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培养
血流感染诊断的
关键性研究

序 言
脓毒血症是一种复杂的临床综合征，它是机体对感染的系
统性的炎症反应。
在非冠脉(ICU)死亡患者中，脓毒血症是最常见的潜在死亡
原因。严重的脓毒血症或是感染性休克，死亡率高达32%
或54%。特别在起始的脓毒血症治疗六小时的复苏期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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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和早期的正确抗菌治疗被视作是优先采取的措施 。
导致血流感染的细菌或真菌的快速准确鉴定可为诊断和治

疗脓毒血症提供极其重要的临床信息。
血培养-菌血症和真菌血症的实验室检测-是最简单和最常
用的一种方法，用以建立系统血流感染的病原学基础。

本手册的目的是：
■
■

回答与血培养相关的常见的关键性问题
为常规的血培养操作提供实用性的建议

对于需要了解血培养程序的医生，护士，实验室人员和所有
其他的专业医疗保健人员，本手册是一个有用的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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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
血培养?
血培养是一项实验室试验 ， 从患者体内采血 ， 并将其装入
含有培养基的瓶中，以此来确定导致患者感染的微生物(细
菌或真菌)是否已经侵入患者的血液。

完整的血培养过程包括：
■

收集样本

■

检测、分离并鉴定导致血流感染的微生物

■

为临床医生提供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

为什么
血培养很重要?
在病危护理的时候 ， 脓毒血症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重要的挑
战。早期诊断是患者预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对于菌血症和真菌血症检测来说，血培养是最常用而有效的
诊断工具。血培养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它能为血流感染和可
能存在脓毒血症的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重要的线索。
对于患者，阳性血培养能确定存在感染性病原3。而且对病原
体能进一步做抗菌药物敏感试验，使抗菌药物治疗优化3。尽
可能早地开始有效的抗菌药物治疗对于预后有重要的影响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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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的三个主要目的：
证实有感染性的病原体
鉴定病原体
■ 指导抗菌药物治疗
■
■

如果希望血培养的过程更为有效 ， 样本的正确收集是绝对
必须的 。 依照推荐的血培养标本收集方法 ， 就能很大程度
上提高血培养检测的质量和临床价值 ， 并减少样本污染和
“假阳性”结果的发生率。

当正确地操作血培养时，它提供临床的相关信息有助于改
善患者的治疗效果，缩短住院时间并且避免了抗菌药物的
滥用。

什么时候
进行血培养?
当怀疑血流感染或脓毒血症时，应该做常规血培养。

怀疑患者有血流感染的症状有：
■
■
■

■
■
■

不明原因的发烧(＞38℃)或体温过低(＜36℃)
休克，寒颤，僵直
严重的局部感染(脑膜炎，心内膜炎，肺炎，肾盂肾炎，
腹部术后感染，…)
心率异常加快
低血压或高血压
呼吸频率加快
3

血培养的时间
临床症状出现之后 ， 应该尽可能早地采血培养 。 在应用抗
菌药物之前采血培养是最理想的 。 如果患者已经应用抗菌
药物进行治疗，我们应该在下一次用药之前采血培养。
通常我们推荐在短时间(例如1小时内)内连续采血2至3套(2
瓶/套)。留有时间间隔的采血(例如1-2小时分开采集)适合于
连续监测被怀疑有感染性心内膜炎或其它的血管内感染(导
管相关性)菌血症和真菌血症的患者。

表1

在不同的临床症状情况下，关于血培养时间的介绍6
Baron, E.J., M.P. Weinstein, W.M. Dunne, Jr., P. Yagupsky, D.F. Welch, and D.M. Wilson. Cumitech
1C, Blood Cultures IV. Coordinating ed., E.J. Baron. ASM Press, Washington, D.C. 2005

症状

推荐方法

可疑的急性初期菌血症或真
菌血症，脑膜炎，骨髓炎，
关节炎，肺炎

从不同的解剖学位置连续地
采集两份或三份血培养物

不明原因的发热（例如：隐
匿的脓肿，伤寒，布鲁氏杆
菌病或其它诊断不明的发热
综合症）

从不同的解剖学位置连续采
集两份或三份血培养物。如
果经24-48小时培养后结果是
阴性，从不同的解剖学位置
再次连续采集多于两份的血
培养物

血培养持续阴性的可疑菌血
症或真菌血症

考虑转换血培养方法，使其
能够提高对分枝杆菌，真菌
或苛养菌的覆盖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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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采集
血培养标本呢?
在血培养过程中 ， 标本采集是决定性的步骤 。 在整个操作
过程中必须采取标准的严格的无菌措施。
一份被正确地采集而不被污染的标本是提供准确、可靠结
果的关键。
根据推荐方法，血培养标本应该由医务人员采集(医生，护
士或技术人员)，他们接受过训练并取得采血资格 7。

优质的标本采集的要点：
■

先检查血培养瓶是否有损坏或污染迹象 。 不要用表现出
浑浊或超出气压的瓶子，这些可能是污染的迹象

■

检查每个瓶子上印的有效日期，丢弃那些已经过期的

■

血培养瓶应该清楚而正确地贴上标签

■

每一对瓶血培养应该从身体的不同部位采取

■

用来培养的血应该是静脉血而不是动脉血8

■

根据推荐 ， 应该避免从静脉或动脉导管抽血 ， 因为通常
这些装置污染率较高9

■

采集标本前的皮肤消毒非常重要

■

尽可能快地(最好在2小时内)将标本送到临床微生物实验

■

室，进行培养3。如果有任何耽搁，应暂时在室温下保存10
所有的血培养瓶上都应标明患者的情况(包括日期 ， 时
间，采样位置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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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哪一种培养基?
导致血流感染的微生物是各种各样的(需氧菌，厌氧菌，真
菌，苛养菌，…)除了对营养物成份的需求，还需要特殊的
生长因子和/或一个特殊的气体环境。

根据推荐，一个成年人的常规血培养应该包括一对需氧瓶
和厌氧瓶12。

抽取的血液应该平均分成两份，分别注射在需氧和厌
氧 瓶内 。
如果不用厌氧瓶，应该加一个需氧瓶，确保培养的血量充
足6。

血培养培养基应该能够:
■

足够敏感：
-- 保证临床相关微生物 ， 包括苛养菌都可以生长
(奈瑟菌属，嗜血杆菌属 , …)
-- 微生物释放出微量的二氧化碳(布鲁杆菌属 ，
不动杆菌属 , …)

■

多用途的：能够为收集到的所有类型的标本(成人,
儿童, 接受抗菌药物治疗的患者, 无菌体液…)提供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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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个瓶子应该首先接种？
如果用 带翅的或蝶形的血液采集装置， 血液首先装入需氧
瓶 ， 以免装置里的空气传送到厌氧瓶中 。 如果用 注射器及
针，首先接种厌氧瓶避免空气进入。
如果抽取血液的量少于推荐量*，血液应首先接种到需氧瓶
里，因为多数菌血症是由需氧菌和兼性细菌导致的。另外，
致病酵母样真菌和严格需氧菌(例如：假单胞菌 )几乎都是从
需氧瓶中培养出来的。剩余的血应该接种到厌氧瓶中6。

血培养采集的要求:
正确的病例
正确的时间
■ 正确的方法
■
■

* 推荐量，看“需要多少血量”(P8)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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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
多少血量？
血液中细菌和真菌的最佳检出率依赖于培养所需的足够的
血量 。 采集充足血量能确保低浓度的致病性细菌或真菌的
检出。当怀疑心血管系统(例如：心内膜炎)感染的时候，这
是最基本的要求。
血培养物每增加一毫升 ， 成年人血液的微生物的检出率增
加，直到增加到30毫升 13。这归因于成人每毫升血较低数量
的菌落形成单位(CFU)3。

对各个血培养组合来说，要从血流感染的患者血液中培养
出微生物，增加血量是最显著的14。

表2

关于婴儿和儿童血培养采血量的建议15
Adapted from Kellogg et al. Frequency of low-level bacteremia in children from birth to fifteen
years of age. J Clin Microbiol. 2000; 38:2181-2185

患儿
体重

8

患儿
总血量(ml)

kg

Ib

≤1

≤2

50-99

1.1-2

2.2-4.4

100-200

2.1-12.7

4.5-27

＞200

12.8-36.3

28-80

＞800

＞36.3

＞80

＞2200

成人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 ， 推荐的采血量是每个培养组合达到
20到30毫升6。因为每个培养组合包括一个需氧瓶和一个厌
氧瓶，每个瓶子都应该接种10毫升的血液。在每毫升血液
少于1个菌落形成单位的菌血症或真菌血症的多数病例中，
这个量被推荐为最佳病原体检出量。

小儿
婴儿和儿童的最佳采血量没有确切规定 ， 然而 ， 资料显
示：当血培养血量增加时，病原体的检出率也线性增长15。
推荐的采血量应该是以患者的体重为根据(参见表2)

推荐
培养血量(ml)
培养1

培养
总血量(ml)

占患儿总血量的
百分比(%)

培养2
2

4

2

2

4

4

4

2

6

3

10

10

20

2.5

20-30

20-30

40-60

1.8-2.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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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培养需要
多少个组合?
由于细菌和真菌不能一直存在于血液中 ， 单个血培养组合
的敏感性是有限的。
一项最近的研究调查显示用连续血培养监测系统能够累积统
计超过24小时血培养敏感性结果。我们可以观察到三个血培
养组合（每个组合两瓶，每个组合血量20ml，每瓶10ml）
的累积检出率是：第一组检出率73.2%，第二组累积检出率
93.9%，第三组累积检出率96.9%。如果做第四个血培养组
合，血流感染的检出率＞99%16。
图1

血培养组合的累积敏感性
Weinstein et al. Detection of Bloodstream Infections in Adults: How Many Blood
Cultures Are Needed J Clin Microbiol. 2007; 45:3546-3548

检测灵敏度
100%

93.9%

96.9%

90%
80%

73.2%

70%

1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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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

3对

我们不应该给成年人做单瓶的血培养，这样会导致培
养所需的 血 量 不 足 ， 存在 的 菌 血 症 被 漏 检 3，6 。

污染经常只出现在一个血培养瓶中 ， 相反 ， 对于一个真正
的血流感染 ， 从身体的各个部位取血 ， 多个血培养瓶都会
呈阳性 。 我们进一步强调采取多组血培养并且每组血培养
从身体不同部位取样的重要性 6。

对于每个脓毒血症患者，应从身体的不同部位采血，通常
推荐采集2对或者最好是3对血培养瓶所需的血量3。

如果2到3对血培养瓶经24小时培养后仍然是阴性，并且患
者还是表现为脓毒血症，应该再采2到3对血培养瓶培养，
如下图所示。
图2

推荐的血培养组合的数量
对每个脓毒血症患者
采2到3对双瓶的血量
(每对瓶包括需氧菌瓶
和厌氧菌瓶)

再收集2到3对双瓶
(每对瓶包括需氧菌
瓶和厌氧菌瓶)

如果有必要，
重复试验设计

延长培养
时间

如 果 24 小 时 培养 后
结果阴性并且患者
仍然表现脓毒血症

如果24小时培养后
仍然是阴性

调查没有出现
病原微生物的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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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
多少天?
当前推荐的标准培养时间为五天，它是连续血培养监测系
统完成的常规血培养时间17。
然而又有发表的资料显示三天可能就足够检出有临床意义
的微生物，检出率达95%-97%。
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每天分离的有意义的微生物的数量 ，
三十多个月连续收集血培养标本35500份，其中2609个分
离株有临床意义，1097个是污染菌 18。

图3

有临床意义的分离株
Bourbeau PP et al. Routine incubation of BacT/ALERT FA and FN blood culture bottles
for more than 3 days may not be necessary. J Clin Microbiol. 2005; 43:2506-2509

结果表明培养的前三天 ， 有临床意义分离株的98%被检
出，培养前两天的检出率为94%。

苛养菌的培养
当用连续血培养监测系统时，另一个最近的研究证明
99.5%的非心内膜炎血流感染和100%的心内膜炎在五天时
间内能够被检出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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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资料显示 ： 当我们应用现代的连续血培养监测系统
时，对于时常导致心内膜炎*的苛养菌的检测，先前推荐的
延长培养时间通常是没有必要的6。
*包括布鲁杆菌属，噬碳酸菌，弯曲杆菌属和HACEK组(嗜血杆菌属，放线杆菌属，心杆
菌属，埃肯菌属和金杆菌属)

是污染物还是
真的病原体?
血样在采集的过程中污染会产生假阳性结果 ， 这对患者的
治疗有严重的负面影响。
假阳性结果 是患者血液中不存在的细菌在血培养瓶中生长
了，它是在样本采集的过程中被污染的。
污染物的来源有多种 ： 患者的皮肤 ， 用于采样的器材 ， 采
血样人员的手，或是环境。

为了提供具有临床价值的血培养结果，收集无污染的血样
是相当关键的。
某些细菌像棒状杆菌 ，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 草绿色链球
菌很少导致细菌感染或是血流感染 。 这些是 常见的皮肤污
染菌， 在特定的条件下它们能引起严重的感染 ， 但在单瓶
血培养中的检出通常当做没有临床意义的污染对待 。 凝固
酶阴性的葡萄球菌是导管相关性感染和假阳性结果出现的
主要原因，但20%的阳性结果可能具有临床意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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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医生来说最难判定的问题就是确认在血培养瓶生长的
细菌是导致血流感染的真正病原体 还是 污染菌。 如果是污
染菌 ， 那么患者可能会接受不必要的抗菌药物治疗 ， 这将
导致药物的滥用和耐药性的发展。
对于感染性心内膜炎或其他真阳性血流感染的患者 ， 污染
的血培养瓶通常仅有一个单瓶的阳性结果 。 对于医生来
讲 ， 这个信息是最有实用价值的 ， 另外强调从身体的不同
部位取2到3对血培养也非常重要 6。

通过严格遵守手卫生条例和遵循正确的血液采集步骤(特别
是在皮肤消毒，静脉穿刺和血标本加入到血培养瓶几个步
骤中)，污染率能有效地降低。

然而，即使遵循正确的血液采集步骤，2%的污染率还是不
可能避免的20。

污染率的影响
一个污染的血培养结果会导致不必要的抗菌药物治疗 ， 延
长住院时间，提高治疗费用。
目前发现每个假阳性结果会导致：
延长患者住院时间4.5天；
增加抗菌药物使用达39%；
21
■ 额外支出4400美元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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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依据实验室规则来确定血培养污染19
Adapted from Richter et al. Minimizing the workup of blood culture contaminants:
implementation and evluation of a laboratory-based algorithm. J Clin Microbiol

血培养中分离的
可疑污染菌*

再次取样+/48小时?

否

判定为定植菌

否

可能是污染菌，除
非被特别要求，否
则不需要做药敏

否

判定为定植菌

是

是同一病原菌
吗？
是

是草绿色链球菌？

是

是病原体；做抗菌
药物敏感性试验
*微生物像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草绿色链球菌，杆菌属，丙酸菌属，类白喉菌，
细球菌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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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感染性心内膜炎
在感染性心内膜炎(心脏瓣膜感染)的诊断中，血培养是必需
的 。 对于这个疑难疾病 ， 细菌或真菌有机会从心脏瓣膜上
脱落进入血流 ， 所以发热期间要反复采血培养 。 对于感染
性心内膜炎的患者来说 ， 如果采用最佳的培养条件 ， 血培
养的阳性率将超过90% 22。
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
疾病爆发后在几天到几周内快速进展，这可能是有高毒性的
病原体所导致的，像金黄葡萄球菌。一旦怀疑，需要立即进
行血培养，以避免在治疗方面不必要的耽搁。
■

在经验性抗菌药物治疗前30分钟就应该取多对血样
培养 2。

亚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
如果怀疑亚急性感染性心内膜炎 ， 通常不要急于从开始就
经验性治疗 。 尝试进行微生物诊断更为重要 。 在抗菌药物
治疗开始之前，应该取多对血样培养。
■

各组采血间隔为30分钟到1个小时 。 这有助于证明
一个连续的菌血症 ， 具有附加临床价值 3。

真菌性感染性心内膜炎
曾经很少发生，但真菌性心内膜炎的发病率现在越来越多23。
念珠菌是导致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最常见的真菌病原体24。
如果样本采集条件合适 ， 念珠菌导致的真菌性心内膜炎血
培养阳性率达到83%-9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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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培养多少次呢？
为了辨别污染和真的菌血症，总共3到5对血培养应该足够。
■

最初 ， 从怀疑有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患者取三组血样培
养。如果经24小时培养后，第一次三组结果是阴性，
再收集2组血培养，一共是5组血培养3。

在采血前，通常怀疑有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患者已经进行经验
性抗菌药物治疗。这是感染性心内膜炎“血培养阴性”的最
常见原因。因此，在有抗菌药物存在的情况下，用有能力维
持细菌生长的血培养基是很重要的。(看“用哪种培养基”
这章P6)26，27。
然而，“血培养阴性”心内膜炎也可能归咎于苛养菌，像曲
霉菌，布鲁杆菌属，立克次体，衣原体和HACEK微生物。
■

因为当前的血培养连续监测系统能够在五天内发现所
有HACEK和其他的苛养菌，延长培养时间不再认为是
有必要的 。 然而如果五天后 ， 所有的血培养瓶都是阴
性的 ， 感染性心内膜炎仍然被怀疑 ， 所有瓶子的培养
物都应传代到巧克力琼脂上培养28。

处理
血培养
如今 ， 连续血培养监测系统为血标本处理提供了最佳解决
方案 。 一般的孵育时间为5-7天 ， 最常规的时间为5天 。
98%的阳性标本在前3天内获得结果(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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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血培养系统报阳后 ， 把阳性瓶从仪器中取出 ， 做革兰染
色并转种 。 如果革兰染色确认了血培养的阳性结果 ， 形态
学结果应立即报告临床 。 转种培养纯菌落可进行进一步的
鉴定及药敏试验。
如果革兰染色阴性 ， 不需要报告临床 ， 等待转种培养结
果 。 当与临床相关结果出现时 ， 要立即报告临床医生 ， 因
为这与患者治疗决策息息相关 。 有研究显示 ， 及时报告将
改善患者预后，并提高患者管理的有效性 29,30。
快速细菌鉴定及药敏应在培养阳性后完成 ， 并把完整结果
提供临床医生。抗菌药物管理(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对血流
感染和脓毒血症的病例非常关键 ， 准确确认致病菌的抗菌
药物耐药谱 ， 可使患者接受最有效的抗菌药物治疗 ， 从而
极大影响患者愈后。

1

多于一个阳性瓶

一种微生物的阳性
结果
+
临床症状(例如：心
内膜炎，脑膜炎，
肺炎,…)

多种微生物阳性结果
(来自特定的临床情
况，例如：移植，腹
部感染患者)

血流感染

可能血流感染

3
血培养阴性但
有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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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
解释
微生物实验室可以为临床医生提供有帮助的信息 ， 判断血
培养结果是真阳性还是假阳性(污染)。例如，鉴定分离微生
物可帮助判断是否污染 ， 多个阳性培养的微生物鉴定可以
帮助确认感染。
下表的流程可以提供一个血培养结果判读的指南 19,31,32。判
读指南应与临床指南相结合 ， 如 ： 患者全血计数 ， 有无导
管留置，放射科的发现，…
当怀疑临床感染时，要进一步做鉴定及药敏试验。

图5

血培养结果的解释规则
2

只有一个阳性瓶

如果病原微生物是:
沙门菌，李斯特菌
属，金黄葡萄球
菌，布鲁杆菌属，
嗜血杆菌，大肠埃
希菌，铜绿假单胞
菌…

如果是正常的皮肤
菌群：丙酸菌属，
棒状杆菌，杆菌
属， 凝固酶阴性葡
萄菌属

如果是草绿色链球
菌或凝固酶阴性葡
萄球菌并符合临床
症状(留置导管，修
复心脏瓣膜，免疫
抑制患者)

可能血流感染

可能是污染

可能血流感染

重复采血
研究病毒病因学或非可培养的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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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梅里埃试剂
用于诊断血流感染和脓毒血症
生物梅里埃作为体外诊断试剂的世界性领导者已达四十年
以上 ， 在微生物检测和细菌感染的快速诊断方面具有丰富
的经验 。 我们的产品包括手工和自动化的血培养系统 ， 培
养基，自动免疫测定，手工及自动化的鉴定和药敏系统。

手工血培养瓶

＞HemolineTM :
用于苛养菌的双相性
培养基

自动化的血培养系统

> BacT/ALERT® 3D :
对血、体液和分枝杆菌的
微生物检测系统

培养基

传统和产色培养基 :
chromID™ MRSA, chromID S. aure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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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适时地提供相关的信息 ， 这些结果 有利于临床医生每
日决策并正确处方抗菌药物，最终改善患者的健康状况。

细菌感染标记/降钙素原

> VIDAS® B·R·A·H·M·S PCT :
创新的降钙素原分析 ， 早期诊
断严重细菌性感染 ， VIDAS平
台非常适合急诊应用。

自动化鉴定和抗菌药物敏
感性试验
> VITEK® 2 和 VITEK® 2 Compact :
获得阳性血培养结果之后 ， 快
速病原体鉴定药敏的完整结果
将提供给临床医生治疗的依
据，并且有益于抗菌药物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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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T/ALERT® 3D 微生物检测系统
自1990年起，生物梅里埃公司始终致力于自动化血培养系
统的开发。BacT/ALERT® 3D(连续血培养监测系统)将手工
操作减少到最低 ， 优化绩效 ， 将血液感染情况最快速报告
临床医生。
对于较宽范围的病原微生物(包括细菌，真菌和分枝杆菌)的
检出，BacT/ALERT® 3D系统提供了一个最佳的环境。这个
系统是紧凑的 ， 模块的和灵活有效的血培养系统 。 它在同
一个平台上提供了对于 血液、无菌体液 和来自呼吸道和非
呼吸道标本的分枝杆菌的培养。

BacT/ALERT 3D

BacT/ALERT 3D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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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T/ALERT 3D 120

BacT/ALERT 3D 60

BacT/ALERT
培养瓶
广泛的多样的培养瓶满足你
的特殊需要，包括儿童瓶和分
枝杆菌专用瓶。

增强的安全特性
为了顺应保护医护人员免受血源性致病源污染的要求，生
物梅里埃将其玻璃血培养瓶升级为塑料瓶。
这种抗碎材料预防意外血
液外漏对使用者造成的伤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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