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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重症患者侵袭性念珠菌感染临床诊治进展
王东浩（综述）
【关键词】危重症ｌ

念珠菌感染；

侵袭性感染，

念珠菌感染，侵袭性

有报道由作为机会致病菌的真菌为

尿道（２５％）和消化道（１１ ｏＡ），此外念珠

善预后、降低病死率的关键。然而遗憾的

致病菌所致的脓毒症发病率２０００年比

菌还可在诸如尿管、伤口、引流管等医疗

是，到目前为止ＩＣＵ重症患者ＩＣＩ早期

１９７９年增长了３倍¨］。念珠菌和曲霉菌

导管处发现［５］。念珠菌定植是导致感染

准确诊断仍然是困难的［２。】。因为只有病

所致的侵袭性感染具有较高的病死率，

的危险因素已被许多研究证实，定植是

变组织病理学检查或从全血及无菌体液

曲霉菌感染主要发生在免疫抑制或肿瘤

后期发生感染的先决条件哺１，在发生侵

中培养阳性才能确诊，而对ＩＣＵ重症患

等患者，念珠菌感染多伴发于其他感染

袭性感染前，念珠菌可从肠道逐渐播

者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十分困难，而且

或发生在重症患者中心］，而且侵袭性念

散到全身其他部位，这一理论首先由

检查结果回报滞后，细菌学培养同样存

珠菌感染（ＩＣＩ）的发病率和病死率是侵

Ｓｏｌｏｍｋｉｎ等［Ｉ们于１９８０年提出。肠道内

在检查结果回报滞后的问题，且文献报

袭性曲霉菌感染的７～１５倍Ｌ３］。英美学

念珠菌大量定植预示可能发生ＩＣＩ，肿

告最终确诊的ＩＣＩ血培养阳性率也不足

者最近研究发现，重症监护病房（ＩＣＵ）

瘤患者和低体重新生儿粪中出现较多念

５０％［１“，尤其是在危重症医学领域获得

内危重患者发生ＩＣＩ的归因病死率分别

珠菌是发生念珠菌血症的危险因素，多

确诊资料更为困难１１“。此外，有学者测

为３８％和４０％～５０％，同时住院费用增

部位念珠菌定植是发生侵袭性念珠菌病

定念珠菌代谢的甘露聚糖和烯醇化酶或

加了１６ ０００英镑和４ ０００美元［４４］。曾有

的独立危险因素。念珠菌定植后导致侵

检测念珠菌的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来进

学者提出使用氟康唑预防重症患者发生

袭性感染的途径可能有：①破坏胃肠道

行诊断，但由于其价格昂贵且需要特殊

ＩＣＩ，但发现随着氟康唑的应用，临床逐

黏膜屏障入血；②从中心静脉导管人血，

渐筛选出耐氟康唑的近平滑念珠菌和克

③从局部感染蔓延至全身［１１｜。然而，区

柔念珠菌，更增加了治疗难度和药物选

分重症患者念珠菌感染和定植是十分困

择压力［６１ｊ。因此，针对ＩＣＵ内危重症患

难的，住院患者只有５％～１５％在入院

者合理诊治ＩＣＩ是十分必要的，现就该

时即有念珠菌定植，随着患者暴露于诸

课题的最新进展情况综述如下。

多危险因素中，以及住院时间和在ＩＣＵ

ｌ危重症患者发生ＩＣＩ的危险因素

内停留时间延长，约有５０％～８６％的重

的设备，不适宜在临床开展【１ ７。引。还有许
多学者利用血清学检查测定血液或体液
中念珠菌细胞壁的成分，如用甘露聚糖、
ｐ＿（１，３）一葡聚糖和半乳甘露聚糖抗体早
期诊断ＩＣＩ的敏感性分别为４０％、９８％，
特异性分别为５３％和９４％，两个实验结
合起来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８０％和

同其他患者相比，ＩＣＵ内重症患者

症患者发生念珠菌定植，丽临床只有

更容易发生ＩＣＩ，如血流感染、肺炎和泌

５％～３０％发展成严重ＩＣＩ，但是，当机体

尿系感染。Ｃｒｕｃｉａｎｉ和ＳｅｒｐｅｌｌｏｎｉＬ９。列举

免疫功能低下，屏障防御机制被破坏．定

了如下的危险因素：①主要相关因素，如

植于机体浅表部位的念珠菌即进入深部

免疫抑制、粒细胞缺乏，使用肾上腺皮质

组织发生ＩＣＩ。卢大乔等¨２。报告肾移植

激素，营养不良、营养衰竭严重基础疾

免疫抑制发生肺炎的患者有３４．９％的

病，高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

病原菌为真菌。

系统Ｉ（ＡＰＡＣＨＥ Ｉ）评分，真菌定植，

１．２抗生素：长期大量使用广谱抗生素

低体重新生儿；②皮肤黏膜异常或完整

是导致ＩＣＩ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与应

性被破坏，如中心静脉导管、长期使用广

用抗生素的种类、疗程及更换抗生素种

ＩＣＵ临床医师为早期识别高危患

谱抗生素，全胃肠外营养、血液透析、烧

类的次数相关，应用碳青霉烯类、糖肽类

者，搜集患者临床资料，以期早期诊断

伤／创伤、吻合口痿或持续腹腔渗漏、机

以及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尤其是抗厌氧

ＩＣＩ并指导早期恰当治疗。最早提出这

菌类药物均可增加ＩＣＩ的发生ｏ““。

一观点的学者是瑞典医师Ｐｉｔｔｅｔ Ｃ“Ｊ。他

械通气等；③急性胰腺炎ｆ④多器官功能
衰竭。其中尤以定植等因素较为重要。

１．３

血管通路：中心静脉导管是ＩＣＵ

９０％［１“。ｐ（１，３）一葡聚糖测定近期已通
过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ＦＤＡ）批准用
于临床，其敏感性范围是６９％～９７％，
特异性范围是８７％～１００％。虽然有较
好的阴性预测值，可作为排除诊断的依
据，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文献报告
ｐ（１，３）一葡聚糖在ＩＣＵ内ＩＣＩ早期诊断
的应用［２，２０ｌ。

最早提出念珠菌定植指数（ＣＩ）的概念

１．１定植：念珠菌通常定植在人体非无

内常规使用的血管通路。Ｌｕｚｚａｔｉ等ｎ引报

（亦有人称之为Ｐｉｔｔｅｔ指数，ＣＩ＝阳性定

菌部位，如皮肤、口腔、消化道和生殖道。

告念珠菌血症证实或可疑与导管相关的

植标本数／监测标本总数），即对于怀疑

比例为３５％～８０％；此外，全胃肠外营

系统性念珠菌感染的患者，应同时进行

养也是高危因素之一【８］。患者具备上述

痰（或其他气道分泌物）、尿、胃液、粪

在外科ＩＣＵ，定植常发生在食道（６３％）、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３—０６０３．
２００９．１２．０２３

作者单位：３０００６０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ＩｃＵ天津市肿瘤防治重点实验室
Ｅｍａｉｌ：ｄｏｎｇｈａｏｗ＠ｍｅｄｍａｉ［．ｔｏｍ．ｃｎ

万方数据

高危因素越多或暴霹于上述高危因素时

（或直肠拭子）、口咽拭子５个部位的念

间越长，其导致ＩＣＩ的风险就越大。

珠菌定量培养。口咽和直肠拭子念珠

２危重症患者ＩＣＩ的诊断

菌只要≥１ ｃｆｕ，胃液、尿≥１０５ ｄｕ／Ｌ，

对于危重症患者来说，在发病早期
即能够得到准确恰当的诊断和治疗是改

痰≥１０７ ｃｆｕ／Ｌ就认为念珠菌定植阳性。
２００４年法国医师Ｐｉａｒｒｏｕｘ等［”’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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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校正真菌定植指数（ＣＣｌ）的概念，

目的是降低延迟治疗导致的高病死率。

ＣＣＩ对定植的要求更加严格，即口咽和

为提高抗念珠菌治疗的准确性，在临床

是一种“可能性”诊断。这就要求ＩＣＵ医
师要更加密切、仔细地动态监测患者的

直肠拭予念珠菌≥１０２ ｅｆｕ，胃液、尿，

获得念珠菌感染确诊的证据之前可采用

病情变化，对于可能发生ＩＣＩ的高危患

痰≥１０８ ｃｆｕ／Ｌ才能判定念珠菌定植阳

抢先治疗。

者实施动态监浏，一旦病情变化应及时

性，如ＣＩ≥０．５或ＣＣＩ≥０．４就认为有

３．３抢先治疗：是在具有ＩＣＩ高危因素

给予抢先治疗，既要防止发生进一步的

ＩＣＩ的可能。另一项研究称为“ＥＰＣＡＮ”

的脓毒症患者如同时存在明确念珠菌定

ＩＣＩ，降低病死率，又要避免不必要的抗

研究［２“，目的是寻找一种床边可操作的

植，早期实施抗念珠菌治疗。Ｅｇｇｉｍａｎｎ

真菌药物临床应用，以降低患者医疗费

简单有效的指导经验性抗念珠菌治疗的

等［８］更明确地为抢先治疗下定义，即对

用和抗生素附加损害。

方法［即念珠菌指数（ＣＳ）Ｊ。这项研究由

具有多个ＩＣＩ高危因素且ｃＣｌ≥０．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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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科研新闻速递·
脂肪性表皮生长因子一８能够减轻缺血／再灌注损伤导致的急性肺损伤
缺血／再灌注损伤（Ｉ／Ｒ）时常会出现严重炎症、细胞凋亡和急性肺损伤（ＡＬＩ）等器官损伤。包括脾、肺在内的免疫活性器官
中单核细胞能够分泌脂肪性表皮生长因子一８（ＭＦＧ—Ｅ８），ＭＦＧ—Ｅ８可以促进体内凋亡细胞的清除，从而减轻包括ＡＬｌ在内的
急慢性炎症病情。美国学者最近对肠Ｉ／Ｒ后ＭＦＧ—Ｅ８是否能减轻肠和肺的炎症反应进行了研究。将野生型（ＷＴ）和ＭＦＧ—Ｅ８
阴性小鼠肠系膜上动脉夹闭９０ ｍｉｎ后持续再灌注４ ｈ，ｗＴ小鼠开始再灌注时以０．４ ｎｇ／２０ ｇ的剂量给予重组鼠ＭＦＧ－Ｅ８
（ｒｍＭＦＧ—Ｅ８），再灌注结束时，测定ＭＦＧ—Ｅ８、细胞因子、髓过氧化物酶（ＭＰＯ）、细胞凋亡水平，并进行组织病理检查；对给予
ｒｍＭＦＧ—Ｅ８和安慰剂的ｗＴ小鼠观察２４ ｈ生存率。结果发现，肠Ｉ／Ｒ小鼠肠和肺出现炎症反应，机体损伤较重；脾和肺的
ＭＦＧ—Ｅ８下降了５０％～６０％，凋亡细胞的清除速度减缓ｒｍＭＦＧ—Ｅ８组小鼠炎症反应（ＴＮＦ—ｕ，ＩＬ一６，ＩＬ一１ｐ、ＭＰＯ）以及肺、肝、
肾的损伤明显减轻。ＭＦＧ—Ｅ８缺乏可增加发生炎症的机会，恶化ＡＬＩ｝但给予ｒｍＭＦＧ—Ｅ８使ＷＴ小鼠的生存率明显提高。科
研人员认为，ＭＦＧ—Ｅ８能减轻肠Ｉ／Ｒ后的炎症反应和ＡＬ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临床治疗药物。
杨明星，编译自《Ａｍ Ｊ Ｒｅｓｐｉ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 Ｍｅｄ｝，２００９—１１一０５（电子版）；胡森，审校

大量失血时肝细胞凋亡随年龄增加且能被过氧化物酶活化受体ｙ抑制
针对重症患者的一项临床观察显示，青少年创伤患者发生多器官衰竭的几率要小于成人，但其分子机制仍未阐明。研究
显示细胞核过氧化物酶活化受体一７（ＰＰＡＲ７）可以调节炎症过程，美国学者对ＰＰＡＲ７能否保护大量失血时的肝脏损伤进行了
探讨。麻醉幼鼠（３～５月龄）和成年大鼠（１１～１３月龄）制作失血性休克模型，抽血至平均动脉压维持在５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
０．１３３ ｋＰａ）水平３ ｈ。然后自体血快速回输进行复苏，复苏３ ｈ后处死全部动物。结果显示，与幼鼠相比，成年鼠的肝脏损伤更
严重，肝细胞凋亡、红细胞渗出和白细胞聚集都更明显，肝细胞中凋亡蛋白酶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３（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的
水平较高，但抗凋亡蛋白Ｂｃｌ一２和凋亡前体蛋白Ｂａｘ却较低。两组中血浆丙氨酸转氨酶水平未见明显差异。成年大鼠体内
ＰＰＡＲＴ ＤＮＡ表达的显著减少可能与肝细胞凋亡的增强有关，给予ＰＰＡＲ７的配体环格列酮可以显著降低成年鼠的肝细胞凋
亡。研究人员认为，重度失血后肝脏损伤程度随年龄递增，而ＰＰＡＲ７此时对肝脏发挥着重要的保护作用。
杨明星，煽译自《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Ｌｉｖｅｒ Ｐｈｙｓｉｏｌ》，２００９—１１—２５（电子版）；胡森，审校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