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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生物膜是一个由基质包裹的、微生物群落组成的结构。在本

论文中，生物膜的基质主要是指细胞外聚合物（extracellular polymeric 

substances， EPS）。它不仅是构成生物膜的主要组份，而且是决定生物膜

粘弹性（viscoelasticity）的重要结构。粘弹性是生物膜用以抵御清除性机械

外力的特性之一。研究表明，生物膜的结构和组成不仅影响生物膜的粘弹性， 

而且影响杀菌剂渗入生物膜的程度，从而影响杀菌效果。然而，迄今对生物

膜的结构和组成的探索仍然停留在显微镜下采集到的影像以及定性或半定量

的层面，文献中尚未见定量分析生物膜结构和组成的相关研究报道。对生物

膜结构和组成定量分析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能够更进一步地揭示

杀菌剂渗入生物膜的机理，而且能够更进一步的明确杀菌剂渗入生物膜受阻

的可能原因。基于生物膜的粘弹性，结构和组成间的相互关联性，即生物膜

粘弹性与生物膜结构相关以及杀菌剂渗入生物膜的程度受生物膜结构影响，

在本论文第一章中，我们提出研究假设：生物膜的粘弹性与杀菌剂渗透生物

膜的程度之间存在直接相关关系。 

 氯己啶（chlorhexidine， CHX），又称洗必泰，是口腔临床最常用的

杀菌剂之一。在第二章中，我们着重研究了口腔生物膜的粘弹性与氯己啶渗

透生物膜程度间的相关性。为了建立不同的生物膜粘弹性，我们采用了一系

列体外口腔生物膜模型。将球形菌和杆状菌的单菌株生物膜分别在流体平行

室生物膜培养系统（parallel plate flow chamber，PPFC）和恒定深度生物

膜孵箱（constant depth film fermenter，CDFF）中培养至相近厚度。通过

对生物膜施加一系列固定形变以及分析生物膜随后回弹的应力变化，计算出

相关参数，即生物膜粘弹性。按照时间顺序，生物膜受形变后的回弹过程通

过应力回弹分析可分为三个阶段：快，中和慢反应。我们大致推测这三个阶

段分别对应了生物膜中水分的外流，细胞外基质形变和细菌相对位置的重新

排列。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随着慢反应比例上的增加和快反应比例上的减少，

氯己啶渗透到生物膜的深度加深。慢反应的涉及表明了生物膜在受到形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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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其内部细菌在相对位置上发生了较大范围的重新排列，进而导致生物膜

结构更利于杀菌剂的渗透。而快反应的表现说明了生物膜中包含的水分起到

了稀释氯己啶的作用，降低了氯己啶的浓度，进而保护了生物膜深层的细菌。 

 在第三章中，我们主要介绍了自主研发设计的一个专门收集人体口腔生

物膜的装置，旨在对体内与体外生物膜粘弹性和氯己啶的渗透程度进行量化

对比。实验期间，由正畸医师以托槽粘接的方式将生物膜收集装置粘接在志

愿者上颌磨牙颊侧。整个实验共计耗时八周左右。该生物膜收集装置由医用

不锈钢制成，分两部分：基底（粘接在牙齿表面）和可替换的钢片（粘接在

基底上）。在钢片内表面形成的生物膜作为研究样本被纳入本实验。此部分

的生物膜在形成过程中并未受到机械外力干扰。每隔一周，生物膜连同钢片

由正畸医师取下并直接转送至实验室进行粘弹性和氯己啶渗透的测量。经研

究发现，在不受机械外力干扰下生长了两周的体内生物膜，其平均厚度达到

了单一菌株体外培养一定时间的生物膜厚度（PPFC 中生长 48 小时和 CDFF

中生长 96 小时）。10 和 20%的压缩形变实验表明，体内生物膜的回弹特性

与体外 PPFC 中生长的生物膜接近。50%的压缩形变实验揭示，受压生物膜

的回弹主要由生物膜深层结构主导。在受到 50%的压缩形变后，体外和体内

生物膜表现出相似的应力回弹特性。并且，体内生物膜的氯己啶渗透实验

（在体外完成）与应力回弹反应的分析揭示了其与体外生物膜表现的一致性。

由此可见体内和体外形成的生物膜粘弹性和氯己啶渗透实验均可用来量化分

析生物膜结构和应力回弹表现。进而言之，在模拟体内不同部位的生物膜时，

选择合适的体外生物膜模型显得极其重要。PPFC 培养的生物膜可较好地代

表体内生物膜的表层，而 CDFF 培养的生物膜由于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持续

地挤压，可较客观地代表体内生物膜的深层。 

 临床研究发现，长期使用氯己啶会导致局部副作用，诸如口腔软硬组织

的着色等。而商品漱口液一般为复方制剂，在长期使用中尚未见报道相关副

作用。在第四章中，我们通过体外实验证实含有杀菌成分的商品漱口液亦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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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了之前确定的生物膜粘弹性和杀菌剂渗透之间的相关关系。需要指出的是，

在本章的实验中我们使用的是静态培养的生物膜模型，而非 PPFC 或 CDFF。

此外，我们通过研究发现静态培养的生物膜在应力回弹过程中呈现出更高比

例的快反应部分，佐证了该种生物膜饱含水分的特点。 

 在第五章中，我们研究了机械外力，非接触式刷牙干预措施对残留生物

膜的影响。该实验中我们使用了双菌株生物膜模型以及采用了 4mm 间距

（牙刷最长刷毛末端与生物膜表面之间距离）的非接触式刷牙干预措施。经

实验发现，4mm 间距的非接触式刷牙干预措施并未造成生物膜厚度的变化。

通过 20%的压缩形变实验，比较刷牙前后生物膜的粘弹性，并将接受和未接

受刷牙干预的生物膜分别经过商品漱口液的渗透实验处理，我们发现接受刷

牙干预的生物膜在应变回弹时，呈现出快反应比例上的减小和慢反应比例上

的增大。同时，与未接受刷牙干预的生物膜相比，氯己啶和十六烷基吡啶氯

化物（cetylpyridinium chloride，CPC）在接受刷牙干预的生物膜中渗透深

度加深。快反应比例上的减少说明非接触式刷牙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去除了

生物膜中蕴含的水分，不能有效地稀释某些杀菌剂，从而不能保护处于生物

膜深层的细菌。慢反应比例上的增大说明非接触式刷牙的干预导致生物膜处

于一个更通透的结构状态，因而有利于一些杀菌剂的渗透和其功能的发挥。 

 在第六章中，我们简要综述了自 17 世纪以来关于生物膜与杀菌剂间相

互作用的（定性）研究发展历程。研究表明，粘弹性作为生物膜的一个重要

性质特征，定量地描述了生物膜的结构和组成。结合我们对生物膜粘弹性与

杀菌剂渗透间关系的认识，在此综述中我们首次提出将粘弹性当作生物膜的

毒力因子之一来研究。 

 综上所述，本论文不仅介绍了一个新的、可量化的方法用于研究生物膜

抵御杀菌剂的渗透机理，而且为电动牙刷的设计制造提供了一个创新思路。

刷牙后残留的生物膜如果能在粘弹性方面使杀菌剂达到最佳渗透状态，那么

这些生物膜可以作为杀菌剂的一个储备库，增加其与细菌的接触，提高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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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杀菌的效能。诚然，本研究的结果离临床应用尚存一定距离，未来尚需大

样本，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为本论文提供更多的临床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