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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地区结核分支杆菌耐药性分析及 缘 年耐药率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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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摘

淮南 圆猿圆园园员冤

要暂 目的院分析淮南地区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性特点袁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遥 方法院收集 圆园园怨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怨 月本院培

养分离的 员远远 株结核分支杆菌的药敏结果和患者信息袁 采用绝对浓度法对培养阳性的结核分枝杆菌进行 缘 种抗结核药物利福
平渊砸云孕袁缘园尧圆缘园 皂早 辕 蕴冤尧异烟肼渊陨晕匀袁员尧员园 皂早 辕 蕴冤尧链霉素渊杂酝袁员园尧员园园 皂早 辕 蕴冤尧乙胺丁醇渊耘酝月袁缘尧缘园 皂早 辕 蕴冤和吡嗪酰胺渊孕在粤袁
圆缘尧员园园 皂早 辕 蕴冤的耐药性测定遥并与 圆园园缘 年 远 月耀圆园园愿 年 缘 月本院细菌室分离出的 圆苑猿 株结核分枝杆菌的药敏结果比较遥 结果院

圆园园怨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怨 月分离的 员远远 株结核分支杆菌总耐药率 缘园援远豫渊愿源 株冤袁 耐多药率 员愿援员豫渊猿园 株冤袁缘 种药物耐药情况为

孕在粤﹥砸云孕﹥杂酝﹥陨晕匀﹥耘酝月袁耐药率分别是 源园援怨豫尧圆圆援怨豫尧圆园援缘豫尧员缘援苑豫尧怨援远豫曰初始耐药率 源缘援缘豫袁耐多药率 怨援员豫曰获得性耐

药率 缘源援园豫袁耐多药率 圆源援园豫遥与本地 圆园园缘 年 远 月耀圆园园愿 年 缘 月比较袁陨晕匀尧耘酝月尧杂酝 的耐药率明显降低渊孕﹤园援园缘冤遥结论院本地结
核菌单药耐药率逐渐降低袁总耐药率和耐多药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袁应加强抗结核药物的耐药性监测袁根据药敏结果选择有效
化疗方案袁防止耐药菌的传播遥
咱关键词暂 结核曰 分枝杆菌曰 耐药性
咱中图分类号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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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全球受结核菌感染的人数已达 圆园 亿袁
其中 缘 园园园 万人感染了耐药结核菌袁 现症结核病患
者中 圆 辕 猿 以上有发生耐多药的危险咱员暂遥 我国人群中
结核杆菌耐药趋势总体呈缓慢下降趋势袁但与发达
国家相比袁仍属高耐药水平袁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
峻咱圆暂遥 耐药性是制约我国结核病控制的主要影响因
素之一遥 对结核分枝杆菌进行耐药性检测袁及时了
解其耐药情况袁不仅可以为临床提供个体用药方案袁
还可以为结核病防治提供依据和参考遥
员 材料与方法
员援员 材料
员远远 株渊组一冤结核分枝杆菌均来自 圆园园怨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怨 月在本院结核病防治所确诊的结核病
患者遥 其中男 员猿愿 例袁女 圆愿 例袁患者年龄 员愿耀愿缘 岁袁
平均年龄 缘猿 岁曰通过调查门诊尧住院病历和电话回
访了解患者信息袁根据病史可分为院淤初治患者 远远
例袁入选标准是初次发现未经治疗者曰于复治患者
员园园 例袁 入选标准是初治失败或治疗的患者再次复
发袁或查出肺结核后接受不规则尧不合理化疗已经超
过 员 个月者遥 利用本院药敏报告系统袁统计出 圆园园缘
年 远 月耀圆园园愿 年 缘 月本院细菌室分离出的 圆苑猿 株
渊组二冤结核分枝杆菌的药敏结果遥
法国梅里埃公司的 月葬糟栽 辕 粤蕴耘砸栽 猿阅 全自动分

月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圆冤园愿鄄员员远源鄄园源

枝杆菌培养系统及其配套试剂 渊酝孕 培养瓶和抗生
素补充剂等冤遥 改良罗氏培养基尧缘 种一线抗结核药
物纯品购于美国 杂蚤早皂葬 公司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细菌培养方法
痰液标本加等量 圆豫晕葬韵匀 消化处理 员缘 皂蚤灶 离
心沉淀袁体液标本直接离心袁取沉淀后的标本 园援缘 皂造
左右袁 加入预先加入抗生素补充剂的分枝杆菌培养
瓶内袁然后放入 猿阅 培养系统内进行培养遥 取出 猿阅
系统显示阳性瓶袁离心袁涂片袁抗酸染色袁确认有抗酸
杆菌后袁该标本判为阳性遥
员援圆援圆 药敏实验
按叶结核病诊断细菌学检验规程曳制备斜面罗氏
药敏培养基袁每种药物均设 圆 个浓度袁分别为院利福
平 渊砸云孕冤缘园尧圆缘园 皂早 辕 蕴袁异烟肼渊陨晕匀冤员尧员园 皂早 辕 蕴袁 链
霉素渊杂酝冤员园尧员园园 皂早 辕 蕴袁乙胺丁醇渊耘酝月冤缘尧缘园 皂早 辕 蕴袁
吡嗪酰胺渊孕在粤冤圆缘尧员园园 皂早 辕 蕴遥
取离心沉淀的阳性标本袁无菌生理盐水稀释袁与
麦氏标准比浊管比浊袁配成湿重 员 早 辕 蕴 的菌悬液袁再
用无菌蒸馏水稀释至 园援园员 早 辕 蕴袁 以无菌注射器取菌
液 园援员 皂造 分别接种于含药培养基尧对照培养基斜面
上袁 置 猿苑益培养袁源 周观察结果袁匀猿苑砸增 药物敏感株
作为质控遥
员援圆援猿 结果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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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管上有细菌生长为有效结果袁药敏培养基
上全无细菌生长或菌落数少于 员园 个视为敏感遥 质
控菌株应无细菌生长遥
员援圆援源 耐药标准
从未用过抗结核药物治疗或治疗时间约员 个月
者为初始耐药曰 曾接受过逸员 个月抗结核药物治疗
者为获得性耐药曰结核菌耐 陨晕匀尧砸云孕 圆 种主要抗结
核药物或 圆 种以上抗结核药物为耐多药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耐药率以百分比表示袁 两两比较采用卡方检
验袁 经 杂孕杂杂员苑援园 统计软件处理袁孕 约 园援园缘 有统计学
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员远远 株结核分枝杆菌药敏结果
从临床患者中分离出 员远远 株结核分枝杆菌袁药
敏结果显示耐药株 愿源 株袁敏感株 愿圆 株袁总耐药率
缘园援远豫遥 耐单药 猿愿 株 渊圆圆援怨豫冤袁 耐 圆 种药 员远 株
渊怨援远豫冤袁耐多药 猿园 株渊员愿援员豫冤渊表 员冤曰没有发现耐

陨晕匀 和 砸云孕 圆 种抗结核药物的结核菌株袁圆园 株耐
陨晕匀尧砸云孕 都伴有其他药物的耐药曰去除 孕陨粤 的 源 种
药物总耐药率 猿员援猿豫袁耐多药率 员圆援园豫遥 缘 种药物耐
药情况为 孕在粤﹥砸云孕﹥杂酝﹥陨晕匀﹥耘酝月袁 其中耐
孕在粤 远愿 株袁耐 砸云孕 猿愿 株袁耐 杂酝 猿源 株袁耐 陨晕匀 圆远株袁
耐 耘酝月 员远 株 曰 其 耐 药 率 分 别 是 源园援怨豫 尧圆圆援怨豫 尧
圆园援缘豫尧员缘援苑豫尧怨援远豫渊表 圆冤遥
圆援圆 初始耐药与获得性耐药情况
远远 例初治患者耐药株 猿园 株袁耐药率 源缘援缘豫袁其
中耐单药 员愿 株袁耐 圆 种药 远 株袁耐多药 远 株袁耐药率
分别是 圆苑援猿豫尧怨援员豫尧怨援员豫遥 员园园 例复治患者耐药株
缘源 株袁耐药率 缘源援园豫袁其中耐单药 圆园 株袁耐 圆 种药
员园 株袁耐多药 圆源 株袁耐药率分别是 圆园援园豫尧员园援园豫尧
圆源援园豫 遥 远远 例 初 治 患 者 缘 种 药 物 孕在粤尧砸云孕尧杂酝尧
陨晕匀尧耘酝月 耐 药 率 分 别 是 猿园援猿豫 尧员愿援圆豫 尧员愿援圆豫 尧
怨援员豫尧猿援园豫曰员园园 例复治患者 缘 种药物耐药率分别
是 源愿援园豫尧圆远援园豫尧圆圆援园豫尧圆园援园豫尧员源援园豫遥 获得性耐
药株中 孕在粤尧砸云孕尧陨晕匀 的药物高浓度耐药率升高
渊表 员尧圆冤遥

表 员 员远远 株结核分枝杆菌药敏试验结果
组别
初始耐药
获得性耐药
合计
去 孕在粤 耐药

灶
远远
员园园
员远远
员远远

耐单药
员愿渊圆苑援猿冤
圆园渊圆园援园冤
猿愿渊圆圆援怨冤
员愿渊员园援愿冤

与获得性耐药比较袁鄢孕 越 园援园员缘遥

表圆
药物种类
陨晕匀
砸云孕
耘酝月
杂酝
孕在粤
合计

耐 圆 种药
园远渊怨援员冤园
员园渊员园援园冤
员远渊怨援远冤园
员源渊愿援源冤园

耐多药
园远渊怨援员冤鄢
圆源渊圆源援园冤
猿园渊员愿援员冤
圆园渊员圆援园冤

员远远 株结核分枝杆菌 缘 种药物不同浓度耐药情况

浓度渊皂早 辕 蕴冤
员
员园
缘园
圆缘园
缘
缘园
员园
员园园
圆缘
员园园

圆援猿 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变迁
组一与组二比较袁 抗结核分枝杆菌药物 陨晕匀尧
耘酝月尧杂酝 的耐药率明显降低渊孕﹤园援园缘冤袁砸云孕尧孕在粤耐
药率略有降低但没有显著差异渊表 猿冤遥 组二缘 种药
物耐药排序为 孕在粤﹥杂酝﹥砸耘云﹥陨晕匀越耘酝月遥

窑员员远缘窑

初始耐药
园远渊怨援员冤
园圆渊猿援园冤
员圆渊员愿援圆冤
园远渊怨援员冤
园圆渊猿援园冤
园圆渊猿援园冤
员圆渊员愿援圆冤
园愿渊员圆援员冤
圆园渊猿园援猿冤
园愿渊员圆援员冤
远远

猿 讨

获得性耐药
圆园渊圆园援园冤
园愿渊愿援园冤园
圆远渊圆远援园冤
员远渊员远援园冤
员源渊员源援园冤
园圆渊圆援园冤园
圆圆渊圆圆援园冤
员园渊员园援园冤
源愿渊源愿援园冤
圆愿渊圆愿援园冤
员园园

咱灶渊豫冤暂

合计
猿园渊源缘援缘冤
缘源渊缘源援园冤
愿源渊缘园援远冤
缘圆渊猿员援猿冤

咱灶渊豫冤暂

合计
圆远渊员缘援苑冤
员园渊远援园冤
猿愿渊圆圆援怨冤
圆圆渊员猿援猿冤
员远渊怨援远冤
园源渊圆援源冤
猿源渊圆园援缘冤
员愿渊员园援愿冤
远愿渊源园援怨冤
猿远渊圆员援苑冤
员远远

论

本研究表明淮南地区结核菌 缘 种抗结核药物总
耐药率 缘园援远豫袁耐多药率 员愿援员豫袁去除 孕在粤 其余源 种
药物总耐药率 猿员援猿豫袁耐多药率 员圆援园豫袁高于文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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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种类
陨晕匀
砸云孕
耘酝月
杂酝
孕在粤
院检测数 员缘愿 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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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远远 株结核分枝杆菌与本院 圆园园缘耀圆园园愿 年结核分支杆菌耐药情况比较
浓度渊皂早 辕 蕴冤
员
员园
缘园
圆缘园
缘
缘园
员园
员园园
圆缘
员园园

组一渊员远远 株冤
圆远渊员缘援苑冤
员园渊远援园冤园
猿愿渊圆圆援怨冤
圆圆渊员猿援猿冤
员远渊怨援远冤园
源渊圆援源冤
猿源渊圆园援缘冤
员愿渊员园援愿冤
远愿渊源园援怨冤
猿远渊圆员援苑冤

道圆源援愿豫尧怨援员豫咱圆暂和 圆苑援愿豫尧员园援苑豫 咱猿暂的全国水平遥 可
能原因是本地区以矿区为主袁经济相对较落后袁文化
医疗水平低袁患者治疗时间长袁督导化疗不彻底袁患
者依从性差咱源暂袁使得耐药菌株感染流行渊初始耐药率
源缘援缘豫冤遥 耐多药肺结核疗程长袁治疗难度大袁一旦治
疗失败将会引起更大的公共卫生问题遥 政府应进一
步加大结核病防治的投入袁改善医疗环境袁全面推行
合理化疗方案和加强贯彻全程督导治疗力度遥
本研究测定的 缘 种抗结核药物中袁其耐药顺序
为院孕在粤﹥砸云孕﹥杂酝﹥陨晕匀﹥耘酝月袁 耐药率分别为
源园援怨豫尧圆圆援怨豫尧圆园援缘豫尧员缘援苑豫尧怨援远豫遥孕在粤 在酸性环境
中对缓慢生长的细胞内菌群具有灭菌活性袁推荐在
耐多药结核菌的治疗中全程使用袁本研究 孕在粤 耐药
率为 源园援怨豫袁 应引起临床重视遥 杂酝 的耐药率较高
渊圆园援缘豫冤袁可能与其除应用于抗结核病外袁还用于一
般细菌治疗有关袁可改用含 耘酝月 或卷曲霉素的治疗
方案取代含 杂酝 的方案袁以提高结核菌敏感率遥 砸云孕
是一线抗结核药物中最有效的药物袁砸云孕 耐药常常
合并 陨晕匀 耐药遥 可能与用含 砸云孕尧陨晕匀 的多药联合
治疗方案治疗初尧复治患者有关遥 这些一线结核药
物单用容易产生耐药袁且耐药结核菌对二线抗结核
药物的耐药率较高 咱缘暂袁为应对耐药结核菌的传播袁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 野耐药结核病规划管理指南
圆园园愿冶咱远暂袁根据国内的结核菌耐药特点和实践经验袁我
国也提出了耐药结核病化学治疗原则与对策 咱苑原愿暂袁对
结核药物作用机制尧分类尧用药原则尧化疗疗程等作
了详细的说明遥 我国根据结核病不同类型给予相应
的 陨 类渊新发 辕 初治冤和域类渊复治冤标准抗结核化学
治疗方案袁重视结核菌快速鉴定和药敏结果袁根据结
核菌药敏结果制订个体化治疗方案袁坚持标准化尧经
验化和个体化方案相结合遥 这些指南为本地区结核
病规范化的治疗提供了依据袁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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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治疗袁缘 种药物耐药率与 圆园园愿 年之前比较均降
低袁陨晕匀尧耘酝月尧杂酝 的耐药率明显降低袁 说明本地区
结核病规范化治疗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遥
本实验获得性耐药率渊缘源援园豫冤高于初治耐药率
渊源缘援缘豫冤袁 耐多药株达 圆源援园豫明显高于初治耐药的
怨援员豫遥 耐药菌株出现多是不充分或不正确的治疗等
人为因素所致咱远暂遥结核杆菌有多种耐药机制袁陆军等咱怨暂
研究认为淮南地区结核分支杆菌 蕴 型 员园园豫耐药袁其
中不稳定型占 苑愿援愿缘豫袁 不稳定型可回复为细菌型袁
是引起结核病恶化和内源性复发的细菌学根源袁耐
药株中存在 噪葬贼郧尧则责燥月尧则责泽蕴 耐药基因突变遥 目前认
为结核菌耐药与多种基因突变相关咱员园暂袁获得性耐药主
要是基因突变袁导致抗生素靶位变异或药物在细胞内
处于无活性状态遥分枝杆菌存在药物主动外排泵的表
达袁可能是另一种重要的耐药机制咱员员原员圆暂遥
综上所述袁 淮南地区结核菌单药耐药率逐渐降
低袁但总耐药率和耐多药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袁政府
应加大结核病预防和治疗的投入袁 各级卫生医疗系
统应加强实验室培养和药敏性监测袁 根据药敏特点
调整用药袁控制结核流行袁减少耐多药菌株的产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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