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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加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肺炎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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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观察替加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肺炎的效果遥 方法院将 缘圆 例 陨悦哉 泛耐药鲍曼不

动杆菌肺炎患者随机分为替加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组渊圆远 例冤和亚胺培南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对照组渊圆远 例冤袁观察两
组治疗后临床疗效和细菌学疗效的差异遥 结果院替加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组在治疗有效率尧细菌学清除率等方面均显
著优于亚胺培南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对照组渊均 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替加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方案可作为治疗泛耐药鲍曼不
动杆菌肺炎的新有效选择之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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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曼不动杆菌是院内感染最重要病原菌之一袁
尤其在 陨悦哉尧 呼吸科等住院患者中有较高的感染
率袁并可导致难治性肺炎尧菌血症等增加患者的病
死率咱员暂遥 近年来袁随着抗生素尧免疫抑制剂尧糖皮质
激素等的广泛应用袁 鲍曼不动杆菌耐药性日益严
重袁本院应用新型抗生素替加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
巴坦治疗 陨悦哉 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肺炎患者袁以
期为临床治疗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提供对策遥
员
员援员

对象和方法

对象
选取 圆园员猿 年 员 月耀圆园员源 年 愿 月于南京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 陨悦哉 及急诊 陨悦哉 诊治的 缘圆 例泛
耐药鲍曼不动杆菌肺部感染患者遥 入选标准院淤 临
床症状尧体征及影像学检查诊断为肺部感染曰于 经
痰培养细菌学检查确诊病原菌为单一泛耐药鲍曼不
动杆菌曰盂 年龄跃 员愿 岁遥 排除对替加环素尧头孢哌酮
舒巴坦或亚胺培南过敏的患者遥所有患者入选后按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替加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组渊治
疗组冤 和亚胺培南西司他丁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组
渊对照组冤袁每组各 圆远 例遥 治疗组袁男 员源 例袁女 员圆 例袁
年龄 远圆耀愿园 岁袁平均渊苑猿援远 依 怨援缘冤岁袁急性生理与慢性
健康渊粤孕粤悦匀耘域冤评分为渊圆园援猿 依 源援圆冤分曰对照组袁男
员缘 例袁女 员员 例袁年龄 远员耀愿员 岁袁平均渊苑圆援源 依 员园援愿冤
岁袁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为渊圆员援园 依 猿援怨冤分遥 两组患者均
接受过有创机械通气袁在性别构成尧年龄尧病程尧粤鄄
孕粤悦匀耘域评分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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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比性遥
员援圆 方法
治疗组方案院 替加环素按照使用说明书使用院首
剂 员园园 皂早袁后续 缘园 皂早 每 员圆 澡 员 次袁同时联用头孢哌
酮舒巴坦渊舒普深冤猿援园 早 每 愿 澡员 次袁总疗程 员源 凿遥 对照
组方案院亚胺培南圆援园 早 每 员圆 澡 员 次袁同时联用头孢哌
酮舒巴坦渊舒普深冤猿援园 早 每 愿 澡员 次袁总疗程 员源 凿遥
临床疗效判定院患者在治疗结束后体温正常袁
降钙素原下降至正常袁肺部影像学改善袁临床症状
及体征好转或消失袁成功脱离吸引机袁判定为治疗
有效遥 细菌学疗效判定院患者在治疗结束后鲍曼不
动杆菌痰培养转为阴性判定为细菌学清除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采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袁
计量资料以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遥 两组年龄尧病
程尧粤孕粤悦匀耘域评分等比较采用两样本 贼 检验曰 两组
间性别构成尧临床治疗有效率及细菌学清除率比较采
用 字圆 检验遥 孕 臆 园援园缘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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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有效率的比较
治疗组应用替加环素联用舒普深治疗 员源 凿 后袁
圆远 例中有 圆园 例临床治疗有效袁有效率为 苑远援怨豫曰对照
组应用亚胺培南联用舒普深治疗 员源 凿 后袁圆远 例中有
员员 例临床治疗有效袁有效率为 源圆援猿豫遥 两组治疗有效
率相比有显著差异渊字圆越远援源苑袁孕越园援园员员冤遥
圆援圆 治疗组和对照组细菌学清除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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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 组应用 替 加环 素联 用 舒普 深治 疗 员源 凿

后袁圆远 例中有 员源 例痰培养转阴袁 鲍曼不动杆菌细

菌学清除率为 缘猿援愿豫曰对照组应用亚胺培南联用舒
普深治疗 员源 凿 后袁圆远 例中有 远 例痰培养转阴袁鲍

曼不动杆菌细菌学清除率为 圆猿援员豫遥 两组细菌学清
除率相比有显著差异渊字圆越远援源苑袁孕越园援园员员冤遥
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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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鲍曼不动杆菌感染在院内感染患者中
日益普遍袁陨悦哉 呼吸机相关性肺炎中由单一鲍曼不动

杆菌引起者占 圆远援缘豫咱圆暂遥 鲍曼不动杆菌感染治疗的困
难在于其具有显著泛耐药性咱猿暂遥 因此袁本文选择新型
抗生素替加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为治疗方案袁

并与临床目前较常用的亚胺培南联合头孢哌酮舒
巴坦治疗方案相比较袁研究结果显示袁替加环素联
合头孢哌酮舒巴坦无论是临床治疗有效率袁还是细
菌学清除率都显著优于亚胺培南联合头孢哌酮舒
巴坦治疗方案遥
近年的研究发现袁替加环素对泛耐药鲍曼不动
杆菌亦有一定抗菌活性袁为临床治疗泛耐药鲍曼不
动杆菌感染提供了新的选择咱源暂遥 在鲍曼不动杆菌感
染诊治与防控专家共识中袁替加环素也已被推荐用
于治疗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备选药物之一咱缘暂遥
本研究通过替加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与临床
较常用的亚胺培南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方案做随
机对照研究袁使研究结论更为可靠遥本研究显示袁替
加环素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对 陨悦哉 单一泛耐药鲍
曼不动杆菌肺部感染临床治疗有效率为 苑远援怨豫袁与
国外报道远园豫耀愿园豫 咱远暂 基本一致遥 根据有关鲍曼不
动杆菌感染治疗的专家共识袁 对泛耐药鲍曼不动
杆菌肺部感染推荐联合治疗方案袁 并首选舒巴坦
及含舒巴坦的 茁 内酰胺类抗生素的复合制剂咱缘暂遥本
研究方案选择了头孢哌酮舒巴坦与替加环素相联
合袁结果显示其治疗效果优于头孢哌酮舒巴坦联合
亚胺培南方案遥 蕴藻藻 等咱苑暂的回顾性分析亦显示袁替加
环素不论单用还是联合其他抗生素使用对泛耐药
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细菌清除率要显著优于亚胺培
南联合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方案遥 有研究发现袁替加
环素联合舒巴坦治疗泛耐药鲍曼不动杆菌感染能减
少替加环素的防突变浓度袁 增加两者的协同作用咱愿暂遥
因此袁替加环素可作为舒巴坦制剂治疗泛耐药鲍曼不
动杆菌感染联合用药的优化选择之一遥 另外袁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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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替加环素的剂量为说明书指导的标准用法院首剂

员园园 皂早尧后续 缘园 皂早 每 员圆 澡 员 次曰有研究发现袁更高的
剂量渊员园园 皂早 每 员圆 澡 员 次冤对于严重的泛耐药鲍曼不

动杆菌感染较标准用法临床效果更好袁并有良好的安
全性咱怨暂遥 由此袁替加环素的剂量选择可能还应考虑患
者病情的差异袁并需要进一步的资料积累遥 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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