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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史金英,张惠芬,袁德琴,张丽娟,耿江辉  作者单位：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心医院(史金英、张惠芬、张丽娟、耿江辉);河

北省石家庄市第三医院(袁德琴) 

  【摘要】 目的 探讨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患者院内肺部

真菌感染的相关因素、临床特点和预后。方法 采用病例对比分

析方法，收集COPD继发院内肺部真菌感染患者42例，随机抽取

同时期无真菌感染的COPD患者40例作为对照，对比分析2组临床

资料。结果 住院时间>3周、长期使用抗生素、长期使用糖皮质

激素、低蛋白血症、合并糖尿病、机械通气及侵入性留置管道是

COPD继发院内肺部真菌感染的主要诱因，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42例真菌感染患者中，白色念珠菌感染22例

(52.4%)，氟康唑是最常用的抗真菌药物, 抗真菌治疗有效率为

54.8%。真菌感染者合并肾功能衰竭、心力衰竭、多脏器功能衰

竭(MOF)及院内死亡均明显高于无真菌感染者(P<0.05)。结论 住

院时间延长、长期使用抗生素、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低蛋白血症、合并糖尿病、机械通气及侵入性留置管道是COPD患者院内

肺部真菌感染的相关危险因素，白色念珠菌是最常见的致病性真菌，真菌感染患者预后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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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阻塞性肺病(CPOD)是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常因急性加重而住院，随着抗生素、糖皮质激素及呼吸道侵入性操作

的广泛应用，COPD继发肺部真菌感染日益增多。本文对我院住院的COPD患者继发院内肺部真菌感染42例进行临床分析，报告

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6年1月至2008年12月我院呼吸内科住院的CPOD患者继发院内肺部真菌感染42例作为真菌组，其中男

25例，女17例;年龄41～86岁，平均年龄(67±19)岁;均为临床诊断。随机抽取同期住院的COPD无继发肺部真菌感染患者40例作为

对照组，其中男28例，女12例;年龄38～81岁，平均年龄(59±20)岁。2组性别比、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诊断标准 院内感染以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发布的《医院感染诊断标准(试行)》为依据[1]。COPD的诊断均符合

2002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制定的COPD诊断治疗指南[2]。肺部真菌感染根据《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的诊断标准与治疗原则

(草案)》中的诊断标准[3]。充分结合宿主因素，除外其他病原体所致的肺部感染和类似临床表现的肺部疾病，诊断分为确诊、临

床诊断和拟诊3个级别。长期使用抗生素指静脉应用广谱抗生素超过2周者;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指静脉或口服相当于泼尼松0.5 

mg•kg-1•d-1以上剂量的糖皮质激素超过2周者;低蛋白血症指血清白蛋白<35 g/L者。 

  1.3 标本采集及培养鉴定 患者晨起用2%碳酸氢钠漱口2次后深部咳出的痰液弃去前两口痰，取以后的痰，或气管插管、全管

切开后吸取的下呼吸道分泌物标本，收集于无菌盒中立即送检，进行真菌涂片及真菌培养。连续2次以上涂片查到真菌孢子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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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或培养出同一种真菌者，结合临床即可诊断为真菌感染。 

  1.4 抗真菌治疗结果判定 有效：临床症状消失或减轻，肺部阴影明显改善，病原学检查阴性;无效：病原学检查在排除污染

的情况下持续阳性，临床症状及影像学表现无改善或加重，包括死亡。 

  1.5 观察指标 比较2组一般资料、使用抗生素的时间、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时间、血清白蛋白、肝功能、肾功能及机械通气情

况，是否合并糖尿病及多脏器功能衰竭(MOF)，入院治疗情况及转归。 

  1.6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2.0统计分析软件，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两样本比较的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特点比较。 

  2.2 真菌类型 42例真菌组均通过痰培养分离出真菌，在分离的真菌中，白色念珠菌22例(52.4%)，热带念珠菌8例(19%)，光

滑念珠菌6例(14.3%)，可柔念珠菌3例(7.1%)，葡萄牙念珠菌1例(2.4%)，曲霉2例(4.8%)。 

  2.3 治疗与转归 诊断为院内肺部真菌感染患者均根据病原菌培养结果及药敏结果给予规范治疗，疗程一般为7～45 d，主要

为氟康唑400 mg/d静脉滴注抗真菌治疗，伊曲康唑200 mg/d静脉滴注主要用于光滑念珠菌及曲霉的感染，严重感染者采用有协同

作用的抗真菌药物联合治疗。42例真菌组患者抗真菌治疗后有效23例(54.8%)，无效19例(45.2%)，院内死亡17例(40.5%)。2组并

发症及预后比较见表2。真菌组合并肾功能衰竭、心力衰竭、MOF及院内死亡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3 讨论 

  真菌属于条件致病菌，存在于正常人的皮肤、黏膜，常引起免疫低下和有基础疾病患者的机会性感染[4]。呼吸系统真菌病

占所有内脏真菌病的首位，其中以COPD多见[5]。真菌感染的发病取决于宿主免疫状态、真菌毒力和数量以及宿主体内环境等诸

多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COPD患者长期反复感染而长期大量应用抗生素及激素，甚至多次住院或行机械通气，以致患者肺功能

严重毁损，机体免疫力明显下降，呼吸系统防御功能明显降低，使正常寄生在上呼吸道的真菌得以向下蔓延而发生肺部真菌感

染，甚至引发真菌败血症。本组资料显示,COPD继发院内肺部真菌感染患者住院时间>3周、长期使用抗生素、长期使用糖皮质

激素、低蛋白血症、合并糖尿病、机械通气及侵入性留置管道方面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由此可见上述因

素可导致COPD患者院内肺部真菌感染的增加，是引起肺部真菌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这与大多学者观点一致[6]。住院天数的延

长使得院内感染的发生率增加，而一旦发生侵袭性真菌病，必然使患者的病情更加恶化。长期应用抗生素后，强力的抗菌药物在

杀灭致病性细菌的同时，也会抑制或杀灭人体内正常菌群，造成体内菌群失调，随后对抗生素不敏感的真菌迅速繁殖并侵袭机

体，极易引发真菌感染。应用激素虽然可以减轻细菌的炎症反应缓解气道痉挛，但糖皮质激素可以抑制特异性细胞及体液免疫，

减少炎性介质的产生，如果长期大量应用可以造成免疫功能下降，促进感染扩散，导致真菌感染的发生。血清白蛋白是评估营养

状况的主要指标，营养不良能使机体免疫功能下降，易发生感染或感染反复发生不易控制。糖尿病患者由于内分泌代谢紊乱和并

发症，机体防御功能显著下降，易发生感染，特别是真菌感染。侵入性留置管道、气管切开及气管插管等操作增加机体消耗，降

低抵抗力，为真菌入侵提供了捷径。有创机械通气作为救治危重患者的有效手段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但有创通气破坏了人体的机

械防御屏障，容易使得病原微生物(包括真菌)能够直接进入体内成为肺部真菌感染的促发因素之一[7]。一旦发生真菌感染就会延

长患者机械通气时间，造成脱机困难。所以，对于实施有创通气治疗的危重患者一定要警惕继发性真菌感染。 

  本资料真菌组42例患者均通过痰培养分离出真菌，其中白色念珠菌22例(占52.4%)，表明其为呼吸道最常见致病性真菌，与

文献报道类似[8]。真菌组患者合并肾功能衰竭、心力衰竭、MOF及院内死亡均明显高于对照组，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真菌感染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往往与原有疾病的表现重叠在一起,且各类标本又易受污染,早期诊断十分困难,发生真菌

感染后治疗效果常不理想,因此医院内真菌感染患者并发症及病死率较高。治疗真菌感染常用药物为氟康唑、伊曲康唑、两性霉

素B等。氟康唑抗菌谱广、毒性低及半衰期长， 在主要器官体液中具有较好的渗透能力，口服吸收生物利用率达90%[9]，故临

床上应用最为广泛。对氟康唑耐药的念珠菌可选用伊曲康唑。两性霉素B是治疗危重深部真菌病的首选药物，其疗效肯定，耐药

率产生缓慢，但由于其对心、肝、肾等系统有严重的不良反应，临床使用受到很大限制。防治院内肺部真菌感染，降低真菌感染

的发生及患者病死率，关键在于早期诊断、综合治疗基础上及时有效的抗真菌治疗。因此，我们应早期发现和诊断真菌感染，提

高真菌检测水平，及时合理的使用抗真菌药物，以切实降低真菌感染患者的病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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