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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例妊娠晚期孕妇Ｂ族链球菌感染及妊娠结局调查

和定植高危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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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调查４５２例妊娠晚期孕妇Ｂ族链球菌感染情况及妊娠结局，并对孕妇Ｂ族链球菌定植高危因素进行分

析。　方法　选择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在本院顺利分娩的妊娠晚期孕妇４５２例，筛查孕妇Ｂ族链球菌感染情况，

并进行药敏试验；对比分析Ｂ族链球菌阳性孕妇和Ｂ族链球菌阴性孕妇的妊娠结局，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妊娠晚期孕

妇Ｂ族链球菌定植的高危因素。　结果　４５２例妊娠晚期孕妇中Ｂ族链球菌感染率为１０．８４％（４９／４５２）。Ｂ族链球菌

对万古霉素、氨苄西林、利奈唑胺、头孢曲松、头孢丙烯、庆大霉素、替考拉宁、呋喃妥因以及磷霉素的耐药率均为０，对青

霉素耐药率为２．０４％（１／４９），对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克林霉素耐药率分别为３２．６５％（１６／４９）、６９．３９％（３４／４９）和５７．

１４％（２８／４９）。Ｂ族链球菌阳性孕妇胎儿宫内窘迫、剖宫产发生率分别为１４．２８％和１６．３３％，Ｂ族链球菌阴性孕妇组分

别为４．４６％和６．２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显示，胎龄≤３７周、甲状腺功能异常以及孕后期未

使用抗菌药物为妊娠晚期孕妇Ｂ族链球菌定植的独立危险因素（犘＜０．０５）。　结论　Ｂ族链球菌定植孕妇更容易出现

不良妊娠结局，应给予胎龄较小、存在甲状腺功能异常以及孕后期未使用抗菌药物的孕妇更多关注，及时预防并首选青

霉素进行治疗，以减少Ｂ族链球菌的定植感染，为母婴安全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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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族链球菌为需氧型无乳链球菌，主要寄生于成

年女性的阴道、直肠等位置，是母婴感染的主要病原

菌，定植率可达４０．０％，严重时会导致孕晚期流产、早

产、胎膜早破、产褥感染等，同时也是新生儿脑膜炎、脓

毒血症、肺炎等局灶性感染以及新生儿死亡的主要诱

发原因［１２］。近年来关于孕妇Ｂ族链球菌带菌情况倍

受关注，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提议将Ｂ

族链球菌筛查作为高危孕妇围生期备查指标［３］，有助

于感染的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但由于筛查方式、

取样部位、检测方法以及地域原因等的影响，孕妇Ｂ

族链球菌的定植率地区间存在较大差异。本研究对

４５２例妊娠晚期孕妇Ｂ族链球菌感染情况及妊娠结局

进行了调查，对Ｂ族链球菌定植的高危因素进行分

析，为孕妇Ｂ族链球菌定植感染的预防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１　受试对象

选择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在本院门诊产

检的妊娠３５～３７周的单胎孕妇４５２例，年龄２２～４３

岁，平均年龄（２９．３±３．４）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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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仪器与试剂

含５．０％绵羊血的哥伦比亚血平皿为中国安图生

物公司生产；含５．０％绵羊血的 ＭＨ琼脂平皿为法国

科玛嘉公司生产；药敏纸片和 ＴＨ 肉汤为英国 ＯＸ

ＯＩＤ 公 司 生 产。质 控 菌 株 为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ＡＴＣＣ２５９２３），由青海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３　方法

３．１　标本采集　清洁受试孕妇外阴，然后将无菌棉拭

子放入阴道下１／３内，旋转１周采取阴道分泌物。

３．２　Ｂ族链球菌的分离、鉴定　将阴道拭子放置在

ＴＨ肉汤管中增菌培养２４ｈ，再分别接种至哥伦比亚

血平皿，培养皿置３５℃、１０．０％ＣＯ２ 培养箱中孵育２４

ｈ，观察血平皿上菌落的特点。挑取灰白色、表面光

滑、有乳光、半透明、β溶血、中等大小的菌落进行触酶

试验和ＣＡＭＰ试验，触酶试验阴性、ＣＡＭＰ试验阳性

的判定为Ｂ族链球菌。采用纸片扩散法（ＫＢ法）检

测Ｂ族链球菌的耐药性，结果判定参照美国临床和实

验室标准化协会（ＣＬＳＩ）２０１６版中的相关标准。药敏

试验药物包括万古霉素、氨苄西林、利奈唑胺、头孢曲

松、头孢丙烯、庆大霉素、替考拉宁、呋喃妥因、磷霉素、

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克林霉素等。

３．３　妊娠结局判定　观察、收集并记录４５２例妊娠晚

期孕妇胎儿宫内窘迫、剖宫产、产后出血、产钳助产的

发生情况，对比分析Ｂ族链球菌阳性与Ｂ族链球菌阴

性母婴妊娠结局。

３．４　Ｂ族链球菌定植相关因素分析　收集孕妇年龄、

胎龄、流产史、经产妇、甲状腺功能、妊娠期糖尿病、妊

娠期高血压、产妇孕后期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等资料进

行Ｂ族链球菌定植单因素分析，对相关因素进行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确定引起妊娠晚期孕妇Ｂ族链球

菌定植感染的高危因素。

３．５　数据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进行狋检

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进行卡方检验。犘＜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犅族链球菌定植筛查

４５２例妊娠晚期孕妇中，检查出Ｂ族链球菌感染

者４９例，阳性率１０．８４％。

２　犅族链球菌的耐药性

药敏试验显示，妊娠晚期孕妇感染的Ｂ族链球菌

对万古霉素、氨苄西林、利奈唑胺、头孢曲松、头孢丙

烯、庆大霉素、替考拉宁、呋喃妥因以及磷霉素敏感，耐

药率均为０；青霉素耐药率为２．０４％（１／４９），左氧氟沙

星、阿奇霉素、克林霉素耐药率分别为３２．６５％（１６／

４９）、６９．３９％（３４／４９）和５７．１４％（２８／４９）（表１）。

表１　４９株犅族链球菌药敏试验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犇狉狌犵狊犲狀狊犻狋犻狏犻狋狔狋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犵狉狅狌狆犅狊狋狉犲狆狋狅犮狅犮犮狌狊

抗菌药物

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ｄｒｕｇ

耐药株数

Ｎｏ．ｏｆｓｔｒａｉｎ

耐药率（％）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万古霉素 ０ ０．００

氨苄西林 ０ ０．００

左氧氟沙星 １６ ３２．６５

利奈唑胺 ０ ０．００

阿奇 ３４ ６９．３９

头孢曲松 ０ ０．００

克林霉素 ２８ ５７．１４

青霉素 １ ２．０４

头孢丙烯 ０ ０．００

庆大霉素 ０ ０．００

替考拉宁 ０ ０．００

呋喃妥因 ０ ０．００

磷霉素 ０ ０．００

·８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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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犅族链球菌阳性与阴性母婴妊娠结局比较

Ｂ族链球菌阳性与阴性母婴妊娠结局见表２。Ｂ

族链球菌阳性孕妇胎儿宫内窘迫、剖宫产发生率均高

于Ｂ族链球菌阴性产妇（均犘＜０．０５）；两组产妇产后

出血、产钳助产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犘＞

０．０５）。

表２　犅族链球菌阳性与犅族链球菌阴性母婴妊娠结局对比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狆狉犲犵狀犪狀犮狔狅狌狋犮狅犿犲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犵狉狅狌狆犅狊狋狉犲狆狋狅犮狅犮犮狌狊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犪狀犱犵狉狅狌狆犅狊狋狉犲狆狋狅犮狅犮犮狌狊狀犲犵犪狋犻狏犲犿狅狋犺犲狉狊犪狀犱犻狀犳犪狀狋狊

组别

Ｇｒｏｕｐ

胎儿宫内窘迫Ｆ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例数Ｎｏ．ｏｆｃａｓｅｓ ％

剖宫产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

例数Ｎｏ．ｏｆｃａｓｅｓ ％

产后出血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例数Ｎｏ．ｏｆｃａｓｅｓ ％

产钳助产Ｆｏｒｃｅｐ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例数Ｎｏ．ｏｆｃａｓｅｓ ％

Ｂ族链球菌阳性（ｎ＝４９） ７ １４．２８
ａ ８ １６．３３

ｂ ２ ４．０８ ４ ８．１６

Ｂ族链球菌阴性（ｎ＝４０３） １８ ４．４６ ２５ ６．２０ ９ ２．２３ ２１ ５．２１

注：与Ｂ族链球菌阴性组比较，
ａ
ｘ
２
＝６．２９２，

ｂ
ｘ
２
＝５．２０４，均犘＜０．０５。

Ｎｏｔ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ｇｒｏｕｐＢ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
ａ
ｘ
２
＝６．２９２，

ｂ
ｘ
２
＝５．２０４，ａｌｌ犘＜０．０５．

４　犅族链球菌定植高危因素分析

经单因素分析，Ｂ族链球菌感染定植与孕妇胎龄、

是否经产妇、孕产甲状腺功能情况、孕后期使用抗菌药

物情况密切相关（均犘＜０．０５）（表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

显示，胎龄≤３７周、甲状腺功能异常以及孕后期未使

用抗菌药物为妊娠晚期孕妇Ｂ族链球菌感染的独立

危险因素（均犘＜０．０５）（表４）。

表３　犅族链球菌定植的单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３　犛犻狀犵犾犲犳犪犮狋狅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犵狉狅狌狆犅狊狋狉犲狆狋狅犮狅犮犮狌狊犮狅犾狅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组别

Ｇｒｏｕｐ

Ｂ族链球菌阳性组

ＧｒｏｕｐＢ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４９）
Ｂ族链球菌阴性组

ＧｒｏｕｐＢ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ｎ＝４０３）
χ２ Ｐ

年龄（岁） ≤３５ ３３ ３０７ １．８２８ ＞０．０５

＞３５ １６ ９６

胎龄（周） ≤３７ ３６ １０２ ４７．７７４ ＜０．０１

＞３７ １３ ３０１

流产史 是 １５ １５６ １．２１８ ＞０．０５

否 ３４ ２４７

经产妇 是 ３９ １２２ ４６．３３９ ＜０．０１

否 １０ ２８１

甲状腺功能异常 是 ４２ ６２ １２１．９８４ ＜０．０１

否 ７ ３４１

妊娠期糖尿病 是 ３０ ２２２ ０．６６７ ＞０．０５

否 １９ １８１

妊娠期高血压 是 ２６ ２１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５

否 ２３ １８８

孕后期使用抗菌药物 是 ８ ３００ ６７．９６８ ＜０．０１

否 ４１ １０３

表４　犅族链球菌定植的多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４　犕狌犾狋犻犳犪犮狋狅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犵狉狅狌狆犅狊狋狉犲狆狋狅犮狅犮犮狌狊犮狅犾狅狀犻狕犪狋犻狅狀

独立危险因素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ＯＲ（９５％ＣＩ） 犘

胎龄（≤３７周） １．１１３ ０．３６１ ９．５０６ ３．０３３（１．４９８～６．１４１） ＜０．０５

甲状腺功能异常 １．０２７ ０．２９８ １１．８７７ ２．７８４（１．５５５～４．９８４） ＜０．０５

孕后期未使用抗菌药物 １．２８９ ０．３１２ １７．０６９ ３．６１５（１．９６５～６．６５１） ＜０．０５

讨　论

Ｂ族链球菌为国际公认的围产期母婴感染主要致

病菌，其产生的β溶血素／细胞溶素会破坏母胎屏障，

造成孕妇产褥期脓毒血症等感染性疾病，并通过羊膜

感染羊水，引起胎膜早破、早产、新生儿肺炎等疾病，甚

至危及胎儿生命［４］。但我国最新版《孕前和孕期保健

指南（第一版）》［５］尚未将围产期Ｂ族链球菌筛查作为

常规检查项目，仅作了推荐，故而临床上依旧缺乏Ｂ

族链球菌定植的相关治疗方案。文献报道，上海长宁

地区１０１５８例围产期孕妇阴道标本中Ｂ族链球菌检

测阳性率为６．３％
［６］；广东东莞地区检出率为９．

１％
［７］；广东佛山地区检出率为７．０９％

［８］。本研究结

果显示，在该院门诊产检的４５２例妊娠晚期孕妇中有

４９例感染Ｂ族链球菌，感染率为１０．８４％，略高于上

海、东莞、佛山等地，可能与各地区人们的生活环境、生

活方式，以及细菌培养、检测方法、标本来源等的不同

存在一定关系。

及时给予Ｂ族链球菌阳性孕妇有效的抗菌药物

·９６９·

中 国 病 原 生 物 学 杂 志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犘犪狋犺狅犵犲狀犅犻狅犾狅犵狔
　
２０２０年９月　第１５卷第９期

Ａｕｇ．２０２０，　Ｖｏｌ．１５，Ｎｏ．８



干预，对保证母婴健康与安全意义重大。本研究对Ｂ

族链球菌的耐药情况进行检测分析，该菌对万古霉素、

氨苄西林、利奈唑胺、头孢曲松、头孢丙烯、庆大霉素、

替考拉宁、呋喃妥因以及磷霉素敏感。对青霉素的耐

药率为２．０４％，对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和克林霉素

耐药率分别为３２．６５％、６９．３９％和５７．１４％。与李春

燕等［９］、曾白华等［１０］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分离株暂未

出现万古霉素耐药，但由于万古霉素的使用会造成肾

损伤，且耳毒性较强，对于严重感染患者常推荐使用利

奈唑烷。另外，分离菌中已出现青霉素耐药株，但其耐

药率较低，临床上依旧推荐青霉素为孕妇及新生儿Ｂ

族链球菌感染治疗首选药物。对于青霉素过敏者，建

议使用头孢菌素替代，对青霉素及头孢菌素均存在过

敏反应的孕妇和新生儿，则建议使用阿奇霉素或者克

林霉素治疗。本研究中部分Ｂ族链球菌菌株对阿奇

霉素和克林霉素耐药率较高，临床使用时应依据药敏

试验结果选择治疗药物。同时加强对Ｂ族链球菌耐

药性的监测，谨慎用药，以防耐药菌株的扩散。

Ｋｗａｔｒａ等
［１１］的研究发现，Ｂ族链球菌感染孕妇

出现胎儿宫内窘迫、产后出血、剖宫产的风险较Ｂ族

链球菌阴性孕妇高。本研究中Ｂ族链球菌阳性孕妇

胎儿宫内窘迫、剖宫产发生率显著高于Ｂ族链球菌阴

性孕妇（犘＜０．０５），与文献［１２］报道的结果大致相符。

因此，明确Ｂ族链球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已经成为母婴

不良结局预防的重中之重。本研究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

析，胎龄≤３７周、甲状腺功能异常、孕后期未使用抗菌

药物为妊娠晚期孕妇Ｂ族链球菌感染的独立危险因

素（犘＜０．０５）。这是因为胎龄越小，各器官发育越不

完善，免疫功能存在缺陷，因而更容易导致细菌侵袭，

引发感染；而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妊娠晚期孕妇可能存

在体内激素水平变化，从而更容易引起阴道内环境改

变，造成Ｂ族链球菌定植，但具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而孕期使用抗菌药物能起到一定预防Ｂ族链

球菌感染的作用［１０，１３］。

综上所述，妊娠晚期孕妇存在Ｂ族链球菌的定植

风险，一旦感染会导致孕妇更容易出现不良妊娠结局。

因此应重视妊娠晚期孕妇Ｂ族链球菌定植感染的筛

查，给予胎龄较小、存在甲状腺功能异常以及孕后期未

使用抗菌药物的孕妇更多关注，及时预防并首选青霉

素对患者进行治疗，以减少Ｂ族链球菌的定植感染，

为母婴安全提供更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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