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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ꎬ并通过每月的医院感染质量检查直接反馈医务人员手卫
生执行情况ꎬ将其纳入科室质量考核ꎬ促进手卫生工作的落实ꎮ
相关报道发现ꎬ手卫生成本的增加以及相关设施、设备的

[６]

施干预后ꎬ每床日手卫生支出费用明显增加ꎬ表明手卫生执行

[７]

投入和改善ꎬ能有效提高医务人员的手卫生执行力度 [１３] ꎮ 实
次数增加ꎮ 但同时科室也应考虑到加强对手卫生物资的管
理ꎬ避免浪费现象ꎮ 此外ꎬ实施干预后该科室医院感染发生率
由 １２.４１％下降到 ９.５１％ꎮ Ｌｕａｎｇａｓａｎａｔｉｐ 等研究也证实手卫生
依从性提高后ꎬ患者医院感染发生率则下降了 ８.９０％ [１４] ꎬ说
明医务人员执行手卫生与减少医院感染的发生密切相关ꎮ 本
研究中医务人员在接触患者周围环境及物品后的手卫生依从
性并无显著提高ꎬ还须进一步进行相关培训ꎮ 此外ꎬ本研究干
预时间较短ꎬ而提高手卫生依从性是一项需长期坚持的工作ꎬ
应持续地在科室及医院内推广ꎬ以证明干预策略的有效性ꎮ
[１]

[２]

[３]
[ ４]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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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阜阳地区结核分枝杆菌耐药性分析

 预防医学 

孟献萍
【 摘要】

目的

分析阜阳地区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性ꎮ 方法

采集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到医院确诊为结核病患者的相关临床标本( 痰) ꎬ进行结核分枝杆菌的鉴定、分离培植及药敏
试验ꎮ 通过试验的结果进行耐药性变化的分析ꎮ 结果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总体耐药率在 ３４.６０％ ~ ３７.３６％ 之

间ꎬ其中多耐药率为 ７.９１％ꎻ单耐药率为 １３.２４％ꎻ耐多药率为 １３.３４％ꎻ广泛耐药率为 ０.６２％ꎻ耐利福平率为

１６.８２％ꎻ２０１５ 年耐药率最高ꎮ 总体耐药率呈波浪式缓慢上升ꎮ 结论

防治结核病工作的当务之急是如何

快速准确的检测出结核杆菌的耐药性、控制传染源及尽早发现新病例ꎮ
【 关键词】

耐药性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４６.５

活动性肺结核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结核分枝杆菌ꎻ

多耐药率ꎻ

药敏试验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８.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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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 １６.８２％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ｉｎ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ｌｏｗｌｙ ｉｎ
ｗａｖ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ｕｒｇｅｎｔ ｔａｓ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ｓ ｈｏｗ ｔｏ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ｂａｃｉｌｌｉꎬ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ｎｄ ｎｅｗ ｃａｓｅｓ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ꎻ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ꎻ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ꎻ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ꎻ Ｄｒｕｇ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ｔｅｓｔ
结核病( ＴＢ) 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并严重危害

本加到 ＭＧＩＴ 培养管中ꎬ旋紧管盖并轻轻颠倒数次混匀ꎬ放入

ꎬ推测

自动分枝杆菌培养仪报阳性的培养管中的培养液 ２ ~ ３ 滴到

人类生命健康的慢性传染病 [１] ꎬ它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感
染所引起全身性疾病ꎬ主要侵害肺部ꎮ 据文献报道

[２]

分枝杆菌起源于 １.５ 亿年以前ꎮ 约 ３００ 万年前在东非ꎬ早期
原始人类与早期结核分枝杆菌的祖先共同进化ꎮ 约 １５ ０００ ~

３５ ０００ 年前现代分枝杆菌复合群由同一个祖先起源ꎮ 在中国
于 ２３００ 年前出现关于结核病的文字记载ꎬ而在印度和埃及分

别于 ３３００ 年和 ５０００ 年前发现ꎮ 阜阳市主要生产力为农业ꎬ
城市发展较落后ꎬ医疗卫生情况较差ꎬ公众健康防护意识薄

弱ꎮ 此外由于大量城市人口为流动性劳工ꎬ为结核病的防治
工作带来不便ꎮ 故此ꎬ本研究通过调查阜阳市结核病的临床
资料ꎬ了解其流行特征ꎬ用利福平( ＲＦＰ) 进行结核分枝杆菌耐

孵育箱ꎻ孵育ꎬ等待仪器自动报告结果ꎮ ( ２) 取 ＭＧＩＴ９６０ 型全
结核分枝杆菌抗原检测试剂盒检测板的样本下部ꎬ１５ 分钟后
观察检测板的判定区ꎮ 结核分枝杆菌阳性:判定区( Ｔ) 及质
控区( Ｃ) 出现两条红色条带ꎮ 结核分枝杆菌阴性:判定区( Ｔ)

出现红色条带ꎬ而质控区( Ｃ) 无条带ꎮ 测试无效:两区均无条
带ꎮ 当结核分枝杆菌结果为阳性ꎬ如菌量足够ꎬ则可进行药敏

试验ꎬ 菌 量 略 少ꎬ 则 需 要 加 入 ＭＧＩＴ 营 养 添 加 剂 继 续 培 养ꎮ
(３) 采用绝对浓度法药敏试验ꎬ分枝杆菌药敏罗氏培养基均
为自制ꎮ 将 １４ ~ ２１ 天菌龄的分枝杆菌用接种环取出ꎬ放置于
无菌管内ꎬ各管加入 ２ 滴 ０.５％ 吐温－８０ꎬ研磨至乳酪状ꎬ静置

药性监测方法的研究ꎬ通过分析菌株的基因表型来判断结核

１０ ｍｉｎꎬ取生理盐水稀释上清ꎬ与麦氏比浊管比浊ꎬ配成 １ ｍｇ /

播、对临床选择有效抗结核药物和保证化疗效果等意义重大ꎮ

别接种于中性对照罗氏培养基和不同浓度含药培养基的斜面

分枝杆菌对 ＲＦＰ 的耐药性ꎬ可减少耐药菌株在人群中的传
一、资料与方案

１.材料来源:本次研究通过采集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到医院确诊的结核病患者分离的结核分枝杆菌共 １５９２３
株ꎬ非结核分枝杆菌 １０１ 株ꎬ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ꎮ (１) 标本采集:采用国际通用螺旋盖痰瓶或密封塑料盒、
蜡纸盒( 规格:高度 ２ｃｍꎬ直径 ４ｃｍ) 收集痰标本 [５] ꎮ ( ２) 采集
方法:根据采集时间ꎬ将痰标本分为 ３ 类:①晨痰:患者晨起用

清水漱口后ꎬ咳出的第 ２、第 ３ 口痰液ꎻ②即时痰:就诊时深吸

ｍｌ 的菌悬液ꎮ 将菌悬液按照 １ ∶ １００ 稀释ꎬ各吸取 ０.１ ｍｌ 分
上ꎮ 以标准菌株 Ｈ３７Ｒｖ 做培养基质控ꎮ 接种完毕后ꎬ置 ３６
℃ 恒温箱内培养ꎬ４ 周后观察结果ꎮ 以中性罗氏培养基对照

管生长ꎬ高、低浓度管均生长为高度耐药ꎻ含药低浓度管生长、
高浓度管不生长ꎬ则低浓度耐药ꎻ含药高、低浓度管均不生长
为敏感ꎻ中性罗氏培养基高浓度管生长、含药低浓度管不生长
或对照管不生长均视为实验失效ꎮ Ｈ３７Ｒｖ 株在 ６ 种药敏培养
基上均不生长ꎬ仅在中性罗氏对照管上生长ꎬ否则实验无效ꎮ

３.耐药判定标准:判定标准取自« 耐药结核病化学治疗指

气后咳出的痰液ꎻ③夜间痰:送痰前一日ꎬ晚间咳出的痰液ꎮ

南» [３] ꎮ 多耐药:对 １ 种以上一线抗结核药物耐药的结核分枝

出的分泌物:干酪痰、血痰、黏液痰ꎮ

抗结核药物耐药的结核分枝杆菌ꎻ利福平耐药:对利福平耐药

(３) 痰的性状:合格的痰标本是患者深吸气后ꎬ由肺部深处咳
２.研究方案:分析结核分枝杆菌的耐药结果ꎮ 药敏试验

的标准均按« 结核病诊断实验室检验规程»

[４]

进行操作ꎬ培养

主要采用 ＢＡＣＴＥＣ ＭＧＩＴ９６０ 型全自动分枝杆菌培养仪ꎬ对收
集的临床标本进行细菌学培养ꎬ对阳性标本采用结核分枝杆
菌抗原检测试剂盒进行菌种鉴定ꎬ对鉴定为结核分枝杆菌的
标本采用绝对浓度法药敏试验ꎮ (１) 用无菌吸管吸取痰标本

２ ~ ５ ｍｌ 于 ５０ ｍｌ 离心管ꎬ视痰标本性状加 １ ~ ２ 倍体积 ＮＡＬＣ－

ＮｚＯＨ 混合溶液ꎬ液化痰标本 １５ ｍｉｎꎻ在生物安全柜中打开离

心管螺旋盖ꎬ加磷酸盐缓冲液至 ５０ ｍｌꎬ充分混匀ꎬ而后在低温
离心机中 ３ ０００ ｇ 离心 ２０ ｍｉｎꎬ弃去上清液ꎮ 用无菌吸管加入

２ ｍｌ 磷酸盐缓冲液至离心管ꎬ轻轻晃动混匀ꎬ制备抑菌剂混合

杆菌ꎬ切不同时对异烟肼和利福平耐药ꎻ单耐药:只对 １ 种一线
的结核分枝杆菌ꎻ耐多药:至少同时对异烟肼和利福平耐药的
结核分枝杆菌ꎻ广泛耐药:在耐多药基础上至少同时对一种氟
喹诺酮类和一种二线注射类抗结核药物耐药的结核分枝杆菌ꎮ

４.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ꎮ 计数
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 ｎ( ％) ] 表示ꎬ采用 χ２ 检验ꎻ趋势性检
验采用 χ２ 趋势性检验ꎻ以 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各年间检出菌株数与耐药情况: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总菌株

有 １５ ９２３ 株ꎬ菌株检出率呈逐年上涨趋势ꎬ２０１８ 年菌株数量
最多ꎬ有 ４１１８ 株占 ２５.８６％ꎮ 见表 １ꎮ

２.５ 年间整体耐药情况:５ 年共检出结核分枝杆菌 １５９２３

液、生长添加剂ꎮ 用 １５ ｍｌ ＭＧＩＴ 生长添加剂复溶抑菌剂ꎬ轻

株ꎬ多耐药、单耐药、耐多药共计 ５４９２ 株ꎬ占 ３４.４９％ꎻ其中多

０.８ ｍｌ 生长添加剂 / 抑菌剂混合液ꎬ用无菌吸管吸取 ０.５ ｍｌ 标

耐多药共计 ２１２４ 株ꎬ占 １３.３４％ꎻ广泛耐药共计 ９９ 株ꎬ占同期

轻混匀ꎬ静置备用ꎻ取 ＭＧＩＴ 培养管ꎬ用移液器向培养管中加

耐药共计 １２６０ 株ꎬ占 ７.９１％ꎻ单耐药共计 ２１０８ 株ꎬ占 １３.２４％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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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菌株数 ０. ６２％ꎮ 耐 利 福 平 结 核 病 占 同 期 总 菌 株 数 的 １６.

种菌展开的ꎬ菌的生长期较长ꎬ而且培植出阳性的几率较低ꎮ

３６％之间ꎬ２０１５ 年耐药率最高ꎬ耐药率总体呈波浪式缓慢上

药菌株的生长更加缓慢ꎬ导致耐药测定需要 ４２ ~ ５６ 天时间ꎬ

８２％(２６７９ / １５９２３)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总体耐药率在 ３４. ６０％ ~ ３７.
升ꎮ 见表 １ꎮ
讨论

阜阳地区作为结核病的高发区ꎬ相关研究有很

多 [６] ꎬ但多数局限于结核病的现状及流行病学特征调查ꎬ很
少涉 及 到 耐 药 基 因 的 检 测 和 耐 药 性 的 监 测ꎮ 据 研 究 所
得

[７－８]

ꎬ药物敏感性相关的基因缺失、突变和插入对结核分枝

杆菌的耐药机制有影响ꎮ 另外还有部分药物的耐药机制没有
被发现ꎬ随着耐药菌株的不断出现ꎬ新的突变将被学者不断发

即使是得到阳性菌株的患者ꎬ由于结核杆菌生长缓慢ꎬ而且耐
使耐药信息不能在患者临床治疗初期提供ꎬ化疗方案不能遵
从科学的个体化原则ꎬ造成药物毒副作用和经济损失ꎮ 所以
不能合理用药导致获得性耐药及传染源得不到及时控制ꎬ使
结核病患病率和死亡率高居不下 [１４] ꎮ 因此ꎬ如何快速准确的
检测出结核杆菌的耐药性、控制传染源、尽早发现新病例是结
核病防治工作的首要目的ꎮ

现 [９] ꎮ 需寻找更进一步的有效、快速和简便的耐药基因检测

[１]

这对临床准确选择用药ꎬ控制耐药菌株在人群中的扩散和保

[２]

法ꎬ为了更好地有效控制和治疗结核病及更准确的临床用药ꎮ
证化疗效果等具有重要的意义ꎮ

本研究共统计结核分枝杆菌 １５９２３ 株ꎬ标本为采集临床

上肺结 核 患 者 的 痰 液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 间 总 体 耐 药 率 在 ３４.

６０％ ~ ３７.３６％之间ꎬ２０１５ 年耐药率最高ꎬ耐药率总体呈波浪式

缓慢上升ꎻ其中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为 ６.８％ [１０] ꎬ
而本次研究统计耐多药率为 １３.３４％ 已超过ꎬ五年间耐多药、

[３]
[４]
[５]
[６]

单耐药、多耐药的整体耐药率为 ３４.４９％ꎻ而广泛耐药率为 ０.

[７]

在防治结核病的耐多药工作上医院还需加大力度ꎬ但不排除

[８]

６２％ꎬ低于全国第五次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的 ２.１％

[１０]

ꎻ提示

是医院在加强管理耐药结核病过程中ꎬ痰培养部分菌株重复
利用ꎬ导致了耐药率偏高可能ꎮ 据报道 [１１] ꎬ深圳市近几年结
核分枝杆菌耐多药率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ꎬ利福平耐药率和

[９]
[１０]

异烟肼耐药率呈阶段性变化ꎮ 所以继续加强耐多药结核病患
者管理 [１２￣１３] 和规范耐多药结核病人诊治尤为重要ꎮ
近几年来ꎬ结核病多耐药菌株的出现和蔓延是由于不合
理的化疗方案和抗生素的滥用所导致ꎬ不利于结核病的临床
治疗ꎮ 现今ꎬ用药敏试验来判断临床结核杆菌的耐药性的目
的并没要达到期望ꎮ 主要原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ꎬ药敏试
验的局限性ꎬ体内外环境的不同ꎬ体外药敏试验报告不能反应
药物与病原菌在体内的动态变化ꎻ第二ꎬ体外药敏判断标准未
考虑药代学因素及药物本身的特性ꎻ第三ꎬ药敏试验是围绕各
表１
年份

株数

２０１４

２３３７

２０１６

３２５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４２５
３７８９
４１１８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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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耐药株数情况( ｎ)
耐药性

单耐药株数

多耐药株数

耐多药株数

广泛耐药株数

耐利福平株数

３８３

２１０

３０１

１２

３５３

５１７

２６

３２１
３９０
４８８
５２６

１９４
２５２
２８９
３１５

２８５
４６８
５５３

９

２１
３１

３３１

合计
８０９
９０６

５４６

１１３１

７４２

１４２５

７０７

１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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