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

生堡迫亡抖盘盍垫！！至！旦箜箜鲞筮！翅￡蝤！』Ｑ堕塑鱼！！！型：』塑垡！ｇ垫！Ｑ，！丛笪：堕垒！

·妊娠合并症与并发症。

妊娠晚期孕妇Ｂ族链球菌带菌状况的
检测及带菌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时春艳曲首辉杨磊杨慧霞
【摘要】

目的探讨妊娠晚期孕妇Ｂ族链球菌带菌状况的检测方法及带菌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方法收集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９年６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进行Ｂ族链球菌检测的孕妇６１７
例，平均年龄为３０．１岁，其中高龄孕妇（Ｉ＞３５岁）８０例；经产妇４ｌ例，初产妇５７６例；对６１７例孕妇于
孕３５～３７周取阴道下１／３分泌物及肛周分泌物，应用细菌培养及实时ＰＣＲ两种方法进行Ｂ族链球
菌检测，并观察其妊娠结局。结果（１）Ｂ族链球菌阳性检出率：Ｂ族链球菌培养阳性２ｌ例（３．４％，
２１／６１７），实时ＰＣＲ检测阳性５７例（９．２％，５７／６１７）。２１例８族链球菌培养阳性孕妇，实时ＰＣＲ检测
均为阳性；３６例实时ＰＣＲ检测Ｂ族链球菌阳性、而细菌培养阴性孕妇在进行扩增测序后证实，３４例
为Ｂ族链球菌阳性，２例阴性。（２）实时ＰＣＲ检测Ｂ族链球菌的诊断价值：实时ＰＣＲ检测Ｂ族链球
菌的敏感度为１００％（５５／５５），特异度为９９．６％（５６０／５６２）。（３）Ｂ族链球菌阳性的相关因素：Ｂ族链
球菌阳性孕妇平均年龄为（３０．４±３．６）岁，阴性孕妇平均年龄为（３０．９±３．５）岁，两者年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产妇Ｂ族链球菌阳性率为７．３％（３／４１），初产妇阳性率为９．４％
（５４／５７６），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高龄孕妇（≥３５岁）Ｂ族链球菌阳性率高于年
龄＜３５岁孕妇的阳性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流产Ｉ＞３次孕妇的Ｂ族链球菌阳性率与
流产＜３次孕妇比较，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４）分娩方式：Ｂ族链球菌阳性孕妇的剖宫产
率为５４．４％（３１／５７），阴性孕妇的剖宫产率为４４．６％（２５０／５６０），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５）产时情况：Ｂ族链球菌阳性孕妇的胎膜早破发生率为３３．３％（１９／５７），阴性孕妇的胎膜早

破发生率为２５．Ｏ％（１４０／５６０），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族链球菌阳性孕妇的宫
内感染发生率为１５．８％（９／５７），显著高于阴性孕妇宫内感染发生率［６．６％（３７／５６０）］，两者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Ｂ族链球菌阳性孕妇产后出血发生率和胎儿窘迫发生率均显著高于阴
性孕妇（Ｐ＜Ｏ．０５），而早产发生率、羊水污染发生率在Ｂ族链球菌阳性与阴性孕妇中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６）新生儿感染率：Ｂ族链球菌阳性孕妇所分娩的新生儿中，新生儿感染发生
率为２９．８％（１７／５７）；阴性孕妇所分娩的新生儿中，新生儿感染率为１３．２％（７７／５６０），两者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Ｂ族链球菌带菌孕妇的新生儿中，有ｌ例发生了严重早发感染，经及时处
理，结局良好。结论妊娠晚期孕妇Ｂ族链球菌携带明显增加宫内感染及新生儿感染的发生率，对
妊娠结局造成不良影响。实时ＰＣＲ检测Ｂ族链球菌感染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有望成为妊娠晚
期孕妇常规检测Ｂ族链球菌的一种方法。
【关键词】妊娠并发症，感染性；链球菌感染；链球菌，无乳；妊娠末期；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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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族链球菌是一种革兰阳性球菌，寄居于阴道

妇（１＞３５岁）８０例。经产妇４ｌ例，初产妇５７６例；流

和直肠，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首次发现其可以导致严重

产史者２９２例，其中多次流产史（≥３次）孕妇３２

的新生儿感染，随后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现Ｂ族

例。所有孕妇的孕周均经末次月经、早中孕期Ｂ超

链球菌在围产期感染中是第一位的致病菌，可以导

检查进行确认和核对。近期无性交及抗生素应用

致围产儿死亡。同时也是孕产妇生殖道感染的重要

史，研究取材均经孕妇知情同意。

致病菌，可以导致泌尿系统感染、羊膜绒毛膜炎、产

二、方法

褥感染、孕产妇败血症和早产。西方国家一直以来

１．取材：具体方法参照２００２年ＣＤＣ推荐的取

对其非常重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ＣＤＣ）制订了Ｂ

材方法悼Ｊ，在孕３５—３７周对孕妇进行取材，先擦去

族链球菌筛查和处理指南¨剖，目前已经很大程度上

外阴分泌物，将２根无菌阴道棉拭子放入阴道下１／３

减少了围产期Ｂ族链球菌感染的发生率和危害。

内，旋转ｌ周采取阴道分泌物；再将另外两根棉拭子

长期以来我国对Ｂ族链球菌感染现状重视不够，仅

同时插人肛门，在肛门括约肌上２—３ ｃｍ处轻轻旋

有的几项研究认为，Ｂ族链球菌感染对围产期危害

转取得直肠分泌物。取材时不需要使用阴道窥器，

不大∞剖。国内近期报道了一些Ｂ族链球菌感染导

每例孕妇用两根拭子同时取材，一份用于细菌培养，

致新生儿死亡的病例，同时研究提示，新生儿肺炎死

一份用于实时ＰｅＲ技术检测。

亡病例中，Ｂ族链球菌是第一位的致病菌旧ｄ ２Ｉ。因

２．细菌培养：细菌培养分为两部分：６１７份拭子

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妊娠晚期Ｂ族链球菌带菌状况

标本直接于室温下送细菌室接种于５％羊血培养基

及其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同时了解实时ＰＣＲ技术检

中，进行普通培养及鉴定。其中８０例为拭子取材后

测Ｂ族链球菌阳性的准确性。

先进行选择性培养基增菌，再送细菌室培养，８０例

资料与方法

中６０例应用２００２年美国ＣＤＣ建议的增菌培养方

法，自行配制的增菌培养液先增菌再进行培养；２０

一、研究对象

例应用直接从美国购买的成品增菌培养液，两种增

收集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００９年６月在北京大学第

菌培养结果无一例Ｂ族链球菌阳性，并且见有大量

一医院妇产科进行Ｂ族链球菌检测的孕妇６１７例，

年龄２２～４４岁，平均年龄为３０．１岁，其中高龄孕

万方数据

的其他细菌生长。

３．实时ＰＣＲ检测：将取样后的拭子放入２ ｌｎ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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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运输液中，室温下运输、保存，２４ ｈ内检测。检测
时将带有拭子的标本运输液管瞬时振荡混匀，后吸

（５６０／５６２）。

３．影响Ｂ族链球菌阳性的相关因素：实时ＰＣＲ

ｒ／ｍｉｎ离

检测显示，Ｂ族链球菌阳性孕妇平均年龄为（３０±

心５ ｍｉｎ，吸弃上清液，用５０仙ｌ三羟甲基氨基甲烷一

４）岁，阴性孕妇平均年龄为（３１±４）岁，两者比较，

乙二胺四乙酸（，Ｉ’Ｅ）缓冲液重悬，加入１０山内参照，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产妇Ｂ族链球菌

在菌液中放入一管提取固形物高速振荡５ ｍｉｎ，瞬时

阳性率为７．３％（３／４１），初产妇为９．４％（５４／５７６），

离心后，９５℃加热２ ｒａｉｎ，立即冰浴备用，在准备好

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高龄孕妇

试剂的ＰＣＲ反应管中加入处理好的待测标本４斗ｌ、

（ｉ＞３５岁）Ｂ族链球菌阳性率［１２．５％（１０／８０）］略

阴性对照、阳性对照上清液各５斗１，盖紧管盖，瞬时

高于年龄＜３５岁者［８．８％（４７／５３７）］，但差异无统

低速离心。待检ＰＣＲ反应管移至待测区进行ＰＣＲ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流产次数１＞３次孕妇的Ｂ族

扩增检测。检测时间共需４ ｈ。如细菌培养结果与

链球菌阳性率［６．３％（２／３２）］低于流产次数＜３次

实时ＰＣＲ检测结果不一致，则用设计好的第２对引

者［９．４％（５５／５８５）］，但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Ｐ＞

物对ＰＣＲ产物二次扩增后进行测序。实时ＰＣＲ检

０．０５）。

取５０斗ｌ液体置于１．５“离心管中，１３

０００

测试剂盒由福建泰普生物科学有限公司提供，检测由
北京大学医学部分子病理实验室完成。

二、实时ＰＣＲ检测Ｂ族链球菌阳性与阴性孕妇
的妊娠结局

４．临床处理：对于Ｂ族链球菌培养阳性孕妇，

１．分娩方式：５７例实时ＰＣＲ检测Ｂ族链球菌

于临产后或破膜后给予抗生素预防治疗，首选青霉

阳性孕妇的剖宫产率为５４．４％（３１／５７），５６０例阴

素，其次为红霉素。择期剖宫产者不应用抗生素预

性孕妇的剖宫产率为４４．６％（２５０／５６０），两者比较，

防。对于实时ＰＣＲ检测阳性但细菌培养阴性孕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阴道分娩过程中，

未进行抗生素预防性用药。

２６例Ｂ族链球菌阳性孕妇中，有６例行产钳助产分

５．诊断标准：（１）宫内感染：产时产妇发热，体

娩（２３．１％，６／２６），３１０例阴性孕妇中，有４７例行

温３３８℃；产妇脉搏＞１００次；胎儿心动过速，胎心

产钳助产分娩（１５．２％，４７／３１０），两者比较，差异无

率持续＞１６０次；孕妇末梢血白细胞计数＞１５．０×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０９／Ｌ，中性粒细胞比例明显升高；子宫压痛；羊水有

２．宫内感染及产褥感染：５７例实时ＰＣＲ检测

臭味。符合以上任何两项者诊为宫内感染¨Ｊ。（２）

Ｂ族链球菌阳性孕妇的胎膜早破发生率为３３．３％

新生儿感染：产妇有胎膜早破、宫内感染等高危因

（１９／５７），５６０例阴性孕妇的胎膜早破发生率为

素，新生儿体温升高及体温不升、肤色苍白、精神萎

２５．Ｏ％（１４０／５６０），两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靡、拒奶、呕吐等临床表现，末梢血白细胞计数＞２５×

（Ｐ＞０．０１）。６１７例孕妇中４６例发生了宫内感染，其

１０９／Ｌ。

中实时ＰＣＲ检测Ｂ族链球菌阳性孕妇的宫内感染

三、统计学方法

发生率为１５．８％（９／５７），高于阴性孕妇的宫内感染

应用ＳＰＳＳ １４．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均数比

发生率［６．６％（３７／５６０）］，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较采用ｔ检验，百分率比较采用×２检验。
结

果

意义（Ｐ＜０．０５）。分别剔除阳性及阴性孕妇中的择

期剖宫产患者，Ｂ族链球菌阳性孕妇宫内感染发生
率为２０．９％（９／４３），阴性孕妇为８．１％（３７／４５５），

一、６１７例孕妇Ｂ族链球菌带菌状况

两者的宫内感染发生率比较，差异仍有统计学意义

１．Ｂ族链球菌阳性率：Ｂ族链球菌培养阳性２１

（Ｐ＜０．０５）。Ｂ族链球菌阳性孕妇均无产褥感染发

例（３．４％，２１／６１７），实时ＰＣＲ检测阳性５７例

生，阴性孕妇中有ｌ例发生了会阴侧切口感染，细菌

（９．２％，５７／６１７）。２ｌ例Ｂ族链球菌培养阳性孕妇

培养结果为人葡萄球菌。

中，实时ＰＣＲ检测均为阳性；对另３６例细菌培养阴

３．产时及产后其他情况：实时ＰＣＲ检测Ｂ族

性，而实时ＰＣＲ检测阳性的孕妇的标本行扩增测

链球菌阳性孕妇产后出血发生率显著高于阴性孕妇

序，证实，３４例为Ｂ族链球菌阳性，２例阴性。

（Ｐ＜０．０１），胎儿窘迫的发生率在阳性孕妇中也显

２．实时ＰＣＲ检测Ｂ族链球菌的诊断价值：

著高于阴性孕妇（Ｐ＜０．０５），而早产、羊水污染发生

结合测序和细菌培养结果，实时ＰＣＲ检测Ｂ族链球

率在阳性与阴性孕妇中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菌的敏感度为１００％（５５／５５），特异度为９９．６％

（Ｐ＞０．０５）。见表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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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实时ＰＣＲ检测Ｂ族链球菌阳性与阴性孕妇的妊娠结局比较

三、实时ＰＣＲ检测Ｂ族链球菌阳性与阴性孕妇
的新生儿结局

Ｂ族链球菌培养阳性，大量其他细菌生长，无法鉴
别，ＰＣＲ方法则有５例阳性，后又自美国购买２０例

Ｂ族链球菌阳性孕妇所分娩的新生儿中，１７例

ＬＩＭ培养基也无法抑制其他细菌生长。因此，本研

发生了新生儿感染，发生率为２９．８％（１７／５７）；Ｂ族

究最终改用普通细菌培养。３．４％的培养阳性率显

链球菌阴性孕妇所分娩的新生儿中，７７例发生了新

然不能反映实际的带菌率，本研究结果提示，需要深

生儿感染，发生率为１３．２％（７７／５６０），两者的新生

入研究特异性的Ｂ族链球菌培养方法，是否能完全

儿感染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照搬国外的ＬＩＭ培养基和标本运送方法均有待进

共发生新生儿肺炎４例，其中Ｂ族链球菌阳性新生

一步研究。

儿３例（５．３％，３／５７），阴性新生儿１例（０．２％，

应用实时ＰＣＲ技术检测Ｂ族链球菌是近年来

１／５６０），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对Ｂ族链球菌进行研究的热门方法¨３‘１６ Ｊ，其特点是

其中，１例孕３６周时实时ＰＣＲ检测Ｂ族链球菌阳

可以在４ ｈ内快速得出结果，可以为产妇和早产或

性，但细菌培养阴性，孕３９周＋５时发生胎膜早破，使

胎膜早破孕妇提供检测。此外，研究显示，Ｂ族链球

用头孢替安预防感染，２３ ｈ后因宫内感染行剖宫产

菌带菌可以是间歇性的，孕妇３５—３７孕周时Ｂ族链

术分娩，新生儿出生体重３０９０ ｇ，新生儿１分钟

球菌带菌状况对产时Ｂ族链球菌带菌的诊断敏感

Ａｐｇａｒ评分正常，宫腔、新生儿咽拭子及耳拭子培养

性为８７％Ｌ２ Ｊ。而实时ＰＣＲ的快速检测则可以在临

均为Ｂ族链球菌阳性。新生儿出生后给予青霉素

产时进行，可以较准确地反映孕妇临产时的Ｂ族链

治疗，仍发生了新生儿肺炎、新生儿败血症、感染性

球菌带菌情况，避免抗生素过度应用或漏用。国外

休克，并呼吸机辅助呼吸，经积极治疗后痊愈，现婴

研究显示，实时ＰＣＲ检测方法与标准的细菌培养方

儿已６个月大，电话随访发育良好。Ｂ族链球菌阴

法比较在Ｂ族链球菌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方面

性孕妇所分娩的新生儿中无败血症患儿发生。

均达９０％以上，可以达到筛查标准的要求，其中的

讨

论

美国ＢＤ公司试剂盒已得到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

（ＦＤＡ）的批准并应用于Ｉｔ￥床。Ｂｅｒｇｅｒｏｎ等一列将实

一、妊娠期Ｂ族链球菌筛查方法比较

时ＰＣＲ方法与选择性增菌培养进行比较，结果显示

Ｂ族链球菌是一种寄生于人类下消化道及泌尿

产前应用实时ＰＣＲ方法检测Ｂ族链球菌的敏感度

生殖道的条件致病菌。研究表明，不同地区、不同种

为９７％，特异度为１００％，阳性预测值为９９％，阴性

族的妊娠晚期妇女Ｂ族链球菌带菌率为６．５％～

预测值为１００％。Ｄａｖｉｅｓ等¨４０提出，与增菌培养方

３６．０％［１圳。国内报道的妊娠妇女Ｂ族链球菌带菌

法比较，实时ＰＣＲ检测的敏感度为９４％，特异度为

率为１０．１％～３２．４％【５剖。国内研究标本多取于阴

９５．９％，阳性预测值８３．８％，阴性预测值９８．６％。

道后穹隆分泌物，并且检测孕周也不完全相同，方法

Ｈｏｎｅｓｔ等¨纠对文献报道的快速检测Ｂ族链球菌的

与国际通用的方法有一定的差异，因此，需要进行相

２９篇文献进行了分析，包括实时ＰＣＲ、酶联免疫分

关的研究。本研究中，对６１７例妊娠晚期孕妇（３５～

析法、乳胶凝集实验、ＤＮＡ杂交等多种快速检测方

３７周）完全按照ＣＤＣ ２００２发布的Ｂ族链球菌检测

法，共检测１５ ６９１例孕妇，结果显示，实时ＰＣＲ检测

指南操作取材，同时，采集阴道下１／３及直肠分泌

方法是最准确的快速检测Ｂ族链球菌的方法。本

物，显示细菌培养带菌率为３．４０％，明显低于上述

研究在国内首次应用实时ＰＣＲ方法进行Ｂ族链球

文献报道。分析原因可能与标本运送和没有恰当的

菌检测的研究，Ｂ族链球菌阳性率为９．２４％，以细

选择性培养基～ＬＩＭ培养基有关，并不能代表实

菌培养和再次扩增后测序结果为标准，实时ＰＣＲ检

际的Ｂ族链球菌带菌率，研究开始阶段，按照ＣＤＣ

测Ｂ族链球菌的敏感度为１００％，特异度为９９．６％。

指南中的方法进行了增菌培养，结果６０例中无一例

本研究显示，Ｂ族链球菌采用普通菌培养的阳性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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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明显低于国内外的报道，提示普通菌培养的方法

实时ＰＣＲ检测阳性，在产程中发生宫内感染，宫腔

漏掉了一些带菌者，一方面为本研究采用的对照为

培养、新生儿耳拭子培养和血培养均为Ｂ族链球菌

普通细菌培养，阴道直肠内大量的其他细菌生长抑

阳性。患儿发生了呼吸衰竭和败血症，给予呼吸机

制了Ｂ族链球菌的繁殖；另一方面是标本取材后不

等治疗，由于治疗及时其结局良好。

能立即接种于培养皿上，受保存条件、环境因素等的影

本研究显示，实时ＰＣＲ检测Ｂ族链球菌有较高

响，Ｂ族链球菌有部分死亡的可能，而实时ＰＣＲ方法可

的敏感度和特异度，有望成为Ｂ族链球菌的常规检

检测到死亡的Ｂ族链球菌；此外还有技术人员的操作

测方法，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产前Ｂ族链

水平的差异原因，以上因素造成了Ｂ族链球菌的漏检。

球菌检测阳性可明显增加宫内感染及新生儿感染的

而９．２％的阳性率可能更符合临床实际晴况，但其作为

发生率，并能引起严重的新生儿早发型Ｂ族链球菌

一种筛查手段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论证。

感染，应引起高度重视。国内围产学界需要重新认识

二、妊娠期Ｂ族链球菌带菌对母儿的危害

Ｂ族链球菌的危害，并且进行Ｂ族链球菌感染发病率

Ｂ族链球菌是国际公认的导致严重围产期感染

方面的流行病学调查，同时进行其检测方法的研究。

的重要致病菌。在西方国家的围产期感染中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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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此例孕３５～３７周时普通细菌培养为阴性，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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