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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ＰＴＣＤ术后感染的病原菌分布

及相关因素分析
孙瑞杰，林华鹏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山东济宁２７２１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ＰＴＣＤ）术后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分析感染的相关因

素。　方法　选择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０２０年２月本院收治的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ＰＴＣＤ术后感染患者６４例，为观察

组；另收集未感染者６０例作为对照组。分析ＰＴＣＤ术后感染的病原学特征及耐药性，并探讨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结

果６４例感染者共分离培养出９０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６５株（７２．２２％），以大肠埃希菌（２７．７８％）和肺炎克雷伯菌

（１７．７８％）为主；革兰阳性菌２５株（２７．７８％），以屎肠球菌（１２．２２％）和粪肠球菌（６．６７％）为主。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

伯菌及阴沟肠杆菌对氨苄西林、头孢噻肟、氨曲南耐药（耐药率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对阿米卡星、亚胺培南敏感（耐药率

０～２８．００％）；屎肠球菌、粪肠球菌主要对达托霉素及红霉素耐药（耐药率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对氨苄西林、万古霉素敏

感（耐药率０～３３．３３％）。单因素分析显示，ＡＯＳＣ患者ＰＴＣＤ术后感染的发生与年龄、胆道感染史、引流方式、梗阻部

位、术前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有关（犘＜０．０５），其中内外引流、梗阻部位、术前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为独立危险因素（犘＜０．０５）。

　结论　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ＰＴＣＤ术后感染的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其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内外引流、梗

阻部位、术前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可供临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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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ａｃｕｔｅ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ｓｕｐ

ｐｕｒａｔｉｖｅｃｈｏｌａｎｇｉｔｉｓ，ＡＯＳＣ）是胆管炎的一种重症类

型，临床多表现为黄疸、呕吐、腹痛及发热等，且易并发

其他疾病，病死率较高［１］。目前治疗ＡＯＳＣ的方法包

括手术、药物治疗及综合治疗。研究表明，内镜下治疗

易引起患者痛苦，且技术要求较高［２－３］。超声引导经

皮肝 穿 刺 胆 管 引 流 术 （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ｔｒａｎｓｈｅｐａｔｉｃ

ｃｈｏｌａｎｇｉａｌｄｒａｉｎａｇｅ，ＰＴＣＤ）是一种微创手术，能够引

流出胆汁，减除胆道梗阻，迅速减轻黄疸，促进肝功能

恢复［４］。ＰＴＣＤ术后可能会发生胆道感染，进而影响

患者康复。本研究拟探讨 ＡＯＳＣ患者ＰＴＣＤ术后感

染的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情况，并分析其感染的相关因

素，为该病的预防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对象与方法

１　受试对象

选择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０２０年２月本院收治的急性

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ＰＴＣＤ术后感染患者６４例，为

观察组。其中男性３３例，女性３１例；年龄５２～７５岁，

平均年龄（５９．７１±７．０９）岁。选择同期收治的急性梗

阻性化脓性胆管炎ＰＴＣＤ术后未发生感染患者６０

例，为对照组。其中男性３２例，女性２８例；年龄５１～

７０岁，平均年龄（５７．０６±５．５０）岁。两组入选者性别、

年龄等基础资料具有可比性（犘＞０．０５）。

纳入标准：①符合 ＡＯＳＣ的诊断标准
［５］，感染患

者符合《医院感染诊断标准》［６］，临床表现为腹痛、体温

升高、黄疸；②年龄５０～７５岁；③均为ＰＴＣＤ手术患

者。

排除标准：①伴有胃出血或胃穿孔；②患有急性胆

囊炎、急性胆汁性腹膜炎、急性胃炎疾病的患者；③合

并心、肺、肾等器官严重性疾病者；④妊娠期、哺乳期妇

女。

本研究获得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入选患者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

２　方法

２．１　标本采集、病原菌的分离鉴定及耐药性测定　患

者皮肤常规消毒。准备无菌单、无菌手套、无菌针筒及

消毒器，并将ＰＴＣＤ引流管和引流袋连接好并消毒，

铺巾，佩戴无菌手套，使用无菌针筒连接引流管后缓慢

抽取５～１０ｍＬ胆汁，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ＡＴＢ自动

细菌鉴定仪（购自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检测和鉴定病

原菌，采用ＫＢ纸片法测定病原菌的耐药性，根据美

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委员会制订的标准［７］判定药敏试

验结果（药敏纸片购于上海桥星贸易有限公司）。

２．２　感染因素分析　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如年龄、

胆道感染史、引流方式、梗阻部位、术前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

分等，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其与ＰＴＣＤ术后感染

的关系。

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的狋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百分率或百分比（％）表示。ＰＴＣＤ术后感

染的单因素分析采用犉 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法。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病原菌分布

６４例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ＰＴＣＤ术后感染

者共分离培养出９０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６５株，

占７２．２２％，以大肠埃希菌（２７．７８％）和肺炎克雷伯菌

（１７．７８％）为主；革兰阳性菌２５株，占２７．７８％，以屎

肠球菌（１２．２２％）和粪肠球菌（６．６７％）为主（表１）。

表１　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犘犜犆犇术后感染病原菌分布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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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数

Ｎｏ．ｏｆｃａｓｅｓ

构成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ｒａｔｉｏ

革兰阴性菌 ６５ ７２．２２

大肠埃希菌 ２５ ２７．７８

肺炎克雷伯菌 １６ １７．７８

阴沟肠杆菌 １４ １５．５６

铜绿假单胞菌 ５ ５．５６

不动杆菌 ３ ３．３３

其他 ２ ２．２２

革兰阳性菌 ２５ ２７．７８

屎肠球菌 １１ １２．２２

粪肠球菌 ６ ６．６７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４ ４．４４

缓症链球菌 ２ ２．２２

其他 ２ ２．２２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２　主要病原菌的耐药性

药敏试验结果显示，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及

阴沟肠杆菌对氨苄西林、头孢噻肟、氨曲南耐药（耐药

率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对阿米卡星、亚胺培南敏感

（耐药率０～２８．００％）；屎肠球菌、粪肠球菌对达托霉

素及红霉素耐药（耐药率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对氨

苄西林、万古霉素敏感（耐药率０～３３．３３％）（表２，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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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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ｄｒｕｇｓ

大肠埃希菌（ｎ＝２５）犈．犮狅犾犻

耐药株数

Ｎｏ．

耐药率（％）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肺炎克雷伯菌（ｎ＝１６）犓．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

耐药株数

Ｎｏ．

耐药率（％）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阴沟肠杆菌（ｎ＝１４）犈．犮犾狅犪犮犪犲

耐药株数

Ｎｏ．

耐药率（％）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庆大霉素 ９ ３６．００ １０ ６２．５０ ２ １４．２９

氨苄西林 ２１ ８４．００ １３ ８１．２５ １４ １００．００

左氧氟沙星 １２ ４８．００ ６ ３７．５０ ２ １４．２９

头孢噻肟 １８ ７２．００ １０ ６２．５０ １１ ７８．５７

氨曲南 ２０ ８０．００ １０ ６２．５０ ７ ５０．００

阿米卡星 ７ ２８．００ ３ １８．７５ ０ ０．００

亚胺培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表３　主要革兰阳性菌的耐药性

犜犪犫犾犲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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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犫犪犮狋犲狉犻犪

抗菌药物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ｄｒｕｇｓ

屎肠球菌（ｎ＝１１）

犈．犳犪犲犮犻狌犿

株数

Ｎｏ．

耐药率（％）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粪肠球菌（ｎ＝６）

犈．犳犪犲犮犪犾犻狊

株数

Ｎｏ．

耐药率（％）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达托霉素 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６ １００．００

利福平 ３ ２７．２８ ６ １００．００

红霉素 ７ ６３．６３ ３ ５０．００

氨苄西林 ２ １８．１８ ２ ３３．３３

万古霉素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３　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ＡＯＳＣ患者ＰＴＣＤ术后感染的

发生与年龄、胆道感染史、引流方式、梗阻部位、术前

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有关（犘＜０．０５）（表４）；多因素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内外引流、梗阻部位、术前Ｃｈｉｌｄ

ｐｕｇｈ评分是ＡＯＳＣ患者ＰＴＣＤ术后感染发生的独立

危险因素（犘＜０．０５）（表５）。

表４　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犘犜犆犇术后感染单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４　犛犻狀犵犾犲犳犪犮狋狅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犪犮狌狋犲狅犫狊狋狉狌犮狋犻狏犲狊狌狆狆狌狉犪狋犻狏犲犮犺狅犾犪狀犵犻狋犻狊犪犳狋犲狉犘犜犆犇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组别

Ｇｒｏｕｐ

感染组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ｎ＝６４）

非感染组

Ｎ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ｇｒｏｕｐ（ｎ＝６０）
χ２ 犘

性别 男 ３３ ３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５

女 ３１ ２８

年龄（岁） ５１～６０ ２２ ２８ ４．５２８ ＜０．０５

７０～７５ ４２ ３２

胆道感染史 是 ４０ ２６ ４．５７０ ＜０．０５

否 ２４ ３４

引流方式 内外引流 ２０ ３５ ９．２０３ ＜０．０１

外引流 ４４ ２５

梗阻部位 高 ４１ ２３ ２２．７３０ ＜０．０１

低 ２３ ３７

术前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分） Ａ １３ １７ １８．４７４ ＜０．０１

Ｂ １７ ２１

Ｃ ３４ ２２

表５　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犘犜犆犇术后感染多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５　犕狌犾狋犻犳犪犮狋狅狉犻犪犾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犪犮狌狋犲狅犫狊狋狉狌犮狋犻狏犲狊狌狆狆狌狉犪狋犻狏犲犮犺狅犾犪狀犵犻狋犻狊犪犳狋犲狉犘犜犆犇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相关因素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ＯＲ ９５％Ｃｌ 犘

术前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 ２．６９７ ０．９０３ ８．９２０ １４．７１４ ２．５２１－８５．９０６ ＜０．０５

梗阻部位 ２．２３１ ０．８９５ ６．２１３ ９．２４６ １．６０９－５３．１４６ ＜０．０５

内外引流 １．６７８ ０．７１５ ５．５０８ ５．３２７ １．３１８－２１．５４２ ＜０．０５

讨　论

ＡＯＳＣ多因胆管梗阻、细菌感染造成胆管内压急

速增高，进而造成肝脏胆血屏障受到损伤，毒素、细菌

大量侵入血循环而发病［８－９］。目前，ＰＴＣＤ术是治疗

ＡＯＳＣ的常用方法，创伤较小，患者依从性较好，术后

并发症少，可明显改善患者肝脏功能［１０］。研究发现，

ＰＴＣＤ术后存在一定的感染风险，推测原因可能是大

量细菌进入胆道后引起［１１－１２］。

健康人的胆汁是处于无菌状态的，只有当机体的

抵抗力降低时，防御机制遭受破坏，在梗阻、胆肠吻合、

操作污染等情况下，菌群移位至肝脏和胆道处，进而产

生致病作用。因此，胆道感染的细菌主要来自肠道，且

以大肠埃希菌为主。李悦悦等［１３］报道胆道恶性梗阻

患者胆道病原菌主要为大肠埃希杆菌、肺炎克雷伯杆

菌及肠球菌。本研究显示，ＡＯＳＣ患者ＰＴＣＤ术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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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病原菌以大肠埃希菌（２７．７８％）和肠球菌（１７．

７８％）为主；其中革兰阳性菌２５株，占２７．７８％，主要

以屎肠球菌（１２．２２％）为主，与以往研究结果
［１４－１５］基

本一致。胆道感染具有起病急、病情发展快等特点，而

细菌培养、药敏试验所需的检测时间相对较长，且对标

本有一定要求，因此临床上大多依靠经验用药。本研

究药敏试验结果显示，ＡＯＳＣ患者ＰＴＣＤ术后感染的

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及阴沟肠杆菌主要对氨苄

西林、头孢噻肟、氨曲南耐药，而对阿米卡星敏感性较

高；屎肠球菌、粪肠球菌主要对达托霉素及红霉素耐

药，而对氨苄西林、万古霉素敏感性较高。因此，在临

床给药时，如果确定患者为阳性球菌的感染，宜选用氨

苄西林；重症感染者可联合使用万古霉素。而如果确

认为阴性杆菌感染，宜选用阿米卡星和亚胺培南。

单因素分析ＡＯＳＣ患者ＰＴＣＤ术后感染的发生

与年龄、胆道感染史、引流方式、梗阻部位、术前Ｃｈｉｌｄ

ｐｕｇｈ评分有关（犘＜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显示，内外引流、梗阻部位、术前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是导

致ＡＯＳＣ患者ＰＴＣＤ术后发生胆道感染的独立危险

因素（犘＜０．０５）。成丕光等
［１６］研究发现高位梗阻患

者是胆道感染的高危因素，高位梗阻患者细菌培养阳

性率高于中低位梗阻患者，因此要重视对术后感染的

预防，控制高位梗阻患者感染的发生。引流方式分为

外引流与内外引流，本研究显示内外引流是胆道感染

的危险因素，推测其原因是内外引流需经十二指肠壶

腹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壶腹周围环形括约肌的功能，

而且当梗阻状态改善后，肠道与胆道之间的压力易失

去平衡，从而造成含有细菌的肠道内容物逆行入胆道，

进而引起胆道感染。研究发现，术前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肝功能情况。一般来说，肝功能较

差的患者易发生胆道感染［１７］。因此对于具有上述独

立危险因素的患者，术前可给予针对性治疗，如保护和

改善肝功能、调整治疗方案、改变引流方式等，以减少

ＰＴＣＤ术后感染的发生。

综上所述，ＡＯＳＣ患者ＰＴＣＤ术后发生胆道感染

的致病菌分布较广，且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临床用药

需在病原菌鉴定的基础上针对性给药。ＰＴＣＤ术后感

染的革兰阴性菌对阿米卡星、亚胺培南敏感性较高，而

肠球菌对氨苄西林、万古霉素敏感性较高。内外引流、

梗阻部位、术前Ｃｈｉｌｄｐｕｇｈ评分是导致感染的独立危

险因素。因此，术前应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制定相应

的预防和治疗方案，提高手术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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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胆道外科学组．急性胆道系统感染的诊断

和治疗指南（２０１１版）［Ｊ］．中华消化外科杂志，２０１１，１０（１）：９－

１３．

［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摘登（１）［Ｊ］．

新医学，２００５，３６（８）：４９５．

［７］　李小鹏，王治国．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标准与指南［Ｊ］．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０１，２４（４）：２５１－２．

［８］　ＺｈａｎｇＣ，ＹａｎｇＹＬ，ＭａＹＦ，ｅｔａｌ．Ｔｈ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ｓｔ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ＥＲＣＰ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ａ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Ｊ］．ＢＭＣ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７，１７（１）：１０８．

［９］　高青豹，李文刚，林明强，等．经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术治疗

急性梗阻性化脓性胆管炎患者疗效及感染病原菌调查［Ｊ］．实用

肝脏病杂志，２０１９，２２（５）：７４０－４．

［１０］　刘立彬，杨连营，杜庆云，等．胆总管结石合并急性胆管炎患者

ＰＴＣＤ胆汁与血培养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Ｊ］．中华医院感

染学杂志，２０１９，２９（５）：７２６－９．

［１１］　薛鸿，岳鹏，刘晶晶，等．经ＥＲＣＰ途径与ＰＴＣＤ途径治疗恶性

梗阻性黄疸疗效比较的系统评价［Ｊ］．中国内镜杂志，２０１９，２５

（３）：１７－２６．

［１２］　谢兴武，唐先志，吴鹏，等．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后胆道感染

的主要病原菌类型及药敏试验分析［Ｊ］．中华介入放射学电子杂

志，２０１８，６（４）：３０６－１０．

［１３］　李悦悦，刘毅，李艳君，等．１０１例恶性梗阻性黄疸行经皮肝脏

穿刺胆道引流术后胆道感染及抗感染治疗分析［Ｊ］．药学实践杂

志，２０１６，３４（６）：５５６－９，５７３．

［１４］　齐雪阳，张勤生，牛学恩，等．胆道感染患者胆汁病原菌分布及

耐药性分析［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７（１３）：３０１４－６．

［１５］　延学军，岳风芝，赵付生，等．急性胆管炎患者胆汁病原菌分布

与药敏性分析［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６（６）：１２８１－３．

［１６］　成丕光，王建强，石天亭，等．梗阻性黄疸患者经皮肝穿胆道引

流术后胆道感染的分析［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６

（１２）：２７５３－５．

［１７］　李发旺．阻塞性黄疸行ＰＴＣＤ术后发生感染影响因素分析与对

策［Ｊ］．影像研究与医学应用，２０１９，３（１）：１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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