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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膜早破孕妇衣原体和支原体感染特征、耐药性分析
李俊强，杨鸿，杨欢，许鑫癑，王莉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四川 成都６１００３１）

【摘要】　目的　检测胎膜早破（ＰＲＯＭ）孕妇衣原体和支原体感染特征及其耐药性。　方法　选择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１９

年８月本院妇产科收治的ＰＲＯＭ孕妇２５６例，正常分娩孕妇５０例（为健康对照），检测衣原体和支原体感染情况，分析

ＰＲＯＭ孕妇感染衣原体和支原体的病原学特征；对分离的病原体做药敏试验，检测其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性。　结果

　２５６例ＰＲＯＭ患者中沙眼衣原体（ＣＴ）和解脲支原体（ＵＵ）感染８０例，感染率为３１．２５％。其中单一 ＵＵ感染５６例

（占７０．００％），单一ＣＴ感染７例（占８．７５％），ＵＵ＋ＣＴ感染８例（占１０．００％）。ＰＲＯＭ孕妇 ＵＵ感染率为２６．９５％（６９／

２５６），ＣＴ感染率为６．２５％（１６／２５６）；正常分娩孕妇 ＵＵ、ＣＴ感染率分别为１２．００％（６／５０）和６．００％（３／５０）。两组比较

ＵＵ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５．０５５，犘＝０．０２５）。ＵＵ对米诺环素、多西霉素的耐药率为０，对四环素、交沙霉素的

耐药率均＜３０．０％；ＣＴ对多西环素的耐药率为０，对米诺环素、交沙霉素、四环素的耐药率均＜３０．０％；ＣＴ＋ＵＵ对米诺

环素、多西霉素的耐药率为２５．０％。　结论　ＰＲＯＭ孕妇ＵＵ、ＣＴ感染率较高，以单一ＵＵ感染多见。ＵＵ对米诺环素

和多西霉素敏感，ＣＴ对多西环素敏感，可为临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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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膜早破（ＰＲＯＭ）为妊娠期常见严重并发症，会

引起孕妇早产、宫颈炎、流产、新生儿宫内窘迫等。该

病的发生与孕妇生殖道感染、宫颈压力、应激等存在密

切关系，其中生殖道病原微生物上行感染是其主要的

致病因素［１］。生殖道沙眼衣原体（ＣＴ）感染为性传播

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解脲支原体（ＵＵ）为性活跃成

人泌尿生殖道中的共生体，定植率在４０．０％～８０．

０％
［２－３］。ＵＵ和ＣＴ感染是造成ＰＲＯＭ 的常见病原

体，分析ＰＲＯＭ孕妇 ＵＵ、ＣＴ感染情况对ＰＲＯＭ 的

防治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１９

年８月该院妇产科收治的ＰＲＯＭ孕妇２５６例，正常分

娩孕妇５０例（为健康对照），检测衣原体和支原体感染

情况，分析ＰＲＯＭ孕妇感染衣原体和支原体的病原学

特征及其耐药性，为孕妇ＰＲＯＭ的防治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１　病例

选择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１９年８月本院妇产科收治

的ＰＲＯＭ孕妇２５６例，年龄２６～４３岁，平均（３４．４±２．

８）岁；孕周３２～４２周，平均（３６．２±１．６）周；经产妇１８６

例，初产妇７０例。选择本院同期正常分娩孕妇５０例，

设为对照组，年龄２８～４２岁，平均（３４．６±２．７）岁；孕

周３２～４１周，平均（３６．３±１．５）周；经产妇４０例，初产

妇１０例。两组孕妇年龄、孕周、产次等一般资料等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

究获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患者及其家属均自愿

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１）观察组符合《妇产科学》
［４］中ＰＲＯＭ

的诊断标准，对照组孕妇白带基本正常、常规产检无异

常；２）两组孕周均在３２～４２周；３）均为单胎妊娠。

排除标准：１）合并妊娠期高血压、糖尿病患者；２）

既往宫颈手术史、人流史患者；３）孕期曾服用镇静药

物、抗菌药物者；４）吸烟、酗酒者；５）存在全身感染者。

２　方法

２．１　孕妇衣原体和支原体感染检测　用棉拭子取孕

妇羊水或者宫颈口内２ｃｍ左右的分泌物做支原体和

衣原体的培养检测，严格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５］中的方法操作。其中ＣＴ的鉴定采用法国ＶＥＤ

ＡＬＡＢ公司生产的 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ＣＨＥＣＫ１检测

卡，通过免疫层析法进行检测：在试管内加入１８滴提

取液，插入棉拭子标本，并旋转８～１０ｍｉｎ，１５ｍｉｎ后

再次将棉拭子标本插入试管内并旋转；用吸管吸取试

管内的液体滴于检测卡的样品槽内，静置１５～２０ｍｉｎ

后观察结果。如若对照区与检测区均出现红线为阳

性，否则为阴性。ＵＵ的检测在ＵＵ培养管中进行，培

养２４～４８ｈ若培养基由黄变红且清澈透明为阳性。

２．２　ＵＵ、ＣＴ药敏试验　对检测为ＵＵ、ＣＴ的菌落进

行药敏试验，结果判定以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

所（ＣＬＳＩ）的标准为依据。

２．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对实验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采用χ２ 检验，

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犘犚犗犕孕妇犝犝、犆犜感染率及与正常分娩孕妇感

染情况比较

２５６例ＰＲＯＭ患者中ＵＵ、ＣＴ感染率为３１．２５％

（８０／２５６），其中单一ＵＵ感染５６例（占７０．００％），单一

ＣＴ感染７例（占８．７５％），ＵＵ＋ＣＴ感染８例（占１０．

００％），并存在单一人型衣原体（Ｍｈ）感染及 ＵＵ、ＣＴ

合并 Ｍｈ感染（表１）。ＰＲＯＭ 孕妇 ＵＵ感染率为２６．

９５％（６９／２５６），ＣＴ感染率为６．２５％（１６／２５６）；正常分

娩孕妇 ＵＵ、ＣＴ感染率分别为１２．００％（６／５０）和６．

００％（３／５０）。两组比较，ＵＵ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ｘ２＝５．０５５，犘＝０．０２５）；ＣＴ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ｘ２校正＝０．０００，犘＝１．０００）。

表１　犘犚犗犕孕妇病原学分析

犜犪犫犾犲１　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犻犮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狆狉犲犵狀犪狀狋狑狅犿犲狀狑犻狋犺犘犚犗犕

病原体类型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ｔｙｐｅｓ

感染例数（ｎ＝８０）

Ｎｏ．ｏｆｃａｓｅｓ

构成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ｒａｔｉｏ

ＵＵ ５６ ７０．００

ＣＴ ７ ８．７５

Ｍｈ ４ ５．００

ＵＵ＋ＣＴ ８ １０．００

ＵＵ＋Ｍｈ ４ ５．００

ＵＵ＋Ｍｈ＋ＣＴ １ １．２５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８０ １００．００

２　 犝犝、犆犜的耐药性

对分离的ＵＵ、ＣＴ做药敏试验，其中 ＵＵ对米诺

环素、多西霉素的耐药率为０，对四环素、交沙霉素的

耐药率＜３０．０％；ＣＴ对多西环素的耐药率为０，对米

诺环素、交沙霉素、四环素的耐药率＜３０．０％；ＣＴ＋

ＵＵ对米诺环素、多西霉素的耐药率为２５．０％（表２）。

·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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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犝犝、犆犜及犝犝＋犆犜感染的耐药性分析

犜犪犫犾犲２　犇狉狌犵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犝犝，犆犜犪狀犱犝犝＋犆犜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抗菌药物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ｄｒｕｇ

ＵＵ（ｎ＝５６）

耐药株数

Ｎｏ．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ｔｒａｉｎ

耐药率（％）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ＣＴ（ｎ＝７）

耐药株数

Ｎｏ．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ｔｒａｉｎ

耐药率（％）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ＣＴ＋ＵＵ（ｎ＝８）

耐药株数

Ｎｏ．ｏｆ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ｔｒａｉｎ

耐药率（％）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阿奇霉素（ＡＺＭ） ３５ ６２．５０ ４ ５７．１４ ５ ６２．５０

克拉霉素（ＣＬＲ） ３１ ５５．３６ ４ ５７．１４ ５ ６２．５０

米诺环素（ＭＮＯ） ０ ０．００ １ １４．２９ ２ ２５．００

多西环素（ＤＯＸ）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２５．００

加替沙星（ＧＡＴ） ３２ ５７．１４ ４ ５７．１４ ６ ７５．００

诺氟沙星（ＮＯＲ） ２４ ４２．８６ ６ ８５．７１ ７ ８７．５０

环丙沙星（ＣＩＰ） ２５ ４４．６４ ５ ７１．４３ ７ ８７．５０

左氧氟沙星（ＬＥＶ） ２３ ４１．０７ ４ ５７．１４ ７ ８７．５０

利奈唑胺（ＬＺＤ） ３１ ５５．３６ ３ ４２．８６ ６ ７５．００

四环素（ＴＥ） １３ ２３．２１ ２ ２８．５７ ４ ５０．００

交沙霉素（ＪＯＳ） ２ ３．５７ ２ ２８．５７ ５ ６２．５０

罗红霉素（ＲＯＸ） ３１ ５５．３６ ３ ４２．８６ ５ ６２．５０

讨　论

正常情况下，健康妇女生殖道存在许多定植菌，与

机体之间相互制约，在机体内维持着动态平衡。但在

女性妊娠期间，由于机体雌激素水平升高，生殖道内大

量糖原堆积，再加上阴道内粘膜通透性增加，屏障功能

降低，发生阴道感染的风险显著升高［６－７］。陈丰华

等［８］的研究发现约６２．５％的 ＰＲＯＭ 由感染引起。

ＵＵ是侵犯女性生殖道常见支原体，在正常人群具有

较高感染率，因其与宿主细胞相似的抗原成分而能够

逃避免疫监视并长时间寄生，诱发多种疾病［９］。ＣＴ

为寄生于粘膜上皮细胞中的原核生物，由于女性妊娠

期间内分泌环境改变，ＣＴ会侵入妊娠女性生殖道，对

绒毛细胞产生直接细胞毒作用，破坏胎膜，引起

ＰＲＯＭ
［１０］。因此，重视孕期女性 ＵＵ、ＣＴ感染的预防

对减少ＰＲＯＭ的发生，提高女性妊娠安全，改善母婴

结局意义重大。

本研究入选的２５６例ＰＲＯＭ 孕妇中８０例（３１．

２５％）发生衣原体、支原体感染，包括ＵＵ、ＣＴ和 Ｍｈ。

其中单一ＵＵ感染占７１．２５％（５６／８０），单一ＣＴ感染

占８．７５％（７／８０），ＵＵ＋ＣＴ感染占１０．００％（８／８０）。

ＵＵ感染率为２６．９５％（６９／２５６），ＣＴ感染率为６．２５％

（１６／２５６），与许莉等
［１０］报道的结果相一致性。表明

ＰＲＯＭ孕妇生殖道感染病原体以ＵＵ为主。

生殖道ＣＴ、ＵＵ感染会对孕妇、胎儿造成严重不良

影响。因此，早期及时检查孕妇生殖道ＣＴ、ＵＵ感染情

况，并给予针对性治疗，对改善母婴预后意义重大。本

研究结果显示，ＰＲＯＭ孕妇ＵＵ感染率显著高于正常

分娩孕妇（犘＜０．０５），与武士敏等
［１１］的研究结果一致，

提示ＵＵ感染可能是引发ＰＲＯＭ的重要原因。药敏试

验显示单一感染的ＵＵ对米诺环素、多西霉素耐药率为

０，对四环素、交沙霉素的耐药率低于３０．０％；单一感染

的ＣＴ对多西环素的耐药率为０，对米诺环素、交沙霉

素、四环素的耐药率均在３０．０％以下。因此在ＵＵ、ＣＴ

感染ＰＲＯＭ孕妇应首选交沙霉素、米诺环素等进行治

疗，同时还须缩短疗程，避免产生耐药性。ＣＴ＋ＵＵ对

米诺环素、多西霉素的耐药率较相应单一感染的病原体

高，为２５．０％。提示，混合感染可能对抗菌药物具有协

同耐受的作用，建议在临床给药前应做药敏试验，及时

发现耐药菌株，杜绝抗菌药物滥用。

综上所述，ＰＲＯＭ孕妇感染病原谱为 ＵＵ、ＣＴ以

及ＵＵ＋ＣＴ，其中 ＵＵ 感染率显著高于正常分娩孕

妇。ＵＵ、ＣＴ对多种抗生素敏感，建议选用四环素、交

沙霉素等进行治疗，控制ＰＲＯＭ 的发生，改善母婴结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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