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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究泌尿外科患者尿路感染病原菌的分布范围以及耐

药性。

方法：自我院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泌尿外科住院治疗的

患者中随机抽取 2000 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均实施中段尿培养，并

进行细菌药敏试验检测，统计总结尿路感染病原菌的分布状况以

及耐药性。

结果：2000 例患者中致病病原菌的检出株数为 435 株，检出

率为 21.75%，主要为真菌 7.58%（33/435）、革兰阳性菌 17.01%
（74/435）、以及革兰阳性菌 75.40%（328/435）。

结论：泌尿道感染是泌尿系统疾病中较为常见的一种，通过

病原菌的检测明确患者病原菌分布情况，分析不同药物的耐药性，

选择相适合的抗菌药物对于治疗效果的提升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

用，避免感染情况的进一步发展，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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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istribution range and drug resistance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pathogens in urological patients. 

Methods: From May 2018 to May 2019, 2,00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hospital for urological inpatient treatment. All patients were subjected to mid-stage 
urine culture and tested for bacterial drug sensitivity tests to statistically summarize the 
distribution of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pathogens. And drug resistance. 

results: The number of pathogenic bacteria detected in 2,000 patients was 435, with a 
detection rate of 21.75%, mainly fungi 7.58% (33/435), gram-positive bacteria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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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35), and gram-negative bacteria was 75.40% (328/435). 

conclusion: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is a relatively common 
type of urinary system diseases. The distribu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in patients is determined by the detection of pathogenic 
bacteria, the resistance of different drugs is analyzed, and the 
selection of appropriate antibacterial drugs ha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treatment effect. To 
avoi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nfection situation, it is worth 
popularizing and applying.

Keywords:   Urology;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Pathogenic 
bacteria; Drug resistance

抗生素药物在治疗中的大量应用导致患者的

耐药性也在不断增强，为了完善相关治疗方案，

提升治疗效果，需要加强相关耐药菌的检查 [1]。
基于此，自我院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泌尿

外科住院治疗的患者中随机抽取 4000 作为研究

对象，探究泌尿外科患者尿路感染病原菌的分布

范围以及耐药性。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自我院 2018 年 5 月 -2019 年 5 月泌尿外科

住院治疗的患者中随机抽取2000作为研究对象，

男 1354 例，女 646 例；年龄 19-78 岁，平均年

龄（56.4±4.7）岁；前列腺增生患者 213 例，泌

尿系结石患者 1323 例，泌尿系肿瘤患者 268 例，

其他泌尿系统疾病患者 196 例，患者均符合尿路

感染的诊断要求 [2]；均无其他系统功能异常情

况；患者及家属对本次研究目的、参与要求以及

注意事项均完全知晓，且自愿配合。

1.2 方法

患者均实施中段尿培养，并进行细菌药敏试

验检测，尿液样本获取完成之后及时送至检验科

进行培养及鉴定，严格按照实验室检验要求使用

最小抑菌浓度法以及纸片扩散法进行药敏试验。

1.3 观察指标

统计总结尿路感染病原菌的分布状况以及耐

药性。

1.4 统计学分析

以 SPSS20.0 软件对数据分析，(x±S) 表示

计量资料，通过 t 检测，百分比表示计数资料，

通过 x² 检测，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泌尿外科患者尿量感染病原菌分布情况

及构成比统计

2000 例患者中致病病原菌的检出株数为 435
株，检出率为 21.75%，结尿路感染病原菌的分

布状况以及耐药性统计如下表 1。

表 1 泌尿外科患者尿量感染病原菌分布情况及构

成比 [n(%)]

病原菌类型 株数 占比

革兰阳性菌

（n=74）
粪肠球菌 24 32.43
尿肠球菌 15 20.27
表皮葡萄球菌 10 12.84
溶血葡萄球菌 9 12.16

金黄色葡萄球菌 8 10.81
其他阳性菌 8 10.81

革兰阴性菌

（n=328）
大肠埃希菌 208 63.41
铜绿假单细胞菌 45 13.72
肺炎克雷伯菌 33 10.06
阴沟肠杆菌 16 4.88
奇异变形杆菌 15 4.57
其他阴性菌 11 3.35

真菌       
（n=33）

光滑假丝酵母 16 48.48

热带假丝酵母 10 30.77

近平滑假丝酵母菌 4 13.85
其他真菌 3 9.23

合计 435

2.2 格兰阳性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 
统计

革兰阳性菌抗菌活性比较强的主要为呋喃妥

因、利奈唑胺、万古霉素以及替加环素，统计如

下表 2。



泌尿外科患者尿路感染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耿维英

IJNF 2020; 2:(1)13; DOI:10.12208/j.ijnr.20200013                                                                                 收稿日期 : 2019-12-13  出刊日期 : 2020-02-1758

2.3格兰阴性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统计

革兰阴性菌抗菌活性比较强的主要有氨基糖

苷类的阿米卡星、碳青霉烯类、头孢菌素类的头

孢西丁以及含酶的复合抗菌素，统计如下表 3。

表 2 格兰阳性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统计 [n(%)]

抗菌药物 粪肠球菌（n=24） 尿肠球菌（n=15） 表皮葡萄球菌（n=10）
环丙沙星 3（12.50） 15（100） 6（60.00）
四环素 19（79.17） 11（73.33） 0（0）
左氧氟沙星 3（12.50） 15（100） 8（80.00）
红霉素 13（54.17） 15（100） 6（60.00）
呋喃妥因 0（0） 0（0） 0（0）
氨卡西林 2（8.33） 15（100） -
万古霉素 0（0） 0（0） 0（0）

高浓度链霉素 14（58.33） 7（46.67） -
利奈唑胺 0（0） 0（0） 0（0）
青霉素 G 4（16.67） 15（100） 10（100）
莫西沙星 2（8.33） 15（100） 4（40.00）

替加环素 0（0） 0（0） 0（0）

表 3 格兰阴性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统计 [n(%)]

抗菌药物 大肠埃希菌（n=208） 铜绿假单胞菌（n=45） 肺炎克雷伯菌（n=33）
头孢噻肟 20（9.61） - 26（78.79）
头孢他啶 35（16.83） 43（95.56） 24（72.73）
呋喃妥因 0（0） - 0（0）
头孢吡肟 21（10.10） 38（84.44） 28（84.85）
亚胺培南 0（0） 0（0） 0（0）
头孢西丁 19（9.13） - 29（87.88）
美罗培南 0（0） 0（0） 0（0）
复方新诺明 42（20.19） - 26（78.79）
米诺环素 38（18.27） - 28（84.84）
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 40（19.23） 25（54.56） 18（54.55）
头孢哌酮 / 舒巴坦 13（6.25） 23（50.11） 17（51.52）
哌拉西林 74（35.58） 19（42.22） 20（60.61）
氨卡西林 55（26.44） - 22（66.67）
庆大霉素 63（30.29） 41（91.11） 28（84.85）
阿莫西林 / 克拉维酸钾 43（20.67） - 22（66.67）
左氧氟沙星 34（16.35） 20（44.44） 27（81.82）
阿米卡星 33（15.79） 23（51.11） 28（84.85）
环丙沙星 47（22.60） 15（33.33） 33（100）
氨曲南 43（20.67） 23（51.11） 32（96.97）
头孢呋辛 35（16.83） - 30（90.91）
头孢唑林 41（19.71） - 18（5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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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真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统计

排名较靠前的泌尿道真菌类型主要为热带假

丝酵母菌、光滑假丝酵母菌以及近平滑假丝酵母

菌，以上各类菌种对于两性霉素 B、5- 氟胞嘧啶

以及伏立康唑的敏感率均比较高，统计如下表 3。

表 4 真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情况统计 [n(%)]

抗菌药物 光滑假丝酵母菌（n=16） 热带假丝酵母菌（n=10） 近平滑假丝酵母菌（n=4）

5- 氟胞嘧啶 0（0） 1（10.00） 0（0）

氟康唑 2（12.50） 2（20.00） 1（25.00）

伊曲康唑 4（25.00） 5（50.00） 1（25.00）

两性霉素 B 0（0） 0（0） 0（0）

伏立康唑 0（0） 2（20.00） 0（0）

3. 讨论

泌尿系统感染是泌尿系疾病中较为常见的一

种，临床中常用的治疗药物为免疫抑制剂和激素

等，部分患者治疗中还会选择介入术，尿路感染

的发生率也在不断增加，严重影响着患者疾病的

治疗和康复，随着耐药菌检测技术的不断更新，

临床研究及治疗中对于患者尿路感染情况的缓解

效果也在不断提升 [3]。本次研究中，2000 例患

者中致病病原菌的检出株数为 435 株，检出率为

21.75%，主要为真菌、革兰阳性菌以及革兰阳性

菌，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粪肠球菌、肺

炎克雷伯菌以及屎肠球菌是其中占比比较高的菌

种类型，革兰阴性菌抗菌活性比较强的主要有氨

基糖苷类的阿米卡星、碳青霉烯类、头孢菌素类

的头孢西丁以及含酶的复合抗菌素，革兰阳性菌

抗菌活性比较强的主要为呋喃妥因、利奈唑胺、

万古霉素以及替加环素。排名较靠前的泌尿道真

菌类型主要为热带假丝酵母菌、光滑假丝酵母菌

以及近平滑假丝酵母菌，真菌抗菌活性比较强的

主要为两性霉素 B、5- 氟胞嘧啶以及伏立康唑的

敏感率均比较高。可见，临床治疗中可以根据患

者的实际真菌检验结果选择相适合的抗菌药物进

行治疗，确保治疗效果以及治疗安全性的提升

[4-9]。

综上可知，泌尿道感染是泌尿系统疾病中较

为常见的一种，通过病原菌的检测明确患者病原

菌分布情况，分析不同药物的耐药性，选择相适

合的抗菌药物对于治疗效果的提升有非常重要的

促进作用，避免感染情况的进一步发展，值得推

广应用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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