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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检验·

耐甲氧西林金葡菌检测方法比较
吴强

（北京市丰台区铁营医院 检验科，北京  100079）

0　引言

金葡菌即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一种高毒性细菌，临床感

染率较高，其主要会引起肠炎、肺炎、心包炎以及局部化脓

炎症、脓毒症等疾病 [1]。有些金葡菌可以产生青霉素酶，表

现为青霉素耐药。甲氧西林是一种半合成青霉素，耐甲氧西

林金葡菌被称为超级细菌，目前针对耐甲氧西林金葡菌的检

测，是一项重要的临床课题。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在我院 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的临床感

染标本中分离出金葡菌菌株 120 株作为研究对象，菌株主要

来源于患者的痰液、尿液、脓液、血液、咽拭子、深静脉置

管以及坏死组织。

1.2　方法。分别采用苯唑西林纸片扩散法、头孢西丁纸片扩

散法及 PCR 法对 120 株金葡菌菌株进行检测，并以 PCR 法

的检测结果作为黄金标准，比较不同检测方法对耐甲氧西林

金葡菌的检测效果。

1.2.1　苯唑西林纸片扩散法：将金葡菌菌株浓度调制 1.5×108 
CFU/mL，然后将标本涂抹在 4 mm 的 MH 琼脂平板上，在

琼脂板上贴上苯唑西林纸片，放置在 35℃环境下，孵化 24 h。

若抑菌圈直径 ≤18 mm 为耐药，≥20 mm 为敏感。

1.2.2　头孢西丁纸片扩散法：将金葡菌菌株浓度调制 1.5×108 

CFU/mL，然后将标本涂抹在 4 mm 的 MH 琼脂平板上，在

琼脂板上贴上头孢西丁纸片，放置在 35℃环境下，孵化 24 h。

若抑菌圈直径 ≤10 mm 为耐药，≥13 mm 为敏感。

1.2.3　PCR 法：将金葡菌菌株浓度调制 3×108  CFU/mL，

同时在 50 μL DNA 提取液中滴入 10 μL 菌悬液，严格按

照说明书进行 PCR 操作。在 100℃温度下水浴 15 min，以

20000 r/min 的转速进行离心处理 10 min，再取 5 μL 上清

液进行扩增处理。将扩增后的液体取 10 μL 置于 2.0% 琼脂

糖 TRB 缓冲系统中进行电泳，利用紫外透射进行检测，若发

现 1000 bp 条带则为阳性。

1.3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和统
计，计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s）表示，并行 t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 [n （%）] 表示，并行卡方检验，以 P<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120 株金葡菌菌株经 PCR 法检测发现耐甲氧西林金葡菌

71 株（59.17%），甲氧西林敏感金葡菌 49 株（40.83%）。

苯唑西林纸片扩散法检测耐甲氧西林金葡菌的灵敏度、特

异 度、 漏 诊 率、 误 诊 率 及 Youden 指 数 分 别 为 81.69%、

77.56%、18.31%、22.45%、0.584；头孢西丁纸片扩散法检

测耐甲氧西林金葡菌的灵敏度、特异度、漏诊率、误诊率及

Youden 指数分别为 92.96%、95.92%、7.04%、4.08%、0.817；

比较示头孢西丁纸片扩散法对耐甲氧西林金葡菌的检测效果

优于苯唑西林纸片扩散法（P < 0.05），详见表 1 和表 2。

表 1　苯唑西林纸片扩散法检测结果

苯唑西林纸片扩散法
PCR 法

合计
+ -

+ 58 11 69

- 13 38 51

合计 71 49 120

表 2　头孢西丁纸片扩散法检测结果

头孢西丁纸片扩散法
PCR 法

合计
+ -

+ 66 2 68

- 5 47 52

合计 71 49 120

3　讨论

金葡菌又称嗜肉菌，而耐甲氧西林金葡菌则是由金葡菌

演变而来的新型耐药型金葡菌，是一种超级细菌，具有很强

的药物抵抗性。耐甲氧西林金葡菌自身固有耐药性，可与细

菌自身生产 PBP，其可在 β- 内酰胺类抗生素环境中生存 [2]。

其次耐甲氧西林金葡菌还具有获得耐药性。研究发现，耐甲

氧西林金葡菌还可改变抗生素作用靶向，从而降低膜通透性，

生成修饰酶，以起到抵抗多类药物的效果。

目前，临床检测耐甲氧西林金葡菌的主要方法有：PCR
法、苯唑西林纸片扩散法、头孢西丁纸片扩散法等。其中

PCR 法的检测结果多作为黄金标准，而纸片扩散法则相对来

说操作简单，成本低，检测结果直观 [3-4]。

根据本组研究结果示：120 株金葡菌菌株经 PCR 法检测

发现耐甲氧西林金葡菌 71 株（59.17%），甲氧西林敏感金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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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质量，同时对工作人员的工作安全重视程度较深。多数情

况下微生物检验室发生不良事件发生率较低。但出现检验质

量问题的发生率则受到多因素影响，无法完全避免 [7-11]。

对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室的工作质量控制进行研究后发

现，多数质量问题存在于实验当中，由于样本处理、人员管理、

仪器使用、环境因素等原因引发的质量问题相对较多。为减

少质量问题对微生物检验室工作的影响，利用质量控制管理

势在必行。

质量控制管理是针对当前工作质量问题开展的管理措

施，能够针对不同影响因素对工作质量进行提高，取得显著

效果。本次实验利用质量控制管理，发生质量问题的几率明

显下降，产生质量问题的因素中，人员因素导致的质量问题

得到有效避免。

综上所述，利用质量控制管理进行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

室的工作质量与水平改善效果显著，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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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淋巴细胞，若机体内白细胞水平高于正常水平，则表明其

机体内白细胞增多，能够作为检测疾病的重要指标。

本研究结果发现，观察组受检人员 PCT（1.79±0.32）

ng/mL、CRP（11.65±1.65）mg/mL、WBC（13.98±1.58）

×109/L 均高于对照组，（P < 0.05）。表明降钙素原、白细胞、

C 反应蛋白水平的变化对支气管肺炎的实验室指标有一定的

指导价值，可为临床正确使用抗生素提供价值，值得进一步

推广与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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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 49 株（40.83%）。苯唑西林纸片扩散法检测耐甲氧西林

金葡菌的灵敏度、特异度、漏诊率、误诊率及 Youden 指数

分别为 81.69%、77.56%、18.31%、22.45%、0.584；头孢西

丁纸片扩散法检测耐甲氧西林金葡菌的灵敏度、特异度、漏

诊率、误诊率及 Youden 指数分别为 92.96%、95.92%、7.04%、

4.08%、0.817[5]；比较示头孢西丁纸片扩散法对耐甲氧西林

金葡菌的检测效果优于苯唑西林纸片扩散法（P<0.05）。可

以得出结论：PCR 法是检测耐甲氧西林金葡菌的首选方法，

此外头孢西丁纸片扩散法操作方便、实验要求低、结果较准确，

也是一种较好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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