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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治疗病房分离菌耐药性检测分析 

王 伟 

[摘要]目的：了解重症监护治疗病房(ICU)分离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状况。方法：取2006年11月至2009年1月ICU患者标 

本做细菌培养，检出病原菌，用K．B纸片扩散法测定药敏，以表型确认法检测超广谱 B内酰胺酶菌株。结果：共收集致病菌 

33株，其中革兰阴性杆菌29株(87．9％)，革兰阳性球菌4株(12．1％)。以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为多。头孢哌酮／舒巴坦对 

革兰阴性杆菌抗菌作用最强，而万古霉素对革兰阳性球菌抗菌作用最强。结论：ICU患者感染以革兰阴性杆菌为主。头孢哌 

酮／舒巴坦作用最强。加强病原菌及药敏监测，以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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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illance study on bacterial resistance in the Intensive Care Unit 

WANG Wei 

(Intensive Care Unit，Bengbu Second People S Hospital，Bengbu Anhui 23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the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of clinical isolates from Intensive Care Unit(ICU)．Methods：The 

specimens of the patients who were in Bengbu Second People S Hospital from Nov．2006 to Jun．2009 were cultured to detect the 

pathogens．K—B agar diffusion method was used to judge drug sensitivity．Phenotypie confirmatory test was used to detect ESBLs． 

Results：A total of 33 clinical isolates，including 29 strains(87．9％)ofGram—positive bacilli and4 strains(12．1％)ofGram-negative 

bacilli，were collected．Pseudomonas and E．coli was the main microorganism．The most active agent against Gram·negative organisms 

was Cefoperazone／sulbactam and Vancomycin was the most effective on Gram—positive Cocci．Conclusions：The Gram-nagative bacilli 

was the major pathogen isolated from ICU patients；cefoperazone／sulbactam was the most effective．Pathogens and drug sensitivity 

monitoring should be enhanced to give guidance for rational use of antib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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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型抗菌药物的不断问世，致病菌亦在不 

断变迁，而抗菌药物的大量使用，使耐药菌株逐渐增 

多，尤其是多重耐药和高度耐药菌株的出现，给临床 

治疗带来困难。为了解重症监护治疗病房(ICU)病 

原菌的种类和药物敏感性，并及时、合理、有效地选 

择抗生素治疗感染，现将我科 2006年 l1月至 2009 

年 1月分离菌及药敏检测结果作一报道。 

l 资料与方法 

1．1 标本来源 经气管切开插管取痰 19份，经口 

气管插管取痰 4份，导尿管留取尿液 3份，下呼吸 

道深咳痰留取 2份，血液 2份，创面 2份，腹腔引流 

液 1份。 

1．2 细菌鉴定 将标本种于血平板上，如有两种或 

两种以上致病菌生长时，选覆盖平板面积 ≥1／4的 

细菌为阳性统计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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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体外药敏试验 参照 K．B纸片扩散法，采用 

M．H琼脂培养基(郑州博赛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测定头孢曲松、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头 

孢唑林、头孢呋辛、氨曲南、环丙沙星、阿米卡星、头 

孢他啶、亚胺培南、左氧氟沙星、头孢哌酮、万古霉素 

和阿奇霉素对上述分离细菌的最低抑菌浓度，操作 

方法与判断标准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国家标准化研 

究院的规则及标准进行⋯。 

1．4 超广谱 B内酰胺酶(ESBLs)测定 采用双纸 

片协同试验法，结果判定严格按照文献[1]进行。 

2 结果 

2．1 细菌分布 分离出l1种33株细菌。其中革 

兰阴性杆菌 29株(87．9％)，包括单胞菌属 l4株 

(42．4％)，埃希菌属 8株 (24．2％)，克雷伯菌 

属4株(12．1％)，肠杆菌属3株(9．1％)；革兰阳性 

球 株(12．1％)，包括葡萄球菌属2株(6．1％)， 

肠球菌属 2株(6．1％)。 

2．2 常见病原茵对各种细菌药物的耐药率 常见 

革兰阴性杆菌、革兰阳性球菌耐药率分别见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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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见革兰阴性杆菌对 12种抗菌药物的敏感及耐药情况(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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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S为敏感，R为耐药 

表2 常见革兰阳性球菌对 5种抗菌药物的敏感及耐药 

情况(n) 

注：S为敏感，R为耐药 

3 讨论 

由于 ICU收治的是危重患者，其严重病理生理 

紊乱和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尤其有基础疾病、气管插 

管、导尿管或深静脉留置导管者常成为高危人群，并 

发各种并发症，以细菌感染最为常见 。感染是导 

致患者多器官功能衰竭和增加死亡的主要因素，控 

制感染至关重要。而近年来第三代头孢的广泛使用 

导致细菌耐药菌株增多，因此，掌握本地区、本医院 

ICU的细菌分布，对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减少 

盲目和滥用极具重要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我院 ICU分离菌以革兰阴性 

杆菌为主，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是其主要病原菌。 

假单胞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和医院环境中，虽然毒 

性较弱，为条件致病菌，但可引起多种感染，如肺炎、 

菌血症、尿路感染、伤口感染等。假单胞菌主要导致 

医院感染，在社区获得性感染中罕见，病原分离株系 

多重耐药菌。ICU分离的大肠埃希菌的耐药性不断 

增加 J。本研究分离的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多来 

自呼吸道标本中(66．6％)，其分布与我院ICU内呼 

吸道感染占有较大比例相吻合。提示我院 ICU患 

者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感染以呼吸道感染为主，可 

能与患者使用机械通气、昏迷致咳嗽反射能力降低 

等有关 J。本组革兰阴性杆菌菌种分布与近年来 

全国住院患者细菌检测的研究报道细菌分布相 

似 』，主要为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克雷伯菌。革 

兰阴性杆菌耐药机制是 Ampc酶和 ESBLs酶，这两 

种酶能水解 B．内酰胺类抗生素。本组药敏结果提 

示，我院 ICU分离的假单胞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 

较为敏感。而大肠埃希菌却系多重耐药菌，值得注 

意。克雷伯菌属，大肠埃希菌是产生ESBLs的主要 

菌株，由于大量使用第三代头孢菌素等原因 J，近 

年来临床上产 ESBLs细菌的分离率逐渐增加 J。 

由于该菌具有多重耐药性和易经质粒传播的特点， 

给临床治疗带来困难，幸而碳青霉烯类对此类细菌 

仍高度敏感，该药物易进人细胞外膜，与青霉素结合 

蛋白尤其是青霉素结合蛋白Ⅱ有较强的亲和力，且 

对 B 内酰胺酶高度稳定，可供临床选用 J。而本研 

究未检出产 B一内酰胺酶的菌属。本研究结果还显 

示万古霉素对革兰阳性球菌较为敏感。但万古霉素 

具有耳、肾毒性，特别是老年患者更应注意其副作 

用。根据美国临床与实验室标准委员会(CLSI)规 

定，金黄色葡萄球菌或所有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如 

果对苯唑西林或甲氧西林耐药，则对青霉素类，头孢 

菌素类、碳青霉烯类和含酶抑制剂的复方制剂均应 

报告耐药，而不考虑其体外药敏结果。本研究结果 

未见对万古霉素耐药的葡萄球菌。 

目前，虽然治疗革兰阴性杆菌有效的抗生素依 

次为亚胺培南、头孢他啶、阿米卡星、环丙沙星，但是 

亚胺培南、头孢他啶对我科分离出的革兰阴性杆菌 

却不敏感，有待进一步观察。ICU患者继发感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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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受精周期中空卵泡综合征3例报道及文献复习 

骆丽华，刘雨生，栾红兵，季静娟，郑圣霞 

[摘要]目的：探讨体外受精(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周期中空卵泡综合征(empty follicle syndrome，EFS)发生的原因及应对策 

略。方法：分析3例EFS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文献。结果：2例因EFS取消周期，在随后的周期中，虽未再次发生EFS但结 

局均不满意，其中1例因卵巢储备功能下降仅获1枚Ⅲ级胚胎，另1例2个周期共获14枚卵，其中11枚为GV期卵。第3例 

患者一侧卵巢取卵出现EFS，第二次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补救，24 h再次取卵，部分卵泡已排出，获2枚 MⅡ卵及 

2枚胚胎，因出现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取消移植。结论：EFS可能与hCG药物及卵巢功能紊乱有关；再次注射hCG补救对挽 

救周期有效，但更应注重预防及个体化补救措施。 

[关键词]空卵泡综合征；控制性超排卵；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体外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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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ty follicle syndrome in in vitro fertilization cycles： 

a report of 3 cases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LUO Li—hua，LIU Yu—sheng，LUAN Hong—bing，JI Jing—juan，ZHENG Sheng—xia 

(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觑 Center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Anhui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explore the causes and coping strategies for empty follicle syndrome(EFS)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 

cycles．M 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3 patients with EFS were analyzed，and the literature was reviewed．Results：The cycles in 2 

patients were cancelled due to of EFS；in the succedent cycles，EFS did not occur，but the outcome was not satisfactory；one of them got 

only 1 embryo(II1 grade)due to descend of ovary reserve function，and the other got 14 oocytes including 11 GVoocytes in two cycles． 

The third patient had EFS at one side ovary，and a second dose of hCG was injected and a second retrieval was scheduled after 24 

hours；some follicles had ruptured before the second retrieval，2 oocytes were retrieved and 2 embryos were obtained：transplantation was 

cancelled due to ovarian hyperstimulation syndrome．Conclusions：EFS may be associated with hCG drug and ovarian dysfunction． 

Rescue by injecting hCG is effective，but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ut on prevention and individual measures． 

[Key words]empty follicle syndrome；controlled ovarian hyperstimulation；human chorionie gonadotropin；in vitro fer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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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卵泡综合征(empty follicle syndrome，EFS)是 

指 经 控 制 性 超 排 卵 (controlled ovarian 

hyperstimulation，COH)后，卵巢有多个卵泡正常发 

育，但取卵手术时经反复冲洗及抽吸却不能成功地 

从众多“成熟 ”的卵泡 中获取卵母 细胞 。EFS由 

致预后差，甚至危及生命。在细菌培养及药敏试验 

结果未出来之前，提高经验性使用抗生素的正确率， 

能避免滥用抗菌药物，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有效控 

制感染。今后，我们应严格控制第三代头孢菌素类、 

碳青霉烯类、多肽类等广谱抗生素的使用，避免滥用 

抗菌药物，减少耐药菌株的产生。尽可能多做细菌 

培养及药敏试验，建立本院 ICU菌株的药谱，选择 

合适的抗菌药物治疗。同时，应提高患者机体抵抗 

力，加强ICU的管理及对各种导管，器械的消毒和 

管理，加强医护人员手部的消毒和清洁，以减少感染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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