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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手术患者医院内感染致病菌分布
与耐药性分析
党海明

宋跃曹剑

【摘要】

吴立松董然

目的调查心脏手术患者医院内感染的致病菌分布及其耐药性。方法分析２００７

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北京安贞医院心脏手术后发生医院内感染患者各种标本所分离的致病菌

株，采用ＶＩＴＥＫ－Ｊｒ全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鉴定细菌类别，纸片扩散（Ｋ．Ｂ）法进行药敏试
验，应用ＷＨＯＮＥＴ５．４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共分离致病菌６９７株，其中革兰阴性杆菌３９５株
（５６．７％），革兰阳性球菌２３９株（３４．３％），真菌６３株（９．０％）；呼吸道感染４２１例（６０．４％），血液感染
１８５例（２６．５％），其他部位感染９１例（１３．１％）；主要致病菌中革兰阴性菌为不动杆菌１２４株
（１７．８％）、铜绿假单胞菌８５株（１２．２％）、肺炎克雷伯菌５０株（７．２％），革兰阳性球菌为表皮葡萄球菌
７５株（１０．８％）和金黄色葡萄球菌３９株（５．６％），真菌为白色假丝酵母４３株（６．２％）；不动杆菌呈现多
重耐药，而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性有降低趋势，其他革兰阴性杆菌耐药性无明显变化；碳青霉烯类
抗生素、头孢哌酮，舒巴坦及氧哌嗪青霉素／他唑巴坦对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保持相对较高的抗菌
活性。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分别为８２．９％和９５．９％，未发现耐万
古霉素的葡萄球菌。结论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及葡萄球菌属是北京安贞医院心脏手术后患者
医院内感染的重要病原菌，且耐药性突出。

【关键词】医院内感染；细菌耐药性；心脏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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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是心脏术后常见的并发症，致使患者住院
费用及临床死亡率明显增加…，故及时了解医院感

血液感染１８５例（２６．５％），其他部位感染９１例
（１３．１％），见表１。

染致病菌分布及耐药性情况对指导临床抗感染治疗

表１

６９７株医院感染病原菌在临床标本中的分布

非常重要。现将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北京安
贞医院心脏术后医院内感染致病菌分布及其耐药性
分析报告如下。
资料与方法
１．标本来源：为２００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北

京安贞医院心脏术后患者各类临床标本（痰液、血
液、尿液、动静脉导管、切口分泌物等）中分离的致
病菌。医院感染的诊断符合卫生部颁布的诊断标
准乜］。同一患者在１周内的相同菌种标本视为同一
菌株。

２．培养及鉴定：①分离菌株采用羊血琼脂、巧克
力色琼脂（天津市金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产品）及麦
康凯琼脂（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产品）进行培
养；②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生产的ＶＩＴＥＫ—Ｊｒ全

注：其他革兰阴性杆菌包含嗜麦芽寡氧单胞菌及洋葱伯克霍尔
德菌

自动细菌鉴定及药敏分析系统鉴定细菌类别及抗生

２．主要临床致病菌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情况：

素敏感性（ＭＩＣ法），并以Ｋ—Ｂ法半定量检测头孢哌

不动杆菌呈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性明显降

酮／舒巴坦及丁胺卡那敏感性；③抗菌药物包括氨苄
西林／舒巴坦、阿米卡星、头孢他啶、环丙沙星、头孢

低，其他革兰阴性杆菌耐药性无明显变化；耐甲氧

曲松、庆大霉素、亚胺培南／西司他丁、左旋氧氟沙

球菌（ＭＲＣＮＳ）分别为８２．９％和９５．９％。体外药敏结

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妥布霉素、美罗培南、头孢

果显示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头孢哌酮／舒巴坦、氧哌

吡肟、头孢哌酮／舒巴坦、米诺环素、头孢唑林、氯洁

嗪青霉素／他唑巴坦及阿米卡星对除不动杆菌外的

霉素、呋喃妥因、苯唑青霉素、青霉素Ｇ、利福霉素、

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保持较高的抗菌活性，未发现

复方新诺明、四环素、万古霉素、利奈唑胺等；④质控

耐万古霉素的葡萄球菌及粪肠球菌和屎肠球菌（表

菌为铜绿假单胞菌ＡＴＣＣ２５８５３、金黄色葡萄球菌

２～５）。

ＡＴＣＣ２９２１３；⑤按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ＣＬＳＩ）颁布的指南进行结果判定。剔除同一患
者相同部位培养出的同一菌株。

３．统计学分析：数据统计分析应用
ＷＨＯＮＥＴ ５．４软件。
结

果

１．致病菌组成及标本分布：２００７年１月至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从各类临床标本中共分离致病菌６９７
株，其中革兰阴性杆菌３９５株（５６．７％），革兰阳性
球菌２３９株（３４．３％），真菌６３株（９．０％）；革兰阴性
杆菌主要为不动杆菌１２４株（１７．８％）、铜绿假单胞
菌８５株（１２．２％）、肺炎克雷伯菌５０株（７．２％），革
兰阳性球菌主要为表皮葡萄球菌７５株（１０．８％）和
金黄色葡萄球菌３９株（５．６％），真菌主要为白色假
丝酵母４３株（６．２％）；呼吸道感染４２１例（６０．４％），

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ＭＲｓＡ）和凝固酶阴性葡萄

表２主要革兰阳性球菌对１３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表皮葡萄球菌
抗菌药物

金黄色葡萄球菌

其他

检测耐药耐药检测耐药耐药检测耐药耐药
株数株数率（％）株数株数率（％）株数株数率（％）

主堡煎堡痘堂茎查！！！！堡ｉ旦笙！兰鲞笙！塑竺！垫！里里！！！里！！！：丛型！！！！！塑！：！！！堕！：！
表３主要革兰阴性杆菌对１４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表４肠球菌对７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

本研究显示北京安贞医院心脏术后医院感染仍
以呼吸道感染为主（６０．４％），主要由于气管插管或气
管切开破坏了正常呼吸道的免疫防御功能，吸痰、纤
维支气管镜检查等有创操作不仅可导致或加重呼吸
道黏膜损伤，且可能直接污染，而呼吸机管路随使用
时间延长，病原菌数量显著增加，同时患者长时间应
用抑酸剂、留置胃管也为胃一下呼吸道逆向内源性感
染提供途径，所以肺部感染最为常见Ｈｔ ５Ｉ。由于中心
动静脉导管留置，特别是近年应用主动脉内气囊反

注：其他肠球菌主要为鹑鸡肠球菌和铅黄肠球菌

表５真菌对７种抗真菌药物的耐药率

搏、体外膜肺氧合等机械循环辅助装置的增多，以及
开展血液净化治疗，皮肤黏膜屏障被破坏，患者免疫
功能降低，血液感染亦呈增加趋势。
北京安贞医院心脏术后医院感染致病菌仍以不
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等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为主，
但革兰阳性球菌感染明显增加，表皮葡萄球菌检出
率仅次于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排第３位，金黄
色葡萄球菌以及以念珠菌为主的真菌感染也占重要
地位№’“。药敏结果显示不动杆菌的耐药性明显增
加，呈多重耐药。近年随着Ｄ类ＯＸＡ型碳青霉烯酶
在不动杆菌中的迅速传播，不动杆菌对碳青霉烯类
抗生素的耐药性显著增加，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
耐药的不动杆菌对其他常用抗生素大多耐药，本研

讨

论

究显示不动杆菌致病菌株对多数抗菌药物的耐药

心脏病患者心肺功能储备降低，部分患者因合

率＞４０％；铜绿假单胞菌耐药性明显降低，其他革兰

并糖尿病、肝肾功能损伤，术后易发感染，加之手术

阴性杆菌中有嗜麦芽寡氧单胞菌及洋葱伯克霍尔德

时间长、创伤大、异物植人、有创操作及机械循环辅
助装置使用增多、大量异体输血等不仅影响患者凝

菌，影响了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敏感率，而整体上碳

血功能，而且抑制自身免疫，从而增加术后感染，并
导致监护室停留时间及死亡率显著增加阳］。

酮／舒巴坦和氧哌嗪青霉素／他唑巴坦对铜绿假单胞
菌、肺炎克雷伯菌等革兰阴性杆菌表现出良好的抗

青霉烯类、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抗生素以及头孢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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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活性；革兰阳性球菌主要为表皮葡萄球菌和金黄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中华医学杂

色葡萄球菌，耐药性非常严重，ＭＲＳＡ和ＭＲＣＮＳ的

志，２００１，８１（５）：３１４—３２０．

比例分别高达９５．２％和９７．２％，但未发现耐万古霉素
及利奈唑胺的葡萄球菌；肠球菌中ｌ例患者药敏结
果提示粪肠球菌对万古霉素中度敏感，未发现耐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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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霉素的屎肠球菌；真菌以白色假丝酵母为主，光滑

ａｍｏｎｇ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ｈｉｎ Ｊ

球拟假丝酵母菌居第２位，随危重的多脏器功能衰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竭患者的增多，真菌感染呈增加趋势，药敏结果显示
氟康唑、５一氟胞嘧啶以及伊曲康唑对白色假丝酵母
抗菌活性良好。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２００６，１６（１１）：１２８９—１２９０．

纪晓杰，陈明清，杨湛，等．住院患者医院感染危险因素分析．中
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６（１１）：１２８９—１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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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京安贞医院心脏术后医院感染的特点：
①以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感染为主，碳青霉烯类抗
生素对不动杆菌呈现高度耐药；②术中由于植入人
工瓣膜、血管等，以及有创操作、机械循环辅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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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红，张京利，宿英英，等．呼吸机外部装置病原菌污染及同源
性研究．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６（３）：２９６—２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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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增加，革兰阳性球菌感染呈上升趋势，且耐药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２００８．１８（９）：１３３８一１３４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性严重；③一段时间内某一菌株感染呈现多发，可能

贾明，邵涓涓，周晔，等．心脏直视术后肺部真菌感染临床分析．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０８，１８（９）：１３３８—１３４０．

与菌株定植或医源性交叉感染有关。

［７］Ｊｉａ Ｍ，Ｚｈｏｕ

参考文献
［１］Ｂｒｏｗｎ
ｃｏｓｔ

ＰＰ，Ｋｕｇｅｌｍａｓｓ ＡＤ，Ｃｏｈｅｎ ＤＪ，ｅｔ ａ１．Ｔｈｅ仔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ｏｆ

ｇｒａｆ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ｓｕｒｇｅ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Ａｎｎ

［２］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ｏｒａｃ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Ｕｎｉｔｅｄ

ｂｙｐａｓｓ

Ｍｅｄｉｃａｒｅ

ｏｆ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

ｏｆ

Ｙ，Ｓｈａｏ ＪＪ，ｅｔ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ｕｎｉｔ ｏｆｃａｒｄｉａｃ

ａ１．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Ｇｒａｍ—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Ｃｏｃｃｉ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ｈｉｎ Ｊ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２０１０，２０

（３）：４２４—４２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贾明，周晔，邵涓涓，等．心脏外科重症监护病房革兰阳性球菌医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ｒｉａｌ）．Ｎａｔ Ｍｅｄ

４２４—４２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１２—２６）

Ｊ

（本文编辑：张林东）

Ｃｈｉｎ，２００１，８１（５）：３１４—３２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第六届编辑委员会通讯编委名单
陈曦（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窦丰满（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高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姜宝法（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李杰（北京大学医学部）

李十月（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李秀央（浙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廖苏苏（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院）林玫（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林鹏（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爱忠（中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刘静（北京安贞医院）

刘

鲁凤民（北京大学医学部）

欧剑鸣（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彭晓曼（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邱洪斌（佳木斯大学）

赛晓勇（解放军总医院）

苏虹（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汤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

田庆宝（河北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王蓓（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王素萍（山西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王志萍（山东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谢娟（天津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徐爱强（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徐慧芳（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严卫丽（新疆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阎丽静（中国乔治中心）

杨春霞（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余运贤（浙江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曾哲淳（北京安贞医院）

张波（宁夏回族自治区卫生厅）

莉（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张茂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所） 张卫东（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朱谦（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ｉｎ

院感染状况及耐药性分析．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０（３）：

Ｓｕｒｇ，２００８，８５（６）：１９８０—１９８６．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ｆ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ｒｔｅｒｙ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祖荣强（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

刚（四川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刘

玮（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张宏伟（第二军医大学）
赵亚双（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