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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摇 目的摇 评价利奈唑胺对住院老年肺部感染患者血小板的影响。 方法摇 回顾性分析 13 例住院老年患者肺

部感染后应用利奈唑胺治疗的临床资料。 结果摇 13 例应用利奈唑胺抗感染治疗的患者,7 例发生血小板减少,发生率为

53. 85% ,在用药第 3 ~ 12 天,平均(6. 4依2. 5)d 开始出现血小板下降,第 6 ~ 12 天,平均(9. 4依2. 6)d 降至最低,有 2 例出

血,7 例患者均停用利奈唑胺,其中 2 例输注血小板,1 例输注血浆,停药后 3 ~ 6 d,平均(4. 1依1. 1)d 血小板开始回升,停
药后 6 ~ 12 d,平均(10. 0依3. 2)d 恢复至正常水平。 结论摇 利奈唑胺在治疗住院老年肺部感染患者时,血小板减少发生

率较高;临床选用利奈唑胺要慎重,治疗期间和治疗后严密监测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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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inezolid on Platelet during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Lung Infection
LI Juan,MA Rong鄄li,ZHANG Yan(The First Geriatrics Department,Wuhan 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zhou Mil鄄
itary Command,PLA,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摇 Objective摇 To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linezolid on platelet in the process of treating elderly patients with
gram鄄negative bacteria affected lung infection. 摇 Methods摇 Clinical data of 13 elderly patients with lung infection who were trea鄄
ted with linezolid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摇 Results摇 There were 7 elderly patients developed thrombocytopenia,and the
incidence of which was 53. 85% . The reduction of platelet developed on the third to twelfth day of linezolid usage,and the lowest
platelets count occurred on the sixth to twelfth day. There were 2 cases of thrombocytopenia with bleeding complications. All the 7
cases terminated using linezolid,in which there were 2 cases infused with platelet and 1 with plasma. The platelets counts rose a鄄
gain on the third to sixth day after linezolid withdrawn,and the platelet resumed to the normal level on the sixth to fourteenth day.
摇 Conclusion摇 When elderly in鄄patients with lung infection receive linezolid against gram鄄negative bacteria, the incidence of
thrombocytopenia turns high. In clinical settings,we should choose linezolid carefully and monitor platelet counts closely in the
course of using linezolid and post鄄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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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革兰阳性(G+)球菌是社区感染的重要病原菌,但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医院获得性感染的致病菌发

生了明显的改变,G+球菌的比例显著增加。 在 G+球菌

中,最为常见的是葡萄球菌、链球菌和肠球菌。 G+ 球

菌的耐药性日趋严重,当前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耐药

菌主要有: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耐甲

氧西林表皮葡萄球菌(MRSE)及青霉素耐药肺炎链球

菌(PRSP)。 万古霉素和替考拉宁等糖肽类抗生素一

直是治疗 G+球菌感染的主要药物,但肾毒性等副作用

限制其在老年患者中的应用。 利奈唑胺为新开发的

唑烷酮类(oxazolidinones)抗菌药物,是对抗 G+球菌的

新选择。 随着临床应用的增多,利奈唑胺对血小板的

影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笔者回顾性分析住院老

年肺部感染患者应用利奈唑胺后血小板的变化情况,
并结合文献,评价利奈唑胺在老年患者临床应用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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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
1摇 资料与方法摇
1. 1摇 临床资料摇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2 月 ~ 2011 年 4
月在我院老年病房住院、肺部感染应用利奈唑胺治疗

的患者 13 例,均为男性,年龄 76 ~ 99 岁,平均年龄

(88. 12依4. 56)岁。 多并发原发性高血压、糖尿病、肾
功能不全、心功能不全等疾病,均行深静脉置管术,2
例行经鼻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呼吸,8 例行气管切

开、呼吸机辅助呼吸。 所有患者均因肺部感染、先经其

他广谱抗菌药物治疗,其中先后应用过头孢菌素类、美
罗培南、哌拉西林 /他唑巴坦等多种抗菌药物 8 例,单
用头孢菌素类 2 例,单用美罗培南、喹诺酮类各 1 例,
后因临床不显效或细菌学发现 MRSA 而合用利奈唑

胺。
1. 2摇 用药方法摇 13 例肺部感染患者应用利奈唑胺注

射液(商品名:斯沃,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注册证

号:H20060289, 规格: 600 mg  300 mL), 剂 量 为

600 mg,静脉滴注,q12 h。 根据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时

间,疗程 4 ~ 1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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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摇 血小板减少判定标准摇 因继发性血小板减少为

多数文献报道的严重不良反应,笔者采用刘岩等[1鄄2]介

绍的方法,对血小板计数进行分析,血小板减少定义

为:淤血小板基线值(开始治疗前血小板检测值)逸正

常下限(血小板计数逸100伊109·L-1),用药后血小板

计数<正常下限的 75% ;于血小板基线值<正常下限

(血小板计数<100伊109·L-1),用药后血小板计数<基
线值的 75% 。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数据应用 SPSS 13. 0 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学分析。 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摇 结果摇

13 例患者中有 6 例在用药过程中未出现血小板

减少,其中 5 例用药 14 d 后病情好转 /感染控制停药,
1 例患者用药前血小板 65伊109·L-1,低于正常下限,
用药过程中血小板呈逐渐上升趋势,用药 3 d 后数次

监测血常规显示血小板均>100伊109·L-1;1 例患者感

染控制后拒绝继续治疗,用药 12 d 后停药。 余 7 例患

者用药第 3 ~ 12 天,平均(6. 4依2. 5) d,开始出现血小

板下降,第 6 ~ 12 天,平均(9. 4依2. 6) d,降至最低,用
药前 血 小 板 均 在 正 常 范 围 内, 为 ( 140 ~ 225 ) 伊
109·L-1,血小板最低降至(18 ~ 55) 伊109 ·L-1,有 2
例出现出血,其中 1 例血小板降至 18伊109·L-1,出血

表现为痰中带血,另 1 例血小板降至 23伊109·L-1,出
血表现为穿刺部位瘀斑。 所有出现血小板减少的病例

均停用利奈唑胺,用药 4 ~ 13 d,平均(9. 1依3. 2) d,其
中 2 例输注血小板,1 例输注血浆。 停药后 3 ~ 6 d,平
均(4. 1依1. 1) d 血小板开始回升,停药后 6 ~ 14 d,平
均(10. 0依3. 2)d 恢复至正常水平。
3摇 讨论摇

利奈唑胺是第一个应用于临床的的 唑烷酮类抗

菌药,它具有良好的药动学,主要抑制细菌蛋白质合成

的最早阶段,为蛋白质合成的抑制药,对 DNA 和 RNA
无影响。 利奈唑胺通过与核糖体 50S 亚基的 23S 核糖

体 RNA 上的位点结合,从而阻止形成功能性 70S 始动

复合物,破坏细菌转译,抑制细菌蛋白质合成,发挥杀

菌和抑菌的双重作用。 因其作用部位和方式独特,不
易与其他类别的抗菌药物发生交叉耐药,在体外也不

易诱导产生耐药性[3]。 有文献报道强大的组织穿透

性是利奈唑胺可强效治疗耐药 G+球菌所致感染的另

一主要因素[4]。 与糖肽类抗生素相比,利奈唑胺有肾

清除和非肾清除两种清除途径,肾毒性较小,其剂量调

整与肾功能损害无关,在已知肾功能不全患者中亦可

使用。 故利奈唑胺在临床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尤其在老年、肾功能不全的 G+菌感染方面得到越来越

多的肯定[1],是 ATS / IDSA 指南推荐治疗 MRSA 肺炎

新的一线选择,治疗 MRSA 所致院内肺炎 /呼吸机相

关肺炎疗效显著。 国内外多篇文献报道,对于 G+球菌

感染,不论是临床有效率还是细菌清除率,利奈唑胺疗

效均近似于甚至优于万古霉素[5鄄8]。 万古霉素一直用

于治疗由多重耐药 MRSA 引起的感染,MRSA 对万古

霉素的敏感性逐渐降低。 体外研究证实 MRSA 对万

古霉素 MIC 呈上升趋势,而随着 MIC 值的增加,万古

霉素治疗 MRSA 的成功率不断下降[9]。 故老年患者

发生 G+球菌感染时,由于利奈唑胺优越的品质,已逐

渐成为临床上的最佳选择之一。 本文 13 例应用利奈

唑胺注射液抗感染治疗的患者大部分病情好转,6 例

用药 12 ~ 14 d 后感染控制而停药,7 例因出现血小板

减少而停药。
随着利奈唑胺在临床上应用的增加,关于利奈唑

胺安全性的报道亦越来越多。 利奈唑胺耐受性良好,
常见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应,偶有发热、头痛、头晕、
皮疹、瘙痒等,多为轻中度。 严重不良反应如总胆红

素、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

酸酶、淀粉酶、脂酶、尿素氮等可逆性升高者比较少见,
常不需停药[10鄄11]。 最为严重的不良反应是骨髓抑制,
包括贫血、白细胞下降、血小板减少,其发生率 1% ~
13% [12]。 利奈唑胺引起血小板减少的报道尤其多,已
有关于利奈唑胺引起可逆性血小板减少的个案报

道[13鄄15]。 部分患者在血小板计数下降的同时,伴有白

细胞及血红蛋白下降,但不如血小板下降明显。 血小

板计数往往在使用利奈唑胺的第 4 ~ 6 天起明显下降,
停药后可继续下降,到停药后的第 3 ~ 4 天达到最低,
之后开始逐日自行回升,7 ~ 14 d 可恢复正常。 林东

等[16]在利奈唑胺与万古霉素对照试验中,血小板减少

被列为最常见的实验室异常,另有轻度白细胞计数降

低、肝功能损害,其中血小板减少的发生率为 2. 8% 。
康春燕[17]报告的高龄患者中,应用利奈唑胺出现血小

板减少的发生率为 18. 8% ,血小板计数<50伊109·L-1

者占 10. 6% ,血小板减少一般发生在用药 1 周以后。
刘宏博等[18]报道的 21 例高龄患者应用利奈唑胺过程

中有 2 例患者出现血小板减少。 与以上资料不同的

是,潘国权[19]、殷勇[20]等报道应用利奈唑胺治疗儿童

感染性疾病过程中未发现血小板减少,这一结果及原

因有待进一步临床证实与分析。
综合以上临床资料,利奈唑胺引起血小板减少的

临床资料多,且倾向于高龄患者,提示在临床应用过程

中,应注意监测患者血小板计数,以避免严重出血性并

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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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减少的诱发机制不明确,有人认为是骨髓

抑制,也有人认为与免疫介导有关 [14,21]。 赖瑛[22] 报

道 3 例高龄男性患者,应用利奈唑胺期间未用其他有

骨髓抑制作用的药物出现血小板减少,停用利奈唑胺

而其他合并用药不变的情况下,血小板计数自行回升,
其中 2 例再次使用利奈唑胺后短期内又出现血小板明

显下降,停药后又恢复正常。 提示血小板减少以免疫

介导的可能性大,首次用药后,机体已发生相应的免疫

反应,当再次用药时机体迅速做出应答,从而在较首次

用药更短的时间内即出现血小板减少。 本研究中,1
例血小板降至 55伊109·L-1的患者行骨髓穿刺细胞学

检查,显示巨核细胞数正常。 分析利奈唑胺引起血小

板减少的作用机制与免疫介导相关,而不是骨髓抑制,
与叶忠[14]、BERNSTEIN 等[21]研究的分析一致。

本研究中 13 例老年患者应用利奈唑胺治疗后 7
例出现血小板减少。 国外文献报道血小板减少发生率

1% ~13% [12]。 王海燕等[23] 报道 102 例患者静脉注

射利奈唑胺后引起血小板减少者占 31. 3% ,老年组患

者血小板减少发生率高(43. 3% ),血小板下降更明

显。 赖瑛[22]报道 8 例应用过利奈唑胺的患者,6 例出

现不同程度的血小板减少,血小板减少的发生率高于

本研究的观察结果。 本研究中的患者均为长期住院、
高龄、重症、基础疾病多、合并用药多等因素相关,且多

有气管切开、机械通气、深静脉置管、留置鼻饲管、导尿

管等侵袭性治疗,机体免疫力及各种器官功能明显低

下,常常合并各种感染,且致病菌主要为难治性耐药

菌,感染难以控制,导致临床反复用药,用药时间长,血
小板明显下降。 因此,对高龄严重感染患者,选用利奈

唑胺应严格掌握适应证,治疗前血小板水平偏低者尽

量避免使用,治疗期间及治疗后,应密切监测血常规,
根据血常规及有无出血倾向及时采取措施,一旦发现

血小板降低,结合患者病情调整用药,必要时考虑停

药。 邹琳等[24]的研究显示利奈唑胺片剂引起血小板

减少的发生率低于利奈唑胺注射液,分别为 35. 2%和

46. 7%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机制不详,需临床上

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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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结核药物使用分析

费哲红1,罗建勇2

(1. 浙江省嘉兴市第一医院药剂科,314000;2. 浙江省嘉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314000)

摘摇 要摇 目的摇 分析抗结核药临床使用情况及用药趋势。 方法摇 采用 WHO 推荐的以限定日剂量为指标的分析方

法,对浙江省嘉兴市第一医院 2007 ~ 2009 年抗结核药的使用情况进行回顾分析。 结果摇 该院抗结核药的临床使用以口

服药为主,乙胺丁醇片、异烟肼片、利福喷丁胶囊和利福平胶囊使用频度(DDDs)居前四位,8 种抗结核药 DDDs 排序表明

用药趋势基本一致。 总金额构成比前 5 位分别是利福喷丁胶囊、对氨基水杨酸异烟肼片、乙胺丁醇片、利福平注射剂、利
福平胶囊。 日用药金额前 4 位分别是利福平注射剂、对氨基水杨酸异烟肼片、利福喷丁胶囊、异烟肼注射剂。 药物利用

指数(DUI)均较接近 1. 0。 结论摇 该院抗结核药的临床使用总体合理。
关键词摇 抗结核药物;限定日剂量;药物使用频度;药物利用指数

中图分类号摇 R978. 3;R969. 3摇 摇 摇 文献标识码摇 A摇 摇 摇 文章编号摇 1004-0781(2012)03-0315-03

摇 摇 我国结核病疫情仍很严重。 据估计,2006 年我国

结核病发患者数为 131 万,占全球的 14. 3% ,位居全

球第 2 位;我国是全球 22 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
我国的结核病疫情有以下特点:感染人数多、患者人数

多、死亡人数多、农村患者多、耐药患者多[1]。 浙江省

嘉兴市第一医院为该地区的结核病定诊医院,分析该

院抗结核药的使用情况及趋势,对做好该地区的结核

病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对 2007 ~ 2009 年嘉兴市

第一医院抗结核药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报道如

下。
1摇 资料与方法摇

统计 2007 ~ 2009 年嘉兴市第一医院抗结核药的

用药信息。 采用药物使用频度( frequency of drug use,
DDDs)、药物利用指数(drug utilization index,DUI)、用

收稿日期摇 2011-06-20摇 修回日期摇 2011-11-08
作者简介摇 费哲红(1971-),女,浙江嘉兴人,副主任药师,

从事临床药学工作。 电话:(0) 13017766096,E鄄mail: fzh200104
@ tom. com。

药总金额构成比、日用药金额等数据,比较各药的使用

情况。 各药的限定日剂量(defined daily dose,DDD)值
根据第 16 版《新编药物学》、药品使用说明书等确定。
DDDs=年总用药量( g) / DDD,DUI = DDDs /实际用药

天数,日用药金额=总金额(元) /实际用药天数。
2摇 结果摇
2. 1摇 DDDs 排序摇 该院 2007 ~ 2009 年抗结核药 DDDs
排前 4 位的均是异烟肼片、乙胺丁醇片、利福平胶囊、
利福喷丁胶囊,其中,2007 年前 4 位的药品依次为异

烟肼片、乙胺丁醇片、利福平胶囊、利福喷丁胶囊,2008
年与 2009 年的前 4 位排名相同,均依次为乙胺丁醇

片、异烟肼片、利福喷丁胶囊、利福平胶囊。 2007 ~
2009 年 DDDs 排后 4 位的均依次是对氨基水杨酸异烟

肼片、吡嗪酰胺片、异烟肼注射剂、利福平注射剂。 8
种抗结核药中,前 6 位均为口服药。 除利福喷丁胶囊、
对氨基水杨酸异烟肼片外,其他均为 WHO 推荐的一

线抗结核药。 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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