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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嗜水气单胞菌感染致脓毒性休克、疱疹、凝血功能障碍 1例

雷振东 季孝

报告 1 例嗜水气单胞菌感染致脓毒性休克、疱疹、凝血

功能障碍患者救治经过如下。

1 临床资料

患者男性，63 岁，嗜酒 40 年，日饮白酒约 500�mL，诊断

为“酒精性肝硬化（失代偿期）” 5 年，多次住院治疗，末次住

院时间 2011 年 10 月 11 日至 19 日，给予护肝等治疗后肝功

能恢复正常，出院后仍然饮酒，以啤酒为主，每天 6～7 瓶，未

随访治疗。 本次因腹泻伴畏寒发热 6�d， 双小腿疼痛 3�h 于

2012 年 9 月 9 日入院。 患者 6�d 前出现不明原因腹泻，每天

5～6 次，每次量少，呈糊状或水样伴白色泡沫状，棕色，无黑

便及血样便，无黏液便，无里急后重，感畏寒发热，体温未测，

未就诊治疗。 3�h 前感双小腿疼痛，活动时明显加重，烦躁不

安，感胸闷气急，无抽搐、无腹胀腹痛、无呕吐、无头痛，尿量

较平时减少。 入本院急诊科，以“发热待查、上呼吸道感染、酒

精性肝硬化”收住院。查体：体温 39.5�℃，脉搏 142 次 /min，呼

吸频率 42 次 /min，血压 80/50�mm�Hg（1�mm�Hg＝0.133�kPa），

脉搏血氧饱和度（SpO

2

）0.83；烦躁，答题、计算能力及定向力

正常；肝病面容，皮肤粗糙，未见蜘蛛痣，肝掌阳性，皮肤、巩

膜轻度黄染，结膜充血，全身皮肤干燥发烫，右前臂桡侧及双

下肢可见多处片状皮下出血（图 1a），右前臂肿胀；口唇无紫

绀，扁桃体不大，咽部无充血，颈静脉无怒张，浅表淋巴结未

触及肿大；心率 142 次 /min，心律齐，心音低钝，心脏各瓣膜

区未闻及明显杂音；两侧呼吸音低，未闻及明显干湿啰音，胸

廓扩张度不配合；腹膨隆，无压痛及反跳痛，肝脾区叩击痛阴

性，触诊不满意，移动性浊音，不配合；四肢肌力 5 级，巴宾斯

基征阴性，扑翼样震颤不合作，双下肢水肿、压痛明显。

辅助检查：入院后快速血糖仪测末梢血血糖 2.6�mmol/L，

静脉血糖测不出。 血常规：红细胞（RBC）3.61×10

12

/L，血红蛋

白（Hb）144�g/L，白细胞（WBC）5.43×10

9

/L，中性粒细胞比例

（N）0.741，血小板计数（PLT）24.4×10

9

/L；超敏 C- 反应蛋白

（hs-CRP）23.1�mg/L，红细胞沉降率（ESR）正常，降钙素原

100�滋g/L；电解质：血钾 3.61�mmol/L，血钠 134.9�mmol/L，血氯

94.86�mmol/L，总钙 2.09�mmol/L，总二氧化碳 10.6�mmol/L；肾

功能：尿素氮 7.96�mmol/L，肌酐 241�滋mol/L。 心肌酶：肌酸激

酶同工酶 23.9�滋g/L，肌红蛋白 352.1�滋g/L，肌钙蛋白正常；凝

血功能：凝血酶原时间（PT）53.0�s，国际标准化比值（INR）4.9，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65.7�s， 纤维蛋白原（FIB）

0.9�g/L，凝血酶时间（TT）7.6�s，D- 二聚体 2.0�mg/L；血气分析：

pH�值 7.36，二氧化碳分压 17.4�mm�Hg，氧分压 97.4�mm�Hg，

血氧饱和度 0.967，细胞外剩余碱 -15.7�mmol/L，血浆剩

余碱 -12.1�mmol/L， 标准 HCO

3

-

�15.2�mmol/L， 实际 HCO

3

-

�

9.9�mmol/L；心电图：窦性心动过速（137次 /min），ST-T 改变。

临床诊断：脓毒性休克、急性肠炎、低血糖症、酒精性肝

硬化（失代偿期）。 患者有酒精性肝硬化病史，肠道感染致病

菌考虑革兰阴性（G

-

）菌，脓毒性休克，给予亚胺培南西司他

丁 1.0�g 静脉滴注，每 8�h�1次 +左氧氟沙星氯化钠 0.3�g 静脉

滴注，每日 2 次；积极补液扩容、多巴胺抗休克；输冷沉淀凝

血因子和新鲜冰冻血浆、维生素 K1 纠正凝血功能障碍；门冬

氨酸鸟氨酸护肝；纠正低血糖、酸碱失衡；泮托拉唑钠预防消

化道出血；对症支持治疗。 同时予粪培养，2 个不同部位采血

进行血培养。 但患者症状无好转，皮疹进展迅速，四肢出现大

小不等的黑色水疱，最大达 6.0�cm×8.0�cm，皮下片状出血，

呈烫伤样皮肤改变（图 1b～1c）。

血常规：RBC�3.28×10

12

/L，Hb�131�g/L，WBC�3.02×10

9

/L，

N�0.814，PLT�24.0×10

9

/L；hs-CRP�41.3�mg/L， 糖化血红蛋

白正常；肝功能：丙氨酸转氨酶 207�U/L，天冬氨酸转氨酶

976�U/L，总胆红素 200.8�滋mol/L，直接胆红素 174.6�滋mol/L，

总胆汁酸 101�滋mol/L，谷氨酰转移酶 152�U/L，总蛋白 41.6�g/L，

白蛋白 16.3�g/L，胆碱酯酶 1�077�U/L，前白蛋白 43.9�mg/L；肾

功能：尿素氮 10.93�mmol/L，肌酐 275�滋mol/L，尿酸 415�滋mol/L，

血糖 1.97�mmol/L； 血脂：总胆固醇 1.6�mmol/L，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 0.08�mmol/L，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0.73�mmol/L，载

脂蛋白 A�0.3�g/L，载脂蛋白 B�0.26�g/L；心肌酶谱：肌酸激酶

19�374�U/L，肌酸激酶同工酶 427�U/L，乳酸脱氢酶 1�231�U/L；

电解质：钾 4.36�mmol/L，钠 135.9�mmol/L，氯 98.50�mmol/L，

钙 1.88�mmol/L，总二氧化碳 4.8�mmol/L。 尿常规：潜血（+++），

蛋白质（++），尿胆原（+），颗粒管型（++）。 粪常规：黄色，糊状

便， 潜血试验（OB） 阳性。 凝血功能：PT�157.8�s，INR�16.3，

APTT�141.9�s，FIB�0.8�g/L，TT�9.0�s，D- 二聚体 1.8�mg/L； 心肌

酶：肌酸激酶同工酶＞100�滋g/L，肌红蛋白 265.3�滋g/L，肌钙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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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例嗜水气单胞菌感染致脓毒性休克、疱疹、凝血功能

障碍患者皮肤变化 入院时皮肤为小片状皮下出血皮疹（a），

入院 6�h皮疹进展为疱疹（b），入院 18�h疱疹融合为大泡（c）

631·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3年 10月第 25卷第 10期 Chin�Crit�Care�Med，October��2013，Vol.25，No.10

白正常；降钙素原 100�滋g/L；血气分析：pH 值 7.249，二氧化碳

分压 21.9�mm�Hg，氧分压 95.6�mm�Hg，血氧饱和度 0.956，细

胞外剩余碱 -17.8�mmol/L， 血浆剩余碱 -14.7�mmol/L， 标准

HCO

3

-

�13.5�mmol/L， 实际 HCO

3

-

�9.6�mmol/L；ABO 血型 O 型，

RH 阳性， 红细胞不规则抗体阴性； 心电图： 窦性心动过速

（137次 /min），ST-T 改变。

由于患者为烫伤样皮肤坏死，血常规提示 WBC 不高，从

病原学上首先考虑社区获得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准备转

上级医院。 2012 年 9 月 10 日 15：20 患者突发意识丧失，右

瞳孔 5�mm，对光反射消失，左侧瞳孔 3.5�mm、对光反射迟钝，

呼吸频率 8 次 /min，心电监护提示：心率从 110 次 /min 降到

45次 /min，血压 50/30�mm�Hg，SpO

2

�0.60，立即予安置体位，呼

吸皮囊辅助呼吸，肾上腺素强心等抢救，家属放弃气管插管、

胸外按压等抢救治疗。 考虑颅内出血、脑疝。

48�h 粪培养无志贺菌、伤寒、霍乱弧菌感染。 7�d 以内

2个不同部位采血进行血培养均提示：嗜水气单胞菌。

2 讨 论

嗜水气单胞菌为条件致病菌，广泛分布于自然界的各种

水体，当外界条件适宜其生长繁殖时，常引起条件性致病，是

典型的人 - 兽 - 鱼共患病病原菌，它可以引起多种水产动物

的脓毒症和人类腹泻

［

1

］

。 嗜水气单胞菌可以产生毒性很强的

外毒素，如溶血素、组织毒素、坏死毒素、肠毒素和蛋白酶等。

分析该病例可以推断嗜水气单胞菌侵入人体后，先在肠道内

增殖，再进入肝脏、肾脏及其他组织，引起肝脏、肾脏等器官

以及血液病变，继而出现多系统多器官损害，严重者可能出

现多器官功能衰竭。 嗜水气单胞菌主要通过肠道感染，能否

感染取决于菌体对肠道组织黏附力的强弱，黏附力强弱又与

菌株和人的免疫功能、基础疾病等有关。 笔者认为肝硬化、多

发性骨髓瘤、直肠癌等免疫功能低下患者，进食鱼类等水产

品后出现腹泻、发热、出血、疱疹、休克、PT 和 APTT 明显延长

时，要考虑嗜水气单胞菌感染，确诊主要参考血液、疱疹液培

养及组织病理学结果。 该病例药敏试验对大多数抗菌药物均

敏感，有文献报道目前嗜水气单胞菌也呈现多种耐药现象

［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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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肺损伤（acute�lung�injury，ALI）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cute�respiratory�distress�syndrome，ARDS）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systemic�inflammatory�response�syndrome，SIRS）

代偿性抗炎症反应综合征

（compensatory�anti-inflammatory�response�syndrome，CARS）

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multiple�organ�dysfunction�syndrome，MODS）

多器官功能衰竭（multiple�organ�failure，MOF）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hronic�obstructive�pulmonary�disease，COPD）

重症急性胰腺炎（severe�acute�pancreatitis，SAP）

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care�unit，ICU）

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

（acute�physiology�and�chronic�health�evaluation，APACHE）

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lasgow�coma�score，GCS）

格拉斯哥预后评分（Glasgow�outcome�score，GOS）

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equential�organ�failure�assessment，SOFA）

简化急性生理学评分（simplified�acute�physiology�score，SAPS）

心肺复苏（cardiopulmonary�resuscitation，CPR）

早期目标导向治疗（early�goal-directed�therapy，EGDT）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andomized�controlled�trial，RCT）

肿瘤坏死因子（tumor�necrosis�factor，TNF）

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

核转录因子 -资B（nuclear�factor-资B，NF-资B）

C-反应蛋白（C-�reactive�protein，CRP）

高迁移率族蛋白 B1（high�mobility�group�protein�B1，HMGB1）

动脉血氧分压（arterial�partial�pressure�of�oxygen，PaO

2

）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arterial�partial�pressure�of�carbon�dioxide，PaCO

2

）

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

（end�tidal�carbon�dioxide�partial�pressure，P

ET

CO

2

）

平均动脉压（mean�arterial�pressure，MAP）

中心静脉压（central�venous�pressure，CVP）

每搏量（stroke�volume，SV）

心排血量（cardiac�output，CO）

心排血指数（cardiac�index，CI）

脉搏（经皮）血氧饱和度（percutaneous�oxygen�saturation，SpO

2

）

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

（central�venous�blood�oxygen�saturation，ScvO

2

）

左室射血分数（left�ventricular�ejection�fraction，LVEF）

左室舒张期末容积

（left�ventricular�end-diastolic�volume，LVEDV）

左室收缩期末容积（left�ventricular�end-systolic�volum，LVESV）

乳酸清除率（lactate�clearance�rate，LCR）

氧合指数（oxygenation�index，PaO

2

�/�FiO

2

，OI）

体质量指数（body�mass�index，B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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