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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导致患儿在治疗前的病程长短不一，有关临床研究

将诊疗前的症状持续时间作为 ITP 预后的主要指标，

认为治疗前的症状持续时间越长其预后越差 [7]。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发现，复发组治疗前病程明

显高于非复发组，且多因素分析发现诊疗前病程属

于 ITP 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5），提示今后

临床上应要求家属对患儿小的出血症状要仔细观察，

尽量做到早发现、早治疗以减少 ITP 的复发率。PLT
是临床诊治 ITP 的常用指标，初诊时 PLT 计数越低提

示预后越好，PLT ＜ 10×109 /L 时缓解率明显升高 [8]。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 PLT 升至有效时间是影响 ITP
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P ＜ 0.05），治疗后 PLT 升至

有效时间越长 ITP 的复发率越高。国内研究结果也证

实，治疗后 PLT 升至正常时间与 ITP 预后相关 [9]。此

外，MPV、PDW 能动态反应血小板的体积和分布情况，

在临床可用于评估血小板功能和作为血小板减少症的

原因。本研究单因素分析显示，复发组和非复发组的

MPV、PDW 参数比较，差异有显著性，但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二者并不是 ITP 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影响儿童 ITP 复发的因素较多，其中

前驱感染、治疗前病程、治疗后 PLT 升至有效时间

属于 ITP 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在今后临床诊治中

应引起足够重视，尽量做到早发现和早诊治，并积

极控制感染，监测 PLT 升至有效时间，减少 ITP 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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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孔板培养法对结核分枝杆菌一线药物耐药性分析

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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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评价结核分枝杆菌微孔板药敏检测法（简称微孔板培养法）对4种一线抗结核药物的耐药性分析及临床应用价

值。方法　收集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云南省昆明市第三人民医院微生物结核病实验室经BACTEC MGIT-960（简称MGIT-
960）液体培养阳性且经鉴定为结核分枝杆菌的分离株180 株，结核分枝杆菌临床分离株用微孔板培养法分别检测4 种抗结核一

线药物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的耐药性，其结果与MGIT-960 药敏结果进行比较分析，评价两者的总符合率、灵敏

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结果　①MGIT-960药敏结果：链霉素耐药为63例，敏感为117例；异烟肼耐药为47例，

敏感为133例；利福平耐药为42例，敏感为138例；乙胺丁醇耐药为31例，敏感为149例。②微孔板培养法药敏结果：链霉素耐药

为58例，敏感为122例；异烟肼耐药为48例，敏感为132例；利福平耐药为43例，敏感为137例；乙胺丁醇耐药为30例，敏感为150
例。③微孔板培养法和MGIT-960 药敏结果进行对比，两者在检测4种一线抗结核药物的符合率具有高度一致性，有较好的灵敏

度和特异性，其总符合率分别达95%、97.2%、96%、97.2%。结论　微孔板培养法检测结核分枝杆菌对一线抗结核药物灵敏度的

检测结果与MGIT-960检测的药敏结果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同时具备检测快速，符合当前结核病的临床诊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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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且经分子生物学方法鉴定为结核分枝杆菌的分

离株，以 MGIT-960 为评定标准，评价微孔板培养法

分别检测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的耐

药性的准确度，其结果与 MGIT-960 药敏结果进行比

较分析，计算两种方法的总符合率、灵敏度、特异

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将 MGIT-960 培养阳

性的标本分成 2 份待用，分别采用微孔板培养法和

MGIT-960 对 4 种一线药物进行敏感试验检测。

 1.4.1.1　MGIT-960 液体培养药物敏感试验方法　将

对照管用生理盐水作 1:100 稀释，含药管和营养添加

剂管加入 0.5ml 经 MGIT-960 培养阳性 5 ｄ内稀释 5
倍的工作菌液和 0.1ml 的药物（含药管药物浓度分别

是链霉素 1.0µg/ml，异烟肼 0.1µg/ml，利福平 1.0µg/ml， 
乙胺丁醇 5.0µg/ml），按指示扫描放入 MGIT-960 仪

器等待 15d 后参照对照管自动报告结果，打印药敏

试验结果为敏感（S）、耐药（R），不确定（×）。

 1.4.1.2　微孔板培养法检测方法　①取出冻干杂菌抑

制剂，旋开瓶盖，将无菌稀释液全部加入后充分摇

匀；②取出药敏培养基及药敏测试板，使其在接种

标本前接近室温，吸取 100µl 混合均匀的杂菌抑制剂

加入药敏培养基，充分混合均匀；③用无菌吸咀先

分别吸取 180µl 药敏培养基加入到 A1 或 E1、B1 或

F1 孔，分别作为 1/10、1/100 参照孔；④用无菌吸咀

吸取 200µl 药敏培养基加入到 C1、D1 或 G1、H1 作

为阴性对照孔；⑤将培养菌株磨菌比浊至 1mg/ml，
取 100µl 加入到整支药敏培养基中，混匀。⑥每孔加

200µl 含有菌液的药敏培养基（除上述 4 孔），再吸

20µl 至 A1 或 E1 孔作为 1/10 参照孔，从 A1 或 E1
孔吸 20µl 至 B1 或 F1 作为 1/100 参照孔，盖上盒盖，

用透明胶带沿周边封一圈后，置 37℃培养 7d 首次

观察结果；⑦孔底出现白色菌体沉淀的为阳性，无

菌体沉淀的为阴性，若为阴性，则继续培养并每隔 
1 ～ 2d 观察结果１次，当阳性对照孔（A2、B2 或

E2、F2）为阳性时进行结果判断，记录每个药物的

MIC 值；⑧将 MIC 值记录入结果记录纸上；当难以

判定 MIC 孔时，可将该孔与 1/10 参照孔做比较，如该

孔沉淀菌体＜ 1/10 参照孔沉淀，即可判定生长被抑制。

 1.4.1.3　微孔板培养法检测方法质量控制　为保证实

验结果的准确性，每次操作实验时同时进行结核分

枝杆菌质控标准株（H37Rv ATCC27294）的检测，

根据分枝杆菌生长特性，本实验用比浊仪进行菌悬

液定标，最佳接种菌量为 1mg/ml，菌悬液约相当

于 3×107 ～ 8CFU/ml，检测最佳时间为 7 ～ 10d，即

95% 以上耐药菌测试孔和阳性对照孔可观察到微孔

中国的临床医务工作者在结核病治疗过程中的

重点和难点是在结核病患者中快速且准确地发现耐

药结核菌株，尤其是对一线抗结核药物（链霉素、异

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呈现较高耐药性的菌株。

快速且准确地发现耐药结核菌株能够及时更改抗结

核治疗方案，对于提高结核病治愈率的同时避免无

效用药和减少耐多药结核病形成有着重要意义［1-2］。

BACTEC MGIT-960（简称 MGIT-960）等自动化设备

的灵敏度、特异性和传统的检测方法有较高的一致

性，耗时相对短，但由于 MGIT-960 设备及检测试剂

成本较高，使得其在基层单位的推广使用受到了一

定的阻碍。分子生物学诊断的新方法有所提升，但

耐药位点单一且污染率相对较高，耐多药结核的检

出率不高 [3]。　

因此快速获得结核分枝杆菌药敏实验结果对控

制结核至关重要 [4]，微孔板药敏检测法（简称微孔板

培养法）可缩短试验时间，亦可测定药物最低抑菌

浓 度（minimum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MIC）， 为

临床用药种类和剂量的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5-6]。本研

究分析微孔板培养法检测结核分枝杆菌 4 种一线药

物耐药性结果，并以 MGIT-960 为评价标准，评估该

检测方法的符合率、灵敏度、特异性等指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收集 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12 月本

院微生物结核病实验室经 MGIT-960 液体培养阳性且

经分子生物学方法鉴定为结核分枝杆菌的临床分离

株共 180 株，分离株用微孔板培养法分别检测 4 种抗

结核一线药物（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

的耐药性。

 1.2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肺部出现

类结核的影像学证据；②标本涂片抗酸染色结果呈阳

性；③ 180 株临床分离株经 MGIT-960 培养阳性且结

核分枝杆菌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检测阳性；

④分枝杆菌核酸检测阳性者。排除标准：MGIT-960
培养阳性但胶体金抗原检测和分枝杆菌核酸检测阴性。

 1.3　试剂与仪器　实验中结核分枝杆菌质控标准

株（H37Rv ATCC27294）购自国家菌种保藏中心， 
MGIT- 960 分枝杆菌培养监测系统、杂菌抑制剂、

MGIT 分枝杆菌培养管和营养添加剂均来源于美国

BD 公司，分枝杆菌药敏检测试剂盒、比浊仪和 YK-
909 分枝杆菌药敏阅读仪均购自珠海市银科医学工程

有限公司。

1.4　检测方法

 1.4.1　标本处理与检测方法　经 MGIT-960 液体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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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底出现白色菌体沉淀，提示结核分枝杆菌生长，敏

感菌株测试孔无白色菌体沉淀，最佳 MIC 值为敏感

或耐药的药物 MIC 值，以 YK-909 分枝杆菌药敏阅

读仪判读为准。

 1.4.2　灵敏度和特异性分析　所有标本行微孔板药敏

检测和 MGIT-960 液体培养药敏检测，以 MGIT-960
为金标准计算并比较两种方法的总符合率、灵敏度、

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测值。总符合率 =（真

阳性例数 + 假阴性例数）/ 总例数 ×100%，灵敏度 = 
真阳性例数 /（真阳性例数 + 假阴性例数）×100%，

特异性 = 真阴性例数 /（真阴性例数 + 假阳性例数）× 

100%，阳性预测值 = 真阳性例数 /（真阳性例数 + 假

阳性例数）×100% ；阴性预测值 = 真阴性例数 /（真

阴性例数 + 假阴性例数）×100%。

 1.5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数据采用 SPSS 16.0 统计学

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

2　结果　
微孔板培养法和 MGIT-960 药敏结果进行对比，

两者在检测 4 种一线抗结核药物的符合率具有高度

一致性，有较好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其总符合率分

别达 95.0%、97.2%、96%、97.2%（表 1）。

表 1　微孔版培养法与 MGIT-960 药敏结果检测效能比较

抗结核药物

MGIT-960 培养法 微孔板法 符合率

（%）

灵敏度

（%）

特异性

（%）

阳性预测值

（%）

阴性预测值 
（%）耐药（例） 敏感（例） 耐药（例） 敏感（例）

链霉素 63 117 58 122 95.0 88.9 98.3 96.6 94.3

异烟肼 47 133 48 132 97.2 95.7 97.7 93.8 94.3

利福平 42 138 43 137 96.0 92.9 97.1 90.6 97.8

乙胺丁醇 31 149 30 150 97.2 90.3 98.6 93.3 98.0

3　讨论
耐多药结核菌指经体外药物灵敏度实验证实至

少同时对异烟肼和利福平耐药的结核病患者感染的

结核分枝杆菌 [7-9]，微孔板培养法是一种新的快速药

敏检测方法，具有快速、准确、低成本、易操作的

优势［10］。本研究通过使用微孔板培养法对的 180 株
临床分离菌株进行药敏测试，同时与 MGIT-960 药敏

结果进行比较发现，两者在检测 4 种一线抗结核药

物的符合率具有高度一致性，有较好的灵敏度和特

异性，其符合率分别达 95%、97.2%、96%、97.2%，

4 种一线药物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及阴

性预测值分别是链霉素为 88.9%、98.3%、96.6%、

94.3%、 异 烟 肼 为 95.7%、97.7%、93.8%、94.3%、

利福平为 92.9%、97.1%、90.6%、97.8%、乙胺丁醇

为 90.3%、98.6%、93.3.%、98%。结核病防治机构

因 BMGIT-960 培养法速度快、效率高、时间短等优

点，已经将其检测作为结核分枝杆菌快速药敏检测

的金标准 [11-13]。

本研究还发现：①对两种药敏结果的符合率和

敏感度进行分析，4 种药物符合率均＞ 95%，敏感度

＞ 90%，说明微孔板培养法所测得 MIC 值可快速准

确为结核分枝杆菌敏感株和耐药株提供临界判断值，

同时菌株耐药数据更为详细，这可为在低浓度耐药

时的某种药物提高该药物剂量进行治疗提供了更多

依据［14-15］，也是微孔板培养法药敏检测的优势之处。

②两种检测方法对 4 种药敏结果比较发现符合率＞

95%，说明微孔板培养法有较高的可行性，数据真实

可靠，但也发现存在较少检测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

能与菌株的活性有关系，菌株活性弱会导致代谢缓

慢，生长不够充分，判断结果时会有一定误差，如果

使用分枝杆菌药敏阅读仪则可提高分辨率。由于此

次实验标本数量比较少，对一些不符合的标本，没

有进一步进行基因测序，对药物进行表型药敏实验

方法检测比较，对结果判断具有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微孔板培养法检测结核分枝杆菌对一

线抗结核药物灵敏度的检测结果与 MGIT-960 药敏结

果呈现出较高的一致性，同时具备检测快速的特点，

符合当前结核病的临床诊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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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柏西普联合激光光凝治疗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继

发黄斑水肿的疗效分析

王珏，王为农 *，张婕（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 眼科，陕西 西安 710038）

摘　要：目的　观察阿柏西普联合视网膜激光光凝治疗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继发黄斑水肿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选取2018年1
月至2019年1月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收治的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继发黄斑水肿的患者60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联合组和对照

组，每组各30例，对照组患者使用激光光凝治疗，联合组患者使用阿柏西普联合激光光凝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最佳矫

正视力、中心视网膜的厚度、临床疗效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发现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最佳矫正视力

都有所提高，但是联合组的最佳矫正视力提高效果好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治疗后联合组的中心视网膜厚度降

低程度也远大于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治疗后联合组的临床疗效明显好于对照组，并发症的发生情况也明显好于

对照组，差异有显著性（P＜0.05）。结论　阿柏西普联合激光光对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继发黄斑水肿的治疗效果确切，可以提

高患者的视力，降低中心视网膜的厚度，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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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网膜静脉阻塞继发黄斑水肿是一种视网膜血

管异常的眼部疾病，会导致患者的视力下降，对患者

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严重的影响。视网膜激光光凝治疗

可以减少视网膜血管的渗漏，减轻黄斑水肿，是临

床上治疗视网膜静脉阻塞继发黄斑水肿的主要方式，

可以提高患者的视力。但该疗法对视力提高的能力有

限，治疗后患者可能会出现旁中心暗点，并且部分

患者的黄斑水肿状况改善不明显，治疗不彻底 [1]。阿

柏西普是一种融合蛋白，是由人的血管内皮生长因

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VEGF）受体 1
和受体 2 细胞外区域结合与人体免疫球蛋白 Fc 段重

组形成的一种抗 VEGF 药物，可以通过和 VEGF 的

紧密结合降低血管的通透性，抑制新生血管的生成。

临床试验证明阿柏西普对视网膜静脉阻塞性黄斑水

肿和糖尿病性黄斑水肿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在玻璃

体内注射阿柏西普可以提高患者的视力，减轻黄斑

水肿程度，抑制视网膜新生血管生成，减缓眼底病

变的发展 [2-3]。本研究主要探讨阿柏西普联合视网膜

激光光凝治疗视网膜中央静脉阻塞继发黄斑水肿的

疗效和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 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