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大学学报（医学版）

J Cent South Univ (Med Sci)

410

2018, 43(4) http://www.csumed.org

DOI:10.11817/j.issn.1672-7347.2018.04.012
www.csumed.org/xbwk/fileup/PDF/201804410.pdf

胶质瘤患者开颅术后并发脑膜炎和/或菌血症的
病原学及危险因素
王雅宁，王裕，马文斌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北京 100730)

[摘要] 目的：分析胶质瘤患者行开颅手术后脑膜炎和/或菌血症的发生率及脑脊液培养阳性率，并对致病菌、
药敏试验结果及临床特征进行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胶质瘤患者
行开颅手术后合并脑膜炎和/或菌血症的人口学资料、病原学资料及可疑的感染相关危险因素资料。结果：胶质瘤
患者开颅手术后脑膜炎发病率为7.73%(14/181)，脑膜炎患者中脑脊液培养阳性率为78.57%(11/14)，菌血症发病率为
2.21%(4/181)，脑膜炎合并菌血症发病率为1.10%(2/181)。11例脑脊液培养阳性标本中共检出病原菌20株，革兰氏阳
性菌中常见者为表皮葡萄球菌(3株，15.0%)和溶血葡萄球菌(3株，15.0%)；革兰氏阴性菌最常见的为肺炎克雷伯杆
菌(2株，10.0%)。4例发生菌血症的患者中共检出病原菌5株，3株为肺炎克雷伯杆菌。药敏试验结果显示革兰氏阳性
菌多数对万古霉素敏感，对青霉素G耐药；革兰氏阴性菌多数对美罗培南敏感。16名患者经经验性用药及根据药敏
试验结果调整用药后预后良好者13人(81.3%)，预后差者3人(18.8%)，其中2人死亡，1人自动出院。11例合并脑膜炎
的患者中，年龄≥50岁者7人(63.6%)，男7人(63.6%)；病变部位位于额叶者6人(54.5%)；胶质瘤WHO分级IV级者6人
(54.5%)；术前诊断合并有糖尿病者3人(27.3%)。结论：胶质瘤患者开颅手术后有发生脑膜炎及菌血症的可能，临床
上应合理地经验性治疗并及时根据药敏试验结果调整抗生素；同时临床医生在制订患者诊疗计划前应综合考虑多方
面因素，以更好地实现精准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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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incidence and microbiological profile of meningitis and/or bacter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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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craniotomy in patients with glioma and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relevant to postoperative
meningitis.
Methods: All demographic data, etiological data and clinical data for hospitalized patients who
underwent craniotomy in Dept. of Neurosurgery of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between Jan. 2013 to Dec. 2017 were recorded.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post-craniotomy meningitiswas 7.73%, bacteremia was 2.21% and
meningitis combined with bacteremia was 1.10%. The positive rate for cerebrospinal fluid culture
was 78.57%. Among the 11 cases of meningitis, 20 bacteria were detected, and the most common
gram-positive bacteria were: epidermal Staphylococcus (3 case, 15.0%), and hemolytic Staphylococcus
(3 case, 15.0%); the most common gram-negative one was Klebsiella pneumoniae (2 case, 10.0%).
Among the 5 cases of bacteremia, Klebsiella pneumoniae was the most common one (3 cases,
60.0%). Most of the gram-positive bacteria were sensitive to vancomycin and were resistant to
penicillin G. Most of the gram-negative bacteria were sensitive to the 3rd generation of cephalosporin
and meropenem. Among all the 16 patients, 13 were good in prognosis (81.3%) while 3 (18.8%)
were poor in prognosis, with 2 deaths and 1 discharged automatically. Among the 11 patients with
meningitis, 7 patients (63.6%) were male and 7(63.6%) were older than 50 years old. The lesionsin
the 6 patients located in the frontal lobe (54.5%) and the glioma in 6 patients was at WHO grade IV
(54.5%). Three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as diabetes before the surgery (27.3%).
Conclusion: Postoperative meningitis and bacteremia can occur in patients with glioma. The
pathogens and drug susceptibility are different. The risk factors for meningitis after craniotomy
should be concerned before making a treatment plan.
KEY WORDS

glioma; craniotomy; meningitis; bacteremia

胶质瘤是成年人神经系统中最常见的原发恶性
肿瘤，其治疗方式主要包括手术、放射治疗(以下简
称放疗)及化学治疗(以下简称化疗) [1]，而开颅手术
是胶质瘤治疗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脑膜炎
作为开颅手术后的并发症之一，病死率很高，其预
后与早期的抗生素经验性治疗密切相关[2]，且术后发
生脑膜炎的患者将显著延长住院时间、增加住院花
费，故引起了神经外科医师的广泛重视。本研究回
顾性分析了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行开颅手术的胶
质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对其中脑脊液及外周血培
养阳性的患者进行了致病菌谱及开颅术后脑膜炎或
菌血症危险因素的分析。

外周血培养阳性；3)病历资料完善。排除标准：1)术
前即明确存在头部外伤或感染；2)行活检手术。
1.1.2 诊断标准
满足以下两条标准之一可以诊断为脑膜炎 [3]。
1)脑脊液培养找到致病菌；2)合并以下症状或体征之
一：发热(体温>38 ℃)、头痛、颈项强直或脑膜刺激
征，同时具备以下至少1条，①脑脊液白细胞增多，
以多核细胞增高为主，糖减少及蛋白质增高；②脑
脊液涂片找到病原菌；③脑脊液病原微生物免疫学
检测阳性；④出现具有诊断意义的IgM抗体或特异性
的血清IgG滴度升高4倍以上。菌血症的诊断标准为：患
者入院48 h之后血培养找到病原菌，并需除外污染[4]。

1 资料与方法

1.2 方法
1.2.1 标本来源
在所有诊断为胶质瘤并行开颅手术的患者中怀
疑感染者，以腰椎穿刺的方式采取脑脊液标本，静
脉穿刺的方式采集血液标本，均采集8~10 mL，放置
于培养瓶中送检。
1.2.2 菌种鉴定
菌种判定方法为美国临床实验室标准化研究所

1.1 资料
1.1.1 一般资料
连续收集2013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北京协和医
院神经外科诊断为胶质瘤并行开颅手术，且术后留
有脑脊液或外周血病原学培养的患者的临床资料，
并进行分析。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脑脊液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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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SI)推荐的纸片扩散法，对于葡萄球菌属，同一患
者10 d内若为相同菌株标本则不计入菌株总数量。

2结 果
共收集行开颅手术并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181
名，术后患者临床表现为可疑脑膜炎者均送了脑脊
液或外周血培养，其中符合脑膜炎诊断标准者14人，
开颅术后脑膜炎发生率为7.73%；在14名诊断为脑膜
炎的患者中，11人脑脊液培养阳性，3人培养阴性，
培养阳性率为78.57%。11名培养阳性患者的年龄分布
在27~75岁，其中男7人，女4人。外周血培养阳性者
4名，菌血症发病率为2.21%，脑脊液及血培养均为阳
性者2名(1.10%)。
2.1 病原菌分布
11例术后并发脑膜炎的患者脑脊液标本中共检
出病原菌20株，其中最常见的革兰氏阳性菌为表皮葡
萄球菌(3株，15.0%)和溶血葡萄球菌(3株，15.0%)，
次常见的为金黄色葡萄球菌(2株，10.0%)、屎肠球菌
(2株，10.0%)和头状葡萄球菌(2株，10.0%)。最常见
的革兰氏阴性菌为肺炎克雷伯菌(2株，10.0%)。脑脊
液培养中未见真菌。在4例发生菌血症的患者中共检
出病原菌5株，其中3株为革兰氏阴性菌肺炎克雷伯
菌(60.0%)，1株为革兰氏阳性菌屎肠球菌(20.0%)，此
外，还检出1株真菌，为热带念珠菌(20.0%)。
2.2 药敏试验结果
脑脊液培养针对革兰氏阳性菌的药敏试验结果
显示：在3株表皮葡萄球菌中，2株对万古霉素敏感，
对青霉素G耐药；在3株溶血葡萄球菌中，2株对万古
霉素敏感，对青霉素G耐药，其中1株对克林霉素、
阿莫西林亦耐药；培养腐生葡萄球菌阳性的1例脑脊
液标本药敏试验显示其对万古霉素敏感，而对青霉
素G、克林霉素耐药；人葡萄球菌的药敏试验提示其
对万古霉素、青霉素G均敏感，而对红霉素耐药；屎
肠球菌药敏试验提示其对万古霉素敏感，而对青霉
素G、氨苄西林、氯霉素、四环素耐药。针对革兰氏
阴性菌的药敏试验结果显示：肺炎克雷伯杆菌对多
数抗生素均敏感，包括阿莫西林、头孢他啶、头孢
美唑、头孢曲松、头孢哌酮/舒巴坦、头孢呋辛钠、亚
胺培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等，未发现耐药抗生素。
外周血培养阳性中最多见的肺炎克雷伯杆菌药
敏试验结果提示：3株均对阿莫西林、头孢他啶、头
孢哌酮、舒巴坦、亚胺培南及美罗培南敏感，其中1
株对头孢美唑、头孢呋辛、哌拉西林、氨苄西林/舒
巴坦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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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治疗效果
在14名确诊为脑膜炎的患者中，9名脑脊液培养
阳性(包括2名血培养阳性患者)和3名脑脊液培养阴性
患者经经验性用药及结合药敏试验结果调整抗生素方
案后获得了良好的预后，抗感染治疗时长为5~30 d。
2名(脑脊液培养阳性)患者预后差，其中1例因颅内病
变快速进展死亡，另1例在感染未控制时自动要求出
院。仅血培养阳性的2例患者中，1例培养为肺炎克雷
伯杆菌阳性，且合并有肺部感染，其在抗感染治疗
26 d后症状体征减轻，体温维持在正常范围；另1例
同样为肺炎克雷伯杆菌培养阳性的患者在送培养当
天即因合并肺部感染，继而发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而死亡。
2.4 病原菌培养阳性患者的临床特征
在11例脑脊液培养阳性患者中，年龄≥50岁者
7人(63.6%)，男7人(63.6%)；病变部位位于额叶者6
人(54.5%)，颞叶者4人(36.4%)，顶枕叶1人(9.09%)；
胶质瘤WHO分级IV级者6人(54.5%)，III级者3人
(27.3%)，II级者2人(18.2%)；术前诊断合并有糖尿
病者3人(27.3%)；术前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者6人
(54.5%)；病程中合并有其他部位感染者2人(18.2%)，
且均为肺部感染；术后有3人(27.3%)返重症医学科病
房；术中开放脑室者3人(27.3%)，其中保留脑室外引
流者2人(18.2%)；病程中进行2次手术者3人(27.3%)。

3讨 论
胶质瘤患者行手术切除病灶多属于I类切口，
为清洁切口，因此，术前准备、术中情况、术后治
疗等因素与颅内感染、脑膜炎之间必然存在一些相
互联系。由于颅内感染是一项非常严重的开颅术后
并发症，故目前有多个中心均对开颅术后颅内感染
的发生率及脑膜炎患者病原学培养的阳性率进行了
分析。van de Beek等[5]报道开颅术后脑膜炎发病率为
0.8%~1.5%，而在本次回顾性研究中，开颅术后脑
膜炎发生率为7.73%，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脑膜
炎患者脑脊液培养阳性率方面，目前世界范围内，
培养的阳性率在32%~94% [6-7]，而本研究的阳性率为
78.57%，处于较高的水平，培养阴性的原因可能与
术前0.5~1 h内广泛预防性应用第2代头孢类抗生素相
关。为了进一步明确胶质瘤患者开颅术后脑膜炎发
生率及脑膜炎患者培养阳性率的关系，本研究对病
原学进行了分析，并对可能影响感染率和培养阳性
率的危险因素进行了统计。
原发性脑膜炎最常见的病原菌为肺炎链球菌和
脑膜炎奈瑟菌[8]，而本研究中最常见的革兰氏阳性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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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葡萄球菌属，阴性菌为肺炎克雷伯杆菌。葡萄球
菌一般存在于人体表面，在与外界相通的人体黏膜
上也能发现，但多数为非致病菌[9]，在人体免疫功能
低下或是迁移到非定植部位时才会产生致病效应。
本次回顾性研究纳入者均为开颅术后病例，其免疫
力较一般成年人差，且手术本身就是一项可能造成
皮肤、黏膜屏障破坏的因素，因此这些原因都可能
造成脑膜炎病原菌的种类和分布发生变化。血培养
阳性者多数病原菌为肺炎克雷伯杆菌(占60%)，且其
中2例合并肺部感染，考虑可能与呼吸系统感染相关
性较大。
考虑到颅内感染病情进展快，临床预后差，且
病死率高，治疗上可在留取培养后先采用经验性用
药方案 [10]。因此，对于病原菌及药敏试验的分析总
结就显得格外重要。本项回顾性研究中通过对药敏
试验和治疗效果的分析发现：多数革兰氏阳性菌都
对万古霉素敏感，对青霉素G耐药，而多数革兰氏阴
性菌对第3代头孢类药物及美罗培南敏感，这一结果
对今后的经验性用药方案起一定的指导作用。
在开颅术后脑膜炎发病率的研究方面，既往曾
有许多单中心或多中心的研究对其危险因素进行了
分析。Kourbeti等 [11]通过对334例开颅术后的患者进
行分析，发现术中开放脑室并保留脑室外引流、脑
脊液漏及术中使用激素是术后合并脑膜炎的危险因
素。Chen等 [12] 对755例开颅患者进行分析，发现合
并糖尿病、术中开放脑室并保留脑室外引流及保留
腰大池引流为术后合并脑膜炎的高危因素。其他的
一些相关研究 [7, 13] 提示：术后发生脑膜炎还可能与
美国麻醉师协会(ASA)高评分、住重症医学科病房
时间长短相关。但目前已有的研究多数是对开颅手
术整体的研究，而鲜有对单一病种进行开颅术后合
并脑膜炎的研究报道。考虑到恶性肿瘤随着恶性程
度增加，对脑实质的浸润范围会扩大，对血脑屏障

将继续展开，以便总结出更有意义的研究成果。
综上，胶质瘤患者行开颅手术后有发生脑膜炎
及菌血症的可能，其病原菌及药敏试验结果存在差
异，但通过合理的经验性用药治疗，该类患者能够
获得良好的预后。同时，通过对胶质瘤患者行开颅
手术后并发脑膜炎的可疑危险因素的分析，能够指
导临床医生更好地选择手术方式，并更好地决定术
后对于可疑发生脑膜炎的患者是否积极地经验性使用
抗生素，从而实现精准医疗、个体化医疗的目的。

的影响会不同，且不同部位的胶质瘤由于手术入路
存在差异，对术后脑膜炎的发生也会产生一定的影
响。本项回顾性研究除对年龄、性别、术中脑室开
放与否等因素之外，还对病变部位、胶质瘤WHO分
级即恶性程度等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脑脊液培养
阳性的11例病例中，54.5%(6人)为WHO IV级的胶质
母细胞瘤患者，提示应当对恶性程度高的患者术后
保持更高的警惕性，一定程度上放宽经验性用抗生
素的指征。对于病变部位的分析，本研究发现额叶
及颞叶占位者术后发生脑膜炎的患者更多，分别为
54.5%(6人)和36.4%(4人)，提示在选择手术入路时应
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从而使患者能有一个更好
的预后。本研究为针对胶质瘤开颅术后合并脑膜炎
的初步研究，尚未纳入同期的阴性对照，该项工作

factors for neurosurgical site infection after neurosurgery in Ren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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