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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机相关肺炎的致病菌及抗生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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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辉，季 辉，田爱平 

[摘要]目的：研究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的感染菌群和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方法：对49例呼吸机相关肺炎患者所分离的 

感染菌株及对抗生素耐药性回顾性分析。结果：107株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63株(58．88％)，革兰阳性菌33株(30．84％)，真 

菌 11株(10．28％)。革兰阴性菌以铜绿假单胞菌(18／63)为主，革兰阳性菌以金黄色葡萄球菌(19／33)为主，真菌以白假丝酵 

母菌(7／11)为主。革兰阴性菌对亚胺培南耐药率最低(12．70％)，万古霉素对革兰阳性菌敏感率超过95．00％。结论：呼吸机 

相关肺炎以革兰阴性菌为主，真菌和革兰阳性菌有上升趋势，亚胺培南和万古霉素对呼吸机相关肺炎的感染菌株最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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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the pathogens and antibiotics 

ZHAO Hui，JI Hui，TIAN Ai—ping 

(Department ofPneumology，Cangzhou Cooperation ofChinese and Westem Medicine Hospital，Cangzhou Hebei 061001，China) 

[Abstract]objecfive：To study the bacterial distribu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in patients with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Methods：The infectious strains isolated from 49 patients with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and their drug resistance to antibiltic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Results：Among the 107 pathogenic bacteria strains，Gram—negative bacteria accounted for 58．88％ ， 

Gram—positive bacteria 30．84％ and fungi 10．28％ ．Pseudomonas aeruginosa，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candida albicans ranked the 

first in gram—negative bacteria(18／63)，gram—positive bacteria(19／33)and Fungi(7／11)，respectively．Gram—negative bacteria had the 

lowest resistance to Emipenem(12．70％)；and the sensitive rate of vancomycin to Gram—positive bacteria exceeded 95．00％． 

Conclusions：Gram—negative bacteria．gram—positive bacteria and Fungi are often observed in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Emipenem and vancomycin are most sensitive to the infectious bacteria of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Key words]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pathogens；drug resistance；emipenem；vancomycin 

呼吸机相关肺炎(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YAP)是机械通气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病原菌变异性 

大，多较难治，对抗生素耐药率高。为了给临床上合 

理选用有效抗生素提供必要的依据，本文对我院呼 

吸内科 VAP的病原菌及耐药情况进行调查。现作 

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 2006年 1月至 2009年 5月 

呼吸科 ICU的 VAP患者 49例，男 34例，女 15例； 

年龄21—82岁。气管切开 44例，经 口气管插管 

5例。原发基础疾病：慢性肺部疾病 20例，重症肺 

炎 5例，脑血管疾病5例，术后严重感染 1O例，心血 

管疾病3例，重症肌无力3例，心肺复苏后2例，中 

毒 1例。 

1．2 VAP诊断标准 诊断符合 目前国内外比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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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的包括临床诊断和微生物学诊断指标。机械通气 

I>48 h时或撤机拔管48 h以内患者，具备以下2项 

或2项以上表现：(1)发热，体温 >38 oC或较基础体 

温升高 1 oC；(2)外周血白细胞 >10×10 ／L或 <4 

×10 ／L；(3)脓性呼吸道分泌物涂片可见 WBC>25 

个／低倍镜视野，鳞状上皮细胞 <10个／低倍镜视 

野，培养出潜在的呼吸道病原菌；(4)x线胸片示肺 

部出现新的或进展性浸润病灶。 

1．3 病原菌检查方法 采用一次性无菌吸痰管 

(带标本收集瓶)经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导管获取 

下呼吸道分泌物标本。用法国梅里埃公司 ATB全 

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测试仪进行细菌培养鉴定及药 

敏试验。同一患者的相同菌种标本，若收集时间在 
一 周内，视为同一菌株，不作重复统计。 

2 结果 

2．1 病原茵分布 49例 VAP患者下呼吸道标本 

中分离出20种 107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 63 

株(58．88％)，革兰阳性菌33株(30．84％)，真菌 11 

株(10．28％)。主要病原菌构成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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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种 107株病原菌构成 

J Bengbu Med Coll，May 2011，Vo1．36，No．5 

2．2 耐药性分析 VAP的革兰阴性菌对亚胺培南 

的耐药性最低(14．04％)，而头孢他啶的耐药率已 

达43．86％，其余5种抗生素的耐药性均大于80％。 

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性最低，而对其他抗 

生素均有很高的耐药性。肺炎克雷伯菌和铜绿假单 

胞菌对于亚胺培南仍保持较高敏感性，革兰阴性菌 

耐药性见表 2。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对革兰阳性菌 

的敏感性均在 95．00％以上，利福平对革兰阳性菌 

为 87．88％ 。 

表2 革兰阴性菌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n(％)] 

3 讨论 

VAP是医院内获得性肺部感染中病死率最高 

的病种之一⋯。除--IJ,部分患者是 由于血行感染 

所致外，大多数的 VAP是由于吸人口咽部分泌物所 

诱发。严重的基础病导致了口咽部出现具有潜在致 

病力的病原菌定植，包括需氧革兰阴性菌(aerobic 

gram negative bacteria，AGNB)、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内 

的致病菌迅速取代了原有的正常菌群 J。其他的 

潜在感染来源包括鼻窦分泌物等，然而胃内容物的 

吸入在VAP发病过程中是否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有 

争议的。由于H：受体抑制剂、质子泵抑制剂等的 

应用造成 胃内酸性环境被削弱而导致了 AGNB的 

过度生长，使其成为一个潜在的致病菌来源地。气 

管插管等的气囊并不能完全阻止含菌分泌物进入气 

道。这些致病微生物在气管导管内壁定植、形成生 

物被膜，并在呼吸机气流的作用下被推向远端气道。 

在某些情况下呼吸机管路、湿化装置等也可成为感 

染物的来源。实际上由于机体多种防御机制的存在 

依然可以保护肺部免于感染，这些保护机制包括咳 

嗽反射、纤毛清洁机制、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等。但 

在重症患者中由于机体防御机制被削弱从而导致了 

肺炎产生 j。本研究发现 VAP患者以革兰阴性菌 

为主，占58．88％。在革兰阴性菌中，前4位依次是 

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鲍氏不动杆菌和大肠 

埃希菌。革兰阳性菌占30．84％，在革兰阳性菌中 

以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占57．58％，与文献 报 

道相近。由于本组患者年龄较大，相对免疫功能较 

差，VAP发生真菌的感染率达 10．28％，以白假丝酵 

母菌为主。 

VAP的细菌耐药率普遍较高 。本文结果说 

明，革兰阴性菌对亚胺培南耐药率低，但对头孢曲 

松、头孢噻肟、妥布霉素、阿米卡星和环丙沙星的耐 

药率高达 80．95％ 一96．83％。对铜绿假单胞菌的 

敏感性前 3位依次为亚胺培南、头孢他啶和阿米卡 

星。有文献 报道，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噻肟、头 

孢曲松、头孢唑肟、哌拉西林和氨曲南耐药率达 

50％ ～80％，哌拉西林耐药率正在迅速上升，已达 

86％。而且近年来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他啶和亚胺 

培南的耐药率有显著增高 。因此，对 VAP患者要 

慎用第三代头孢菌素，否则不但会产生耐药菌株，而 

且容易导致二重感染。 

VAP发生率随着呼吸机的应用逐年上升，病原 

菌变异性大，耐药率高，应引起极大的重视。治疗上 

关键是选择敏感性高的抗生素，随时检i贝0病原菌；及 

时清除气道分泌物，鼓励患者深呼吸和咳嗽，但重症 

呼吸衰竭而有周围气道分泌物潴留或伴有严重下呼 

吸道感染者以及危重型哮喘在机械通气下继续恶化 

者可采用支气管肺泡灌洗；切断外源性感染环节，强 

调医护人员操作前后严格洗手，严格管理气管内导 

管和呼吸环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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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人群胰岛素抵抗相关因素分析 

陈 岭 ，邓宏勇 ，顾敏晔 ，徐 宜 ，滕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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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高血压人群胰岛素抵抗相关因素。方法：选自社区高血压203例，进行病史收集、体检及血糖、胰岛素(FIN) 

及血脂测定，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设定背景人群的上 1／4位点(3．71)为切割点，分析不同因素对胰岛素抵抗的 

影响。结栗：病史特点中有无高血压家族史与HOMA—IR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与 HOMA．IR呈负相关关系 

(P<0．01)；病程与HOMA-IR无相关关系(P>0．05)。代谢因素中肥胖、高甘油三酯、高血糖与HOMA—IR呈正相关关系(P< 

0．05)。生活方式中动物性食品摄入量及低运动量与HOMA—IR呈正相关关系(P<0．05)。以FIN为自变量的回归分析发现， 

体重指数、年龄及收缩压为其影响因素。结论：高血压人群中，各种不同的因素对胰岛素抵抗产生影响。有不良生活习惯及代 

谢综合征的个体具有显著的胰岛素抵抗。 

[关键词]高血压；胰岛素抵抗；甘油三酯；血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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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sulin resistance related factors among hypertensive population 

CHEN Ling ，DENG Hong—yong ，GU Min—ye ，XU Yi ，TENG Bin 

( ．Department ofInternal Medicine，Shanghai Dongnan Hospital，Shanghai 200023； 

2．Shanghai University ofTCM，201203；3．Wuli Qiao Community Health Care Center ofLuwan District，Shanghai 200023，China) 

[Abstract]0bjective：To explore the insulin resistance related factors among hypertensive population．Methods：Two hundred and 

three hypertensive patients in community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The medical history，physical examination data，the levels of 

fasting plasma glucose，fasting insulin(FIN)，triglyeeride(TG)and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 of the patients were tested； 

setting the background population of 1／4 point(3．71)as the cutting point，the effect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insulin resistance index 

(HOMA·IR)was analyzed after the HOMA—IR was calculated．Results：The family history of hypertension and the course of disease had 

no correlation to HOMA·IR(P>0．05)，but the age of patients had negatively correlation to HOMA-IR(P<0．01)．Among the 

metabolism factors，obesity，high TG and ucose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HOMA—IR(P<0．05)．About the life styles，the intakes of 

animal~Mstuff and low amounts of exercise have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HOMA—IR(P<o．05)．In the regression analysis，BMI，age and 

systolic pressure were the influence factors，when the FIN was set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Conclusions：Among the hypertensive 

population，different risk factors had different impacts on IR．Significant insulin resistance was usually related to individuals with bad life 

styles and metabolic syndrome． 

[Key words]hypertension；insulin resistance；triglyceride；gluc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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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原发 

性高血压的发病率逐年增高。其发病机制复杂，越 

来越多研究⋯表明，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 

IR)是高血压发病的重要环节之一。伴 IR的高血 

压个体约占高血压人群的32％一58％，高血压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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