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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海口地区二级医院重症监护病房(ICU)老年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的病原菌特点,为早期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提供依据。方法:选择我院及协作单位ICU2014年1月至2017年7月收治的366例老年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收集其年

龄、基础疾病、既往抗生素应用情况等基本临床资料,对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共检出346株病原菌,革兰阴

性菌258株(74.6%),其中鲍曼不动杆菌85株(32.9%)、铜绿假单胞菌71株(27.5%)、肺炎克雷伯杆菌58株(22.5%)分别居

前三位;革兰阳性菌88株(25.4%),其中金黄色葡萄球菌61株(69.3%),肺炎链球菌27株(30.7%)。不同年龄段、入院前是

否应用抗生素及是否有基础疾病对鲍曼不动杆菌、肺炎链球菌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入院前应用过抗生素对铜绿假单胞菌及肺炎克雷伯杆菌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P<0.05)。鲍曼不动杆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钠、阿米卡星、美罗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耐药率均>50%,铜绿假单胞

菌及肺炎克雷伯杆菌对阿米卡星、头孢哌酮/舒巴坦钠、亚胺培南耐药率均≤10%,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耐药率为0%。
结论:ICU老年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的病原菌以鲍曼不动杆菌等非发酵菌为主,且鲍曼不动杆菌的耐药率较高,铜绿假单胞

菌及肺炎克雷伯杆菌对常用抗生素仍保持一定敏感性。年龄、基础疾病、既往抗生素应用情况对病原菌的分布有一定的影响,
调查以上因素对防治致病菌感染具有一定的实用意义,在获得病原菌培养结果之前,可为临床医师制定初始抗感染治疗方案

提供用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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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重症肺炎是呼吸系统常见的急危重症之

一,因老年患者常合并有多种基础疾病,因此具有病

情重,进展迅速,死亡率较高的特点[1-2],且因受到疾

病的影响,患者大多会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或抑郁

情绪,严重影响老年人的预后及生活质量[3-4]。我国

三级医院对重症肺炎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报道

较多,对治疗起积极的指导作用。而由于病原菌分

布在不同级别医院、地区等存在差异[5],其结果难以

用于指导二级医院用药,且二级医院分布广,基础研

究普遍薄弱,故更易造成抗生素应用不合理、滥用更

为严重。目前国内医院,从开始收集痰标本到病原

学诊断明确及药敏结果公布,往往需要数天时间,因
此,探讨二级医院重症肺炎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

能够为临床医师制定初始抗感染治疗用药策略提供

依据。本文旨在研究海口地区二级医院重症监护病

房(ICU)老年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的病原菌分布

特点及对抗生素的耐药情况,为临床医师早期经验

性抗感染治疗提供用药依据,对避免抗菌药物的无

效应用及滥用,预防或延缓多重耐药菌株的产生,减
少医疗资源的浪费,具有重要的临床实用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海口市第三人民医院及协作

单位ICU收治的366例老年重症肺炎患者,均为气

管插管或气管切开术后机械通气的患者,其中男

259例,女107例,年龄60~96岁,平均(79.5±
9.4)岁。入选患者中,278例(75.9%)应用过抗生

素治疗,269例(73.5%)存在基础疾病:支气管扩张

35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86例,支气管哮喘24例,
肺癌8例,脑梗死63例,脑出血34例,冠心病76
例,高血压66例,肝炎32例,肾功能不全39例,2型

糖尿病43例。
1.2 诊断标准 366例老年重症肺炎患者均符合

我国2013年第8版“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

家级规划教材内科学诊断标准[6]和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所有患者均为60岁以

上,即符合保障法规定的老年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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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标本采集及保存 全部患者采用床边纤维支

气管镜从人工气道直视下抵达脓性分泌物区域取痰

1~3mL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ronchoalveolar
lavagefluid,BALF)10~20mL留置密闭无菌容器

内,2h内送实验室,对于不能及时送检时,标本暂存

4℃冰箱,但不超过24h送检。
1.4 标本处理及致病菌的判断 合格痰标本及致

病菌的判断采用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会分会制定的

标准[7]。
1.5 细菌鉴定与药物敏感试验 细菌鉴定采用珠

海美华医疗有限公司 MA120微生物细菌鉴定药敏

全自动分析系统,用参考菌株进行药物敏感质量控

制。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第4版的标

准进行细菌培养及鉴定,采用 MIC法判断药物敏感

结果。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计数资料以频数及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

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细菌分布情况 366例老年重症肺炎患者痰

或肺泡灌洗液共分离出346株病原菌,革兰阴性菌

258 株 (74.6%),其 中 鲍 曼 不 动 杆 菌 85 株

(32.9%),铜绿假单胞菌71株(27.5%),肺炎克雷

伯杆菌58株(22.5%),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44株

(17.1%);革兰阳性菌88株(25.4%),其中金黄色

葡萄 球 菌 61 株 (69.3%),肺 炎 链 球 菌 27 株

(30.7%);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菌株67株

(其中铜绿假单胞菌38株,肺炎克雷伯杆菌29例),
多重耐药鲍曼不动杆菌85例,金黄色葡萄球菌

61株中有12株为甲氧西林耐药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MRSA)。
2.2 影响病原体分布的因素 铜绿假单胞菌、肺炎

克雷伯杆菌、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及金黄色葡萄球

菌在不同年龄段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而在不同年龄段中鲍曼不动杆菌及肺炎链球

菌感染检出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
龄越大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检出率越高,而肺炎链球

菌的感染检出率越低。入院前3个月内是否应用抗

生素及合并基础疾病对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检出率

有显著影响,应用抗生素及合并基础疾病使鲍曼不

动杆菌的感染检出率较高(P<0.05)。应用抗生素

使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杆菌感染检出率较高

(P<0.05),而与是否有基础疾病无关。入院前3个

月内是否应用抗生素及合并基础疾病对肺炎链球菌

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未应用抗生素及无基础

疾病的患者肺炎链球菌检出率较高(均P<0.05),
见表1。
2.3 主要革兰阴、阳性菌的耐药情况 鲍曼不动

杆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钠、阿米卡星、美罗培南、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耐药率均>50%,铜绿假单胞菌及

肺炎克雷伯杆菌对阿米卡星、头孢哌酮/舒巴坦钠、
亚胺培南耐药率均≤10%,金黄色葡萄球菌对万古

霉素耐药率0%,肺炎链球菌对头孢曲松、左氧氟沙

星、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及万古霉素的耐药率皆为

0%,见表2。

表1 影响病原体分布的因素[n(%)]

影响因素
病原菌

鲍曼不
动杆菌

铜绿假
单胞菌

肺炎克雷
伯杆菌

嗜麦芽窄
食假单胞菌

肺炎
链球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

年龄段

 60~70岁(n=54) 10(18.5) 9(16.7) 8(18.9) 8(18.9) 13(24.1) 14(25.9)
 71~80岁(n=116) 17(14.7) 21(18.1) 21(18.1) 14(25.9) 9(16.7) 16(13.8)
 ≥80岁(n=196) 58(29.6) 41(20.9) 29(14.8) 22(11.2) 5(2.6) 31(15.8)
 χ2 6.274 0.456 0.466 0.399 22.503 2.784
 P 0.043 0.796 0.792 0.819 0.000 0.249
是否应用抗生素

 3个月内应用过抗生素(n=278) 73(26.3) 62(22.3) 51(18.3) 29(10.4) 11(4.0) 42(15.1)
 3个月内未应用过抗生素(n=88) 12(13.6) 9(10.2) 7(8.0) 15(17.0) 16(18.2) 19(21.6)
 χ2 3.938 4.450 4.129 2.108 16.024 1.405
 P 0.047 0.035 0.042 0.147 0.000 0.236
是否合并基础疾病

 有基础疾病(n=269) 74(27.5) 52(19.3) 43(16.0) 32(11.9) 10(3.7) 47(17.5)
 无基础疾病(n=97) 11(11.3) 19(19.6) 15(15.5) 12(12.4) 17(17.5) 14(14.4)
 χ2 6.966 0.002 0.011 0.012 16.232 1.405
 P 0.008 0.964 0.918 0.913 0.000 0.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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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常用抗生素作用于主要病原菌的累积耐药率(%)

抗菌药物
鲍曼不
动杆菌

铜绿假
单胞菌

肺炎克
雷伯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

肺炎
链球菌

头孢曲松 100 100 33 — 0
头孢他啶 100 100 29 — —
头孢唑啉 — — — 41.1 —
左氧氟沙星 93 22 31 42.1 0
头孢呋辛 — — 33 — 67
美罗培南 64 11 0 — 0
亚胺培南 50 10 0 — 0
头孢哌酮/舒巴坦钠 51.1 9.7 10 — —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93 70 6.5 — —
阿米卡星 78 10 9.7 56 —
青霉素G — — — 68.3 33.3
阿奇霉素 — — — 78 100
克林霉素 — — — 60.2 68
万古霉素 — — — 0 0
复方磺胺甲噁唑 86 — — 10 —
利奈唑胺 — — — 0 —
多黏菌素B 0 — — — —

          —为未作药敏试验。

3 讨 论

  本研究ICU老年重症肺炎细菌性感染病原体

中,以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杆

菌等革兰阴性杆菌感染为主,与我国三级医院研究

结果类似[8-9],但排序有所不同,三级医院常以铜绿

假单胞菌居首位,鲍曼不动杆菌及肺炎克雷伯杆菌

为次位。本研究结果显示以鲍曼不动杆菌为主,年
龄、入院前3个月内是否应用抗生素及是否合并基

础疾病均是影响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检出率的因素

(均P<0.05)。本研究ICU老年重症肺炎细菌性

感染病原体中,以鲍曼不动杆菌为首位且全部为多

重耐药菌的原因考虑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本组患

者高龄,长期营养不良,反复住院应用广谱抗生素及

机械通气,这与敬梅等[10]研究结果基本一致。铜绿

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在ICU老年重症肺炎感

染中占 有 重 要 位 置,与 既 往 应 用 抗 生 素 等 有 关

系[11],与本组研究结果相似。
  我国三级医院革兰阳性菌感染常以金黄色葡萄

球菌为主,而本组资料显示以金黄色葡萄球菌及肺

炎链球菌感染为主。本研究中,不同年龄段、入院前

3个月内是否应用抗生素及合并基础疾病对肺炎链

球菌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
Trevino等[12]报道相似,而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本组病例中ICU老年重症肺炎感染患者分离

的鲍曼不动杆菌对所测抗菌药物的耐药性与我国三

级医院相比,本组病例分离的鲍曼不动杆菌对头孢

哌酮/舒巴坦钠耐药率为51.1%,高于三级医院的

33.9%,对亚胺培南耐药率低于三级医院。铜绿假

单胞菌及肺炎克雷伯杆菌对常用抗生素头孢哌酮/
舒巴坦钠、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阿米卡星仍保持较

好的抗菌活性,与我国三级医院的研究结果相近,但
本研究中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率远低于

三级医院的研究结果[13]。
  同 时,本 研 究 中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检 出 率 为

16.7%(61/366),高于三级医院的6.6%,但 MRSA
检出率为19.7%(12/61),低于三级医院,与陈莲

等[13]报道的 MRSA检出率20%相近;本研究及其

他文献报道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大环内酯

类的敏感度均较低,对复方磺胺甲噁唑敏感度较高,
对左氧氟沙星敏感度下降,所有报道的医院均未发

现对万古霉素耐药[13-14]。此外,本研究发现,在革兰

阳性病原菌中肺炎链球菌感染占30.7%,该菌感染

不容忽视,与三级医院较少分离出该致病菌有所不

同,肺炎链球菌对阿奇霉素全部耐药,对青霉素耐药

率达33.3%,对左氧氟沙星,头孢曲松钠等仍保持

敏感。
  综上所述,ICU老年重症肺炎机械通气患者的

病原菌以鲍曼不动杆菌等非发酵菌为主,且鲍曼不

动杆菌的耐药率较高,铜绿假单胞菌及肺炎克雷伯

杆菌对以上常用抗生素仍保持一定敏感性。年龄、
既往是否有抗生素应用史及基础疾病对致病菌的分

布等有一定的影响。以上结论,在获得病原菌培养

结果之前,可为临床医师制定初始抗感染治疗方案

提供用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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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离子消融与下鼻甲骨折外移术联合治疗
慢性肥厚性鼻炎的效果对比

李 趣,何中扬,黄 岳,邹秀园

(广西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南宁 530022)

摘要 目的:探讨等离子消融联合下鼻甲骨折外移术治疗慢性肥厚性鼻炎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5年2月至2016年

1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慢性肥厚性鼻炎患者6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0例。对照组给予下鼻甲骨折外移术治疗,观察组在对照基础上给予等离子消融术。观察患者手术一般情况,比较两组治疗

总有效率和并发症发生率。采用视觉模拟量表(VAS)评估患者鼻塞症状,SF-36量表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结果:观察组患者

术中出血量较对照组少,术后鼻腔疼痛时间较对照组短,术后6个月 VAS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6.67%,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6.67%(P<0.05)。治疗前,两组SF-36量表各项目评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除肢体疼痛(BP)外,SF-36量表其他项目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

鼻腔干燥、鼻腔出血、嗅觉减退和头晕等并发症总发生率为26.67%(8/3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3.33%(1/30)(P<0.05)。结

论:下鼻甲等离子消融联合下鼻甲骨折外移术治疗慢性肥厚性鼻炎的效果显著,对患者的临床症状有明显改善作用,且能减少

术后并发症发生。
关键词 消融;肥厚性鼻炎;疼痛;下鼻甲骨折外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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