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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暂

宜兴

圆员源圆园园曰圆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学部袁江苏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目的院 对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员 年鲍曼不动杆菌的分布情况及耐药性进行分析袁 指导临床合理用

药遥 方法院采用 灾陨栽耘运圆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或 粤孕陨 细菌鉴定板条进行菌种鉴定遥 用纸片琼脂扩散法渊运蚤则遭赠鄄月葬怎藻则 法冤进行药

敏试验遥 宰澡燥灶藻贼 缘援远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遥 结果院鲍曼不动杆菌在痰标本中所占比例最高袁达到 愿园援园豫遥 该菌检出率较高的科室是
老年医学科尧重症监护病房尧急诊科尧呼吸科和脑外科遥 圆园园愿 年鲍曼不动杆菌对头孢哌酮 辕 舒巴坦尧亚胺培南尧美洛培南的耐药率

分别为 员圆援园豫尧员源援愿豫尧圆猿援猿豫曰而 圆园员员 年的耐药率分别上升至 远苑援源豫尧怨园援愿豫尧怨员援员豫遥结论院鲍曼不动杆菌对临床常用药物的耐药
性呈上升趋势袁应加强耐药监控袁控制其传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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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澡葬灶早藻泽 燥枣 凿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葬灶凿 葬灶贼蚤皂蚤糟则燥遭蚤葬造 葬早藻灶贼泽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葬皂燥灶早 粤糟蚤灶藻贼燥 鄄
遭葬糟贼藻则 遭葬怎皂葬灶灶蚤蚤 蚤泽燥造葬贼藻凿 凿怎则蚤灶早 圆园园愿 贼燥 圆园员员
允蚤葬灶早 载蚤怎赠怎葬灶员袁宰葬灶早 允怎藻圆袁载怎 栽蚤灶早圆袁郧怎 月蚤灶早圆袁宰藻灶 再蚤圆鄢袁蕴蚤怎 郧藻灶赠葬灶圆袁酝藻蚤 再葬灶蚤灶早圆

渊员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蕴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袁再 蚤曾蚤灶早 栽怎皂燥则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袁再 蚤曾蚤灶早 圆员源圆园园曰圆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蕴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酝藻凿蚤糟蚤灶藻袁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云燥则 早怎蚤凿蚤灶早 贼澡藻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贼澡藻则葬责赠袁憎藻 泽燥怎早澡贼 贼燥 葬灶葬造赠扎藻 贼澡藻 糟澡葬灶早蚤灶早 燥枣 凿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葬灶凿 贼澡藻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燥枣 粤 糟蚤灶藻贼燥遭葬糟贼藻则 遭葬怎皂葬灶灶蚤蚤 枣则燥皂 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粤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 凿怎则蚤灶早 圆园园愿 贼燥 圆园员员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栽澡藻 遭葬糟贼藻则蚤葬 憎藻则藻

蚤凿藻灶贼蚤枣蚤藻凿 遭赠 灾陨栽耘运圆 蚤凿藻灶贼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 泽赠泽贼藻皂 燥则 粤孕陨 遭葬糟贼藻则蚤葬造 蚤凿藻灶贼蚤枣蚤糟葬贼蚤燥灶 泽贼则蚤责援 粤灶贼蚤皂蚤糟则燥遭蚤葬造 泽怎泽糟藻责贼蚤遭蚤造蚤贼赠 贼藻泽贼蚤灶早 憎藻则藻 糟葬则则蚤藻凿 燥怎贼 遭赠

贼澡藻 凿蚤泽糟 凿蚤枣枣怎泽蚤燥灶 皂藻贼澡燥凿 渊运蚤则遭赠鄄月葬怎藻则 皂藻贼澡燥凿冤援 阅葬贼葬 葬灶葬造赠泽藻泽 憎藻则藻 责藻则枣燥则皂藻凿 遭赠 宰澡燥灶藻贼 缘援远 泽燥枣贼憎葬则藻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粤糟蚤灶藻贼燥遭葬糟贼藻则

遭葬怎皂葬灶灶蚤蚤 则葬灶噪藻凿 贼澡藻 澡蚤早澡藻泽贼 责则燥责燥则贼蚤燥灶 渊愿园援园豫 冤 蚤灶 泽责怎贼怎皂 泽葬皂责造藻泽援 栽澡藻 遭葬糟贼藻则蚤葬 憎葬泽 凿藻贼藻糟贼藻凿 蚤灶 泽燥皂藻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凿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泽袁

蚤灶糟造怎凿蚤灶早 早藻则蚤葬贼则蚤糟泽袁陨悦哉袁藻皂藻则早藻灶糟赠 凿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袁则藻泽责蚤则葬贼燥则赠 葬灶凿 灶藻怎则燥泽怎则早藻则赠援 栽澡藻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则葬贼藻泽 贼燥 糟藻枣燥责藻则葬扎燥灶藻 辕 泽怎造遭葬糟贼葬皂袁
蚤皂蚤责藻灶藻皂 葬灶凿 皂藻则燥责藻灶藻皂 葬皂燥灶早 粤 糟蚤灶藻贼燥遭葬糟贼藻则 遭葬怎皂葬灶灶蚤蚤 蚤灶 圆园园愿 憎藻则藻 员圆援园豫袁员源援愿豫 葬灶凿 圆猿援猿豫袁则藻泽责藻糟贼蚤增藻造赠曰憎澡蚤造藻 贼澡藻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则葬贼藻泽 蚤灶 圆园员员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凿 贼燥 远苑援源豫袁怨园援愿豫 葬灶凿 怨员援员豫袁则藻泽责藻糟贼蚤增藻造赠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宰藻 枣燥怎灶凿 贼澡葬贼 贼澡藻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则葬贼藻泽 燥枣 皂葬灶赠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怎泽藻凿 葬灶贼蚤皂蚤糟则燥遭蚤葬造 葬早藻灶贼泽 泽蚤早灶蚤枣蚤糟葬灶贼造赠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凿 蚤灶 粤 糟蚤灶藻贼燥遭葬糟贼藻则 遭葬怎皂葬灶灶蚤蚤 蚤泽燥造葬贼藻泽援 宰藻 泽澡燥怎造凿 责葬赠 葬贼贼藻灶贼蚤燥灶 贼燥 贼澡藻 葬灶贼蚤皂蚤糟则燥遭蚤葬造
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皂燥灶蚤贼燥则蚤灶早 葬灶凿 糟燥灶贼则燥造 蚤贼泽 泽责则藻葬凿援
咱Key words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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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渊粤 糟蚤灶藻贼燥遭葬糟贼藻则 遭葬怎皂葬灶灶蚤蚤袁粤遭冤为
非发酵革兰阴性杆菌袁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及医院环
境中袁属于条件致病菌遥 该菌是医院感染的重要病
原菌袁主要引起呼吸道感染袁也可引发菌血症尧泌尿

咱基金项目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渊愿员园园园苑缘源冤

通信作者渊悦燥则则藻泽责燥灶凿蚤灶早 葬怎贼澡燥则冤袁耘鄄皂葬蚤造院憎藻灶赠蚤灶躁岳员远猿援糟燥皂

鄢

系感染尧继发性脑膜炎尧手术部位感染尧呼吸机相关
性肺炎等遥 随着抗生素在临床上的大量使用袁粤遭 引
起的院内感染在不断增加袁 其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
率也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咱员原圆暂遥 且更为严重的是多重耐
药的 粤遭 比例也在不断增加袁 主要与其耐药机制的
复杂性有关遥 粤遭 感染后病死率高袁对临床治疗带来
很大的困难咱猿原源暂遥 因此要加强对 粤遭 耐药性的监测及
耐药性变迁分析袁 从而指导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和

原远远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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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院内感染遥 本研究就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员 年南京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 粤遭 耐药性监测数据进行分析袁报
道如下遥

大

学

学

表员
栽葬遭造藻 员

员 材料与方法
员援员 材料
员援员援员 菌株来源

所 有菌 株来 自南 京 医 科 大 学 第 一 附 属 医院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员 年住院及门诊患者细菌培养标本 渊同一
患者剔除重复标本冤遥
员援员援圆 试剂

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的 灾陨栽耘运圆 全自动微生物
鉴定卡及 粤孕陨 细菌鉴定板条袁 英国 韵曾燥蚤凿 公司的细

菌药敏纸片和法国梅里埃公司 酝匀 琼脂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培养与鉴定
细菌培养分离按照 叶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曳
渊第 猿 版冤进行遥 采用 灾陨栽耘运圆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
统及 粤孕陨 细菌鉴定板条进行菌种鉴定遥
员援圆 圆 培养基及药敏试验
采用纸片琼脂扩散法渊运蚤则遭赠鄄月葬怎藻则 法冤袁药敏试
验结果按照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协会渊悦蕴杂陨冤标准判
定 咱缘暂袁耐 药 渊则藻泽蚤泽贼葬灶贼袁砸冤尧 中介 渊蚤灶贼藻则皂藻凿蚤葬贼藻袁陨冤 和敏
感渊泽藻灶泽蚤贼蚤增藻袁杂冤遥 选择的抗菌药物纸片为头孢呋辛尧
头孢他啶尧头孢噻肟尧头孢吡肟尧头孢哌酮 辕 舒巴坦尧
哌拉西林 辕 他唑巴坦尧阿莫西林 辕 克拉维酸尧亚胺培
南尧美洛培南尧阿米卡星尧氨曲南尧左旋氧氟沙星遥 质
控菌株为大肠埃希菌 粤栽悦悦圆缘怨圆圆尧 铜绿假单胞菌
粤栽悦悦圆苑愿缘猿尧金黄色葡萄球菌 粤栽悦悦圆缘怨圆猿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宰匀韵晕耘栽缘援远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录入与
分析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鲍曼不动杆菌从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员 年分离率的变化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员 年全院细菌感染分别有 源 圆圆园 例尧
缘 圆园苑 例尧源 愿缘员 例和 缘 怨远园 例遥 其中 粤遭 占全年感染
例数的比率增加袁同时该菌占革兰阴性杆菌的比率
和占非发酵菌的比率也都在增加遥 圆园园愿 年 粤遭 感染
例数是 圆怨苑 例袁 而 圆园员员 年 粤遭 的感染例数是 员 员圆园
例袁占革兰阴性杆菌的比率最高渊表 员冤遥
圆援圆 鲍曼不动杆菌在各种临床标本中的分布情况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员 年 粤遭 在各种临床标本中的分布中袁痰
标本最高袁而在其他无菌体液中的检出率较低渊表 圆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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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员 年鲍曼不动杆菌分离率

栽澡藻 蚤泽燥造葬贼蚤燥灶 则葬贼藻 燥枣 粤糟蚤灶藻贼燥遭葬糟贼藻则 遭葬怎皂葬灶灶蚤蚤

咱灶渊豫冤暂
枣则燥皂 圆园园愿 贼燥 圆园员员
圆园员员
圆园员园
圆园园怨
圆园园愿
比率
渊灶越圆怨苑冤 渊灶越缘园愿冤 渊灶越怨园远冤 渊灶越员 员圆园冤

占非发酵菌

占革兰阴性杆菌
占全年细菌
表圆
栽葬遭造藻 圆

标本

圆怨援远

猿圆援苑

源愿援缘

缘员援怨

园苑援园

园怨援愿

员愿援苑

员愿援愿

员圆援园

员远援苑

圆怨援怨

圆愿援远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员 年鲍曼不动杆菌临床标本检出率
栽澡藻 凿藻贼藻糟贼蚤燥灶 则葬贼藻 燥枣 粤糟蚤灶藻贼燥遭葬糟贼藻则 遭葬怎皂葬灶灶蚤蚤 蚤灶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泽责藻糟蚤皂藻灶泽 枣则燥皂 圆园园愿 贼燥 圆园员员
圆园园愿
圆园园怨
圆园员园

咱灶渊豫冤暂
圆园员员

渊灶越圆怨苑冤

渊灶越缘园愿冤

渊灶越怨园远冤

渊灶越员 员圆园冤

员员 渊源援园冤

圆愿 渊远援园冤

圆愿 渊猿援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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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在临床各科室的分布情况
经过 宰匀韵晕耘栽缘援远 软件统计袁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员 年袁老
年医学科 粤遭 的检出率最高袁同时重症监护病房 粤遭
的检出率也在上升袁 而只有呼吸科的检出率在下降
渊图 员冤遥
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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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蚤早怎则藻 员

圆园园怨年

圆园员园 年

圆园员员年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员 年鲍曼不动杆菌科室的分布

栽澡藻 凿蚤泽贼则蚤遭怎贼蚤燥灶 燥枣 粤糟蚤灶藻贼燥遭葬糟贼藻则 遭葬怎皂葬灶灶蚤蚤 枣则燥皂

圆园园愿 贼燥 圆园员员

圆援源 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员 年鲍曼不动杆菌对 员圆 种抗生素的
耐药率
圆园员员 年 粤遭 对头孢菌素及 茁原内酰胺酶抑制剂
复方制剂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都已经在 怨园豫以上袁
头孢呋辛的耐药率最高为 怨愿援缘豫袁其中头孢哌酮 辕 舒
巴坦的耐药率上升幅度最快袁从 圆园园愿 年的 员圆援园豫上
升到 圆园员员 年的 远苑援源豫渊表 猿冤遥
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也不低袁圆园园愿 年亚
胺培南及美洛培南的耐药率分别是 员源援愿豫尧圆猿援猿豫袁
到 圆园员员 年它们的耐药率分别上升至 怨园援愿豫尧怨员援员豫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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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上升趋势比头孢哌酮 辕 舒巴坦更加明显渊表 猿冤遥

原远远苑原

关遥 而急诊科尧重症监护病房尧脑外科和呼吸科的检

氨基糖苷类及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也在
上升袁圆园园愿 年阿米卡星及左氧氟沙星的耐药率分别

出率也比较高袁这与这些病区的患者大都病情复杂尧
抵抗力低尧长期卧床尧感染重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遥 而

米卡星更大渊表 猿冤遥

因素遥 作为定植菌株袁 有报道称它也有向其他部位
渊如血流尧颅内尧腹腔等冤感染扩散的趋势咱员园暂袁因此它
有向不同科室扩散的趋势遥 因而加强这些病区 粤遭 耐
药性的监测袁是预防该菌引起医院感染的关键遥

为 缘苑援怨豫 尧缘远援愿豫 袁圆园员员 年 分 别 上 升 至 苑圆援猿豫 尧
愿苑援猿豫遥 其中左氧氟沙星耐药率的上升幅度要比阿
表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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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粤遭 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的非发酵菌袁医
院内各种器械尧设备尧医护人员的手尧甚至肥皂进行
培养都能有此菌生长袁它对各种消毒剂尧紫外线具有
较强的抵抗力遥 根据美国院内感染监测数据以及中
国院内感染病原菌耐药监测资料显示袁粤遭 已成为
仅次于铜绿假单胞菌的又一个重要的非发酵菌 咱远暂袁
在伴有基础疾病或免疫力低下的患者中袁可以引起
严重尧致死性的感染袁如呼吸机相关肺炎尧败血症尧伤
口感染和泌尿系统感染等咱苑原愿暂遥
从连续 源 年的监测结果显示袁粤遭 占全院感染例
数的比率在增加袁同时该菌的检出率占革兰阴性杆菌
的比率和占非发酵菌的比率也都在增加遥 究其原因袁
可能与三代尧四代头孢菌素及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在临
床上的广泛应用有关遥在此次监测中袁粤遭 有 愿园豫来自
痰标本袁而无菌体液的检出率很低遥 可以认为袁粤遭 是
存在于呼吸道的常居菌袁 也可以是感染的病原体咱怨暂遥
希望并呼吁临床医师能提高无菌体液的送检率袁体
现细菌培养的真正意义遥 该院老年医学科 粤遭 的分
离比率最高袁而且每年都位居第一袁这可能与该科患
者主要以老年为主袁住院时间长尧患者抵抗力低下有

且 粤遭 的定植能力较强袁 对于一些做气管插管和手
术的患者来说袁 这些器械设备都是诱发感染的高危

此次研究显示袁圆园园愿耀圆园员员 年 粤遭 对 员圆 种抗生
素的耐药率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遥粤遭 的耐药机制

复杂袁其对大多数抗生素耐药袁主要是其产生 茁原内
酰胺酶袁其次为外排泵机制和生物被膜的形成咱员员原员猿暂遥
在 茁鄄内酰胺酶类抗生素中数亚胺培南和美洛培南
的耐药上升趋势最明显袁 分别从 圆园园愿 年的 员源援愿豫尧
圆猿援猿豫上升到 圆园员员 年的 怨园援愿豫尧怨员援员豫袁头孢哌酮 辕 舒
巴坦的耐药率也在逐年上升袁从 圆园园愿 年的 员圆援园豫上
升到 圆园员员 年的 远苑援源豫遥 虽然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和头
孢哌酮 辕 舒巴坦对临床 粤遭 感染的治疗起了很大的
作用袁 但是随之而产生的耐药率上升也是不容忽视
的遥 而这主要与由质粒或染色体编码的 韵载粤鄄圆猿 酶
有关袁可引起对青霉素类尧头孢菌素类尧碳青霉烯类
等绝大多数 茁原内酰胺药物耐药袁对氨苄西林的水解
活性较弱袁可被舒巴坦尧克拉维酸等抑制咱员源暂遥 而本院
耐碳青霉烯类 粤遭 的耐药机制就是产生了由质粒或
染色体编码的碳青霉烯酶袁 其中主要为 韵载粤鄄圆猿 型
咱员缘原员远暂
遥现如今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多重耐药 粤遭 和
全耐药 粤遭袁可供选择的抗生素也越来越有限袁因此
建议临床不能经验用药袁 而应加强与临床微生物实
验室的密切协作袁例如采用 圆耀猿 种药物进行联合药
敏试验袁国外有学者建议采用多黏菌素 月尧亚胺培南
和利福平三者联合杀菌咱员苑暂或者也可尝试头孢哌酮 辕
舒巴坦和利福平二者联合杀菌袁 从而更有效控制该
菌所致的各种感染及暴发流行遥
综上所述袁粤遭 占医院感染的比率及其耐药率均
在不断地上升遥首先袁临床在减少经验性用药的同时
也要尽量减少侵袭性操作袁 严格执行无菌操作及消
毒隔离制度遥其次袁临床微生物实验室应加强院内感
染重要病原菌的耐药性监测以及各种耐药机制研
究袁 以防止抗菌药物滥用袁 保护有限的抗菌药物资
源袁避免多重耐药 粤遭 在医院的传播和流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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