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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晚期生殖道B族链球菌定植对母婴结局的影响
赵 辉
尉进茜
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 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新生儿科，北京 101300
[ 摘要 ] 目的 探讨孕妇妊娠晚期阴道 B 族链球菌（GBS）定植对母婴结局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选取 2019 年
1 月至 12 月北京市顺义区妇幼保健院产科分娩妊娠晚期孕妇诊断链球菌感染的 106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随机
选取同期 GBS 阴性的 112 例孕妇作为对照组。比较分析两组的围产期情况、抗生素使用情况及母婴结局。结
果 两组孕妇在胎膜早破、
羊水粪染、
剖宫产、
产后即时出血及产褥贫血方面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观察组在分娩前抗生素使用情况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两组单纯分娩后应用抗生素情
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新生儿感染发生率及达住院标准情况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05）。两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结膜炎、低出生体重儿及巨大儿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 0.05）。 结论 孕母 GBS 感染会增加新生儿患感染性疾病的可能，增加新生儿住院的可能性。故应
对孕晚期孕妇常规进行 GBS 感染筛查并进行及时有效治疗，减少新生儿并发症的可能性。
[ 关键词 ] B 族链球菌感染；妊娠晚期；生殖道；妊娠结局；抗生素使用；新生儿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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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colonization of group B streptococcus in reproductive
tract on maternal and infant outcomes in late preg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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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Hospital of Beijing Children’
s Hospital, Beijing 1013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vaginal group B Streptococcus (GBS) colonization on maternal and
infant outcomes in late pregnancy. Methods A total of 106 pregnant women diagnosed with Streptococcal infection
in late pregnancy who delivered in the Obstetrics Department of Shunyi Maternal and Children’
s Hospital of Beijing
Children’
s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9 were retrospectively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112
pregnant women with negative GB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perinatal
conditions, antibiotic use and maternal and infant outcom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remature rupture of membranes, meconium stained amniotic fluid, cesarean
section, immediate postpartum bleeding and puerperal anemi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The use of antibiotic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before delivery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antibiotic use after delivery between two groups(P > 0.05).
The infection and hospitalization rate of neonate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incidence rates of neonatal
hyperbilirubinemia, conjunctivitis, low birth weight and macrosomi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Conclusion
Infection of GBS in pregnant women will increase infection in newborns and possibility of hospitalization. Routine
screening for GBS infection and early treatment should be conducted to decrease neonatal complications.
[Key words] Group B Streptococcus infection; Late pregnancy; Reproductive tract; Pregnancy outcome; Antibiotic
usage; Neonatal diseases

B 族 链 球 菌（group B Streptococcus，GBS），也

传染给新生儿，但是在分娩过程中增加了 GBS 和新

称无乳链球菌，GBS 感染从被发现对人类尤其是新

生儿的接触面积，有 40% 的新生儿存在感染事件，若

[1]

生儿感染的危害后，引起临床高度重视 。由于妊

贻误病情，常造成严重的新生儿感染事件如败血症、

娠致宫颈及阴道环境改变，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引起

脑膜炎等，威胁新生儿的生命 [3]。GBS 是引起孕妇及

生殖道感染。其中以 GBS 较常见，此类病菌入侵会

新生儿感染的重要病原菌，严重影响母婴结局 [4]。若

阴后，常导致子宫内膜、泌尿道等部位微环境发生改

孕晚期积极筛查生殖道 GBS，即时给予抗生素治疗

[2]

变，增加感染事件 。GBS 感染后并不会通过脐带

控制感染，可有效提高产妇的分娩质量，并改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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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结局 [5]。本研究通过对孕妇 GBS 阳性组与阴性组

以往有 GBS 感染病史时，取得孕妇和家属同意，给

比较，分析 GBS 定植对母婴结局的影响。

予抗生素治疗。抗生素应用主要以头孢替安 [ 上海

1 资料与方法

新先锋（新亚）药业有限公司，0.5 g（国产），国药准

1.1 一般资料

字 H20056344]、头孢西丁（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回 顾 性 选 取 2019 年 1 月 至 12 月 北 京 市 顺 义

1 g，国药准字 H20056973）或头孢他啶 [ 顺义区药

区妇幼保健院产科分娩妊娠晚期孕妇诊断链球菌

材公司，1 （
g 进口），国药准字 H20130635] 静点为主，

感染的 106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随机选取同期 GBS

1 例为青霉素（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80 万

阴性的 112 例孕妇作为对照组。观察组中，平均年

单位，国药准字 H37020079）静点，1 例过敏者予阿

龄（30.18±3.61 岁）；平均孕龄（39.48±1.01 周）；平

奇霉素 [ 辉瑞制药有限公司，0.5 g（进口），国药准字

均 住 院 天 数（4.94±1.50）d。 对 照 组 中，平 均 年 龄

J20140073] 静点治疗。

（29.09±3.62）；平均孕龄（39.17±1.99）周；平均住院

1.2.3 产 时 抗 生 素 预 防（intrapartum antibiotic

天数（4.97±1.52）d。两组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prophylaxis，IAP） GBS 定植及分娩发动或胎膜早

计学意义（P > 0.05）
，
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①通过

破时，同时满足两者给予 IAP。

孕 35~37 周时生殖道 GBS 感染筛查作为链球菌感染

1.2.4 新生儿抗感染治疗及新生儿疾病诊断标准

的诊断依据；②无自身免疫性疾病；③单胎。排除

GBS 阳 性 母 亲 所 生 新 生 儿，于 生 后 第 2 天、第 3 天

标准：①凝血功能异常者；②存在系统疾病者，如血

监测末梢血常规及 C 反应蛋白（C-reactive protein，

液系统疾病、自身免疫性系统疾病等；③脏器功能异

CRP）。第 1 次监测白细胞计数超过 3 万或 CRP 明

常者，如肝功能异常、肾功能不全、甲状腺功能异常；

显升高或连续监测 2 次血常规提示 CRP 均升高者

④合并其他严重脏器感染性疾病者，如肺炎、肠道感

予抗感染治疗。住院新生儿用药前完善血培养检查，

染等。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感染严重者或发热者完善脑脊液检查。新生儿早发

1.2 方法

型 GBS 疾病（early-onset GBS disease，GBS-EOD）及

1.2.1 采集标本 无菌操作下用无菌棉拭子插入阴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诊断标准：参考邵肖梅等 [6] 主

道内并旋转 1 周，之后将该拭子插入肛门旋转 1 周，

编的《实用新生儿学》第 5 版。

送检。新生儿耳咽拭子采集为生后即用无菌棉拭子

1.3 统计学方法

于新生儿咽部及耳部旋转 1 周后送检。采用核酸检

采用 SPS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测试剂盒 [ 泰普生物科学（中国）有限公司 ] 和实时
荧 光 定 量 PCR 仪 检 测 仪（型 号：CFX96，美 国 Bio-

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x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统

Rad 公司）进行 GBS 检测，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标

计学意义。

准操作。

2 结果

1.2.2 孕晚期感染 GBS 孕妇处理方法 经 GBS 检测

2.1 两组孕妇围产期结局比较

确诊感染，
即时向孕妇及家属告知 GBS 感染现状及临

两组孕妇在胎膜早破、羊水粪染、剖宫产、产后

床处理规范、使用抗生素治疗的利弊等，当达到抗生

即时出血及产褥贫血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素治疗指征即体温≥ 38℃或胎膜早破≥ 18 h 者或
表1

（P > 0.05）。见表 1。

两组孕妇围产期结局比较 [ n（%）]

组别

例数

胎膜早破（≥18 h）

羊水粪染

剖宫产

产后即时出血

产褥贫血

观察组

106

10（9.4）

13（12.3）

40（37.7）

25（23.6）

21（19.8）

对照组

112

8（7.1）

21（18.7）

36（32.1）

19（17.0）

20（17.8）

χ值

0.38

1.74

0.75

1.48

0.13

P值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2

2.2 两组抗生素使用情况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观察组在分娩前使用抗生素情况高于对照
组，未用抗生素情况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两组单纯分娩后应用抗生素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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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ER JIANKANG DAOKAN

Vol.1

No.7 July 2022

2.3 两组新生儿结局比较
观察组新生儿感染发生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
达住院标准占比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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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5）。两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结膜炎、低
出生体重儿及巨大儿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 0.05）。见表 3。

3 讨论
GBS 是革兰氏阳性球菌，主要定植于阴道及肠
道，孕期女性 GBS 定植率比非孕期女性高出 20 倍，

两组抗生素使用情况比较 [ n（%）]

表2
组别

例数

分娩前应用抗生素

单纯分娩后应用抗生素

未用抗生素

观察组

106

81（76.4）

16（15.1）

9（8.5）

对照组

112

43（38.4）

20（17.8）

49（43.7）

χ2值

32.10

0.30

34.67

P值

< 0.05

> 0.05

< 0.05

表3

两组新生儿结局比较 [ n（%）]

组别

例数

感染

高胆红素血症

结膜炎

低出生体重儿

巨大儿

达住院标准

观察组

106

26（24.5）

11（10.4）

7（6.6）

1（0.9）

14（13.2）

38（35.8）

对照组

112

4（3.6）

21（18.7）

5（4.5）

3（2.8）

12（10.7）

26（23.2）

χ2值

20.15

3.04

0.48

0.91

0.32

4.19

P值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为 10%~35%[7]。妊娠晚期 GBS 感染通过羊水、胎盘
或分娩时由产道传给新生儿，可使新生儿发生 GBSEOD，如脑膜炎、败血症、肺炎等严重疾病 [8]。以往
在出现 GBS 感染后，并未受到孕产妇重视，未能即
时规范使用抗生素，以致病原菌在分娩时转移到新
生儿体内，增加新生儿感染的风险，时有脑膜炎、败
血症事件发生 [9]。多数学者认为引起不良妊娠事
件、新生儿感染性疾病的主要诱发因素是 GBS 感
染 [10-13]。本研究中，GBS 阳性孕妇新生儿感染的发
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提
示孕母 GBS 感染明显增加新生儿患感染性疾病的
可能。与冯莹等 [14-15] 研究结果一致。
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 IAP 方法，新生儿 GBSEOD 的发病率明显降低 [16]。本研究 GBS 定植孕妇
经过 IAP 治疗后，观察组 106 例中，其母 GBS 阳性，
同时新生儿耳咽拭子 GBS 阳性 5 例，占 4.7%。1 例
因新生儿肺炎住院治疗 6 d 后好转出院，其母分娩
前预防性应用抗生素 1 次；1 例监测 1 次血常规提
示 CRP 10 mg/L 自动出院结局不详，其母分娩前预
防 性 应 用 抗 生 素 1 次。3 例 连 续 2 次 监 测 血 常 规
大致正常好转出院，其中 2 例母亲分娩前预防性应
用抗生素 1 次，1 例未应用抗生素治疗。本研究中
GBS 阳性母亲新生儿所患感染性疾病以新生儿感
染及新生儿肺炎为主，两组血培养结果均为阴性，
脑脊液结果阴性，均未发现败血症及脑膜炎病例，
说明孕妇经 IAP 后新生儿患严重感染性疾病的可
能性减少。
两组达住院标准新生儿中，观察组较对照组增
多，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提示孕母 GBS
感染增加了新生儿住院的风险。新生儿住院多以

感染、肺炎及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等疾病为主，给
予积极治疗后好转出院。新生儿 GBS 感染分为早
发 型 和 晚 发 型，本 组 资 料 不 足 之 处 是 患 儿 为 生 后
1 周内发生新生儿疾病，故缺乏晚发型 GBS 感染的
情况。
综上所述，孕母 GBS 感染明显增加新生儿患感
染性疾病的可能，增加新生儿住院的可能性。故应
对孕晚期孕妇常规进行 GBS 感染筛查并进行及时
有效治疗，减少新生儿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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