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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不同细菌感染的临床特点
及近期预后不良危险因素分析

李承燕，黄炳龙，王优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儿科，广东 湛江 524001

【摘要】 目的 探讨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不同细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及近期预后不良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

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95例化脓性脑膜炎患儿的临床资料。按

不同病原菌感染分为大肠埃希菌组20例、其他菌种组15例及培养阴性组60例，比较各组患儿的临床特点及实验室

检查结果等指标，并通过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近期预后不良危险因素。结果 大肠埃希菌组及其他菌种组患儿的

前囟膨隆发生率分别为35.00%、40.00%，明显高于培养阴性组的13.3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三组患

儿的产式、胎膜早破、发热、反应低下、肌张力增高、意识障碍等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大肠埃希

菌组患儿的脑脊液白细胞总数、总蛋白含量、腺苷脱氨酶(ADA)值明显高于其他两组，而糖浓度明显低于其他两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其他菌种组患儿的脑脊液总蛋白含量、白细胞总数明显高于培养阴性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三组患儿的外周白细胞计数(WBC)、降钙素原(PCT)、C 反应蛋白(CRP)、乳酸脱氢酶

(LDH)值、血钙及血钠等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治疗时间长

(>21 d)、脑脊液糖<1.5 mmol/L及脑脊液总蛋白>1 500 mg/L为影响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近期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

因素(P<0.05)。结论 大肠埃希菌感染的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前囟膨隆发生率高，大肠埃希菌感染的脑脊液呈现脓性

改变；影响新生儿化脓性脑膜近期预后不良独立危险因素有治疗时间长、低脑脊液糖浓度及高脑脊液总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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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bacterial infections and the risk fac-

tors of short-term poor prognosis in neonatal purulent meningiti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95 children of neonatal

purulent meningitis, admitted to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4 to Decem-

ber 2019, were reviewed retro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infection of different pathogens, the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Escherichia coli group (20 cases), other strains group (15 cases), and culture-negative group (60 cases). The clinical char-

acteristics and laboratory resul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each group, and the risk factors of recent poor prognosis were

analyzed by multivariate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anterior fontanelle swelling in Esche-
richia coli group and other strains group were 35.00% and 40.00%, retro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13.33% in culture-negative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elivery patterns, premature rupture of mem-

branes, fever, low response, hypermyotonia, and disturbance of consciousness. The cerebrospinal fluid (CSF) white

blood cell count, CSF total protein, and adenosine deaminase (ADA) value in Escherichia coli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other strains group and culture-negative group, while CSF glucose concentr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CSF total protein content and white blood cell count in other strain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ulture-negative group (P<0.05). The white blood cell count of peripheral blood (WBC), procalcitontin (PCT), C-reac-

tive protein (CRP),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value, sodium and calcium value were not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among the three group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longer treatment time (>21 days), CSF

glucose<1.5 mmol/L, and CSF total protein>1 500 mg/L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of the short-term prognosis

of neonatal purulent meningitis.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rate of anterior fontanelle swelling in children of neonatal

purulent meningitis caused by Escherichia coli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Escherichia coli infection can cause purulent CSF.

Longer treatment time, low CSF glucose, and high total CSF protein were th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short-term

poor prognosis of neonatal purulent meni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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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生儿的免疫功能较差及血脑屏障的发育

不完善，导致了新生儿细菌性脑膜炎发生率明显高于

其他年龄段儿童[1]。近年来，随着新生儿医学及重症

监护技术的发展，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急性期的病死

率有所下降，但总体预后仍不容乐观[2]，至少25%的患

儿留下了听力损伤、癫痫、脑积水、智力和(或)运动发

育障碍等后遗症[3]。通常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缺乏典

型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因此临床上了解不同细菌感染

的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临床特点及不良预后危险

因素，对指导临床治疗及降低患儿病死率、致残率至

关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不同

类型细菌感染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影响因素，为临床诊

治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 2014年 1月至 2019

年12月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95例

临床明确诊断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患儿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1)符合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诊断：临床具

有发热、头痛、呕吐、精神改变及脑膜刺激征和脑脊液

改变，同时脑脊液病原学阳性；对病原学阴性的病例，

脑脊液生化、常规检查需符合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脑

脊液改变[4]；(2)年龄≤28 d。排除标准：(1)临床资料收

集不完整者；(2)合并先天颅脑畸形者；(3)合并颅内出

血者；(4)合并先天性免疫缺陷病者。95例患儿中男性

65例，女性 30例；胎龄 28~42周，平均(38.24±2.80)周；

出生体质量1.25~4.50 kg，平均(3.06±0.56) kg。根据脑

脊液培养的结果分为大肠埃希菌组(20例)、其他细菌

组(15例)和培养阴性组(60例)。

1.2 预后判断 近期预后不良诊断标准(即出院

时评估预后结局)：所有患儿出院前按Glasgow 临床结

局评分进行分类 [5]，将 Glasgow 5 分者纳入预后良好

组，Glasgow<5分者纳入预后不良组。95例患儿中，预

后良好组44例，预后不良组51例。

1.3 资料收集 收集所有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

一般资料(如胎龄、性别、出生体质量、出生情况、发病

日龄、住院时长等)和临床特点资料(如病程中是否出

现惊厥、发热、反应低下、前囟膨隆、肌张力增高及意

识障碍等情况)。收集起病首次实验室检查资料，包括

血常规、降钙素原(PCT)、C反应蛋白(CRP)、乳酸脱氢

酶(LDH)值、血钠浓度、血钙浓度及首次脑脊液常规、

生化和病原体培养结果等指标。同时，收集视频脑电

图检查、脑干诱发电位及头颅影像学检查结果等。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25.0统计软件分析

数据，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检验。两组组间比较采

用 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合新

生儿感染性疾病的临床特点，将是否出现近期预后不

良作为因变量，选取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选取

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差异的变量纳入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进行变量筛选。以P<0.05为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三组患儿的一般资料比较 三组患儿的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三组患儿的一般资料比较(例，x-±s)

组别

大肠埃希菌组

其他菌种组

培养阴性组

F或χ2值

P值

例数

20

15

60

胎龄(周)

37.57±3.67

38.03±3.14

38.55±2.30

0.903

0.409

发病日龄(d)

15.89±3.55

14.78±3.78

14.24±3.65

1.928

0.309

出生体质量(kg)

3.79±0.95

3.14±0.67

3.28±0.84

2.555

0.083

平均住院天数(d)

24.52±5.10

26.45±6.92

23.89±4.05

1.161

0.219

男/女(例)

11/9

9/6

45/15

3.632

0.186

2.2 三组患儿的临床特点比较 大肠埃希菌

组及其他菌种组患儿的前囟膨隆发生率明显高于

培养阴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产

式、胎膜早破、发热、反应低下、抽搐、意识障碍、肌

张力增高等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 2。

表2 三组患儿的临床特点比较[例(%)]

组别

大肠埃希菌组

其他菌种组

培养阴性组

χ2值

P值

例数

20

15

60

剖宫产

3 (15.00)

4 (26.67)

11 (18.33)

0.800

0.670

胎膜早破

2 (10.00)

2 (13.33)

7 (11.67)

0.094

0.954

反应低下

9 (45.00)

6 (40.00)

14 (23.33)

4.074

0.130

意识障碍

5 (25.00)

2 (13.33)

7 (11.67)

2.150

0.341

发热

16 (80.00)

9 (60.00)

51 (85.00)

4.688

0.096

抽搐

6 (30.00)

2 (13.33)

6 (10.00)

4.803

0.091

肌张力增高

9 (45.00)

7 (46.67)

20 (33.33)

1.450

0.484

前囟膨隆

7 (35.00)

6 (40.00)

8 (13.33)

7.402

0.025

2.3 三组患儿的实验室检查结果比较 外周血

白细胞计数(WBC)、PCT、CRP、LDH、血钠浓度及血

钙浓度等多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间比较，培养阴性组的PCT明显低于其他两组，

··724



Hainan Med J, Mar. 2021, Vol. 32, No. 6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其他菌种组CRP明

显高于其他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 3。大肠埃希菌组的脑脊液总蛋白含量、白细胞总

数、ADA值等明显高于其他两组，而脑脊液糖浓度明

显低于其他两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其他菌种组中脑脊液总蛋白含量、白细胞总数明显

高于培养阴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4。

2.4 近期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95 例患儿中出

现近期预后不良有 51 例。以出现近期预后不良作为因

变量，选取可致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

分析，包括早产，是否早发型感染(发病日龄≤7 d)，出生

情况、病程中是否出现发热、惊厥、反应低下、前囟膨

隆、肌张力及意识障碍等，首次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异

常，PCT异常、CRP 异常，首次脑脊液白细胞总数、糖

含量、蛋白含量异常，以及病原菌菌种分类等。其中

发现治疗时间长(>21 d)、脑脊液糖浓度(<1.5 mmol/L)

及脑脊液总蛋白总量(>1 500 mg/L)等3个因素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将这 3 个变量纳入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治疗时间长、脑脊液糖含

量降低以及总蛋白含量增高是影响患儿预后的危险

因素(P<0.05)，见表5。

表4 三组患儿的脑脊液检查结果比较(x-±s)

组别

大肠埃希菌组

其他菌种组

培养阴性组

F值

P值

例数

20

15

60

CSF白细胞总数(×106/L)

1 961.84±450.12a,b

580.49±121.78c

273.65±50.45

22.591

0.001

CSF糖浓度(mmol/L)

1.10±0.28a,b

1.71±0.46

2.21±0.50

11.439

0.001

CSF总蛋白含量(mg/L)

4 451.01±1211.02a,b

2128.73±581.15c

788.63±103.85

32.808

0.001

ADA值(U/L)

16.44±4.28a,b

3.89±0.99

4.67±1.08

9.978

0.001

注：大肠埃希菌组与其他菌种组比较，aP<0.05；大肠埃希菌组与培养阴性组比较，bP<0.05；其他菌种组与培养阴性组比较，cP<0.05。

表3 三组患儿的外周血感染指标及生化检查结果比较(x-±s)

组别

大肠埃希菌组

其他菌种组

培养阴性组

F值

P值

例数

20

15

60

WBC (×109/L)

14.55±3.10

10.99±2.50

12.69±3.45

0.561

0.573

PCT (ng/mL)

12.88±2.55b

18.90±3.01c

4.90±1.28

1.821

0.205

LDH (U/L)

4 57.55±75.26

515.4.±89.58

445.53±86.64

0.405

0.668

CRP (mg/L)

22.01±5.09

42.06±9.47a,b

27.23±5.30

2.935

0.058

血钠(mmol/L)

140.36±3.76

138.42±5.13

139.12±3.41

0.933

0.399

血钙(mmol/L)

2.18±0.25

2.20±0.28

2.29±0.23

1.252

0.295

注：大肠埃希菌组与其他菌种组比较，aP<0.05；大肠埃希菌组与培养阴性组比较，bP<0.05；其他菌种组与培养阴性组比较，cP<0.05。

表5 近期预后不良为因变量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治疗时间长(>21 d)

脑脊液糖浓度(<1.5 mmol/L)

脑脊液总蛋白总量(>1 500 mg/L)

B

0.974

0.916

0.886

Wald

5.273

4.686

4.501

P值

0.022

0.030

0.045

OR

2.648

2.500

2.229

95% CI

1.153~6.081

1.091~5.731

1.061~5.517

3 讨论

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发病率高于其他年龄段

儿童，这与新生儿的自身免疫系统未发育成熟及血脑

屏障通透性较高相关。新生儿出现细菌感染时，血液

中或邻近器官的病原菌容易通过血脑屏障转移到脑

组织中引起化脓性感染[6]。目前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

的病原菌检出率不高，本研究病原菌检出率仅

36.84%，与国内外研究相似[1，7]。在不同国家或地区，

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病原菌谱不完全一致。在发

达国家以 B族链球菌(GBS)及大肠埃希菌多见，而我

国则以大肠埃希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及GBS [8]多

见。目前由于临床抗菌药物的滥用，革兰阴性杆菌尤

其大肠埃希菌的感染率不断上升[9]。本研究发现新生

儿化脓脑膜炎病原菌中大肠埃希菌的感染率最高

(21.05%)，与国内报道相近[10]，其次为GBS (5.26%)及凝

固酶阴性葡萄球菌(5.26%)。由于大肠埃希菌广泛存在

于人体生殖道、肠道中，孕妇在妊娠或分娩时可通过

产道感染新生儿。同时新生儿的肠道黏膜屏障功能

差及肠道缺乏免疫因子等，这也导致大肠埃希菌易

感性增高[11]。本研究发现在 35例病原菌明确的患儿

中，大肠埃希菌有 20 例(57.14%)，是新生儿化脓性脑

膜炎感染率最高的菌种，与文献报道相符[10]。

本研究发现大肠埃希菌感染可致脑脊液呈脓性

改变，脑脊液中白细胞总数、糖浓度、总蛋白浓度的

ADA 值等均显著高于其他菌种感染组或培养阴性

组。据报道，大肠埃希菌感染后可诱导机体产生众多

的炎症细胞及炎症因子[12]，这些因子可黏附和侵袭脑

组织的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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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脑脊液中蛋白含量增高[13]。同时由于炎症细胞的

渗出增加，脑脊液中糖浓度下降及白细胞总数显著上

升，致使大肠埃希菌感染后的脑脊液呈脓性改变 [11]。

为此，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患儿在临床上出现脑脊液

糖水平明显下降，脑脊液总蛋白、白细胞总数及ADA

值明显上升时，需注意大肠埃希菌感染可能。对此

建议在临床上应选用对大肠埃希菌敏感度高的抗感

染治疗。

本研究发现，治疗时间长(>21 d)、脑脊液糖含量

降低(<1.5 mmol/L)以及总蛋白含量增高(>1 500 mg/L)

提示患儿出现预后不良风险增高。当颅内细菌感染

后由细胞因子的过度分泌致血脑屏障通透性增高，同

时血管内皮细胞破坏致大量血液中蛋白及炎症细胞

进入脑脊液循环[14]，这易致脑脊液循环通路障碍，出现

严重并发症，如硬膜下积液、脑积水等。

综上所述，大肠埃希菌感染的新生儿化脓性脑膜

炎前囟膨隆发生率高，大肠埃希菌感染后脑脊液呈现

脓性改变。临床上出现脑脊液白细胞计数、总蛋白浓

度、ADA值明显上升及糖浓度明显下降，应注意大肠

埃希菌感染可能。治疗时间长(>21 d)、脑脊液糖含量

降低(<1.5 mmol/L)以及总蛋白含量增高(>1 500 mg/L)

是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

素。在临床工作中，及早识别有上述危险因素的高

危患儿，加强早期干预及神经康复，以减少远期不

良预后发生率。由于本研究样本量有限，关于新生

儿化脓性脑膜炎远期预后仍需多中心、大样本的长

期观察随访。
参考文献

[1] 杨梅, 陈桥, 孙正刚. 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病原菌构成及耐药性分

析[J]. 海南医学, 2017, 28(15): 2486-2489.

[2] 吴春斌. 新生儿不同病原菌化脓性脑膜炎临床观察[J]. 临床合理用

药杂志, 2019, 12(25): 140-142.

[3] 刘巧美, 周进芳, 宫莉. 472例儿童化脓性脑膜炎预后不良因素分析

[J]. 安徽医学, 2020, 41(11): 1340-1343.

[4] 邵肖梅, 叶鸿瑁, 丘小汕. 实用新生儿学[M]. 5版. 北京: 人民卫生

出版社, 2019: 520-522.

[5] MCMILLAN T, WILSON L, PONSFORD J, et al. The Glasgow out-

come scale-40 years of application and refinement [J]. Nature re-

views Neurology, 2016, 12(8): 477-485.

[6] 郑飞霞, 林忠东, 叶秀云, 等. 婴儿化脓性脑膜炎不良预后的危险因

素分析[J]. 中华全科医学, 2017, 15(3): 460-462.

[7] EL-NAGGAR W, AFIFI J, MCMILLAN D, et al. Epidemiology of

meningitis in canadian 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s [J]. Pediatr In-

fect Dis J, 2019, 38(5): 476-480.

[8] SONG B, HUA Q, SUN H, et al. Relevant analyses of pathogenic

bacteria and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neonatal purulent meningitis [J].

Exp Ther Med, 2018, 16(2): 1153-1158.

[9] ZHAO Z, YU JL, ZHANG HB, et al. Five-year multicenter study of

clinical tests of neonatal purulent meningitis [J]. Clin Pediatr (Phila),

2018, 57(4): 389-397.

[10] 李雪琴, 王勤, 王江涛, 等. 0~3月龄婴儿化脓性脑膜炎脑脊液病原

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J]. 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 2020, 23(6):

534-539.

[11] 米芋枚, 袁天明, 陈理华, 等. 小儿大肠埃希菌脑膜炎 57例临床特

点分析[J].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2020, 35(7): 562-566.

[12] 李静, 杨赞章, 闫晓静, 等. 促炎因子在低龄化脓性脑膜炎患儿病情

严重程度及预后中的应用价值[J]. 河北医科大学学报, 2020, 11:

1301-1316.

[13] LIU WT, LV YJ, YANG RC, et al. New insights into meningitic Esch-

erichia coli infection of brain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from

quantitative proteomics analysis [J]. J Neuroinflammation, 2018, 15

(1): 291.

[14] 邓巧儿, 唐丹霞, 李平甘, 等. 42例儿童化脓性脑膜炎的临床分析

[J]. 岭南急诊医学杂志, 2019, 24(6): 560-563.

(收稿日期：2020-09-11)

··7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