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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病房肺炎克雷伯菌感染调查及耐药性分析

陈 玲1，张 涛2，顾金花1

［摘要］目的:调查新生儿病房肺炎克雷伯菌感染及耐药性，为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方法:对 2008 年 6 月至

2010 年 6 月新生儿病房分离出的肺炎克雷伯菌( ATBTM New 生化分析鉴定仪) 及其耐药性( K-B 法测定) 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共检出肺炎克雷伯菌 123 株，其中痰和咽拭子标本检出 76 株，气管插管标本 18 株，血液标本 15 株，尿液 9 株，其他标本

5 株。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耐药率最高，对亚胺培南、含酶抑制剂头孢菌素敏感性最高。肺炎克雷伯菌产超广

谱 β-内酰胺酶( ESBLs) 检出率为 60． 9%。结论:新生儿病房肺炎克雷伯菌产 ESBLs 率较高，且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严重，呈

多药耐药，应引起临床的重视; 亚胺培南、含酶抑制剂头孢菌素可作为新生儿克雷伯菌肺炎的首选药物。
［关键词］肺炎克雷伯杆菌; 重症监护病房，新生儿; 超广谱 β-内酰胺酶; 耐药性; 微生物敏感性试验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378． 996 ［文献标识码］A

Observation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infection in neonatal ward
and analysis of the drug resistance

CHEN Ling1，ZHANG Tao2，GU Jin-hua1

( 1．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Kunshan First People's Hospital，Kunshan Jiangsu 215300;

2．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and Parasit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Klebsiella pneumoniae infection in neonatal ward and its drug resistance so as to provide basis for
rational use of antibiotics．Methods: Klebsiella pneumonia isolated by ATBTM New biochemical identification system in neonatal ward
from Jun． 2008 to Jun． 2010 and the drug resistance ( determined by K-B)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A total of 123
strains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were isolated from the samples． Of them，76 were isolated from sputum and throat swab specimens，18
from tracheal intubations，15 from blood samples，9 from the urine and 5 from other specimens． Klebsiella pneumoniae was highly
resistant to cephalosporin antibiotics and sensitive to imipenem and cephalosporins containing enzyme inhibitor． The rate of extended-
spectrum β-lactamases ( ESBLs ) producing strains in Klebsiella pneumoniae was 60． 9 % ． Conclusions: Klebsiella pneumoniae in
neonatal ward produces high ESBLs，and is highly resistant to commonly used antimicrobial，presenting multidrug resistance，which
should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the clinicians． Imipenem and cephalosporin containing inhibitors can be selected as the first choice for
treatment of neonatal Klebsiella pneumoniae．
［Key words］ Klebsiella pneumoniae; intensive care unit; neonatal; 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s; drug resistance; microb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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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克雷伯菌属革兰阴性杆菌，常寄生于呼吸

道和肠道，是引起下呼吸道感染的重要病原菌。在

免疫力低或接受有创伤性诊疗的患者中可引起肺

炎、败血症、尿道或腹腔内感染［1］。近年来，随着广

谱抗菌药物在临床的大量应用，由该菌引起的医院

感染的耐药率呈上升趋势［2 － 3］，日益引起临床的关

注与重视。肺炎克雷伯菌对抗生素的耐药性已经成

为抗感染治疗的一个重大问题，尤其因产超广谱 β-
内酰胺酶( extended-spectrum β-lactamases，ESBLs) 的

肺炎克雷伯菌的出现，使其对众多抗生素出现多重

耐药，不但治疗困难，而且携带 ESBLs 的耐药质粒

基因易于在细菌间横向传播，更易引起感染的爆发

和流行。由于新生儿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善，易受

到病原菌的侵袭［4］，为此对我院新生儿病房肺炎克

雷伯菌及其耐药性进行回顾性调查分析，旨在掌握

新生儿病房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状况，指导临床合

理使用抗菌药物，为新生儿病房肺炎的治疗提供参

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菌株来源 2008 年 6 月至 2010 年 6 月，我院

新生儿病房住院患儿的各种临床标本中分离的肺炎

克雷伯菌共 123 株，从同一患儿同类标本中分离到

的同种菌株不重复计入，不同部位的相同分离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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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计数。细菌的分离参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进行，经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 ATBTM New 生化

分析鉴定系统进行鉴定。
1． 2 一般资料 123 株肺炎克雷伯菌从 95 例住院

患儿的各种临床标本分离出，其中男 49 例，女 46
例; 年龄生后 5 h 至 56 天。临床诊断为新生儿各类

肺炎( 感染性、吸入性、呼吸机相关性肺炎等) 49 例，

患儿有咳嗽、吐沫、呛奶、呼吸窘迫等症状; 败血症

15 例，患儿有体温升高、皮肤花纹、精神反应差等症

状; 早产儿、极低体重儿 25 例，患儿住院时间长，有

不明原因的发热、感染等症状; 新生儿溶血症 6 例，

患儿有合并感染坏死性小肠结肠炎、体温升高、循环

障碍、腹泻、便血等症状。
1． 3 药敏试验方法 采用纸片琼脂扩散法( K-B)

测定菌株对 14 种抗生素的抑菌环直径，按美国临床

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CCLS) 2009 年标准判读结

果。ESBLs 纸片法筛选和确证试验按 CCLS 2009 年

标准进行操作。头孢吡肟、阿米卡星、头孢呋辛钠、
头孢曲松、头孢他啶、环丙沙星、头孢噻肟、氨苄西

林 /舒巴坦、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头孢哌酮 /舒巴坦、
亚胺培南、头孢他啶 /克拉维酸、头孢噻肟 /克拉维

酸、头孢西丁纸片及 Muller-Hinton 培养基均为英国

Oxoid 公司产品。
1． 4 质 控 菌 株 标 准 质 控 菌 株 大 肠 埃 希 菌

ATCC25922 作 为 药 敏 试 验 质 控 菌，大 肠 埃 希 菌

ATCC25922 和肺炎克雷伯菌 ATCC 700603 分别作

为 ESBLs 纸片法筛选和确证试验的阴性和阳性质

控菌。

2 结果

2． 1 肺炎克雷伯菌标本来源及其构成比 分离的

123 株肺炎克雷伯菌标本主要来源为痰和咽拭子 76
株( 61． 8% ) ，气管插管标本 18 株( 14． 6% ) ，血液标

本 15 株 ( 12． 2% ) ，尿液 9 株 ( 7． 3% ) ，其他 5 株

( 4． 1% ) 。
2． 2 肺炎克雷伯菌产 ESBLs 情况 产 ESBLs 75
株，产 ESBLs 率为 60． 9%。
2． 3 肺炎克雷伯菌耐药情况 结果显示，肺炎克雷

伯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耐药性最高，如头

孢噻肟耐药率最高，为 73． 2%，头孢他啶、头孢曲松

也均为 71． 5% ; 二代头孢菌素头孢呋辛钠耐药率为

69． 1%，但对酶抑制剂复合物都比较敏感，如氨苄西

林 /舒巴坦、头孢哌酮 /舒巴坦、头孢噻肟 /克拉维酸、
头孢他啶 /克拉维酸、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等耐药均

低于 15%，对亚胺培南无耐药( 见表 2) 。

表 2 新生儿病房肺炎克雷伯菌对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 株; 百分率( %) ］

抗菌药物
肺炎克雷伯菌( n = 123)

耐药 敏感

头孢吡肟 46( 37． 4) 77( 62． 6)

阿米卡星 18( 14． 6) 105( 85． 4)

头孢呋辛钠 85( 69． 1) 38( 30． 9)

头孢曲松 88( 71． 5) 35( 28． 5)

头孢他啶 88( 71． 5) 35( 28． 5)

环丙沙星 7( 5． 7) 116( 94． 3)

头孢噻肟 90( 73． 2) 33( 26． 8)

氨苄西林 /舒巴坦 16( 13． 0) 107( 87． 0)

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 16( 13． 0) 107( 87． 0)

头孢哌酮 /舒巴坦 15( 12． 2) 108( 87． 8)

亚胺培南 0( 0． 0) 123( 100． 0)

头孢他啶 /克拉维酸 15( 12． 2) 108( 87． 8)

头孢噻肟 /克拉维酸 15( 12． 2) 108( 87． 8)

头孢西丁 8( 6． 5) 117( 93． 5)

3 讨论

3． 1 新生儿病房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状况 肺炎克

雷伯菌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存在于人的肠道、呼吸

道，新生儿因免疫功能不完善易发生感染，临床以下

呼吸道感染最多见［5］。随着新生儿重症监护治疗

病房的建立，肠外营养、机械通气、动静脉插管等侵

袭性操作，使该菌引起的院内感染增多。有资料［6］

表明，肺炎克雷伯菌为新生儿重症监护治疗病房最

常见的医院感染病原菌之一。本研究发现，肺炎克

雷伯菌感染标本主要来源依次为咽拭子及痰液、气
管插管和血液，与相关报道［7］相符，说明肺炎克雷

伯菌易引起患儿的下呼吸道感染及败血症。新生儿

病房患儿多为早产儿、极低体重儿，免疫功能低下、
抵抗力差、防御功能弱，住院时间长，更易导致医院

感染的发生，且肺炎克雷伯菌容易被第三代头孢菌

素诱导产生 ESBLs，对多种抗生素耐药，增加治疗难

度，而 ESBLs 可以通过质粒在细菌间传播，容易造

成新生儿病房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流行与爆发。因

此，了解新生儿病房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现况，可以

指导临床有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加强医院感染的

控制和预防。
3． 2 新生儿病房肺炎克雷伯菌的耐药性分析 本

研究药敏试验结果显示，该菌对各类抗菌药物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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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不同的耐药性。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类药物耐药

率较高，尤其三代头孢菌素耐药率最高，但是对加酶

抑制剂的头孢菌素则耐药率大大降低，与相关文

献［8］报道基本一致。本研究结果提示临床可选用

亚胺培南、含酶抑制剂头孢菌素、环丙沙星、头孢西

丁等抗菌药物作为治疗新生儿肺炎克雷伯菌肺炎的

首选药物。
3． 3 肺炎克雷伯菌产 ESBLs 情况分析 肺炎克雷

伯菌产生耐药性最主要的机制是因为产生 ESBLs，
它由质粒介导，从 TEM-1、TEM-2 和 SHV-1 的 1 个

或数个氨基酸突变而来。这类酶可有效水解青霉素

类、第 一、第 二、第 三 代 头 孢 菌 素 和 氨 曲 南，部 分

ESBLs 可水解第四代头孢菌素，但对碳青酶烯类和

头霉烯类药物敏感，它们通常对酶抑制剂敏感。文

献［9］报道新生儿病房肺炎克雷伯菌 ESBLs 株检出

率高于其他病房，本研究肺炎克雷伯菌 ESBLs 的检

出率达 60． 9%，略高于相关文献［10 － 11］报道，原因可

能与不适宜的抗菌药物使用有关。对头孢菌素而

言，第三代的长期广泛应用是诱导产生 ESBLs 阳性

菌的耐药机制之一［9，12 － 13］。本院第三代头孢( 头孢

噻肟、头孢他啶、头孢曲松) 的使用率较高，因此临

床各科室均应严格掌握和限制此类药物的过度使

用。新生儿科室内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的出现，

因其有多重耐药的特点，不仅使治疗更为棘手，且携

带 ESBLs 的耐药质粒基因易于细菌间传播，而新生

儿科患儿因体质特点，更易引起院内感染的爆发和

流行。国内外关于新生儿病房发生产 ESBLs 肺炎

克雷伯菌医院感染的爆发与流行报道并不少见。因

此，新生儿科室出现产 ESBLs 肺炎克雷伯菌应引起

临床医生警惕，避免医院感染的爆发和流行。至于

本院新生儿病房肺炎克雷伯菌 ESBLs 的产生确切

机制尚不清楚，需进一步研究方可得知。
总之，新 生 儿 肺 炎 感 染 的 肺 炎 克 雷 伯 菌 产

ESBLs 率及耐药率都较高，应引起临床的重视，亚胺

培南、含酶抑制剂头孢菌素可作为新生儿肺炎克雷

伯菌肺炎的首选药物，而第三代头孢可诱导 ESBLs
产生，临床各科室均应严格掌握和限制此类药物的

过度使用，遏制产 ESBLs 酶菌株的蔓延，避免医院

感染的爆发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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