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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贞芪扶正颗粒对重症患者感染预防 
及治疗的协同作用探讨

李志刚，刘丽君
（甘肃省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甘肃  白银  730900）

【摘要】 目的 观察贞芪扶正颗粒对重症感染患者的预防及治疗协同作用。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
选择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甘肃省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的各种原因导致的危重症感染患者 154 例，
对照组 76 例只进行基础治疗；治疗组 78 例在基础治疗的同时每日 2 次鼻饲贞芪扶正颗粒 5 g，7 d 为 1 个疗程，
治疗 1～3 个疗程。观察两组患者肺部感染、尿道感染、深静脉导管感染发生率；抗菌药物使用率；病死率、感染
复发率、病程；病原菌的菌群的分布情况。结果 治疗组患者肺部感染、尿道感染、深静脉导管感染的发生率、抗
菌药物的使用率、病死率、感染复发率以及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嗜麦芽窄食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白色念珠菌等耐药菌的检出率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 〔肺部感染：15.38%（12 例）比 47.37%（36 例），尿道感染：
7.69%（6 例）比 23.68%（18 例），深静脉导管感染：5.13%（4 例）比 18.42%（14 例），抗菌药物使用率：48.72%

（38 例）比 77.63%（59 例），病死率：10.26%（8 例）比 18.42%（14 例），感染复发率：28.21%（22 例）比 48.68%
（37 例），鲍曼不动杆菌检出率：3.85%（3 例）比 11.84%（9 例），铜绿假单胞菌检出率：2.56%（2 例）比 9.21% 
（7 例），嗜麦芽窄食单胞菌检出率：5.13%（4 例）比 13.16%（10 例），金黄色葡萄球菌检出率：5.13%（4 例）比
6.58%（5 例），白色念珠菌检出率：6.41%（5 例）比 10.52%（8 例），均 P＜0.05〕；治疗组病程较对照组明显缩短

（d ：5.79±1.89 比 13.65±2.73，P＜0.05）。结论 贞芪扶正颗粒可以降低重症患者肺部感染、尿道感染、深静脉
导管感染的发生率及 5 年复发率，降低病死率，缩短病程，并能降低抗菌药物的使用率和耐药菌的检出率，临床
疗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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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synergetic action of Zhenqi Fuzheng granule i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severe infection.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154 cases 
with critical illness were enrolled in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Baiyin in Gansu Province from January 2009 to 
December 2013.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ed of 76 cases and only basic treatments were given ；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ere were 78 cases， besides the basic treatments， they also taken nasal feeding of Zhenqi Fuzheng granule 5 g twice  
a day， 7 days constituting for 1 therapeutic course， a total of 1-3 courses. The incidences of pulmonary infection，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deep venous catheter-related infections， rate of using antibiotics， fatality rate， infection relapse 
rate， disease course， pathogen flora distribution were observed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rates of lung infection， urethral infection， deep vein catheter-related infection， the rate of using antibiotics， 
fatality rate， infection relapse rate， the discovery rates of drug resistant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Pseudomonas 
aeruginosa，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Staphylococcus aureus， and Blastomyces albicans were obviously reduced 
in treatment group 〔lung infection ： 15.38% （12 cases） vs. 47.37% （36 cases）， urethral infection ： 7.69% （6 cases） 
vs. 23.68% （18 cases）， deep vein catheter infection ： 5.13% （4 cases） vs. 18.42% （14 cases）， antibacterial drug using 
rate ： 48.72% （38 cases） vs. 77.63% （59 cases）， fatality rate ： 10.26% （8 cases） vs. 18.42% （14 cases）， infection 
relapse rate ： 28.21% （22 cases） vs. 48.68% （37 cases）， the discovery rate of Acinetobacter baumannii ： 3.85%  

（3 cases） vs. 11.84% （9 cases）， of Pseudomonas aeruginosa ： 2.56% （2 cases） vs. 9.21% （7 cases）， of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ia ： 5.13% （4 cases） vs. 13.16% （10 cases），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 5.13% （4 cases） 
vs. 6.58% （5 cases）， of Blastomyces albicans ： 6.41% （5 cases） vs. 10.52% （8 cases），all P＜0.05〕； the therapeutic 
course was obviously shortened （day ：5.79±1.89 vs. 13.65±2.73，P＜0.05）. Conclusion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severe infection， treatment of Zhenqi Fuzheng granule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s of severe lung infection，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deep venous catheter-related infection， the 5-year relapse rate， fatality rate， and shorten the 
therapeutic course， lower the usage of antibiotics and detection rate of drug-resistant bacteria， therefore， clinically it 
is effective in such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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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症医学科各种危重症患者由于气管插管、呼

吸机辅助通气、留置导尿、深静脉穿刺等，很容易发

生肺部感染、尿道感染、深静脉导管感染等，尤以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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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感染发病率较高。感染发生后，随着广谱抗菌药

物预防性及治疗性抗感染的广泛使用，使耐药菌、条

件致病菌在感染中的发病率显著增多，可以使原有

疾病明显加重，病程延长，医疗费用和病死率增加，

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因此，如何预防感染及耐药

菌、条件致病菌在感染中的发生，防止病情恶化显得

十分重要。本研究采用贞芪扶正颗粒治疗重症感染

患者，取得了理想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1 资料和方法

1.1 观察对象：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 2009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在本院住院的各种原因导致的

重症感染患者 154 例，男性 83 例，女性 71 例。

1.1.1 肺部感染的诊断：患者出现发热、肺部湿啰

音，实验室检查显示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

胞比例（N）及降钙素原（PCT）升高，CT 检查显示

肺部渗出性改变等表现时诊断为肺部感染。

1.1.2 尿道感染的诊断：患者出现发热、尿液混浊、

WBC、N 及 PCT 升高，尿液培养出细菌等表现时诊

断为尿道感染。

1.1.3 深静脉导管感染的诊断：患者出现发热、

WBC、N 及 PCT 升高，中心静脉血、外周静脉血或导

管培养出细菌时诊断为深静脉导管感染。

1.2 分组及治疗方法：将 154 例患者中服用过贞芪

扶正颗粒的 78 例患者作为治疗组，年龄（62.78± 
8.69）岁；另 76 例未服用过贞芪扶正颗粒的患者为

对照组，年龄（63.58±7.99）岁。两组患者年龄、原

发病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有
可比性。对两组患者的基础疾病进行常规治疗，出

现呼吸衰竭（呼衰）、心力衰竭（心衰）等疾病的急

性发作时均给予相应的对症、支持治疗。对照组只

进行常规基础治疗；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

贞芪扶正颗粒 5 g，用 20 mL 温开水溶化后鼻饲，每

日 2 次，7 d 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1～3 个疗程。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所有治疗和检测方法均取得患者或家属

的知情同意。

1.3 观察指标：两组患者入住重症监护病房（ICU）
1、 3、 7 d 分别检测血常规、痰培养、尿培养、血培养。

观察两组患者肺部感染、尿道感染、深静脉导管感染

发生率，抗菌药物使用率，病死率、感染复发率、病程

及耐药菌检出率。

1.4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两样

本均数的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一般四格

表 2 两组患者病死率、感染复发率、病程的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病死率

〔%（例）〕

感染复发率

〔%（例）〕

病程

（d，x±s）

对照组 76 18.42（14） 48.68（37） 13.65±2.73

治疗组 78 10.26（  8） 28.21（22）   5.79±1.89

χ 2 值或 t 值 8.30 12.06 6.25

P 值 ＜0.05 ＜0.05 ＜0.05

表 3 两组患者耐药菌检出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耐药菌检出率 〔%（例）〕

鲍曼不动

杆菌

铜绿假

单胞菌

嗜麦芽窄食

单胞菌

金黄色

葡萄球菌

白色

念珠菌

对照组 76 11.84（9） 9.21（7） 13.16（10） 6.58（5） 10.52（8）

治疗组 78   3.85（3） 2.56（2）   5.13（  4） 5.13（4）   6.41（5）

注：χ 2＝5.48，P＜0.05

表χ 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肺部感染、尿道感染、深静脉导管感

染发生率的比较（表 1）：治疗组肺部感染、尿道感

染、深静脉导管感染的发生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表 1 两组患者各部位感染发生率
及抗菌药物使用率的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感染发生率 〔%（例）〕 抗菌药物使用率 
〔%（例）〕肺部 尿道 深静脉导管

对照组 76 47.37（36） 23.68（18） 18.42（14） 77.63（59）

治疗组 78 15.38（12）   7.69（  6）   5.13（  4） 48.72（38）

χ 2 值 15.39 12.02 10.79 10.48

P 值 ＜0.05 ＜0.05 ＜0.05 ＜0.05

2.2 两组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率比较（表 1）：治疗组

患者抗菌药物的使用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3 两组患者病死率、感染复发率、病程的比较

（表 2）：观察期间有 22 例患者死亡，治疗组病死率、  
5 年感染复发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病程较对照组

明显缩短（均 P＜0.05）。

2.4 两组患者耐药菌检出率的比较（表 3）：治疗

组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嗜麦芽窄食单胞

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等耐药菌的检出率

较对照组明显降低，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0.05）。

3 讨 论

 感染是 ICU 患者的主要问题，ICU 患者病情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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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危重，常处于昏迷状态，不能正常进食，使正常机

体免疫功能遭到严重的破坏［1-8］。而且由于患者常

有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留置导尿、深静脉穿

刺等，很容易发生肺部、尿道、深静脉导管等各种感

染，其中尤其以肺部感染的发生率高。研究发现，感

染发生后，随着广谱抗菌药物预防性及治疗性抗感

染的广泛使用，使耐药菌、条件致病菌在感染中的

发生率显著增多，可以使原有疾病明显加重，病程

延长，医疗费用和病死率均增加，严重威胁患者的生 
命［1，3，7，9］。感染使患者的病情不断加重，造成机体

长期处于缺氧状态，继而出现多器官功能功能衰竭

等［10］。中晚期患者心衰、呼衰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造成恶性循环，病情不断恶化。因此，如何预防感染

及耐药菌、条件致病菌在感染中的发生，防止病情恶

化显得十分重要。

 研究显示，中西医结合疗法在多重耐药菌感染

治疗中有很好的疗效［11-14］。余超和周秀华［15］应用

粪菌灌肠治疗 ICU 艰难梭菌感染腹泻取得了理想

的疗效；荆小莉等［16］应用清肺化痰祛瘀方治疗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COPD）；李建生等［17］比

较了 AECOPD 痰热证与痰湿证模型生物学指标；鹿

中华和王锦权［18］应用川芎嗪治疗脓毒症致肝损伤；

贺志飚等［19］探讨了丹参多酚酸盐对重度 AECOPD
患者血小板和内皮细胞功能的影响；梁宇等［20］应用

大剂量参附注射液治疗脓毒性休克取得了理想的疗

效；高培阳等［21］应用复苏合剂治疗感染性休克；张

红柏等［22］应用贞芪扶正颗粒治疗多发性骨髓瘤。

 贞芪扶正颗粒的主要药物组成为女贞子、黄芪

等；女贞子滋阴补肾；黄芪可补气升阳，固表止汗，补

气通痹；培补先天之本，使先后天之本互相济济，而

达到气血旺盛［22］。正气内存，邪气难扰。现代药理

学研究表明，贞芪扶正颗粒能提高机体细胞免疫和

体液免疫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促进机体功能

的康复，为危重病患者的抢救赢得更多的机会。本

研究结果表明，贞芪扶正颗粒可以使重症患者肺部

感染、尿道感染、深静脉导管感染的发生率降低，感

染复发率、 5 年病死率均降低，缩短病程，同时使抗

菌药物的使用率及鲍曼不动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嗜

麦芽窄食单胞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念珠菌等耐药

菌的检出率降低。

 综上所述，贞芪扶正颗粒可以使重症患者肺部

感染、尿道感染、深静脉导管感染的发生率、复发率、

病死率、抗菌药物的使用率、耐药菌的检出率降低，

病程缩短，临床疗效肯定，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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