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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了解本地区耐多药结核分枝杆菌渊皂怎造贼蚤责造藻 凿则怎早鄄则藻泽蚤泽贼葬灶糟藻 酝赠糟燥遭葬糟贼藻则蚤怎皂 贼怎遭藻则糟怎造燥泽蚤泽袁酝阅砸鄄酝栽月冤对二线抗结

核药物耐药状况袁为治疗耐多药结核病提供参考遥 方法院收集本院 圆园员园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圆 年 员圆 月来自涂阳肺结核患者的痰培养阳

性尧经菌种鉴定和一线药物的药物敏感性试验确定为耐多药的结核分枝杆菌株 苑苑 株袁采用绝对浓度法对 缘 种二线抗结核药物院
氧氟沙星渊韵云蕴载冤尧对氨基水杨酸渊孕粤杂冤尧丁胺卡那渊粤酝运冤尧卷曲霉素渊悦孕酝冤及丙硫异烟胺渊孕贼燥冤进行药物敏感性检测袁并对耐药
状况进行分析遥 结果院圆园员园耀圆园员圆 年本院培养分离出 酝阅砸鄄酝栽月苑苑 株袁其中 圆缘 株来自初治肺结核患者袁缘圆 株来自复治肺结核患
者袁对 缘 种二线药物的总耐药率为 苑圆援苑猿豫渊缘远 辕 苑苑冤袁初治耐药率为 远园援园豫渊员缘 辕 圆缘冤袁复治耐药率为 苑员援员缘豫渊猿苑 辕 缘圆冤曰广泛耐多药结

核分枝杆菌渊载阅砸鄄酝栽月冤圆员 株占 圆苑援圆苑豫渊圆员 辕 苑苑冤袁其中来自初治者 员 例渊源豫冤袁来自复治者 圆园 例渊猿愿援源远豫冤遥 酝阅砸鄄酝栽月 对 孕粤杂尧

粤酝运尧悦孕酝尧韵云蕴载尧孕贼燥 的耐药率分别为 猿猿援苑苑豫尧员源援圆怨豫尧员怨援源愿豫尧远源援怨源豫和 圆源援远愿豫遥 酝阅砸鄄酝栽月 对不同组合的二线抗结核药物

渊韵云蕴载 垣孕贼燥尧韵云蕴载 垣悦孕酝 垣孕贼燥尧韵云蕴载 垣粤酝运 垣孕贼燥尧韵云蕴载 垣 孕贼燥 垣孕粤杂尧 悦孕酝 垣孕粤杂 垣韵云蕴载 垣孕贼燥 和 粤酝运 垣孕粤杂 垣韵云蕴载 垣孕贼燥冤 分 别 为

圆猿援猿愿豫尧员园援猿怨豫尧缘援员怨豫尧员圆援怨怨豫尧远援源怨豫 和 远援源怨豫遥 结论院无锡地区 酝阅砸鄄酝栽月 对二线抗结核药物耐药性较严重袁应加强对 酝阅砸鄄
酝栽月 的耐药性监测袁合理选择二线抗结核药物治疗 酝阅砸鄄栽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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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结核病疫情恶化袁耐药结核分枝杆菌
的出现袁 特别是耐多药结核分枝杆菌渊酝阅砸鄄酝栽月冤
的感染是造成结核病疫情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
一咱员暂遥二线抗结核药物咱氨基水杨酸渊孕粤杂冤尧丁胺卡那
霉素渊粤酝运冤尧卷曲霉素渊悦孕酝冤尧氧氟沙星渊韵云蕴载冤尧丙
硫异烟胺渊孕贼燥冤暂在治疗耐多药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的
肺结核病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遥 但是袁近些年很多
来自于涂阳肺结核患者的 酝栽月 菌株表现为耐多药袁
甚至广泛耐多药结核分枝杆菌渊藻曾贼藻灶泽蚤增藻造赠 凿则怎早 则藻鄄
泽蚤泽贼葬灶贼 酝赠糟燥遭葬糟贼藻则蚤怎皂 贼怎遭藻则糟怎造燥泽蚤泽袁载阅砸鄄酝栽月冤袁对二
线抗结核药物的耐药性也日趋明显袁给临床治疗带
来极大困难遥 了解本地区 酝阅砸鄄酝栽月 对二线抗结核
药物的耐药状况极其重要袁 为此笔者对 圆园员园耀圆园员圆
年分离出的 酝阅砸鄄酝栽月 对二线抗结核药物耐药状况
进行分析遥
员 材料和方法
员援员 材料
员援员援员 菌株来源
收集 圆园员园 年 员 月耀 圆园员圆 年 员圆 月于无锡市第
五人民医院渊无锡市传染病医院冤就诊涂阳肺结核病
例的 酝栽月 菌株袁其中菌种鉴定为结核分枝杆菌的耐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源冤园员鄄0远怨鄄园猿

多药菌株 渊即包含耐异烟肼和利福平在内的 圆 种以
上药物者冤苑苑 株遥
员援员援圆 标准菌株和抗结核药物
人 型 结 核 分 枝 杆 菌 渊匀猿苑砸增冤 及 孕粤杂尧粤酝运尧
悦孕酝尧韵云蕴载尧孕贼燥 由中国结核病防治临床中心国家参
比实验室提供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培养
所有标本均经痰抗酸杆菌涂片袁萋尼氏热染袁对
痰涂片阳性的标本采用 酝郧陨栽怨远园 培养箱进行 酝栽月
的分离培养并进行菌型鉴定和一线药物的药物敏感
性试验确定为耐多药的结核分枝杆菌株遥
员援圆援圆 药敏试验
采用绝对浓度法对 孕粤杂尧粤酝运尧悦孕酝尧韵云蕴载尧孕贼燥
进行药物敏感性测定遥 孕粤杂尧粤酝运尧悦孕酝尧韵云蕴载尧孕贼燥
按生物效价准确计算袁配方和制备方法按叶临床技术
操 作规范结核 病 分册 曳 咱圆暂 进行 遥 孕粤杂尧粤酝运尧悦孕酝尧
韵云蕴载尧孕贼燥 浓度见表 员遥 每批药敏试验用 酝栽月 标准
菌株 匀猿苑砸增 作为敏感对照袁 考核含药培养基质量遥
含药培养基上生长菌落数跃 圆园 个袁 则判定为耐药曰
没有菌落生长则判定为敏感曰 若对照培养基上生长
的菌落数约 圆园 个袁则重复试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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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种二线抗结核分枝杆菌药物的浓度

药物名称
对氨基水杨酸渊孕粤杂冤
丁胺卡那霉素渊粤酝运冤
卷曲霉素渊悦孕酝冤
氧氟沙星渊韵云蕴载冤
丙硫异烟胺渊孕贼燥冤

浓度渊滋早 辕 皂造冤
园员
员园
员园园园
园缘
圆缘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标本的检测数据结果统计采用 酝蚤糟则燥泽燥枣贼 耘曾糟藻造袁

药物敏感性分析使用 宰匀韵 的 杂阅砸栽月源 结核病耐药
检测软件袁统计耐药率遥
圆 结
圆援员

果
总体耐药情况

圆园员园耀圆园员圆 年 本院 培养 分离 出 酝阅砸鄄酝栽月 苑苑
株袁 其中来自初治涂阳肺结核患者的 酝阅砸鄄酝栽月 圆缘
株袁 来自复治肺结核患者的 酝阅砸鄄酝栽月 缘圆 株遥 对 缘
种二线药物的总耐药率为 苑圆援苑猿豫渊缘远 辕 苑苑冤遥 初治耐
药率为 远园援园豫渊员缘 辕 圆缘冤袁 复治耐药率达 苑员援员缘豫渊猿苑 辕
缘圆冤遥 根据广泛耐药的定义院患者所感染结核分枝杆
菌除同时对异烟肼尧利福平和喹诺酮类抗生素耐药
之外袁还对二线抗结核注射药物中的至少 员 种耐受遥
载阅砸鄄酝栽月 圆员 株占 圆苑援圆苑豫渊圆员 辕 苑苑冤袁 包括来自初治
者 员 株咱源援园园豫渊员 辕 圆缘冤暂袁来自复治者 圆园 株咱猿愿援源远豫
渊圆园 辕 缘圆冤暂遥
圆援圆 酝阅砸鄄酝栽月 对 缘 种二线抗结核单种药物敏感率
苑苑 株 酝阅砸鄄酝栽月 对常见的二线抗结核药物的
耐药率处于较高水平袁从高到低依次为 韵云蕴载尧孕粤杂尧
孕贼燥尧悦孕酝尧粤酝运袁尤其 酝阅砸鄄酝栽月 对 韵云蕴载 的耐药率
高达 远源援怨源豫渊表 圆冤遥
表 圆 酝阅砸鄄酝栽月 对二线抗结核药物的耐药率
药物
孕粤杂
粤酝运
悦孕酝
韵云蕴载
孕贼燥

耐药菌株渊株冤
圆远 辕 苑苑
员员 辕 苑苑
员缘 辕 苑苑
缘园 辕 苑苑
员怨 辕 苑苑

耐药率渊豫冤
猿猿援苑苑
员源援圆怨
员怨援源愿
远源援怨源
圆源援远愿

圆援猿 酝阅砸鄄酝栽月 对不同二线抗结核药物组合的药物
敏感率
苑苑 株 酝阅砸鄄酝栽月 对不同二线抗结核药物组合
的药物敏感试验结果表明 酝阅砸鄄酝栽月 对不同二线抗
结核药物组合及不同数量二线抗结核药物组合的耐
药率有不同渊表 猿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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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阅砸鄄酝栽月 对不同二线抗结核药物组合的药物敏感
试验结果

药物组合
韵云蕴载垣孕贼燥
韵云蕴载垣悦孕酝垣孕贼燥
韵云蕴载垣粤酝运垣孕贼燥
韵云蕴载垣孕贼燥垣孕粤杂
悦孕酝垣孕粤杂垣韵云蕴载垣孕贼燥
粤酝运垣孕粤杂垣韵云蕴载垣孕贼燥

猿

耐药菌株渊株冤
员愿 辕 苑苑
愿 辕 苑苑
源 辕 苑苑
员园 辕 苑苑
缘 辕 苑苑
缘 辕 苑苑

耐药率渊豫冤
圆猿援猿愿园
员园援猿怨园
缘援员怨
员圆援怨怨园
远援源怨
远援源怨

讨 论
宰匀韵 资料显示中国现有的耐药结核病患者数

占全球 圆园豫左右袁结核病防治形势严峻遥 圆园园苑耀圆园园愿
年全国结核病耐药基线调查显示院 我国肺结核患者
中耐多药率为 愿援猿圆豫袁广泛耐药率为 园援远愿豫 咱猿暂袁耐药
状况比较严重袁 结核病的控制面临着巨大挑战遥
孕粤杂尧粤酝运尧悦孕酝尧韵云蕴载尧孕贼燥 作为常用的二线抗结核
药物袁在多耐药尧耐多药尧泛耐药 酝栽月 感染的防治中
起着极其重要作用遥 目前 酝阅砸鄄酝栽月 日益增多袁给临
床工作带来相当困难袁因此了解本地区 酝栽月 对二线
抗结核药物耐药状况非常有必要袁 并可为耐多药结
核病防治提供参考遥
本文对 苑苑 例 酝阅砸鄄酝栽月 的 缘 种二线药物敏感
性检测发现其对二线药物的耐药到了非常严重程
度袁对 缘 种药的总耐药率为 苑圆援苑猿豫渊缘远 辕 苑苑冤袁初治耐
药率为 远园援园豫渊员缘 辕 圆缘冤袁 复治耐药率达 苑员援员缘豫渊猿苑 辕
缘圆冤遥 提示本地区 酝阅砸鄄酝栽月 对二线抗结核药物的耐
药状况令人堪忧遥 目前泛耐药结核病在全球呈蔓延
之势咱源暂袁本研究发现了 载阅砸鄄酝栽月 圆员 例袁其中来自初
治肺结核患者 员 例 渊源豫冤袁 复治肺结核患者 圆园 例
渊猿愿援源远豫冤袁载阅砸鄄酝栽月 所占比例为 圆苑援圆苑豫渊圆员 辕 苑苑冤袁
大大高于 圆园园苑耀圆园园愿 年全国结核病耐药性基线调
查报告结果咱源园员 株耐多药菌株中袁广泛耐药菌株有
圆怨 株渊苑援圆猿豫冤暂咱缘暂袁这给本地区结核病防治带来极大
的困难袁需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和警觉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苑苑 株来自初治涂阳肺结核的
酝阅砸鄄酝栽月 菌株对二线抗结核药物初始单药耐药率
从高到低依次为 韵云蕴载渊远源援怨源豫冤跃孕粤杂渊猿猿援苑苑豫冤跃孕贼燥
渊圆源援远愿豫冤跃悦孕酝渊员怨援源愿豫冤跃粤酝运渊员源援圆怨豫冤袁酝阅砸鄄酝栽月
对 上述 缘 种二线抗结 核药物耐药 严 重袁 尤其 对
韵云蕴载 的耐药极其严重袁其耐药率高达 远源援怨源豫袁分析
其原因可能是因为氧氟沙星近年来在临床上广泛应
用甚至滥用袁从而增加了其耐药率遥 韵云蕴载 与一尧二
线抗结核药物存在交叉耐药性袁 对 韵云蕴载 的高耐药
率增加了治疗耐药结核病的难度咱远暂遥本研究中 酝阅砸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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酝栽月 对 悦孕酝 及 粤酝运 的耐药顺位靠后袁考虑与本地

区近些年临床上 粤酝运 应用少有关袁而 悦孕酝 在临床
上仅仅作为二线抗结核药物使用袁但耐药率仍显著
高于陈松华等咱苑暂 的报道结果渊员员援员员豫尧猿援苑园豫冤遥 孕粤杂
的耐药率达 猿猿援苑苑豫袁也明显高于陈松华等咱苑暂的报道

变株的自然变异率极低袁酝阅砸鄄酝栽月 的产生主要是
由于不规律治疗尧不合理用药等因素所致咱员园暂袁因此在
肺结核病防治中应该坚持规律合理用药袁 这样可以

减少 酝阅砸鄄酝栽月 的产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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