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著·

苏州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的
流行病学分析

郭红波　季 伟　王美娟

【摘要】　目的　分析苏州地区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的流行情况。方法　对 2005 年 11 月～

2008 年 10 月苏州地区 5834 例呼吸道感染住院患儿的血清标本, 采用 ELISA 法定量检测肺炎支原

体抗体。结果　三年总的 MP 感染阳性率为 30.61%( 1786/5834) 。春 、夏 、秋 、冬 MP 阳性率分别为

27.16%, 33.56%, 35.19%, 26.67%;秋季阳性率显著高于冬季。 2008 年秋季 M P 阳性率最高为

41.42%( 222/536);男女阳性检出率之比为 1∶1.33;大叶性肺炎检出率最高, 毛细支气管炎检出率

最低;随年龄增加 M P 检出率明显增加;单 、双份血清检出率分别为 23.33%, 48.82%, 合计达

30.61%。结论　MP 感染全年均有发病, 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夏秋季为 MP 感染高发季节。

2008 年秋季可能有小的流行发生。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男性, MP感染检出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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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ndition o f mycoplasma pneumoniae( MP ) infec tion and

epidemio log y in children liv ing in Suzhou district.Methods　M P antibody was quantitatively detected

in 5834 inpatients with respirato ry infection by ELISA method from November 2005 to November

2008.Results　The positiv e ra te of M P infection was 30.61%( 1786/5834).The po sitive rates in

spring, summer, autumn and w inter w ere 27.16%, 33.56%, 35.19%, 26.67%, respectively.The

highest po sitiv e rate in autum n, 2008 was 41.42%( 222/536).The ratio of male to female in po sitive

rate w as 1 ∶1.33.The de tection r ate o f lobar pneumonia wa s the highest and that of capilla ry

bronchitis the lowest.The detection rate incr eased as age incr eased.The sing le and double sero lo gic

detection r ates w ere 23.33% and 48.82%, re spectively w ith a to tal detection rate of 30.61%.
Conclusion　MP infection occured in the whole yea r w ith a tendency o f increased morbidity in these

y rea rs.The summer and autumn are the seasons with high MP infection.A small epidemic occur red

po ssibly in the autumn, 2008.The detection r ate of MP is highe r in the females than that in the males.
The MP infection rate increases as the age increa ses.
【Key words】　　Mycopla sma infection;Childr en liv ing in Suzhou district;Respirato ry infection;

Epidemio lo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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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支原体( mycoplasma pneumoniae, M P)是

儿童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之一, 20世纪 90年代后,

MP 已逐渐成为小儿呼吸系统疾病 、特别是社区获

得性肺炎的重要病原, 且 MP 感染发病率呈逐年上

升趋势。如何依据实验室检查结合临床症状及体

征,寻求不同年龄及不同季节儿童 MP 呼吸道感染

的流行病学规律, 有着重要的临床和经济影响 。现

对我科因呼吸道感染住院治疗患儿 5834 例的血清

标本进行了特异性 MP 抗体检测, 以分析苏州地区

儿童 MP 感染的流行规律及发病特征。

资料与方法

一 、一般资料

2005年 11月～ 2008年 10月在我科呼吸道感

染住院患儿 5834例,其中男 3573例,女 2261例,年

龄 25 d ～ 16 岁, 平均 ( 3.34±2.36)岁;年龄分组:

25d ～ 1岁 2952例, ～ 3岁 1569例, ～ 5岁 744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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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岁 300例, ～ 16岁 269例;病程 1 d ～ 4个月, 平

均 8.87 d 。所有患儿具有咳嗽和(或)发热症状, 部

分病例伴有气喘 、气促 、呼吸困难等表现 。疾病分

组:上呼吸道感染 519例,支气管炎 47例,毛细支气

管炎 883例, 支气管肺炎 3495 例, 大叶性或节段性

肺炎 141例, 间质性肺炎 91 例, 哮喘发作 658例 。

临床疾病诊断标准均依据《褚福堂实用儿科学》第七

版
[ 1]
。

二 、方法

所有患儿在入院后立即采静脉血 2 ml, 第二份

血清于入院 5 ～ 7 d 后采集, 采用德国 SERION

ELISA classic 法定量检测肺炎支原体 IgG/ IgM ,

MP-IgG 、IgM 试剂盒由德国 Virion Serion 公司提

供, 按说明书进行操作。结果评定标准:单份血清:

IgG>10 U/ml 和/或 IgM >13 U/ml表示急性感

染;IgG>10 U/ml和 IgM <13 U/ml表示既往感

染;双份血清:第二份血清 IgG 和/或 IgM 增高或下

降 1.5倍及明显增高或降低则为急性感染
[ 2]
。

三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AS 8.1统计软件,各组检出率比较用 χ2

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 、MP 感染的年份及季节分布

2006 ～ 2008年 MP 感染总的检出率为 30.61%

( 1786/5834) , 2006年 23.39%( 433/1851) , 2007年

33.62%( 674/2005) , 2008 年 34.33%( 679/1978) ,

检出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比较有显著差异;MP 感染

在季节分布中, 以 2006 春季最低为 17.06%

( 87/510) , 2008年秋季最高为 41.42%( 222/536) ,

与每年的其它几个季节比较也有显著差异 。三年秋

季 MP 感染共检出 506 例, 夏季 488 例, 春季 412

例,冬季 380 例, 其中秋季检出率最高为 35.19%

( 506/1438) ,冬季最低为26.67%( 380/1425) (表 1) 。

表 1　不同年份及不同季节 MP 感染的检出率

月(季节) 　
2006年

　例数/阳性( %) 　

2007年

　例数/阳性( %) 　

2008年

　例数/阳性( %) 　

三年

　例数/阳性( %) 　

2～ 4(春) 510/ 87( 17.06) b 493/ 165( 33.47) 514/ 160( 31.13) 1517/ 412( 27.16)

5～ 7(夏) 559/ 160( 28.62) 514/ 186( 36.19) 381/ 142( 37.27) 1454/ 488( 33.56)

8～ 10(秋) 396/ 109( 27.53) 506/ 175( 34.58) 536/ 222( 41.42) b 1438/ 506( 35.19) b

11～ 1(冬) 386/ 77( 19.95) 492/ 148( 30.08) 547/ 155( 28.34) 1425/ 380( 26.67) b

合　计 1851/ 1433( 23.39) a 2005/ 674( 33.62) 1978/ 679( 34.33) a 5834/ 1786( 30.61)

　　与三年平均阳性率比较, aP<0.05　与同年四季平均阳性率比较, bP<0.05

　　二 、MP 感染的性别及年龄分布

1786例 MP 感染患儿中男 969例, 女 817例,

男性 MP 检出率为 27.12%, 女性 36.13%, 男女检

出率之比 1∶1.33;MP 阳性率:25d ～ 1岁 12.94%

( 382/2952) , ～ 3 岁 41.43%( 650/1569) , ～ 5 岁

52.42%( 390/744) , ～ 7岁 60.67%( 182/300) , ～ 16

岁 67.66%( 182/269) ,随年龄增加 MP 检出率明显

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
=569.13, P<0.01) 。

三 、MP 感染的疾病分布

MP 感染患儿中, 上呼吸道感染 MP 检测阳性

率为 29.67% ( 154/519 ) ;支 气 管 炎 25.53%

( 12/47) ;毛细支气管炎 19.37%( 171/883) ;支气管

肺炎 27.75%( 970/3495) ;大叶性肺炎 78.01%

( 110/141) ;间质性肺炎 60.44%( 55/91) ;哮喘急性

发作 47.72%( 314/658) ,其中大叶性肺炎检出率最

高,毛细支气管炎检出率最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P<0.01) 。

四 、单 、双份血清 MP 感染检出情况

单份血清 MP 抗体检测数 5834 例, 阳性数

1361例,阳性率 23.33%;双份血清 MP 抗体检测数

2124例,阳性数 1037例, 阳性率 48.82%;MP 抗体

合计阳性数 1786例,阳性率 30.61%。

讨 论

肺炎支原体( MP)是儿童呼吸道感染的最常见

病原之一。感染主要经呼吸道飞沫传播, 全年均有

发病,在大的群体可引起地方性流行, 每 4 ～ 7年发

生一次爆发流行, 在小的社会群体中,可持续散发和

不定期流行[ 3] 。由于各地气候 、环境及检测方法等

因素的不同,不同国家和地区 MP 呼吸道感染率差

异很大( 9.6%～ 66.7%)
[ 4 ～ 6]

。

国内资料认为, 儿童 MP 感染率在非流行年为

10%～ 20%, 流行年为 30%。陆权等[ 7] 报道上海

2001 ～ 2004年 MP 感染率分别为 14.9%,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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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和 11.6%,李晶等
[ 8]
报道深圳市下呼吸道感

染患儿中 MP 阳性率高达 43.1%。本研究中, 苏州

地区 2006 ～ 2008年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中 MP 感

染率分别为 23.39%、33.62%、34.33%, 平均检出

率 30.61%, M P 感染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检出率高

于上海,低于深圳,证实 MP 已成为苏州地区儿童呼

吸道感染的最常见病原体之一 。

以往认为 MP 感染多见于学龄儿童及青少年,

但从上世纪末开始, 许多研究表明 MP 感染在学龄

前儿童也不少见, 且发病年龄有明显前移倾向 。我

们的研究, MP 感染检出率除 25天～ 1岁组较低外,

其余各年龄组均较高, 1 ～ 3 岁组检出率高达

41.43%, 感染患儿平均年龄为 3.34岁,最小年龄仅

25天,而且女性较男性患儿感染率明显增高。MP

感染平均年龄低于 Eun等
[ 9]
报道的 5.7岁, 1 ～ 3岁

组我们低于深圳地区的 53.5%[ 7] , 与青岛市儿童医

院报道的 41%[ 10] 相仿 。以上显示 MP 感染在不同

地区及人群是不完全相同的。

MP 感染在季节分布上, 秋季阳性率最高达

35.19%, 春季阳性率最低为 27.16%, 冬夏季阳性

率分别为 26.67%和 33.56%。秋季 MP 感染率高

可能与该期间本地区的气候适宜 MP 生长与传播有

关, 2008年秋季阳性率明显高于三年的其他各季

节,应考虑存在一个小的流行发生,可能与该年秋季

平均气温高于其他几年并持续延迟至同年十月中下

旬有关。一般认为在气候温和的国家, 夏季及秋初

易发病[ 11 ～ 13] 。

本结果 MP 感染在大叶性肺炎中的检出率最高

为 78.01%, 间质性肺炎和哮喘发作次之, 分别为

60.44%和 47.72%。毛细支气管炎检出率最低为

19.37%。

本研究中单份血清 MP-IgM 阳性检出率为

23.39%, 双份血清 MP 阳性检出率 48.82%, 合计

为 30.31%, 显示双份血清学检测提高了 MP 阳性

检出率及减少了漏诊发生 。一般认为双份血清采集

间隔 2周为最佳,但临床上应用起来非常困难,我们

采用在 5 ～ 7天后采集第二份血清的方法证明也能

明显提高 MP阳性检出率 。双份血清 MP 抗体定量

检测克服了 MP 抗体高峰出现时间早晚不一的个体

差异,弥补了受患儿年龄小 、免疫力低 、病程短以及

感染轻等因素的影响, 以及仅凭单份血清抗体检测

可能漏诊的问题 。同时, 可通过分析双份血清 IgG

和 IgM 出现及增高的时间, 推测可能受感染的病

程 。这种方法更为敏感, 精确性 、特异性高, 在临床

上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

MP 除易致呼吸道感染外, 尚可通过血行播散

或免疫机制引起心肌炎 、关节炎 、肝脏损害等多种并

发症,严重影响儿童健康,故掌握 MP 感染的发病特

征及流行病学特点对疾病预防和临床治疗有着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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