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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监护病房败血症患儿感染病原菌特征与

血清炎症因子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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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通过分析败血症患儿的感染病原菌类型和耐药率、血清指标及毒力因子，为患儿败血病治疗提供参考依

据。　方法　选取本院败血症患儿６５例，通过血液培养分离出无乳链球菌，提取ＤＮＡ，进行血清指标检测、毒力基因检

测和产物测序。　结果　患儿ＣＲＰ、ＰＣＴ和 ＷＢＣ（×１０９）的平均值分别为（４５．６２±８．９６）ｍｇ／Ｌ、（２．８５±０．５１）ｎｇ／ｍｌ和

（１６．２１±１．９１）×１０９，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幼儿（犘＜０．０５）。６５例患儿的标本中共计分离出６８株，革兰阳性菌５５株，革兰

阴性菌１３株。革兰阳性菌中检出的主要菌种为无乳链球菌、表皮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肠球菌。革兰阴性菌检

出的主要菌种分别为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粘质沙雷菌。主要菌种为无乳链球菌，检出２２株。临床分离出的５５

株革兰阳性菌对红霉素（８３．６４％）和四环素（７０．９１％）耐药程度较高，对环丙沙星（２０．００％）和利福平（１２．７３％）耐药程度

较低，对万古霉素不产生耐药性。无乳链球菌对红霉素（８１．８２％）和四环素（５４．５５％）有较高的耐药程度，对青霉素、头孢

唑啉、环丙沙星、利福平和万古霉素未产生耐药性。革兰阴性菌对阿莫西林（６１．５４％）、阿莫西林＋棒酸（３８．４６％）、头孢

吡肟（３８．４６％）、哌拉西林（６９．２３％）、哌拉西林＋他唑巴坦（３０．７７％）、环丙沙星（２３．０８％）和亚胺培南（２３．０８％）均产生了

不同程度耐药。大肠埃希菌对阿莫西林（５０．００％）和哌拉西林（５０．００％）产生了耐受性，对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和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未产生耐受性。２２株无乳链球菌中共检出６个型别，分别为ＳＴ１、ＳＴ１０、ＳＴ１２、ＳＴ１７、ＳＴ１９和ＳＴ２７，构成

比分别为１８．１８％、３１．８２％、１３．６４％、２２．７３％、１３．６４％和４．５５％。２２株无乳链球菌中共检出５个血清型别，分别为Ｉａ、Ｉｂ、

Ⅱ、Ⅲ和Ⅴ，构成比分别为１３．６４％、４５．４５％、９．０９％、１３．６４％和１８．１８％。２２株无乳链球菌中均检出ｃｙｌＥ、ｃｆｂ、ｈｙｌＢ和

ｌｍｂ基因。ｂａｃ基因检出率４５．４５％，Ｉｂ型菌株ｂａｃ基因全部为阳，其他类型菌株为阴性。ｆｂｓＡ基因检出率４５．４５％。　

结论　新生儿败血症是新生儿危重急症，细菌对临床常用药物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耐受性，应该进行病原菌分型及耐药试

验；败血症患儿主要感染无乳链球菌，其毒力因子参与败血症致病过程，研究无乳链球菌对败血病患儿治疗有着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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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ｓｅｐｓｉｓ，ｓ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犛．犪犵犪犾犪犮狋犻犪犲ｉｓｃｒｕｃｉａｌｔｏ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ｐｔｉｃｅｍｉａ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ｓｅｐｓｉｓ；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犛狋狉犲狆狋狅犮狅犮犮狌狊犪犵犪犾犪犮狋犻犪犲；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ｅｒｏｔｙｐｉｎｇ；ｖｉｒｕ

ｌ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

　　败血症是指细菌进入血液循环，并在血液中进行

生长和繁殖，其产生的毒素造成全身感染。婴幼儿患

败血症的死亡率仅次于早产和新生儿窒息。新生儿败

血症是新生儿危重急症，死亡率在１０％～５０％，婴幼

儿免疫系统发育尚不完善，病原菌引发的感染可以引

发败血症和脓血症，进而引发全身感染和多器官功能

障碍甚至衰竭［１］。

近年来随着抗菌药物、免疫抑制剂和激素等的广

泛使用，细菌对临床常用药物产生了一定的耐受性，特

别是一些细菌对多种药物同时产生耐受性。无乳链球

菌属于革兰阳性菌，在孕妇和婴儿中可以分离到，可以

导致败血症和脑膜炎［２－３］。无乳链球菌的血清型可以

分为Ⅰａ、Ⅰｂ、Ⅱ、Ⅲ、Ⅳ、Ⅴ、Ⅵ、Ⅶ、Ⅷ和Ⅸ型。它的血

清型分类按照荚膜多糖的特异性进行的，其血清型多

样化与毒力基因具有一定关联。无乳链球菌的毒力因

子参与了其致病过程，使得宿主产生炎症、败血症［４］。

无乳链球菌的常见毒力因子有与免疫逃逸有关的β蛋

白（Ｃｂ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ａｃ）、侵袭有关的β溶血素（βＨａｅｍｏ

ｌｙｓｉｎ，ｃｙｌＥ）、（ＣＡＭＰｆａｃｔｏｒ，ｃｆｂ）、纤维蛋白原结合蛋

白（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ｓＡ，ｆｂｓＡ）、透明质酸

酶（Ｈｙａｌｕｒｏｎａｔｅｌｙａｓｅ，ｈｙｌＢ）和黏连蛋白结合蛋白

（Ｌａｍｉｎｉｎ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ｍｂ）
［５］。无乳链球菌是患

儿败血病病原菌中的常见致病菌，因而研究无乳链球

菌对患儿败血病治疗有着重要意义。作者对本院重症

监护病房患儿感染败血症病原菌特征与血清炎症因子

特点分析进行了分析，结果报告如下。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败血症患儿６５例为研究对象并

与患儿家属签订知情确认书。入选标准：①符合《实用

新生儿学》中败血症诊断标准；②患者血标本培养出条

件致病菌。排除标准：①存在其他感染；②有其他重大

疾病；③档案资料不齐全。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Ｂａｃｔ／Ａｌｅｒｔ３Ｄ６０全自动培养仪，

荷兰阿克苏公司；ＶＩＴＥＫ?２ＣＯＭＰＡＣＴ３０全自动微

生物鉴定仪，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ＤＮＡ提取试剂盒，

德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１０×ＰＣＲｂｕｆｆｅｒ缓冲液，美国赛

默飞世尔；抗生素，德国ＱＩＡＧＥＮ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血清指标检测　随机选取１００例健康幼儿作为

对照组与患儿血清指标进行分析对比。清晨取患儿空

腹静脉血１ｍｌ，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１０．３ｃｍ）离心８

ｍｉｎ。离心完毕后于－２０℃保存。Ｃ反应蛋白（ＣＲＰ）

含量采用免疫散射比浊法检测。降钙素原（ＰＣＴ）含量

采用半定量固相免疫测定法检测。ＷＢＣ含量采用激

光染色法检测。

２．２　标本采集及鉴定　清晨无菌采集患儿股静脉血３

ｍｌ接种于血液培养瓶中并采用Ｂａｃｔ／Ａｌｅｒｔ３Ｄ６０全

自动 培 养 仪 进 行 标 本 培 养。 采 用 ＶＩＴＥＫ?

２ＣＯＭＰＡＣＴ３０全自动微生物鉴定仪进行病原菌菌

种鉴定。采用最小抑菌浓度（Ｍｉｎｉｍｕｍ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Ｃ）测定病原菌对临床常用抗生素耐

药情况。质控菌株：肺炎链球菌 ＡＴＣＣ４９６１９、大肠埃

希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２、铜绿假单胞菌ＡＴＣＣ２７８５３、金黄

色葡萄球菌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

２．３　无乳链球菌流行病学

２．３．１　ＤＮＡ模板提取　挑取血培养基上孵育１８～２４

ｈ的饱满菌落５～８个，采用无乳链球菌ＤＮＡ提取试

剂盒提取临床分离无乳链球菌基因组 ＤＮＡ，并－２０

·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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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备用。操作依据 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操作说明

书。

２．３．２　ＭＬＳＴ分型　参照 ＭＬＳＴ网站和文献［６－８］

设计无乳链球菌的７个管家基因（ａｄｈＰ、ｐｈｅＳ、ａｔｒ、ｇｌ

ｎＡ、ｓｄｈＡ、ｇｌｃＫ和ｔｋｔ）引物，合成由生工生物工程（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反应体系：ＴａｑＤＮＡ 聚合酶

１２．５μｌ，上下游引物各２μｌ，１０×ＰＣＲｂｕｆｆｅｒ缓冲液４

μｌ，ＤＮＡ模板液４μｌ，去离子水０．５μｌ。反应条件：９４

℃５ｍｉｎ；９４℃４０ｓ，５５℃３０ｓ，７２℃４０ｓ，循环４０

次；７２℃８ｍｉｎ，４℃ ∞。

２．３．３　血清型检测　无乳链球菌血清型引物参照文

献［６］设计（Ｉａ、Ｉｂ、Ⅱ、Ⅲ、Ⅳ、Ⅴ、Ⅵ、Ⅶ和Ⅷ）引物。反

应体系同 ＭＬＳＴ分型。反应条件：９４℃５ｍｉｎ；９４℃

３０ｓ，５３℃３０ｓ，７２℃４０ｓ，循环３５次；７２℃８ｍｉｎ，４

℃ ∞。

２．３．４　毒力基因检测　无乳链球菌的毒力基因（ｂａｃ、

ｃｙｌＥ、ｃｆｂ、ｆｂｓＡ、ｈｙｌＢ和ｌｍｂ）引物参照文献［８］和文献

［９］，反应体系同 ＭＬＳＴ 分型。反应条件：９４ ℃ ５

ｍｉｎ；９４℃４０ｓ，５８℃３０ｓ，７２℃４０ｓ，循环３５次；７２

℃８ｍｉｎ，４℃ ∞。

２．３．５　产物测序　取上述２．２．２～２．３．４的ＰＣＲ产物

进行电泳，测序由生工生物工程（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

结　果

１　血清指标检测结果

患儿ＣＲＰ、ＰＣＴ和 ＷＢＣ的平均值分别为（４５．６２

±８．９６）ｍｇ／Ｌ、（２．８５±０．５１）ｎｇ／ｍｌ和（１６．２１±１．９１）

×１０９，均显著高于幼儿对照组（犘＜０．０５）（表１）。

表１　犆犚犘、犘犆犜和 犠犅犆指标检测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犱犲狋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犆犚犘，犘犆犜犪狀犱犠犅犆

指标

Ｉｎｄｅｘ

感染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狋 犘

ＣＲＰ（ｍｇ／Ｌ） ４５．６２±８．９６ ６．３８±１．５２ ９６．２１＜０．００１

ＰＣＴ（ｎｇ／ｍｌ） ２．８５±０．５１ ０．４２±０．１１ ９１．５７＜０．００１

ＷＢＣ（×１０９） １６．２１±１．９１ １１．６２±１．０７ ２３．７５＜０．００１

２　病原菌检测结果

６５例患儿的标本中共计分离出６８株，单一病原

菌感染６２例，占９５．３８％；双重病原菌感染３例，占４．

６２％。６８株病原菌中革兰阳性菌５５株，革兰阴性菌

１３株，未检出真菌。革兰阳性菌中检出的主要菌种为

无乳链球菌、表皮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肠球

菌。革兰阴性菌检出的主要菌种分别为大肠埃希菌、

肺炎克雷伯菌和粘质沙雷菌。其中无乳链球菌检出

２２株，是本次研究中检出最多菌种（表２）。
表２　败血症患儿检出病原菌分布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狆犪狋犺狅犵犲狀狊犻狀犮犺犻犾犱狉犲狀狑犻狋犺狊犲狆狋犻犮犲犿犻犪

病原菌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株数

Ｓｔｒａｉｎｓ

构成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ｒａｔｉｏ

革兰阳性菌　　　　　 ５５ ８０．８８

　　　　　无乳链球菌 ２２ ３２．３５

　　　　　表皮葡萄球菌 １２ １７．６５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９ １３．２４

　　　　　肠球菌 ５ ７．３５

　　　　　其他 ７ １０．２９

革兰阴性菌　　　　　 １３ １９．１２

　　　　　大肠埃希菌 ４ ５．８８

　　　　　肺炎克雷伯菌 ２ ２．９４

　　　　　粘质沙雷菌 ２ ２．９４

　　　　　其他 ５ ７．３５

共计Ｔｏｔａｌ ６８ １００．００

３　药敏结果

临床 分 离 出 的 ５５ 株 革 兰 阳 性 菌 对 红 霉 素

（８３．６４％）和四环素（７０．９１％）耐药程度较高，对环丙

沙星（２０．００％）和利福平（１２．７３％）耐药程度较低，未

产生对万古霉素耐药性（表３）。无乳链球菌在革兰阳

性菌中占比最高，因而它依旧对红霉素（８１．８２％）和四

环素（５４．５５％）有较高的耐药程度，但它未对青霉素、

头孢唑啉、环丙沙星、利福平和万古霉素产生耐药性。

革兰阴性菌对阿莫西林（６１．５４％）、阿莫西林＋克拉维

酸（３８．４６％）、头孢吡肟（３８．４６％）、哌拉西林（６９．

２３％）、哌拉西林＋他唑巴坦（３０．７７％）、环丙沙星（２３．

０８％）和亚胺培南（２３．０８％）均产生了不同程度耐药。

在大肠埃希菌药敏检测中发现它对阿莫西林（５０．

００％）和哌拉西林（５０．００％）产生了耐受性，未对阿莫

西林＋克拉维酸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产生耐受性，

这说明有产β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表４）。

表３　革兰阳性菌耐药情况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犱狉狌犵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犵狉犪犿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犫犪犮狋犲狉犻犪

抗生素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无乳链球菌（ｎ＝２２）

犛．犪犵犪犾犪犮狋犻犪犲

耐药株数

Ｎｏ．

耐药率（％）

Ｒａｔｅ

革兰阳性菌（ｎ＝５５）

Ｇ＋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耐药株数

Ｎｏ．

耐药率（％）

Ｒａｔｅ

青霉素 ０ ０．００ ２４ ４３．６４

头孢唑啉 ０ ０．００ １９ ３４．５５

环丙沙星 ０ ０．００ １１ ２０．００

红霉素 １８ ８１．８２ ４６ ８３．６４

四环素 １２ ５４．５５ ３９ ７０．９１

克林霉素 １０ ４５．４５ ２６ ４７．２７

利福平 ０ ０．００ ７ １２．７３

万古霉素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分型结果及毒力因子检测

按照ＭＬＳＴ分型，２２株无乳链球菌中共检出６个

型别，分别为ＳＴ１、ＳＴ１０、ＳＴ１２、ＳＴ１７、ＳＴ１９和ＳＴ２７，

构成比分别为１８．１８％（４／２２）、３１．８２％（７／２２）、１３．

６４％（３／２２）、２２．７３％（５／２２）、１３．６４％（３／２２）和４．５５％

（１／２２）。２２株无乳链球菌中共检出５个血清型别，分

别为Ｉａ、Ｉｂ、Ⅱ、Ⅲ和Ⅴ，构成比分别为１３．６４％（３／２２）、

·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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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４５％（１０／２２）、９．０９％（２／２２）、１３．６４％（３／２２）和１８．

１８％（４／２２）。毒力因子检测结果显示：２２株无乳链球

菌中均检出ｃｙｌＥ、ｃｆｂ、ｈｙｌＢ和ｌｍｂ基因。ｂａｃ基因检

出率４５．４５％（１０／２２），其中本次研究中Ｉｂ型菌株ｂａｃ

基因全部为阳，其他类型菌株为阴性。ｆｂｓＡ基因检出

率４５．４５％（１５／２２）。

表４　革兰阴性菌耐药情况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犱狉狌犵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狅犳犵狉犪犿狀犲犵犪狋犻狏犲犫犪犮狋犲狉犻犪

抗生素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大肠埃希菌（ｎ＝４）

犈．犮狅犾犻

耐药株数

Ｎｏ．

耐药率（％）

Ｒａｔｅ

革兰阴性菌（ｎ＝１３）

Ｇ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耐药株数

Ｎｏ．

耐药率（％）

Ｒａｔｅ

阿莫西林 ２ ５０．００ ８ ６１．５４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 ０ ０．００ ５ ３８．４６

头孢吡肟 ０ ０．００ ５ ３８．４６

哌拉西林 ２ ５０．００ ９ ６９．２３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０ ０．００ ４ ３０．７７

环丙沙星 １ ２５．００ ３ ２３．０８

亚胺培南 ０ ０．００ ３ ２３．０８

讨　论

败血症是婴幼儿期的危重疾病，由于婴幼儿免疫

系统不成熟、血脑系统发育不完善，容易引起中枢神经

感染以及脑膜炎等并发症［９］。其早期临床特征缺乏特

异性且其致病菌多样化，因而早期诊断具有一定困难。

在院治疗期间的抗生素使用，可能导致细菌产生一定

的耐受性［１０］。因此，研究病原菌分布和其耐药性有着

重要意义。

阿克努［１１］对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广西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５６７例新生儿败血症患者研究

显示凝固性葡萄球菌占３４．４％占第１位，其次为克雷

伯菌、大肠埃希菌、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不动杆

菌、念珠菌［１１］。张玉东［１２］对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科

医院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１年８月收治的１７１例败血症

患儿研究显示，８４例样本培养出细菌，其中表皮葡萄

球菌、溶血葡萄球菌和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是主

要致病菌。张伟新［１３］对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

新会地区３家医院９８例新生儿败血症患者研究中显

示４５例细菌培养呈阳性，其中以表皮葡萄球菌和无乳

链球菌检出最高，分别为４１．３％和３４．４％。本次研究

中无乳链球菌检出率最高，其次为表皮葡萄球菌、金黄

色葡萄球菌、肠球菌、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张

玉东［１２］研究中革兰阳性球菌对氨苄青霉素、红霉素、

青霉素耐药率均超过８０％，未发现对万古霉素、替考

拉宁等糖肽类抗生素耐药；葡萄球菌对青霉素类普遍

耐药，对阿米卡星、利福平耐药率均较低；链球菌对青

霉素类耐药率有上升趋势，对红霉素完全耐药，对复方

新诺明、四环素耐药率均超过７０％；肠球菌对红霉素、

头孢西丁、苯唑西林、复方新诺明、庆大霉素完全耐药，

对其余非糖肽类抗生素耐药率亦均较高。张伟新［１３］

研究中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苯唑西林和红霉素耐药率

较
"

，对克林霉素、头抱西丁耐药率较低，其中有３株

对替考拉宁耐药。链球菌对红霉素和克林霉素耐药率

均超过８０％，对青霉素未产生耐药性。粪肠球菌对青

霉素、红霉素、庆大霉素、哇奴普汀－达福普汀完全耐

药［１３］。

本次研究中５５株革兰阳性菌对红霉素和四环素

耐药程度较高，对环丙沙星和利福平耐药程度较低，未

产生对万古霉素耐药性。这可能与本次研究中无乳链

球菌占比较高有关。阿克努［１１］研究中细菌耐药率较

高可能与抗生素的使用有关。综合本次研究以及过往

研究中的结果，认为万古霉素对革兰阳性菌中多重耐

药菌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但是若万古霉素大量应用，

可能导致万古霉素耐药菌的出现。革兰阴性菌对阿莫

西林、阿莫西林＋克拉维酸、头孢吡肟、哌拉西林、哌拉

西林＋他唑巴坦、环丙沙星和亚胺培南均产生了不同

程度耐药。在大肠埃希菌药敏检测中发现它对阿莫西

林和哌拉西林产生了耐受性，未对阿莫西林＋克拉维

酸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产生耐受性，这说明有产β

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克拉维酸属于不可逆性竞争型

β内酰胺酶抑制剂，与酶牢固结合后使酶失活，它不但

可以作用于产β内酰胺酶金黄色葡萄球菌也可以作用

于产β内酰胺酶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从而提

高青霉素类、头孢菌素类抗菌活性，恢复耐药株敏感

性［１４］。

在新生儿中无乳链球菌患病率高，也是新生儿致

死的主要病原菌之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被认为新生儿

感染的首位致病菌［１５］。无乳链球菌引发的感染具有

致病率和致残率高的特点，严重威胁着患儿的健康。

它能够造成人类和多种脊椎动物感染，目前关于它的

分型、致病机制、基因分析的报道较少。南征等［７］研究

显示无乳链球菌对克林霉素、环丙沙星和四环素产生

了耐药性，未对万古霉素、氨苄西林、奎奴普汀和利奈

唑胺产生耐药性，其中有４株为多耐药菌的分型为 Ｖ

型［１６］。李小南［１６］对珠海妇幼保健院中样本进行研究

显示红霉素、克林霉素和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较高，而

未对青霉素、氨苄西林、头孢噻肟和万古霉素产生耐药

性［１４］。本次研究中对红霉素和四环素有较高的耐药

程度，但它未对青霉素、环丙沙星、利福平和万古霉素

产生耐药性。因而在治疗无乳链球菌感染时可以优先

考虑青霉素，若青霉素过敏，可采用其他敏感药物。

本次研究中无乳链球菌检出的型别为 ＳＴ１、

ＳＴ１０、ＳＴ１２、ＳＴ１７、ＳＴ１９和ＳＴ２７，其中ＳＴ１２检出率

最高，其次为ＳＴ１０。检出血清型为Ｉａ、Ｉｂ、Ⅱ、Ⅲ和Ⅴ，

·６０７·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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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Ｉｂ检出率最高，这与南征等
［７］研究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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