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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厌氧菌感染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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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多数腹腔感

染是由需氧菌和厌氧菌引起

的混合感染，厌氧菌感染以

产生腐臭味的分泌物或形成

脓肿为特点。尽早实行感染

源控制是治疗腹腔厌氧菌感

染的关键环节，应优先采用

对生理损伤小的有效干预措

施。对于行手术治疗的患

者，需遵循损伤控制原则。

由于厌氧菌的体外分离培养和药敏试验耗时长且结果不准

确，厌氧菌感染的治疗多为经验性，当明确厌氧菌感染后，应

尽早行抗感染治疗，厄他培南、莫西沙星、头孢哌酮舒巴坦可

作为一线的单药治疗；联合用药可选择二、三代头孢菌素、喹

诺酮类加硝基咪唑类抗厌氧菌药物。在外科手术行感染源

的控制和抗生素治疗的同时，营养支持和抗休克的治疗不容

忽视。近年来，厌氧菌耐药性明显增加，我国的耐药率要明

显高于西方国家，需结合不同地区的厌氧菌流行病学特点，

合理选择抗厌氧菌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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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abdominal infections are mixed
infections caused by aerobic and anaerobic bacteria. Anaerobic
infections are characterized by rancid secretions or abscess
formation. Early implementation of source control is the key in
the treatment of abdominal anaerobic infections. Damage control
should be followed as one of the principles of surgical treatment.
As the in vitro isolation and culture of anaerobic bacteria as well

as its drug sensitivity test are time ⁃ consuming and sometimes
inaccurate, the treatment of anaerobic bacteria infection is
mostly empirical. Anti ⁃ infective therapy should be employed
once anaerobic bacteria infection is confirmed. Ertapenem,
Mosifloxacin, and Cefoperazone ⁃ sulbactam can be used for
first ⁃ line monotherapy, while combination therapy can use
second ⁃ or third ⁃ generation Cephalosporin, Quinolones plus
Nitroimidazoles. Nutritional support and anti ⁃ shock treatment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when implementing surgical control of
infection source and antimicrobial therapy. Considering the
increasing drug resistance of anaerobic bacteria, and the higher
drug resistance rate in China as compared to western countries,
the choice of antibiotics should be made rationally and based on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anaerobic bacteria in different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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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感染为腹部外科手术的并发症，也可继发

于消化道穿孔（如消化性溃疡、放疗、梗阻、创伤）、

肠坏死、炎性反应（如化脓性或坏疽性阑尾炎、胆囊

炎）［1］。根据感染来源的不同，腹腔感染又分为社区

获得性感染（community ⁃ acquired intra ⁃ abdominal
infection，CA⁃IAI）和医院获得性感染（healthcare or
hospital⁃associated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HA⁃IAI）。

CA⁃IAI常见于化脓性或坏疽性阑尾炎、消化道穿孔

等疾病；而 HA⁃IAI 多为腹部外科手术的并发症

（如胃肠道手术后的吻合口漏、肠外瘘）；CA⁃IAI和
HA⁃IAI的致病菌均包含厌氧菌［2］。自1992年美国外

科感染协会（Surgical Infection Society，SIS）发布第一

版腹腔感染诊疗指南以来，随着人口老龄化、慢性

病合并症增加、社区和医院获得性感染耐药菌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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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腹腔厌氧菌感染的诊疗遇到了新的挑战。尽管

如此，随着新的感染源控制手段的实施、新抗生素

的发明和应用，外科医生对于腹腔厌氧菌感染的认

识及诊治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3］。

一、腹腔厌氧菌感染的特点

厌氧菌和需氧菌共同组成皮肤和黏膜表面的

固有菌群，其中厌氧菌作为优势菌，可以占到培养

菌群的99%［4⁃5］。人体消化道中，细菌浓度随着胃肠

道水平不同而差异显著［6］。胃由于受胃酸保护，含

菌量较少，且细菌数量随着胃酸浓度的降低而明显

增加。小肠内的细菌含量介于胃和结肠之间，由于

小肠的节律性蠕动，小肠内细菌可快速进入结肠而

不至积累至较高的浓度。当出现梗阻（如狭窄、扭

转、内疝等）时，小肠内以厌氧菌为主的细菌浓度可

快速增加。 回肠末端和结肠由于蠕动较弱，肠内容

物运动相对停滞，细菌浓度显著增加，厌氧菌浓度

可达 1011/g，主要厌氧菌包括脆弱拟杆菌、梭状芽孢

杆菌和普雷沃菌等。

厌氧菌和大肠菌群在腹腔感染的不同病程中

起不同作用，大肠菌群参与早期脓毒症的发生，而

厌氧菌感染与脓肿形成有关。当需氧菌感染造成

局部组织氧浓度和氧化还原电位降低、组织坏死、

机体免疫机制破坏时，更容易诱发厌氧菌感染。

二、腹腔厌氧菌感染的诊断

人体几乎所有的组织都可发生厌氧菌感染。当

出现下列情况时，应考虑厌氧菌感染：（1）形成脓肿；

（2）引流液或分泌物具有腐臭味；（3）细菌培养革

兰染色发现多种微生物群落；（4）感染涉及消化道

黏膜面的正常菌群。厌氧菌的体外分离培养和药敏

试验耗时长、成本高昂，除革兰染色外，其他结果

往往不够准确［7⁃8］。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Standards Institute，CLSI）仅

在下列情况中推荐行厌氧菌药敏试验：（1）检测当地

细菌耐药模式；（2）对新型抗生素进行测试；（3）对于

重症、已知某种微生物耐药、应用合理抗生素后感染

仍持续存在、难以经验性用药、因长期使用抗生素需

证实抗菌活性的患者［9］。据笔者所了解，国内许多医

院不提供厌氧菌药敏试验，而可进行该项检测的医

院所采用的技术也并未标准化，再者，因肠道中含有

大量正常病菌，即便培养出菌群也未必是致病菌。

我国最新版腹腔感染诊治指南推荐，对重度CA⁃IAI
和HA⁃IAI（合并脓毒症、Ⅲ~Ⅳ级急性胃肠功能损伤）

患者的腹腔内标本行厌氧菌培养［1］。

三、腹腔厌氧菌感染的治疗

1.感染源控制：通过彻底清除坏死感染组织，充

分引流脓液和手术干预以减轻细菌负荷等感染源

控制措施来消除厌氧菌生长的条件，提高组织的含

氧浓度，改善血液循环，是治疗腹腔厌氧菌感染的先

决条件。尽管缺乏循证医学支持，国内和国际多部

指南均强调，尽早控制感染源是腹腔感染治疗的关

键环节［3，10］。SIS推荐，在腹腔感染诊断 24 h之内行

感染源控制。

结合患者一般情况及厌氧菌感染的严重程度，

腹腔感染源控制优先采用对生理损伤小的有效干

预措施，如腹腔脓肿应优先采用超声或CT引导下经

皮脓肿穿刺引流。而对于穿刺引流不充分或腹腔

弥漫性厌氧菌感染的患者，只要全身情况可耐受手

术治疗，应考虑手术行更加彻底的感染源控制，但

应遵循损伤控制原则，采用最低程度的损伤达到控

制局部感染源的目的。有学者认为，腹腔滴水双套

管持续冲洗能改善腹腔环境，对厌氧菌有一定的杀

灭作用。对于仅行坏死组织清除、充分引流不能控

制的严重腹腔感染患者，可采用腹腔开放疗法。根

据我们的经验，腹腔开放可以使腹腔内的厌氧菌暴

露在不利于其生长的氧气中，腹腔压力的降低有利

于改善呼吸、循环和肾功能，但需注意肠空气瘘的

发生。

2.复苏与支持治疗：及时有效的复苏和支持治

疗是腹腔感染患者得以继续救治的前提。对于严

重腹腔厌氧菌感染的患者，不仅要重视局部感染

源的控制，还应关注患者的全身状况，如营养评分、

内环境、电解质和免疫功能等。我国腹腔感染诊治

指南推荐，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连续性肾脏替

代治疗［1］。对于腹腔厌氧菌感染进展为脓毒症休克

的患者，可在液体复苏及血管活性药物的基础上，

加用糖皮质激素来维持循环血流动力学稳定［11］。

腹腔厌氧菌感染所致的胃肠道功能障碍会加重机

体代谢紊乱。早期营养支持治疗不仅可以改善机

体代谢，还有利于重要器官功能的维护，促进组织

修复等。

3.抗感染治疗：对伴有脓毒症的腹腔厌氧菌感

染病例，在及早有效的感染源控制的同时，应尽快行

抗感染治疗，多部指南推荐初始治疗时机应在1 h之

内［1，12］。对于不合并脓毒症的腹腔感染的抗生素治

1029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20年 11月第 23卷第 11期 Chin J Gastrointest Surg，November 2020，Vol.23，No.11

疗，暂时没有明确的用药时机推荐。笔者认为，因等

待病原学证据及药敏结果可能会延误病情，故抗感

染治疗应尽快行经验性用药。需要注意的是，即使

体外培养未分离出厌氧菌，抗厌氧菌药物治疗也要

伴随整个抗生素疗程。

对于轻、中度CA⁃IAI（如阑尾穿孔或阑尾周围

脓肿）的抗菌药物选择，除了应用抗厌氧菌药物之

外，还应覆盖非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厄他培南、莫

西沙星和头孢哌酮舒巴坦可作为一线的单药治疗；

联合用药可选择二、三代头孢菌素、喹诺酮类加硝

基咪唑类抗厌氧菌药物；吗林硝唑治疗化脓性和穿

孔性阑尾炎疗效和安全性优于甲硝唑和奥硝唑［13］。

对于重度CA⁃IAI，抗菌药物除了要覆盖厌氧菌和肠

杆菌之外，还要考虑覆盖铜绿假单胞菌和肠道链球

菌。我国指南推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如亚胺培南⁃
西司他丁）、β内酰胺酶抑制剂（如哌拉西林⁃他唑巴

坦）作为单一用药方案；联合用药可选择三代头孢

联合硝基咪唑类抗厌氧菌药物［1］。

尽管对HA⁃IAI 厌氧菌感染的研究相对较少，

但细菌耐药性较 CA⁃IAI 更加严重，多重耐药菌也

并不少见，推荐使用广谱抗生素。头孢替坦和克

林霉素曾被认为是治疗腹腔厌氧菌感染的有效

抗生素，随着近些年脆弱拟杆菌耐药性的升高，

SIS 在其 2017版指南中已经不再推荐上述两种抗

菌药物。

降阶梯治疗通过把联合用药转变为单药治疗、

缩短治疗时间或者缩窄抗菌药治疗谱，不仅可以降

低细菌耐药性，还可以降低病死率［14］。因此，该策

略被多篇抗菌药物管理指南推荐［12，15］。但是，降阶梯

策略需要送检微生物样本及药敏试验作为指导，考

虑到目前临床工作中厌氧菌培养及药敏试验的困难

性，针对抗厌氧菌药物的降阶梯治疗策略指南并没

有明确推荐。若腹腔脓肿没有充分引流、消化道漏

没有得到控制，长期的抗生素治疗不仅效果不佳，反

而会加重厌氧菌的耐药性。因此，降阶梯策略和抗

生素的治疗疗程都是建立在对感染源进行充分控制

的基础之上的。若腹腔感染源已得到充分控制，抗

生素治疗疗程在4~5 d为宜［16］。如果患者需要留置

引流管对腹腔感染灶进行持续引流，抗生素治疗需

要持续直到临床症状缓解和（或）感染指标正常，比

如腹腔脓肿的抗生素治疗可能持续 2~3周，而肝脓

肿可达4~6周。

四、腹腔厌氧菌的耐药性

脆弱拟杆菌群常见于人体消化道和女性生殖

道，属于革兰阴性专性厌氧菌。正常情况下该菌群

可释放抗炎物质，参与机体的免疫调节，属于条件

致病菌［17］。尽管脆弱拟杆菌数量只占到结肠菌群的

1%，但却占全部厌氧菌感染的60%~90%，是导致腹

腔感染及脓毒症的主要厌氧致病菌［18］。近年来，脆

弱拟杆菌对克林霉素、头孢西丁和莫西沙星等抗厌

氧菌药物的耐药性明显增加［19⁃20］。Snydman等［21］于

2009年分析了美国 8个医学中心提供的 1 957个脆

弱拟杆菌群分离株，对克林霉素和莫西沙星的耐药

率分别高达60%和80%，而脆弱拟杆菌对替加环素

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仅为 5.4%和 2.5%。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报道了多例多重耐药脆

弱拟杆菌感染［22］。更为严峻的是，脆弱拟杆菌环境

菌群抗生素耐药率也在增加：甲硝唑8.94%、莫西沙

星 11.38%、克林霉素 26.01% 和红霉素 49.59%［23］。

不同国家地区和医院耐药率差异很大。据我国学

者报道，脆弱拟杆菌对克林霉素和青霉素的耐药

率分别高达 90.77% 和 100%，而该菌株对甲硝唑

和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亚胺培南）的耐药率达到了

38.46% 和 23.08%［18］。虽然缺乏明确的耐药数据，

二、三代硝基咪唑类抗生素（如左奥硝唑）在治疗腹

腔厌氧菌感染方面要明显优于甲硝唑［24］。全世界

范围内厌氧菌的抗生素耐药性在不断增加，我国的

耐药率要明显高于西方国家，更需要结合不同地区

的厌氧菌流行病学来评估耐药性，以合理选择抗菌

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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