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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论: 艾滋病防治政策 

王任贤   天津市海河医院顾问 

 

壹、 艾滋病的发现 

艾滋病、癌症、心血管疾病与精神病是世界卫生组织明定的人类

未来四大疾病之一，也是感染症中唯一一个入列的。大家都会很纳闷，

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疾病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而且一跳就名列世

界卫生组织的未来前四名。 

艾滋病的发现源自于 1979 年的年底，美国加州的一名免疫科大夫，

连续看了两名非免疫异常但口腔念珠菌感染的病人。虽然治疗都没有

问题，但心中难免犯嘀咕，没有风险因子怎么会有口腔念珠菌感染？

于是这个大夫就很多事的将这两个奇怪的病例通报到美国疾控中心，

由于不是传染病，并没有引起疾控中心太多的注意。但是在第二年的

元月，疾控中心管理罕见病用药的资深员工福特小姐因为发现一种治

疗伺机型感染肺囊虫病的管制用药，在 1979 年第三季度有明显的增

加，她自己也打了份报告送给疾控中心。就是这两份报告让美国疾控

中心警觉到美国境内可能存在一个会造成伺机性感染的传染病，开始

介入调查。 

最初的调查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最早这一批产生伺机性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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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病人竟然都是男男同性恋人，而且还是在几年前曾去过海地开同性

恋大会的男男同性恋人。于是这个奇怪的疾病就莫名其妙地由美国牵

扯到男男同性恋及海地这个加勒比海国家。 

再来谈谈海地吧！这个加勒比海岛国原本应该是物产富饶的国家，

但由于政治不稳定军事政变频繁，搞的这个国家民不聊生。美国非常

担心海地会因此变成第二个古巴，对美国南岸形成威胁，刚好看到非

洲刚果独立成为扎伊尔共和国，需要外籍劳工协助基础建设，就像现

在的一带一路一样，美国就敦促联合国派遣海地人去扎伊尔执行基础

建设工作，希望让海地因此而富起来。这些基础建设中最重要的一项

就是开辟一条由首都金沙萨经过北方原始丛林的高速公路，恰巧人类

最早的艾滋病就发生在这一条高速公路沿岸。 

艾滋病毒原本是刚果原始丛林中非洲绿猴体内的正常病毒，由于

当地人有捕猎及食用猿猴的习惯，在捕猎及宰杀的过程中，原本对猿

猴无毒性的艾滋病毒传到人身上就产生了这个世纪大病，并经由人类

性行为在当地已经传了二十多年。由于艾滋病早期症状无特异性，也

不明显，当地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有个疾病在流行，直到海地人来到了

扎伊尔，结束工作后又带回到海地，再经由在海地的同性恋大会传到

美国，才由美国的高科技发现了这个疾病。其实他的源头应该是非洲

的猿猴。这也是人类开始认同新兴传染病多来自于动物病源跨界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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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滥觞。 

 

貳、 艾滋病为何会成为世纪大病 

艾滋病目前被承认的传播途径只有性行为、血液传播及母子垂直

传染三种。艾滋病是传染力极低的传染病，也是所有性传染病中传染

力最低的一个，平均一次无防护的插入性性行为只有千分之一到千分

之二的得病率。但为什么一个传染力这么低的传染病，在短短的 40

年间就被世卫组织列为人类未来的四大疾病之一呢?原因在于艾滋病

是个无法根治而且可以终生传染的疾病，加上是由每个人都需要的性

行为来传染，因此一传不可收拾。艾滋病不但成为世纪大病，而且即

使治疗也无法根治，治疗费用非常昂贵，需要终生治疗。因此无形之

中也成了各国亟欲控制的疾病，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没有一个国家成功

的控制了艾滋病的扩散，有的国家更因为控制无方，都有动摇国本之

豫。 

 

參、 要如何阻止艾滋病继续蔓延下去 

艾滋病虽然没有根治的药物，也会终生带原，但依据其传染途径，

我们依旧可以找出有效的防治策略，关键就在于能不能确实落实政策

作为，因为执行得千疮百孔的政策跟毫无防治是一样的，完全没有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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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效果。 

85%的艾滋病病人来自于性行为，同性、异性或双性均可。另外少

部分病例来自于母子垂直感染、输血及医疗针扎。要想成功控制艾滋

病扩散，由管控性行为下手是最重要的。性行为是人类的基本需求，

完全禁绝是不可能的，人类也会因此绝子绝孙。不完全管控或是错误

管控，不但效果不彰，有时还会因为过度干预而产生反效果。性行为

不一定会传播艾滋病的，只有和艾滋病患者的性行为才会传播艾滋病，

这种性行为称为高风险性行为。每个国家由于文化与艾滋病患者的分

布各有不同，制定出避免发生高风险性行为的政策也各不相同，无法

一以贯之，但原则都是禁止或改变这种性行为模式。要改变行为依靠

的是教育，教育的对象应该针对即将发生高风险性行为的族群。 

所以各国在执行艾滋病防治政策时必须先对现有的艾滋感染者进

行动态风险评估，到底这些艾滋病人是如何得到的?这些得到艾滋的

途径又有哪些动态变化及影响因子?这些因子收集完后，想办法以行

政力量或教育方式减少或完全排除，对象尤其应放在即将产生这些高

风险行为的族群。这种模式其实与其他传染病防控方式是一致的，不

过艾滋病牵涉的是人类最隐私的性行为，想要做到正确的调研及正确

的干预有时相当不容易，这也是在很多国家无法得到有效控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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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鸡尾酒疗法对艾滋病的防治是好还是坏呢? 

艾滋病是人类第一个慢性病毒感染，而且是有药物可以控制的疾

病。艾滋病的治疗经验为人类树立了慢性病毒感染药物治疗的典范，

这是完全不同于治疗细菌感染的概念，称为鸡尾酒疗法。鸡尾酒疗法

无法根除艾滋病，但可以控制艾滋病。由于鸡尾酒疗法的出现，让艾

滋病成为一个可以控制的疾病，但可以控制等同于可以防治吗?那可

不见得。 

记得青霉素在 1941年问世的时候，人们就曾预言对青霉素百分之

百有效的梅毒会被灭绝。然而梅毒感染率在连降三年后，第四年就再

度强势反弹，道理很简单，人们仗着有药可治了，裤带因此变松了。

偏偏梅毒就是一个行为传染的疾病，行为没有规范，即使有百分之百

的药物都无法控制这个疾病，更何况鸡尾酒疗法根本无法根治艾滋病，

药物服用不好仍会传染疾病，更会传染抗药性病毒株。鸡尾酒疗法可

以增进艾滋感染者的健康，艾滋感染者会活得更久，传染疾病的风险

当然就更高，鸡尾酒疗法对艾滋病防治来说不见得是个正数，众多的

配套仍是必须的。经由教育执行行为改造的政策仍是防治的金标准。

  

伍、 我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还有哪些进步的空间 

我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到目前为止只能说做到了治疗，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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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艾滋病是个社区的传染病，也只有在社区会传染，在医院院内

因为没有性行为，所以不会产生院内感染。 

看看我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以医院为基础的艾滋病筛查我国做

得非常到位，例如对住院的病人、对要手术的病人、对要献血的人一

律执行筛查，但缺乏走入社区、走入人口密集机构、走入风险族群的

艾滋筛查政策。筛查出来的都是奄奄一息的住院病人，不会有传染之

虞，位于社区有传染之虞的人，又缺乏完善的艾滋病筛查政策，延长

了艾滋感染者传染的时间，不利于艾滋病的防治。 

国内的艾滋医疗仍由专科医院负责，也有在专科医院里隔离的意

思。艾滋病是不会产生院内感染，其伺机感染也是内源性感染，没有

传染给他人之虞，艾滋病绝对不需要专科医院隔离治疗。加上艾滋病

是世卫组织名列的人类未来四大疾病之一，位阶等同心血管疾病、精

神病与癌症，在未来当然没法由一家专科医院承接所有照顾责任，开

放各个医院医疗艾滋病肯定是个趋势，各医院都必须预先做好因应准

备。 

由于国人对于性与性病多有顾忌，普遍缺乏对性与性病的认识，

当然对于艾滋病的防治观念也是极度缺乏的。公共卫生单位与医院也

都没兴趣利用公共媒体进行艾滋病教育，使得国内这一块离先进国家

仍有相当的距离，偏偏这一点也是整个艾滋病防治的核心。国内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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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若无法有效突破，艾滋的疫情是很难乐观的，任凭再多的医疗投入

都将无助于防治的进展。 

 

陸、 结论 

艾滋病是个世纪大病，由于病人数量很多，治疗费用昂贵，必须

终生治疗，若现在不思好好防治，将来一定会拖垮整个公共卫生体系。

希望国内能渐渐将防治的眼光由医院内慢慢走向社区，才能由截断传

染链达到防治的效果。不要老把眼光放在医疗与药物等后端的作为上，

方能有效的防治艾滋病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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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伤寒沙门氏菌致感染性动脉瘤一例 

赵金伟 

天津市人民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76岁男性患者，因“间断发热 20天”入院。患者于

入院前 20 天在海河中游泳并进食从海河中打捞的螺类生物（回家炒

熟）后出现发热，最高体温达 38.9℃，午后为著，伴右下腹持续性钝

痛，并间断出现双手、双下肢抽搐，每次持续 10分钟左右可自行缓

解。自行服用布洛芬缓释片可退热，次日仍发热。曾就诊于我市某三

甲医院，查尿常规（—），血沉 27mm/h，C 反应蛋白 11.4mg/dl，肝功

能、游离甲功、降钙素原定量均（—），给予口服药物治疗（具体不

详），体温未见好转，就诊于我科门诊，查阴囊彩超示：双侧睾丸、

附睾未见异常，为求进一步诊治收入院。既往高血压病史 10余年，

平素口服降压药，血压控制好。入院查体：T 37.2℃，P 80 次/分，R 

18 次/分，BP 130/80mmHg。神志清楚，查体合作；全身浅表淋巴结未

触及明显肿大；腹软，肝脾肋下未触及，右下腹轻压痛，可疑反跳痛，

肝区及双肾区无叩击痛。入院诊断：发热待查 感染性发热？入院后

抽取血培养，之后给予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抗感染治疗；查血常

规：白细胞 7.05×109/L，中性粒细胞 66.4%，血红蛋白 109g/L，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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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板 244×109/L；血沉 48mm/h；C反应蛋白 109.3mg/L；血生化、T-

SPOT、ANCA均（—）；尿及大便培养（—）。胸部 CT:未见明显异常。

全腹 CT:右髂总动脉起始部局限性扩张，周围结构模糊，建议主动脉

CTA 检查。腹主动脉 CTA：右髂总动脉-髂内动脉近端动脉瘤形成，考

虑局部破裂；腹主动脉、双侧髂动脉多发混合斑块形成。入院第 5 天

血培养回报：沙门菌伤寒血清型；药敏试验结果：哌拉西林钠/他唑

巴坦钠、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复方新诺明敏感；环丙沙星、左氧氟

沙星中介；头孢曲松耐药。根据药敏结果给予亚胺培南联合复方新诺

明抗感染治疗 5 天，患者体温无明显好转，再联合环丙沙星治疗 3 天，

患者体温逐渐降至正常。请血管外科会诊，建议右髂总动脉-髂内动

脉近端动脉瘤处行手术治疗，患者及家属拒绝；治疗 2 周时再次行血、

尿、大便培养均（—）；目前患者给予上述治疗已 3 周，体温正常。 

病例分析：该病例虽然血培养结果为伤寒血清型，但考虑并非伤寒，

而应该是非伤寒沙门氏菌，原因有以下两点：1.伤寒为传染性疾病，

人为带原者，绝大部分是人传人。如果该患者在海河游泳并进食河中

生物后即感染伤寒，则该病应该会在天津出现暴发流行；2.药敏试验

结果与实际不符。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现伤寒耐药的报道，特别是对头

孢曲松钠应该是绝对敏感的；非伤寒沙门氏菌为人畜共患病原体，其

耐药菌株较伤寒多见。所以，应该和实验室联系，重新进行菌种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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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杆菌感染是绝对细胞内感染，粪口传播为主要感染途径,伤

寒杆菌在胃内大部分被破坏。是否发病，取决于感染菌量的多少。当

感染菌量较大时（105）,细菌得以进入大肠，穿过肠粘膜上皮细胞而

侵入肠壁淋巴组织(所以伤寒患者很少会出现腹泻症状)，并沿淋巴管

到达肠系膜淋巴结大量繁殖。淋巴组织中的伤寒杆菌被巨噬细胞吞噬，

并在其中生长繁殖，经胸导管进入血流引起第一次菌血症。血液中的

细菌很快被全身的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的细胞吞噬，并在其中大量繁殖，

导致肝、脾、淋巴结肿大。从病原菌经口进入人体到疾病发作的时间

与感染剂量有关，短则 3 天，长者可达 50天，通常潜伏期 2 周。病

原菌在上述器官繁殖后再次入血造成第二次菌血症。由于皮肤也有巨

噬细胞，所以伤寒感染也会有皮肤的玫瑰疹表现。伤寒杆菌在巨噬细

胞胞浆内繁殖使细胞破裂死亡，引起严重的炎症反应，出现肠壁淋巴

组织坏死、脱落，导致肠壁溃疡及肠穿孔。 

非伤寒沙门氏菌不同，有胞内感染也有胞外感染，可以直接出现

血流感染。老年患者往往存在动脉粥样硬化，病变部位由于存在内皮

细胞损伤修复等炎症反应，带菌的吞噬细胞会将非伤寒沙门氏菌带入

粥状瘤中。多数细菌经吞噬细胞吞噬后在胞内可被多种酶消化而死亡，

但沙门氏菌不易被消化，故可在粥状瘤中存活。此种情况治疗起来非

常困难，所以如果按照伤寒治疗指南疗程两周在该处是不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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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时要选择可以穿透细胞膜的药物，包括复方新诺明、环丙沙

星、氨苄西林、头孢曲松、氯霉素，其中复方新诺明最为敏感，可能

与其在养殖业中用量少有关。虽然头孢曲松和其他青霉素类及头孢类

药物都无法透过细胞膜，但是因为头孢曲松为长效药物，与细胞膜接

触作用时间长，故可以透过细胞膜。沙门氏菌感染粥状瘤的疗程要很

长，单纯药物治疗比较难治愈，一定要进行手术干预，如不手术，再

发的机会很高。 

讨论：沙门氏菌属因 1885 年沙门氏等人在霍乱流行时分离到猪霍乱

沙门氏菌而得名，为革兰氏阴性肠杆菌，有 2500余种血清型，我国

目前发现有 200余种，所致疾病统称为沙门氏菌感染，为人畜共患性

疾病。其中，主要对人致病的除伤寒、副伤寒外，还包括一大类非伤

寒沙门氏菌。 

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临床表现较复杂，可表现为无症状带菌状态、

胃肠炎性、败血症型、类伤寒型，肠外并发症中以血管内部感染最为

严重。沙门氏菌具有亲大血管性，可侵袭正常或原有动脉粥样硬化病

变的大血管壁，使其结构破坏形成假性动脉瘤。Benenson[1]等回顾了

1990～1999年沙门氏菌血症患者的有关资料,以确定脉管感染并发症

的发生率。其发现在 30名年龄超过 50 岁的非伤寒沙门氏菌菌血症患

者中，3名(10％)形成脉管并发症。也有相关报道显示非伤寒沙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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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菌血症的患者中血管内膜感染的几率是 23％[2]。国内也有不少学者

就非伤寒沙门氏菌所致感染性动脉瘤的临床特点及诊治经过进行研究

及复习[3]。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性动脉瘤易感因素包括：高血压、糖

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及免疫缺陷患者。临床主要表现为发热及局部疼

痛，伴或不伴肠道症状；当发展到动脉瘤破裂时则以失血性休克为主

要表现。感染性动脉瘤常见部位为腹主动脉口[4]，最多见于肾下腹主

动脉，胸主动脉次之。计算机断层扫描血管成像(CTA)对于诊断动脉

瘤的病因以及评估是否存在动脉瘤破裂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病程中炎

症指标升高。抗感染药物可选择氨苄青霉素、氯霉素和甲氧苄胺嘧啶、

复方磺胺甲噁唑，三代头孢菌素和新喹诺酮类药物，但随着耐药菌的

不断出现，应进一步依据药敏进行选择。关于手术时机的选择，目前

临床上多主张早期手术，也有部分病例选择抗感染后限期手术，随访

后疗效满意。 

参考文献： 

[1]Benenson ,et a1.Americ J Medjclne,2001,11O：61. 

[2]Fernandez Guerrero ML,Aguado JM,Arribas A,Lumbreras C,de Gorgolas M. 

The spectrum of cardiovascular infections due to Salmonellaenterica：A 

review of clinical features and factors determining outcome. Medicine 

(Baltimore)83：123-138. 

[3]黄英男，潘珏，胡必杰.16例非伤寒沙门菌感染性主动脉瘤患者的临床分析.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17 , 27(12): 2718-2721. 

[4]De Marehis GM，Bmunschweig M,C-reuter S.Nontyphoidal salmonellosis 

and mycoticaneurysm：a case report．Mt Sinai J Med 72：35 1-353. 

http://med.wanfangdata.com.cn/Author/General/A004519060
http://med.wanfangdata.com.cn/Author/General/A000050626
http://med.wanfangdata.com.cn/Author/General/A000002980
http://me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zhyygrxzz
http://me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Issue?id=zhyygrxzz&year=2017&issue=12


  

2018,1,1 第三卷第一期 15 

 

  



  

2018,1,1 第三卷第一期 16 

 

广泛性脊椎化脓性感染一例 

褚玉茹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83岁女性患者，因“腰痛伴双下肢疼痛、活动不利 4

月余，间断发热 3次”入院。患者于入院前 4个月无明显诱因出现腰

痛，不能平卧，伴双下肢疼痛、麻木、活动受限。给予补钙及止痛治

疗，症状无缓解，曾间断出现三次发热，最高体温 38.6℃，自服解热

镇痛药物，未给予系统诊治。入院前 1 天症状加重，不能站立行走，

收入院。既往陈旧性肺结核、右坐骨神经痛及药疹史，遗留皮肤增厚

及散在皮损。入院查体：T 36.4℃，HR 80次/分，R 22次/分，BP 

140/80mmHg。神志清楚，被动体位；双下肢及肘部皮肤苔藓化，可见

抓痕；双下肢水肿（+），双下肢肌力 4 级，右侧肢体浅感觉减退，腰

段明显后凸，腰椎棘突广泛压痛，无放射痛；右侧髋部肿胀，可触及

散在皮下结节，无局部皮肤发红及皮温升高。腰椎 X线：腰椎生理曲

度反弓，腰 1-5椎体唇样变，伴骨桥形成，诸椎间盘变窄，考虑腰椎

退行性骨关节病改变，建议查 MR 除外椎间盘病变。局部软组织 B 超：

右侧髋关节外侧局部皮下组织水肿增厚，考虑炎性病变。初步诊断：

腰椎退行性骨关节病，急性蜂窝组织炎？查血常规：白细胞 3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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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L，中性粒细胞 94%；降钙素原定量 0.87ng/ml；肝肾功能（—）；

先后两次留取血培养，给予克林霉素抗感染、止痛等治疗 3 天，未见

缓解，更改抗生素为美罗培南抗感染。两次血培养结果均为金黄色葡

萄球菌，对环丙沙星、庆大霉素、复方新诺明、替加环素、替考拉宁、

万古霉素敏感。腰椎 MRI：考虑化脓性脊柱炎，右侧髋部周围软组织

感染。临床诊断为化脓性脊柱炎，考虑病因可能与药疹致皮肤破损后

细菌入血有关。给予利奈唑胺联合美罗培南联合抗感染及对症支持等

治疗后，患者疼痛、麻木症状明显减轻，下肢肌力逐渐好转。由于患

者出现骨髓抑制及耳鸣等症状，改为莫西沙星抗感染治疗至患者出院，

出院后序贯口服治疗。出院 2 个月复查腰髋 MRI：病变范围同前，除

腰 4、5 椎体病情略加重外，其余软组织及椎体水肿减轻。 

病例分析：脊柱由颈椎、胸椎、腰椎和骶椎 4个部分组成，其中颈椎

和腰椎活动度大，易发生损伤，容易合并感染；胸椎和骶椎分别由于

肋骨和骨盆的连接而较固定，所以胸椎病变大多为肿瘤。脊椎的感染

基本上是骨的感染，骨是皮肤的附属器官，所以，原则上来讲，骨的

感染与皮肤感染的病原体是一致的，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革兰氏阳性菌。此外也偶可见大肠杆菌等肠内阴性菌脊椎骨髓炎，主

要由于膀胱和肾脏的静脉回流与供应椎体的脊椎静脉在椎体中是汇合

的，所以在椎体发生创伤后，内出血会形成血块，泌尿系统中的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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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就有机会进入血块中繁殖而造成椎体感染。多见泌尿系统无症状菌

尿患者，他们常常有前列腺增生、膀胱无力等易感因素。 

对于长骨骨髓炎，由于血管断开，死骨形成，内科治疗常常失败。

但是椎体为扁平骨，内科治疗有机会治愈。对于葡萄球菌，一定要选

择口服利福平联合一个静脉抗葡萄球菌的药物；对于阴性菌，主要的

治疗药物是环丙沙星，再联合一个对该阴性菌有效的静脉使用的药物。

利奈唑胺的皮肤软组织及骨浓度非常高，但是 2 周后骨髓抑制的副作

用就可能出现，短期治疗转他药口服是可以的，长期骨髓炎的治疗不

要选择利奈唑胺。治疗要以血沉作为病情缓解的指标，要治疗到血沉

正常才有机会停药。 

脊柱化脓性骨髓炎的外科手术指征：1.难以忍受的疼痛；2.出现

神经学的症状。此类手术只是为了缓解上述症状。 

讨论:化脓性脊柱炎又称脊柱化脓性骨髓炎，占所有骨髓炎的 4%，包

括椎骨骨髓炎、椎间盘炎和硬膜外脓肿。好发于青壮年，男多于女。

由于抗生素的广泛应用及外科手术水平明显提高，发病率已明显下降。

即便如此，仍然有如下易感因素：接受放射治疗的患者、血糖控制欠

佳的糖尿病患者、免疫抑制治疗、高剂量糖皮质激素的使用，器官移

植术后，自身免疫性疾病等[1]。病变累及腰椎（48%）为最多，其次为

胸椎（35%），颈椎（6.5%）。主要致病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和链球菌，

http://baike.baidu.com/view/143403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9598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7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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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见大肠杆菌等革兰氏阴性杆菌，这些致病菌多通过血运至骨组织

[2]，造成相应骨质破坏与骨质增生硬化。 

脊柱化脓性骨髓炎的典型症状多为保守治疗无效的，难以忍受的

背部疼痛，伴或不伴发热，有炎性指标的异常升高。诊断多会延误数

月之久，这与大部分误诊为脊椎的退行性变相关。脊柱的平片检查对

于早期诊断并不敏感，而 MRI 对确诊多有帮助。对病变部位行穿刺活

检或行微生物学检查，对于诊断有重大意义。 

化脓性脊柱骨髓炎多由金葡菌感染所致。最终治疗应基于细菌学

培养及药敏结果之上来决定。大多数患者经过 6 周的抗菌治疗会得到

治愈，而对于布鲁氏菌导致的感染建议总疗程 3 个月[3]。Park等人发

现，对于那些合并周围软组织化脓性感染、MRSA等多重耐药细菌感染

的患者，大于 8周的抗感染治疗会有更多的获益[2]。但是有些患者可

能需要在抗菌治疗后，再联合手术清创和/或脊柱固定术。而手术治

疗的指征包括：1.及时予以足量抗生素治疗，仍有进展性的神经损伤、

畸形、伴或不伴疼痛。2.对于持续或反复血行感染，及时予以药物治

疗后，仍有疼痛加重的患者，推荐外科清创治疗，联合或不联合稳定

术。3.对于临床症状、体格检查、炎性指标开始改善后的 4-6 周复查

影像学，发现损害加重的患者[3]。 

参考文献： 

[1]SC Yeoh,S MacMahon,M Schifter.Chronic suppurative osteomyelit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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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dible :Case report.Australian Dental Journal 2005;50;3.200-203. 

[2]Oscar Murillo and Jaime Lora-Tamayo. Pyogenic vertebral 

osteomyelitis and antimicrobial therapy: it’s not just the length, 

but also the choice.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Advance Access 

published February 24, 2016. 

[3]Elie F,Berbari,Souha S.Kanj,Todd J.Kowalski,Rabih O, 

Darouiche,Andreas F. Widmer,Steven K,Schmitt,Edward F,Hendershot,Paul 

D,Holtom, Paul M, Huddleston III,Gregory W,Petermann,and Douglas 

R,Osmon.2015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IDSA)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Native 

Vertebral Osteomyelitis in Adults. 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 

Advance Access published July 29,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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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下肺叶结核 

李美朝 

西青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87岁男性患者，于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2 月先后

四次在我院住院治疗。 

第一次住院时的情况：因“发热伴咳嗽、喘息 4 天”于 2016 年 3

月 19日至 2016 年 4 月 2 日在心内科住院。患者于入院前 4 天出现发

热，最高体温 37.5℃，伴咳嗽、咳白色粘痰，伴喘息，夜间不能平卧，

收入院。查体：T 37.2℃，BP 132/89mmHg。神清，半卧位；双肺可

闻及湿性罗音；心率 80次/分；双下肢中度水肿。5年前冠脉搭桥手

术，术后间断出现活动后喘息，给予纠正心衰等治疗可好转。吸烟史

40 余年，每天 20 支左右。住院期间查血常规：白细胞 7.98×109/L，

中性粒细胞 79.34%；C 反应蛋白 43.24～84.9 mg/L；降钙素原定量

（—）；心肌酶及肌钙蛋白 T均（—）；甲状腺功能（—）；肺部肿瘤

标志物：细胞角蛋白 19片段 2倍升高；血气分析：PaO2 65mmHg；连

续三次痰培养：口腔正常菌群。心脏彩超：无赘生物；胸部 CT:右肺

斑片状高密度影，双肺间质性改变，局部纤维化，右肺多发钙化灶

（图 1）。给予平稳血压，改善心肌缺血，纠正心衰，先后给予左氧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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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星，舒普深和莫西沙星抗感染及对症治疗，患者咳嗽咳痰好转，可

平卧，好转出院。 

第二次和第三次住院时的情况：因“胸闷、咳喘 3 天”分别于

2016年 8 月 29日至 9 月 6日和 2016年 12 月 26 日至 2017 年 1 月 13

日两次住院。查血白细胞和 C 反应蛋白呈不同程度的升高，痰的细菌

学无阳性发现。2016 年 9 月胸部 CT：左肺可见新发斑片影（图 2）；

2016年 12 月胸部 CT：双肺感染性病变。先后予哌拉西林钠/他唑巴

坦钠、莫西沙星及舒普深等抗感染治疗后，患者发热和咳喘症状好转

后出院。 

第四次住院时的情况：因“咳喘伴发热 3 天”于 2017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13 日住院。体温为中高度发热，咳喘明显，不能平卧，出现低氧

血症和电解质紊乱，肝肾功能损害等严重并发症。胸部 CT：双肺病变

有进展，以左肺下叶为著。给予舒普深抗感染治疗，病情无明显好转。

自 2017 年 2 月 12日先后 3次痰涂片结果均为：抗酸染色 4+。肺结核

诊断明确，给予 HRZE 四联药物规律抗结核治疗，抗结核治疗一个月

时，3 次痰抗酸染色分别为：2+，2+，1+。于第二个月复查时患者在

家中突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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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6年 3月）                  图 2（2016年 9月） 

 

图 3（2016年 12月）                 图 4（2017年 1月） 

病例分析: 该患者是一个老年下叶肺结核，老年肺结核是一种特殊类

型的原发型肺结核，它是由于原有的结核免疫力下降导致再一次的重

新感染，与我们通常诊断的肺结核是不同的，我们通常诊断的结核有

原发与再发型结核二种。 

结核菌初次侵入人体称为原发感染，多见于儿童。结核分枝杆菌

经呼吸道吸入肺泡后经淋巴管侵入肺内淋巴结，表现为肺炎加一过性

淋巴结肿大，这种感染通常预后良好，90%以上往往未被发现而自愈。

结核菌进入到人体内后永远不会死亡。晚期的再发会有两种形式：一、

个体对不甚外漏的结核菌素产生局部免疫反应，最常见的是结核性脑

膜炎和结核性胸膜炎，特点是脑脊液和胸腔积液很难长出结核菌，胸

部没有结核病变。二、表现为继发型肺结核，多见于年龄大或爱滋感

染的病患，免疫功能相对比较差，体内的结核菌重新再发，最常见的

再发部位为淋巴结、肾、骨和肺上叶等。继发型肺结核好发于上叶，

容易形成空洞，因为菌量很多，容易生长，痰涂片或痰培养阳性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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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原发性肺结核，是由于原有的自身抗体下降导致再一次的重

新感染，它的感染部位一定是肺的下叶，以肺炎表现没有空洞的形成，

菌数较少，继发型肺结核的菌量在 1012-1015,而老年原发性肺结核的菌

量在 109，痰培养和痰涂片的阳性率低，不容易诊断，误诊率高达 27%。 

讨论: 老年肺结核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不典型，首发症状以咳嗽，气

急，心悸较多，多数合并反复发作、迁延不愈的慢性支气管炎。当出

现呼吸道症状而结核中毒症状不明显时，胸部 X 线以中下肺野表现为

著：以渗出为主的病灶与肺炎相似，易误诊为肺炎；以增殖性结节、

钙化合并纤维索条影与肿瘤等相似。在综合医院，医师往往把注意力

集中在普通肺部感染和肺部肿瘤等方面，有些患者在抗感染治疗后好

转，特别是部分抗感染药物如喹诺酮类药物有抗结核作用，病情得到

控制而致漏诊或误诊。有些老年患者以合并症症状如呼吸衰竭和心衰

为主要表现，当病情恶化或手术前才被诊断。 

预防漏误诊的对策，提高对老年肺结核的认识，掌握老年肺结核

的特点，建议对原有慢性肺部疾病的患者应尽早完善检查排除结核，

肺科和结核科的医师应亲自认真阅片，观察病灶的动态变化，对延迟

吸收的肺炎，虫蚀样空洞，抗炎治疗无效的病灶应考虑结核。及时采

取痰检，纤支镜，病灶穿刺病理学，分子生物学技术等多种检查尽早

确诊。重视纤维支气管镜的检查，在临床上不易与其他肺部疾病鉴别



  

2018,1,1 第三卷第一期 25 

 

的痰涂片阴性的肺下野肺结核也能通过纤支镜确诊，而对于不合适有

创性内窥镜检查的患者进行 CT 数据重建仿真内镜成像检查是有利的[1]。

重视痰菌的检查，目前认为肺结核主要靠痰菌检查，痰菌检查不应少

于 5 次，以提高阳性率[2]。痰菌阴性的应做具体分析，留痰标本不合

格，查痰次数不够，支气管堵塞，血行播散的早期或结核球未溶解液

化[3]。对高度怀疑肺结核的病例，经过系统分析仍不能排除肺结核的，

可用抗结核药做诊断性治疗，时间不应少于 2周，对结核可能性较大

的患者，诊断性治疗可在 4周以上。所以老年人肺部下叶的感染在有

效抗感染失败后一定要考虑肺结核的诊断[4]。 

参考文献： 

[1]朱育银.经纤支镜诊断菌阴肺下野结核比例及其误诊分析。中国防痨杂志，

2004,26（3）:168-169,176. 

[2]Hawnaur.Recent advances:diagnostic radiogy.BMJ，1999,3（7203）:168-

171. 

[3]何权赢.内科医生在肺结核首诊中的应用.医师进修杂志，2000,23（7）,2-3. 

[4]中华老年医学杂志 2005年 7月第 24卷第 7期 Chin J Geriatr，July 2005，

V01.24,N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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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霉素成功治疗慢阻肺继发感染一例 

于书雨  李冠华 

天津市胸科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59岁女性患者，因“间断咯血、喘息 30余年，加重

4 天”入院。患者入院前 30 余年无明显诱因出现咯血，就诊于当地医

院，诊断为“支气管扩张”。此后，患者反复出现咳嗽、咳黄痰，痰

中带血，感冒后及冬季为重，经抗感染治疗后可好转。入院前 10 余年

出现活动后喘息，逐渐加重，尚可平卧，平素未就医。入院前 4天无

明显诱因喘息再次加重，咳嗽、咳痰较前增多，为黄色粘痰，伴发热，

体温最高 37.5℃，自测指氧血氧饱和度为 70%，为进一步诊治收入院。

既往“青霉素”过敏史。体格检查：T 36.5℃，P 98次/分， BP 

135/82mmHg。神志清楚，慢性病容；口唇无紫绀；双肺呼吸音粗，双

肺可闻及干鸣音，双下肺可闻及湿性啰音；双下肢轻度水肿。入院时

血常规：白细胞 5.57×109/L，中性粒细胞 57.2％；C 反应蛋白 3.87 

mg/dl；血沉 53mm/h；降钙素原定量（—）；BNP 220pg/ml；血生化

（—）；血气分析：PH 7.29 mmHg，PCO2 93.4mmHg，PO2 58mmHg， 

ABE 13.2mmol/L。入院时胸片：双肺纹理紊乱，中下肺斑片影，左肺

明显，其间可见“卷发征”。初步诊断：1.支气管扩张症继发肺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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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慢性肺源性心脏病 3.II 型呼吸衰竭。入院后给予美罗培南 1g Q8h 

抗感染及化痰、平喘对症治疗 10 天，患者咳喘较前有缓解，病情尚稳

定。之后因着凉，于夜间小便后突然出现憋喘逐渐加重、嗜睡。给予

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症状无好转，逐渐昏迷，查血气分析：PH 

7.197，PCO2 128mmHg，PO2 55.5mmHg，cHCO3- 47.6mmol/L；复查胸

片未见气胸。立刻请麻醉科行气管插管连接呼吸机机械通气并转入

RICU治疗。再查血常规：白细胞 10.33×109/L，中性粒细胞 86.1％；

C 反应蛋白 13.5 mg/dl；血沉 71mm/h ；BNP 504pg/ml；心脏超声：

右房 41mm，肺动脉压 65mmHg，RVOT 36mm，RVAW 5.2mm。转入 RICU 后

患者体温持续升高，体温最高达 38.5℃，间断吸出大量黄绿色粘液痰。

给予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3g Q8h 联合环丙沙星 0.2g Q12h 抗感染治

疗 4 天，体温仍无明显下降。痰培养多次回报：粘液型铜绿假单胞菌，

药敏未回报。加用阿奇霉素 0.25g Qd 口服，环丙沙星加量为 0.4g 

Q8h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改为美罗培南 1g Q8h 抗感染治疗，体温

仍不见好转，间断吸出大量黄脓痰。痰培养再次回报：粘液型铜绿假

单胞菌；药敏结果：环丙沙星、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美罗培南及庆

大霉素均敏感。停用阿奇霉素和美罗培南，改为磷霉素 4g Q8h 联合

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3g Q8h 抗感染治疗 10天，体温逐渐下降，复查

炎症指标下降；逐渐下调呼吸机参数，患者顺利脱机，病情稳定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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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分析：本病例为慢阻肺继发感染，多次痰培养回报为粘液型铜绿

假单胞菌，药敏结果对环丙沙星、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美罗培南及

庆大霉素均敏感，但临床使用美罗培南、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联合环

丙沙星抗感染治疗效果均不佳。调整治疗方案，联合使用磷霉素后，

体温及咳嗽、咳痰症状均逐渐好转，抗感染治疗有效。 

磷霉素（Fosfomycin）为广谱的抗生素，其作用机制为影响细菌

细胞壁合成的第一步，且耐药性极低，但缺乏单独治疗的循证依据，

目前不建议单独治疗。磷霉素可快速杀菌，且对生物被膜有用，生物

被膜又是院内感染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磷霉素用于联合治疗已知病

原体的院内感染有很好的效果。最大弱点是无蛋白结合，很快从肾脏

排出。 

讨论：国际上有多项研究报道：CRE 体外对磷霉素的敏感率高，西班

牙为 95%，对产金属酶者敏感率为 83%[1]。国内 CRE 菌株对磷霉素的敏

感率为 40%[2]，但临床资料有限。有报道，在 48 例碳青霉烯类耐药肺

炎克雷伯菌或 XDR铜绿假单胞菌的 ICU 感染患者中，静脉用磷霉素与

多粘菌素或替加环素联合治疗的临床有效率为 54.2%，细菌清除率为

56.3%，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低血钾[3]。磷霉素单用可在疗程中出现耐

药，通常与多粘菌素类、替加环素、碳青霉烯类、氨基糖苷类等联合

治疗 XDR-GNB 感染[3]。磷霉素的给药剂量为 8 g 每 8 小时 1 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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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 每 6 小时 1 次静脉滴注。在我国，磷霉素常与万古霉素联合治疗 

MRSA 或肠球菌属感染，但目前用于 XDRGNB 感染的联合用药有明显上

升趋势。 

参考文献： 

[1]Falagas me，Maraki s，Karageorgopoulos de，et al. Antimicrobial 

susceptibility of multidrug-resistant（ MDR）and extensively dr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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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非手术部位的关节感染 

孙宏源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80岁女性患者，因“摔伤致右髋关节疼痛、活动受限

6 小时余”收入院。既往冠心病、糖尿病史，多次脑梗死病史，遗留

右侧肢体轻度活动不利后遗症。入院查体：右侧髋关节及右膝关节部

位均有肿胀。经影像学检查确诊为“右股骨粗隆间骨折、右耻骨下支

骨折、右膝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病、右膝关节挫伤”，拟择期手术治疗。

患者于入院后第 3天突然出现右侧肢体活动不利加重、言语欠流利，

行头核磁检查后考虑“急性脑梗死”，转入我院针灸科（神经内科）

治疗。转入后翌日化验回报提示尿路感染，因患者无发热及泌尿系统

症状，未给予抗感染治疗。于针灸科治疗一周，神经系统相关症状基

本稳定后转回骨科病房。在转回骨科病房当日行“右侧股骨粗隆间骨

折复位固定术”，术前给予头孢唑啉钠 1g预防感染，手术过程顺利，

术后患者生命体征平稳。术后第 2天患者出现发热，体温最高达 37.8

℃，考虑为吸收热，给予对症退热处理。术后第 4 天体温恢复正常。

术后第 5天患者再次出现发热，体温最高达 39℃，同时出现右侧膝关

节肿胀疼痛及局部皮温升高，查 X线：右膝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病伴骨

质疏松、右膝关节游离体、右膝髌上囊肿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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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右膝关节外观 

骨科给予右膝关节穿刺减压，抽取关节积液送检及培养，发热时抽取

血培养。术后第 6天患者仍持续高热，关节腔积液化验回报白细胞计

数显著增高，提示关节腔内细菌感染，转入感染科治疗。转入感染科

后再次行关节腔积液培养、血培养、尿培养、血沉等相关检查，经验

性应用万古霉素 1g q12h联合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3g q12h 抗感染治

疗。转入感染科后第 3 日及第 4 日尿培养和关节腔积液培养均回报：

大肠埃希氏菌，超广谱β-内酰胺酶（+），且药敏试验结果一致。根据

药敏结果将抗菌药改为美罗培南 1g q8h。经 1 周的抗感染及关节腔反

复穿刺冲洗引流后，患者仍持续发热，体温波动在 37-38.2℃之间，

血沉波动于 90-110mm/h，考虑抗感染效果欠佳，经多科会诊，于抗感

染第 12 天时由骨科行手术治疗，对右膝关节腔行开放引流术，术中进

行充分冲洗，可见较多脓性分泌物。患者术后继续原抗感染方案治疗，

体温下降，逐渐趋于正常。术后第 3天，患者突发心率增快、呼吸急

促，不除外急性左心衰、肺动脉栓塞，患者家属拒绝一切治疗，术后

第 4 天患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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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右膝关节术中情况 

病例分析：该患者为老年女性，有摔伤史，行右侧股骨粗隆间骨折复

位固定术，手术部位没有感染，却出现了非手术部位感染（右膝关节）。

关节腔积液及尿培养的病原菌的药敏试验结果完全一致，表明关节腔

内的细菌来自于泌尿系统，是经由血行进入关节腔的。患者入院时右

膝关节及右髋关节均有肿胀，推测应该有外伤导致的关节腔内的内出

血，泌尿系统中的大肠埃希氏菌入血形成菌血症而进入关节腔内的血

块中繁殖导致感染。关节内结构复杂，单纯的引流或关节镜不能把感

染病灶清除干净，因此关节感染的首要治疗手段为彻底手术清理感染

病灶，同时联合抗感染药物。故应尽早进行关节腔开放清创手术治疗。 

手术部位感染的病原菌，最重要的来源是身体其他部位既有的感染病

灶。因此，术前要尽量寻找机体是否存在感染病灶。如果有，则先治

疗再手术；如果是紧急手术，可以在术前把预防性抗生素和治疗性抗

生素同时给予。该病例，以目前的医院感染病例收案标准是可以收案

的。但是，确实存在不合理性，因为该患者的感染部位不在手术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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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病例，应该让外科医生充分了解术前筛查患者是否存在既有感

染病灶的重要性，从而可以避免下一次医院感染的发生。 

讨论：化脓性骨关节感染发病率较低，但临床危害巨大，一项来自英

国单中心的回顾性调查[1]，收集了该医院内 1982-1991年十年内的骨

关节细菌感染的病例，筛选出 242名患者作为数据观察源，确诊病例

中最终死亡率达到 12%，在剩余存活患者中有高达 36%的致残率。 

化脓性骨关节感染的发病机制有以下三种：首先，因关节中存在

软骨，当关节血流存在回流时，细菌可以侵入关节内造成感染，常见

病原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沙门氏菌；正常人以金葡菌多见，沙门氏

菌常见于免疫异常患者；其次，特殊医疗行为（如穿刺等）可造成感

染，多因细菌伴随穿刺侵入关节腔内造成关节感染，此类感染病原体

相对复杂；最后，创伤后关节腔内出血亦可造成关节感染；当体内存

在其他感染灶时，血液常有细菌侵入，细菌嵌入创伤后出血关节腔内，

发生关节感染，主要病原菌为草绿色链球菌，其他原发灶细菌亦可[2]。

一项对于单家教学医院 1979-1998 化脓性关节炎病原学的回顾性研究[3]

发现，尽管金黄色葡萄球菌与链球菌感染仍占绝大多数，但阴性杆菌

检出率在研究的后十年有显著增加，该研究考虑该病原学变化可能与

后十年内老年人（>60 岁）病例数明显增加相关，其原因可能与老年

存在更多的泌尿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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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缺乏质量较高的临床研究，目前指南[4]推荐治疗方案为及时

彻底清除感染灶和抗感染治疗，并应优先进行手术切开引流及清除脓

肿。有数据统计表明大关节感染（膝关节、肩关节、髋关节）中髋关

节预后最佳，肩关节次之，膝关节预后差。其原因可能是因髋关节无

法引流，只能手术清除感染灶故预后最佳；而膝关节可引流抽取积液，

只能部分清理感染灶故预后差。大关节感染不能及时手术会导致软骨

被侵蚀，软骨无血液供应，抗生素无法到达，感染病灶很难彻底清除。

同时关节腔感染冲洗治疗可导致细菌再次侵入，形成复杂感染，故关

节感染最佳治疗方案应为开放手术清理同时经验性覆盖球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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咽痛伴长期发热一例 

王喆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27 岁男性患者，因“发热伴咽痛、咳嗽 2 周”入院。

患者于入院前 2周出现发热，体温最高达 40.2℃，伴咽痛、咳嗽，先

后给予激素退热、抗感染、抗病毒治疗，效果不佳。入院前 9 天出现

血小板进行性下降，门诊以“发热待查”收入院。26 年前因“肠套叠”

行手术治疗；2月前患“小肠积气”，治疗后好转。入院查体：T 

39.4℃，P 100次/分。咽部充血，右侧扁桃体Ⅰ度肿大；心、肺及腹

部无阳性体征发现。入院诊断：发热、全血细胞减少原因待查。入院

后查血常规：白细胞 2.8×109/L，血红蛋白 95g/L，血小板 43×109/L；

C 反应蛋白 23.73mg/L；降钙素原定量 0.7ng/ml；铁蛋白 1572ug/L；

EBNA-IgG（+），EBVCA-IgG（+），EBV-DNA 5.2×103copies/ml。腹部

超声：脾大，4.5cm×13cm。入院后给予更昔洛韦抗病毒、莫西沙星

抗感染治疗，患者仍持续发热，体温波动于 38.7～39.7℃之间。此后，

患者全血细胞呈进行性下降。因患者持续高热、脾大、全血细胞下降

伴铁蛋白显著升高，考虑符合噬血细胞综合征，查可溶性白介素 2 受

体（sIL-2R/sCD25）>7500U/ml（223-710）；NK 细胞活性 1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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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1%）；于第一中心医院查 EBV-DNA 5.2×107copies/ml；骨髓穿刺

结果：骨髓粒、红系增生，巨核系减低，见有分类不明细胞；胸腔穿

刺胸腔积液中查到淋巴瘤细胞。最后诊断 1.恶性淋巴瘤 2.噬血细胞

综合征 3.肝功能不全。 

病例分析：这是一个青年男性病人，发热时间 2 周，伴咽峡炎。急性

发热伴咽峡炎最常见的病毒感染就是 EB 病毒感染导致的传染性单核

细胞增多症；另外要考虑肿瘤，主要是白血病，该病常常以出血为主

要表现，但是白细胞会升高，这是白血病的重要特征。EB 病毒感染导

致传单可以通过抗体检测及 EBV-DNA检测来诊断，年龄分布主要在 30

岁以下。如果年长者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症状伴持续发热不退应该首先

考虑白血病，容易误诊。 

噬血细胞综合征，该病的特点是三系血细胞下降。在感染性疾病

中，病毒感染导致的白细胞下降是常见的；若白细胞和血小板同时出

现下降，首先考虑出血热；如果同时红系也下降，即三系都下降，就

应该考虑噬血细胞综合征，甚至出现肝脏、肾脏等多脏器侵犯。任何

病毒都可以引起噬血细胞综合征，但以 EB病毒感染引起的最多见。

因为 EB 病毒感染的是 B 细胞，B 细胞有两个功能，一是吞噬，二是产

生抗体。当人体出现微生物侵犯时，吞噬细胞起到吞噬、杀灭第一次

侵入的微生物作用，称为非特异性吞噬，吞噬后裂解侵入的微生物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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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将抗原交给 B细胞产生抗体，T 细胞产生细胞免疫，由非特异性

免疫转到特异性免疫；部分病人在由非特异性免疫转为特异性免疫过

程中出现异常，导致无法转为特异性免疫，出现噬血细胞综合征。EB

病毒感染 B 细胞，导致 B 细胞功能减退，无法裂解微生物，无法产生

抗体，同时在 B细胞内不断繁殖，导致 B 细胞功能异常，不断吞噬血

细胞，进一步在导致肝脾等多脏器损害。儿童预后较好，死亡率 40-

50%；成年人预后较差，死亡率达 80-90%。 

本病例发热 2 周多，伴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EBNA-IgG阳性，

EBVCA-IgG 阳性，EBV-DNA 复制逐渐升高，EB病毒感染明确。患者持

续发热，并出现全血细胞进行性下降，伴肝损害，脾大，铁蛋白显著

升高，后期查 sCD25 明显上升，已经满足噬血细胞综合征诊断标准中

5 条，符合噬血细胞综合征诊断。 

讨论：噬血细胞综合征(Hemophagocytic Syndrome，HPS)也称为噬血

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HLH)是一种由不同原因导致的大量细胞因子释放，淋巴细胞和组织细

胞迅速增殖，引起全身过度炎症反应而出现肝、脾等多器官损害的临

床综合征。主要临床表现为不明原因持续性发热、肝脾肿大、血细胞

三系或两系减少等。由于炎症反应不易控制，持续进展，发展到终末

阶段可危及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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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 HPS 可以继发于感染、自身免疫性炎症反应、恶性肿瘤和

获得性免疫缺陷等，其中在感染相关性 HPS 中最常见的病原体为 EB

病毒(EBV)[1]。EBV广泛分布于人群中，EBV 感染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

征(EBV-HPS)是由急性 EBV 爆发感染引起，起病急，可迅速引起多器

官功能衰竭，严重者可危及生命，预后差，是临床上的急危重症，需

及时处理，但目前还没有针对 EBV-HPS 的治疗指南。 

EBV 常存在于 B细胞和鼻咽部上皮细胞中，免疫功能正常的人群

一般可以产生永久抗体不断清除感染细胞，而不出现感染症状。少部

分 NK/T 细胞表面也有 EBV 受体，EBV 侵入 NK/T 细胞可能引起免疫功

能紊乱，导致病毒感染的细胞无法清除，细胞因子大量释放，刺激淋

巴细胞增殖，产生更多的效应分子，级联放大出现“细胞因子风暴”，

EBV-HPS即与这种“细胞因子风暴”有关。 

正常生理情况下，NK 细胞和特异性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CTLs)的

颗粒介导细胞毒性作用在抗病毒、调节和终止炎症反应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因此，NK 细胞和 CTLs 的缺陷可能会导致无法有效清除病原体，

抗体及过度激活的炎性细胞，从而出现持续性高免疫球蛋白血症和 T

淋巴细胞激活。原发性 EBV感染，病毒多在 B淋巴细胞内复制，EBV-

CTLs则负责调节和清除感染的 B 淋巴细胞，同时产生记忆细胞。在少

数 EBV 感染病例中，EBV 侵入 NK/T 细胞，导致其清除病毒的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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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 EBV 感染诱导出现单克隆或寡克隆的淋巴细胞增殖。在 EBV-

HPS 中，EBV感染原始 CD8+细胞[2]导致免疫系统无法产生足够的 EBV-

CTLs，同时伴有 NK/T 细胞功能不全。单克隆或寡克隆的淋巴细胞增

殖，引起持续性 T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激活，产生大量的细胞因子如

干扰素(IFN)-γ、TNF-α、IL-6、IL-8、IL-10、IL-12、IL-18和巨

噬细胞克隆刺激因子等。其中 IFN-γ在巨噬细胞激活和噬血现象的出

现中发挥重要作用[3]。HPS 的治疗首要目的是抑制不断增强的炎症反

应和控制细胞增殖，常用免疫抑制剂、免疫调节剂或细胞毒性药物。

确诊为 EBV-HPS的患者建议在治疗 HPS 的同时针对 EBV 用药，抗 CD20

单克隆抗体(利妥昔单抗) 可能有效。一项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42

例患者在行利妥昔单抗治疗后，EBV-DNA 复制明显降低，反映 HPS活

动性的标志物铁蛋白水平也有所下降[4]。HLH-2004诊疗指南[5]，将地

塞米松、环孢素和依托泊苷作为 HLH标准化疗药物，主要应用于噬血

细胞综合征严重者， 并将环孢素 A 的使用时间提前至前 8 周。 

EBV-HPS对免疫化学疗法常不敏感，即使在部分病例中有效，这种

效果也是短暂且无法达成完全缓解[6]。虽然标准的治疗方案尚未建立，

但有报道称，在免疫化学治疗和联合化疗治疗后，应用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aIlo-HSCT)可以实现长期缓解。allo-HSCT能有效清除 EBV

感染的细胞，重建正常的免疫功能，因此，目前 allo-HSCT 被推荐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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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复发性、持续性或难治性 EB 病毒感染相关性淋巴细胞增多症的

严重阶段[6]。一项国际多中心研究报道，具有接受 allo-HSCT 指征且

接受移植的患者，其预后与未接受者比较有显著性差异，前者 5年生

存率为 66％，而后者仅有 10.1%[7]。allo-HSCT是目前唯一可以实现

EBV-HPS完全缓解的手段，但其应用的时机和指征尚未确定。由于目

前尚无公认的治疗时机标准，建议在应用 HLH-2004 诊疗指南使 HPS

活动性降低（淋巴细胞减少、细胞因子水平降低）后，有合适供体的

情况下尽早选择行 allo-HSCT。 

HPS 是致死性的免疫调节机制紊乱性疾病，对于确诊为 EBV 感染的

患者，应当密切监测，避免其发展为继发性 HPS。同时 HPS 还有一些

不典型的表现，如胆囊炎、出血倾向和低丙种球蛋白血症等，应提高

警惕，早期发现，早期管理，注意器官保护，综合治疗原发疾病和继

发性过度炎症反应，有利于改善预后。铁蛋白在 HPS诊断中的应用及

allo-HSCT 的治疗时机和预后因素需要进一步研究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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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 DRESS 一例 

张峰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62岁女性患者，因“发热伴乏力 10 余天”入院。患

者于入院前 10 余天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最初体温 37.5℃，伴乏力，

偶有咳嗽、咳白粘痰；此后逐渐出现咽痛症状，多次就医，先后应用

地红霉素、左氧氟沙星片、静脉依替米星，口服或静脉中成药等治疗，

患者体温逐渐升高，最高可达 40.2℃，门诊以“发热原因待查”收入

院。既往体健，曾有头孢类药物过敏史。入院查体：T 37.8℃，P 99

次/分，R 18 次/分，BP 118/74mmHg。腹背部及四肢可见散在红色皮

疹；咽部充血。查血常规：白细胞 4.7×109/L、中性粒细胞 74.1%，

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 0%；肝功能：谷草转氨酶 107.7U/L；血沉

32mm/h；IgE 320IU/ml，C 反应蛋白 3.3mg/dl；肺炎支原体 IgM 阳性；

铁蛋白>2000ng/ml；咽拭子 EB-DNA 1.09×104 copies/ml；自身免疫

抗体检查、肿瘤标志物、甲状腺功能等均无明显异常。先后给予莫西

沙星、阿奇霉素抗感染，无效，且出现肝酶升高及皮疹反复的情况，

考虑不除外变态反应性疾病，加用地塞米松 5mg qd 静脉治疗 3 天，

患者体温完全恢复正常，皮疹逐渐消褪；复查血常规、肝酶、C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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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铁蛋白等指标迅速恢复，患者好转出院。出院诊断：DRESS。 

病例分析：本例患者既往体健，入院前因发热应用过多种药物，体温

逐渐升高，入院后未发现常见的导致发热的疾病。结合患者存在皮疹、

发热、肝功能异常、IgE 水平升高、抗菌药物治疗无效等特点，不除

外药物诱导的超敏反应，给予糖皮质激素抗炎治疗后患者病情迅速好

转出院。结合病史、临床检查及患者对药物治疗的反应，综合诊断该

病例为一例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系统症状的药疹（drug reaction 

with eosinophilia and systemic symptoms，DRESS）。临床上这类

病人常以发热为主诉辗转于各个医疗机构，应用多种药物，病情迁延

不愈。仔细询问并分析患者病史，能够意识到患者可能是 DRESS，在

有相对完善的辅助检查情况下，可以及早对该病作出诊断，避免治疗

上的曲折。 

讨论：伴嗜酸性粒细胞增多和系统症状的药疹( drug reaction with 

eosinophilia and systemic symptoms，DRESS) 又称为药物介导的

超敏反应综合征( drug-induced hypersensitivity syndrome，

DIHS)，常以发热、皮疹、多个内脏器官受累、人类疱疹病毒再活化

为表现，是一种有致死潜在风险的疾病[1]。常见的诱因包括抗癫痫药

( 特别是卡马西平、苯妥英钠、拉莫三嗪、苯巴比妥) 和别嘌呤醇，

磺胺类、柳氮磺胺吡啶、氨苯砜、万古霉素、米诺环素、金盐和阿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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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韦等艾滋病毒药物也有诱发 DRESS的报告[2]。由于该病的临床表现

复杂多样，并无一个广泛认可并应用的诊断标准，容易发生误诊、漏

诊，目前该病仍以结合临床症状、体征、辅助检查并除外其他相关疾

病后综合诊断为主。有研究指出患者至医疗机构就诊后 3 天内并发发

热、外周血嗜酸粒细胞增多以及肝功能异常有利于早期诊断该病[3]。 

本病例中，患者血嗜酸粒细胞比例甚至是偏低的，但提示超敏反

应的指标 IgE 异常升高，给临床带来提示。同时本例患者的 EB 病毒

DNA 拷贝数升高，提示病毒复制活化。有报道应用淋巴细胞转化试验

（lymphocyte transformation tests，LTT）可对患者作出该诊断[4]。

该病的治疗上，糖皮质激素的应用被广泛接受，其他的药物包括丙种

球蛋白、免疫抑制剂等[2,5]，仍需要更多证据证明其疗效。该病具有一

定复发倾向，其远期可能会出现甲状腺疾病、1 型糖尿病、自身免疫

性溶血性贫血、内脏器官功能损害、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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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腹泻后阑尾炎一例 

殷莉莎 杨喆 王鹏 冯欣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38岁男性患者，因“腹痛伴腹泻 3 天”就诊。患者 3

天前用餐后出现右侧腹痛，伴腹泻，为稀黄水样便，1～3 次/日，无

发热，自服药物后腹泻好转，但仍有腹痛、腹胀，以右下腹为主，就

诊于我院门诊。既往体健。查体：神清；腹软，右下腹压痛（+），轻

反跳痛，肠鸣音 4～5 次/分。查血常规：白细胞 14.6×109/L，中性

粒细胞 68.8%；肝胆胰脾超声：脂肪肝；立位腹平片：未见明显气液

平。给予口服头孢地尼及对症治疗。就诊次日出现发热，最高体温达

38.8℃。就诊第 6天时，腹痛好转，但仍发热。复查血常规：白细胞

10.65×109/L，中性粒细胞 79%；肝功能：谷丙转氨酶 115U/L，谷草

转氨酶 40.9U/L，总胆红素 27.4umol/L，间接胆红素 18.1umol/L，

肾功能（—）；尿常规：潜血 3+，蛋白 1+，酮体 1+；便常规（—）。

给予口服莫西沙星抗感染及补液纠正酮症治疗。全腹 CT平扫：末段

回肠、回盲部、盲肠、阑尾、升结肠区域病变，首先考虑炎性肠病；

腹腔内、腹膜后、盆腔及两侧腹股沟多发小淋巴结。超声心动图：未

见瓣膜赘生物。使用莫西沙星第二天体温开始下降，至第四天体温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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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行结肠镜检查：阑尾开口清楚，见脓性分泌物，其周围粘膜红肿

明显，回盲部表面粘膜红肿；考虑阑尾开口周围粘膜炎症，回盲瓣炎

症。于阑尾开口处取活检，结果提示慢性炎症，免疫组化 CK（+）；

Ki-67：散在（+）。继续予莫西沙星口服抗感染治疗，治疗 1 周后患

者症状好转停药。最终诊断：阑尾炎。  

病例分析：该病例不是普通的阑尾炎，考虑是由于小肠结肠炎耶尔森

菌感染导致的阑尾炎。一般的阑尾炎是由于阑尾管腔内没有瓣膜，粪

石阻塞了阑尾管腔，起初仅仅压迫静脉使之回流受阻，导致阑尾肿胀，

阑尾肿胀至一定程度则会压迫动脉，导致血流阻断，阑尾坏死穿孔感

染。当阑尾肿胀时会刺激腹膜上的迷走神经，发病早期常常会出现食

欲不振、恶心、呕吐。因此，阑尾炎的早期是阻塞，后期才有感染。 

某些疾病，也会出现类似阑尾炎的表现。比如淋巴瘤患者的肠道

淋巴结肿大时，肿大的淋巴结也会压迫阑尾，出现类似阑尾炎形成的

过程。在感染性疾病中，肠道感染后导致肠道淋巴结肿大并出现阑尾

炎表现的只有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感染。耶尔森菌是胞内感染，常常

会引起淋巴结破溃及流脓。统计资料表明，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在引

起腹泻的病原体中是排名第四位的，诊断需要靠大便培养。该患者应

该高度怀疑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感染。 

通过腹泻之后的伴随症状，我们大体可以推测出腹泻的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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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泻之后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多见于大肠杆菌 O157感染；腹泻

伴随腹腔淋巴结肿大的，应考虑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感染；腹泻之后

出现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应考虑李斯特菌感染；老年患者腹泻之后，

出现动脉瘤或动脉夹层的，应考虑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 

讨论：耶尔森氏菌(Yersinia enterocolitica,Y.enterocolitica)是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引起国际上广泛关注的一种重要的急性胃肠炎型

食物中毒病原菌，为人畜共患病。造成人类致病的耶尔森菌属包括三

种:鼠疫耶尔森氏菌、假结核耶尔森氏菌、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

其中小肠结肠炎耶尔森氏菌是一种很重要的人类肠道致病菌，表现为

腹泻、肠炎、肠系膜淋巴结炎以及末端回肠炎；还可通过淋巴系统播

散，引起一系列肠道外并发症状，包括反应性关节炎、结节性红斑、

心内膜炎、败血症等。小肠结肠炎耶尔森菌也是一种引起慢性无菌性

关节炎的常见因子。20世纪 80 年代我国曾发生过两次流行，首次是

1986年甘肃兰州某牛场牛肉污染的暴发，证实是由 0:3血清型小肠结

肠炎耶尔森菌引起，造成 109 名职工腹泻。其次是 1987年在辽宁省

沈阳市某学校食堂暴发的食物中毒，证实是由 0:9 血清型小肠结肠炎

耶尔森菌引起，造成 352 名学生腹泻。近几年来，小肠结肠炎耶尔森

氏菌在中国的感染主要是以散发为主。该患者症状体征不典型，呈现

自限性，故该疾病易被误诊。从病变部位留取标本如大便、血、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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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结等均可分离出耶尔森氏菌。肠道感染一般为自限性，仅需对症

处理，可不用抗菌药物治疗。病情严重，特别是有肠道外感染者应予

抗菌药物治疗，首选氟喹诺酮类药物，有脓肿者应该切开引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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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25；DOI 10.1186/s12866-017-1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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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念珠菌菌尿症伴高热一例 

杨亚敏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67岁女性患者，因“间断纳差 1 周，发热 2 天”入

院。患者于入院前 1 周，无明显诱因出现纳差，未就医。入院前 2 天，

出现发热，以中高热为主，体温最高达 39.5℃，伴畏寒、意识模糊，

就诊于我院急诊，查血常规：白细胞 14.9×109/L，中性粒细胞

82.3%，血红蛋白 163g/L ，血小板 386×109/L；降钙素原>0.5ng/ml；

尿常规：尿糖 3+，酮体 1+；血糖 33.12mmol/L；血气分析：PH 7.41，

PaCO2 22.8mmHg，PaO2 64mmHg；血尿素 16.87mmol/L，血肌酐

104.5umol/L；胸片：两肺纹理粗乱。因意识障碍，予留置导尿管，

给予厄他培南抗感染，患者仍有发热，为求进一步诊治，收入院。既

往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史，陈旧性心肌梗塞、陈旧性脑梗塞病史，

长期卧床，存在言语障碍。入院查体：T 38.5℃，P 105次/分，R 24

次/分，BP 127/87mmHg；神志欠清；心率 105 次/分，各瓣膜听诊区

未闻及病理性杂音。住院期间 4 次血培养均（—）；7 次尿培养均为白

色念珠菌，药敏结果：两性霉素 B 和 5-氟胞嘧啶敏感，氟康唑、伏

立康唑、伊曲康唑耐药；甲状腺功能基本正常；风湿免疫抗体均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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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 CT：双肺间质性改变；心脏彩超：LVEF 48%，陈旧前壁心肌梗死；

多次腹部 B 超：胆囊多发结石；泌尿系统及妇科 B 超：膀胱沉积物；

腹部及盆腔 CT：肝左内叶及肝右后叶略低密度影；胆囊结石；头 CT：

左侧颞枕区软化灶。患者急性发热，炎性指标偏高，考虑感染性疾病，

先后予美罗培南、替考拉宁、米诺环素、伏立康唑抗感染治疗 14 天，

患者仍有发热，以中高热为主；为除外药物热，予停用抗菌药物 5 天，

患者仍有发热。住院期间，患者意识较前变差，查头 MR：左侧额区、

额顶区新发梗塞灶。梗塞部位不在体温调节中枢，结合患者体温波形，

不考虑中枢热。结合上述治疗反应及检查结果，考虑患者存在白色念

珠菌尿路感染，先后给予氟康唑及两性霉素 B抗感染治疗 22天后，

患者体温逐渐降至正常，复查尿培养（—），患者自动出院。出院后

电话随访，患者体温正常。 

病例分析：该患者可以诊断为泌尿系统感染，但不是原发性泌尿系统

感染，应为继发性泌尿系统感染。原发性泌尿系统感染是指病原菌逆

行（或经由导尿管）进入泌尿道引起的感染，由于泌尿道不是念珠菌

喜欢寄生的场所，所以感染症状通常轻微，一般不必治疗。而此患者

症状很重，持续中高热且伴随新发脑梗塞，多次尿培养均为白色念珠

菌，应该考虑肾脏有白色念珠菌感染病灶造成的血流感染，白色念珠

菌菌栓导致脑梗塞。推测肾脏也不是原发病灶，因为如果肾脏为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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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灶，则应该首先会造成脊椎感染，所以肾脏应为继发感染，可能继

发于血流导管。白色念珠菌血流感染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于肠道，

但是通常在经过肝脏时被过滤掉；另一个就是来自于中心静脉导管留

置。推测可能由于患者曾经有过中心静脉导管留置，继发肾脏白色念

珠菌感染，导致多次白色念珠菌菌尿。遗憾的是此患者多次血培养阴

性。白色念珠菌血流感染，来源多为留置中心静脉导管感染，要追问

患者此次发病住院前是否有留置中心静脉导管。白色念珠菌血流感染

的疗程长，起效慢，故此患者氟康唑治疗 12 天仍有发热，考虑是由

于疗程不够。  

讨论：念珠菌不仅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也可寄生在正常人体皮肤、口

腔、胃肠道、肛门和阴道粘膜而不发生疾病，是一种典型的条件致病

菌。在内外环境改变或人体免疫功能下降而转为致病相，从而引起感

染，感染可分为粘膜皮肤念珠菌病和侵袭性念珠菌病。 

对于无症状念珠菌菌尿，如果患者不具有感染播散的高危因素，

不建议治疗，积极处理引起菌尿的原因可以使菌尿缓解。高危患者包

括粒细胞缺乏患者、低体重新生儿或即将进行泌尿系统手术的患者。

粒细胞缺乏患者和低体重新生儿的治疗与侵袭性真菌病相同。对于即

将进行泌尿系统手术的患者，可在术前或术后给予氟康唑每日 200- 

400mg(3-6mg/kg）或两性霉素 B 去氧胆酸盐每日 0.3-0.6mg/kg 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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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珠菌血流感染的发病率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医学中心存在差异，

美国连续 7 年的监测资料显示念珠菌血症占住院患者的 4.6%，占血流

感染的 9%，为血流感染的第 4 位常见菌。白色念珠菌仍是念珠菌血症

最常见的菌种，但引起念珠菌血症的菌种在逐渐变迁，非白色念珠菌

的发病率呈升高趋势 。念珠菌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发热，常可超过

38℃，偶有畏寒、寒战和血压降低。念珠菌血症血培养灵敏度差，念

珠菌感染临床诊断十分困难，高热不退，应引起高度重视。念珠菌血

症的危险因素包括外科手术、机械通气、抗菌药物治疗、中性粒细胞

缺乏症、恶性肿瘤、留置静脉置管、肠外营养、慢性肾功能不全等[1-2]。

统计表明，危重病监护病房中与血管内装置相关菌血症中 80-90%为中

心静脉插管引起。Po-Yen Huang[3]等报道大约 40%的念珠菌血症患者

同时发现念珠菌尿。一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念珠菌菌尿症与院内念

珠菌血症显著相关 OR=9.79，这说明念珠菌血症和念珠菌尿症可能互

为因果，因此在发现念珠菌菌尿症以后结合患者临床症状，尤其是发

热的患者，进行血液念珠菌检测是必要的。念珠菌血症的常见并发症

为血流播散导致其他组织器官感染。患者均应进行眼底检查以明确有

无眼内炎。其他并发症有心内膜炎、脑膜炎和骨髓炎。 

念珠菌血症的抗真菌治疗主要参考 2016IDSA 念珠菌病临床实践

指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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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头颈部感染合并症一例 

乔燕伟 

第一中心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70 岁女性患者，因“双眼痛 1 月，发热 20 天”入院。

患者于入院前 1 月出现双眼痛，逐渐加重并出现上眼睑下垂，伴头痛。

入院前 20 天出现发热，体温最高达 39℃，伴畏寒，偶有咳嗽、咳白

色粘痰。就诊于当地医院，行腰椎穿刺术，脑脊液为淡黄色微混浊状，

颅压 280mmH2O；脑脊液常规：白细胞总数 1920×106/L，多核 85%，蛋

白质定性（+）；脑脊液生化：葡萄糖 1.87mmol/L，氯化物

106.5mmol/L，蛋白 0.83g/L；脑脊液抗酸染色及墨汁染色均（—）。

头颅 MR 增强：1.双眼球后脂肪及眶周不均匀强化，右眼球外凸，双

侧翼内外侧肌及周围深筋膜不均匀强化，蜂窝组织炎可能性大；右眼

上静脉充盈不良，不除外闭塞 2.副鼻窦炎。3.垂体增大、模糊，天幕

明显强化，考虑炎症波及。胸 CT：1.双肺及两侧胸膜多发结节，左肺

上叶小空洞样病变；2.慢性支气管炎。初步诊断 1.化脓性脑膜脑炎 2.

鼻窦炎 3.肺炎 4.败血症 5.球后蜂窝组织炎。先后给予万古霉素、美

罗培南、氟康唑、替硝唑抗感染，甘露醇脱水，甲强龙抗炎治疗，体

温控制欠佳。两次血培养：具核梭状菌。后改用利奈唑胺+哌拉西林

钠/他唑巴坦钠+甲硝唑抗感染治疗，体温高峰逐步下降。入院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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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出现胸闷、憋气及血压下降。血气分析：PO2 52.4mmHg,D-二聚体：

10000ng/ml。查肺动脉 CTA：1.右肺上叶肺动脉主干及其分支动脉、

右肺中叶外侧段肺动脉、左肺下叶肺动脉主干及其分支动脉栓塞；2.

双肺及双侧胸膜多发结节，且多个结节小空洞形成，考虑化脓性炎症

3.双侧胸腔积液。双下肢深静脉及双侧髂静脉超声未见异常。考虑肺

栓塞，给予低分子肝素抗凝治疗。入院前 3 天出现嗜睡，呼之能应，

体温高峰再次升高至 38℃。为进一步诊治收入院。入院查体:T 37℃，

P 84次/分，BP 109/55mmHg，R 21次/分。嗜睡,言语含糊不清，查

体不合作。右眼球外凸，双瞳孔左：右=4：2.5mm；颈抵抗；全身浅

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咽充血；心肺腹（—）。入院后控制血糖，低

分子肝素抗凝，美平抗感染治疗。查血常规：白细胞 7.5×109/L，中

性粒细胞 78.4%；C反应蛋白 13mg/L；降钙素原定量 0.05ng/ml。胸

CT：双侧胸腔积液。头颅 MR 增强：左侧丘脑、左侧海绵窦区及硬脑

膜异常强化，考虑脑膜脑炎；全组副鼻窦及双侧乳突炎症；左侧中耳

炎。脑电图：轻度异常脑电图。血气分析：PH7.42, PaCO2 39.3mmHg ，

PaO2 65.7mmHg。患者经治疗后体温高峰逐步降至 37℃左右，神志转

清。血培养（—）。先后两次腰穿，脑脊液结果逐渐好转：颅压

210mmH2O；脑脊液常规：白细胞总数 32×106/L，多核 15%，单核 85%，

蛋白质定性（—）；脑脊液生化：葡萄糖 3.29mmol/L，氯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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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mmol/L，蛋白 0.51g/L ；脑脊液抗酸染色及墨汁染色均（—）；

脑脊液培养（—）。出院时患者未再发热,神志清楚，但仍少语，言

语表达能力较差。左眼睑下垂，不能自主抬起。  

病例分析：具核梭状菌为革兰氏阴性厌氧菌，是口腔正常菌群，很少

引起感染。该菌引起感染时的特点是会侵犯血管，造成血管栓塞，由

于是在口腔附近，会引起颈部静脉栓塞，从而向周边组织扩散。从该

患者的临床症状（患者的神志）及脑脊液化验（糖分不低）就可以判

断出，并未发生脑膜炎，具核梭状菌只是在脑部周边的器官（鼻窦、

眼球）造成感染，造成了类似于椎旁脓肿形成时的脑脊液表现。由于

是颈部厌氧菌，治疗上可以选择青霉素、利奈唑胺。 

    该患者病程中又出现了肺栓塞，这也是该菌感染的另外一个特点。 

讨论：具核梭状菌属于梭杆菌属（Fusobacterium， Knorr 1922）是

梭杆菌科的 1 属。是临床常见的革兰阴性无芽胞厌氧杆菌。因其形态

细长，两端尖细如梭，故得名。目前发现 16 种梭杆菌。在临床标本

中常见的有具核梭杆菌、坏死梭杆菌、微生子梭杆菌、死亡梭杆菌、

舟型梭杆菌、拉氏梭杆菌、可变梭杆菌和溃疡梭杆菌。其代表菌种是

具核梭杆菌。 

具核梭杆菌既可刺激上皮细胞分泌白细胞介素-8，进而诱发宿主

的炎症反应；还可刺激人外周血白细胞的程序性死亡和抑制 T 细胞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D%A9%E5%85%B0/59518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8C%E6%B0%A7/6729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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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核梭杆菌作为一种与牙周病以及身体其他各部位感染性疾病有

密切联系的病原菌，可能具有诸多潜在的毒力机制。目前，具核梭杆

菌的一些毒力表型已被鉴定：具核梭杆菌产生的多种毒力因子，例如

外膜蛋白（outer membrane protein，OMP）的 fomA 基因（具核梭杆

菌表面主要的热修改蛋白）和 radD 基因以及 fadA 粘附蛋白、丝氨酸

蛋白酶和聚-C 型谷氨酸等，均可引起组织细胞破坏和机体免疫系统损

伤；具核梭杆菌结合其自身的粘附性和共聚性发挥着粘附和定植宿主

的特性。 

具核梭状菌正常寄生于人或动物的口腔、上消化道、肠道及泌尿

生殖道和土壤中，以口腔牙垢中最为多见。参与牙周疾病的炎症反应，

是牙周炎的可疑致病菌之一。该菌除可引起口腔疾病外，还可在败血

症相关感染，盆腔炎，脑、肝、肺、脾等脏器的脓肿中分离获得。梭

菌属对青霉素、利福平、多粘菌素 E、卡那霉素与新霉素敏感，但对

万古霉素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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