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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患者感染铜绿假单胞菌的相关因素及耐药情况分析
张静 1，陈泽涛 2，刘永贤 1
【摘要】

目的

分析老年患者感染铜绿假单胞菌（PA）的相关因素及耐药情况。方法

选择 2017 年在山东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老年医学科住院时感染 PA 的老年患者 34 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包括相关因素、感染类型、
耐药情况、临床转归。结果

（1）34 例患者均存在≥ 3 种基础疾病，其中有 ICU 入住史者 3 例（8.82%），中长期

卧床史者 31 例（91.18%），住院时间≥ 30 d 者 32 例（94.12%）；32 例（94.12%）接受过侵入性操作；6 例（17.65%）
使用过糖皮质激素，2 例（5.88%）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使用过≥ 3 种抗菌药物者 10 例（29.41%），使用过 2 种抗
菌药物者 15 例（44.12%）。（2）34 例患者中肺部感染 30 例（占 88.24%），尿道感染 2 例（占 5.88%），菌血症 2

例（占 5.88%）。（3）34 例患者共分离出 42 株 PA，其对阿米卡星、妥布霉素、庆大霉素、头孢哌酮 / 舒巴坦和头孢
吡肟的敏感率均 >70.00%，对呋喃妥因、头孢呋辛钠、头孢呋辛酯、复方磺胺甲噁唑的耐药率均为 100.00%。（4）根

据经验及药敏试验用药治疗后，34 例患者中 25 例（占 73.53%）治愈或好转，3 例（占 8.82%）经治疗无效而自动出院，
6 例（占 17.65%）死亡。结论

高龄、存在多种基础疾病、长期卧床、侵入性操作等是老年患者感染 PA 的相关因素，

肺部感染是老年患者感染 PA 的常见类型；PA 菌株对呋喃妥因、头孢呋辛钠、头孢呋辛酯、复方新诺明的耐药率均为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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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related factors and drug resistanc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Pseudomonas

aeruginosa（PA）injection. Methods In 2017，a total of 34 elderly patients with PA injection were selected in the Department
of Geriatric Medicine，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and their clinical data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including related factors，infection types，drug resistance，clinical outcome. Results

（1）

All of the 34 cases merged with equal or over 3 kinds of underlying diseases，thereinto 3 cases（8.82%）stayed in ICU，31

cases（91.18%）stayed in bed for mid-and-long term，32 cases（94.12%） stayed in hospital equal or over 30 days；32
cases（94.12%）received invasive operation；6 cases（17.65%）received glucocorticoids，2 cases（5.88%）received longterm immunity inhibitors；10 cases（29.41%）received equal or over 3 kinds of antibacterial agents，15 cases（44.12%）

received 2 kinds of antibacterial agents.（2）Of the 34 cases，30 cases were pulmonary infection（accounting for 88.24%），

2 cases were urinary tract infection（accounting for 5.88%），2 cases were bacteremia（accounting for 5.88%）.（3）A
total of 42 strains of PA were isolated from the 34 cases，the antibiotic sensitive rates to amikacin，tobramycin，gentamicin，
cefoperazone/sulbactam and cefepime were all over 70.00%，but drug resistance rates to macrodantin，cefuroxime sodium，

cefuroxime axetil and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were all 100.00%.（4）After medical treatment according to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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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rug sensitivity test results，25 cases（accounting for 73.53%）were cured or got better，3 cases（ accounting for 8.82%）
were invalid and against-advice discharged，6 cases（accounting for 17.65%）died. Conclusion

Existence of multiple

underlying diseases，advanced age，long-term stay in bed and invasive operation were related factor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PA injection，and pulmonary infection is the frequently occurred type；drug resistance rates of PA to macrodantin，cefuroxime
sodium，cefuroxime axetil and trimethoprim/sulfamethoxazole are all 100.00%.

【Key words】 Pseudomonas aeruginosa；Hospital infections；Aged；Bacterial resistance
铜绿假单胞菌（PA）是临床常见条件致病菌之一，可引

起呼吸道、尿道、手术切口等部位感染，感染严重时甚至会
对患者生命安全构成威胁

［1］

。近年来，随着免疫抑制剂、化

疗药物及广谱抗菌药物广泛使用，PA 对部分抗菌药物出现较
高的耐药性，并给临床治疗带来较大困难

［2］

。老年患者因多

病共存及长期患有慢性疾病、免疫功能低下而成为包括 PA 在

内多种致病菌的易感人群［3-4］。本研究旨在分析老年患者感
染 PA 的相关因素及耐药情况，以期为更好地防治 PA 感染提
供参考。
1

1.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选取 2017 年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老

抑制剂。
2.1.5

抗菌药物使用情况

34 例患者均使用过≥ 1 种抗菌药

物，其中使用过≥ 3 种抗菌药物者 10 例（29.41%），使用过
2 种抗菌药物者 15 例（44.12%）。
2.2

感染类型

34 例患者中肺部感染 30 例（占 88.24%），

2.3

耐药情况

34 例患者共分离出 42 株 PA，其对阿米卡星、

尿道感染 2 例（占 5.88%），菌血症 2 例（占 5.88%）。

妥布霉素、庆大霉素、头孢哌酮 / 舒巴坦和头孢吡肟的敏感率

均 >70.00%，对呋喃妥因、头孢呋辛钠、头孢呋辛酯、复方
新诺明耐的药率均为 100.00%，详见表 1。

年医学科住院时感染 PA 老年患者 34 例，均符合中华医院感

表1

染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中的 PA 感染诊断

42 株 PA 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n（%）〕
Table 1 Sensitivity of PA to antimicrobial agents

标准［5］，其中男 27 例，女 7 例；年龄 68~100 岁，平均年龄

抗菌药物

株数

敏感

阿米卡星

血、尿等标本分离培养出 PA，明确为 PA 医院感染。本研究

妥布霉素

42

40（95.24）

42

34（80.95）

（86.2±5.6）岁。纳入标准：（1）年龄≥ 60 岁；（2）经痰、

庆大霉素

经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所有

头孢哌酮 / 舒巴坦

患者或其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临床资料，包括 PA 感染相

头孢吡肟

［6］

析系统，参照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NCCLS）标准

，

头孢他啶
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
哌拉西林

药敏试验结果分为敏感、中介和耐药。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描述，符

左氧氟沙星

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

亚胺培南

2

环丙沙星

2.1

结果

2.1.1

相关因素
住院情况

氨曲南

34 例患者中有 ICU 入住史者 3 例（8.82%），

呋喃妥因

中长期卧床史者 31 例（91.18%），住院时间≥ 30 d 者 32 例

头孢呋辛钠

2.1.2

复方新诺明

（94.12%）。

基础疾病

头孢呋辛酯

34 例患者均存在≥ 3 种基础疾病，其中伴

有脑血管病者 30 例（88.24%），低蛋白血症者 29 例（85.29%），

5

耐药

0

2（4.76）

2（4.76）

6（14.29）

37（88.10）

1（2.38）

4（80.00）

0

4（9.52）

1（20.00）

42

30（71.42） 6（14.29） 6（14.29）

41

24（58.54） 6（14.63） 11（26.83）

40

美洛培南

关因素、感染类型、耐药情况、临床转归。菌种鉴定及药敏
试验采用 VITEK 2 Compact System 全自动微生物鉴定及药敏分

42

中介

42
40
42
42
42
7
2

22
22
1

26（65.00） 4（10.00） 10（25.00）
22（52.38） 13（30.95） 7（16.67）

18（45.00） 7（17.50） 15（37.50）
19（45.24） 10（23.81） 13（30.95）
18（42.86） 8（19.04） 16（38.10）
16（38.10） 12（28.57） 14（33.33）
2（28.57）
0
0
0
0

3（42.86） 2（28.57）
0

2（100.00）

0

22（100.00）

0

1（100.00）

0

22（100.00）

痴呆者 15 例（44.12%），间质性肺疾病者 8 例（23.53%），

2.4

恶性肿瘤者 4 例（11.76%），免疫系统疾病者 2 例（5.88%），

治疗无效而自动出院，6 例（占 17.65%）死亡。25 例治愈或

肾功能不全者 7 例（20.59%），肝功能异常者 5 例（14.71%），
褥疮者 2 例（5.88%）。
2.1.3

侵入性操作

34 例患者中 32 例（94.12%）接受过侵

临床转归

根据经验及药敏试验结果用药治疗后，34 例

患者中 25 例（占 73.53%）治愈或好转，3 例（占 8.82%）经
好转患者中，10 例采用依替米星治疗，4 例采用哌拉西林 / 他
唑巴坦治疗，3 例采用头孢他啶治疗，2 例采用左氧氟沙星联

入性操作，其中行中心静脉置管者 27 例（84.38%），鼻饲留

合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治疗，2 例采用左氧氟沙星治疗，采用

行气管切开手术者 4 例（12.50%），呼吸机治疗者 3 例（9.37%）。

他唑巴坦、依替米星联合美洛西林治疗者各 1 例。

置胃管者 26 例（81.25%），尿道插管者 20 例（62.50%），
2.1.4

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使用

34 例 患 者 中 6 例

（17.65%）使用过糖皮质激素，2 例（5.88%）长期应用免疫

亚胺培南、依替米星联合头孢他啶、莫西沙星联合哌拉西林 /
3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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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PA 医院发生率逐渐升高且耐药菌株日益增多，尤以老
年患者多见。2014 年中国细菌耐药监测结果显示，分离自老

即采取接触隔离措施，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合理选择抗菌药物。
综上所述，存在高龄、多种基础疾病、长期卧床、侵入

年患者的 PA 菌株比例高达 33.3%，且老年 PA 感染患者对除

性操作等是老年 PA 感染的相关因素，肺部感染是老年患者感

了解老年患者感染 PA 相关因素及耐药情况对预防 PA 感染具

孢呋辛酯、复方新诺明的耐药率均为 100.00%。但本研究样

多黏菌素之外的抗菌药物耐药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因此，
有一定临床意义。

既往研究表明，高龄是 PA 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5］，其

原因与老年人卧床比例较高、基础疾病较多、免疫功能低下、
多长期住院或行侵入性操作、使用激素及不合理使用抗菌药

物等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34 例患者平均年龄为（86.2±5.6）
岁，均存在≥ 3 种基础疾病、使用过≥ 1 种抗菌药物，其中

32 例患者住院时间≥ 30 d、接受过侵入性操作，提示存在高龄、
多种基础疾病、长期卧床、侵入性操作等是老年 PA 感染的相

关因素。本研究结果还显示，34 例患者中 30 例为肺部感染，
占 88.24%，提示肺部感染是老年 PA 感染的常见类型，与国

内既往文献报道基本相符［8］，分析其原因与老年人呼吸道纤
毛活动能力较差、分泌物较多及排痰能力下降等有关［9］。

PA 细胞膜通透性差并存在独特的主动外排系统，可减少

药物渗入和堆积，且 PA 由 5 567 个基因编码组成，因此 PA
具有较强的天然耐药能力［10］。阿米卡星、妥布霉素、庆大霉
素属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可直接与细菌 16S rRNA 解码区的

染 PA 的常见类型，PA 菌株对呋喃妥因、头孢呋辛钠、头
本量有限，如何有效防治老年患者感染 PA 等仍需进一步深
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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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防工作，在充分考虑患者具体情况的前提下尽量缩短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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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占 17.65%）死亡。因此对于老年患者，应做好 PA 感染

院时间、避免不必要的侵入性操作、合理有效地使用抗菌药物、
在医疗护理过程中加强无菌观念等，以减少或避免 PA 感染的
发生，并注意发现一旦 PA 感染征象时及应送检相应标本并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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