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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大蠊提取物干预口腔定植菌对

院内获得性肺炎发生的影响

金晨慈蒋龙翔 曾余丰 蒋欢欢俞宁宁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温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科，浙江温州325000)

-论著-

【摘要】目的观察具有罹患院内获得性肺炎(HAP)高危因素的住院患者经美洲大蠊提取物口腔干预

后对HAP发生率和口腔定植菌的变化。方法采用前瞻性、非双盲、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择2015年2月

至8月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温州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确诊为HAP的患者200例，在患者入组后即行口腔定

植菌培养，而后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机械即刷牙+大蠊提取物干预组)和对照组(机械干预组)，每组

100例，最终纳入试验组96例，对照组94例；经口腔干预2周后再次行口腔定植菌培养。观察两组口腔定植

菌数、HAP发生率和病死率。结果试验组干预后口腔定植菌数较对照组明显减少(株：36比64，P<o．05)，

试验组HAP发生率和病死率也较对照组明显减少[6．25％(6，96)比15．96％(15，94)，2．08％(2，96)比6．38％(6／94．)，

均尸<0．05]。结论美洲大蠊提取物具有独特的抗菌作用，于预口腔定植菌后，可以明显减少HAP的发生。

【关键词】美洲大蠊提取物； 院内获得性肺炎； 口腔定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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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蛐ract】 Obj代旧ve 7r0 observe tlle change of t}Ie incidence of hospital acquired p腿umonja(HAP)alld
colonized bacteria after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ll high risk f如to飓to acquire HAP experienced peripl锄eta锄eric蚰a
extract oral inten，enfion．M抽0ds A pr璐pectjve，no double—blind，ramdomized con砌led study was conducfed，

200 patients fi册ly diagIlosed as HAP admiued t0 Integmtion 0f TLaditional Chinese明d Westem Medicine Hospital

of Wenzhou，Amliated t0 Zheiiallg University 0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缸胁Febmary to August 2015 were

enmlled．After gmuping of patients，oral colonized bacteria culture was c删ed out for tllem immediately，afterwards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mup8：叽experimental gmup(machinery bmsh of teeth+periplaneta americana

extract oralintenrention)and a control group(machinery bmsh of teeth intenrention)，100 cases in each gmup．A total

of 190 patients were included for the study of clinical emcacy evaluation，with 96 cases in experiment gmup，and 94

cases in contml舯up．After oral intervention for 2 weeks，the oral colonized bacteria were cultured again．The number

of oral bacteria colonization，HAP incidence锄d case f缸ality were observed in the two gmups．R姻ults The number

of oml bacteTia colonization in expe五ment gmu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mpared with tllat of the contml gmup

(36 s谢n vs．64 gtain，P<O．05)，蛐d t}le incidence of HAP and case fatality in expe—mental gIoup were a】so signific锄tly

lower t}Ian those in the con嘲group【6．25％(6，96)vs．15．96％(15，94)，2．08％(鹚6)vs．6．38％(的4)，botll P<
0．051． C蚰dusion Peripla玎eta锄ericana ext瑚ct has a unique antibacterial e饪bct，afIer its inteⅣention 0f训
colonized bacteria in patients withhi出riskto acquire HAP，the incidence 0f HAP can be sigIlificandy reduced．

【Key words】 Periplaneta americ锄a extract； Hospital acquired pneumoIlia； 0ral colonization bacteria

院内获得性肺炎(HAP)的发病率非常高，国内

李元晖等⋯报道HAP发病率为1．35％，占医院内感

染的38．5％。赵丽华等∽1报道医院感染主要部位是

下呼吸道，占57．69％，居各种院内感染首位。HAP

是美国第二位常见的院内感染性疾病，有资料显示，

HAP的发病率为5—10例／1 000例住院患者；对于

机械通气患者来说，发病率可增加6～20倍¨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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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资料报道，vAP的发病率为5％。67％m5|，病死

率为24％～50％。ScaIln即iec0¨1研究显示，HAP

不仅使医疗成本大幅增加，而且可使住院时间延长

1倍，更严重的是危害了患者的健康，增加了病死

率。HAP发生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为抗菌药物的使

用，魏宏建等"1报道：HAP患者抗菌药物目标治疗

7 d内即可出现新的非敏感致病菌，且抗菌药物使

用时间越长，种类越多，致病菌的种类变化越明显；

单亮等‘8 1收集了12项相关临床随机对照试验(RcT)

研究，结果表明，抑酸剂治疗可以增加HAP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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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HAP的发病机制有口咽部细菌吸入、空气中

的气溶胶吸入、血行播散和胃肠道细菌移位等，其中

口咽部定植菌误吸即口腔和牙菌斑定植菌进人下呼

吸道是HAP最常见的发病原因。因此，通过口腔干

预提高口腔卫生状况，可以减少HAP的发生率，并

已逐渐成为各国学者的研究热点。蓝江林等9。发现，

从美洲大蠊中提取分离得到的抗菌肽成分可使大肠

杆菌的外层及细胞质膜损伤并形成开口，导致细菌

内容物外泄而死亡，最终使菌体崩解成碎片。因此，

利用美洲大蠊提取物的抗菌作用进行口腔干预，探

讨影响口腔定植菌定植和减少HAP发生的机制。

1对象与方法

1．1病例纳人、退出及诊断标准

1．1．1病例人选标准：住院时间≥48 h且具有以下

危险因素之一者：使用抗菌药物、免疫功能受损、

人住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意识障碍、糖尿病、有创机械通气、应用皮

质激素、血液透析、高龄(≥80岁)。

1．1．2退出标准：研究终点为人组后满2周或死亡。

因任何原因导致研究时问不足2周者退出本研究。

1．1．3 HAP诊断标准：根据Pugin等¨o o提出的临

床肺部感染评分(CPIs)，结合临床症状、生理学、细

菌学、影像学综合性评分表，当cPIs超过6分即诊

断为HAP，CPIS评分见表1。

表1 CPIS评分表

指标 O分 1分 2分

气道分泌物

胸片

无 怍脓性：分泌物 脓一陀分泌物

无浸润 有浸润(除外CHF

和ARDS)

体温(℃) 36．5—38 4 38 5～38 9

白细胞计数(×109，L) 4～10 <4或>ll

Pa02／Fi02(mmHg) >240或出现

ARDS

气道吸出物细菌培养 ≤(+)或 >(+)

没有生长

≥39．0或≤36．0

<4或>11+

杆状核≥o．50

≤240

无ARDS

>(+)，且同革兰

染色结果一致

注：Pa02／Fi02为氧合指数，cHF为慢性心力衰竭，ARDs为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l mmHg=0．133 kPa

1．2病例资料：采用前瞻性、非双盲、随机对照研

究方法，选择2015年2月至8月本院收治的具有

罹患HAP高危因素的住院患者200例，其中男性

1 16例，女性84例；平均年龄(72．3±13．o)岁：

1．3伦理学：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取得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

1．4研究分组方法及处理：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入选

患者分为试验组(机械即刷牙+大蠊提取物干预组)

和对照组(机械干预组)，每组100例。试验组患者

采用四川好医生攀西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康复

新液(美洲大蠊干燥虫体提取物)早晚进行2次口

腔清洁(漱口或海绵棒清洗)。两组患者合并HAP

的高危因素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尸>o．05；

表2)，有可比性。

表2研究对象合并HAP的高危因素

1．5研究方法

1．5．1 口咽部标本采集：研究对象均于人组当日和

口腔干预满2周后采集口腔内标本，取材部位为咽

部或龈上菌斑，取材时间为早晨未进食及进行口腔

干预之前，立即送检和行细菌培养、鉴定。

1．5．2菌株药敏检测方法：质控菌株为铜绿假单胞

ATcc27853、大肠埃希菌ATcc25922、金黄色葡萄

球菌(金葡菌)ATcC25923，由中国药品生物制品鉴

定所提供。采用法国生物梅里埃公司ATB系统鉴

定药敏，按美国国家临床试验标准委员会(NccLs)

标准判断结果。

1．6观察指标及方法：患者人组后即行口腔定植菌

培养：经口腔干预2周后再次行口腔定植菌培养。

统计两组患者2周内HAP发生情况、细菌培养结果

及病死率：

1．7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 17．0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i±s)表示，采用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用疋2检验；JP<o．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病例退出情况：试验组退出4例(完成研究

96例)，对照组退出6例(完成研究94例)，两组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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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因不耐受康复新液退出者。

2．2两组细菌培养结果(表3)：试验组口腔干预

前分离到定植菌14种51株，干预后分离到定植菌

13种36株，干预后定植菌较前明显减少，且常见的

HAP致病菌未见增加(如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

菌、金葡菌、肺炎克雷伯菌、白假丝酵母菌等)。对

照组口腔干预前分离到定植菌16种50株，干预后

分离到定植菌17种64株，干预后定植菌较干预前

明显增加，且常见的HAP致病菌增加显著。

表3 口腔干预前后定植菌培养结果

2．3 口腔干预前后HAP发生率及病死率比较

(表4)：试验组干预后HAP发生率及病死率均较对

照组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尸<0．05)。

表4 口腔干预后HAP发生情况及病死率比较

注：与对照组比较，3P<0．05

3讨论

美洲大蠊俗称蟑螂，又称偷油婆、黄贼、菜婆虫、

香娘子，它是昆虫纲目蜚蠊，蜚蠊科中昆虫的总称。

全世界约有3 500种，其中我国已发现168种与人

居关系密切并且与人相安无涉的蜚蠊。美洲大蠊

作为一种传统的中药材，在《神农本草经》中载有：

“蠊，味咸寒，有毒，治血瘀，坚，寒热，破积聚，喉咽

痹，内寒无子，用于瘸瘕积聚，脚气肿，疗疮肿毒，蚊

虫咬伤”，《本草纲目》中载有：“瘀西症，坚寒热，破

积聚，喉咽闲，内寒无子，通利血脉，食之下气”。随

着科学的发展，近几年来对美洲大蠊药理学机制的

研究越来越多，由其开发的药物制剂在临床上也得

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目前比较肯定的药理学作用

有抗肿瘤、改善心血管、促进组织修复、抗菌抗病毒、

抗氧化、增强免疫、保肝、抗炎镇痛等。蓝江林等、9

通过电镜观察显示：由美洲大蠊提取分离得到的抗

菌肽，可使大肠杆菌的外层及细胞膜损伤并形成开

口，导致细菌内容物外泄而死亡，最终菌体崩解成碎

片。胡少鹏等¨¨研究发现，美洲大蠊提取物对体外

培养的牙龈卟啉单胞菌的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刘奕等¨2 o报道，人工合成抗菌肽对口腔常见致病菌

如表兄链球菌、黏性放线菌、牙龈卟啉单胞菌、具核

梭杆菌、中问普雷沃菌、伴放线放线杆菌及白假丝酵

母菌等具有抗菌作用。

E1一Solh等¨3‘报道，对ICu患者取牙菌斑和支

气管肺泡灌洗液(BLAF)标本，通过凝胶电泳法证

实，BLAF中下呼吸道的致病细菌与牙斑菌上定植

的细菌大部分同源。Heo等¨41的研究也显示，在大

多数ICU内患者牙菌斑上分离到金葡菌、铜绿假单

胞菌、鲍曼不动杆菌及大肠埃希菌和其他呼吸道致

病菌，用同样的方法发现，口腔分离到的呼吸道致

病菌与随后BLAF中培养到的致病菌具有>95％的

遗传相似性。国内赵文艳等¨纠采用反转录一聚合

酶链反应(RT—PCR)方法发现，HAP患者病原菌中

74．29％同自身口腔分离得到的定植菌具有100％

同源性。基于基因同源性研究，对于明确HAP的

传染源以及传播途径具有非常重要的提示作用，同

时也证实了口咽部定植菌是HAP高危患者最主要

的“贮存库”。因此，通过口腔干预提高口腔卫生状

况，从而减少HAP的发生率已逐渐成为各国学者

的研究热点。目前局部应用化学物消毒、机械性牙

菌斑去除、局部抗菌药物抗菌等是常用的口腔干预

方法。Becerik等。1 6。进行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采

用2％氯己定漱口4周，显著减少了牙菌斑及龈下

细菌总数。单纯刷牙作为最常用的机械性口腔清

洁的方法，其对HAP的影响目前尚无统一的结论。

zamom zamora等Ⅲo发现，刷牙对于呼吸机相关性

肺炎(VAP)的预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Mori等¨8

研究发现，机械口腔护理联合聚乙烯吡咯酮碘漱口

可以显著减少VAP的发生率，证实对于减少VAP，

刷牙联合化学剂漱口是一种更优的选择。此外在危

重症患者中气管插管是非常重要的抢救手段，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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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插管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口腔黏膜损伤、细菌定植，

而载银二氧化钛抗菌涂层气管导管口腔黏膜刺激试

验为阴性¨9|，且具有明确的抗菌作用㈨J。而利用

美洲大蠊提取物的抗菌作用进行口腔干预的研究目

前尚未见报道。

本研究结果表明：经口腔干预后机械联合美洲

大蠊提取物的试验组较单纯机械对照组口腔定植菌

明显减少；对照组口腔定植菌明显增多，且以HAP

常见致病菌增多为主，试验组HAP发生率及病死率

均较对照组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由于HAP高危人群口咽部细菌微环

境的改变，使口咽部定植细菌成为HAP患者病原菌

的主要来源。通过改善口咽部卫生状况，从而减少

高危人群HAP的发病率，目前已逐渐得到医务人员

认可。在众多的口腔干预措施中，应用美洲大蠊提

取物(康复新液)清洁口腔，减少口咽部细菌定植，

进而降低HAP发病率，疗效确切，患者耐受性好，值

得应用推广。但如何选择最佳的维持口腔干预时间

及每日的干预频度，尚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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