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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提高对摩根摩根菌肺部社区获得性感染的认识。 方法　报道 １ 例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痰液中
培养分离出摩根摩根菌肺部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诊疗经过及随访过程，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以“摩根摩
根菌，肺，感染”为检索词，通过万方医学数据库对中文文献进行检索；以“Ｍｏｒｇａｎｅｌｌａ Ｍｏｒｇａｎｉｉ，ｌｕｎｇ ａｂｓｃｅｓ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ｌｕｎｇ”为检索词，通过 ＰｕｂＭｅｄ 数据库进行检索，检索时间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结果　患者女，５７
岁，因“发热 １０ ｄ，咳嗽、咳痰、痰中带血 ３ ｄ”入院。 入院前应用阿奇霉素 ７ ｄ、头孢呋辛及奥硝唑抗感染治疗
２ ｄ。 肺 ＣＴ示右肺上叶后段可见近胸膜空洞形成，右肺下叶及左肺上叶前段见多发片状高密度影，左肺下叶
可见较大空洞形成。 入院后连续 ３次合格痰培养结果，经菌型鉴定为摩根摩根菌摩根亚种，对舒普深和左氧
氟沙星敏感。 给予这 ２种药物治疗 ５周后，临床症状完全消失。 复查肺部 ＣＴ见病灶明显吸收，出院后门诊
随访 ４个月，病灶仅残留少许条索状阴影。 在万方医学数据库仅检索到 ２篇，１ 篇肺部感染的病例报道，１ 篇
是关于摩根摩根菌肺炎临床诊治体会。 ＰｕｂＭｅｄ数据库检索到 ３篇，１篇是婴儿社区获得性肺部感染，２篇为
成人感染个案报道。 结论　摩根摩根菌是一种条件性致病菌，临床上社区获得性肺部感染病例少见，不同于
其他肺炎治疗，疗程较长，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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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唱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Ｍｏｒｇａｎｅｌｌａ ｍｏｒｇａｎｉｉ；　Ｌｕｎｇ

　　摩根菌属只有摩氏摩根菌（Ｍｏｒｇａｎｅｌｌａ Ｍｏｒｇａｎｉｉ）一
个种，该菌在自然界广泛分布，常存在于人及动物的肠
道内，是一种条件致病菌。 摩根摩根菌可致泌尿道感
染和皮肤软组织及伤口感染，并可导致食物中毒或腹
泻［１唱５］ 。 摩根摩根菌肺炎多为医院获得性感染且多见
于中老年人，凡能导致机体免疫功能受损的情况都可
能成为引起感染的诱因，但肺部感染病例少见。 现将
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确诊的 １ 例摩根摩
根菌肺部社区获得性感染病例报道如下，并复习相关
文献，以提高临床医生对该致病菌的认识。

临床资料

一、一般资料
患者女，５７岁，农民。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月 １２ 日，因“感

冒”后出现发热，体温波动于 ３７畅５ ～３９ ℃，无咳嗽、咳
痰，当地卫生院诊断为“支气管炎”，给予静脉滴注阿奇
霉素０畅５ ｇ，每日１次，治疗７ ｄ。 体温稍有下降，波动于
３７畅２ ～３８ ℃。 ７ 月 ２０ 日出现咳嗽、咳痰，伴脓臭痰，痰
中带暗红色血丝，无胸闷、憋气，无胸痛，就诊于我院急
诊科。 给予血常规检查提示：白细胞 １４畅９７ ×１０９ ／Ｌ，中
性粒细胞比率 ８４畅４１％，血红蛋白 １４２ ｇ／Ｌ，血小板 １６３
×１０９ ／Ｌ。 行胸部 ＣＴ 平扫检查提示：右肺上叶后段可
见近胸膜空洞形成，右肺下叶及左肺上叶前段见多发
片状高密度影，左肺下叶可见较大的空洞形成，周围可
见条索状影，相邻胸膜增厚。 气管、支气管未见明显狭
窄或阻塞，纵隔及双肺门淋巴结未见明显异常，心影大
小形态可（图 １ ～３）。 急门诊初步诊断“肺脓肿”，给予
注射用头孢呋辛 ２畅０ ｇ，静脉滴注，每日 ２ 次；奥硝唑注
射液 ０畅５ ｇ，静脉滴注，每日 ２ 次；联合抗感染治疗 ２ ｄ，
症状改善不明显，于 ７月 ２２ 日以“肺脓肿”收入呼吸科
病房进一步诊治。 患者既往有糖尿病病史 ８ 年，乙型
肝炎病史 ８ 年，无住院治疗史，无手术及外伤史，无异
物吸入史，无药物过敏史，在家务农，无外地久居史。

二、入院后诊疗经过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２ 日患者入院后，查体： 体温

３８畅３ ℃，脉搏 ９４ 次／ｍｉｎ，呼吸 ２３ 次／ｍｉｎ，血压 １２８／
８０ ｍｍ Ｈｇ。 神志清，精神可，双侧颈部、锁骨上下等处
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 左下肺背部叩诊浊音，左下
肺呼吸音低，右肺呼吸音粗，双肺未闻及干湿性啰音，
心率 ９４ 次／ｍｉｎ，律齐，腹软，肝脾肋下未触及肿大，双
下肢无水肿。 初步诊断：（１）肺脓肿可能性大，肺结核
不除外；（２）２型糖尿病；（３）慢性乙型肝炎。
入院后继续给予注射头孢呋辛 ２畅０ ｇ，静脉滴注，

每日２ 次；奥硝唑注射液０畅５ ｇ，静脉滴注，每日２次，联
合抗感染治疗，及止咳、祛痰、止血、退热对症治疗。 入
院后查空腹血糖在 １５ ～１８ ｍｍｏｌ／Ｌ，给予胰岛素持续泵
入降血糖治疗。 实验室检查，入院前 ２ ｄ门急诊行血培
养＋药敏 ２次，入院后血培养 １ 次均为阴性，痰找抗酸
杆菌连续 ３次均为阴性，痰找病理细胞连续 ３ 次阴性，
血沉 ２９畅９ ｍｍ／１ ｈ，Ｃ 反应蛋白 １３２畅６１ ｍｇ／Ｌ，血常规
ＷＢＣ ９畅３６ ×１０９ ／Ｌ，中性粒细胞比率 ７４畅４４％，血清结
核抗体阴性，ＰＰＤ皮肤试验阴性。 ７ 月 ２５ 日清晨合格
痰培养连续 ３ 次，结果经过菌型鉴定为摩根摩根菌摩
根亚种，对第一、二代头孢及奥硝唑耐药。 根据药敏结
果调整抗生素，改为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 ３畅０ ｇ，静脉
滴注，ｑ１２ ｈ；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０畅４ ｇ，静脉滴注，ｑｄ。
至 ７ 月 ２８ 日患者体温已降至正常，但咳嗽未见好转，
咳痰量增加，咳大量黄白黏痰，偶见血丝。 继续给予头
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左氧氟沙星治疗 １０ ｄ 后，症状缓
解，于 ８ 月 ２日复查胸部 ＣＴ提示右肺上叶后段空洞病
灶吸收明显，右肺下叶、左肺上叶前段病灶有部分吸
收，左下肺空洞较前密实（图 ４ ～６）。 继续原方案抗炎
治疗，８ 月 １２日复查胸部 ＣＴ示右肺上叶后段，左肺上
叶前段病灶吸收明显，及左下肺空洞病灶均较前好转
（图 ７ ～９），连续复查痰培养 ２ 次均为阴性。 继续应用
左氧氟沙星和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治疗，治疗期间，患
者一般情况好，咳嗽、咳痰症状完全消失，痰培养 ２ 次
为阴性。 ８月 ２９日，再次复查胸部 ＣＴ示病灶较前明显
好转（图 １０ ～１２），抗炎治疗第 ３５ 天好转出院，出院后
继续口服莫西沙星 ０畅４ ｇ，ｑｄ，治疗 ６ ｄ后停药观察，嘱
患者停用抗生素治疗，门诊随访。 １０ 月 １２ 日门诊复查
胸部 ＣＴ 示病灶吸收好，仅残留条索状阴影（图 １３ ～
１５）。 １２月１０日再次门诊复查胸部 ＣＴ与前次一致，患
者一般情况良好，无复发迹象。
三、文献并复习
以“摩根摩根菌，肺，感染”为检索词，通过万方医

学数据库对中文文献进行检索，时间限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检索到 ２ 篇文章，１ 篇为个案报道：患者男，５０ 岁，
摩根摩根菌致肺内感染合并脓胸［６］ 。 以发热、咳嗽、咳
黄色臭味痰为首发症状。 胸部超声检查：左侧胸腔囊
性积液，胸水中培养出摩根杆菌，经头孢哌酮／舒巴坦
治疗 ２ 周后出院，但缺乏既往和后续的随访资料。 １ 篇
为论著：主要对摩根摩根菌肺炎临床诊治体会做了阐
述

［７］ ，为摩根摩根菌引起肺部感染诊疗提供了帮助。
以“Ｍｏｒｇａｎｅｌｌａ ｍｏｒｇａｎｉｉ，ｌｕｎｇ ａｂｓｃｅｓｓ”，或以“Ｍｏｒｇａｎｅｌｌａ
ｍｏｒｇａｎｉｉ，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为检索词检索，时间限定均为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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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２月，共检索到 ３篇关于肺部感染的文章：１ 篇是婴
儿肺部社区获得性感染摩根摩根菌［８］ ，文章是法语原
文，ＰｕｂＭｅｄ没有提供详细内容。 １ 篇是某综合三级医
院对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４ 年住院患者分离株摩根摩根菌 ２４
株［９］ ，分析感染部位，大多数是皮肤软组织感染
（５４％），只有 １ 株是住院期间的肺内感染，具体治疗方
案没有提供。 院外感染摩根摩根菌肺炎报道 １ 篇［１０］ ，
原文是西班牙语，ＰｕｂＭｅｄ 没有提供详细内容。

讨　　论

摩根菌由 Ｍｏｒｇａｎ于 １９０６ 年发现，过去被称为摩根
变形杆菌。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迅猛发展，通过对其
ＤＮＡ研究，发现摩根变形杆菌 ＤＮＡ分子中的鸟嘌呤和
胞嘧啶含量明显高于其他变形杆菌。 故现已单列出
来，称为摩根菌属。 摩根摩根杆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
和动物肠道，系条件致病菌。 最常引起皮肤和软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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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染，但却很少引起危重患者或死亡［１０］ 。 摩根摩根
杆菌天然耐药性严重，对青霉素类抗生素耐药性严重，
如氨苄西林和阿莫西林／棒酸耐药率为 １００％，对第一
代头孢的头孢唑啉耐药率最高为 ９８畅０％，对第三代头
孢的头孢他啶耐药率为 １９畅４％，头孢曲松虽没有出现
耐药菌株，但其中介耐药率已达 １４畅０％。 对第三代头
孢菌素的复合制剂（头孢哌酮／舒巴坦）和第四代头孢
（头孢吡肟）均未出现耐药菌株，对亚胺培南耐药率已
高达 ５畅２％［１１］ 。 其耐药机制与膜通透性降低和外排系
统活性增强有关［１２］ ，但并无随年份增长而药物敏感性
下降的趋势，表明在抗生素选择压力下变化很小，可能
与之临床出现感染病例频率较小有关

［１３］ 。
马正威［７］对临床摩根摩根杆菌肺炎分析认为，摩

根摩根杆菌肺炎临床表现症状与一般急性细菌性肺炎

相似，如发热、寒战、畏寒、咳嗽，双肺可有湿性啰音，可
闻及支气管呼吸音，胸部 Ｘ 线表现为肺叶、段致密阴
影、实变，可形成多发性肺脓肿。 多见于老年人，或原
有严重基础疾病，如癌症、糖尿病、长期应用皮质激素、
免疫抑制剂及肿瘤化放疗后患者。 某些创伤性检查和
治疗，如导尿、大手术，特别是气管插管、气管切开、机
械通气和雾化吸入等，也容易引起感染。
本例患者有糖尿病和慢性乙型肝炎病史 ８ 年，以

“发热、咳嗽、咳痰”为首发症状就诊，肺部影像学表现
倾向于肺脓肿，但酷似肺结核影像，连续 ３ 次痰找抗酸
杆菌均为阴性，且抗炎治疗效果不明显。 最初经验性
给予头孢呋辛及奥硝唑抗感染治疗 ２ ｄ后，患者症状未
见好转，痰培养结果明确为摩根摩根杆菌感染后，根据
药敏结果调整用药为舒普深、左氧氟沙星。 患者体温
逐渐恢复至正常，继续药物治疗 ５ 周，出院后口服莫西
沙星序贯治疗６ ｄ。 停药后门诊随访复查胸部 ＣＴ，病灶
大部分吸收，仅残留少量条索状影。 社区获得性肺部

感染的病例临床较少见，临床上对老年患者，尤其是有
合并基础性疾病，机体抵抗力低下的患者，应提防是否
有摩根摩根杆菌感染的可能。 根据痰培养的病原菌及
药敏试验结果，选择敏感抗生素治疗。 治疗时间相对
较长，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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