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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论: 流感疫苗 

王任贤  

 

流感疫苗是将现有流行的流感病毒灭活了以后，制作成三合一或

四合一的流感病毒疫苗。由于流感病毒年年都在变，想要预防当季的

流感，疫苗在生产前就必须先预测接种时会流行的病毒株。通常这样

的预测工作不是一个国家的领导或卫生单位的领导所能办到的，惯例

上都由世界卫生组织于每年的二月就前一年监控的流感病毒株预测今

年冬季该流行的病毒株，并将其交给世界各国的疫苗厂去制作流感疫

苗。所以虽然世界上有很多流感疫苗厂，但都必须使用世卫组织给的

疫苗株，无法自行选用病毒株。也就是说每一季的流感疫苗，撇开制

作的质量不同，其实内涵的病毒株都是一样的。 

世卫组织预测的疫苗株准吗？以前世卫组织预测流感疫苗病毒株

的准确度都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这样的成绩实在是拿不出手，这是

由于以前世卫组织在预测流行病毒时是以前一年欧美及澳洲的流行病

毒前瞻性的预测今年的病毒株，世卫组织也许忘了流感的流行是由亚

洲到欧美的，由欧美来预测流行当然准确度会差。近年来世卫组织与

我国合作设立了很多流感监测点，发挥由亚洲预测世界的功能，果然

使得最近世卫组织的预测能力大为提升，也较能获得世人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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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感疫苗三合一与四合一有何差别？流感疫苗是取现今流行的所

有流感病毒灭活联合制作成为疫苗，在以往季节性流感都是AH1N1，

AH3N2，及B三个病毒株在流行，所以以前的季节性流感疫苗都是三合

一。近年来B流感又突变出B山形株及B维多利亚株，因此新的流感疫

苗为四合一。由于疫苗与药物若有成分或制作过程的变更就必须重新

申请药证才能上市，耗时费事，很多国家到目前都还没有四合一的流

感疫苗。其实B流感一般认为是比较轻的流感，重要性不如A流感，接

种三合一与四合一疫苗的结果可能心理层面的影响高于生理层面。 

接种流感疫苗的目的为何？流感疫苗是成人疫苗的经典，因为没

法每个人都给一支疫苗，没法达到将近百分之百的覆盖率，所以没法

根绝疾病的传播。在接种流感疫苗之前必须先搞清楚接种目的为何？

在这目的之下的风险族群则是接种流感疫苗的对象。流感疫苗因为可

以让人感染流感后很快地产生保护性抗体，可以让流感感染仅为轻症

表现，不会演变成重症。在很多的研究中都可显示出这样的结果：流

感疫苗可降低流感季节的医疗给付费用，流感疫苗可降低心肺疾病的

死亡率，流感疫苗可减低精神医疗机构流感感染爆发的频率。所以流

感疫苗接种的目的是减少流感的死亡率及人口密集机构的流感感染爆

发。 

接种流感疫苗的对象为何？接种流感疫苗的目的为防止流感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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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流感为呼吸道疾病，在老人，有基础心肺疾病，其他基础疾病，

或孕妇若出现流感重症感染，死亡率会增加，此为首要流感疫苗接种

对象。在这族群中住院病人原本应该列入，但住院被归为急性疾病，

不建议接种疫苗，担心无法产生足够的保护抗体，不建议接种流感疫

苗，对此类该保护的族群执行被动保护，建议全体医护同仁流感季节

来临前接种流感疫苗，此为流感疫苗接种的第二个族群，其目的为医

疗质量，防止住院病人罹患流感重症死亡。流感疫苗第三个接种对象

为孩童，孩童得了流感很少演变成重症，若就此风险因子而言孩童是

不需接种流感疫苗的，但孩童由于年纪轻感染流感后病毒排出可达二

十一日，成人只有七日，站在公共卫生减少传染的观点上孩童成为第

三个必须接种流感疫苗的族群。 

何人可以推迟接种流感疫苗？举凡疫苗接种有个共同的指导原则，

该接种的族群必须接种到将近百分之百才会有用。流感疫苗也是如此，

但是流感疫苗一则风险族群不易掌握，二则是太多人以各种似是而非

的理由不打流感疫苗。第一则是公共卫生上的根本问题，医疗院所无

法解决。第二则是医疗院所有责任教育民众，除非现住院的病人或曾

经接种过流感疫苗过敏者可以缓接种或不接种之外，没有其他不接种

或缓接种的理由，最常见的误区为目前正有上感，目前有发烧，目前

有腹泻，目前怀孕，目前在服药，这些都没有理由执行缓接种或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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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另一个误区为鸡蛋过敏，鸡蛋过敏是个假议题，因为鸡蛋过敏是

类似青霉素过敏的疾病，举凡吃过任何鸡蛋食品的人都不属于鸡蛋过

敏体质。任何能够走进来接种流感疫苗的人都不可能被归类为鸡蛋过

敏体质，这项观念应该广泛推广入人群之中，这也是医疗人员对公共

卫生尽一分心力的表现，不要老扯公卫的后腿。 

 结论：流感疫苗接种是公共卫生上的重要作为，因为流感病毒的

毒力似乎越来越强，每年夺去的人命也一年比一年多，解决的方案似

乎就指望流感疫苗的接种。希望医界都能对流感疫苗有正确的认识，

协助政府共同做好流感防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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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气管侵犯为临床表现的肺部隐球菌病一例 

刘茜 

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30 岁男性患者，因“咳嗽半个月，发热 3 天”入院。

患者于入院前半个月劳累后出现咳嗽，咳少量白痰；畏寒，未测体温。

在当地医院查血常规：白细胞 8.92×10
9
/L，中性粒细胞 68.1%，血

红蛋白 158g/L，血小板 271×10
9
/L；C 反应蛋白 18.78mg/L，给予

对症治疗（具体治疗方案不详），咳嗽无好转且出现发热，最高体温

38.4℃，查胸片：左下肺片状高密度影，考虑“肺炎”，给予静脉左

氧氟沙星 0.4g QD 抗感染治疗 3 天，病情无好转。查胸 CT（图 1）：

左肺下叶炎性病变、左肺下叶小结节、左侧胸腔积液；心脏彩超及腹

部彩超均无异常发现，给予静脉莫西沙星联合青霉素类抗生素（具体

不详）抗感染治疗，患者未再发热，咳嗽减轻，查胸部强化 CT：左肺

下叶炎性病变较前无著变、左肺下叶小结节、左侧少量胸腔积液。为

进一步查明病因，收入院。既往体健，邻居家饲养鸽子。入院查体：

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啰音。入院诊断：左肺阴影性质待查：肺

炎？肺结核？肺癌？入院后查血气分析、肿瘤标志物、免疫全项、血

沉及血生化均未见异常；隐球菌荚膜多糖抗原 9.2ug/ml。行经皮肺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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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活检术。肺穿刺液真菌培养：新型隐球菌；肺穿刺液涂片：未发现

瘤细胞、抗酸杆菌、细菌、真菌菌丝及孢子；肺活检病理经天津市海

河医院会诊，结果为：肺组织中见类上皮细胞肉芽肿伴多核巨细胞及

干酪样坏死，其中可见隐球菌菌体，六胺银（+），PAS（+），抗酸染

色（-），符合肺隐球菌病。诊断：肺隐球菌病。给予静脉氟康唑

400mg QD 治疗。出院时给予氟康唑继续口服治疗，门诊定期复查胸

CT，左下肺病变范围逐渐缩小（图 2，图 3）。  

 

图 1（2017 年 12 月） 

 

图 2（2018 年 1月） 

 

图 3（2018 年 4月） 

病例分析：新型隐球菌主要存在于在花粉中，它有两个亚种可感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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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新型隐球菌新型亚种存在于一般的野花野草的花粉中，造成艾滋

人群感染，一年四季均有发病；而 GATTI 亚种多存在于尤加利树(桉

树)的花粉中，感染多见于艾滋以外的人群，多为季节性发病。曲霉

菌存在于土壤、腐木、未做合格覆盖的建筑工地的尘土中。隐球菌及

曲霉菌皆为环境经由呼吸道吸入而感染的真菌，感染人体后的临床表

现有相同也有不同。隐球菌主要靠有荚膜的酵母传播，曲霉菌靠孢子

传播。隐球菌和曲霉菌都是室温生长的真菌，在造成人类感染时也喜

欢在人体温度偏低的器官部位，在肺部最常见的感染部位为气管。由

于真菌体积大且自身成分复杂，常会引起人体的过敏反应，临床会伴

随关节炎、皮疹等相对应症状。曲霉菌引起的过敏反应是 ABPA；隐球

菌感染引起的过敏反应为急性间质性肺炎，通常过敏反应很强烈，喘

憋明显。真菌引起的过敏反应治疗均是以激素为基本治疗措施。 

本患者是真菌呼吸道感染的另外一种表现——真菌的气管侵犯。

真菌沿着气管侵犯组织，形成树枝状扩展，最常见于曲霉菌感染，偶

尔隐球菌感染也会有类似的表现。该患者的肺部病变范围很大，但是

隐球菌荚膜多糖抗原却是弱阳性，这也证明本病例是粘膜侵犯，并未

入血。隐球菌性脑膜炎时荚膜多糖抗原滴度是比较高的，是因为真菌

入血的缘故。隐球菌荚膜多糖抗原的检测是非常准确的，即便是弱阳

性，也可确诊（注：关于隐球菌荚膜多糖抗原的临床意义，详见 2018



  

2018,10,1 第三卷第四期 10 

 

年 7 月 1 日海河临床感染杂志 P22-P23）。 

由于隐球菌肺部感染的病例远远少于曲霉菌，所以对于隐球菌肺

部感染的研究并没有曲霉菌透彻。曲霉菌的感染有以下四大表现形式：

1.曲霉球 2.ABPA 3.粘膜侵犯 4.血管侵犯。隐球菌性脑膜炎，实质是

隐球菌的血管侵犯，相对于隐球菌肺炎，数量并不多见。肺部有隐球

菌感染，是否每个患者都需要例行做腰椎穿刺术以判断是否有隐球菌

性脑膜炎？目前尚无循证资料证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课题，有待进一

步研究。临床上常常会有无症状的肺部结节经病理证实为隐球菌感染，

此种感染是否需要治疗以及治疗的疗程，目前也没有循证。 

讨论：隐球菌肺炎在临床上属于慢性亚急性真菌感染。新型隐球菌肺

炎患者在发病早期为其实施影像学检查，诸多影像学征象与其他类型

的肺炎无明显差别，诊断的特异性较低，极易出现漏诊或误诊等情况。

于红等
[1]
的综述和分析，其检索的英文文献描述肺隐球菌病主要是

“肺结节-肿块”表现：界限较清楚，以多发为主，肺外周或胸膜下

区分布为主，并认为这种肺周边的多发结节灶有助于提示诊断；次要

影像表现包括：实变灶如大片实变、小片状影、磨玻璃密度灶（GGO）

等，病变可以发生空洞，可以伴有支气管充气征，偶尔出现结节周围

的晕征，少数有胸腔积液和/或纵隔肺门淋巴结肿大，患者的病灶位

置空洞发生率较少，个别有厚壁空洞，易误诊为肺癌及肺结核，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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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为短时间出现呼吸衰竭，病变进展至双肺弥漫性病变，此类报道

甚少，但一般预后良好。几乎所有的支气管肺炎型肺部隐球菌病都是

由新型隐球菌引起，在组织内引起慢性炎症反应。肺隐球菌病常见的

病理类型有 3 种：孤立性肉芽肿型、粟粒肉芽肿型及肺炎型。Song 等

[2]
报道了 23 例患者的影像学 5 种表现类型：单结节、成簇结节、多发

散在结节、肿块以及支气管肺炎型。显微镜下表现可以多种多样，分

为胶样病灶、肉芽肿性结节、含隐球菌的纤维结缔组织病灶等，因此

多数情况下表现为肉芽肿结节，有关肺炎型表现的描述报道较少。 

乳胶凝集试验是对新型隐球菌荚膜多糖抗原的免疫学检测，不仅

可辅助诊断深部隐球菌病，同时可以半定量测定血清、脑脊液、支气

管肺泡灌洗液和尿液中隐球菌可溶性抗原，对判断药物疗效、监测病

情转归和预后有提示作用。虽然脑脊液墨汁染色镜检是诊断隐球病直

接而快速的诊断方法，然而在发病的初期，墨汁染色镜检往往 1-3 次

常呈阴性，需要反复多次检查才能找到隐球菌。出现假阴性的原因一

方面可能是发病早期病原学检出率低，另一方面穿刺部位对检出阳性

率也有影响，隐球菌主要集中在脑膜或脑室脉络丛肉芽肿中的细胞内，

同时培养时间的长短也影响阳性的检出率，大多数实验室隐球菌培养

一般是 5 天左右发报告，但有的隐球菌培养第 10 天才出现阳性，故

易造成漏诊。操作过程中乳胶手套中的滑石粉、洗涤反应板中的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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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污染脑脊液标本，也可引起假阳性；而高浓度隐球菌抗原所致的钩

带现象和体内未知非特异性蛋白对隐球菌抗原的掩盖效应，能够引起

假阴性。 

免疫功能正常者的隐球菌肺炎有自愈倾向，无症状仅肺组织隐球

菌培养阳性者，可暂不用药或观察病情；轻中度者可给予氟康唑 200-

400mg/d, 6-12 个月；重症者按照隐球菌脑膜炎处理。一般在使用抗

真菌药第一周即可看到病变吸收及改善。美国胸科学会肺部真菌感染

治疗指南指出，对于免疫健全患者，初始予氟康唑 400 mg/d 治疗，

临床改善后减至 200 mg/d 维持 6 个月（AⅡ）；或伊曲康唑 400 

mg/d ，6 个月（BⅡ）；若有大块性病变或药物治疗后病灶不消退，

建议有选择地行外科切除。手术治疗适用于明确诊断或影像学持续异

常且抗真菌治疗无效的患者(B Ⅲ)。肺部隐球菌病且免疫正常的患者，

需要进行腰椎穿刺术除外无症状中枢神经系统感染。不过,对于无症

状仅肺部结节或渗出的患者，无中枢神经系统症状，血清隐球菌荚膜

多糖抗原效价阴性或很低，可以不进行腰椎穿刺术。 

参考文献： 

[1]于红，刘士远，李惠民,等.肺部隐球菌病影像学.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 

2010, 16: 389-394.  

[2]Song KD,Lee KS,Chung MP,et al.Pulmonary cryptococcosis: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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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ings in 23 non-AIDS patients. Korean J Radiol, 2010, 11: 407-416. 

  



  

2018,10,1 第三卷第四期 14 

 

以肺间质侵犯为临床表现的隐球菌肺炎一例 

张童燕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43 岁男性患者，农民，因“气喘 20 天”入院。患者

于入院前 20 天无明显诱因出现平地步行后气喘、体力下降、视物模

糊，自述无发热（未测体温）、咳嗽、咯痰；大便 3-5 次/日、豆花样

便，小便正常，食欲下降，两周内体重下降 3kg。1 年前因双下肢肿，

查 24 小时尿蛋白定量为 3.52g/日，诊断为“肾病综合症”，给予口

服 10-12 片糖皮质激素先后联合静脉环磷酰胺、雷公藤多甙、来氟米

特 30mg/日半年，此后激素以每月减 1 片的速度减量，目前已减至甲

泼尼龙片 28mg/日。入院查体：T 36.2℃，P 70 次/分，R 18 次/分，

Bp 85/50mmHg。贫血貌，消瘦，鼻腔及鼻孔周围散在红色结痂，左侧

面颊可见 0.2×0.2cm 深红色破损；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啰音；

双手部分近端指间关节伸侧红色充血疹。初步诊断：慢性肾炎综合征，

肺炎？入院后查血常规：白细胞 7.4×10
9
/L，中性粒细胞 92.5%，血

红蛋白 82g/L，血小板 173×10
9
/L；IL-6 9.55pg/ml，C反应蛋白

7.7mg/dl；血气分析：pH 7.45，PaCO2 36mmHg，PaO2 82mmHg（未吸

氧）；1,3-β-D 葡聚糖试验 4125pg/ml（正常值＜50），半乳甘露聚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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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 0.48ug/l；T-spot(-)，CMV-DNA(-)，EBNA-IgG(+)，ASO＜

200U/ml；根据血常规计算的 CD4 计数 143/ul。胸 CT：双肺多发斑片

状、结节状高密度影，提示感染性病变。入院后发现患者发热，第 1

天最高体温 37.8℃，留取血培养。停用来氟米特，给予口服复方新诺

明、头孢曲松、卡泊芬净、甲泼尼龙 40mg 静滴治疗 4 天，患者仍持

续发热，最高体温 38.7℃，憋气逐渐加重，需持续吸氧，查体双肺可

闻及明显爆裂音，多次留取血培养并复查血气分析：pH 7.54，PaCO2 

34mmHg，PaO2 54mmHg（鼻导管吸氧 3L/min）。治疗 1 周时患者仍有中

等度发热，停用卡泊芬净，改为口服伏立康唑联合复方新诺明。至住

院第 10 天，患者最高体温降至 37.2℃，新出现夜间烦躁、瞻语、幻

觉，血培养结果回报：新型隐球菌。查头 CT 未见明显异常；行腰椎

穿刺术，脑脊液染色、培养、生化、常规均未见明显异常。停用伏立

康唑及复方新诺明，改为氟康唑静脉治疗。氟康唑静脉治疗 2 周后患

者气喘完全缓解，体重逐渐增加。住院 1 个半月时改为氟康唑口服，

出院。出院诊断：隐球菌肺炎，慢性肾炎综合征。随访 1 年，肺部影

像学完全吸收。  

病例分析：患者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存在细胞免疫缺

陷，入院后查 CD4 计数明显下降（CD4 143/ul）。患者以发热、进行

性加重的低氧血症为表现，胸 CT 呈两肺弥漫磨玻璃样改变，考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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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间质性肺炎。针对长期使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的族群，肺部出现间

质性炎症，临床多为耶氏肺孢子虫肺炎，因此初始经验治疗应予以复

方新诺明。若初始治疗无效，可再依据微生物学结果更改治疗方案。 

在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桉树的花期是每年的 4-6 月份，因此新型

隐球菌 GATTI 亚种的感染常见于每年 7-8 月份，偶有延长至 11、12

月份发病，该病例延迟至次年 2 月份发病较为罕见，建议临床进一步

进行隐球菌分型鉴定。如果该患者菌种鉴定结果为新型隐球菌新生亚

种，建议给该患者查 HIV 抗体，因为新型隐球菌新生亚种的感染一般

见于 AIDS 患者。 

同为真菌，隐球菌以酵母形态致病，曲霉菌则以菌丝形态致病，

酵母比菌丝入血的可能性大，因此隐球菌血培养的阳性率远比曲霉菌

高。 

讨论：隐球菌属已知有 37 种之多，新型隐球菌为其中的一种，也是

最常见的人类致病菌种，此菌已被鉴定出 A,B,C,D 四种血清型。新

型隐球菌在 1894 年首度被 Sanfelice 发现，其中只有两种亚种可感

染人类，一种为 C.neoformans var. neoformans (简称 CNVN；血清

型 A 和 D )，主要分布于北美洲与欧洲，常见于后天免疫缺乏症候

群病患；另一种为 C.neoformans var. gatti (简称 CNVG；血清型 

B 和 C )，主要分布于热带及亚热带地区，常感染正常人群。新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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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菌长存于土壤、尘土、腐烂的木材（或有机物）、果皮、尤加利树

及鸟类的排泄物（尤其是鸽粪），由于鸟类体温较高，鸟类本身不会

受到感染。以往，人们常常把养鸽子和隐球菌脑膜炎联系在一起。最

近，科学家们的研究显示，从鸟粪中所找到的隐球菌主要感染免疫缺

陷的病人，免疫健全的人较不易受到感染。 

隐球菌病是最常见于 HIV 阳性患者的真菌病之一，非 HIV 者隐球

菌病最近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60 年第一例肾病综合征患者确诊

隐球菌病以来，不断有新的病例被报道
[1]
。肾病综合征作为隐球菌感

染第六位的高危人群，已成为隐球菌病最重要的基础疾病之一
[2]
。 

多数情况下，隐球菌肺炎被认为通常是由潜伏的隐球菌致病，病

原体在确诊隐球菌病之前就存在。隐球菌肺炎没有特定的临床或影像

学特征。胸部 X 线片和 CT 上存在弥漫性间质性肺炎是预后较差的一

个标志。严重免疫抑制的患者中，肺隐球菌病与播散性隐球菌病有关，

因此，应针对这些患者进行血液、脑脊液培养和血清、脑脊液隐球菌

荚膜多糖抗原的检测系统评估
[3]
。 

IDSA 指南针对轻度至中度症状，无弥漫性肺浸润，无严重免疫抑

制，以及无播散证据的患者，建议使用氟康唑治疗 6-12 个月
[4]
。隐球

菌肺炎的治疗目标是控制症状和体征，同时避免中枢神经系统感染。

因此，预期结果是临床症状的消退，胸片或 CT 检查的正常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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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感染部位的真菌培养结果呈阴性。 

参考文献： 

［1］Fang W, Hong N, Li Y, Liu J, Zhang L, Jiang W et al. 

Cryptococcosis in Patients with Nephrotic Syndrome: A Pooled Analysis 

of Cases. Mycopathologia 2017; 182(5-6):517-525. 

［2］Yuchong C, Fubin C, Jianghan C, Fenglian W, Nan X, Minghui Y, et 

al. Cryptococcosis in China (1985–2010): review of cases from 

Chinese database. Mycopathologia. 2012;173(5–6):329–35. 

［3］Dromer F, Mathoulin-Pelissier S, Launay O, et al. Determinants of 

disease presentation and outcome during cryptococcosis: the CryptoA/D 

study. PLoS Med 2007; 4:e21. 

［4］Perfect JR, Dismukes WE, Dromer F, Goldman DL, Graybill JR, 

Hamill RJ, et al. 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ryptococcal disease: 2010 update by the infectious diseases society 

of America. Clin Infect Dis. 2010;50(3):29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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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链球菌感染性心内膜炎一例 

史宏宇  张燕平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82 岁男性患者，因“消瘦、乏力 3 个月，发热 20 余

天”入院。患者于入院前 3 个月无诱因出现消瘦、乏力，伴纳差、恶

心反酸，进食后胃部胀痛；伴头痛，以左枕区疼痛为主。当地医院查

血常规：白细胞 7.80×10
9
/L，红细胞 4.12×10

12
/L，血红蛋白 121 

g/L；C 反应蛋白 56.83mg/L；游离甲功：FT3 2.63pmol/L，FT4 

19.38pmol/L，TSH 1.45mIU/L，未治疗。因症状无缓解，于入院前 1

个月在我院内分泌科住院。既往高血压、青光眼史，3 年前行腹股沟

疝切除术。住院后查风湿免疫全项：抗核抗体 1:100 均质型，C 反应

蛋白 6.7mg/dl；血沉 50mm/h；T-SPOT（—）；血红蛋白 108g/L；血

白蛋白 33g/L。心脏彩超：二尖瓣增厚、脱垂合并腱索断裂、反流

（中度）；全腹增强 CT：升结肠局部壁厚；胸部增强 CT：双肺下叶索

条及磨玻璃密度影，考虑慢性炎症。在内分泌科住院期间患者出现发

热，体温最高 38.4℃，无畏寒、寒战。复查血常规：白细胞 6.61×

10
9
/L，中性粒细胞 78.2%，血红蛋白 98g/L，于发热时抽血培养，共

2 套，之后给予头孢曲松 2g Qd 抗感染治疗，用药 48 小时后体温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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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2 套 4 瓶血培养均为牛链球菌 II 型，联系感染科会诊改为青霉

素 320 万单位 Q4h 联合依替米星 200mg Qd 静脉抗感染治疗，2 周后

停用依替米星。结肠镜检查：近阑尾口处有一个菜花样肿物；结肠肿

物病理：腺体高级别上皮内瘤变，局部疑有癌变。后转往我院感染科

继续应用青霉素治疗共 6 周，在抗感染 2 周及 4 周时复查血培养均阴

性，于感染科住院期间复查心脏彩超未见赘生物，病情好转出院，出

院诊断：感染性心内膜炎。嘱患者心外科及普通外科随诊。 

病例分析：关于菌血症的定义及血培养的抽血时机等内容，详见 2018

年 4 月 1 日《海河临床感染杂志》P26页。需要注意，两次血培养的抽

血时间间隔至少 30 分钟，才可避免由于暂时性菌血症造成的阳性假

象。 

罹患感染性心内膜炎的风险因子中，大多数感染性心内膜炎的产

生都必须先要存在各种导致心内膜损伤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暂时性

菌血症中的细菌才有机会在心脏瓣膜上繁殖形成赘生物。目前最常见

的引起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心脏瓣膜病变是心脏瓣膜脱垂。唯一例外的

是牛链球菌菌血症，它不需要心内膜损伤的风险因子就可导致感染性

心内膜炎。 

很多链球菌感染与一些特定的疾病都有相关性。在临床上，遇到

这些病原菌时要条件反射的想到与其相关的疾病。例如，血培养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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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绿色链球菌，再加上心脏瓣膜异常，要想到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可能

性。血培养长出牛链球菌，要注意感染性心内膜炎和结肠癌的关联性

是很强的，就如同此病例一般。血培养或脑脊液长出猪链球菌，要注

意脑膜炎，在中国大陆地区患者还会出现休克，是因为此菌被病毒侵

犯产生了毒素，患者常常因为病情危重而死亡；在香港或台湾，由于

猪链球菌不带毒素基因，脑膜炎通常不严重，也没有休克，但是远期

可能会出现耳聋及淋巴瘤的并发症。 

根据 Lancefield 血清学分类方法可将链球菌分成许多群，牛链

球菌属于 D 群链球菌。牛链球菌对青霉素类及头孢菌素类抗菌药物均

高度敏感，由其所致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治疗方案可以比照草绿色链球

菌。牛链球菌可以从人的粪便中分离出来，说明其可能是人体消化道

的定植菌。牛链球菌败血症或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患者常伴发肠道恶性

肿瘤（尤指结肠癌），牛链球菌菌血症和心内膜炎与结肠肿瘤性疾病

间的相关性也已经得到证实，因此当临床上遇到由牛链球菌引起的菌

血症或心内膜炎的病人若无禁忌都应当进行结肠镜检查。治疗方面，

除了抗感染，还需要外科对肠道的病灶进行处置。 

讨论：对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is，IE）的病理生

理机制研究已经发现 IE 的发展可能需要同时发生多个病理生理事件，

首先瓣膜表面因血液湍流或其他侵入性操作导致局部损伤，使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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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蛋白、纤维连接蛋白在局部沉积形成无菌定植物，同时由于粘膜

或皮肤等局部定植菌（或其他病原体）因损伤等因素突破屏障入血形

成菌血症，粘附并入侵到该无菌定植物，在病原体定植后，表面迅速

覆盖起含有纤维蛋白和血小板的保护鞘，从而产生有利于进一步细菌

繁殖和营养生长的环境。在上述过程中某些菌种易于粘附血小板、纤

维蛋白和纤维连接蛋白，即使菌量较小也可以致病
[1-2]

。 

    Hoppes 等
[3]
于 1974 年报道牛链球菌可以引起菌血症和 IE 后，在

1977 年 Klein 等
[4]
发现近 55.6%（35/63）的结肠癌患者肛拭子可以分

离到牛链球菌，而对照组仅有 10.5%（11/105）分离到牛链球菌，较

为系统的阐述了牛链球菌的定植与结肠肿瘤性疾病之间的相关性，并

推测结肠癌可能会促进牛链球菌的定植，而牛链球菌也可能在结肠产

生致癌物促进肿瘤生成。 

    此后有研究将分离到的牛链球菌按其能否发酵甘露醇而分成两个

生物型，即能发酵甘露醇的菌株称为牛链球菌 I 型，不能发酵甘露醇

的菌株称为牛链球菌 II 型
[5]
，而牛链球菌 I 型更易于粘附到细胞外基

质蛋白，如胶原蛋白、纤维连接蛋白和纤维蛋白等，而这些蛋白正是

IE 的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蛋白
[6]
。因此，根据临床经验，结肠癌患者常

常存在便潜血试验阳性的情况，这也正是肠道屏障破损的间接证据，

而结肠癌患者多有牛链球菌定植，牛链球菌穿透肠道破损的屏障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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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短暂菌血症的概率大大增加，如同时合并有瓣膜损伤则极易导致

IE 发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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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瓣膜心内膜炎一例 

李宝福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70 岁女性患者，因“间断活动后胸闷、喘息 16 年，

加重 1 天”入院。患者于入院前 16 年，出现活动后胸闷、喘息，休

息后可缓解，曾多次住院，诊断为“风湿性心病，二尖瓣狭窄，心律

失常，心房纤颤，心功能Ⅳ级”。15 年前在天津市胸科医院行二尖瓣、

三尖瓣置换术（均为金属瓣），术后坚持服药，可从事一般体力活动，

偶有心衰，给予对症治疗后可缓解。于入院前半年，逐渐出现进行性

加重的双下肢乏力。入院前 1 个月，出现双上肢乏力，曾住院检查，

未明确病因。入院前 1 天，胸闷、喘息加重，伴咳嗽、咳白色泡沫痰，

不能平卧，尿量减少，双下肢水肿加重，收入院。1 年前因左下肢动

脉血栓形成，在我院行血栓抽吸及股动脉、肾动脉支架植入术。入院

查体：T 37℃，BP 130/80mmHg。神清，口唇无发绀，颈静脉充盈；

双肺哮鸣音，双肺底可闻及湿性啰音；心率 96 次/分，律不齐，心音

强弱不等，二尖瓣及三尖瓣听诊区均可闻及金属开瓣音；腹软，肝于

右肋缘下 4cm 可及；双下肢水肿（+++）。入院诊断：风湿性心脏病，

二尖瓣、三尖瓣瓣膜置换术后等。入院后查血常规：白细胞 4.42×



  

2018,10,1 第三卷第四期 25 

 

10
9
/l，中性粒细胞 73.3%，血红蛋白 83g/L；PT-INR 3.34；NT-

proBNP 859pg/ml，血生大致化正常。胸部 CT：双肺水肿，双房增大

伴肺动脉高压，考虑心功能不全，二尖瓣三尖瓣致密影，开胸术后改

变；腹部彩超：下腔静脉及肝静脉扩张，符合淤血肝；心脏彩超：二

尖瓣、三尖瓣人工瓣膜置换术后，双房扩大，右心功能减低；下肢彩

超：左下肢动脉硬化伴多发斑块形成。入院后给予利尿、扩血管治疗，

患者症状明显缓解，测体温 37.5℃，抽取血培养，2 天后血培养报阳：

检出链球菌,给予静脉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抗感染治疗。4 天后血培

养：屎肠球菌（未见药敏），改为静脉万古霉素 1g，Q12h 抗感染。5

天后，血培养药敏回报：屎肠球菌，对万古霉素、替考拉宁耐药，利

奈唑胺敏感。调整抗生素为依替米星 0.2g 联合达托霉素 0.5g 静脉抗

感染。达托霉素使用 2 周左右，患者体温正常。因患者的血肌酐出现

轻度升高，将达托霉素减量至 0.35g 继续抗感染 2 周，肾功能恢复正

常，出院。出院后电话随访，患者无发热及乏力，复查血常规：血小

板及血红蛋白明显回升。 

病例分析：此患者 15 年前行二尖瓣、三尖瓣置换术，近半年来出现

了逐渐加重的心衰症状，无论发热与否，都要首先考虑感染性心内膜

炎的可能。心脏瓣膜置换与其他植入物一样，植入物的感染是以植入

物失能为主要表现，可以没有发热。此患者血培养阳性，则进一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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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了感染性心内膜炎诊断；若血培养阴性也应该考虑感染性心内膜炎

的诊断。有植入物的心脏易出现感染性心内膜炎，是由于手术造成了

术区血管的损伤及后期修复组织中血管的紊乱，细菌容易在此处着床。 

早发的人工瓣膜心内膜炎的致病菌与手术过程有关，多为手术中

带入的菌或是原本感染性心内膜炎的病原菌未清除干净残留所致，如：

表皮葡萄球菌、草绿色链球菌等。晚发的人工瓣膜心内膜炎的致病菌

与自体瓣膜的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致病菌一样，多为革兰氏阳性菌，如：

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屎肠球菌等。合并肝硬化者可有革兰氏阴

性菌的感染。 

此患者的治疗，应该使用高剂量青霉素联合庆大霉素，虽然此患

者的致病菌对青霉素耐药，但是联合庆大霉素就可以克服此菌对青霉

素的耐药机制。鉴于该医院无青霉素，所以选择了达托霉素，近年来

对达托霉素治疗 VRE 的研究，证实必须用到每公斤体重每日 9-10 毫

克才会比较有效。达托霉素不仅可以杀灭革兰氏阳性菌，亦可以穿透

生物被膜。而利奈唑胺因不能穿透生物被膜，故不能用于感染性心内

膜炎的治疗。达托霉素对左心及右心心内膜炎都应该有效，目前左心

心内膜炎的相关循证资料尚待补全。 

达托霉素的最小治疗剂量为 500mg/日，由于该患者治疗期间出现

了血肌酐的轻度升高，该医院便减量为每天 350mg 治疗，此种处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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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妥的。因为达托霉素引起的肌酐增高为一过性，不必以停药或减量

解决。任何一种感染性疾病，在治疗过程中都可能会出现药物的不良

反应，此时，要权衡该药物对于该疾病的治疗是否为不可替代的，其

次还要考虑到不良反应是主要还是轻微，综合上述两种因素，才能决

定下一步的处置。以抗结核药为例，如果治疗期间出现了皮疹，不应

该停药，皮疹可以加激素处理；抗结核药最大的副作用是肝功能损害，

如果治疗后肝功能比治疗前升高了 5 倍，才能考虑停药。使用复方新

诺明治疗时，如果出现了皮疹，则必须停药，因为继续使用会让过敏

反应逐渐加重并危及生命。艾滋病治疗期间，最忌讳更换抗病毒药，

因为更换药物后容易出现抗病毒药的耐药，最终导致治疗失败，患者

死亡。 

此患者的致病菌考虑来自肠道，经肠道入血，在植入的心脏瓣膜

周围着床，引起心内膜炎。 

讨论：人工瓣膜心内膜炎（prosthetic valve endocarditis,PVE）

是心瓣膜置换术后的一种严重并发症，是发生于人工瓣膜的一种复杂

的感染。 

传统上，以术后 2 个月为界，将 PVE 分为早期与晚期两种。早期

PVE 是由于手术时污染或术后短期内人工瓣膜的细菌移植，为院内感

染。其主要致病菌为凝固酶阴性的葡萄球菌，特别是表皮葡萄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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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金黄色葡萄球菌、革兰氏阴性杆菌或真菌（特别是念珠菌）等

也是早期 PVE 的常见致病微生物。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发现，发

生于术后 1 年以内的 PVE 的病原微生物谱基本相似，均是在院内获得

的。因此，目前的诊断标准把术后 1 年作为 PVE 的分期界限。 

晚期 PVE 为发生于术后 1 年以后，是指远隔脏器的感染病灶，如：

牙齿手术，皮肤感染病灶，胃肠道与泌尿系统的操作，皮肤损伤和间

歇性感染所致的菌血症引起人工瓣膜的感染。其生物学与社区获得性

自体瓣膜心内膜炎相一致，主要为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肠球菌

等革兰氏阳性球菌。其中，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占 15%。 

PVE 临床表现与自体瓣膜心内膜炎雷同：1.最常见的症状是发热

（94-97%）。人工瓣膜置换术的患者，在排除了其它发热原因外，必

须考虑 PVE 可能，应及时做多次血培养；2.新出现的心脏杂音，是由

于人工瓣膜的功能异常，如：狭窄，赘生物或瓣周漏，可引起心功能

衰竭，心源性休克，甚至死亡；3.新出现的心脏传导功能异常，因为

瓣周感染扩散到瓣环组织，侵犯二尖瓣与主动脉瓣间隔可引起传导阻

滞甚至压迫左冠状动脉主干，出现心绞痛，炎症扩散到心包，可引起

化脓性心包炎；4.动脉栓塞，瓣膜赘生物脱落可引起周围动脉血栓栓

塞，如：脑栓塞，皮肤瘀斑，Osler
,
结节、Janeway 病损以及 Roth 斑。

另外，栓塞肾动脉可引起血尿，栓塞脾动脉可引起脾脓肿。也可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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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肢动脉栓塞，眼底出血，蛛网膜下出血，肝肿大，贫血，反应性关

节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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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发热的感染性心内膜炎一例 

张弘 戈红雨 张燕平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52 岁男性患者，因“间断左下肢皮疹、疼痛 1 个月，

左手皮疹 1 天”入院。患者于入院前 1 个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左下肢胫

前区广泛散在皮疹，皮疹处红肿、压痛，无瘙痒，给予外用软膏及口

服头孢克肟后逐渐好转。7 天前再次出现左下肢红肿伴疼痛，行下肢

血管超声示：左下肢股总动脉、股浅动脉、腘动脉、足背动脉硬化伴

多发附壁斑块。1 天前，出现左环指近端指间关节掌侧软组织红肿、

疼痛，以“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收入我院血管外科住院。入院前 4

个月，曾因左下肢疼痛，在天津医院诊断为“左小腿肌肉撕裂伤”，

给予对症治疗后好转。入院查体：T 36.5℃，P 76 次/分，BP 120/80 

mmHg。神清；心率 76 次/分，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性杂音；

左环指近端指间关节掌侧软组织红肿，出血点样皮疹，压痛（图 1），

左下肢可见色素沉着。入院后查血常规：白细胞 8.59×10
9
/L,中性粒

细胞 71.1%，血红蛋白 104g/L；尿常规：潜血 1+，蛋白+；血生化：

球蛋白 44g/L，白蛋白 32g/L，余未见异常。风湿抗体+免疫全项：

IgG 2110mg/dl（751-1560），C 反应蛋白 1.9mg/dl，轻链 KAP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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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dl（629-1350），轻链 LAM 1150mg/dl（313-723），ANCA（-）；脂

蛋白相关磷脂酶 A2:285ng/ml（0-175）。双下肢 CT 血管造影：左侧股

浅动脉起始端瘤样扩张并动脉夹层，左侧股浅动脉与股深动脉起始段

动脉瘤并周围血栓形成；左手软组织超声：左手指掌面蜂窝组织炎。

给予左氧氟沙星静脉抗感染及改善循环治疗，4 天后左手症状缓解，

但是新出现右手掌侧面局部红肿，出血点样皮疹，压痛明显（图 2），

改为头孢西丁静脉抗感染，同时请感染科会诊。感染科建议：停用抗

生素 3 天，之后每天上午抽取 1 套血培养，共 3 天；建议查经食道心

脏彩超，结果回报：二尖瓣前叶增厚，收缩期脱向左房侧，其上可见

一大小约 9×6mm 中等回声不规则团块，随血流飘动，二尖瓣闭合不

良，可见中量反流信号。3 套 6 瓶血培养均为：缓症链球菌；降钙素

原定量<0.05ng/ml；血沉 60mm/h。诊断为感染性心内膜炎，转入心脏

外科，给予青霉素 320 万单位 Q6h 联合依替米星 300mg Qd 静点 2 周，

此后停用依替米星，单用青霉素，患者始终无发热，一般状态良好。

全麻下行二尖瓣置换+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术后血流动力学稳定，

顺利脱机，继续静脉给予青霉素 4 周，左下肢疼痛明显缓解，仅余左

踝内侧轻度不适，口服抗凝药物出院。建议血管外科随诊，必要时手

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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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病例分析：肢体末梢出现栓塞现象，常会被误认为是蜂窝组织炎。蜂

窝组织炎的细菌为外源性，通常都出现在创伤部位，非创伤部位的蜂

窝组织炎一定要考虑血管炎，血管分布于全身，所有部位均有可能发

生，不局限于创伤部位。血管炎又可分为栓塞与阻塞，阻塞通常不容

易好，例如糖尿病足,自体免疫血管炎。栓塞最常见于感染性心内膜

炎, 通常自己会好, 会重复出现在不同器官部位, 症状具有相当特异

性, 临床必须能够鉴别。感染性心内膜炎是标准的生物被膜疾病，赘

生物碎裂出去通常会有发热并产生栓塞，极少数患者仅有低热或者不

发热，可能由于致病菌毒力低或菌量小的缘故。感染性心内膜炎发生

栓塞事件时一般会有发热的，但是此患者反复发生末梢血管细菌栓塞

事件却没有发热症状，确实比较罕见。此时就需要临床医生仔细的为

患者查体，特别是心脏的听诊，心脏瓣膜有基础疾患，对于感染性心

内膜炎的诊断比菌血症的位阶更高；此外，理论上感染性心内膜炎的

菌血症是连续性菌血症，在任何时候抽取的血培养均可以长出细菌，

此患者在停用抗生素 3 天后，每天留取一套血培养，连续 3 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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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套 6 瓶全部长出缓症链球菌，更加证实了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诊断。 

    感染性心内膜炎的抗感染疗程要依细菌的特性来决定，不同的细

菌有不同的抗感染疗程，一定要依据指南完成。 

讨论：链球菌属是引起感染性心内膜炎的常见菌群之一，这早已成为

共识。然而链球菌属分类复杂，常见的按照溶血现象分类，包括ɑ溶

血性链球菌（草绿色链球菌、肺炎链球菌），β溶血性链球菌（化脓

性链球菌、无乳链球菌），γ溶血性链球菌（牛链球菌）；按照多糖抗

原分类（Lancefield），分为 A-H、K-V20 个组，其中 A 组最常见。草

绿色链球菌作为常见的 IE 致病菌，早年的分离率达 75%，近年来降至

20%，目前认为草绿色链球菌可分为四组，分别是：缓症链球菌组、

变异链球菌组、唾液链球菌组、咽峡炎链球菌组。缓症链球菌、血链

球菌和格式链球菌等同属于缓症链球菌组，多糖抗原分类对其并不适

用
［1］

，它是口咽部正常菌群，致病力弱，在抵抗力低下时可入侵机体，

感染多见于粒细胞缺乏、免疫抑制、化疗的病人
［2,3］

。缓症链球菌菌

血症的发生率 2.4/10
5
，死亡率 6-30%

［4］
，最终形成 IE 与不形成 IE 的

比例是 1.8：1，其亚型，葡聚糖阳性缓症链球菌，因为与牙釉质有更

强的粘附性，该比例是 3.3：1
［5］

。 

发热，尤其是长期发热，是提示 IE 的重要线索。一份以美洲为

主的多中心队列研究发现，在 2428 个有效病例中，以 38℃为界，出



  

2018,10,1 第三卷第四期 34 

 

现发热症状的比例是 96%
［6］

，说明不是每一个病人都会出现发热的症

状，这无形中更为 IE 的诊断增加了难度。在改良版 Duke 诊断标准里，

主要标准包括：导致 IE 的典型病原体血培养阳性或抗体滴度升高，

以及心内膜受累的依据，而发热（>38℃）放在次要标准中。2015 年

美国心脏学会（AHA）发布的科学声明还提到，尽管改良版 Duke 标准

参考了近年来 2000 多份病例的数据，但它的初衷是为了流行病和临

床试验人员使用方便，要想涵盖错综复杂的临床现象还是很困难的
［7］

。

IE 不发热的常见原因包括高龄、心衰、肾衰、终末期疾病以及不规范

使用抗生素
［5］

，其病原体有牛链球菌、唾液链球菌，缓症链球菌甚至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目前暂无学者对病原体构成做过系统研究。但是

Margaret 等研究发现，在小于 40 岁组，40-60 岁组，大于 60 岁组，

发热的病人比例只有 81.1%-87.3%，且年龄组之间并无差别
［8］

。该比

例大大低于美洲多中心研究项目中的数据，笔者认为，这可能与作者

所在医院是当地区域中心医院，患者病情普遍偏重，且样本量小相关。 

参考文献： 

［1］实用内科学. 陈灏珠,林果为.第 13 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2］Marron, A. et al. Serious complications of bacteremia caus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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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John EB, et al. Mandell,Douglas,and Bennetts,Principl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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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microbial therapy, and management of complications. ascienti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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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rgaret S, et al. Infective endocarditis: clinical features in 

young and elderly patien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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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瓣膜置换术后疑似外毒素致多脏器功能衰竭一例 

谢继庆 邢志俐 樊国亮 徐伟丽 

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65 岁女性患者，因“间断心前区不适 20 余年，加重

2 个月”入院。患者于入院前 20 余年间断出现心前区不适 ，3 年前

在我院住院，诊断为“二尖瓣狭窄”，对症治疗好转后出院。近 2 个

月上述症状于“感冒”后加重，夜间不能平卧，收入院。入院查体：

BP 134/59mmHg，P 88 次/分。神志清楚，口唇无发绀，肝颈静脉回流

征阳性；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啰音；房颤心律，98 次/分，

心尖部可闻及舒张期隆隆样杂音；双下肢轻度水肿。胸片：肺於血，

心胸比率 0.57；心脏彩超：二尖瓣瓣叶增厚钙化，开放明显受限，瓣

口面积 1.2cm
2
，收缩期可见少量返流，三尖瓣中到大量返流，肺动脉

压：43mmHg，LV：47mm，LA：51mm，RA：35mm，LVEF：45%；冠状动

脉造影：管腔无狭窄。入院诊断：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伴主动

脉瓣轻度关闭不全，心房颤动，心功能 III 级（NYHA 分级）等。入院

后给予强心、利尿及术前准备，于 2018 年 4 月 9 日行手术治疗。术

式：静吸复合全麻、浅低温、体外循环下，二尖瓣生物瓣置换（27#

牛心包）+三尖瓣成形（Key 氏）+双极电凝射频消融+左心耳封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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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时间 250 分钟，体外循环 110 分钟，主动脉阻断 86 分钟，术中输

血浆 600ml，冷沉淀 10u。术后转入 ICU，恢复窦性心率 70-80 次/分，

血压维持在 110-130/50-60mmHg；术后第 1 日脱离呼吸机，呼吸机应

用时间 14 小时，给予经鼻低流量吸氧，SO2 95%-99%，PaO2 90-105 

mmHg，意识清楚，自主进食水，进行康复训练，转入 ICU 39 小时后

转回普通病房。转出后 6 小时患者出现发热伴恶心、无尿，给予对症

治疗无效，转出后 11 小时体温升至 39℃，血压难以维持，补液及加

大肾上腺素剂量，血压维持在 70-80/40-50mmHg，仍无尿并出现烦躁，

立即转入监护室。患者意识清楚，半卧位，呼吸急促，口唇无发绀，

颈静脉充盈；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性啰音；房扑心律 130 次/

分；腹软，肠鸣音未闻及；末梢皮温低，双下肢无水肿，足背动脉未

触及。心电图：心房扑动 2:1 下传，心率 130 次/分；心脏彩超：术

后室间隔及左室壁节段性运动减低，下腔静脉随呼吸有变异，LV：47 

mm，LA：48mm，RV：30mm，RA：30mm，LVEF：32%；胸片：肺淤血；

血常规：白细胞 21.5×10
9
/L；C 反应蛋白 136.4mg/L；降钙素原定量

2.5ng/ml；Tni 12.00ng/ml；肌酐 356umol/L；谷丙转氨酶 5080U/L，

谷草转氨酶 18240U/L，总胆红素 90.2umol/L。考虑心脏手术后低心

排血综合征，肾功能衰竭，肝功能衰竭，感染？给予 IABP 辅助循环，

多巴胺、肾上腺素及脑钠肽强心改善循环；适度补液，CRRT 清除体内



  

2018,10,1 第三卷第四期 38 

 

代谢产物；美罗培南联合万古霉素抗感染；变温毯控制体温等。治疗

4 天，多巴胺 2-4ug/kg/min,心率 80-90次/分，血压 110-130/50-60 

mmHg,CVP 6-8mmHg,仍无尿。转氨酶逐渐下降，总胆红素上升至 234.5 

umol/L；术后第 6 天查腹部彩超：胆囊不大，壁稍厚、欠光滑，胆囊

腔内充满不均匀强回声点；肝内胆管未见扩张，胆总管不宽，门静脉

不宽。术后第 11 天，患者 24 小时尿量约 200ml，查血常规：白细胞 

6.6×10
9
/L；术后第 12 天凌晨患者出现腹胀、恶心、呕吐伴发热，最

高体温 38.5℃，查血常规：白细胞 13.6×10
9
/L；总胆红素 316.3 

umol/L ，直接胆红素 239umol/L。急查腹部彩超：肝外胆管扩张，

直径 0.7cm；胆总管堵塞，直径 3.3cm；胆囊扩张，5cm×10cm，肝内

胆管无扩张。考虑：胆结石，急性化脓性胆管炎。立即给予 ERCP，镜

下见近端胆总管被泥沙样结石堵塞，可见黄色脓液涌出，解除梗阻，

置入胆管引流管。给予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联合替硝唑、生长抑素、

禁食水、保肝、间断血液净化治疗。经治疗 10 天，尿量维持在 1000 

ml/d,可经口进食，胆红素逐渐下降至正常，胆囊缩小至 3cm×5cm，

出院。出院诊断：风湿性心脏病，二尖瓣置换术后，三尖瓣成形术后，

房颤射频消融术后，左心耳缝闭术后，心脏手术后低心排血综合征，

急性肾功能衰竭，肝功能衰竭，急性化脓性胆管炎等。 

病例分析：该患者心脏瓣膜置换术后第三天出现高热伴早期休克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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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器功能衰竭，首先要从手术角度来寻找发热的原因，明确是否存在

手术部位感染。手术部位感染包括表面切口感染、深部切口感染、器

官或腔体感染，该患者后续的临床已经证实没有深部切口、器官或腔

体感染，考虑可能为表浅切口局部有产毒素的阳性菌感染（菌量低，

但是有毒素入血），特别是产气荚膜梭菌这一类的厌氧菌的可能性更

大。如果诊断成立，应该究责皮肤消毒不良。 

发热伴早期休克及多脏器功能衰竭，大多数是因为感染了医院外

产毒素的革兰氏阳性菌所致，如金黄色葡萄球菌、A 族链球菌、产气

荚膜梭菌等。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毒素强，往往只需要极少的菌量便可

产生大量的毒素释放入血，而临床上血培养却常常长不出细菌，梭菌

与金葡菌有相似之处。由于菌量极少，抗感染治疗会很快把致病菌杀

灭，毒素也会随之相应的逐渐减少，患者的休克才能很快纠正，但是

毒素导致的多脏器损害却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逐渐恢复。该患者出现

高热伴早期休克及多脏器功能衰竭后经积极抗感染及对症支持治疗，

休克很快得以纠正恰恰印证了此推断；患者后续发生急性化脓性胆管

炎的原因，也是由于感染早期的外毒素释放，导致肝细胞及胆道受损

所致。 

发热伴中后期休克及多脏器功能衰竭，常常见于革兰氏阴性菌感

染，是由于革兰氏阴性菌的内毒素所致。而急性多脏衰不伴发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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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中毒所致。 

目前，毒素感染很难证实，只能从临床症状来推断，如果想证实

毒素是致病因素，需要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毒素并把毒素进行动

物实验。所以，诊断非常困难。目前，针对毒素的治疗也只能是综合

对症治疗，如果临床推测是产毒素的阳性菌感染，可以考虑利奈唑胺

治疗，因为毒素的本质是蛋白质。 

讨论：某些革兰氏阳性细菌（如金黄色葡萄球菌、A 族链球菌、某些

梭菌等）会产生外毒素，我们以目前研究比较清楚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为例，来阐述外毒素在感染过程中扮演的角色。 

金黄色葡萄球菌可定植于 30-50%的健康成人和儿童的前鼻孔、皮

肤、阴道和直肠
[1]
。该菌能在组织内繁殖并产生数种引起炎症和脓肿

的酶。许多菌株可产生外毒素，导致 3 种相关综合征：1.食物中毒，

由摄入的肠毒素引起；2.烫伤样皮肤综合征，由剥脱毒素引起；3.中

毒性休克综合征(toxic shock syndrome, TSS)，由中毒性休克综合

征毒素-1(toxic shock syndrome toxin-1, TSST-1)和其他肠毒素引

起
[2]
。因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外毒素是超抗原，所以它可引起疾病，

这类外毒素能够一次激活大量的 T 细胞，导致大量的细胞因子产生。

在典型的 T 细胞识别中，抗原被抗原递呈细胞摄取、处理、与Ⅱ类主

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α

http://www.uptodate.com/contents/zh-Hans/staphylococcal-toxic-shock-syndrome/abstract/1
http://www.uptodate.com/contents/zh-Hans/staphylococcal-toxic-shock-syndrome/abstract/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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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β 链形成的凹槽结合形成复合物并表达于细胞表面，从而可被抗

原特异性 T 细胞受体识别。相比之下，超抗原并不需要抗原递呈细胞

的处理，而是直接与Ⅱ类 MHC 分子的恒定区相互作用。研究发现

TSST-1 毒素的 β1/β2 和 β3/β4 袢内的两个区域对结合Ⅱ类 MHC 非

常重要
[3]
。超抗原-MHC 复合物随后与 T 细胞受体 β 链的可变区(V)相

互作用。因此，β 链可变区被识别的所有 T 细胞均会受到刺激
[4]
。激

活的 T 细胞随后释放大量 IL-1、IL-2、TNF-α、TNF-β 及 IFN-γ，

从而引起 TSS 的症状和体征。IL-1 是一种内源性致热原，因此可导致

TSS 相关的高热。 

正常情况下，细菌毒素入血后由肝脏 Kupffer 细胞以“胞饮”方

式摄取，在肝脏内经一系列化学修饰后在肝细胞内降解，肝脏受损时

大量毒素无法清除，引起与中性粒细胞、单核吞噬细胞等固有免疫细

胞表面受体结合，激活细胞质内的 NF-kB，活化的 NF-kB 向细胞核转

移，诱导 IL-1、TNF、INF-γ、趋化因子受体、诱导性一氧化氮合成

酶（iNOS）等多种炎症因子表达，损害机体的组织细胞
[5]
，如损伤细

胞的 DNA 及线粒体的氧化呼吸功能，引起糖酵解障碍；降解细胞间质

成分，加重细胞的无氧环境，引起细胞水肿，损伤重要脏器功能，导

致多脏器功能衰竭（MOF）。细菌毒素也可以诱导内皮细胞表达细胞间

粘附因子、血管内皮细胞粘附因子等，诱导炎性细胞浸润，这些介质

http://www.uptodate.com/contents/zh-Hans/staphylococcal-toxic-shock-syndrome/abstract/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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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再次激活 Toll 家族受体细胞（Toll-like receptor，TLRS），产

生“细胞因子风暴”的放大效应，引起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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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ed risks. Clin Microbiol Rev 1997; 1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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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treptococcal superantigen exotoxins. Clin Microbiol Rev 2013; 

26:422. 

[3] Stone RL, Schlievert PM. Evidence for the involvement of endoto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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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期发热咽痛为临床表现的大动脉炎一例 

李冬生 

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34 岁女性患者，因“发热伴咽痛、咳嗽 1 个月”入

院。患者于入院前 1 个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体温最高达 39.5℃，

伴咽痛、干咳、乏力，就诊于我院门诊，首诊为“上呼吸道感染”，

给予头孢丙烯、洛索洛芬钠片口服一周，无效。1 周后复诊，仍发热、

咽痛、咳黄痰，查胸 CT：右肺中叶感染性病变，纵隔淋巴结增大；血

常规:白细胞 5.15×10
9
/L，中性粒细胞 73.3%，血红蛋白 89g/L；C 反

应蛋白 101mg/L。给予头孢丙烯联合莫西沙星口服 2 周，发热及咽痛

仍无好转，复查胸 CT：右肺中叶及左肺上叶舌段多发索条，考虑慢性

炎症，纵隔增大淋巴结；甲状腺彩超：未见异常；复查血常规：白细

胞 9.38×10
9
/L，中性粒细胞 84.5%，血红蛋白 91g/L；C 反应蛋白

115.83mg/L，为求进一步治疗收入院。入院查体：T 37.6℃， P 110

次/分，R 27 次/分，BP 114/73mmHg。神志清楚；轻度贫血貌，全身

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咽部无充血，双侧扁桃体无肿大；甲状腺区

无压痛；心肺腹无明显阳性体征。初步诊断：发热原因待查 咽喉炎？

甲状腺炎？自身免疫病？入院后查血常规：白细胞 10.22×10
9
/L，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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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粒细胞 82%，血小板 553×10
9
/L，血红蛋白 80g/L；C 反应蛋白 126 

mg/L；降钙素原定量 0.15ng/ml；血沉 116mm/h；游离甲功未见异常；

血生化大致正常；肿瘤全项中 FER 412.5ng/ml,余无异常；免疫全项+

风湿抗体：IgG 17.8g/L，IgA 4.38g/L，抗核糖核蛋白/史密斯抗体

（+），ANCA（-）,余未见异常；肺炎支原体抗体、军团菌抗体、结核

抗体均阴性。心脏彩超：未见瓣膜赘生物；颈部 CT、全腹 CT：无明

显阳性发现。患者经静脉莫西沙星抗感染治疗 1 周，仍有发热及咽痛，

行喉镜检查，考虑喉炎，给予静脉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 100mg QD 静

脉治疗 5 天，体温正常，咽痛及咳嗽明显减轻，复查 C 反应蛋白

33.48mg/L；复查甲状腺 B 超：左侧颈总动脉壁增厚性质待查。请风

湿免疫科会诊，查体发现患者右桡动脉搏动弱，右颈动脉区可闻及 2

级收缩期杂音，考虑大动脉炎可能性大，建议行颈部血管超声及颈部

CTA 并给予静脉甲强龙 80mg QD×5 天。查头+颈部 CTA：未见明显异

常；左颈部血管超声：左侧颈总动脉壁增厚，性质待查；左上肢血管

超声：左上肢血管未见明显异常。患者经上述治疗 15 天，体温始终

正常，无咽痛及咳嗽。静脉甲强龙减量至 40mg QD，复查血常规：白

细胞 13.87×10
9
/L、中性粒细胞 73%，血小板 364×10

9
/L，血红蛋白

117g/L；C 反应蛋白 0.7mg/L；血沉 15mm/h。激素减量为甲泼尼龙

32mg QD，出院。此后患者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风湿科，诊断为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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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炎。 

病例分析：这是一个长期发热的年轻女性，最终诊断为大动脉炎，是

非感染性疾病。从这个病例，我们要学习长期发热伴咽痛的鉴别诊断

思路。鉴别诊断之一：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典型的临床表现是发

热、咽峡炎、淋巴结肿大，由于 EB 病毒是嗜肝病毒，转氨酶会增高；

外周血单核细胞增多，并出现异型淋巴细胞；确诊需要查血的 EBV 抗

体。鉴别诊断之二：亚急性甲状腺炎，甲状腺区会有轻压痛，游离甲

功提示甲状腺机能亢进亢，ECT 提示甲状腺功能弥漫性减低。其他还

要注意韦格纳肉芽肿、糖尿病合并毛霉菌感染。发热同时伴上呼吸道

症状、肺炎，还需要考虑衣原体感染，但是衣原体感染是传染病，会

有感染暴发出现。 

该患者住院期间多次查血沉及 C 反应蛋白明显升高，但是查体、

化验及影像学检查均未发现感染病灶，此时应该注意自身免疫性疾病

引起的炎症指标增高。在复查甲状腺 B 超时无意中发现左侧颈总动脉

壁厚，请风湿免疫科医生会诊，仔细查体发现左侧颈动脉区有血管杂

音，最终才有了诊断的线索。所以，作为一名感染科医生，一定要有

扎实的内科查体基本功，在收治长期发热患者时，全面仔细的体格检

查往往是发现发热病因的关键环节。  

大动脉炎好发于年轻女性，如果发生于中老年人，需要警惕感染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7960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00952&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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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动脉瘤的可能性。 

讨论：大动脉炎是指主动脉及其主要分支和肺动脉的慢性非特异性炎

性疾病。其中以头臂血管、肾动脉、胸腹主动脉及肠系膜上动脉为好

发部位，常呈多发性，因病变部位不同而临床表现各异。可引起不同

部位动脉狭窄、闭塞，少数可导致动脉瘤。本病多发于年轻女性。男

女之比是 1：8，发病年龄多为 20-30 岁。亚洲人群发病率高，有“东

方美女病”之称。血沉及 C 反应蛋白明显升高，为本病炎性病变活动

的重要指标。本病的病因不清，病理可分为 3 型，即肉芽肿型、弥漫

性炎变型、纤维化型。典型临床表现者诊断并不困难。40 岁以下女性，

具有下列表现一项以上者，应怀疑本病：1.单侧或双侧肢体出现缺血

症状，表现动脉搏动减弱或消失，血压降低或测不出；2.脑动脉缺血

症状，表现为颈动脉搏动减弱或消失，以及颈部血管杂音；3.近期出

现的高血压或顽固性高血压，伴有上腹部二级以上高调血管杂音；4.

不明原因低热，闻及背部脊柱两侧、或胸骨旁、脐旁等部位或肾区的

血管杂音，脉搏有异常改变者；5.无脉及有眼底病变者。大动脉炎是

一种全身性疾病，应该以内科治疗为基础，外科只治疗因该病引起的

血管病变。1.内科治疗原则：（1）抗炎治疗，有效控制感染有利于

阻止病情发展；（2）激素，对早期或活动期患者效果较好，短期内

改善症状，多口服强的松、地塞米松等；（3）免疫治疗；（4）扩血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627650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791898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569868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490258&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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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药物，以改善脑和肢体血运；（5）抗血小板药物，拜阿司匹灵等；

（6）抗高血压药物，本病对一种降压药物效果不佳，需要两种以上

药物合并应用。2.经皮腔内血管成形术：目前已应用于肾动脉狭窄及

腹主动脉、锁骨下动脉狭窄等，获得较好的疗效。球囊扩张应用较广

泛，但支架植入由于动脉炎的特点，需慎重应用。3.手术治疗：手术

原则是在脏器功能尚未丧失时进行动脉重建。 

参考文献： 

［1］多发性大动脉炎发病机制研究进展[J].王梅英,张源潮.现代免疫学.2009 

(03) 

［2］以呼吸困难起病的多发性大动脉炎 1例[J].李彦,顾承东.中日友好医院学

报.2010(05) 

［3］彩色多普勒超声对 10例大动脉炎的诊断分析[J]. 刘春凤,邹辉,徐敏.牡丹

江医学院学报.2010(01) 

［4］以反复右侧肢体乏力为首发表现的多发性大动脉炎一例[J]. 江红亮,罗杰

峰.中华临床医师杂志.2009(06) 

［5］Takayasu arteritis:clinical features in 110 Mexican Mestizo 

patients and cardiovascular impact on survival and prognosis. Soto 

ME,Espinola N,Flores-Suarez L F,Reyes P A.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heumatology .2008. 

［6］Takayasu’s arteritis: an update on physiopathology. Arnaud,L, 

Kahn,JE,Girszyn,N,Piette,AM,Bletry,O.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l 

Medicine .2006.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6566891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037826&ss_c=ssc.citiao.link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SHMY200903020&dbcode=CJFQ&dbname=CJFD2009&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ZRYH201005022&dbcode=CJFQ&dbname=CJFD2010&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MDJB201001032&dbcode=CJFQ&dbname=CJFD2010&v=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ZLYD200906029&dbcode=CJFQ&dbname=CJFD2009&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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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一例 

张欣蕊  吴晓妹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67 岁女性患者，因“发热伴咳嗽、咳痰 6 天”入院。

患者于入院前 6 天受凉后出现发热，体温最高达 39.4℃，伴畏寒、咳

嗽、咳粘痰，痰中带血；伴喘息，不能平卧；伴恶心、呕吐，呕吐物

为胃内容物，就诊于我院急诊，查血常规：白细胞 9.61×10
9
/L，中

性粒细胞 91.8%；血气分析：pH 7.522，PaCO2 24.2mmHg，PaO2 43.7 

mmHg，SaO2 85.4%；降钙素原定量 7.89ng/ml；胸 CT：双肺团状高密

度影伴多发空洞（图 1）。给予静脉头孢地嗪 2g Bid 抗感染 3 天，无

好转，改为莫西沙星 0.4g 静脉治疗 2 天，间断甲强龙 80mg 解痉平

喘治疗，患者症状仍无缓解，为进一步诊治收入院。既往因胆结石行

胆囊切除术。入院查体：T 36.4℃，P 102 次/分，R 25 次/分，

Bp150/74mmHg。神清，半卧位，球结膜无水肿，口唇发绀；双肺可闻

及干湿性罗音；心率 102 次/分，律齐，未闻及病理性杂音。入院诊

断：肺炎，I 型呼吸衰竭。入院后 2 次血培养阴性，T-spot、G 试验

均阴性；先后给予头孢噻利 1.5g  q12h 联合莫西沙星 0.4g 静脉抗感

染治疗 3 天，无效，改为美罗培南 1g q8h 联合莫西沙星静脉抗感染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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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间断甲强龙 40mg 静脉对症治疗，患者喘憋、咳痰症状略有好转，

但体温仍在 38.3℃左右。此后，患者痰培养 2 次均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加用利奈唑胺 0.6g q12h 静脉抗感染，继续联合美罗培南、莫西沙星

治疗，患者体温逐渐下降至正常，复查胸 CT：空洞增多（图 2）。经

利奈唑胺治疗 2 周，病情好转出院。 

 

图 1 

 

图 2 

病例分析：肺炎的鉴别诊断首先要区分是肺泡型肺炎、支气管肺炎还

是间质性肺炎。肺泡型肺炎是重病，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伴痰多，通

常氧合是正常的；间质性肺炎的主要表现是喘憋、氧合下降，少见咳

嗽、咳痰；支气管肺炎的临床表现是咳嗽、痰多，但是症状比肺泡型

肺炎要轻。该患者不仅有发热、咳嗽、咳痰，同时还有咯血及早期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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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低，应该考虑有肺间质侵犯；两次痰培养均为金黄色葡萄球菌，曾

先后给予头孢菌素、美罗培南及莫西沙星治疗，无效，改为静脉利奈

唑胺治疗后病情好转，结合患者的胸 CT 上有双肺外带多发的结节伴

空洞形成，因此，考虑诊断为原发性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 

金黄色葡萄球菌通常寄居在正常人的鼻腔和皮肤等处，由于人体

的免疫机制及金葡菌自身的生物学特性，金葡菌通常不太容易经由呼

吸道入侵而导致肺部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人体的方式通常为血

行：原本在人体鼻腔或皮肤表面的金葡菌，经由人手带至皮肤粘膜的

破损处，先入血，再进入器官；进入肺部通常表现为肺下叶、近胸膜

处多发炎性病灶伴空洞（实质是间质性肺气肿）、胸腔积液等，此种

金葡菌肺炎为血行播散的继发性肺炎，血培养通常是阳性。还有一种

原发性金葡菌肺炎，是指金葡菌经由气道入侵，最常见于甲流同时伴

发的金葡菌肺炎。它通常发生在甲流感染的差不多时间，是由于甲流

病毒破坏了呼吸道粘膜上皮，金葡菌直接经破坏的粘膜上皮播散至肺

间质，后续再经左心进入体循环，由于菌量少及肺部空间大，血培养

阳性的几率并不高。该病例 2 次痰培养均为金黄色葡萄球菌，但是血

培养为阴性，如果可以检测到肺间质有金葡菌，这就是一个确诊的好

病例。推测该患者在金葡菌肺炎之前有流感病毒或非典型病原体感染

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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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血行播散还是气道入侵的金葡菌肺炎，在肺部的影像学表

现是完全一致的。病毒性肺炎造成的间质破坏无法修复；金黄色葡萄

球菌肺炎造成的间质性肺大泡改变在治疗后可以完全吸收恢复。 

痰培养中出现金黄色葡萄球菌，是否为肺炎的致病菌，取决于对

肺炎的判读：当肺部有金葡菌肺炎典型的影像学表现时，此痰培养才

有意义。  

讨论：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一种致病力较强的革兰氏阳性菌，广泛存在

于自然界中，可以引起多种部位感染，金葡菌肺炎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引起的急性化脓性肺部感染，近年来随着发病率及致死率的上升越来

越受到重视。金葡菌肺炎根据感染途径不同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

前者比较少见，多为吸入性，多于流感病毒感染后发生，近年来研究

显示，流感病毒感染可引起肺组织结构和上皮细胞的破损，这种破损

会导致细菌潜在的粘附位点暴露，并损伤呼吸道清除细菌的能力，从

而使金葡菌能更好的粘附于流感病毒感染后的上呼吸道粘膜上。在流

感病毒感染过程中，Th2 免疫反应和调节性 T 细胞的细胞因子异常表

达亦可影响机体对金葡菌的易感性
[1]
。继发性金葡菌肺炎比较多见，

多继发于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血症或败血症，这类患者常存在免疫功能

低下、皮肤软组织感染、合并糖尿病等基础疾病或气管插管、动静脉

穿刺、机械通气、血液净化等侵袭性操作
[2]
。其发病机制与金葡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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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的多种毒素和毒力因子有关，如溶血毒素、杀白细胞毒素

( panton-valentine leuko-cid，PVL)、中毒性休克毒素-1( toxic 

shock syndrome toxin，TSST-1)、金黄色葡萄球菌肠毒素、凝集因

子 A 等。近年来 PVL 和 TSST-1 在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的肺炎研究中

日益受到重视
[3]
。金葡菌肺炎临床表现多有寒战、高热、咳嗽、咳粘

稠黄脓痰或脓血痰、呼吸困难、胸痛和发绀等，血常规白细胞及中性

粒细胞百分比升高，胸部 X 线可表现为多部位肺实变、不同大小的脓

肿，并迅速出现空洞
[4]
。在金葡菌肺炎的治疗上，除万古霉素以外的、

常用的理论上认为敏感的抗生素如红霉素、氨苄西林、环丙沙星、青

霉素、头孢唑啉等均有较高的耐药率
[5]
。本文中所培养出的金黄色葡

萄球菌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替考拉宁等药物均敏感，但近年来有

文献报道出现万古霉素减敏的菌株
[6]
，并且研究显示在治疗肺部感染

时，利奈唑胺的疗效明显优于万古霉素
[7]
，故考虑利奈唑胺更适用于

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的治疗。 

参考文献： 

［1］梁媛，王立贵，邱少富，等.流感病毒与金黄色葡萄球菌共感染致病机制研

究进展[J].2017.41(5):406-408. 

［2］苏冬梅.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患者的临床分析[D].安徽：安徽医

科大学，2017. 

［3］管程程，于美美，高伟，等.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致病和耐药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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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者肺孢子菌肺炎一例 

顾剑玲   

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 

 

病例报告：一名 55 岁女性患者，因“发热伴咳嗽、咳痰、憋气 2 天”

入院。患者于入院前 2 天受凉后出现发热，体温最高达 39℃，伴咳嗽、

咳黄痰，伴憋气、心慌，在外院查胸 CT（图 1）：双肺多发磨玻璃密

度影及小斑片状高密度影，考虑双肺炎症，左肺上叶舌段局限性不张；

为进一步诊治收入院。肾功能衰竭病史 9 年；肾移植术后 6 年，目前

口服普乐可复、雷公藤多甙、泼尼松治疗。入院查体：神志清楚，口

唇无紫绀；双肺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率 90 次/分，律齐。查血常规：

白细胞 6.74×10
9
/L，中性粒细胞 78.5%，血红蛋白 93g/L，血小板

352×10
9
/L；血气分析(吸氧 3L/min)：pH 7.45，PaCO2 38mmHg，PaO2 

65mmHg，SO2 93%；给予左氧氟沙星 500mg Qd 静脉抗感染治疗。患者

憋气加重，安静状态下也出现憋气，复查血气分析(吸氧 6L/min)：pH 

7.44，PaCO2 39mmHg，PaO2 61mmHg，SO2 90%，复查胸 CT：双肺纹理增

多、粗乱、模糊并可见多发散在斑片状磨玻璃影及实变影（图 2）， 

1,3-β-D-葡聚糖试验 437.6pg/ml，半乳甘露聚糖试验＜0.1ug/l，诊

断考虑为肺孢子菌肺炎，I 型呼衰，给予复方磺胺甲噁唑 0.96g Q6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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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联合莫西沙星 400mg Qd 静脉治疗。患者症状好转，咳嗽、咳

痰减轻，体温降至正常。复查血气分析(吸氧 5L/min)：pH 7.41，

PaCO2 38mmHg，PaO2 94mmHg，SO298%，3 周后复查胸 CT：双肺多发散在

斑片状磨玻璃影较前吸收好转（图 3）。患者住院治疗 1 个月症状好转

出院。 

 

图 1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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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分析：肺孢子菌肺炎（PJP)的风险因子主要是罹患艾滋病、长期

使用糖皮质激素。这个病例的临床症状、胸部 CT 特点及治疗反应均

符合肺孢子菌肺炎，尽管没有病原学证据，临床仍考虑此诊断。 

这是个器官移植后发生的 PJP，PJP 与器官移植本身无关，与器

官移植后使用的免疫抑制剂有关。器官移植后发生的疾病多是供体器

官本身带来的疾病，移植术后使用免疫抑制剂也会出现很多伺机型感

染。如风湿免疫病患者使用的新一代免疫抑制剂具有抗炎的作用，目

的都在减少激素的免疫抑制不良反应，通常较少合并肺孢子菌肺炎；

而长期使用激素者，却常常罹患肺孢子菌肺炎。 

肺孢子菌在环境中普遍存在，每个人的肺组织内也存在，我们曾

经认为 PJP 是因为罹患艾滋病或者使用激素后的原地再发，使用复方

磺胺治疗的效果应该很好，不该产生耐药。而现在 PJP 患者使用复方

磺胺治疗的效果却越来越差，由于原地再发的菌产生耐药的可能性不

大，所以我们猜测有可能是感染了新的肺孢子菌，这就需要我们做分

子生物学研究来判断以前的感染菌株与现在的感染菌株的基因是否一

致。         

证实肺孢子菌是新的感染并不容易，需要用以前的菌株和现在的

菌株进行分子生物学比较。若是外来的菌株，菌株会受到外界的影响，

可能会导致菌株变异；如果新感染的肺孢子菌是从体外来的，新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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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还需要预防措施。这是个需要研究的课题，这个研究对于解释肺孢

子菌是否会产生耐药及 PJP 是新的感染还是再发感染非常重要。  

讨论：肺孢子菌广泛存在于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的肺组织内，通过空气

飞沫传播，健康人多为隐性感染，当宿主出现免疫力低下时，处于潜

伏状态的病原菌大量增生，在肺组织内扩散引起弥漫性肺泡损害，发

生肺孢子菌肺炎
[1]
。肺孢子菌肺炎是免疫抑制患者，特别是恶性肿瘤、

器官移植和艾滋病患者严重和致命性的机会性肺炎；接受糖皮质激素

和免疫抑制剂治疗，容易出现机会性感染。非 HIV 患者 PJP 发生率在

0.01%-1.10%，主要见于血液系统肿瘤、器官移植后和自身免疫疾病

使用激素和细胞毒性药物治疗继发免疫功能受损的患者
[2]
。近年来随

着器官移植和免疫抑制剂的广泛应用，使得移植术后 PJP 的发病明显

增加，发病率在肾移植为 2%-11%，在肝移植为 3%-20%，在心肺移植

可高达 88%，发病主要在术后 3-6 个月
[3]
。PJP 的临床表现不具有特异

性，患者早期多为发热、干咳，咳痰少，伴有胸闷、气短，可出现进

行性呼吸困难，病情进展迅速，易发生 ARDS，病死率极高。患者痰液

中病原菌检出率较低，且因肺孢子菌不能在体外培养，确诊 PJP 需要

在肺组织或下呼吸道分泌物标本中检出肺孢子菌的包囊和滋养体
[4]
，

但支气管肺泡灌洗、支气管穿刺活检、肺组织活检等检查方法为侵袭

性检查，患者多不能耐受，使 PJP 确诊机会减少。影像学尤其是高分



  

2018,10,1 第三卷第四期 58 

 

辨胸 CT 对该病诊断有一定帮助，PJP 急性期影像学特征主要表现为两

肺肺门对称分布的弥漫性磨玻璃为主的肺实质病变，经治疗后病变可

以吸收
[5]
。目前，PJP 已不属于少见病，随着免疫缺陷患者的增多，

临床治疗肺孢子菌肺炎的任务十分艰巨，临床医生应高度重视，做到

早期诊断，及时治疗，以降低肺孢子菌肺炎的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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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衰竭合并真菌性眼内炎一例 

张文涛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32 岁男性患者，因“纳差伴尿色加深 1 月，发热 10

天，右眼视物模糊 4 天”入院。既往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病史。患者

于入院前 1 月无明显诱因出现纳差，饭量减少了 2/3，乏力，尿色如

浓茶样，无畏寒、发热，无恶心、呕吐等不适，在当地医院住院，查

肝功能：谷丙转氨酶 2125 U/L，谷草转氨酶 1116 U/L，总胆红素 295 

umol/L，直接胆红素 221umol/L；凝血功能：PT 24.5 S；乙肝五项：

乙肝表面抗原、E 抗原、核心抗体阳性；HBV-DNA 定量 2.31×10
4
拷贝

/ml；腹部超声：肝弥漫性病变；诊断为慢加急性肝衰竭、慢性乙型

病毒性肝炎。给予保肝降酶退黄、抗病毒、人工肝等治疗后黄疸逐步

消退，症状好转出院。2 周前，患者突发上腹部剧痛，在急诊查腹部

CT：腹腔游离气体、少量积液；剖腹探查证实胃穿孔，行胃穿孔修补

+腹腔冲洗引流术，术后给予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抗感染。入院前

10 天（术后 4 天）患者出现发热伴腹痛，体温最高 38.6℃，伴畏寒、

寒战，腹腔穿刺液培养：碳青霉烯耐药的肺炎克雷伯杆菌，改为静脉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联合头孢吡肟抗感染治疗 3 天，腹痛好转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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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断发热，体温波动在 38℃左右。入院前 4 天，患者出现右眼视物模

糊，快速进展至仅有光感，转入我院住院。查眼科 B 超：玻璃体大量

炎性浑浊伴机化，眼科考虑“眼内炎”。玻璃体穿刺取得黄色脓液，

送检涂片及培养，涂片发现丝状真菌；脓液培养：烟曲霉。给予右眼

玻璃体腔穿刺抽脓及药物注射（伏立康唑 100ug/0.1ml，阿米卡星

200ug/0.1ml）并行“右眼玻璃体切割术”，术后患者发热逐步好转，

视力较前有所恢复，好转出院，出院后继续口服伏立康唑。 

病例分析：对于碳青霉烯耐药的肺炎克雷伯杆菌，耐药机制为高阶耐

药，治疗上绝对不能再选择β-内酰胺类药物，可以更换另外一个族

群有效的药物治疗即可（如：替加环素或多粘菌素），由于完全绕过

耐药机制，单药治疗即可，不需要联合治疗。 

该患者还合并了真菌性（曲霉菌）眼内炎，由于患者没有外伤及

眼部手术史，考虑是血行播散所致。由于抗菌药物进入眼内的量极低，

所以眼内炎的治疗应该比照脑脓肿，以外科清创为主，眼内注射其次，

最后是全身性抗感染治疗。曲霉菌为经由呼吸道进入人体的真菌，只

有在肝移植、干细胞移植及白血病或恶性肿瘤化疗后的粒缺伴发热患

者才有机会发生血管侵犯，肝脏衰竭者也有机会发生。肺及肝脏是人

体最大的两个过滤器，肝脏主要过滤肠道的菌群，当上述四种疾患存

在时，肝脏功能受损，真菌会逃过肝脏的过滤而进入肝脏或其他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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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念珠菌播散最常见，曲霉菌感染也可见于这四类人群。 

以往，呼吸道曲霉菌感染的治疗要视患者的临床症状及病原学结

果综合考虑，而肝衰患者考虑曲霉菌血管侵犯（包括眼内炎）时，需

要立即重锤猛击的治疗。肝脏衰竭的程度、体温的高低，哪一种才是

提示需要抗真菌重锤猛击的要素，这需要我们去收集大量的研究数据，

最终制定出相应的指南。 

眼内炎的病原学诊断非常重要，必须要通过眼内穿刺抽脓或手术

取出组织培养才能获得。本病例是一个终末期肝病同时合并腹腔感染、

内源性真菌性（曲霉菌）眼内炎的罕见的好病例。 

讨论：玻璃体是细菌、微生物等的极好的生长基，细菌等微生物进入

玻璃体可导致玻璃体炎，又称眼内炎（Endophthalmitis）。眼内炎的

症状常常较重，主要表现有眼痛，充血，严重畏光及视力急剧下降。

当发展为全眼球炎时，有剧烈眼痛和头痛，难以忍受，视力严重下降

或失明。眼内炎分为外源性和内源性，其中外源性最为常见，多与眼

部创伤及手术有关，而内源性眼内炎多因病原由血液或淋巴进入眼内

或因免疫力低下或缺损而感染。眼内炎多以细菌感染为主，尤其是革

兰氏阳性菌，真菌较为少见，但随着广谱抗生素及激素的应用，真菌

感染率也逐年上升，常常发生于机体抵抗力偏低且全身某部位患真菌

病者。内源性真菌性眼内炎来源于眼外全身真菌感染，病菌经血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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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感染所致
[1]
。在不同的真菌物种中，假丝酵母物种是最常见的感染

原因，其次是曲霉菌物种
[2]
。眼内炎的诊断需依靠病史、临床表现及

相关检查，与眼内炎诊断密切相关的检查包括眼部超声，其特点为密

集点状声影，提示眼内炎。最为可靠的指标为培养，最理想的标本包

括泪液、前房水（0.1-0.2ml）及玻璃体液（0.1-0.2ml），其中玻璃

体液细菌检出率最高
[3]
。其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及手术治疗，药物治疗

包括全身用药及局部用药，但全身用药到达玻璃体内的剂量低，达不

到有效抑菌浓度，故多采用局部给药，为玻璃体内给药，可以直接作

用于病原体，是较好的给药途径，但需掌握抗生素浓度，避免视网膜

中毒性反应。手术治疗是指玻璃体切割术，可清除病灶内有活性的微

生物、纤维蛋白、巨噬细胞和毒素，同时增加眼屏障的通透性，增加

药物弥散速度及眼内药物浓度，因此手术治疗，即玻璃体切割术是眼

内炎最根本、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可最大限度的挽救患者视功能。 

总之，内源性真菌性眼内炎是一种发病率相对较低但对视功能危

害极大的感染性眼病
[4]
，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常以视力丧失、

眼球萎缩或破溃而告终，因此，早期正确诊断尤为重要，若能早期诊

断，可进行玻璃体腔内注药并行玻璃体切割术，则将是完全不一样的

结局。 

终末期肝病（ESLD），极易并发感染，其类型包括腹腔感染、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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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道感染、胆道感染、泌尿道感染、血流感染、胃肠道感染以及皮肤

软组织感染，局部感染均可发展为血流感染
[5，6]

。ESLD 合并感染以自

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BP）最多见，肺部感染次之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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