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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 B 族链球菌感染性化脓性脑膜炎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李文娟，梅家平，杨勇，叶素芬，李坚旭，李慧锦
【摘要】

目的

分析新生儿 B 族链球菌（GBS）感染性化脓性脑膜炎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

选取 2010—

2016 年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新生儿 GBS 感染性化脓性脑膜炎患儿 28 例作为观察组，新生儿非 GBS 感染性化脓性

脑膜炎患儿 19 例作为对照组。两组患儿均予以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联合头孢曲松治疗。比较两组患儿临床表现，实验
室检查指标，颅脑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结果，血白细胞计数、血 C 反应蛋白、脑脊液糖含量、脑脊液乳酸脱氢酶

含量恢复正常时间及住院时间，预后。结果 （1）两组患儿发热、黄疸、激惹、前囟张力增高、反应差、肤色差 / 花

纹、颈项强直、肌张力增高、食欲不振、四肢抽动、呼吸急促、凝视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
观察组患儿血白细胞计数、血 C 反应蛋白、血降钙素原、脑脊液乳酸脱氢酶含量高于对照组，脑脊液糖含量低于对照

组（P<0.05）；两组患儿血糖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观察组患儿颅脑 MRI 检查结果异常率高于
对照组（P<0.05）。（4）观察组患儿血白细胞计数、血 C 反应蛋白、脑脊液糖含量、脑脊液乳酸脱氢酶含量恢复正
常时间及住院时间长于对照组（P<0.05）。（5）两组患者随访 2 个月 ~3.5 年，平均随访（1.98±0.02）年；两组患儿
预后不良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新生儿 GBS 感染性化脓性脑膜炎主要临床表现包括发热、

黄疸、激惹及反应差等，但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风险较高，治疗效果及预后较差，应合理进行
产前 GBS 筛查以减少新生儿 GBS 感染性化脓性脑膜炎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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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of neonatal purulent meningitis caused by

group B streptococcal（GBS）infectio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6 in Maternal and Child Care Service

Center of Shenzhen，28 neonates with purulent meningitis caused by GBS infection were selected as observation group，19

neonates with purulent meningitis caused by non-GBS infection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all of them were treated with
piperacillin/tazobactam combined with cefatriaxon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laboratory examination results，craniocerebral

MRI examination results，time for returning to normal of blood WBC，blood CRP，glucose content and LDH in cerebrospinal

fluid，hospital stays and prognosi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1）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incidence of fever，jaundice，irritability，increased anterior fontanel tension，poor response，poor complexion/patterns

on the skin surface，neck rigidity，hypermyotonia，loss of appetite，limb spasms，ecphysesis or gaz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2）Blood WBC，blood CRP，blood PCT and CSF in cerebrospinal fluid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while glucose content in cerebrospinal fluid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blood glucose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3）Abnormality ratio of craniocerebral MRI examination results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5）.（4）Time for returning to normal of blood

WBC，blood CRP，glucose content and LDH in cerebrospinal fluid，and hospital stay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5）During the follow-up that ranged from 2 months to 3.5 years

〔average（1.98±0.02）years〕，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poor prognosis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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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ulent meningitis caused by GBS infection in neonatal period is mainly manifested by fever，jaundice，

irritability，poor response and so on，but it is lack of specificity and may lead to increased risk of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

the prognosis is generally poor due to unsatisfactory treatment response；therefore，prenatal screening test for GBS should be
conducted in a reasonable way to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neonatal purulent meningitis caused by GBS infection.

【Key words】 Meningitis，bacterial；Infant，newborn；Streptococcus agalactiae；Disease attributes；Prognosis
B 族链球菌（group B streptococcus，GBS）又称无乳链球菌，

宫内、产道感染 B 族链球菌可引发新生儿肺炎、脑膜炎、败
［1］

血症等

。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指化脓菌所致新生儿脑膜炎，

是新生儿期严重感染性疾病之一，也是导致儿童期神经系统
后遗症的重要原因；据统计，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病死率为
10%~15%，致残率为 20%~50%［2］。GBS 是引发 <2 个月龄婴

儿化脓性脑膜炎的重要病原菌，但目前国内关于 GBS 感染性

化脓性脑膜炎临床特征的研究报道较少［3］。本研究旨在分析
新生儿 GBS 感染性化脓性脑膜炎的临床特征及预后，以期为
有效防治新生儿 GBS 感染性化脓性脑膜炎提供参考，现报道
如下。
1

1.1

资料与方法
诊断标准

参照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制定

［4］

脑膜炎诊断标准

：（1）患儿体温波动幅度大、精神异常、

哭声低、吃奶差、惊厥、面色暗沉等；（2）患儿前囟膨隆、
脑膜刺激征阳性及颅骨缝裂开；（3）早产儿血白细胞计数

>29×106/L；（4）多核白细胞分数超出参考范围（参考范围：
0.57~0.61）且脑脊液蛋白含量升高；（5）脑脊液涂片细菌培
养结果阳性。具备上述标准中 1~3 项可诊断为 GBS 感染性化
脓性脑膜炎，全部具备可确诊。
一般资料

选取 2010—2016 年深圳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

新生儿 GBS 感染性化脓性脑膜炎患儿 28 例作为观察组，新生
儿非 GBS 感染性化脓性脑膜炎患儿 19 例为作为对照组。对照

组患儿血培养结果阳性 12 例（包括大肠埃希菌 5 例，表皮葡
萄球菌 4 例，阴沟肠杆菌 3 例），脑脊液培养结果阳性 8 例（包

括大肠埃希菌 5 例，阴沟肠杆菌 3 例）。观察组患儿主要临
床表现为发热、黄疸、激惹及反应差等，其中早发型 12 例（首
发症状均为黄疸），晚发型 16 例；血培养结果阳性 21 例，

脑脊液培养结果阳性 17 例。两组患儿性别、胎龄、日龄、娩
出方式、出生时体质量、母乳喂养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1），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深圳市妇幼

组别

例数

对照组

19
28

观察组
2

t（χ ）值
P值
a

2

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3

治疗方法

两组患儿均予以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海南

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20073583）100 mg/

kg+0.9% 氯化钠溶液 5 ml 静脉泵注，3 次 /d；头孢曲松（上
海 罗 氏 制 药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国 药 准 字 H10983038）80 mg/
kg+0.9% 氯化钠溶液 5 ml 静脉泵注，1 次 /d。
1.4

观察指标

（1）临床表现，包括发热、黄疸、激惹、前

囟张力增高、反应差、肤色差 / 花纹、颈项强直、肌张力增高、
食欲不振、四肢抽动、呼吸急促、凝视等；（2）实验室检查

指标，包括血白细胞计数、血 C 反应蛋白、血降钙素原、血糖、
脑脊液糖含量、脑脊液乳酸脱氢酶含量；（3）颅脑磁共振成

的《新生儿败血症诊疗方法》中的新生儿 GBS 感染性化脓性

1.2

保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患儿家属对本研究知

注： 为 χ 值

性别
（男 / 女）
12/7

18/10

0.053

a

0.817

像（MRI）检查结果；（4）血白细胞计数、血 C 反应蛋白、

脑脊液糖含量、脑脊液乳酸脱氢酶含量恢复正常时间及住院
时间；（5）预后。
1.5

统计学方法

应 用 SPSS 19.0 统 计 学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分

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
验；计数资料分析采用 χ2 检验或 Fisher's 确切概率法。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果
临床表现

两组患儿发热、黄疸、激惹、前囟张力增高、

反应差、肤色差 / 花纹、颈项强直、肌张力增高、食欲不振、
四肢抽动、呼吸急促、凝视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2.2

实验室检查指标

观察组患儿血白细胞计数、血 C 反应

蛋白、血降钙素原、脑脊液乳酸脱氢酶含量高于对照组，脑

脊液糖含量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患儿血糖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3

颅脑 MRI 检查结果

正常 4 例；对照组患儿经颅脑 MRI 检查发现硬膜下积液 3 例，
多发脑软化灶 2 例，正常 11 例。观察组患儿颅脑 MRI 检查结

表 1 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胎龄
（x±s，周）

日龄
（x±s，d）

38.1±3.4

8.9±1.0

0.361

0.672

37.8±2.3
0.719

8.7±1.0
0.504

观察组患儿经颅脑 MRI 检查发现硬

膜下积液或积脓 10 例，多发脑软化灶 9 例，少许出血病灶 5 例，

娩出方式（阴道
分娩 / 剖宫产）

出生时体质量
（x±s，kg）

母乳喂
养〔n（%）〕

17/11

3.2±0.5
3.1±0.5

17（89.5）

0.672

0.739a

11/8

0.012

a

0.912

0.504

21（75.0）
0.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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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儿临床表现比较〔n（%）〕
Table 2 Comparison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例
数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2

发热

黄疸

激惹

前囟张
力增高

反应差

1.506
0.219

1.189
0.276

0.196

0.658

0.337
0.562

注：- 为无此项数据； 为 Fisher's 确切概率法
a

3.777
0.052

表 3 两组患儿实验室检查指标比较（x±s）
Comparison of laboratory examination results between the two

例 血白细胞计 血 C 反应蛋 血降钙素
血糖
脑脊液糖含 脑脊液乳酸脱氢
数 数（×109/L） 白（mg/L） 原（μg/L） （mmol/L） 量（mmol/L） 酶含量（U/L）

对照组 19 8.98±2.02

6.98±2.13 3.21±1.24 6.6±2.0

观察组 28 12.39±2.16 18.96±6.32 5.01±1.65 5.6±1.7
5.449

t值

<0.01

P值

7.938

4.039

<0.01

<0.01

1.956
0.057

2.65±1.11

52.96±19.35

2.048

3.899

2.01±1.01
0.046

79.12±25.48
<0.01

果异常率为 85.7%，高于对照组的 2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1.701，P=0.001）。
2.4

血白细胞计数、血 C 反应蛋白、脑脊液糖含量、脑脊液

乳酸脱氢酶含量恢复正常时间及住院时间

观察组患儿血白

细胞计数、血 C 反应蛋白、脑脊液糖含量、脑脊液乳酸脱氢

酶含量恢复正常时间及住院时间长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4）。

表 4 两组患儿血白细胞计数、血 C 反应蛋白、脑脊液糖含量、脑脊
液乳酸脱氢酶含量恢复正常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x±s，d）
Table 4 Comparison of time for returning to normal of blood WBC，blood
CRP，glucose content and LDH in cerebrospinal fluid，and hospital stay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组别
对照组
观察组
t值
P值

颈项
强直

肌张力
增强

食欲
不振

四肢
抽动

http：//www.syxnf.net

呼吸
急促

凝视

0

0

-

-

28 28（100.0） 23（82.1） 18（64.3） 8（28.6） 10（35.7） 6（21.4） 5（17.9） 2（7.1） 3（10.7） 1（3.6） 1（3.6） 1（3.6）

P值

组别

肤色差
/ 花纹

No.12

19 18（94.7） 13（68.4） 11（57.9） 4（21.0） 2（10.5） 1（5.3） 1（5.26） 2（10.5） 1（5.3） 1（5.3）

χ 值

Table 3
groups

December 2018，Vol.26

血白细胞 血 C 反应 脑脊液糖 脑脊液乳
例数 计数恢复 蛋白恢复 含量恢复 酸脱氢酶
正常时间 正常时间 正常时间 含量恢复
正常时间
19
28

住院时
间

10.0±4.0 10.2±3.7 24.4±6.3 25.3±6.2 36.9±15.0
12.6±4.2 12.7±4.0 30.2±7.3 31.1±8.0 46.4±14.3
2.132
0.039

2.130
0.039

2.864
0.006

2.637
0.011

2.183
0.034

2.5 预后 两组患者随访 2 个月 ~3.5 年，平均随访（1.98±0.02）
年。对照组患儿发生运动发育迟缓 4 例，癫痫发作 1 例，预
后不良发生率为 26.4%；观察组患儿发生运动发育迟缓 8 例，
癫痫发作 1 例，预后不良发生率为 32.2%。两组患儿预后不
良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84，P=0.668）。
3 讨论
脑膜炎通常由菌血症发展而来，新生儿由于免疫力低下、
抗感染能力较差而引发皮肤黏膜、胃肠道及呼吸道感染等的

-

0.215a

-

0.378a

0.166
0.683

-

0.637a

-

1.000a

1.000a

1.000a

病原菌通过血液播散而遍布全身，继而引起脑膜炎［5］。新生
儿化脓性脑膜炎是新生儿时期化脓菌所致较为严重的感染性
疾病之一，发病率较高，易并发视觉、听觉障碍及脑积水，
继而影响患儿智力发育和运动神经系统等［6］。据统计，我国
新生儿脑膜炎发病率为 0.8%~6.1%，发达国家新生儿脑膜炎
病死率 >40% 且 20%~58% 的存活儿会遗留严重神经系统后
遗症［7］。
GBS 属革兰阳性球菌，定植于人体泌尿生殖道、胃肠道
及婴幼儿上呼吸道等，是引发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重要病
原菌，严重者可引发全身感染且病情凶险［8］。临床将新生儿
GBS 感染性化脓性脑膜炎分为早发型和晚发型两种类型，出
生后 1 周内发病者为早发型，出生后 1 周 ~3 个月发病者为晚
发型，本研究中 12 例早发型患儿首发症状均为黄疸。本研究
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主要临床表现包括发热、黄疸、激惹
及反应差等，但两组患儿发热、黄疸、激惹、前囟张力增高、
反应差、肤色差 / 花纹、颈项强直，肌张力增高、食欲不振、
四肢抽动、呼吸急促、凝视发生率间无差异，与乔凌燕等［9］
研究结果一致。
化脓性脑膜炎的临床诊断依赖于脑脊液检查结果，典型
表现为脑脊液外观浑浊、白细胞计数升高且以中性粒细胞为
主、糖含量减少等［10］。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血白细
胞计数、血 C 反应蛋白、血降钙素原、脑脊液乳酸脱氢酶含
量高于对照组，而脑脊液糖含量低于对照组，与邹东方等［11］
研究结果相似；观察组患儿颅脑 MRI 检查结果异常率高于对
照组，以硬膜下积液或积脓、多发脑软化灶多见，提示新生
儿 GBS 感染性化脓性脑膜炎可导致脑内组织结构改变，神经
系统并发症发生风险较高［9］。
研究表明，GBS 对抗生素较敏感，新生儿 GBS 感染性化
脓性脑膜炎采用抗生素及万古霉素等治疗效果较好［12-13］。本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血白细胞计数、血 C 反应蛋白、
脑脊液糖含量、脑脊液乳酸脱氢酶含量恢复正常时间及住院
时间长于对照组，与 GASCHIGNARD 等［14］ 研究结果一致；
进一步随访发现，两组患儿预后不良反应率无统计学差异，
观察组患儿不良预后主要为运动发育迟缓、癫痫，提示新生
儿 GBS 感染性化脓性脑膜炎治疗效果及预后较差，因此应加
强对 GBS 感染的重视，合理进行产前 GBS 筛查以减少新生儿
GBS 感染性化脓性脑膜炎的发生。
综上所述，新生儿 GBS 感染性化脓性脑膜炎主要临床表
现包括发热、黄疸、激惹及反应差等，但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
神经系统并发症发生风险较高，治疗效果及预后较差，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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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应合理进行产前 GBS 筛查以减少新生儿 GBS 感染性化脓性
脑膜炎的发生；但本研究为小样本量回顾性研究，因存在选
择偏倚、混杂偏倚而导致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仍需今后进
一步收集相关病例进行深入分析。

［7］鞠慧群，贝斐，孙建华 .B 族链球菌感染所致新生儿化脓性脑膜

炎临床特点分析［J］. 中国新生儿科杂志，2016，31（3）：
178-181.DOI：10.3969/j.issn.1673-6710.2016.03.004.

［8］蔡扬帆，林霓阳，房晓祎 . 新生儿 B 族链球菌败血症 15 例临床
分析［J］. 中国校医，2016，30（5）：386-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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