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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耐亚胺培南铜绿假单胞菌致医院感染
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金正江

彭少华

【摘要】

李从荣

罗兰

目的

探讨耐亚胺培南铜绿假单胞菌（ＩＲＰＡ）导致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

２００２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收治的６７例ＩＲＰＡ医院感染病例、１５０例亚胺培南敏感铜绿假单胞菌
（ＩｓＰＡ）医院感染者为病例组，同时选取同一病区，接受相似治疗措施的非铜绿假单胞菌感染的住院
患者为对照组，其中敏感对照组１５９例，耐药对照组２００例。分别对两组患者的危险因素进行病例对
照研究，采用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法进行分析。结果

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表明，ＩＲＰＡ

医院感染的发生与住院时间长短（ｏＲ＝１．０３，９５％ＣＩ：１．０１～１．０４）、亚胺培南（ｏＲ＝４．６５，９５％ａ：
１．３５～１１．５２）、哌拉西林／他唑巴坦（ｏＲ＝３．３７，９５％ａ：１．８５～９．４３）及喹诺酮类抗菌药物（Ｏ灾＝
１．８５，９５％ａ：１．２５～５．３４）的使用有关；而ＩｓＰＡ医院感染与三代头孢（ＯＲ＝２．５４，９５％ａ：１．２６～
５．２３）及氨基糖苷类抗生素（ｏＲ＝１．８６，９５％ＣＪ：１．４２～３．２６）的使用、住院时间长短（ｏＲ＝１．０５，

９５％凹：１．０３～１．０５）有关。结论

为减少ＩＲＰＡ医院感染的发生，在限制使用亚胺培南的同时，应尽

可能根据药物敏感试验的结果，合理使用其他抗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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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菌是一种常见的医院感染致病菌，

染后可供选择的有效抗菌药少等特点。目前临床上

可引起多种感染；该菌具有耐药性强，耐药谱广，感

较为有效的药物为亚胺培南／西司他叮（ＩＭＰ），然而
近几年随着亚胺培南在临床上的广泛使用，其耐药

基金项目：湖北省卫生厅重点项目资助（ⅥＵ０１５６４）
作者单位：４３００６０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检验科（彭少华、金正江、
李从荣）；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罗兰）

率有上升趋势㈦２｜，这给临床治疗耐亚胺培南铜绿
假单胞菌（ＩＲＰＡ）的感染带来极大的困难。本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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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ＩＲＰＡ及亚胺培南敏感铜绿假单胞菌（ＩＳＰＡ）

三代头孢、万古霉素、大环内酯类、氨基糖苷类及喹

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行了病例对照研究，比较两

诺酮类。调查的危险因素的赋值方式见表１。

组菌株引起医院感染危险因素的不同，旨在发现

表１

ＩＲＰＡ引起医院感染的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的选择：所有病例组及对照组病例
均来自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住院患者。其中，病例组
包括敏感组与耐药组，入选标准为：①符合卫生部制
定的医院感染标准（试行）∞１；②初次感染病原菌为
ＩＲＰＡ或ＩＳＰＡ；③住院时间为２００２年１月至２００３
年１２月；④入院前１周内没有抗生素使用史；⑤同
一病例不重复收入；⑥分离出铜绿假单胞菌后４８

调查危险因素的赋值方式

ｈ

内康复者排除在外。对照组同样也包括敏感对照组

男性＝０；女性＝１

冠心病

未患＝０；患＝ｌ

呼吸道疾病

未患＝０；患＝１

糖尿病

未患；０；患＝１

恶性肿瘤

未患＝Ｏ；患＝１

患者气管插管或切开

未进行＝０；进行＝１

患者体内留置导管

未留置＝０；留置＝１

使用亚胺培南

未使用＝Ｏ；使用＝１

使用ＰＩＰ／ＴＡｚ

未使用＝０；使用＝１

使用万古霉素

未使用＝０；使用＝１

使用三代头孢

未使用任何一种＝Ｏ；使用其中一种＝１

使用大环内酯类

未使用任何一种＝Ｏ；使用其中一种＝１

使用氨基糖苷类

未使用任何一种＝０；使用其中一种＝ｌ

使用喹诺酮类

未使用任何一种＝０；使用其中一种＝１

和耐药对照组，其入选标准：①住院时间为２００２年
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②与病例组同住一病区接受
治疗；③人院后４８ ｈ内出院者排除在外。每一个
ＩＲＰＡ感染者病例以１：３的比例随机选择与其同一
病区、接受相似治疗措施（如手术等）的患者作为
对照。
２．流行病学调查：

（１）对所有研究对象的病案资料进行调查，使用
统一调查表，调查过程中及时作质量检查，发现问题

３．菌株鉴定及亚胺培南的耐药监测：所有引起
临床感染的菌株均由ＶＩＴＥＫ全自动微生物分析仪
鉴定菌属，并用Ｋ—Ｂ法检测分离菌株对亚胺培南敏
感性。

４．统计学分析：单因素分析计数资料采用ｘ２检
验，计量资料采用￡检验，然后选择其中作用较明显
的因素进行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全部
计算过程在ＳＰＳＳ １１．５统计软件上运行。

及时纠正。调查的内容包括患者的性别、年龄、住院

结

天数，是否患有冠心病、糖尿病、呼吸道疾病、恶性肿
瘤，是否接受过气管插管或切开手术或体内留置导
管，是否使用过亚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ＰＩＰ／
ＴＡＺ）、三代头孢、万古霉素、大环内酯类、氨基糖苷

类及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等１６个因素。
（２）危险因素定义：首先，病例组所有调查内容
都限制在铜绿假单胞菌感染发生以前。住院天数从

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所有住院患者中筛选出病例组
２１７例（其中敏感组１５０例，耐药组６７例），对照组
３５９例（其中敏感对照组１５９例，耐药对照组２００
例）。两组患者（敏感组与对照组）年龄、性别、身高、

体重、感染部位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２）。
表２

医院感染时为止，而对照组为从入院开始到出院时

冠心病、糖尿病、呼吸道疾病、恶性肿瘤等与感染密
切相关的疾病，排除在此范围外的疾病不做统计；侵
袭性操作包括气管插管或切开及留置导管，其中后
者包括留置导尿管、引流管、鼻饲管等；抗菌药物的
使用只调查分离鉴定出ＩＲＰＡ（或ＩＳＰＡ）之前的情况
（若住院天数＞２周者，只调查分离鉴定出ＩＲＰＡ或

果

１．一般情况：严格按照人选标准，从２００２年１

患者入院起至分离鉴定出ＩＲＰＡ或ＩＳＰＡ并确诊为

为止；基础疾病为患者人院时所患的疾病，种类包括

赋值方式

性别

二墼里鲞

耐药组与敏感组的一般情况

堕垄塑

篁壁望

５２

１１２

性别
男

￡笪！堡
０．２２

０．６４

１５

３８

年龄（岁，ｊ±ｓ）

６２．１±１９．２４

６１．７±２１．８９

Ｏ．５１

Ｏ．４８

身高（ｃｍ，王±ｓ）

１６４．５６±５．６３

１６５．０２±７．４３

Ｏ．５０

Ｏ．６２

体重（ｋｇ，ｊ±ｓ）

６０．０２±１１．６９

６４．５７±１２．４５

１．０６

Ｏ．２８

２．６２

Ｏ．４５

女

感染部位
５３

１０３

创面

７

２４

尿道

５

１８

其他

２

呼吸道

５

ＩＳＰＡ之前２周内的情况，而对照组为患者出院前２
周内的情况Ｈ１），患者只需常规剂量使用即可（本文
不探讨其使用时间），种类包括亚胺培南、ＰＩＰ／ＴＡＺ、

２．单因素分析：经单因素分析，ＩＲＰＡ及ＩＳＰＡ
医院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见表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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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ＩＲＰＡ医院感染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表５

ＩＲＰＡ、ＩＳＰＡ医院感染危险因素的多因素
非条件１０９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讨

论

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Ｉ融）Ａ
医院感染与分离培养出ＩＲＰＡ前１４天内使用以下抗

生素有关：亚胺培南（ｏＲ＝４．６５）、ＰＩＰ／ｍ钇（ｏＲ＝
３．３７）、喹诺酮类（ｏＲ＝１．８５）。并与住院时间长短有
关（ｏＲ＝１．０３）。而ＩＳｆ＇Ａ医院感染与三代头孢
（ＯＲ＝２．５４）及氨基糖苷类抗生素（ｏＲ＝１．８６）的使
＊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百分比（％）

表４

ＩＳＰＡ医院感染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用有关，并与住院时间长短（ｏＲ＝１．０５）有关。
研究中为了统一标准，对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的
调查只涉及常规剂量的使用情况而没有探讨时间问
题。从分析结果看，亚胺培南的使用是ＩＲＰＡ医院
感染的重要独立的危险因素，这与国外研究结果一
致，但又有所不同ｂ Ｊ。本研究中选取对照组为同一
病区、接受相似治疗措施的患者，而同类研究多选取
ＩＳＰＡ感染者作为对照，因此本研究结果更具有可靠

性。而且从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的耐药机制分
析，既可以是诱导产生，又可以是耐受产生。亚胺培
南的使用可诱导铜绿假单胞菌体内主动外排系统
（如Ｍｅ】△Ｂ—ＯｐｒＭ，ＭｅｘＥＦ—ｏｐｒＮ等）的高表达，使
亚胺培南排出增多，在体内达不到有效药物浓度而
失去抗菌活性。因此，亚胺培南作为ＩＲＰＡ医院感

染的重要临床危险因素已被公认。
ＰＩＰ／ｎ忆和喹诺酮类抗生素是ＩＲＰＡ医院感染
的两个新的危险因素。ＰＩＰ／ＴＡＺ的应用可促进由
质粒介导的８一内酰胺酶的产生，与主动外排泵系统
协同作用后，使铜绿假单胞菌对亚胺培南耐药程度
＊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效据为百分比（％）

进一步增加。ＰＩＰ／ＴＡＺ的使用会使敏感菌被杀灭，

３．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在单因素分

耐药菌得以大量繁殖成为优势菌；同时实验研究表

析的基础上，选取Ｐ＜０．１的因素，采用基于最大似

明，抗生素的选择压力加快了细菌突变的速度，耐

然估计的前进法进行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ＰＩＰ／ＴＡｚ等｜３．内酰胺类抗生素的铜绿假单胞菌更易

析，筛选ＩＳＰＡ及ＩＲＰＡ医院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丢失外膜蛋白ＯｐｒＤ：，而导致ＩＲＰＡ感染的产

统计分析结果见表５。

生＂’６－，佐证了本研究的结果。喹诺酮类抗菌药物

·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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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耐药机制为主动外排系统，铜绿假单胞菌极

为ＩＲＰＡ的危险因素。因此，为减少ＩＲＰＡ医院感

易对其产生诱导耐药，导致外排增多，由于外排系统

染的发生，在限制使用亚胺培南的同时，应尽可能根

的底物谱较广，在排出喹诺酮类的同时，同样能排出

据药物敏感试验的结果，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亚胺培南导致其耐药。因此，联合或单独使用Ｐ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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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南为ＩＲＰＡ感染的重要临床危险因素，同时发现

（本文编辑：尹廉）

其他抗菌药物（如ＰＩＰ／ＴＡＺ、喹诺酮类抗菌药物）也

·疾病控制·
天津市红桥区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肾综合征出血热流行状况分析
哈群滕学敏张军

张惠晶

近１０年天津市肾综合征出血热（ＨＦＲＳ）疫情明显上升，

同职业人群病例数依次为工人、待业人员、干部、退休职工、

其中红桥区的ＨＦＲＳ疫情也呈上升趋势。为此我们对该区

商贩及学生。通过对８５例有确切居住地址的患者分析，大

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ＨＦＲＳ疫情资料进行分析。

面积拆迁及城乡结合部病例最多，占６１．２％；次边缘地区病

鉴于每年的病例数相对较少，很难反映其规律性，故将
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病例数合并后进行分析。该区从１９９７年开始

例居中，占２７．１％；中心城区及新建居民小区病例最少，占
１１．８％。

出现ＨＦＲＳ流行，发病１３例，发病率２．３／１０万，死亡１例；

我国是汉坦病毒感染最严重的国家，且白２００１年以来，

１９９８年５例，发病率０．９／１０万；此后，疫情逐年上升，至２００２

疫情有向大中城市扩展的趋势。天津市红桥区自１９９７年至

年，病例达２３例，发病率为４．１２／１０万，比２００１年上升了

２００４年已连续８年报告ＨＦＲＳ疫情，且发病趋势逐年上升，

３５．５３％，是１９９８年的４．５８倍，２００３年发病率降至０．７２／１０

该区ＨＦＲＳ病例多集中在城乡结合部及流动人口比较密集

万，２００４年又上升至１．８１／１０万。全年均有病例发生，早春

的地区。这与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居住环境、卫生状况相对

至初夏发病较多，１—７月份发数占全年总病例数的９５．６９％，

较差，鼠密度较高有关。现已证实，我国ＨＦＲＳ患者主要受

４、５月份为高峰，占全年总病例数的４２．３９％。各年龄组均有

Ｉ型汉滩病毒与Ⅱ型汉城病毒感染，汉城病毒感染及其疫区

发病，但青壮年发病明显高于其他年龄组，其中２０～５４岁年

以褐家鼠为主要传染源，流行高峰在春季。该区栖息的主要

龄组病例数占总病例数的７７．１６％。该区１９９７—２００４年共发

鼠种为褐家鼠，因此，ＨＦＲＳ呈现出春季流行高峰。关于

生９２例ＨＦＲＳ患者，其中男性７４例，占８０．４３％，女性１８例，

ＨＦＲＳ发病在性别、年龄上的明显差异主要与暴露机会

占１９．５７％，男女性别之比为４．１：１。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不

有关。
（收稿日期：２００５一０４．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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