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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支原体感染与急性心肌梗死关系的研究
关秀茹

蒋丽鑫

赵宇

马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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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梗死，急性；

动脉粥样硬化；

肺炎支原体（ＭＰ）是呼吸道感染的

炎症介质

表２两组ｗＢｃ计数、相关炎症介质检测结果（；±ｓ）

常见病原体，可引起肺炎、支气管炎、咽
炎等。近年来发现，ＭＰ感染与冠心病尤

其是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密切相关，我
们通过病例对照研究，试图探讨ＭＰ感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８Ｐ＜Ｏ．０１

染与ＡＭＩ的关系，报告如下。
ｌ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ＡＭＩ组为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一

２结

果

病的独立危险因子，对ＡＭＩ的预后判断

ＭＰ的感染情况（表１）：ＡＭＩ组

有重要意义“。５３；ｈｓＣＲＰ是更为敏感的

２００６年３月在我院心脏病加强治疗病

ＭＰ的ＩｇＧ阳性率和ＩｇＧ浓度均明显高

炎症标志物，为心血管事件的预测因

房（ｃｃｕ）住院治疗的患者７８例，其中男

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素“３。本研究也显示ＡＭＩ时ｈｓＣＲＰ明

４０例，女３８例；年龄（５９．６８±９．９０）岁；

均＜Ｏ．０１）。

显升高，提示ＭＰ感染可能是ｈｓＣＲＰ升

２．１

诊断符合１９９９年美国心脏病学会（ＡＣＣ）
标准，并结合心脏缺血性临床表现、心电

高的因素，ｈｓＣＲＰ升高可诱导血管内皮
表１

ＩｇＧ

阳性率及ＩｇＧ浓度比较

图及血清心肌标志物的动态变化进行诊
断。健康对照组８０例为同期健康体检

ＡＭＩ组与健康对照组ＭＰ

组别

例数ＩｇＧ阳性率［例（％）］ＩｇＧ浓度（；土ｓ，ＲＵ）

者，其中男４２例，女３８例；年龄（５６．９７±

溶性细胞问黏际分子一１（ｓＩＣＡＭ一１），加
重内皮细胞的损伤和炎症反应，促进ＡＳ
的形成。

１０．９０）岁；经临床检查排除冠心病、糖尿

ＩＬ一６可激活炎性细胞，促进肝脏产

病、高血压、高血脂、肥胖等疾病。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８Ｐ＜ｏ．０１

１．２研究方法：采集受试者空腹静脉
血，３ ｏｏＯ 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１８．５ ｃｍ）离

细胞产生黏附分子，如ｓＶＣＡＭ一１和可

生大量的ＣＲＰ，引起内皮细胞损伤、功
能障碍，促进黏附分子释放，参与ＡＳ和

血ｗＢＣ计数及相关炎症介质检

２．２

心１０ ｍｉｎ分离血清，置一７０℃冰箱保存

测结果（表２）：ＡＭＩ组ＷＢＣ计数、ＩＬ一６、

备用。ＭＰ免疫球蛋白Ｇ（ＩｇＧ）抗体、白

ｓＶＣＡＭ一１、ｈｓＣＲＰ明显高于健康对照

细胞介素一６（ＩＬ一６）和可溶性血管细胞间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ｏ．０１）。

黏附分子一１（ｓＶｃＡＭ一１）水平检测用双

３讨

论

血栓形成，甚至导致斑块破裂，故认为
ＩＬ一６是ＡＭＩ的危险因素时３。

ＶＣＡＭ一１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
成员，正常情况下在细胞表面呈低表达，

可介导ｗＢｃ和内皮细胞的损伤，其升

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试

动脉粥样硬化（ＡＳ）是一种慢性炎

高促进了ｗＢＣ的黏附过程，加重了由

剂盒分别由德国欧蒙实验免疫制品有限

症性疾病ｎ ３，病原微生物感染是原因之

ｗＢＣ介导的炎症病理损伤，进一步加重

公司和美国ＢＰＢ公司提供；采用散射比

一。急性感染可引起Ａｓ斑块不稳定甚

组织缺血、缺氧＠３。ＶＣＡＭ一１主要是促

浊法检测超敏ｃ一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水

至破裂，导致ＡＭＩ的发生。３。ＭＰ是引

使单核细胞向内皮黏附、迁移，在进展期

平，ＩＭＭＡＧＥ特种蛋白分析仪及试剂由

起呼吸道感染的病原体，本研究提示

则促进已迁入病灶的单核细胞滚动和

美国Ｂｅｃｋｍａｎ Ｃｏｕｌｔｅｒ公司提供；血白

ＭＰ感染与ＡＭＩ密切相关，ＡＭＩ时ＭＰ

Ｔ淋巴细胞的激活，并增加其他细胞与

细胞（ｗＢＣ）计数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

的ＩｇＧ阳性率及ＩｇＧ浓度水平较高，提

细胞间的相互作用。随着病程的发展，

１．３统计学方法：用ＳＡＳ ８．Ｏ软件包进

示存在ＭＰ感染；ＷＢＣ计数和炎症标志

ＶＣＡＭ一１介导更多的细胞进入斑块，促

行统计。数据用均数士标准差（ｚ±ｓ）表

物ＩＬ一６、ｓＶＣＡＭ一１、ｈｓＣＲＰ水平在ＡＭＩ

使斑块发展，同时影响斑块稳定性。３。

示，并行方差齐性检验，正态分布用ｆ检

组也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从而推测急

ＡＭＩ时外周血中可检测到ｓＶＣＡＭ一１，

验，偏态分布或方差不齐时用秩和检验，

性ＭＰ感染在ＡＭＩ发病过程中起着非

可用黏附分子来预测未来心肌梗死的发

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常重要的作用，ＭＰ的反复感染可能参

生，早期应用抗黏附分子抗体可防止

与ＡＳ的病理过程。

ＡＭＩ病情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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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ＢＣ计数明显增高，说明体内有急

本研究证实：ＡＭＩ患者ｗＢＣ计数、

性感染，感染释放的毒素促进骨髓释放

ｈｓＣＲＰ、ＩＬ一６和ｓＶＣＡＭ一１于｝高，表明

增加或ｗＢＣ由边缘池进入循环池，支

ＡＭＩ时有较强的炎症激活；同时有高水

持冠心病与感染密切相关∞３。Ｃ一反应蛋

平的ＭＰ ＩｇＧ抗体，提示ＭＰ感染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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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全身炎症反应标志物，是缺血性心脏

肌细胞增殖、胆固醇沉积、泡沫细胞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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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灌流联合血液透析滤过治疗尿毒症头孢菌素脑病１ ９例
李放王嚣

丁洋

【关键词】血液灌流；

血液透析滤过；

尿毒症头孢菌素脑病

２００４年１月一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在我

器；ＨＰ治疗２．５ ｈ，ＨＤＦ治疗４．５ ｈ，抗

病，且多以淡漠、昏睡、昏迷为主。③临床

院住院的尿毒症维持性血液透析（ＨＤ）

凝剂根据部分凝血活酶时间采用肝素或

表现为神经兴奋性高的患者治疗后缓解

患者中，１９例患者应用２、３、４代头孢菌

低分子肝素。ＨＦ置换液用量为６ ０００～

快，均在治疗１次后基本缓解。④昏迷患

素后出现了尿毒症脑病，对其进行血液

８ ０００

ｍＩ，渗透压约为２９０ ｍｍｏｌ／Ｌ。血

者需２～３次治疗方可缓解。⑤再次发病

灌流（ＨＰ）联合血液透析滤过（ＨＤＦ）治

流量：ＨＰ为１７０～１８０ ｍｌ／ｍｉｎ，ＨＤＦ为

的患者疗效差。本组再次发病的２例患

疗后疗效显著，现对结果进行总结分析。

１９０～２１０ ｍＩ／ｍｉｎ；治疗１～３次，每次间

者中，１例留有永久性脑损伤，１例死亡。

ｌ资料与方法

隔１２～２４ ｈ。

⑥２代头孢菌素、４代头孢菌素治疗困

１．１一般情况：１９例患者除外脑血管

１．３结果：１９例患者中１７例治愈，１例

难，３代头孢菌素治疗１次后均可缓解。

疾病，结合有头孢菌素２、３、４代治疗用

留有永久性脑损伤，１例死亡。

药史及其他诱发因素导致的尿毒症脑病

２讨论

尿毒症晚期患者体内有２００种以上

物质的水平高于正常人，这些物质均能

后，诊断为尿毒症头孢菌素脑病。其中男

接受血液净化治疗的患者用药时均

１２例，女７例；年龄５５～８３岁，平均６８

需考虑净化治疗对药物的清除作用，用

的致病物质既有小分子物质，如游离药

岁；应用２代头孢菌素２例，３代头孢菌

药剂量与时间需据此进行调整。虽然所

物、肌酐、尿素氮等，又有中分子物质（相

素７例，４代头孢菌素１０例；内科患者

有药物的相对分子质量小于５ ｏｏＯ，ＨＤ

对分子质量３００～５ ｏｏＯ的多肽物质总

１１例，外科患者８例；患者ｌ临床表现为

均可清除，但还受药物的蛋白结合率、容

称）和其他一些物质，如氨基酸、激素、药

胡言乱语、躁动１４例，反应淡漠、昏睡及

量分布及所带电核的影响。头孢菌素治

物结合蛋白等。ＨＰ及ＨＦ可清除与蛋白

运动失调３例，昏迷２例。

疗尿毒症合并细菌感染可引起脑病的原

质或脂类相结合的、而为一般ＨＤ所不

治疗情况：ＨＤＦ使用ＮＩＫＫＩＳ０

因在于：①内生肌酐清除率下降，药物排

能清除的物质。所以尿毒症脑病发生后，

ＤＢＧ一２登机器，血液滤过（ＨＦ）使用

泄慢，易在体内蓄积。②血浆蛋白低，药

应采用全面方法清除各种有毒物质，ＨＰ

ＡＰＳ一１８Ｕ型机器，ＨＰ用ＨＡ树脂灌流

物游离浓度高。⑧尿毒症患者血脑屏障

联合ＨＤＦ治疗可有效满足上述要求，并

受损以及脑的通透性升高，药物易在脑

在临床实践中证明安全有效。尿毒症患

中蓄积。

者使用头孢菌素治疗应注意药物选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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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毒症头孢菌素脑病的临床特点
为：①患者均在用药３～５ ｄ后发病，多
在治疗５ ｄ时发病，用药剂量越大，发病

ＣＯｍ。

时间越早。②年龄大、体质差的患者易发

万方数据

加重脑病的发生，尿毒症头孢菌素脑病

剂量调整，发生脑病后应尽早给予ＨＰ
联合ＨＤ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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