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

PJCCPVD

October 2018，Vol.26

No.10

http：//www.syxnf.net

• 疗效比较研究 •

静脉滴注与静脉泵注美罗培南治疗神经外科术后肺部感染
临床疗效的对比研究
李方，杜伟，杨乐，李育
【摘要】

目的

比较静脉滴注与静脉泵注美罗培南治疗神经外科术后肺部感染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3 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行神经外科手术并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 108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4 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对照组患者给予美罗培南静脉滴注，观察组患者给予美罗培

南静脉泵注；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 10 d。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致病菌清除效果、治疗前及治疗后 10 d 临床肺部感
染量表（CPIS）评分，并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及致病菌清除效果优

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两组患者 CPI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10 d 观察组患者 CPIS
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与静脉

滴注美罗培南相比，静脉泵注美罗培南能有效提高神经外科术后肺部感染患者临床疗效及致病菌清除效果，减轻肺部
感染程度，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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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clinical effect on pulmonary infection after neurosurgical procedures between

intravenous drip and intravenous pumping of meropenem. Methods

A total of 108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infection patients

underwent neurosurgical procedures were selected in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from January

2017 to March 2018，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each of
54 cases. Based on conventional treatment，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intravenous drip of meropenem，while patients in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intravenous pumping of meropenem；both groups continuously treated for 10 days. Clinical effect，

eradication effect of pathogen，CPIS score before treatment and 10 days after treatment，and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linical effect and eradication effect of pathogen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0.05）.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CPIS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P>0.05），while CPIS scor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10 days after treatment（P<0.05）.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foun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during treatment（P>0.05）.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intravenous drip of meropenem，intravenous pumping of meropenem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ect and eradication

effect of pathogen in postoperative pulmonary infection patients underwent neurosurgical procedures，relieve the severity of
pulmonary infection，with relatively high safety.

【Key words】 Infection；Lung；Meropenem；Intravenous drip；Intravenous pump；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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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清除、替换及再感染 5 级［6］。（3）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

颅脑创伤患者常需采用神经外科手术治疗，但术后并发

及治疗后 10 d 临床肺部感染量表（CPIS）评分，CPIS 主要包

症发生风险较高，不利于其康复［1］。肺部感染是神经外科术
后常见并发症之一，也是院内感染的主要原因，其主要致病
菌包括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及肠杆菌

［2］

括体温、白细胞计数、气道分泌物、氧合情况、X 线胸片、

肺部浸润影进展情况及气管吸取物培养结果，满分 12 分，评

。美罗培

分越高提示肺部感染越严重，≤ 6 分可停用抗生素。（4）观

南属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对神经外科术后肺部感染常见致病
菌具有较好的抗菌作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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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与静脉滴注相比，静脉泵

察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注美罗培南能更好地控制药物输注速度，维持血药浓度稳定，

采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有利于保证抗感染治疗效果，但目前关于美罗培南不同输注
方式对神经外科术后肺部感染控制效果的影响研究报道较少

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采用 χ2

见。本研究旨在比较静脉滴注与静脉泵注美罗培南治疗神经

检验；等级资料分析采用秩和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外科术后肺部感染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学意义。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2

选取 2017 年 1 月—2018 年 3 月在新疆维吾

2.1

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行神经外科手术并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 108

结果
临床疗效

观察组患者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u=2.990，P=0.003，见表 2）。

例，均符合医院获得性肺部感染的诊断标准［4］。排除标准：
（1）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者；（2）有癫痫病史者；

（3）伴艾滋病等免疫缺陷性疾病、结核等传染性疾病者；（4）
伴意识障碍者；（5）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者。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54 例。两组患

2.2

致病菌清除效果

2.3

CPIS 评分

观察组患者致病菌清除效果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2.682，P=0.007，见表 3）。

治疗前两组患者 CPIS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10 d 观察组患者 CPIS 评分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者性别、年龄、基础疾病及致病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新疆维吾尔自治

表 2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Table 2 Comparison of clinical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区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患者自愿参与本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疗，包括止咳、化

对照组

23

18

13

痰及经验性抗菌治疗等。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

观察组

54

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美罗培南〔住友制药（苏州）有限公司生产，生产批号：
150101〕1 g+0.9% 氯化钠溶液 250 ml 静脉滴注，于 1 h 内滴
注完毕，1 次 /8 h；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美罗培

Table 3
groups

内泵注，剩余 25 ml 于 2.5 h 内泵注，1 次 /8 h。两组患者均连

组别

南 1 g+0.9% 氯化钠溶液 50 ml 静脉泵注，其中 25 ml 于 30 min
1.3 观察指标 （1）参考《抗菌药物临床试验技术指导原则》［5］

例数

观察组

判定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后患者肺部感染症状、体征及

2.4

实验室检查指标恢复正常，生活质量有所提高为显效；治疗

36

活质量有所提高为有效；治疗后患者肺部感染症状、体征、
实验室检查指标及生活质量均无明显改善或出现加重为无效。
（2）比较两组患者致病菌清除效果，分为清除、部分清除、

清除

部分清除

54 27（50.0） 5（9.2）

不良反应

对照组
观察组
t（χ ）值
2

54
54

P值
注：a 为 χ2 值

30/24
29/25

0.040

a

0.850

64.5±10.2 27（50.0） 16（29.6） 7（13.0）
0.920

再感染

3（5.6） 12（22.2）7（13.0）

5.6%；观察组患者出现皮疹 2 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 1 例，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5.6%。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00，P=1.000）。

脑震荡 颅骨骨髓炎 其他

64.3±10.1 26（48.1） 15（27.8） 8（14.8）
0.100

替换

治疗期间对照组患者出现皮疹 1 例，血小板

基础疾病〔n（%）〕

颅内血肿

未清除

54 41（75.9） 6（11.1） 2（3.7） 3（5.6） 2（3.7）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Table 1 Comparison of general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例
性别
年龄
数 （男/女） （x±s，岁） 脑出血

2

减少 1 例，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升高 1 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后患者肺部感染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检查指标明显改善，生

组别

16

表 3 两组患者致病菌清除效果比较〔n（%）〕
Comparison of eradication effect of pathogen between the two

对照组

续治疗 10 d。

54

0.320

a

0.990

3（5.6）
2（3.7）

2（3.7）
2（3.7）

致病菌〔n（%）〕

鲍曼不动杆菌 表皮葡萄球菌 肺炎克雷伯杆菌
29（53.7）
31（57.4）

14（25.9）
13（24.1）
0.150

a

0.930

11（20.4）
10（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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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CPIS 评分比较（x±s，分）
Table 4 Comparison of CPIS sco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对照组

54

10.82±1.24

观察组
t值

54

10.85±1.18
0.130

t 配对值

P值

3.36±0.31

17.48

45.11

<0.05

7.49±0.65
42.140

0.900

P值

3

治疗后 10 d

<0.05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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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治疗，存在一定混杂因素的影响，研究结果仍需进一步研
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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