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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论：病原微生物高通量基因检测在临床诊断的应用 

 

王任贤 

 

前言 

近几年，病原微生物高通量基因检测（NGS）在国内应用普遍。使

用过的大夫,有人大加赞赏, 但也有人咒骂不已, 两极分布的态度显

示在看待及使用高通量基因检测上仍有极大的改善空间。究竟高通量

基因检测是不是个好东西? 如何使用才是最正确的使用方式? 使用后

的结果要如何反馈, 才能更加精进我们对基因测序的应用? 这些都值

得我们一一来探讨。 

 

病原微生物高通量基因检测是什么样的检验? 

高通量基因检测是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对每种人体检体的病原

菌进行检测, 由于国内医院的微生物实验室普遍起步较晚, 且关注点

多只在细菌及抗生素药敏试验, 难检病原菌及病毒的微生物学诊断大

多付之阙如。高通量基因检测的出现刚好弥补了这个缺憾, 也让我国

的医院微生物实验室及医院的微生物诊断水平得到与国际并驾齐驱的

机会。怪不得甫一推出就热卖,可见医护同仁寻求正确诊断的迫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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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非常值得鼓励。 

 病原微生物高通量基因检测是利用多重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的方

法, 侦测各种人类检体中的病原微生物。聚合酶链反应不像血培养检

查, 而有点类似于病毒培养的概念。要先了解各种人类检体会出现哪

些有意义的微生物,再将这些微生物中能用以检测的基因片段集合作

成探针,用以侦测检体中有意义的微生物。所以高通量基因检测的成

败首先决定于试剂制作公司是否能为顾客网罗住所有的致病微生物,

同时还要屏除非致病微生物。这是一项难度极高的工作, 也是各家公

司质量控制的根本。 

 

病原微生物高通量基因检测该如何送检 

 高通量基因检测若质量控制得宜则是个好东西, 在使用端也必须

遵守规范才能发挥最大效益。高通量基因检测用的检体和我们细菌培

养的检体是一样的, 因检体采集而造成的偏差与判读限制当然也是一

样的。例如痰检体或气管冲洗液培养没法相信细菌与念珠菌, 送高通

量基因检测同样没法相信细菌与念珠菌的检验结果, 绝对不会因为它

是高通量就可信, 因为检体是一样的。痰检体或气管冲洗液的高通量

基因检测应该排除细菌与念珠菌,将重点放在病毒, 伺机性致病菌, 

及难检病原菌上最为合适。然而细菌是肺炎最重要, 也是最多数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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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菌,认定仍要依靠推测及经验性治疗。高通量基因检测在肺炎的定

位必须放在免疫缺陷病患或常规经验性治疗无效的病例,但不幸的是

很多厂家的高通量基因检测竟然还出现细菌与念珠菌, 这岂不是自甘

堕落,沦落到与痰培养相同的位阶, 这也难怪很多大夫用完后大失所

望。 

 肠胃道检体的高通量基因检测,送检方没有什么特殊需要注意的事

项, 反正都是粪便检体。检验试剂的规划就非常重要,因为粪便中细

菌量太大了, 其中能造成疾病的细菌种类少, 且很多是正常肠道菌的

变异种, 无论从培养上或分子生物学上都不容易鉴别, 对试剂设计者

而言这是个很富挑战性的课题。肠道病毒及寄生虫很多, 但很多肠道

病毒及寄生虫并不致病, 试剂是用以检测腹泻病原, 试剂必须有能力

做出这样的鉴别, 检验单位也只能接受稀便检体, 不能接受成形粪便

的检体。必须检验方及送检方都能严守规范, 才能让检验发挥最大的

效益。 

 无菌部位检体的高通量基因检测结果基本上与找到致病菌是一致

的, 但仍要注意试剂是否够敏感, 能将所有血中可以出现的致病菌均

涵盖进来。对于表皮葡萄球菌, 其他皮肤阳性杆菌, 及口腔链球菌高

通量基因检测都没法鉴别是污染菌或是暂时性菌血症, 所以其判读方

法等同于血培养的判读方法。对于血液及其他无菌检体细菌鉴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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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基因检测并没法超越细菌培养技术太多,仍必须想办法鉴别是

否有污染?是否有临床意义?对于培养没法常规长出的病原菌就更难判

定其意义了, 唯有使用时遵循症状导向原则, 才能将不必要的困扰减

到最低。 

 至于污染的检体, 例如外伤伤口, 使用高通量基因检测并没法得

到任何好处, 因为大部分外伤伤口的菌均不具临床意义, 使用敏感的

基因检测只有徒增困扰而已。由此看来, 高通量基因检测并非万灵丹, 

分离出病原菌的判读方法等同于使用传统的培养方法, 只不过具有更

高的敏感性而已, 特异性是一样的。 

 

如何评估高通量基因检测是否称职 

 影响高通量基因检测是否称职必须由顾客端着手。目前市面上许

多高通量基因检测的厂牌, 当然会有良莠不齐的现象。消费者由已知

诊断的病例,看高通量基因检测是否与现有诊断一致, 或由未知诊断

的病例看高通量基因检测是否能解释整个疾病环节, 可有效评估使用

厂牌的高通量基因检测是否称职。不称职的基因检测厂牌应及早更换, 

不须死守着不放影响诊断。换一个厂牌或许就能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临

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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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梅毒一例 

张德发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33 岁男性患者，因“意识不清 1 周”入院。患者于

入院前 1 周无诱因出现意识不清，就诊于某医院，查头颅 MRI 提示：

“脑梗死”，梅毒抗体阳性，艾滋病抗体初筛阳性（确证试验待回

报），为求进一步诊治转入我院。既往存在同性高危性接触史，否认

静脉药瘾史。入院查体：神志不清；口腔粘膜白斑；四肢肌力 IV 级，

肌张力无减弱，双侧巴氏征阴性。入院诊断：艾滋病？神经梅毒？脑

梗死，鹅口疮。入院后查 HIV 抗体及确证实验（ +）；HIV-RNA 

5.4×104IU/mL；血 TPPA（+），RPR 1:64；CD4+计数 13.19 个/ul；脑

脊液 TPPA 及 RPR 均为阳性；脑脊液检查：白细胞 62×106/L，蛋白

0.87g/L；头颅 MRI（图 1）：双侧基底节区、左侧半卵圆中心急性缺

血灶，中毒性及代谢性脑病不除外；头颅 CTA（图 2）：左侧颈内动脉、

大脑前动脉、大脑中动脉及分支管壁广泛增厚，管腔不均匀狭窄，考

虑血管炎性改变，符合梅毒性脑病表现；胸 CT（图 3）：双肺磨玻璃

样改变，考虑耶氏肺孢子菌感染；脑脊液病原微生物高通量基因检测：

梅毒螺旋体。入院后给予患者青霉素治疗 2 周联合苄星青霉素治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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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复方新诺明治疗耶氏肺孢子菌、氟康唑抗念珠菌、捷扶康抗 HIV

治疗。患者共住院 1 个月，临床症状改善，神志清楚，肺内病变好转。

出院诊断：艾滋病，神经梅毒，肺炎，鹅口疮。 

 
图 1              图 2             图 3 

病例分析：以前认为，梅毒螺旋体感染的病程是要经过一期梅毒、二

期梅毒、三期梅毒逐渐发展的，皮肤梅毒和心血管梅毒的病程进展确

实如此，而神经梅毒在一期梅毒时就可以出现，且贯穿整个梅毒发展

过程。苄星青霉素无法穿透血脑屏障，但是应用苄星青霉素治疗的梅

毒患者却不会进展为神经梅毒，原因在于治疗神经梅毒要靠患者的自

身免疫功能而非全依靠药物，自身免疫功能在神经梅毒治疗中占据重

要角色。艾滋病患者因有免疫缺陷，合并梅毒感染应用苄星青霉素治

疗后仍有相当一部分患者进展为神经梅毒，鉴于此，美国 CDC 建议所

有艾滋病合并梅毒患者均常规行腰椎穿刺检查，证实合并神经梅毒后

应用 10 天青霉素加 3 周苄星青霉素治疗方案。如果使用美国 CDC 的

方案治疗仍有再发，是否每月注射 1次苄星青霉素，可以防止再发还

需要循证医学证实，也是目前非常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神经梅毒的诊断首选脑脊液 VDRL。TPHA 与 RPR因在血液与脑脊

液中可自由通过，如果血液中有，脑脊液中也会有，故不能用于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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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梅毒。而脑脊液与血液不能交换 VDRL，所以脑脊液的 VDRL阳性

就可以诊断神经梅毒。脑脊液的病原微生物高通量基因检测（NGS）

方法，是确诊神经梅毒的新方法。 

讨论：一部分神经梅毒患者可能会从一期梅毒直接进展为神经梅毒[1]。

临床上使用的苄星青霉素无法透过血脑屏障，但是应用苄星青霉素治

疗的梅毒患者很少进展为神经梅毒，这可能与免疫反应的参与有关[2]。

但是艾滋病合并梅毒感染的患者应用苄星青霉素治疗后仍有相当部分

患者进展为神经梅毒，故美国 CDC曾建议，所有的艾滋病合并梅毒的

患者都要做腰穿检测[3]。 

对于神经梅毒的诊断还是应该首选脑脊液 VDRL 诊断[4]。脑脊液

VDRL 诊断神经梅毒的特异度高，但灵敏度低。如果患者有神经系统

症状及体征，脑脊液 VDRL 阳性，在排除血液污染后，可诊断为神经

梅毒。脑脊液 VDRL 阴性，临床上出现神经梅毒的症状和体征，血清

学检查阳性时，如果脑脊液细胞计数或蛋白测定异常，考虑诊断为

神经梅毒[5]。在尚无条件进行脑脊液 VDRL 试验的地区，可以用脑脊

液 TRUST 试验替代。 

艾滋病患者合并梅毒感染临床上比较常见。HIV 与梅毒可以互相

影响。HIV 感染能改变梅毒的临床表现，使得临床损伤更为明显，并

加速梅毒的进展。HIV 感染者中早期梅毒也能导致一过性的 CD4+T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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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细胞下降和 HIV病毒载量升高，在梅毒治疗后有可能改善。 

HIV 合并梅毒患者发生神经梅毒的危险因素包括：CD4+T 细胞计数

≤350×106/µl、血清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RPR）滴度≥1∶32；若

HIV 载量>10×103copies/ml，即使 CD4+T 细胞计数> 350 × 106/µl，

也易发生神经梅毒。CD4+T 细胞计数≤200×106/µl，提示神经梅毒治

疗失败率增加。对于无症状的艾滋病合并梅毒患者，特别是晚期梅毒

或早期梅毒治疗失败患者，如果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TRUST）

滴度≥1∶16，则应行腰椎穿刺脑脊液检查，以避免延迟诊断和发生

严重后遗症[6]。由于艾滋病相关神经系统病变种类繁多，包括中枢神

经系统 HIV 原发性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机会性感染、继发性中枢神

经系统肿瘤、抗艾滋病药物诱导的疾病和营养代谢障碍等，所以在

艾滋病患者，神经梅毒应注意与上述疾病鉴别。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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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电子版，2016,10(6):669-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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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2017(9):994-997. 

[4]周百桂.38例神经梅毒患者的临床症状及诊治分析[J].中国医师进修杂

志,2014,37(19):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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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J].中国现代神经病杂志,2016,16（6）：39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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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包虫病一例 

王娜 

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55岁男性患者，因“发热伴间断右侧胁肋部胀痛 1

周”入院。患者于入院前 1周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未监测体温），

伴右侧胁肋部间断性胀痛，伴寒战、胸闷、憋气，无恶心、呕吐，无

皮肤及巩膜黄染，就诊于当地医院，给予抗感染治疗（具体用药不

详），症状无缓解。入院前 2天，就诊于某医院，查腹 CT（图 1）：肝

肿物，不除外肝脓肿；为求进一步诊治，收入我院。既往高血压病 5

年；脐部肿物脱出 3 年。入院查体：T 36.8℃，P 86 次/分，R 18 次

/分，BP 146/93mmHg。腹部平坦，脐部可见肿物脱出，直径约 3cm，

肝区叩击痛（+），移动性浊音（-）。初步诊断：1.发热原因待查：肝

脓肿？2.肝肿物性质待查 3.高血压病 4.脐疝。入院后给予亚胺培南/

西司他丁钠（泰能）抗感染治疗。追问病史，患者 20 余年前曾从事

畜牧养殖工作，结合腹 CT 及彩超，考虑为肝包虫病。查肝脏 MR（图

2）、MRCP 进一步明确诊断及判断胆道情况，行手术治疗。术中在肝 V、

VI、VII段可见囊性肿物：肝 V 段的肿物与胆囊床关系密切，肝脏无

明显硬化或脂肪变；肝 VII段的肿物位于膈顶，与膈肌粘连严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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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分离，且与胆管相通伴感染。行肝 V、VI、VII 段切除+胆囊切除+

膈肌修补术。病理报告：符合多发性肝包虫囊肿，囊壁纤维化伴玻璃

样变性及散在钙斑，部分囊壁周围组织呈轻度化脓性炎症。术后继续

泰能抗感染，术后 22 天，病情好转，出院。半年后随访，患者状态

良好。 

 
图 1 

  
图 2 

病例分析：包虫病，主要发生在农牧业地区，是一种人畜共患寄生虫

病。犬类吞食了生的含有包囊的动物内脏后，棘球蚴在犬的小肠内发

育为成虫并寄生，孕节片或虫卵会随粪便排出，中间宿主食用了被病

犬粪便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并在肝、肺等器官中形成占位性病灶。

人与羊、牛、骆驼、老鼠等动物的位阶相同，均为中间宿主，是幼虫

感染；而狗是终末宿主，是成虫感染。 

治疗上，一定要与肝脓肿相鉴别。肝脓肿需要穿刺引流，而肝包

虫病一定不能穿刺引流，因为穿刺会造成囊液外溢，从而引起过敏反

应，甚至过敏性休克；囊液外溢也可在腹腔内播散、种植形成新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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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肝包虫病的主要治疗手段为手术，手术时需要用高渗盐水保护手

术部位以防止污染和外溢，也可预防性使用激素抗过敏治疗。 

讨论：肝包虫病，又名肝棘球蚴病，是一种古老的人畜共患性寄生虫

病。肝包虫病主要有两种类型，即由细粒棘球绦虫的虫卵感染所致较

常见的囊型包虫病；另一种是由多房棘球绦虫的虫卵感染所致的泡型

包虫病。 

囊型包虫病的病理学形态结构可分为外囊和内囊。外囊是在内囊

周围形成的一层纤维包膜。囊内容物有囊液、育囊、原头节、生发囊

和子囊。囊液无色透明，囊壁破裂可使囊内容物外溢导致过敏反应甚

至过敏性休克，亦可在腹腔内播散种植生成新的包虫囊。囊型包虫病

的包虫囊呈膨胀性生长会对周围肝组织和主要管道产生压迫。直径每

年增长 1～4cm，其增长速度与寄生部位、患者年龄及病程长短等因素

有关。因此包虫生长病程分为 3 期：早期为生长旺盛期，中期为生长

缓慢期，晚期为生长停滞期。 

2001年，土耳其第二十届包虫病国际大会上通过专家组讨论，由

世界卫生组织包虫病专家工作组(WHO／IWGE)在 1981 年 Gharbi 超声

分型 Gharbi基础上，统一并简化其他各类囊型包虫病分型，制订出

基本达到共识的分型方案。WHO／IWGE 将囊型包虫病分为 6 型(简称

WHO 分型)，列入《WHO 包虫病诊断治疗纲要》并推荐应用：囊型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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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囊型、多子囊型、内囊塌陷型、实变型及钙化型。 

超声检查是肝囊型包虫病准确、有效的首选诊断方法，尤其是术

后随访或不宜手术而行药物治疗者疗效判定的首选检查方法。CT 和

MRI 具有多角度、多参数、高清晰度等优点；病灶位置及与血管和胆

管的关系可多方位、立体显示；能够更准确的判断血管和胆道并发症，

对选择手术及治疗方案、设计手术方式、预想手术进程和减少术后并

发症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于复杂不典型包虫病，应用 MRCP 可

清楚显示囊型包虫的细微结构从而帮助定性，这在鉴别诊断中是对其

他影像学检查方法的重要补充。而术中胆道造影能帮助精准缝合囊内

胆管漏口，有效预防残腔胆汁漏。 

流行病学史、典型影像学特征和免疫学诊断在肝囊型包虫病与其

他疾病鉴别中起重要作用。先天性肝囊肿需要与单囊型肝囊型包虫病

鉴别。先天性肝囊肿无流行病学史，囊壁较薄且光滑，无钙化，囊液

均匀，无“囊 沙征”、“双层壁”及“弧形钙化”等典型影像学特

征，免疫学诊断多呈阴性反应。细菌性肝脓肿需要与合并感染的肝囊

型包虫病鉴别。肝囊型包虫病合并感染常常是因为包虫囊与胆道相通

引起，外囊是无血管的一层纤维包膜，所以全身中毒症状轻，但常伴

有不同程度的胆管炎表现。细菌性肝脓肿无流行病学史，全身中毒症

状较重，影像学检查示病灶囊壁及内部的分隔可见条状或点状血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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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或强化，亦可借助包虫免疫试验加以鉴别。 

WHO 包虫病指导纲要建议肝囊型包虫病以手术为主要治疗方法，

以药物治疗为辅助治疗方法。手术治疗可彻底清除和杀灭包虫虫体而

达到治疗目的，常用的手术方式有：1.肝囊型包虫病内囊摘除术。2.

肝囊型包虫病外囊完整剥除术。3.肝囊型包虫病内囊摘除+外囊次全

切除术。4.肝囊型包虫病肝部分切除术。5.肝囊型包虫病经皮穿刺引

流囊液术。6.腹腔镜肝囊型包虫病摘除术。包虫病的药物治疗主要包

括苯并咪唑类化合物，其中甲苯咪唑、阿苯达唑最为常用。阿苯达唑

是《WHO包虫病诊治纲要》推荐的首选有效抗包虫病药物。 

肝泡型包虫病的病理学形态结构是由无数直径为 0.1～1cm 的小

囊泡集合而成，一般呈单个巨块型，为淡黄色或白色的囊泡状团块，

质地较硬，与周围组织分界不清。肝泡型包虫病以出芽的方式或浸润

方式增殖，不断产生新囊泡，深入组织，类似肿瘤，不仅可以直接侵

犯邻近的组织结构，还可以经淋巴道和血管转移到腹膜后和远隔器官

如脑、肺等部位，故有“虫癌”之称。发生肝外转移最多的部位是脑，

其次为肺和腹膜后，心脏等部位罕见。一旦肝泡型包虫病发生肝外转

移，则表明其预后不良，治疗不能单靠手术。肝泡型包虫病浸润性生

长方式决定了肝切除术是唯一的根治性治疗手段，有脑、肺转移特点，

需要临床医师重视全身检查。两型肝包虫病诊断及治疗有一定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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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再赘述。诊断及治疗流程见下表： 

 

参考文献： 

[1]WHO Informal Working Group．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ultra— 

sound images in cystic eehinococeosis for application in clinical and 

field epidemiological settings[J]．Acta Trop，2003，85(2)：253．261． 

[2]温浩．肝包虫病诊断和手术治疗新进展[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ll，

10(4)：290—292． 

[3]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包虫病外科专业委员会．肝两型包虫病诊断与治

疗专家共识(2015版)[J].中华消化外科杂志，20l5，14(4)：253—264． 

[4]温浩.包虫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 

[5]Dennis L.Kasper.哈里森感染病学[M].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1054 - 

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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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道毛霉菌感染一例 

侯志丽 白大鹏 王琪 孙莹 于洪志  

天津市海河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40 岁男性患者 ，因“发热伴咳嗽、咳痰 3 周”入院。

患者于入院前 3周“感冒”后出现发热，体温波动于 38.5℃左右，伴

咳嗽、咳少许白痰，偶有痰中带血，给予头孢类抗菌药物及感冒药治

疗，症状无好转。因逐渐出现胸闷、憋气、咳嗽加剧，在外院查胸 CT，

考虑“肺炎”，先后两次行支气管镜，镜下所见均考虑支气管结核可

能性大，肺泡灌洗液结核分枝杆菌核酸检测阴性，活检肺组织送检病

原微生物高通量基因检测（NGS）结果待回报，给予莫西沙星抗感染

治疗，仍无好转，转入我院。既往糖尿病史 6年，应用二甲双胍及甘

精胰岛素治疗，血糖控制欠佳。入院查体：T 38℃，P 88 次/分，R 

20 次/分，BP 105/69mmHg。神志清楚；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啰

音。入院查血常规：白细胞 14.87×109 /L，中性粒细胞 86%，血红

蛋白 126g/L，血小板 424×109 /L；血沉 68mm/h；PCT 4.11ng/L；

CRP 264mg/L；免疫全项未见明显异常；HbA1c：12.6%；T-SPOT 阴性；

PPD 试验阴性；痰 x-pert 阴性；痰 TB-DNA 阴性；痰抗酸染色阴性；

GM 试验 0.27ug/L；胸 CT（图 1）：右肺可见斑片状高密度影，右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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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狭窄；多次行支气管镜检查（图 2）：左肺下叶支气管及右肺上叶

支气管狭窄及大量白苔附着。外院行支气管镜活检肺组织的病原微生

物高通量基因检测报告：根霉菌属；气管镜病理：（右主支气管）支

气管粘膜组织呈急慢性炎症，偶见多核巨细胞，并见炎性渗出及坏死，

其内可见真菌菌丝，考虑为毛霉菌，PAS 染色（+），抗酸染色（-），

六胺银染色（+）。临床诊断为毛霉菌感染。给予两性霉素 B、氟胞嘧

啶、泊沙康唑治疗 20 天，患者低氧症状逐渐加重，气道病变逐渐进

展，转入我院 ICU进一步治疗。继续给予两性霉素 B（静脉、雾化、

气管镜局部用药）、氟胞嘧啶、泊沙康唑、美罗培南抗感染治疗，间

断给予气管镜清除气道分泌物，高流量吸氧，气管镜显示病变仍持续

进展，气管狭窄逐渐加重，共治疗 47天，最终患者出现大咯血，抢

救无效死亡。 

 

图 1 A：2019 年 1 月 25 日  B：2019 年 2 月 1 日     C：2019 年 3 月 5 日 

 

 

图 2 A：2019 年 2 月 12 日  B：2019 年 3 月 5 日      C：2019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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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分析：患者咳嗽、咳痰、发热 3周，有糖尿病病史，CT显示病变

在肺门附近，支气管镜检查发现气管内病变。气管病变大部分是真菌

感染，因为气管是一个相对低温的环境，且存在气道上皮粘液层，导

致细菌无法着床。通常，我们看到一个气管内病变，又是一个慢性感

染的表现，多数为曲霉菌感染；结核也不容易原发气管感染, 感染多

为继发于肺炎。 

曲霉菌在一般人群的感染是以气管粘膜侵犯为表现，死亡率很低；

曲霉菌血管侵犯的三大风险因素是：白血病或淋巴瘤化疗后粒缺伴发

热、造血干细胞移植、肝移植。而毛霉菌则不同，无论感染部位在哪

里，它的致病机制均为血管侵犯。毛霉菌非常喜欢感染糖尿病患者，

最常见的感染部位在上呼吸道，因此糖尿病患者如果出现持续鼻塞要

特別警惕此病。毛霉菌感染无论在那个部位，死亡率都高，因为毛霉

菌沿着血管不断侵蚀组织，单次手术治疗难以完全清除坏死组织。在

气管感染的死亡率更高，因为气管不能被切除。毛霉菌因其血管侵犯

的特性，所以会快速进展，这点与曲霉菌不同，当糖尿病患者出现气

管感染快速进展的时候要考虑毛霉菌感染的可能。 

毛霉菌感染的药物治疗效果不佳，包括两性霉素 B，泊沙康唑可

能会有效。所以治疗重点是严格将血糖控制在 120mg/dl以下。 

讨论：毛霉菌病是罕见且致命的机会性真菌感染性疾病，毛霉菌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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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情况下，广泛存在于腐败的有机物中。发病率约占侵袭性真菌病的

1.6％。易感情况[1]：糖尿病酮症酸中毒、长期糖皮质激素治疗、器官

移植、自身免疫性疾病、持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等。 

毛霉菌可侵犯多种组织器官，包括鼻眶、脑、肺、胃肠道、皮肤；

可侵袭血管，形成血栓，导致组织缺血、出血性坏死和坏死性炎症。

临床表现为发热、气短、咳嗽、咯血、胸痛等，气道狭窄可闻及喘鸣

音，若侵犯血管可引起致命性的咯血[2]。肺毛霉菌病影像学表现呈现

多样性[3]，在 CT 上常表现为渗出、气道狭窄、空洞、结节、团块影、

胸腔积液，纵膈淋巴结肿大、晕轮征、反晕征；研究证实肺毛霉菌病

胸部 CT 变化规律如下：发病初期病变中心实变周围磨玻璃影，表现

为晕轮征，随后毛霉菌血管侵袭引起出血，出现反晕征，病变进一步

发展表现为中央坏死、周围实变，到病程后期，脓肿形成，伴液平面。 

毛霉菌病的临床特征和支气管镜检查均无特异性，CT检查、G试

验、GM试验和real-time PCR可帮助诊断，确诊主要靠病原微生物学，

包括组织病理学检查和培养，活检发现特征性菌丝和病理改变可以确

诊[1]。为了实现早期诊断的目标,近年开发的定量聚合酶链反应系统是

毛霉菌快速诊断的一种目前很有前途的研究领域[4] 。  

毛霉菌的治疗措施包括积极控制基础病，适当时机选择手术、恰

当的抗真菌药物。手术切除患肺并且使用抗真菌治疗防止再次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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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生存率可大大提高。研究表明，在肺毛霉菌病患者中70％的幸

存者是采用外科手术和抗真菌治疗；单用抗真菌治疗者仅有61％的存

活率；单纯外科手术者存活率为57％；不做任何治疗者仅有3％的存

活率[5]。侵袭性肺毛霉菌病常用的治疗药物有两性霉素B、两性霉素B

脂质体、泊沙康唑、氟康唑等[6]；在毛霉菌病诊断5天内开始多烯类药

物治疗比5天后开始者生存率明显提高(83%比49%)[7]，由此可见，早期

诊断并开始积极抗真菌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Cornely O A, Arikan-Akdagli S, Dannaoui E, et al. ESCMID and ECMM 

joint clinical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mucormycosis 2013[J]. Clinical Microbiology & Infection, 2014, 

20(s3):5-26. 

[2]Sun H Y , Singh N . Mucormycosis: its contemporary face and 

management strategies[J]. Lancet Infectious Diseases, 2011, 11(4):0-

311. 

[3]何志义，钟小宁，朱莲娜，等. 13 例毛霉菌性肺炎调查分析.中华医院感染

学杂志，2009，19（15）:1965. 

[4]Francesconi A , Kasai M , Harrington S M , et al. Automated and 

Manual Methods of DNA Extraction for Aspergillus fumigatus and 

Rhizopus oryzae Analyz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J]. Journal of 

Clinical Microbiology, 2008, 46(6):1978-1984.  

[5]Hamilos G,Samonis G,Kontoyiannis DP:Pulmonary mucormycosis. 

Semin Respir Crit Care Med 2011, 32 (6)：69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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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Iine therapy significantIy increases mortaIity among patients 

with hematoIogic maIignancy who have zygomycosis [J]. CIin Infectdis, 

2008, 47(4): 503 -509. 

  



  

2019,10,1 第四卷第四期 24 

 

疑似鹦鹉热衣原体肺炎一例 

张媛 杨喆 王鹏 冯欣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60 岁男性患者，因“周身酸痛 3 天，发热 2 天”于

2019 年 5 月 15 日就诊。最高体温 39.2℃。既往脑梗死病史 7 年，无

后遗症；吸烟多年，已戒；近期无发热患者接触史；长期饲养 160 余

只信鸽，无病鸽。体格检查：T 39.2℃，P 90 次/分，R 16 次/分。

神志清楚；双肺呼吸音略粗。胸部正侧位相：双肺纹理增粗，未见渗

出及实变影（图 1）。查血常规：白细胞 7.45×109/L，中性粒细胞

71.2%，淋巴细胞 13.4%；CRP 25.29mg/L。初步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

给予泰诺口服。5 月 20 日患者复诊，诉每日午后低热，37.7℃左右，

乏力，无其他不适。体格检查：左肺呼吸音清，右下肺背部可闻及湿

啰音。复查血常规：白细胞 5.59×109/L，中性粒细胞 59.7%，单核细

胞 15.4%，淋巴细胞 21.1%，血红蛋白 136g/L，血小板 237×109/L；

CRP 17.24mg/L；查胸 CT（图 2）：右下间质性肺炎，双侧支气管炎、

肺气肿。结合临床，考虑鹦鹉热衣原体肺炎可能性大，嘱患者接触鸟

时必须戴口罩，鸟舍消毒、通风，注意洗手。给予莫西沙星口服，患

者服用 1 片后，体温正常，继续口服，共 9 天。5 月 29 日复诊，患者

右下肺湿啰音明显减少，查血常规：白细胞 6.32×109/L，中性粒细



  

2019,10,1 第四卷第四期 25 

 

胞 60.7%，单核细胞比率 8.4%，淋巴细胞比率 28%，血小板 375×10 

9/L；C 反应蛋白＜0.499mg/L。改为阿奇霉素 0.25，每日 1 次（首剂

加倍），共口服 5 天。6 月 26 日复诊，无不适，肺部听诊无异常。复

查胸 CT：右下肺炎基本吸收（图 3）。 

 

图 1  2019 年 5 月 15 日 

 

图 2  2019年 5月 20 日 

 

图 3  2019年 6月 26 日 

病例分析：隐球菌感染的风险因素中，艾滋病患者在接触鸟类后有新

型隐球菌新型亚种感染的可能，而非艾滋病者接触 4月份的尤加利树

花后有新型隐球菌 GATTI亚种感染的可能。艾滋病与非艾滋病患者罹

患的隐球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亚种，不能混淆。 

人类接触禽鸟后，要警惕两个病原体的感染：H7N9 禽流感病毒和

鹦鹉热衣原体。通常，大部分禽鸟类传染病的病原体都是通过粪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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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上的脏污以气溶胶的形态进入人类呼吸道而致病。但是二者的传

染源又有所不同，鹦鹉热原则上是由生病的禽鸟传染，而 H7N9 禽流

感病毒是来自于正常的禽鸟。所以询问病史时一定要问清楚，接触的

禽鸟是否生病。H7N9 禽流感病毒与鹦鹉热衣原体均为细胞内感染，可

导致人类间质性肺炎，引起喘憋，病情的严重程度取决于个人的免疫

反应。在大陆地区由于养殖禽类及宰杀售卖方式的独特性，当接触禽

类的人出现急性间质性肺炎时，还是应该首先考虑 H7N9肺炎。 

血肺炎衣原体抗体的检测对于鹦鹉热衣原体肺炎的诊断用处不大，

因为临床上肺炎衣原体感染非常常见，很多人会有族群抗体阳性的结

果，检测会对诊断造成干扰。衣原体的分类中，肺炎衣原体只有一支，

沙眼衣原体有十余支，鹦鹉热衣原体有 2000 多支，所以鹦鹉热衣原

体感染后的临床表现会多样化。有条件者可通过高通量二代测序来明

确诊断。 

在无疫情时，如果鸽子没病，清理鸽粪时无需戴口罩；如果鸽子

生病，清理禽类粪便之前，应先喷洒含氯消毒剂，并戴好 N95 口罩，

以防止吸入病原体。在有疫情时，则必须先喷洒含氯消毒剂，并戴好

N95 口罩，再清理禽类粪便。 

治疗首选四环素，疗程要长，防止复发，需要治疗至症状完全好

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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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本病例从症状、肺部体征以及影像学资料，可以诊断为社区获

得性肺炎。致病的病原体除了常见的肺炎链球菌，因为患者有长期养

鸽史，还需要与禽流感病毒性肺炎、隐球菌肺炎、鹦鹉热衣原体肺炎

等相鉴别。 

禽流感病毒感染后的潜伏期一般在7天之内，初期临床表现为发

热、咳嗽、少痰或黄痰、伴有头痛、肌痛和全身不适等症状，重症患

者进展迅速，5～7天之内出现重症肺炎，出现呼吸困难、咯血等；影

像学表现为多发渗出改变、胸腔积液，两肺间质性改变；血白细胞总

数降低或正常，或淋巴细胞分类计数减少[1]。本例患者，初期高热，

对症治疗后表现为低热、乏力，而无咳嗽、咳痰、呼吸困难等呼吸道

症状，血白细胞总数及中性分类基本正常，影像学表现为单侧肺渗出

及间质改变，不符合禽流感病毒性肺炎的特点。 

新型隐球菌经常在被鸟类排泄物污染的土壤中发现，隐球菌孢子

被免疫正常人群吸入后，可被清除或长期潜伏，引起局限于肺部的隐

匿感染。某些患者可无临床症状，仅查体时发现肺部外带的球形占位，

周围伴有晕征，而部分患者可引起肺间质改变。本例患者肺部影像学

表现不符合隐球菌肺炎。 

衣原体是能够引起人、某些哺乳动物及禽类急、慢性感染的革兰

氏阴性、球形胞内寄生菌。对人类致病的衣原体主要包括肺炎衣原体、



  

2019,10,1 第四卷第四期 28 

 

鹦鹉热衣原体及沙眼衣原体。其中，鹦鹉热衣原体是重要的人畜共患

病原体，常见于宠物鸟（孔雀、鹦鹉、鸽子等）和其他禽类（鸡、火

鸡、鸭等）的组织、血和粪中[2，3]，在环境中可能存活数月。禽类加

工者和宠物鸟饲养者暴露于病原体的机会最多。人类可通过直接接触

病禽或吸入它们粪便或羽毛的粉尘、它们鼻腔分泌物的气溶胶而得病。

部分禽类外表健康，却可使人类致病。目前尚未发现人际间传播。 

鹦鹉热衣原体吸入肺部后，首先入血在肝脾单核巨噬系统内增殖，

再由血播散至全身器官，表现为肺、肝、脾、肾脏及中枢神经系统累

及[4]。疾病临床症状变异较大，可以长期无症状，或以肺部受累为主

要表现，可出现气短、干咳。肺部受累有时也可仅仅表现为不明原因

发热而缺乏呼吸系统症状，如本例患者。心脏并发症包括心内膜炎和

心肌炎。头痛是很常见的突出症状，严重的头痛，再加上不典型的肺

炎，提示可能是鹦鹉热衣原体肺炎[5]。 

鹦鹉热肺炎通常潜伏期为 5～14 天，临床表现为非特异性的症状

（发热、不适、肌痛、寒战）、伤寒样症状（发热、相对缓脉、脾肿

大）以及不典型肺炎。部份鹦鹉热肺炎可能会相当严重，甚至出现呼

吸衰竭，需要机械通气及体外膜肺氧合支持治疗[6,7]。文献报道鹦鹉热

衣原体肺炎影像学主要表现为沿胸膜下分布的单发结节、实变或磨玻

璃影、胸腔积液[8]，类似急性非典型肺炎表现。如果缺乏流行病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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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容易被误诊为一般的非典型肺炎。 

鹦鹉热衣原体培养困难且危险，具有高度传染性。血清学检查首

次衣原体 IgM 抗体滴度≥1：16 或间隔 4～6 周两次抗体滴度升高 4 倍

提示诊断，但血清学检查不能和其他衣原体（特别是肺炎衣原体）感

染相鉴别。通过 PCR 法或高通量二代测序直接检测呼吸道标本（痰、

肺泡灌洗液等）中鹦鹉热衣原体核酸可确诊。 

治疗首选四环素、大环内酯(红霉素、阿奇霉素等) 及新氟喹诺

酮等抗生素也有效。为避免复发，推荐疗程应达 2～3 周。鸟类可进

食含四环素的饲料数月来预防鹦鹉热。为防止输入病例，进口鸟类要

隔离治疗 30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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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合并肺栓塞一例 

李彩燕 房艳红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38 岁女性患者，因“发热伴咳嗽、咳痰 1 月余，喘

息 1 小时”入院。患者于入院前 1 月余受凉后出现发热，最高体温 39

℃，伴咳嗽、咳白痰，伴胸闷、憋气、心悸，于天津市某医院住院治

疗，诊断为肺炎，痰培养为金黄色葡萄球菌，先后给予万古霉素、利

奈唑胺、卡泊芬净等治疗 20 天，患者症状好转，复查胸 CT：炎症较

前吸收，出院。入院前 1 小时，无明显诱因出现喘息，在我院急诊就

诊，查血气分析：PH 7.452，PO2 66.4mmHg，PCO2 24.4mmHg；胸 CT：

双肺炎症，支气管扩张；收住院。既往体健，家庭主妇，发病前一周

两女儿有“上感”病史。入院查体：T 36.9℃，P 129 次/分，R 25

次/分，BP 120/80mmHg。神志清楚，口唇发绀；双肺呼吸音粗，双肺

可闻及湿啰音，右肺为著；心率 129 次/分，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

闻及病理性杂音；双下肢不肿。入院后出现发热，查血常规：白细胞 

11.9×109/L,中性粒细胞 85.9%；CRP 1.09mg/l；PCT 0.05ug/l；D-

二聚体 ＞10000ng/ml（DDU）。结核抗体、支原体培养、支原体 IgM

均未见明显异常；胸 CT(图 1)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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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考虑重症肺炎，给予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联合利奈唑胺抗感染治

疗，3 天后，患者体温正常，咳嗽、咳痰症状缓解，仍有胸闷、憋气，

复查血常规：白细胞 7.09×109/L，中性粒细胞 66.10%；D-二聚体＞ 

10000ng/ml（DDU）；查肺 CTA（图 2）：左肺下叶、上叶舌段肺栓塞。

双下肢静脉彩超：未见血栓形成。 

 

图 2 

患者血培养、痰培养未检出致病菌，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联合利

奈唑胺抗感染治疗 2 周后调整为头孢他啶抗感染 1 周，同时给予低分

子肝素、华法令抗凝治疗，复查血浆 D-二聚体 4661ng/ml（DDU），逐

渐将抗凝方案调整为口服华法令，带药出院。出院诊断：重症肺炎，

肺动脉栓塞。 

病例分析：该患者为中年女性，发病前一周曾有流感病人接触史，胸

CT 提示肺炎，临床可以诊断为流感后肺炎。一般在流感过后两周左右

产生的肺炎仍是肺炎链球菌肺炎居多，因为气道粘膜缺损尚未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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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肺炎链球菌经气道入侵。而几乎会伴随流感同时发生的急性肺部

感染常见的病原体有两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曲霉菌。 

结合该患者发病前有流感病人接触史、痰培养为金黄色葡萄球菌

及胸 CT 有新发的肺大疱形成，可以推测第一次住院时的肺炎为金黄

色葡萄球菌肺炎。大部分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是金黄色葡萄球菌

经由血液播散入肺，很少经气道入侵肺部，但气道经流感病毒破坏后，

金黄色葡萄球菌才有机会经气道入侵。金黄色葡萄球菌无论由哪里入

侵肺部，影像学都会表现为间质性肺气肿、肺大疱；经血型播散入肺

的，血培养会阳性，且肺内病变广泛，一般会在双肺的下叶、周边，

容易并发脓胸、胸腔积液或气胸；而该患者的肺气肿、肺大疱是沿气

管走行，所以该患者为气管型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由于肺内面积大，

细菌不易溢入血液，所以此类患者的血培养极少阳性。由金黄色葡萄

球菌引起的间质性肺气肿和肺大疱，随着病情的好转，肺气肿及肺大

疱均可恢复正常，这一点与 COPD 造成的肺气肿和肺大疱的永久损害

是不同的。 

该患者经肺 CTA证实是肺栓塞，但是血培养未长出金黄色葡萄球

菌，所以不能诊断为金黄色葡萄球菌相关的败血性肺栓塞。此患者的

肺栓塞与肺炎可能是两个疾病。 

讨论：流感后肺炎是流感患者病情加重及死亡的主要原因，是流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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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并发症。流感后肺炎的诊断：合并肺炎的流感患者，或流感好

转 15天内出现肺炎的患者，都可以诊断为流感后肺炎或流感相关性

肺炎[1]。流感后肺炎主要有：（1）流感病毒性肺炎：单由流感病毒本

身引起的肺炎。（2）混合感染性肺炎：流感病毒与其他病原体共同感

染引起的肺炎。（3）继发细菌性/非细菌性肺炎：流感病毒被清除后

继发细菌感染/病毒、真菌感染引起的肺炎。 

流感后肺炎的诊断难点主要为流感病毒性肺炎、继发细菌性肺炎

与混合感染性肺炎的鉴别。流感病毒性肺炎，流感病毒检测阳性，无

细菌感染的证据，大多在发病 24 小时内累及肺部，可有咳嗽、咯血、

呼吸困难，痰中无脓，影像学表现肺部病变为弥漫性，无肺实变，抗

生素治疗效果较差；而继发细菌性肺炎，流感病毒已清除，有细菌感

染的证据，多在流感症状好转 4-14 天后发病，体温退而复升，咳痰

明显，有肺实变的体征及影像学表现，选用敏感的抗生素治疗效果良

好；混合感染的肺炎，流感病毒检测为阳性，同时有细菌感染证据，

临床及影像学表现介于病毒性肺炎与继发细菌性肺炎之间。 

M.C.Beumer等[2]对 2015 年 01 月 10日至 2016 年 01 月 04日在荷

兰两所学术医院住院的 199例流感患者进行调查显示，流感后肺炎常

见的病原菌为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链球菌、烟曲霉菌。不同病原菌

感染的肺炎临床表现无明显的特异性，呼吸道症状常有咳嗽、咳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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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困难和胸痛，其他伴随症状包括恶心、呕吐及腹部不适，食欲下

降等消化系统症状。如有肺外感染存在（如骨髓炎、脑膜炎等），则

有相应脏器受累的表现。影像学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可帮助我们进一步

鉴别诊断。 

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根据感染途径的不同，分为支气管源性和血

源性，如我们上述所讲，流感后的金葡菌肺炎为支气管源性，吸入性

金葡菌肺炎常呈大叶性分布，或广泛的、融合性的细支气管肺炎。金

黄色葡萄球菌可产生凝固酶及其他多种毒素及酶，其感染最突出的病

理改变为化脓倾向，金葡菌肺炎的影像学表现呈多发性斑片状影分布，

进展快，常累及两个肺叶以上，典型的蜂窝状、空洞、肺气囊影、脓

气胸影，肺气囊是诊断本病的一个重要特征[3]。肺炎链球菌不产生毒

素，致病力是多糖荚膜对组织的侵袭作用，引起肺泡壁水肿，白细胞

和红细胞渗出，含菌的渗出液沿着肺泡间孔向肺的中央部扩散，累及

几个肺段或整个肺叶，而不累及支气管，表现为肺实质的炎症，影像

学表现为片状密度增高影，或表现为大片实变影。曲霉菌广泛分布于

自然界中，存在于有机质坏死物、发霉谷物、饲料、水、土壤、衣服

和家具中，为条件致病菌，当患者免疫功能低下或损伤时易受感染。

肺侵袭性曲霉菌病也分为气道侵袭性和血管侵袭性，吸烟和甲流可导

致粘膜缺损，流感后肺曲霉菌感染大多经气道侵犯。气道侵袭性肺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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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病，临床和影像学可表现为：①急性气管-支气管炎：X 线多数正

常，可有肺纹理增多；②细支气管炎：HRCT 表现为小叶中心性结节和

“树-芽”征；③支气管肺炎：肺外周细支气管分布区小片实变影；

④阻塞性支气管肺曲霉病：曲霉在管腔内呈团块状生长，CT表现类似

ABPA，好发于下叶，可有两侧支气管扩张、大量粘液嵌塞，支气管阻

塞后可致肺不张。 

参考文献： 

[1]Mandell GL, Bennett JE, Dolin R. Mandell, Douglas, and Bennett’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M]. 7th ed.Philadelphia: 

Churchill Livingstone, 2009: 2265-2288. 

[2]M.C. Beumer,R.M. Koch,D.van Beuningen,A.M. OudeLashof,F.L.van de 

Veerdonk,E. Kolwijck,J. G.van der Hoeven,D.C. Bergmans, C.W.E. 

Hoedemaekers.Influenza virus and factor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ICU 

admission, pulmonary co-infections and ICU mortality[J]. Journal of 

Critical Care,2019,50. 

[3]林斯文,裴会荣.金黄色葡萄球菌性肺炎 15例 X线及 CT表现[J].内科, 2014, 

9(05):568-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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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正常者曲霉菌感染一例 

刘洁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40岁男性患者，因“间断发热伴咳嗽、咳痰 10 天”

入院。患者于入院前 10天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最高体温 39℃，伴

咳嗽、咳黄白色粘痰、活动后喘息，夜间咳喘明显，能平卧。就诊于

当地医院，诊断为“肺炎”，先后给予“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左

氧氟沙星、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抗感染治疗，患者波动于 38℃

左右，咳喘进行性加重，伴乏力。就诊于我院急诊，查血常规：白细

胞升高，强化胸 CT（图 1）：双肺多发炎性病变；为求诊治，收入院。

既往体健，长期从事海绵生产工作；吸烟史 10 余年，5支/日。初步

诊断：社区获得性肺炎：细菌？结核？真菌？入院后查血常规：白细

胞 19.64×109/L，中性粒细胞 87.3%，血红蛋白 115g/L，血小板 350

×109/L；ESR 90mm/h ；PCT 0.06ng/ml；D-二聚体 0.34mg/L；血气

分析（FiO2 29%）：PH 7.460，PCO2 34.8mmHg，PO2 86.3mmHg；CRP 

92ug/ml；肺炎支原体抗体 1：80；风湿免疫抗体均阴性；G试验、GM

试验均阴性。入院后先后给予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联合莫西沙星，

美罗培南联合万古霉素及莫西沙星口服，患者症状无好转。行支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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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检查（图 2），肺泡灌洗液培养：烟曲霉；将治疗方案改为静脉伏立

康唑，治疗 2 周后复查胸 CT 及支气管镜（图 3,4），患者症状好转出

院。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病例分析：曲霉菌侵入人体造成感染的方式主要取决于宿主的免疫状

态。此患者为免疫正常人群，所以，分析此病例的思路、治疗方案就

不能照搬血液病或移植者的感染特点、抗感染指南。曲霉菌是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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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环境菌，引起免疫正常者的感染部位是人体温度较低的气管表面或

气道下粘膜，而不是血管侵犯或肺泡累及。所以临床症状往往较轻，

而影像学却较重。以往，可以侵犯气管的疾病我们常常会想到肿瘤和

曲霉菌，近期南方城市较热门的腺病毒感染也可造成广泛气管侵犯。

所以，支气管镜检查是鉴别以上三种疾病最重要的手段。 

    该患者是免疫正常人群，曲霉菌的感染应该是气管或气管下粘膜

侵犯，临床症状不重，如发热、咳嗽、咳痰，但是该患者还伴随严重

的喘息，这就是曲霉菌急性感染的另外一个特点——过敏反应，因为

曲霉菌是植物，有多种致敏的成分。对于免疫正常者曲霉菌感染的治

疗，一般情况下并不需要积极的静脉抗真菌治疗，而是以对症治疗为

主，比如喘息的时候可以使用激素，后续可以口服伊曲康唑，治疗的

终点是影像学的恢复。只有出现血管侵犯的曲霉菌感染才需要紧急静

脉伏立康唑或卡泊芬净治疗，但当粒缺状态缓解后，感染的类型就转

变为气管侵犯，治疗的药物可换成伏立康唑或伊曲康唑口服。近几年，

流感后的曲霉菌感染时常出现，考虑是流感病毒破坏了气道上皮后，

曲霉菌的气管或气管粘膜下快速侵犯。气管粘膜下侵犯进一步发展可

能会导致血管侵犯，这一推论尚需解剖学的证明。 

讨论：肺曲霉菌病的类型或疾病谱的多样性是病原体与宿主免疫反应

相互作用的结果：正常免疫反应者可有定植或寄生（曲霉球）；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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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者呈过敏性肺曲霉菌病，以过敏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 (allergic 

broncho pulmonary aspergillosis，ABPA)为代表；免疫低下者则出

现半侵袭性肺曲霉菌病、侵袭性肺曲霉菌病 (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IPA)、血管侵袭性和气道侵袭性[1]。 

非粒缺患者肺部曲霉菌感染在近年来越来越常见，多数患者伴有

基础疾病，主要症状为咳嗽、咳痰、发热、咯血、胸闷和气喘，肺部

体征不明显[2]。其中，75.64%的寄生性肺曲霉菌病患者表现出咯血症

状，而仅有 31.82%的侵袭性肺曲霉菌病患者表现出咯血症状，表明咯

血是寄生性肺曲霉菌病的主要临床表现。而在侵袭性肺曲霉菌病患者

中，具有咳嗽症状的患者占比为 100%，具有胸闷体征的患者占比

77.27%，其他症状不明显，表明咳嗽是侵袭性肺曲霉菌病的最主要特

征[3]。非免疫缺陷病人肺曲霉菌病 CT 影像以局限或多发的不规则结

节影、周边伴磨玻璃或斑片样渗出以及“空气新月征”或空洞多见，

影像学诊断需与炎症、肿瘤、结核相鉴别，确诊依靠肺活检。 

曲霉菌感染按临床病程可分为急性(数日至数周)、亚急性(数周至

数月)和慢性肺曲霉菌(chronic pulmonary aspergillosis，CPA)(数

月至数年)。CPA 临床诊治要点[4]：(1)单发(或单纯)性肺曲霉球：单

发肺空洞含霉菌球，血清学或微生物学提示曲霉菌属感染，见于非免

疫抑制患者，轻微或无症状，至少经 3 个月观察影像学上无进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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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空洞性肺曲霉病 (chronic cavitary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CCPA)：1 个或多个肺空洞(薄壁或厚壁)可能含≥ 1 个曲霉球或不规

则腔内物质，血清学或微生物学提示曲霉菌属感染，有明显的肺部和

(或)全身症状，至少 3 个月观察期影像学上呈现进展(新空洞、空洞

周围浸润增多或纤维化增加)。(3)慢性致纤维性肺 曲霉病 (chronic 

fiberosing pulmonary aspergilosis，  CFPA) ：并发于明确的 

CCPA、至少 2 个肺叶的严重纤维性结构破坏导致肺功能明显损害。1

个肺叶空洞的严重纤维化视为受累肺叶的 CCPA。纤维化通常表现为

实变，但可见大空洞周围纤维化。(4)亚急性 IPA (SAIA) 或称慢性坏

死型肺曲霉病(CNPA)：通常见于轻度免疫抑制患者，病程 1～3 个月，

影像学征象包括空洞、小空洞、进行性实变伴“脓肿形成”，活检显

示菌丝侵及肺组织，微生物检测表现为侵袭性曲霉病，血清或支气管

肺泡灌洗液 (BALF)、半乳甘露聚糖 (GM)明显阳性。(5)曲霉结节：

少见。表现为 1 个或多个小结节伴或不伴空洞，可类似于结核球、肺

癌、球孢子菌病或其他疾病，只有组织学才能确诊，虽然常有坏死，

但没有证明组织侵袭。 

各种检测手段在诊断真菌感染中的定位:(1)关键性检测 ：在非

免疫抑制患者出现肺部空洞或小结节性浸润时呼吸道标本检测包括：

①菌丝直接镜检[推荐强度 A，证据级别Ⅱ] ；②痰或 BALF：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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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F 真菌培养(A，Ⅱ) ；③组织学 (A，Ⅱ)；④经胸壁穿刺吸引标本

真菌培养 (B，Ⅱ) ；⑤呼吸道分泌物曲霉 PCR(C，Ⅱ)；⑥痰或呼吸

道分泌物细菌培养 (C，Ⅱ)。(2)曲霉菌抗原检测 ：BALF 检测 GM 

(B，Ⅱ)，不推荐检测血清 GM。(3)曲霉菌抗体检测 ：曲霉 IgG 或沉

淀素检测 (A，Ⅱ)，但是目前该两项技术标准化不够完善。X 线胸片

仍然是怀疑和诊断 CPA 的第一手影像学资料，CT 则能提供更多附加

诊断价值，如病灶定性、定位及分布与范围。 

参考文献： 

[1]ParkS J, Borna M. Innate immunity to asperillus species[ J]. Clin 

Microbiol Review, 2009,22: 535-551. 

[2]刘成建,李光辉,阮吉陆.非粒细胞缺乏肺曲霉菌病临床特征及 CT表现[J].当

代医学,2019,25(13):142-143. 

[3]杨帆.肺曲霉菌感染患者的微生物检验与临床诊治研究[J].中国疗养医

学,2019,28(2):205-207. 

[4]何礼贤.欧洲《慢性肺曲霉病:理论基础和临床诊治指南》解读[J]. 中国实用

内科杂志,2016,36(6):458-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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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肺脓肿一例 

朱学艳 

天津市红桥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78 岁男性患者，因“咳脓臭痰伴发热 4 天”入院。

患者于入院前 4 天受凉后出现咳嗽、咳痰，为黄白色脓臭痰，粘稠不

易咳出；伴发热，体温最高 38.4℃，自服头孢菌素及退热药物，无好

转，收入我科住院。既往高血压病、陈旧脑梗死、2 型糖尿病史。入

院查体：双肺呼吸音粗，右上肺可闻及湿性啰音。查胸 CT（图 1）：

两肺慢性间质性病变，继发双肺散在炎症，右肺上叶斑片状模糊影伴

小空洞。入院诊断：肺脓肿、2 型糖尿病。查血常规：白细胞 11.69

×109/L，中性粒细胞 84%；CRP 166mg/L；PCT 0.07ng/ml；糖化血红

蛋白 7.8%；3 次痰培养阴性；3 次痰抗酸染色阴性。入院后给予哌拉

西林钠/他唑巴坦钠联合莫西沙星抗感染 14 天，患者体温逐渐下降至

正常，复查胸 CT（图 2）：右上肺斑片影较前吸收；出院。出院后口

服莫西沙星序贯治疗，出院后第 5 天，患者再次出现发热，体温最高

达 38.5℃，查血常规：白细胞 10.09×109/L，中性粒细胞 85.1%；复

查胸 CT 与图 2 比较无明显变化，再次收入院。2 次痰培养及 2 次血培

养均阴性，给予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抗感染 2 天，效果不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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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美罗培南抗感染，患者体温逐渐下降至正常。美罗培南应用 9 天时

改为米诺环素联合莫西沙星口服治疗 8 天，病情好转出院。 

 

图 1                    图 2 

病例分析：肺脓肿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感染性疾病，基本上都是先有阻

塞，造成了厌氧的环境，之后再形成肺脓肿。急性的肺脓肿是由急性

的阻塞造成的。临床上遇到肺脓肿，首先要看脓肿是单发还是多发，

还要看病灶和支气管是否相连；如果病灶为多发，且和支气管没有相

连，要考虑血行播散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原体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免

疫缺陷者要注意奴卡菌的可能。如果病灶为单发，且和支气管相连，

要注意患者的气道是否存在阻塞，比如异物阻塞（如花生米、假牙

等），阻塞后可以出现急性肺脓肿，如果及时将阻塞去除，患者的肺

脓肿会迅速好转。从该患者的胸 CT 上可以看出，肺脓肿是与大气道

相连的，考虑可能存在气道阻塞，应该先为患者行支气管镜检查。 

因阻塞造成的肺脓肿，首要的治疗是去除阻塞，使气道变得通畅，

再加上体位引流；而抗菌药物在治疗中的位阶不高。 

讨论：肺脓肿是各种病原微生物引起的肺实质坏死性病变，形成包含

坏死物或液化坏死物的脓腔。临床上以急性起病，畏寒、高热、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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咯大量臭脓痰，X 线显示以一个或多个含气液平的空洞为特征[1]。尽

管新的抗菌药物不断涌现,但由于人口老龄化、病原微生物的变迁以

及宿主继发免疫缺陷(如艾滋病)等因素，导致肺脓肿的治疗面临新的

严峻挑战[2]。 

原发性肺脓肿是指健康人因肺炎或吸入而引起的原发感染。继发

性肺脓肿是指在某些疾病基础上的继发感染所致，如肿瘤或异物阻塞

支气管、先天性肺发育异常、既往有支气管扩张症，和(或)机体处于

免疫抑制状态，肺外病变扩散至肺(包括血源性肺脓肿)也属于此类。 

对于病程超过 3 个月，经内科治疗脓腔不能闭合、经内科治疗大

咯血无效或危及生命、支气管阻塞限制了气道引流者可行肺叶切除术

［3］。此外，需注意的是气管异物可致肺不张、肺脓肿，早期取出异物

为治疗关键。 

肺脓肿的治疗应重视体位引流。 CT 引导下经皮穿刺引流是肺脓

肿内科保守治疗疗效不佳患者的首选治疗[4]。电子支气管镜下冲洗治

疗急性肺脓肿疗效佳，其优点包括：① 电子支气管镜下可以直视病

灶的局部，准确、有效的吸引、清除支气管内脓性分泌物、坏死物质、

痰栓，解除气道阻塞、保持呼吸道通畅，促使炎性病灶吸收、脓腔愈

合，从而减轻全身症状；② 电子支气管镜下局部刷检涂片及吸取分

泌物培养利于病原学诊断[5]，指导抗生素选择；③ 操作相对简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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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反应轻，创伤小，疗效可靠，对医院设备要求低，容易开展。 

参考文献： 

[1] 陈灏珠,实用内科学[M].11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1:1590 - 1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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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oske HJ, Röding T, Schulz I,et al.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 

in a surgical intensive care-unit: epidemiology,etiology and 

comparison of three bronchoscopic methods for microbiological specimen 

sampling. [J]. Crit Care,2001,5(3):16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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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型肝炎一例 

李雅君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63 岁男性患者，因“发热、乏力 10 天，加重伴目黄、

尿黄 3 天”入院。患者于入院前 10 天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体温波

动于 37℃～38℃间，最高体温 39.5℃，伴明显乏力、恶心、厌食，

自服“感冒药”，未就医。3 天前出现目黄、尿黄、皮肤黄染，在当

地医院就诊，查肝功能提示胆红素、转氨酶显著增高，为求进一步诊

治收入院。既往银屑病 10 余年，服用中药治疗（具体不详）。入院查

体：T 36.4℃，P 80 次/分，R 18 次/分，BP 135/85mmHg。神志清楚；

皮肤、巩膜重度黄染，未见肝掌及蜘蛛痣；咽部可见淋巴滤泡增生；

双侧颌下淋巴结肿大，质硬，有触痛；心肺腹部查体未见明显异常；

双下肢无水肿。入院查肝功能：ALT 1410U/L ，AST 820U/L，γ-GT 

90U/L，ALP 172 U/L，胆碱脂酶 3223U/L，总蛋白 54.9g/L，总胆红

素 302.8umol/L，直接胆红素 175.5umol/L；凝血酶原时间(PT)22.3s，

国际标准化比值(PT-INR)1.88，凝血酶原活动度(PTA)29%；戊肝 IgM

抗体（+）；EB 病毒早期抗原 IgM 抗体（+），EB 病毒衣壳抗原 IgM 抗

体（+），EB 病毒核心抗原 IgG 抗体（+），EB 病毒衣壳抗原 IgG 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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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诊断为：病毒性肝炎(亚急性重症)，HEV 与 EBV 二重感染。

给予保肝、退黄、纠正凝血等治疗，患者肝功能逐渐好转后出院。 

病例分析：每个病毒感染人体的靶目标不同，如果出现以急性肝功能

异常为主的表现，可以诊断为急性肝炎，首先要考虑嗜肝病毒 HAV、

HBV、HCV、HDV、HEV 等感染。其中能导致重症肝损伤的多见于 HAV和

HBV 感染。甲肝和戊肝都是经粪口途径传播的传染病，感染部位在大

肠，因此需要进食大量的病毒才会造成感染，所以经食物很少造成感

染爆发，通常是经过污染的水源造成感染爆发。近些年来，在同性恋

族群之间的甲肝和阿米巴的感染爆发时有报道，这与同性性行为有着

密切的关系。 

该患者不能诊断为 EB 病毒的急性感染，也不能诊断为 EB 病毒的

再活化。EBV 为疱疹病毒，主要感染人类的 B 淋巴细胞，易感的年龄

多在 30 岁之前，急性感染后可造成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的增殖，临床

表现为发热伴扁桃体渗出性改变、淋巴结肿大、肝脾肿大，可以有肝

功能异常，但是肝功能异常不是主要的临床表现，且 EB病毒的抗体

检测要求抗 EBNA-IgG 为阴性。EB 病毒再活化的主要表现为嗜血现象

或单克隆增殖为淋巴瘤。 

很多病毒感染通过 IgM 抗体来诊断不太可靠，只有少数疾病可以

通过病毒的 IgM抗体来诊断，如乙脑、登革热、及新进的 EBV IgM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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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所有疱疹病毒的感染都要视宿主而定，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的再发

与患者的免疫压力有关；带状疱疹病毒感染的再发要看年龄，一般 40

岁以后会再次发病；CMV 感染的再发主要发生于器官移植和 T 细胞免

疫异常者；EB 病毒感染的再发原则上与细胞免疫有关，一般以嗜血或

肿瘤为主, 偶尔也会出现重症再发。 

讨论：病毒性肝炎是由多种不同肝炎病毒引起的一组以肝脏损害为主

的传染病，包括甲型肝炎、乙型肝炎、丙型肝炎、丁型肝炎和戊型肝

炎。临床表现主要是食欲减退、疲乏无力、肝脏肿大及肝功能损害。

戊型肝炎是由戊型肝炎病毒引起，是一种单股正链 RNA 病毒。潜伏期

一般为 2～9 周，平均 40 天，大部分呈自限性。HEV 急性感染的实验

室检测指标包括抗 HEV IgM 阳性、抗 HEV IgG 阳性或 4 倍及以上升

高、血清和（或）粪便 HEV RNA 阳性[1]。一般情况下这 3 项指标中的

任何一项阳性都可作为 HEV 急性感染的临床诊断依据，如同时有 2 项

指标阳性则可确诊。HEV 感染一般伴随着数周的 HEV 病毒血症和粪便

排毒，因此 HEV RNA 的检出是 HEV 现症感染的最直接证据。抗 HEV 

IgM 在患者出现临床症状时大多能检测到，在恢复期迅速消退。IgG 

抗体紧随 IgM 抗体出现且浓度迅速升高，并将持续数十年。戊肝发病

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同时戊肝发病具有季节性高峰，主要为每年春季。

戊肝根据其基因型的不同，可引起以水源性污染为主的暴发流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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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通过人兽传播的散发病例。 

EB 病毒属γ疱疹病毒科，是 1964 年由 Epstein、Barr 在研究非

洲儿童伯基特淋巴瘤中发现的一种亲人类 B 淋巴细胞的病毒。EB 病毒

为线性双链 DNA 病毒，除了可以感染 B 淋巴细胞，也可感染上皮细胞

和成纤维细胞。EB 病毒感染细胞后以潜伏性感染和裂解性感染两种状

态存在，其中潜伏性感染最为常见。EBV 在人群中广泛感染，幼儿感

染后多无明显的症状，或引起轻度咽炎及上呼吸道感染。青年期感染

约 50%出现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临床表现为发热、淋巴结肿大、

咽痛，实验室检查可发现外周血淋巴细胞显著增多，出现异常淋巴细

胞、肝功能异常、嗜异性凝集试验以及抗 EBV 抗体阳性。EBV 可长期

潜伏在人体淋巴组织中，当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时，引起慢性活动性

EBV 感染，甚至可发展为 EBV相关恶性肿瘤［2］。 

EB 病毒在感染机体后可产生不同类型的抗原，包括衣壳抗原

（virus capsid antigen , VCA）、膜抗原（membrane antigen，MA）、

早期抗原（early antigen , EA）、核抗原（EBV nuclear antigen , 

EBNA），各种抗原均能产生相应的抗体，并出现在 EBV 感染的不同时

期。原发性 EBV 感染过程中首先产生针对 VCA 的 IgM 和 IgG(抗 VCA-

IgM／IgG)；在急性感染的后期，抗 EA-IgG 出现；在恢复期晚期，抗

EBV 核抗原(EBNA)IgG 产生。目前主要用于实验室检测的 EBV 特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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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包括抗 VCA-IgG、抗 VCA-IgM 和抗 EBNA-IgG，依据这 3 个抗体的

检测结果可以区分 EBV 原发感染和既往感染：抗 VCA-IgG、抗 VCA-

IgM 抗体阳性而抗 EBNA-IgG 阴性提示 EBV 原发感染，抗 VCA-IgM 阴性

而抗 VCA-IgG 和抗 EBNA-IgG 阳性则是典型的 EBV 既往感染。另外，

抗 VCA-IgA 和抗 EA-IgA 阳性提示持续性 EBV 抗原刺激，常用于 CAEBV

或 EBV 相关肿瘤的诊断和监测［3］。嗜异凝集抗体为 IgM 抗体，在病程

第 1～2 周出现，在病程 5 周内达到高峰，随后迅速下降，但是少数

患者可以持续约 6-12 个月。在成人和青少年，85％～90％原发性 EBV

感染者会出现嗜异凝集抗体。目前 EBV-DNA 载量测定已经被广泛应用

于 EBV 相关疾病的诊断、病情监测、治疗效果评估和预后判断等。在

原发感染的两周内，EBV-DNA 水平达到峰值，然后逐渐回落，并在几

周至几月内降至检测不到的水平。虽然在大多数远期感染者的血清和

血浆中检测不到 EBV-DNA，但其全血中仍含有低水平的 EBV-DNA，并

可能持续终生，一旦出现 EBV 的慢性活动感染或 EBV 相关恶性肿瘤，

EBV-DNA 水平会再度升高而且比检测血清抗 EBV-VCA-IgA 更敏感，此

外，EBV-DNA 检测对于免疫抑制患者 EBV 感染的诊断十分必要［4］。因

此，熟悉 EB 病毒感染后抗体类型及检测意义对 EB 病毒感染相关疾病

的诊治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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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隐球菌病合并颅内占位一例 

张文涛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53 岁女性患者，因“间断发热伴咳嗽、喘憋 16 天”

入院。患者于入院前 16 天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最高体温 37.5℃，

午后为著，伴咳嗽、喘憋、周身肌肉疼痛，无鼻塞、流涕、咽痛，无

胸痛、咯血、盗汗，先后口服 3 天环丙沙星、5 天阿奇霉素、3 天莫

西沙星，仍午后低热，咳嗽及喘憋较前加重。入院前 1 天就诊于我院，

查血常规：白细胞 11.97×109/L，中性粒细胞 72.9%；胸 CT（图 1）：

两肺下叶多发团状软组织密度影，左肺下叶胸膜下区斑片影及小结节

影；为进一步诊治，收入院。既往高血压病、子宫内膜异位症史；职

业为教师，发病前曾在长时间无人打扫的档案室停留。入院查体：T 

36.4℃，BP 124/79mmHg。双肺呼吸音粗，右下肺可闻及少许湿啰音。

入院后查血常规：白细胞 13.49×109/L，中性粒细胞 85.8%；PCT 正

常；CRP 35.2mg/L；G 试验、GM 试验阴性；肺炎支原体抗体、结核抗

体、呼吸道病毒抗原阴性；梅毒试验、HIV 抗体阴性；肿瘤指标均正

常。胸部增强 CT（图 2）：两肺下叶多发团块样软组织影及斑片、结

节影（首先考虑感染性变），纵隔及右肺门淋巴结增大。给予莫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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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注射液 0.4g/日及注射用伏立康唑 0.2g Q12h 联合抗感染治疗 2 周，

症状较前有所好转。复查外周血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及 CRP 也

逐渐恢复正常；复查胸 CT：肺内软组织影未见明显变化。查血隐球菌

荚膜多糖抗原，同时行右肺穿刺活检术。活检结果（图 3）：隐球菌；

血隐球菌荚膜多糖抗原（+）。诊断为肺隐球菌病，给予静脉氟康唑

600mg/日。为除外中枢神经系统感染，查颅脑 MR（图 4）：额区异常

信号，占位性病变？。查颅脑 MR 增强：脑膜瘤。患者分别于氟康唑

治疗 2 周及 4 周时复查胸 CT：肺内软组织影逐步缩小。出院诊断：肺

隐球菌病、脑膜瘤。出院后继续口服氟康唑 0.4g/日。  

 
图 1                     图 2  

 

图 3 1:40 HE        1:40 PAS           1:40 PASM 

 

图 4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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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分析：除了白色念珠菌是存在于人体的胃肠道内，绝大部分真菌

都是环境菌，都是经过呼吸道吸入而造成人体的感染。因此，真菌的

原发感染部位在呼吸道（支气管或肺部）。如果感染只存在于肺部，

称为局部感染，而存在于肺部以外的感染称为散在性感染，包括皮肤

感染在内。由于肺部的面积很大，由肺部的感染扩散入血至其他部位

机会不大。以隐球菌为例，隐球菌含有荚膜，荚膜对脑膜具有很高的

亲和性，若肺部的隐球菌感染很容易入血，那么肺隐球菌病合并隐球

菌脑膜炎的比例应该很高，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很多手术切除肺组织

最终证实为隐球菌感染的患者，病程中并未出现脑部病变。临床上，

很多隐球菌肺炎的病人出现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几率也并不高。一旦

隐球菌入脑，首先出现的应该是脑膜炎的表现，后期可能出现脑炎，

二者的区别：脑膜炎的症状重，预后差，感染部位在脑膜；脑炎的症

状轻，预后好，感染部位在脑室。此患者隐球菌肺炎合并颅脑占位

（鞍区），综合以上分析考虑颅脑占位与隐球菌感染关系不会太高。 

临床上，隐球菌在肺部感染的表现是多变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模

式，主要是因为隐球菌是环境中的真菌，它会与感染者因发生不同的

免疫反应而出现不同的临床症状及影像学表现。国外曾有相关研究，

比较免疫正常者的隐球菌肺炎、隐球菌脑膜炎与艾滋病患者的隐球菌

肺炎、隐球菌脑膜炎的病灶部位菌量及临床症状都有不同，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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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患者的肺部及脑脊液中的隐球菌数量远大于免疫正常感染者，

而临床症状却明显轻于免疫正常感染者。究其原因，艾滋病患感染隐

球菌后，真菌繁殖的菌量多但是免疫反应低下。所以，隐球菌感染后

的临床表现主要取决于人与隐球菌的免疫反应，而不是隐球菌的数量，

所以艾滋病患的症状较免疫正常人轻。 

讨论：隐球菌属于环境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不仅鸽粪中常可分离，

在桉树、土壤、室内灰尘、家畜(猫、牛、山羊等)的排泄物中都曾成

功分离出。人由呼吸道吸入后引起感染，初感染灶多为肺部。对于接

触仓库档案后感染隐球菌的病例目前尚无相关报道，但我国 6 年的档

案库房微生物普查显示，从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 413 个馆，采集

菌样 1647 份，经分离纯化得到 2253 菌株，鉴定出 23 属，92 种或变

种。其中优势种 6 属 23 种，稀有种 12 种，均属细菌、放线菌和霉菌

类[1]，因此参与仓库清理及档案管理等相关工作的人群存在感染上述

微生物的机会。 

关于肺隐球菌病的诊断确立，因其症状及影像学表现多样而无特

异性，故主要依靠组织病理检查和病灶内脓液穿刺标本的病原学涂片

和培养。通常取自无菌部位如经皮肺组织穿刺活检标本等真菌涂片、

培养阳性，有确诊意义；取自痰、咽拭子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的标本

涂片或培养阳性，以及血清隐球菌荚膜多糖抗原乳胶凝集试验阳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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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疑似诊断价值[2-4]。但值得注意的是，血清中隐球菌荚膜多糖抗原

滴度的增高对有 HIV 感染的患者很有帮助，提示有隐球菌病，而对无

HIV 感染者，滴度的增高对隐球菌病诊断的意义不能肯定。因此，对

于隐球菌荚膜多糖抗原阳性的存在肺部结节的非 HIV（免疫正常）患

者在必要时可行肺组织穿刺活检予以确诊。治疗上，在免疫正常患者

中，无症状而肺部标本隐球菌培养阳性的必须严密观察或采用氟康唑

200-400mg/d，治疗 3-6 个月。有轻到中度症状的免疫正常患者或轻

到中度症状的无肺部弥漫性浸润、无其他系统累及的非严重免疫抑制

患者采用氟康唑 200-400mg/d，治疗 6-12 个月。对不能耐受氟康唑的

患者，可选用伊曲康唑 200-400mg／d，治疗 6-12 个月。血清隐球菌

荚膜多糖抗原持续阳性不能作为维持治疗指标。免疫抑制伴弥散性感

染或严重肺炎者治疗同隐球菌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如果不能应用口服

唑类药物，或肺隐球菌病较重或呈进行性加重时，推荐使用两性霉素

B，0.4-0.7mg/(kg·d)，总剂量为 1000-2000mg。对于肺部病灶局限

而内科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可考虑手术治疗。外科手术在免疫功能

正常患者中的应用主要针对那些接受常规抗真菌治疗后局部影像学异

常仍持续存在的患者。对此类症状或体征持续存在的患者，一些专家

建议外科切除肺局部病灶，而不是继续长期抗真菌治疗或仅予以观察。

该方法可使部分患者获得治愈，甚至可能发现其他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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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垂直传播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感染一例 

徐桐柏 

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病例报告：一名 20 岁女性患者，因“孕 1 产 0 孕 36+1 周，发热 2 天，

见红伴腹痛 7 小时” 于 2019 年 5 月 5 日 5 时收入产科。既往体健，

平素月经规律。停经 3+月验尿 HCG（+），早孕反应轻，孕早期否认保

胎及病毒感染史；孕 4+月以来有胎动，四维彩超提示羊水偏多，脐带

绕颈一周；孕 34 周 B 超提示胎儿心率偏快（164 次/分），未治疗；孕

36+1 周，自述发热 2 天（未测体温），未治疗。入院前 7 小时见红，

伴规律腹痛 30s/4-5min，妇科 B 超：宫内孕、单胎、头位、轻度羊水

过多，未破水，胎动可；收入院。入院查体：T 36.5℃，BP 99/48 

mmHg，P 106 次/分，R 22 次/分。神志清楚；颈软，无抵抗；双肺呼

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率 106 次/分，律齐；足月妊娠腹型；

双下肢无水肿。入院诊断：孕 1 产 0 孕 36+1 周先兆早产、LOA、胎儿

宫内窘迫？、羊水过多。查血常规：白细胞 19.24×109/L，中性粒细

胞 85.6%。给予吸氧、左侧卧位，监测胎心胎动。因胎心监护无好转，

考虑不除外胎儿宫内窘迫、胎儿宫内窒息，于 2019 年 5 月 5 日 8 时

急症行子宫下段横切口剖宫产术。术中刺破胎膜见羊水 3 度粪染，可

见粘稠样胎粪，胎膜黄染，以 LOA 位娩出一男性活婴（新生儿生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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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窒息，Apgar1 分钟评 4 分，立即断脐后交台下行新生儿复苏抢救，

Apgar5 分钟评 6 分， Apgar10 分钟评 7 分，后转往新生儿重症监护

病房），胎盘、胎膜娩出完整，手术顺利，产妇安返病房。术后诊断：

孕 1 产 0 孕 36+1 周已娩、LOA、胎儿宫内窘迫、早产、宫内感染、新

生儿窒息。术后第一天，患者出现寒战、发热，最高体温 39℃，无其

他不适，查体未发现感染病灶，抽血培养，给予退热、降温等治疗。

术后第二天，患者仍有发热，最高体温 39℃，复查血常规：白细胞 

11.57×109/L，中性粒细胞 78.3%；CRP 111.53mg/L；PCT 0.1ng/ml；

考虑存在细菌感染，但感染灶不明确，给予美罗培南 0.5g Q8h 抗感

染治疗。术后第三天，患者体温较前下降，最高体温 37.6℃ 。术后

第五天，患者体温正常，复查血常规：WBC 8.22×109/L，GR% 57.9%，

产妇血培养回报阴性，婴儿血培养回报：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术

后第九天，停用美罗培南，给予口服复方新诺明治疗，好转出院。婴

儿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给予美罗培南抗感染治疗后病情平稳，好转

出院。 

病例分析：引起孕后期胎儿早产和胎儿宫内窘迫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李

斯特菌感染，胎儿宫内窘迫是因为胎儿在母体内已经感染，属于李斯

特菌的早发感染。 

李斯特菌广泛存在于在环境中，人类的感染主要通过粪口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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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可能会感染，但绝大多数人没有明显的症状，或曾出现一过

性腹泻。李斯特菌的感染主要是经食物进入人体消化道，引起腹泻，

之后还可以感染胎盘和脑部。在怀孕后期，母体为了避免胎儿流产，

会把自身的免疫功能降低，因此怀孕后期是感染李斯特菌的最高风险

因素，此时李斯特菌感染到胎盘的机会比到脑部的机会要高很多，具

体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李斯特菌在动物也是以感染胎盘为主，乳汁

中也会存在，经过生殖道传染是主要途径。 

新生儿李斯特菌感染分为早发感染和晚发感染，早发感染是通过

胎盘感染所致，晚发感染是出生后感染到环境中的李斯特菌。由于新

生儿的免疫屏障功能尚未完善、肠道内的微生态平衡尚未完善，细菌

在进入婴儿机体后都有机会入侵脑膜引起化脓性脑膜炎，这一点与成

人是不同的。新生儿最常见的三种细菌感染：经过产道的 B 族链球菌、

环境中的李斯特菌和大肠杆菌。因此，新生儿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初

始治疗一定要经验性的应用氨苄西林联合头孢曲松以覆盖这三种细菌，

而且氨苄西林要应用高剂量。 

讨论: 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是存在于水与泥土中的细菌，为革兰氏

阳性, 不形成孢子的杆菌，有七个菌株（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L. 

innocua、L. welshimeri、L. seeligeri、L. iuanuii、L. grayi 

and L.murrayi），其中唯一能够引起人类致病的只有单核细胞增生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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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菌，它是一种细胞内寄生菌，宿主对它的清除主要靠细胞免疫功

能。 

蔬菜可经土壤污染，动物可携带此菌，因此李斯特菌可在生肉、

生蔬菜、未经巴斯德消毒的牛奶或由其衍生的食物中找到，巴斯德消

毒或烹煮可杀死李斯特菌。人体感染李斯特菌多为食源，即吃到李斯

特菌污染的食物；也可由母子垂直传染，即孕妇吃到李斯特菌污染的

食物可产生垂直感染，李斯特菌不会人传人感染。对于易感的风险人

群的卫教包括：①动物食品要完全煮熟才吃、②生蔬菜必须彻底洗清、

③避免交叉感染及再感染（洗手，砧板、刀生食与熟食分开，尤其是

实时食物）、④避免或烹煮风险食物、避免生食、风险食物不要长期

储存[1]。孕妇是感染李斯特菌的风险人群，依据美国 CDC 的统计，美

国每年有 2500 人严重感染，500 人死亡，这些病例中孕妇占 27%，孕

妇较非孕妇健康成人有高 20 倍的感染机会[2]。李斯特菌暴露后 2～30

天会出现症状，可只是类流感症状、头痛、肌肉痛、发烧、恶心及呕

吐，若感染进入中枢神经可出现颈部僵硬或抽搐，虽然怀孕任何时期

都会感染李斯特菌，但在妊娠的后期因为有免疫压制现象是感染率最

高的。 

李斯特菌病对胎儿的影响可以导致流产、早产、新生儿感染、新

生儿死亡[3]。新生儿李斯特菌病分为早发感染和晚发感染，早发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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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子宫内感染所致，新生儿一出生或出生后不久就出现症状，临床特

征为全身散在性肉芽肿，包括肝脾及其他器官，也可能因为羊水吸入

而感染，可造成呼吸窘迫，早发感染很少产生脑膜炎；晚发感染发生

于新生儿出生后数天到数周后，通常新生儿为足月产，出生时健康，

母亲怀孕生产都很正常，常伴随出现脑膜炎，晚发感染死亡率较早发

感染低。婴儿李斯特菌病是由于婴儿因经过产道获得李斯特菌感染，

通常出现在出生后 8～12 天，常伴随脑膜炎，出生第一个月的李斯特

菌发病率最高。因儿童年龄的不同,有时临床症状并不明显，因为儿

童没法和成人一样自己描述症状，<3 个月婴儿的症状可以表现为减少

液体摄取量、呕吐、躁动，在某些病例一个原本健康的孩子可在 1 天

之间变成重病，甚至死亡[4]。对于李斯特菌病的治疗，严重感染者给

予氨苄西林（200 毫克/公斤/日、分 6 次静注）或青霉素（300,000 

毫克/公斤/日、分 6 次静注），可联合庆大霉素（1–2 毫克/公斤、每

8 小时，依肾功能调整并监控浓度），青霉素过敏的病人可给予复方新

诺明（TMP 20 毫克/公斤/日、分 4 次静注），联合氨苄西林+复方新诺

明可能更有效。其他治疗药物选择，亚胺培南或美罗培南对李斯特菌

有很好的体外活性，万古霉素也是替代药物，但有报道过治疗失败案

例，红霉素与四环素虽具体外活性，但不推荐用于治疗，头孢类药物

体外体内都无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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