体内的所有成员在超过细胞浓度

阈值的情况下协调它们的反应，因此，可以利用多细胞生物类型的行为。这种能

力允许在营养水平上的代谢合作，通过生物膜的不同行为体使得代谢产物的连续

使用。由于在生物膜内建立的地理邻近性，这种形式的群体生活也促进了群体成

员之间 DNA 片段和遗传物质的水平交换，从而促进新功能的获得。 

1.3.生物膜：休眠细菌的储存库  

这种被称为扩散的复杂现象是生物膜形成的最后阶段，是由营养消耗、氧浓

度或细菌密度的变化等外部事件引起的（图 4）。这些变化被细菌感知到，使细

胞内信号激活，并最终导致部分生物膜的分离。因此，一些行为可以导致细菌或

微聚集体的物理分离：基质降解酶（核酸酶、糖苷酶、蛋白酶）的合成和分泌，

细菌的表面修饰导致粘附减少，表面活性剂的产生导致表面张力降低或某些细菌

的裂解，这些现象往往会削弱生物膜的局部凝聚力。释放的细菌或细菌簇能够定

植于其他表面，甚至由于它们的高毒性而产生其他感染点。 

 

图 4.成熟生物膜的扩散现象是一种复杂而活跃的反应？机制，特别是对外部信号的响应。细

菌或微聚集物的物理分离是次要的酶的作用，能够降解基质，表面修饰，通过表面活性剂的

生产减少表面张力，或生物膜内细菌的细胞死亡。[资料来源：这篇文章的©作者] 

Signaux、Excès/carence ennutriments、Augmentation de la température、Diminution enoxygène、

Variation de pH、Densité bactérienne、Signaux des cellules hôtes、Mort cellulaire、

Perturbation de la matrice extracellulaire、Perturbation des structures de surface bactérienne、

Flagelles、Polysaccharides、Quorum sensing、Pool subcellulaire d'autoinducteurs、DGC、PDE、

Pool subcellulaire de c-di-GMP、Surface abiotique ou biotique、Pili、



Réduction des tensions de surface、Bactéries sessiles、Bactéries dispersées、Bactéries mortes、

Pool subcellulaire de c-di-GMP、Pool subcellulaire d'autoinducteurs、Acides nucléiques、

Protéines、Enzymes dégradant la matrice、Bacteriophage. 

信号、过量/缺乏、温度升高、氧气减少、pH 值变化、细菌密度、宿主细胞信号、细胞死亡、

细胞外基质紊乱、细菌表面结构扰动、鞭毛、多糖、群体感应、自诱导子细胞池、DGC 关

联复合物蛋白、PDE 磷酸二酯酶、c-di-GMP 水平细胞池、非生物或生物表面、皮毛、表面

张力降低、无柄细菌、分散细菌、死亡细菌、蛋白质、基质降解酶、噬菌体。 

2.以生物膜作为衡量标准重新审视感染过程  

 

图 5.扫描电镜观察导管样品中金黄色葡萄球菌生物膜的情况。细菌形成几个相互粘附的重叠

层，并嵌在材料表面的基质中。[资料来源：这篇文章的©作者]  

超过 75%的人类感染被认为与组织或医疗设备表面上生物膜形式的微生物

存在有关（图 5）。这些是特定感染(骨感染、耳感染，...)或护理相关感染，通

常继发于使用侵入性设备(导尿管、气管导管、导管…)，细菌在其表面形成生物

膜（图 6）。 [4] 然后细菌就会从宿主中分离出来，在其他表面定植，或者进一

步渗透到身体的下游。继而导致慢性传染病，特别难以诊断和治疗。 

主要的相关细菌属于患者自身或来自患者环境的微生物群（例如：牙菌斑微

生物群和心内膜炎、肠道微生物群和泌尿系统感染）。除了深层感染外，相关联

的生物膜通常由几种细菌组成(参见人类微生物：我们健康的盟友) 

 



图 6.在医疗设备或身体组织中生物膜的形成与传染性形式有关，这些形式通常是慢性的，难

以用抗菌剂治疗。(来源:图改编自 Lebeaux et al. [4]） 

Infections liées à des biofilms sur des dispositifs médicaux、Dérivations ventriclaires、

Lentilles de contact、Tubes endotrachéaux、Cathéters vasculaires centraux、

Prothèses valvulaires cardiaques, pacemakers et implants vasculaires、Implants mammaires、

Cathéters vasculaires périphériques、Cathéters urinaires、

Implants orthopédiques et prothèses articulaires、Infections liées à des bioflms sur des tissus、

Otites moyennes chroniques, sinusites chroniques、

（Angines chroniques, plaque dentaire,laryngites chroniques）、Endocardites、

Infections pulmonaires lors de mucoviscidose、Calculs rénaux、Angiocholites、

Infections urinaires、Ostéomyélites、Plaies chroniques. 

医疗器械生物膜相关感染、心室分流、隐形眼镜、气管内管、中心血管导管、心脏瓣膜假体、

起搏器和血管植入物、乳房植入物、外周血管导管、导尿管、矫形植入物和关节假体、生物

膜相关组织感染、（慢性中耳炎，慢性鼻窦炎、慢性心绞痛，牙菌斑，慢性喉炎）、心内膜

炎、囊性纤维化时的肺部感染、肾结石、血管胆炎、尿路感染、骨骼炎、慢性伤口。 

不同微生物在同一生物膜内的共存可能会引发生态斗争，从而导致某一主体

占据优势地位或在感染部位的水平上建立特定的生态位。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相反，物种的多样性有助于生物膜发展过程中的协同现象。因此，最近对两种细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的体外实验表明，其中一种细菌（金黄色

葡萄球菌)表现得像一个先锋，有利于另一个(铜绿假单胞菌)后续定植。 [5]此外，

由两种生物组成的生物膜最终所包含的生物量显著大于每一种单独采集的生物

膜的生物量之和。 

同时存在的不同细菌也可以在从已形成的生物膜分离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

用，从而影响细菌在生物体内的选择性传播。在小鼠模型中，主要由肺炎链球菌

引起肺部感染，致病细菌对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在鼻腔粘膜定植，金黄

色葡萄球菌被困在混合生物膜中。 

这些最近的数据有望有助于改变临床诊断方法。不仅要考虑病原体，还要考

虑其生态系统以及在载体或感染位点水平上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对整

个微生物的整体分析，而不是对某一特定病原体的具体研究，将是特别重要的，

尤其是在确定发生感染病理的高风险情况的预防方法中。 

3.抗生物膜的治疗策略或如何对抗生物膜？  



由于许多原因，与生物膜形成有关的感染的治疗特别微妙。除了几种细菌同

时存在外，生物膜的生命形式使治疗更加复杂，因为生物膜细菌除了其自身的耐

药性机制（遗传和个体）外，还对抗感染药物表现出特定的耐药性机制。[6]有

一些因素导致了生物膜细菌对抗生素的“冷漠”：缺乏对某些分子的渗透，生物

被膜深层氧气水平降低导致的效率低下，或者局部酸性。但最复杂的机制无疑是

一些细菌在生物膜中采用的特殊生命形式，类似于一种休眠状态，代谢活动整体

减少。抗生素由于缺乏细胞靶点而失效（见图 2）。 

控制与传染病相关的生物膜意味着要么抑制其形成（预防策略)，要么分解

现有的生物膜(治疗策略)，通过阻止活细菌的传播防止其在身体的其他部位定植

(图 7)。 

3.1 生物膜的预防策略  

几种预防性的抗生物膜策略已经被开发出来，以对抗不同阶段的生物膜形

成。防止细菌在表面的初始粘附已经被广泛的研究，通过改变材料的物理化学结

构，加入抗菌剂或在表面涂上抗粘附分子（生物表面活性剂）。这些分子的性质

是相当多样化的，但许多细菌分子已经被研究过，包括胞外多糖，这表明细菌在

竞争环境中构建生物膜时，自然地使用了这种策略。  

无论表面修饰的性质如何，这种方法都非常令人失望，因为这些材料很快会

受到有机分子（如医疗设备中的胶原蛋白）制约，这些分子中和了抗粘附效应，

甚至促进了细菌的早期定植。 

为防止长期使用的导管（透析导管)中生物膜的形成，通常是通过在使用期

间以外将抗菌溶液(抗生素、乙醇)“封管溶液”引入设备的管腔中来实现的。如果

这种做法被证明是有效的——阻止细菌的发展显然限制了聚集物的形成——高

浓度抗生素的使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产生耐药性的生态风险。此外，这些溶液对

材料完整性的影响仍然是未知的。 

3.2.抗生物膜的治疗策略  

根除已经形成的生物膜尤其困难。抗生素的使用不仅需要远远超出人类常规

使用的剂量，而且某些分子还可能对生物膜的形成产生刺激作用。理想的处理应

该能使生物膜不稳定，刺激休眠形式并对所有微生物发挥溶解作用。[7]文章已



经描述了酶解生物膜基质的方法(糖苷酶，核酸酶)，但在单种生物膜中观察到有

益的效果，通常很难推断出复杂的生物膜。 

另一种方法是通过中和负责细菌之间信号传递的分子来干扰调节机制。尽管这些

信号网络非常复杂，但许多方法已经在实验模型中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

结果。然而，它们的实际应用很难实现；这些分子在细胞外基质中的隔离和它们

在生物膜中的异质分布是这种创新方法的主要缺陷。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策略应

该与杀菌处理相结合，以溶解从生物膜中释放出来的细菌，以防止它们定植于其

他部位。这只有在这些细菌细胞具有代谢活性时才能实现。因此，不仅要破坏形

成的聚集物，而且要复苏休眠细胞。有几种方法可以使用，最有效的是通过提供

营养物质或破坏其细胞膜来促进其生长，从而诱导溶解过程。一些抗微生物肽（抗

菌肽）能够在休眠细胞膜水平上发挥作用，对靶向细菌物种具有或多或少的特异

性，并可能构成抗生物膜治疗库的重要元素。  

总之，当实施抗感染治疗时，大多数细菌组织成生物膜的能力是一个额外的

问题。目前还没有制定有效的战略，但如果能更好地理解形成和维持这些聚集体

所涉及的机制，就应能在不久的将来制订创新和有效的办法。 

4.要记住的消息  

我们对细菌世界的主要知识来自于对细菌的研究，这些细菌以个体细胞的形

式在实验室中适当的培养基中生长。 

在自然界中，细菌主要以被称为生物膜的聚集群落的形式生存。这种生命形

式使它们的行为协调一致，给了它们许多优势，特别是它们抵抗外部侵略的能力。 

这一发现深刻地改变了近几十年来细菌世界的研究方法，并对所有获得的关

于致病菌和共生细菌(即我们的微生物群)的数据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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