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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Ｂ族溶血性链球菌感染的研究新进展
陈慧慧，范建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上海２０００３０）
［摘要］Ｂ族溶血性链球菌是一种寄生于人体下消化道及泌尿生殖道的细菌，妊娠妇女的带茵率大约１０％一３０％，目前普
遍认为Ｂ族溶血性链球茵是围产期严重感染性疾病的主要致病茵之一，可引起胎膜早破、早产、产褥感染及新生儿败血症和脑膜
炎等不良结局，在围产医学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近年，国内外对围产期Ｂ族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做了大量研究，尤其是在新生
儿早发型与晚发型感染方面及细茵筛查、预防治疗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该文从Ｂ族溶血性链球菌生物学特性、流行病学、感染
对母婴的影响、检测方法、筛查现状、预防以及治疗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作以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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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ＣＢ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ｎｅｏｎａｔ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自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Ｂ族溶血性链球菌（ｇｒｏｕｐ

Ｂ

ｗｏｍａｎ

１０％～３０％Ｉｔ］，新生儿体表带菌率与母体带菌率相似。但带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ＧＢＳ）已被证实为围产期母婴感染的主要致病菌

菌率由于人种不同、采样的部位不同而不尽相同，在一些特殊

之一，在围产医学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现就近年来围产

人群，如肥胖、糖耐量异常、多次妊娠、低龄或高龄孕妇以及性

期ＧＢＳ感染的研究进展作以综述。

生活活跃的妇女中带菌率较高。例如，华盛顿地区孕妇ＧＢＳ

１

Ｂ族溶血性链球菌的生物学特性及流行病学

带菌率为１０．８％【２Ｊ，英国地区孕妇带菌率为１４％Ｈ１；我国北
京地区孕妇带菌率为８％一１５％。

Ｂ族链球菌为革兰氏阳性球菌，根据其是否溶血分为俚

ＧＢＳ传播的主要途径为垂直传播，且与分娩方式有关。

（不完全溶血）、１３（完全溶血）、７（不溶血）３种。致病血清主

据１９９９年Ｈｉｃｋｍａｎ等报道指出，阴道分娩的新生儿其垂直传

要分为：Ｉ ａ、Ｉ ｂ、ＩＩ、Ⅲ和Ｖ，其毒力与荚膜多糖抗原、脂磷壁

播的发生率为４５．２％，而剖宫儿为２５．９％。若发生宫内感

酸、神经氨酸酶等有关。２００１年Ｅｄｗａｒｄｓ等在孕妇生殖道细

染，感染胎儿易发生新生儿肺炎及败血症。

菌培养中发现：Ｉ

ａ

３８％、Ｉ ｂ １１％、ＩＩ ７％、ｉｌｌ２６％、Ｖ １８％，

２

早发型新生儿疾病的细菌分型与其相似；然而，在晚发型疾病
中细菌分型以Ⅲ型为主。Ｅｄｗａｒｄｓ等人于２００１年研究发现，
晚发型疾病的细菌分型为：Ｉ

８

２３％，Ｉ

ｂ

５％，１１２％，Ｉｌｌ

２．１

６４％

和Ｖ１４％（另有２％无法分型）。

Ｂ族溶血性链球菌对孕产妇的影响
Ｂ族溶血性链球菌与胎膜早破

ＧＢＳ感染是胎膜早破的主要发病因素。ＧＢＳ对绒毛膜有
较强吸附能力，且穿透能力最强，接种２小时内即可吸附于母

研究显示，ＧＢＳ位于人体下消化道及泌尿生殖道，健康人

体组织，继而侵入绒毛膜，通过炎症细胞的吞噬作用及细菌产

群ＧＢＳ带菌率可达１５％～３５％，妊娠妇女的带菌率大约为

生的蛋白水解酶的直接侵袭，使胎膜局部张力减低，从而导致

【收稿日期］２００９—０２一１６
［作者简介］陈慧慧（１９８４一），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科感染的临床研究。
［通讯作者］范建霞，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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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膜早破。胎膜早破后病原微生物侵入官腔，可引起羊水、胎

儿进行了研究，共有５例发生晚发型ＧＢＳ感染，其中１例于

盘以及胎膜感染。羊膜腔感染常常和破膜时间、产程时间和

脑脊液中测出于扰素（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ＩＮＦ）呱，３例证实有病毒（分

阴道检查的次数有关。但国内陈慧慧等于２００９年研究发现，

别为呼吸道合胞病毒、流感病毒以及轮状病毒）感染，１例出

ＧＢＳ感染与胎膜早破并无直接关联，故ＧＢＳ是否仍为胎膜早

现咽炎、皮疹等病毒感染症状，５例ＧＢＳ晚发型感染皆为ＧＢＳ

破的直接原因有待于新的大样本临床试验研究。
２．２

Ｂ族溶血性链球菌与早产

Ⅲ型合并病毒感染造成。由于晚发型疾病本身的发生率较
低，仅为０．５‰，且潜伏期长，故目前尚元有效的干预措施。

生殖道的感染是导致早产的重要因素。ＧＢＳ引起泌尿生

由此形成了晚发型疾病在所有新生儿ＧＢＳ疾病中所占的比

殖道感染时，会引起磷脂酶Ａ２和前列腺素及细胞因子，如肿

例逐渐增大。所以，寻找、确定晚发型疾病的危险因素和干预

瘤坏死因子（ｔｕｍｏｒ

方法将是未来工作的重点之一。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ＴＮＦ）、白细胞介素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ＩＬ）－１、－６、－８、－１２等的释放，刺激子宫收缩导致早
产。现行的诊疗常规多提示“ＧＢＳ易导致胎膜早破、宫内感

５

Ｂ族溶血性链球菌的检测方法

染甚至是新生儿败血症”，这使得一些医疗机构对ＧＢＳ阳性

ＧＢＳ的检出率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取材部位、检查时间

的胎膜早破孕妇进行过度的医疗干预，也可能是造成ＧＢＳ阳

等。２０００年马延敏等分别于孕２０周前、孕２０一２８周以及孕

性感染者早产率偏高的原因之一。Ｃｈａｉｓｉｌｗａｔｔａｎａ（１９９５年）和

３４周以后进行筛查，孕期筛查３次产妇的ＧＢＳ阳性率为

马延敏等（２０００年）的研究皆认为ＧＢＳ并非导致早产的原

２９．７％，筛查２次的为１５．５％，而筛查１次的为９．９％。故朱

因，因此孕期ＧＢＳ感染和早产的关系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敏等（２００５年）研究提出，从多个部位取材，必要时可以重复

２．３

Ｂ族溶血性链球菌与产褥感染

ＧＢＳ仍是造成产褥感染的主要致病菌之一。其特点是发
热出现早，平均产后１１小时即发热，伴有畏寒、心率快、腹

检查，以提高ＧＢＳ的检出率。现将目前常用的检测方法介绍
如下：
５．１细菌培养法

胀、子宫复旧不良，宫旁或附件触痛，妇科检查发现子宫或附

目前仍是检测ＧＢＳ的主要方法，检测ＧＢＳ的金标准为：

件压痛，体温超过３８。Ｃ时往往伴发败血症。早期使用有效抗

孕３５—３７周阴道及直肠取样，于肉汤培养基中培养呈阳性。

生素町预防严重感染的发生。

在临床工作中，也可以将标本种植于肉汤培养基，１２小时后

３

Ｂ族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对新生儿的影响

近年来，尽管新生儿ＧＢＳ疾病的发生率在下降，但在西

再于血琼脂培养基卜进行再培养，以提高检出率。
５．２聚合酶链式反应法
聚合酶链式反应（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ＣＲ）法与传

方国家，ＧＢＳ感染仍然是新生儿感染的主要原因。其分型仍

统细菌培养方法相比，ＰＣＲ可显示出其明显的优势，敏感性为

分为早发型和晚发型感染。

９７％，特异性为１００％，阳性预测值为１００％，阴性预测值为

早发型感染多见于出生后１周内。８０％的早发型新生儿

９８．８％。通过ＰＣＲ技术，可以在４０—１００分钟内得到实验室

ＧＢＳ感染在出生后２４小时内即出现症状。母婴垂直传播是

结果。其中实时定茸荧光聚合酶链反应（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其主要传播途径。早发型感染主要的临床表现为败血症

ＰＣＲ，ｒｔｑ－ＰＣＲ）的敏感性（９４％～９７％）及特异性（９０％一

（８０％）、肺炎（７％）和脑膜炎（６％）。若治疗不及时，可引发

１００％）较高，平均耗时４０分钟，最具实用价值。鉴于ｒｔｑ－ＰＣＲ

远期后遗症，如智力发育迟缓、视觉听觉丧失等。

准确、快速、价格适中的特点，国外近年来对此法的应用较为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晚发型感染多发生于出生１周后，常呈隐匿性发病，其特

关注。除产时ＧＢＳ检测外，该检测方法目前已运用到产后新

征性表现为脑膜炎。晚发型感染可能与院内感染或家庭接触

生儿即时ＧＢＳ检测。在Ｎａｔａｒａｊａｎ等¨ｏ的报道中，对９４例孕

等有关，而母亲的ＧＢＳ感染对于新生儿晚发型疾病也是一个

母胎膜早破、产时ＧＢＳ带菌状况不详的新生儿进行体表４点

重要的危险因素。由于１／３的晚发型疾病出现脑膜炎，故这

采样（鼻孔、咽喉、外耳道、肛门）检测，ｒｔｑ．ＰＣＲ阳性检出率为

些生存下来的新生儿中更易发生神经系统后遗症。

５１％，该方法敏感度与特异性分别为９０％和８０．３％，显著优

４筛查的现状

于血琼脂平板法（阳性检出率仅１７％）。
５．３荧光原位杂交法

产前筛查以及预防性抗生素的使用，使新生儿ＧＢＳ早发

２００３年Ａｒｔｚ等对标准细菌培养和荧光原位杂交法

型感染的发病率明显降低，但仍未杜绝。８０年代至９０年代

（ＦＩＳＨ）的有效性进行对比，结果显示ＦＩＳＨ的有效率高达

初，新生儿早发型感染率约为１．５％ｏ～２％ｏ，随着预防医学的

９８．３％，而传统的细菌培养仅为６４．４％。因此，ＦＩＳＨ可作为

发展，其发生率下降至０．５‰并保持在该水平¨Ｊ。到目前为

一种快速、特异性强、灵敏度高的检测技术应用于产时检测。

止，研究ＧＢＳ晚发型感染的流行病学资料较少，其发病机理
尚不明确。晚发型感染的危险因素包括：妊娠期并发症、人类
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感染、黑人、ＧＢＳ阳性、母亲年龄＜２０岁

５．４革兰染色法
此法叮作为快速诊断方法，但是对于ＧＢＳ其敏感性与特
异性都不高，尽管如此，它还是可以作为带菌者的筛选方法。

以及早产卜１，而Ａｉｏｎｓｏ等人于２００３年研究发现ＧＢＳ晚发型

目前，我国各大医院首选的检测方法仍然为细菌培养，尽

感染和病毒感染有关，其通过对成年鼠的动物试验发现感染

管一些新型的检测方法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但由于价

了流感病毒的成年鼠更易发生细菌感染，从而大胆猜测病毒

格偏贵，尚未在临床广泛应用，检测方法的滞后也是造成ＧＢＳ

感染可能使得皮肤粘膜的抵抗力消弱，使潜伏在人体的ＧＢＳ

感染漏诊的可能原因。Ｋａｌ＇ｅｌｌ等旧。研究发现，在波士顿地区

易侵入血液系统从而导致发病。Ｊｏｓｅｔｔｅ等Ｈ ３对２００１年１０月

的６７ ２６０例新生儿中，发生ＧＢＳ早发型感染２５例，其中１７

至２００５年４月期间的９０例出生７～９０天怀疑ＧＢＳ感染的婴

例（１７／２５）母亲孕期ＧＢＳ筛查阴性。检测手段的滞后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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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ＧＢＳ带菌者失去了产时预防这一环节。
除检测方法本身的因素外，有学者提出口服抗生素可能

应用抗生索相比，抗生素预防超过２小时的有效率是８９％，
不足２小时的有效率为７１％。

造成短时间内ＧＢＳ培养阴性。Ｋｉｍ等＿１曾报道一孕妇孕３５
周时因尿路感染口服抗生素，ＧＢＳ筛查阴性，而新生儿发生了

随着ＧＢＳ研究的深入，临床上有关药物预防方面的疑
问，需要大样本的研究加以证实。

ＧＢＳ肺炎及败血症。这也提示ＧＢＳ可能具有潜伏性及间歇

６．２免疫预防

性的特征。所以，综合分析、重复测试可能是必要的。现今，

导致围产期ＧＢＳ感染的菌株分型不多，有针对性的进行

找到一种安全、高效、敏感的方法进行产时ＧＢＳ检测显得尤

疫苗研制，无疑是经济有效的防治手段。此外，还可减少抗生

为重要。

素的使用，从而减少ｆ－ＧＢＳ耐药性的发生。

６

Ｂ族溶血性链球菌感染预防与治疗

目前，对于ＧＢＳ感染的预防方案可归纳为药物预防和免
疫预防两类。

新生儿易感性可能与母体缺乏抗荚膜多糖保护性抗体有
关。荚膜多糖与破伤风类毒素等蛋白结合疫苗有较强的免疫
原性，能刺激机体产生较强的免疫反应。２００２年李莉等实验
室研究发现，注射Ⅲ型荚膜多糖一破伤风类毒索结合疫苗

６．１药物预防

（ＧＢＳ—ＣＰＳ－１３＂）的母鼠体内会产生大鼍特异性抗体，新生鼠幸

青霉素Ｇ首剂５００万单位静脉注射，每４—６小时２５０万

免于同璎ＧＢＳ致死性感染。目前，国外对孕３２—３４周的妇

单位；或氨苄青霉素首剂２９静脉注射，每４—６小时１９，直至

女已有采用特异ＧＢＳ疫酶接种的报道【ｌ ０｜，使其产生ＩｇＧ抗

分娩。青霉素一直以来作为预防治疗ＧＢＳ感染的首选药物，

体，证实可预防９０％的新生儿感染及母亲产后ＧＢＳ感染。

至今为止尚未发现ＧＢＳ对青霉素耐药菌株。

总之，ＧＢＳ依然是威胁围产期母婴健康的致病菌之一。

但自上世纪９０年代开始，ＧＢＳ对氯洁霉素以及红霉素耐

妊娠晚期大范围ＧＢＳ筛查的必要性、抗生素使用的时机、用

药性开始逐年上升。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间，美国及加拿大地区，

药持续的时间、现有诊疗常规的有效性等均有待进一步大样

对红霉素的耐药性由７％上升至２５％，对氯沽霉素的耐药性

本的临床研究。寻找一种产时快速、可靠、敏感的ＧＢＳ检测

由３％上升至１５％，至２００３年，３７％的ＧＢｓ对红霉索耐药，

方法、探索ＣＢＳ疫苗等新型防治手段、以求更有效地降低

１７％的ＧＢＳ对氯洁霉素耐药…。由于目前全球ＧＢＳ耐药性

ＧＢＳ在母婴之间的传播、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抗生素使

逐年上升，有学者认为大范围使用抗生索预防ＧＢＳ疾病的方

用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法并不可取。抗生素的过度使用，虽减少了ＧＢＳ感染，但伴
随发生的是其它菌种感染增加，尤其是革兰染色阴性菌、青霉
素及氨苄青霉素的耐药菌株增加…，加速了ＧＢＳ耐药菌株的
产生。Ｓｔｏｌｌ等２００２年研究发现大肠杆菌造成的极低出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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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儿的早发璎的脓毒血症的病例明显增加，由３．２％ｏ上升至
６．８‰。此外，Ｄａｌｅｙ等¨１对澳大利哑地区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期间

ｏｎｓｅｔ

得探讨的问题。
目前也有学者发现，当ＧＢＳ接触青霉素后可立即从细胞
壁上释放磷脂，在动物试验中，这种磷脂可以造成肺动脉高压
和呼吸窘迫一Ｊ。２００３年Ｃｕｒｔｉｓ等大胆假设这种磷脂的释放
也是引起人类呼吸窘迫的原因之一。ｕＮ等一１对１７ ６９０例新
生儿研究发现，在ＧＢＳ感染的新生儿中，经青霉素治疗过的
新生儿肺动脉高压以及呼吸窘迫的发生率是未治疗的２．６
倍。当青霉素不能有效阻断ＧＢＳ母婴垂直传播时，一方面可
能是由于母亲ＧＢＳ的严重感染造成新生儿感染，同时也不能
排除使用青霉素引起了磷脂的释放，造成新生儿呼吸窘迫，故
有必要进～步研究产时使用青霉素对围产期新生儿的影响。
尽管有明确规定产时使用抗生素的持续时间至少为４小
时，但仍有约５０％的ＧＢＳ带菌孕妇由于分娩速度太快，从而
没有办法接受长达４小时的治疗。Ｂｏｙｅｒ在１９８９年研究中指
出。产时氨苄青霉素使用超过ｌ小时就可以使得新生儿感染
从２８％减少到４％。ＬＩＮ在２００１年的研究中表明，与无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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