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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重度颅脑损伤患者感染病原菌的分布、感染相关因素及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变化，并探讨其临床意

义。方法 选取在本院接受治疗的重度颅脑损伤患者２００例，其中合并肺部感染患者１００例为观察组，未合并肺部感染

患者１００例为对照组。采集观察组患者痰液标本进行病原菌的培养及鉴定，采用药敏纸片法检测主要致病菌对常用抗

菌药物的的耐药性。抽取受检者静脉血，分离血清，采用ＥＬＩＳＡ法测定高迁移率族蛋白Ｂ１（ＨＭＧＢ１）和肽素（ｃｏｐｅｐｔｉｎ）

水平，并进行比较分析。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分析重度颅脑损伤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相关因素。　结果　观察组共检出

病原菌１０６株，其中革兰阴性菌７２株（６７．９２％），以鲍曼不动杆菌（２５株，２３．５８％）及肺炎克雷伯菌（２１株，１９．８１％）为

主；革兰阳性菌３２株（３０．１９％），以金黄色葡萄球菌（１５株，１４．１５％）为主；真菌２株（１．８９％）。检出的鲍曼不动杆菌和肺

炎克雷伯菌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０、４．７６％和８．００％、９．５２％，对他唑巴坦、头孢噻肟的耐药率分别为

９６．００％、１００．００％和１００．００％、９５．２４％。单因素分析肺部感染的发生与患者年龄、基础疾病、抗生素使用及住院时间、呼

吸机使用、气管切开等有密切关系（均犘＜０．０５）。ＥＬＩＳＡＳ检测血清ＨＭＧＢ１及ｃｏｐｅｐｔｉｎ分别为（１５．２９±１．４５）μｇ／Ｌ和

（６８．３６±７．０９）ｐｍｏＬ／Ｌ，对照组分别为（１０．３７±１．０２）μｇ／Ｌ和（５４．７２±５．８３）ｐｍｏＬ／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狋值分别为

２７．７５２和１４．８６０，均犘＜０．０５）。　结论　重度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的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可使用美罗培南、亚

胺培南治疗。年龄偏高、合并基础疾病、抗生素使用及住院时间过长、呼吸机使用及气管切开操作等均可增加患者发生

肺部感染的风险，需针对上述因素进行干预。肺部感染患者血清 ＨＭＧＢ１及ｃｏｐｅｐｔｉｎ升高，及时检测两种细胞因子水

平可为病原菌的感染诊断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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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ｃｈｅｏｔｏｍｙｃ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ＨＭＧＢ１ａｎｄｃｏｐｅｐｔｉｎ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ｎｅｅｄｔｏｂ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ａｎｄｄｅａｌｔｗｉｔｈ．Ｔｉｍｅ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ｃｏｕｌｄｓｅｒｖｅａｓ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

ａ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ｓｅｖｅｒｅｃｒａｎｉｏ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颅脑损伤一般由交通事故、高处坠落、失足跌倒、

工伤事故等造成，可对患者神经系统及呼吸中枢造成

重创，甚至危及患者生命［１－３］。目前，颅脑损伤性疾病

的临床治疗方法主要以外科手术为主。颅脑损伤患者

中约２０．００％为重度颅脑损伤，具有并发症多、死亡率

高等特点［４］。肺部感染是重度颅脑损伤患者常见的并

发症之一，可直接影响临床诊治的开展，严重时可导致

患者病情极速恶化［５］。本研究通过检测该院收治的重

度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病原菌种类及耐药性，并分

析肺部感染相关因素，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１　病例

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于本院接受治疗的重

度颅脑损伤患者２００例。其中合并肺部感染１００例，

为观察组，包括男性５８例，女性４２例；年龄３７～６３

岁，平均年龄（５１．７±８．６）岁；高空坠物致伤３２例，头

部受击致伤２３例，车祸致伤４５例；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３～７分，平均（４．８±０．９６）分。未发生肺部感染１００

例，为对照组，包括男性５３例，女性４７例；年龄３６～

６１岁，平均（５０．４±８．３）岁；高空坠物致伤３５例，头部

受击致伤２１例，车祸致伤４４例；格拉斯哥昏迷评分３

～８分，平均（５．０±１．２）分。

纳入标准：１）符合《颅脑创伤诊断与治疗－临床实

践与思考》［６］中关于重度颅脑损伤确诊标准，且经头颅

ＣＴ或 ＭＲＩ确诊者；２）合并肺部感染者符合《美国急

性病医院预防医院感染策略纲要》［７］中关于肺部感染

的诊断标准；３）临床资料完整者。排除标准：１）临床资

料缺失或失访者；２）入院前已患感染性疾病者；３）失血

性休克患者；４）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异常者。

本研究获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家属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

２　方法

２．１　病原菌检测　严格按照无菌操作规范采取感染

组患者的痰液标本，利用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

（Ｔｈｅｒｍｏ公司生产）进行病原菌及其药敏检测，依据

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标准判定结果。质控菌

株为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大 肠 埃 希 菌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和铜绿假单胞菌 ＡＴＣＣ２７８５３，购自北京

中科质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２．２　感染因素分析　采用单因素回归法分析重度颅

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的相关因素，包括患者年龄、

性别、有无基础性疾病、抗生素使用时间、住院时间、呼

吸机使用情况、气管切开情况等。

２．３　细胞因子检测　采集患者静脉血５ｍＬ，分离血

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检测高迁移率族蛋

白Ｂ１（ＨＭＧＢ１）及和肽素（ｃｏｐｅｐｔｉｎ）水平，按试剂盒

说明操作。

２．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处理数

据。计量资料以 表示，进行狋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

采用χ２ 检验。犘＜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重度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病原菌种类及其构成

１００例重度颅脑损伤合并肺部感染患者共检出病

原菌１０６株。其中革兰阴性菌７２株（６７．９２％），以鲍

曼不动杆菌（２５株，２３．５８％）和肺炎克雷伯菌（２１株，

１９．８１％）为主；革兰阳性菌３２株（３０．１９％），以金黄色

葡萄球菌（１５株，１４．１５％）为主；真菌２株（１．８９％）（表

１）。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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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重度颅脑损伤患者感染病原菌分布及构成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犪狀犱狆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狅犳狆犪狋犺狅犵犲狀犻犮犫犪犮狋犲狉犻犪

病原菌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株数

Ｎｏ．

构成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ｒａｔｉｏ

革兰阴性菌　　　　　 ７２ ６７．９２

　　　　鲍曼不动杆菌 ２５ ２３．５８

　　　　肺炎克雷伯菌 ２１ １９．８１

　　　　铜绿假单胞杆菌 １２ １１．３２

　　　　阴沟肠杆菌 ６ ５．６６

　　　　大肠埃希菌 ４ ３．７７

　　　　产气肠杆菌 ２ １．８９

　　　　其他 ２ １．８９

革兰阳性菌　　　　　 ３２ ３０．１９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１５ １４．１５

　　　　表皮葡萄球菌 ７ ６．６０

　　　　溶血葡萄球菌 ５ ４．７２

　　　　鹑鸡球菌 ３ ２．８３

　　　　粪肠球菌 ２ １．８９

真菌　　　　 ２ １．８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１０６ １００．００

２　病原菌的耐药性

检出的革兰阴性菌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

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０、４．７６％和

８．００％、９．５２％，对他唑巴坦、头孢噻肟的耐药率分别

为９６．００％、１００．００％和１００．００％、９５．２４％（表２）。

３　感染因素

单因素分析重度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的发生与

年龄、基础疾病、抗生素使用及住院时间、呼吸机使用、

气管切开有密切关系（均犘＜０．０５）（表３）。

４　细胞因子水平

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清中 ＨＭＧＢ１及ｃｏｐｅｐｔｉｎ水平，

观察组分别为（１５．２９±１．４５）μｇ／Ｌ和（６８．３６±７．０９）

ｐｍｏＬ／Ｌ，对照组分别为（１０．３７±１．０２）μｇ／Ｌ和（５４．７２

±５．８３）ｐｍｏＬ／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狋值分别为

２７．７５２和１４．８６０，均犘＜０．０５）。

表２　主要革兰阴性菌的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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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犪犼狅狉犵狉犪犿狀犲犵犪狋犻狏犲犫犪犮狋犲狉犻犪

抗菌药物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鲍曼不动杆菌（ｎ＝２５）犎．犻狀犳犾狌犲狀狕犪犲

株数Ｎｏ．ｏｆｓｔｒａｉｎ 耐药率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肺炎克雷伯菌（ｎ＝２１）犓．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

株数Ｎｏ．ｏｆｓｔｒａｉｎ 耐药率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环丙沙星 １７ ６８．００ １４ ６６．６７

左氧氟沙星 １６ ６４．００ １２ ５７．１４

头孢曲松 ９ ３６．００ ５ ２３．８１

头孢他定 ８ ３２．００ ７ ３３．３３

美罗培南 ０ ０．００ １ ４．７６

他唑巴坦 ２４ ９６．００ ２１ １００．００

氨苄西林 １０ ４０．００ １１ ５２．３８

头孢噻肟 ２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０ ９５．２４

亚胺培南 ２ ８．００ ２ ９．５２

表３　重度颅脑损伤合并肺部感染相关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３　犚犻狊犽犳犪犮狋狅狉狊狅犳狆狌犾犿狅狀犪狉狔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

调查例数

Ｎｏ．ｏｆｃａｓｅ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感染例数

Ｎｏ．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χ２ 犘

年龄

＜６０岁 １３２ ５５ ４１．６７ １０．７８４ ＜０．０１

≥６０岁 ６８ ４５ ６６．１８

性别

男 １１１ ５８ ５２．２５ ０．５０６ ＞０．０５

女 ８９ ４２ ４７．１９

基础疾病

有 １２６ ７１ ５６．３５ ５．４９１ ＜０．０５

无 ７４ ２９ ３９．１９

抗生素使用天数

≤１５ｄ ８７ ３２ ３６．７８ １０．７６２ ＜０．０１

＞１５ｄ １１３ ６８ ６０．１８

住院天数

≤１５ｄ ８５ ２９ ３４．１２ １２．８７２ ＜０．０１

＞１５ｄ １１５ ７１ ６１．７４

呼吸机使用

有 １２１ ６８ ５６．２０ ４．７０８ ＜０．０５

无 ７９ ３２ ４０．５１

气管切开

有 １１４ ６７ ５８．７７ ８．１６０ ＜０．０１

无 ８６ ３３ ３８．３７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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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重度颅脑损伤包括脑挫裂伤、硬膜外血肿、硬膜内

血肿以及脑干损伤等［８－１１］。临床研究表明，该类病患

者在入院治疗过程中极易发生肺部感染，增加了治疗

的难度［１２］。因此，如何降低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的风险

和及时给予对症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分析了该

院收治的重度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病原菌的分布特

征及耐药情况。结果显示，１００例重度颅脑损伤合并

肺部感染患者共检出病原菌１０６株，其中革兰阴性菌

７２株（６７．９２％），以鲍曼不动杆菌（２５株，２３．５８％）及

肺炎克雷伯菌（２１株，１９．８１％）为主；革兰阳性菌３２株

（３０．１９％），以金黄色葡萄球菌（１５株，１４．１５％）为主；

真菌２株（１．８９％），与文献［９］报道的结果相似。近年

来，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用，滥用药物情况日愈严重，

导致病原菌的耐药性不断增强。因此，对重度颅脑损

伤合并肺部感染患者进行病原菌及其耐药性检测，对

于指导临床抗生素的选择用药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

检出的主要革兰阴性菌对美罗培南、亚胺培南的耐药

性较低，对他唑巴坦、头孢噻肟高度耐药，可为临床用

药提供参考。单因素分析显示，重度颅脑损伤患者肺

部感染的发生与年龄、基础疾病、抗生素使用及住院时

间、呼吸机使用、气管切开等有密切关系（犘＜０．０５）。

表明上述因素均可增加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风险，应

引起高度重视并进行针对性干预。

颅脑损伤患者由于吞咽或意识障碍无法自主排

痰，增加了肺部感染的风险。ＨＭＧＢ１属于晚期促炎

症细胞因子，在炎症免疫防御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作为

肺部感染的预警因子［１３－１４］。Ｃｏｐｅｐｔｉｎ具有调节中枢

神经系统，保持血流动力学稳定的作用。既往研究发

现，在肺部感染性疾病患者中，ｃｏｐｅｐｔｉｎ水平可随患者

肺部感染程度的加重而逐渐升高［１５］。本研究中观察

组患者血清 ＨＭＧＢ１及ｃｏｐｅｐｔｉｎ水平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均犘＜０．０５），表明肺部感染可引起血清ＨＭＧＢ

１及ｃｏｐｅｐｔｉｎ水平升高，从而发挥促炎作用，也为颅脑

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的诊断提供参考。

综上所述，重度颅脑损伤患者肺部感染的病原菌

分布较广，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可选用美罗培南、亚胺

培南敏感药物进行治疗。年龄过高、合并基础疾病、抗

生素使用及住院时间过长、呼吸机使用及气管切开操

作均可增加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风险，应采取针对性

预防措施以减少感染的发生。及时检测患者血清

ＨＭＧＢ１及ｃｏｐｅｐｔｉｎ水平的变化，有助于肺部感染的

早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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