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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论著· 

高龄老年肺部感染患者免疫功能变化 
与免疫调节治疗临床研究 

赵晟珣  王桦  杨帆  王家瑜  葛亮  吴晓玲 

【摘要】  目的  观察了解高龄老年肺部感染患者细胞免疫与体液免疫功能变化，探讨胸腺肽 α1
（Tα1）免疫调节辅助抗感染治疗免疫功能改善的临床疗效。方法  入选≥80 岁高龄老年肺部感染患

者 68 例，随机分为试验组（Tα1 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34 例。Tα1 组使用基础治疗（抗感染、袪

痰、平喘、对症治疗）＋Tα1 注射液 1.6 mg，皮下注射，每日 1 次，2 周为一个疗程。对照组 34 例

仅使用基础治疗。两组治疗前后对比观察各项免疫指标：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CD3＋
、CD4＋

、

CD8＋
、CD4＋/CD8＋

）；免疫球蛋白 IgG、IgA、IgM、IgE；补体 C3、C4 水平和临床疗效评估。

结果  T 淋巴细胞表型变化比较，Tα1 组治疗前 CD3＋
为（57.75±7.80）%、CD4＋

为（33.43± 5.27）%、

CD4＋/CD8＋
为 1.41±0.46，均低于正常值，CD8＋[（30.02±5.60）%]高于正常值。治疗后 CD3＋

为

（66.89±9.84）%、CD4＋
为（38.27±4.27）%、CD4＋/CD8＋

为 1.79±0.59，比治疗前均显著增高，CD8＋

[（25.03±4.27）%]比治疗前下降，示免疫指标有所改善，相比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0.05）。体

液免疫指标变化比较：两组 C3 水平治疗前分别为（0.89±0.25）g/L、（0.86±0.37）g/L，较正常值

均偏低，余体液免疫指标 C4、IgG、IgA、IgE、IgM 治疗前后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临床疗

效观察总有效率 Tα1 组 88.2%，高于对照组 67.6%，两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χ2＝8.171，P＜0.05）。

结论  高龄老年肺部感染患者细胞免疫功能比体液免疫功能下降明显，体液免疫指标补体 C3 比 C4
水平下降敏感，应用 Tα1 辅助抗感染治疗可有效调节、改善免疫指标，恢复机体免疫功能，促进肺

部炎症吸收，改善预后。 
【关键词】  老年人；  肺部感染；  免疫调节；  胸腺肽 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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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the cellular and humoral immune function in 
aged patients with lung infection and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s thymosin α1(Thymosin alpha-1, Tα1) 
regulates immune function in adjuvant treatment as well as clinical effect. Methods  68 elder patients 
(≥80 years) with pneumon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 (Tα1) and the control group, 
34 cases in each group. Tα1 groups used the basic treatment (anti infection, eliminating phlegm, relieving 
asthma, symptomatic treatment) plus thymosin α1 injection(subcutaneous injection, once every second day, 
2 weeks as a course). The control group of 34 cases using only basic treatment.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were compared by immune indexes: the peripheral blood T 
lymphocyte subsets (CD3＋, CD4＋, CD8＋, CD4＋/CD8＋); immunoglobulin IgG, IgA, IgM, IgE, C4, 
complement C3 as well as the evaluation of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For the changes of T lymphocyte 
phenotype, in Tα1 group, CD3＋, CD4＋, CD4＋/CD8＋ were (57.75±7.80)%, (33.43±5.27)%, 1.41±0.46 

 

DOI:10.3877/cma.j.issn.1674-0785.2014.06.009 
基金项目：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2013CFB262） 
作者单位：430071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老年科 
通讯作者：王桦，Email: hospwh@sina.com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4 年 3 月第 8 卷第 6 期  Chin J Clinicians(Electronic Edition),March 15,2014,Vol.8,No.6 

 
 

·1027· 

before treatment, lower than normal while CD8＋ was (30.02±5.60)%, higher than normal, CD3＋, CD4＋, 
CD8＋, CD4＋/CD8＋ were (66.89±9.84)%, (38.27±4.27)%, (25.03±4.27)%, 1.79±0.59 respectively 
after treatment, demonstrating that CD3＋, CD4＋, CD4＋/CD8＋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le CD8＋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P＜0.05); For the changes of humoral immunity, C3 were (0.89±0.25)g/L, 
(0.86±0.37)g/L in two groups, lower than normal; As to other humoral immunity indexes (C4, IgM, IgA, 
IgG),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P＞0.05). For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 of the total efficiency, Tα1 group was 88.2% while control group was 67.6%,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χ2＝8.171, P＜0.05). Conclusions  Thymosin α1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immune 
function in adjuvant treatment of aged patients with lung infection, restore immune function, promote the 
absorption of pulmonary inflammation, improve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 

【Key words】  Aged;  Lung infection;  Immunoregulation;  Thymosin α1 
 
老年人在自然老化和环境因素的作用下易患

多种疾病，其中呼吸系统感染性疾病是引发老年人

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在老年感染性疾病中，以

老年肺部感染发病率为最高，约占 57%，病死率高

达 42.9%～50.0%[2]。对于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而

言，肺部感染是其首要的致死因素[3]。老年人的个

体免疫细胞不仅增殖能力下降，而且易发生凋亡，

造成活性免疫细胞数目减少，是引起肺部感染的常

见原因之一。大量研究表明，老年肺部感染的发生、

发展、转归与机体免疫功能低下失调密切相关[4]，

因此，改善和提高老年人免疫功能可作为预防和辅

助治疗肺部感染的措施之一。本文对照研究高龄老

年肺部感染患者机体免疫功能变化和应用胸腺肽

α1（Tα1）辅助治疗对调节、改善及增强免疫功能

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收集我院老年病科 2011 年 8 月至 2013 年 12

月住院老年肺炎患者 68 例，其中男 49 例，女 19
例；年龄 80～96 岁[（85±3.5）岁]；社区获得性感

染 40 例（58.8%），医院获得性感染 28 例（41.2%）。

将 68 例患者随机分为 Tα1 组与对照组。其中，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慢性肺源性

心脏病并肺部感染 27 例，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加重

期 18 例，细菌性肺炎 11 例，弥漫性肺间质纤维化

并肺部感染 4 例，冠心病、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急性心肌梗死并肺部感染 3 例，肝癌、转移性肺癌

并肺部感染、大量胸腔（右）腹腔积液 2 例，肺癌

并肺部感染 3 例。合并基础疾病：高血压病 29 例，

前列腺增生 25 例，脑梗死 11 例，高脂血症 17 例，

冠心病、缺血性心肌病、慢性心功能不全 16 例，

糖尿病 19 例，老年认知功能障碍 7 例，脂肪肝 5
例，脑卒中后遗症（偏瘫）6 例，痛风性关节炎 3
例，肺栓塞 2 例，左额静脉血栓栓塞症 1 例，十二

指肠球炎 1 例，左侧斜疝 1 例。有误吸史 3 例，长

期卧床 3 例，鼻饲 2 例。所有患者的临床诊断依据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2013 年制定的《社区获

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及 2005 年美国胸科学

会（ATS）和美国感染学会（IDSA）有关《医院获

得性肺炎诊断指南》标准[5-6]。剔除标准：免疫系统

疾病、近期使用免疫抑制剂或糖皮质激素、其他部

位感染、肿瘤、肺栓塞、血液系统疾病、糖尿病及

由于心脏疾病引起的肺部疾病。两组患者的性别、

年龄、疾病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二、治疗方法    
68 例高龄老年肺部感染患者随机分为 Tα1 组

与对照组，每组各 34 例。Tα1 组给予基础治疗（抗

感染、祛痰止咳、平喘、退热及对症治疗）＋Tα1
注射液治疗。Tα1 注射剂 1.6 mg（赛生公司），皮

下注射，每日一次，疗程为 14 d。对照组仅给予基

础治疗。 
三、实验室检查   
入选者治疗前后进行免疫相关检查。（1）采

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患者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

（CD3＋
、CD4＋

、CD8＋
、CD4＋/CD8＋

）；（2）免疫

比浊法检测免疫球蛋白 IgG、IgA、IgE、IgM，补

体 C3、C4。 
四、临床观察指标   
给药前及疗程结束后，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症

状（发热、咳嗽、咳痰、喘息）、体征（肺部干湿

啰音）变化及以上免疫各项指标。同时进行血液常

规、C-反应蛋白（CRP）、痰或血液细菌培养＋药

敏试验及胸部 CT 影像检查，治疗前后对照分析与



中华临床医师杂志(电子版)2014 年 3 月第 8 卷第 6 期  Chin J Clinicians(Electronic Edition),March 15,2014,Vol.8,No.6 

 

·1028· 

评估。 
五、疗效评定标准   
按卫生部药政局 1993 年颁发的“抗菌药物临

床研究指导原则”进行评判。痊愈：症状、体征、

实验室检查及病原学检查均恢复正常；显效：症状、

体征基本消失，白细胞计数正常，胸部 X 线片显示

炎症反应基本吸收；好转：患者症状、体征明显好

转，白细胞计数正常；无效：用药 72 h 病情无明显

改善，持续高热不退，胸片显示肺部炎症无吸收。

总有效率＝痊愈率＋显效率＋好转率。按清除、部

分清除、未清除、替换及再感染 5 级标准评定细菌

学疗效[7]。 
六、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x ± ）表示，两组比较采

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χ2检验；P＜0.05 为数据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免疫指标比较 
1．细胞免疫指标：流式细胞仪检测 T 淋巴细

胞亚群结果显示：Tα1 组治疗前 CD3＋
为（57.75± 

7.80）%、CD4＋
为（33.43±5.27）%、CD4＋/CD8＋

为 1.41±0.46，均低于正常值，CD8＋[（30.02± 

5.60）%]高于正常值。治疗后 CD3＋
为（66.89± 

9.84）%、CD4＋
为（38.27±4.27）%、CD4＋/CD8＋

为 1.79±0.59，比治疗前均显著增高，CD8 ＋

[（25.03±4.27）%]比治疗前下降，示免疫指标有

所改善，相比结果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

照组治疗前后 CD3＋
、CD4＋

、CD4＋/CD8＋ 免疫指

标有所改善，CD8＋
下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1。 
2．体液免疫指标：两组 C3 水平治疗前分别为

（0.89±0.25）g/L、（0.86±0.37）g/L，较正常值均

偏低，治疗后 Tα1 组 C3（1.56±0.47）g/L，比治

疗前（0.89±0.25）g/L 增高，相比结果有统计学意

义（P＜0.05）；余体液免疫指标 C4、IgG、IgA、

IgE、IgM 治疗前后无明显变化，无统计学差异

（P＞0.05）。见表 2。 
二、临床疗效（表 3） 
疗程结束后 Tα1 组患者临床痊愈 10 例，显效

10 例，好转 10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达 88.2%；

对照组患者痊愈 4 例，显效 5 例，好转 14 例，无

效 11 例，总有效率达 67.6%。两组总有效率比较有

统计学差异（χ2＝8.171，P＜0.05）。 
三、不良反应 
治疗组患者治疗中及治疗后未见过敏、皮疹、

胃肠道及肝肾功能损害等不良反应。 

表 1  两组患者 T 淋巴细胞表型变化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CD3＋( %) CD4＋(%) CD8＋(%) CD4＋/CD8＋ 

Tα1 组 34 
治疗前 57.75±7.80 33.43± 5.27 30.02±5.60 1.41±0.46 

治疗后 66.89±9.84a 38.27±4.27a 25.03±4.27a 1.79±0.59b 

对照组 34 
治疗前 58.49±7.11 32.74±4.77 29.05±4.47 1.40±0.54 

治疗后 59.36±6.75 35.66±5.01 27.98±4.04 1.42±0.49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bP＜0.01 

表 2  两组患者体液免疫指标补体 C3、C4 及免疫球蛋白 IgG、IgM、IgA、IgE 变化比较（ sx ± ） 

组别 例数  C3(g/L) C4(g/L) IgG(g/L) IgM(g/L) IgA(g/L) IgE(IU/ml) 

对照组 34 
治疗前 0.89±0.25 0.26±0.02 10.98±2.78 1.21±0.56 1.15±0.28 94.32±24.56 

治疗后 1.12±0.56 0.32±0.05 11.02±1.38 1.19±0.34 1.23±0.67 96.79±17.89 

Tα1 组 34 
治疗前 0.86±0.37 0.29±0.12 11.04±4.80 0.71±0.23 1.05±0.91 98.75±21.78 

治疗后 1.56±0.47a 0.33±0.08 11.14±2.70 1.08±0.31 1.35±0.46 96.96±22.94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1  

表 3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例) 显效(例) 好转(例) 无效(例) 总有效率(%) 

Tα1 组 34 10 10 10 4 88.2 

对照组 34 4 5 14 11 67.6 

注：两组总有效率比较，χ2＝8.171，P＝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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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老年肺炎发病率高，病死率亦高，我国每年肺

炎患病率达 250 万例，其中老年人占 70%，85 岁以

上的高龄老人有至少 1/20 的人每年因肺炎住院[8]，

死亡率居老年人所有疾病死亡原因的第四位，居老

年感染性疾病死亡率之首位[9]。高龄老人罹患肺炎

往往合并基础疾病多，病情复杂，预后差。大量研

究证实老年肺部感染的发生、发展、转归均与机体

的免疫功能紊乱密切相关，改善和提高老年人免疫

功能可作为预防和治疗肺部感染的措施之一[4]。Tα1
由美国 Allan Goldstein 于 1965 年发现及简述，研究

表明Tα1是一种天然存在于多种生物组织的多肽物

质，由 28 个氨基酸残基组成，改善提高机体免疫

功能的作用机制为：Tα1 通过胸腺苷酸环化酶促进

多能干细胞分化为有免疫活性的 T 淋巴细胞，促

使淋巴干细胞分化为 T 淋巴细胞，并促使其成熟、

分化。它诱导不同的 T 淋巴细胞亚群成熟，促进

CD3＋
、CD4＋ T 淋巴细胞的增殖和活化，使得 CD3＋

、

CD4＋ T淋巴细胞基质成熟并向CD3＋CD4＋ T细胞转

化，促进 CD4＋ T 细胞亚群成熟和表达[10]，Tα1 可

增加 CD8＋ T 淋巴细胞分化成更具细胞毒的细胞

（CTL），使 T 杀伤性细胞如杀伤细胞（K 细胞）、

自然杀伤（NK）细胞及巨噬细胞活性增强，吞噬

并杀灭病毒、细菌，从而抑制炎症反应。同时 Tα1
可通过调节辅助性 T 淋巴细胞（Th）和 T 淋巴细胞

总数（T3）来促进 B 淋巴细胞对某些抗原的应答功

能[11]，激活补体系统，刺激造血干细胞繁殖与分化。

通过机体免疫双向调控作用，在体内提高成熟 T 淋

巴细胞功能，增加 T 淋巴细胞数量，调整 T 细胞亚

群 CD4＋/CD8＋
比例，间接调节 B 淋巴细胞功能，防

止淋巴细胞凋亡以及激活树突状细胞的作用[12-13]，

使机体免疫功能获得重建和改善[14]。因此，Tα1 作

为一种免疫调节因子和免疫增强剂被广泛用于临

床。但 Tα1 用于免疫缺陷性疾病、肝病、恶性肿瘤

和其他感染性疾病治疗的报道较多，而对高龄老年

肺部感染的辅助治疗研究较少。 
本组临床研究对 34 例高龄老年肺部感染患者

应用 Tα1 注射液免疫调节辅助治疗，对比观察外周

血 T 淋巴细胞亚群免疫指标、体液免疫指标及临床

疗效。结果显示：（1）细胞免疫 T 细胞亚群各免

疫指标 Tα1 组治疗后比治疗前明显改善。（2）体

液免疫补体 C3、C4、IgA、IgM、IgG、IgE 指标显

示，两组 C3 水平治疗前均较正常值偏低。治疗后

Tα1 组 C3 比治疗前增高。余体液免疫指标治疗前

后无明显变化。（3）临床疗效观察总有效率 Tα1
组 88.2%，高于对照组 67.6%。治疗组患者治疗中

及治疗后未发现过敏、皮疹、胃肠道及肝肾功能损

害等不良反应，示 Tα1 辅助治疗高龄老年肺部感染

患者对改善调节免疫功能安全有效。 
综上所述，高龄老年肺部感染患者免疫功能变

化主要表现为细胞免疫功能比体液免疫功能下降

明显，体液免疫指标补体 C3 比 C4 水平下降敏感。

应用 Tα1 辅助治疗高龄老年肺部感染，能阻止特异

免疫细胞凋亡、逆转免疫麻痹状态，有助于增强机

体的免疫防御作用，使 T 淋巴细胞亚群指标改善，

提高老化衰退的细胞免疫功能，抑制炎症反应，减

少感染并发症及减轻抗生素应用致细菌易变耐药

菌群的发生，从而可提高临床治愈率，降低病死率，

改善预后。临床观察中未发现与 Tα1 使用相关的肝

肾功能损害，也未出现明显的全身和局部不良反

应，安全性好，Tα1 适宜用于老年肺部感染患者的

辅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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