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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梗阻性黄疸合并胆系感染

106 例病原菌分布及相关因素分析

胡逸群1,燕善军1,孙医学2,周摇 磊3,李大鹏1,汪建超1

[摘要]目的:对恶性梗阻性黄疸合并胆系感染相关的因素、胆汁病原菌的菌群分布及临床常用的抗菌药物的敏感性进行分

析,为胆系感染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回顾分析 106 例行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ERCP)和经皮肝穿刺胆道

引流(PTCD)的恶性梗阻性黄疸合并胆系感染的临床资料,其中高位恶性梗阻性黄疸 65 例,低位恶性梗阻性黄疸 41 例,ERCP
通过术中插管进入胆道获取胆汁,PTCD 术中通过 7F 或 8F 穿刺引流管进入胆道外引流获取胆汁,通过胆汁细菌培养和血培

养以及各种相关因素进行对比研究,分析细菌谱与梗阻的部位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关系。 结果:106 例胆汁中有 52 例胆汁培养

阳性,胆系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为大肠埃希菌 (33. 0% )、肺炎克雷伯杆菌 (9. 61% )、阴沟肠杆菌 (9. 61% )、绿色链球菌

(5. 77% )、表皮葡萄球菌(5. 77% )、血链球菌玉型(5. 77% )、屎肠球菌(3. 85% )、溶血性链球菌(3. 85% )、恶臭假单胞菌

(3. 85% )。 革兰阳性球菌对万古霉素、利奈唑烷和亚胺培南 100%敏感。 革兰阴性杆菌对厄他培南、亚胺培南、头孢哌酮 /舒
巴坦钠、复方新诺明、庆大霉素和丁胺卡那霉素 100%敏感。 大肠埃希菌的超广谱 茁鄄内酰胺酶阳性率为 70. 6% ,肺炎克雷伯杆

菌的超广谱 茁鄄内酰胺酶阳性率为 40. 0% 。 高龄、低位胆道梗阻及合并胆道感染症状这些因素能进入 logistic 回归方程,是胆

系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恶性梗阻性黄疸病人胆系感染以大肠埃希菌感染为主;高龄、C 反应蛋白升高低位胆道梗阻、
病程中有胆道感染症状的病人在胆汁培养中更容易检出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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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athogen distribution and related factors in 106 cases
with malignant obstructive jaundice complicated with biliary infection

HU Yi鄄qun1,YANG Shan鄄jun1,SUN Yi鄄xue2,ZHOU Lei3,LI Da鄄peng1,WANG Jian鄄chao1

(1.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2. Department of Ultrasound,3. Department of Hepatobiliary Surger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related factors,bile pathogen distribution and sensitivities of commonly used antibacterial drug in
clinic for the treatment of malignant obstructive jaundice complicated with biliary infection,and provide the reference in th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antibiotics for biliary infection.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of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
and 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odrainage( PTCD) in 106 cases with malignant obstructive jaundice complicated with biliary
infection were retrospective analyzed,and 65 cases with high malignant obstructive jaundice and 41 cases with low malignant obstructive
jaundice were found. The bile was harvested through intraoperative intubation into biliary tract in ERCP,and the bile was harvested
through the drainage of 7 F or 8 F puncture tube into the biliary tract in PTCD. The bile bacteria culture,blood culture and various
relevant factors were investigated,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bacterial spectrum,and obstruction location and other related factors
were analyzed. Results:Among 106 cases,the bile culture was positive in 52 cases. The main pathogenic bacteria of biliary infection
were Escherichia coli(33. 0% ),Klebsiella pneumoniae(9. 61% ),Enterobacter cloacae(9. 61% ),Streptococcus viridans(5. 77% ),
Staphylococcus epidermidis(5. 77% ),Streptococcus sanguis type 玉(5. 77% ),Enterococcus faecium(3. 85% ),Streptococcus hemolyticus
(3. 85% ) and Pseudomonas putida bacteria(3. 85% ) in turn. The sensitivities of gram鄄positive cocci to vancomycin,linezolid and
imipenem were 100% . The sensitivities of gram鄄negative bacilli to ertapenem, imipenem, sulbactam / cefoperazone, cotrimoxazole,
gentamicin and amikacin were 100% . The ESBL positive rates of Escherichia coli and Klebsiella pneumonia were 70. 6% and 40. 0% ,
respectively.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equ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ge, low biliary obstruction, and combination of biliary

摇 摇 摇 tract infection symptoms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biliary infection. Conclusions:The Escherichia coli is the main
infection bacterium of biliary tract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obstructive jaundice. The bacterium is more likely to be detected
in bile culture in elderly, C鄄reactive protein increasing,
low biliary obstruction and biliary tract infection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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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近年来,随着肿瘤发病率的增加,引起的梗阻性

黄疸的发病率也逐渐上升[1]。 本文对 2015 年 3 -
12 月在我院行内镜逆行性胰胆管造影( 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和经皮肝

穿 刺 胆 道 引 流 ( percuta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odrainage,PTCD)的恶性梗阻性黄疸合并胆

系感染病人的胆汁及血的病原菌菌群及抗菌药物的

敏感性进行检测,进而对细菌谱与梗阻的部位及其

他相关因素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对临床抗菌药物

的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临床资料摇 本组 106 例,男 63 例,女 43 例;年
龄 24 ~ 92 岁;均有不同程度的梗阻性黄疸,其他伴

随症状有腹痛、发热、白细胞增高。 病人均通过穿刺

活检或切除标本行病理检查而明确诊断,恶性梗阻

性黄疸病人为肝癌、肝门部胆管癌、胆囊癌、壶腹部

肿瘤、胰腺癌、胃癌、结肠癌、卵巢癌及子宫癌腹腔淋

巴结转移。 同时收集血清总胆红素、凝血功能、转氨

酶、CA199、C 反应蛋白、梗阻部位和就诊时间。
1. 2摇 方法 摇 胆汁收集与处理:ERCP 时,术前常规

禁食禁水 6 h,肌内注射地西泮 10 mg 镇静,山莨菪

碱 10 mg 抑制平滑肌痉挛和胆道痉挛,哌替啶 50 mg
镇痛,当使用十二指肠镜插管并经导丝确认进入胆

道至梗阻部位之上端后,在注入造影剂前抽吸 10
mL 胆汁弃去,再更换无菌注射器抽取胆汁 5 mL 注

入细菌培养专用无菌培养瓶内。 PTCD 时,在 B 超

引导下以 7F 或 8F 穿刺引流管行胆管穿刺成功后,
引流胆汁 5 mL 注入细菌培养专用无菌培养瓶内。
以上过程均严格按无菌操作进行,立即送往本院检

验科微生物室行细菌培养和药物敏感(药敏)试验。
2 h 内以无菌接种环接种于羊血琼脂平板,置于

37 益孵育箱培养 24 h,根据菌落的形态选择相应的

鉴定板用法国梅里埃 VITEK 微生物分析系统和分

析软件进行细菌的鉴定,质控菌株:大肠埃希菌

(ATCC25922)、铜绿假单胞菌(ATCC27853)、肺炎

克雷 伯 菌 ( ATCC35218 )、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ATCC25923)均购自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判定 标 准 依 据 美 国 临 床 和 实 验 室 标 准 协 会

(NCCLS)公布的标准。 超广谱 茁鄄内酰胺酶(ESBL)
检测采用 Nccls 推荐的双纸片法,利用头孢他啶、头
孢他啶 /克拉维酸与头孢噻肟 /克拉维酸组合,根据

CLSI / NCCLS2010 标准,通过初步筛选实验判定可

疑产 ESBLs 菌株,再通过表型确证实验进行确定。
药敏试验采用 Kirby鄄Bauer 扩散法试验,根据 CLSI /
NCCLS2010 标准判断敏感 ( S)、中介 ( I) 和耐药

(R),药敏纸片来自美国 Oxoid 公司。 为了探讨与

恶性梗阻性黄疸合并胆系感染即胆汁细菌培养阳性

有关的因素,按以下有关因素进行分组:(1)年龄,
分为老年组(逸60 岁)和非老年组( < 60 岁)。 (2)
性别,分为男和女。 (3)C 反应蛋白,按照入院后验

血指标分为逸10 mg / L 和 < 10 mg / L。 (4)血清总胆

红素(TBIL)水平,按照入院后验血指标分为 TBIL逸
100 滋mol / L 和 TBIL < 100 滋mol / L。 (5)肝功能情

况,按照入院后验血指标,依据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ALT)高低,分为逸200 U / L 和 < 200 U / L。 (6)依
据血清凝血酶原时间(PT),分为 PT逸18 s 和 PT <
18 s。 (7) CA199,按照入院后验血指标分为逸300
U / L 和 < 300 U / L。 (8)胆道梗阻部位,按照磁共振

胰导管成像(MRCP)所示的肿瘤压迫胆总管部位的

高低,将胆囊管和胆总管水平处至十二指肠乳头水

平处,分为高位胆道梗阻和低位胆道梗阻。 (9)胆

道感染症状,按照入院后验血指标有白细胞增高、病
程中出现上腹部疼痛体征及发热症状,排除其他系

统急性感染的,即可诊断为合并胆系感染。 按此标

准分为有胆系感染组和无胆系感染组。 (10)就诊

时间,按照出现皮肤巩膜黄染及时就医的时间,分为

逸14 d 组和 < 14 d 组。
1. 3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和多因素 logistic 回

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胆汁细菌培养结果摇 106 例胆汁培养结果中,
52 例胆汁培养阳性,阳性率为 49. 1% ,分离出 19 例

细菌,主要病原菌依次为大肠埃希菌(33. 0% )、肺
炎克雷伯杆菌(9. 61% )、阴沟肠杆菌(9. 61% )、绿
色链球菌(5. 77% )、表皮葡萄球菌(5. 77% )、血链

球菌玉型(5. 77% )、屎肠球菌(3. 85% )、溶血性链

球菌(3. 85% )、恶臭假单胞菌(3. 85% ),真菌为白

色念珠菌(1. 92% ),其他少见菌种 9 例,分别是藤

黄微球菌、缓症链球菌、咽峡链球菌、少动鞘氨醇单

胞菌、沃氏葡萄球菌、科氏葡萄球菌、人葡萄球菌、路
邓葡萄球菌、腐生葡萄球菌,检出率均为 1. 92% 。
按照革兰染色进行分类,分别是检出革兰阳性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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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份 13 种,革兰阴性杆菌 30 份 5 种。
2. 2摇 胆汁中细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摇 本组药敏

试验显示,屎肠球菌、绿色链球菌、表皮葡萄球菌、血
链球菌玉型、溶血性链球菌等主要革兰阳性球菌对

万古霉素、利奈唑烷和亚胺培南等药物 100% 敏感。
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等主要革

兰阴性杆菌对厄他培南、亚胺培南、头孢哌酮 /舒巴

坦钠、复方新诺明和庆大霉素等药物 100% 敏感。
对于真菌,为白色念珠菌,均对伏立康唑、氟康唑、伊
曲康唑、两性霉素 B 和 5鄄氟胞嘧啶高度敏感。 因

此,我们认为针对革兰阳性细菌宜选用利奈唑烷;针
对革兰阴性细菌宜选用头孢哌酮 /舒巴坦钠和复方

新诺明。 如确定为阳性球菌的重症感染宜选用万古

霉素。 对难治性胆系感染和重症感染的病人应首选

亚胺培南或厄他培南。 如治疗效果不显著,应考虑

是否合并真菌感染,需及时调整抗生素。
大 肠 埃 希 菌 的 ESBL 阳 性 率 为 70. 6%

(12 / 17),ESBL 阳性大肠埃希菌对亚胺培南和厄他

培南 100% 敏感,对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头孢哌酮

钠舒巴坦钠敏感率分别是 75. 0% (9 / 12)和 50. 0%
(6 / 12),对头孢吡肟和左氧氟沙星的敏感率均为

16. 7% (2 / 12)。 肺炎克雷伯杆菌的 ESBL 阳性率为

40. 0% (2 / 5),ESBL 阳性肺炎克雷伯杆菌对亚胺培

南、厄他培南、头孢吡肟、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 100%
敏感,对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和左氧氟沙星均不

敏感。
2. 3摇 与恶性梗阻性黄疸合并胆系感染有关的因素

分析摇 结果显示,恶性梗阻性黄疸的胆汁阳性率与

年龄、C 反应蛋白、胆道梗阻部位和病程中有胆道感

染症状等因素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见表 1)。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人

年龄、胆道梗阻部位和胆道感染症状均是独立的危

险因素(P < 0. 01)(见表 3)。

3摇 讨论

摇 摇 恶性梗阻性黄疸多因各种肿瘤导致胆囊管、肝
总管或胆总管被压迫或者侵犯,引发胆管狭窄,最终

引起肝功能损害、胆汁淤积的一系列症状。 已有文

献[2 - 5]报道,胆系感染发生率可高达近 50% ,临床

感染率在 20% 以上,同时有很高的病死率。 目前,
胆汁的细菌培养结果是胆系感染诊断及抗菌药物应

用的“金标准冶,已经得到公认[6]。 但由于不同地区

报道、耐药菌谱随时代的变迁、抗生素的使用不当、
所选样本量的数目及采集胆汁和培养技术等不同,

表 1摇 有关因素与胆汁培养阳性率的关系

有关因素 n 阳性例数 阳性率 / % 字2 P

年龄 / 岁

摇 逸60
摇 < 60

81
25

46
6

56. 8
24. 0

8. 22 < 0. 01

性别

摇 男

摇 女

63
43

34
18

54. 0
41. 9

1. 50 > 0. 05

CRP / (mg / L)

摇 逸10
摇 < 10

79
27

45
7

57. 0
25. 9

7. 76 < 0. 01

TBIL / (滋mol / L)

摇 逸100
摇 < 100

82
24

37
15

45. 1
62. 5

2. 24 > 0. 05

ALT / (U / L)

摇 逸200
摇 < 200

43
63

20
32

46. 5
50. 8

0. 19 > 0. 05

PT / s

摇 逸12
摇 < 12

46
60

21
31

45. 7
51. 7

0. 38 > 0. 05

CA199 / (U / L)

摇 逸300
摇 < 300

72
34

36
16

50. 0
47. 1

0. 08 > 0. 05

梗阻部位

摇 高

摇 低

65
41

21
31

32. 3
75. 6

18. 86 < 0. 01

胆道感染

摇 有

摇 无

56
50

38
14

67. 9
28. 0

16. 79 < 0. 01

就诊时间 / d

摇 逸14
摇 < 14

62
44

29
23

46. 8
52. 3

0. 31 > 0. 05

表 2摇 胆汁细菌培养阳性的多因素分析(进入回归方程)

因素 B SE Wald df P Exp(茁)

年龄逸60 岁 2. 047 0. 468 3. 279 1 < 0. 01 8. 280

低位胆道梗阻 -0. 218 0. 414 9. 277 1 < 0. 01 0. 024

有胆道感染症状 3. 472 0. 425 8. 029 1 < 0. 01 27. 075

胆汁培养的细菌阳性率和细菌类别差异也很大,本
组阳性率为 49. 1% 。 有数据[3]表明近年来,真菌感

染率已有明显上升;革兰阳性菌感染有超过革兰阴

性菌的趋势,特别以阳性球菌为多,但本组试验还是

以属革兰阴性杆菌的大肠埃希菌为主。 本研究药敏

结果显示:革兰阳性球菌对万古霉素、利奈唑烷和亚

胺培南 100% 敏感。 革兰阴性杆菌对厄他培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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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培南、头孢哌酮 /舒巴坦钠、复方新诺明、庆大霉素

和丁胺卡那霉素 100%敏感。 胆汁中的病原菌对常

用的抗菌药物均有不同程度的耐药性,所以在胆汁

培养结果出来前需要经验性用药时,针对革兰阳性

细菌宜选用利奈唑烷;针对革兰阴性细菌宜选用头

孢哌酮 /舒巴坦钠和复方新诺明。 如确定为阳性球

菌的重症感染宜选用万古霉素。 对难治性胆系感染

和重症感染的病人应首选亚胺培南或厄他培南。 如

治疗效果不显著或治疗过程中有突发高热症状,应
考虑是否合并真菌感染,可同时行血培养明确诊断

并且及时调整抗生素。 综合文献,对于恶性梗阻性

黄疸病人来说,胆汁细菌感染因素可能与继发性感

染[4]、C 反应蛋白[7]、 肝功能情况[8]、 胆红素水

平[9]、凝血功能[10]、免疫功能障碍[11]、CA199 的高

低[12]、梗阻部位[13 - 14]、就诊时间[6] 有关系。 本组试

验的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胆道梗阻部位和胆道感

染症状均是独立的危险因素(P < 0. 01),高龄、低位

胆道梗阻和合并胆道感染症状的病人在胆汁培养中

更容易检出细菌。 我们应对 > 60 岁的高龄病人给

予高度重视,术前应对病人进行充分全面的评估,注
意炎性因子的重要性,最好在 MRCP 或 B 超确定胆

道梗阻的位置的基础上,行保肝降酶和补充白蛋白

等对症治疗,以降低胆系感染的概率,入院后即行血

培养或胆汁培养确定病人有无合并胆系感染,显性

感染和隐形感染同等重要。 因此,对于恶性梗阻性

黄疸的病人,在病程中准确评估胆系感染的高危因

素,能够有利于提前预防感染发生,也有利于抗菌药

物的合理应用,有效地控制感染能够降低病人围手

术期感染相关性死亡和其他术后的并发症的概率,
有利于病人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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