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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地区 55 例肺诺卡菌病患者的 
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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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肺诺卡菌病的临床特征，总结肺诺卡菌病的早期诊断及合理治疗方案，以提高临床
诊治成功率。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长沙市第一医院 200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0 月收治的 55 例肺
诺卡菌病确诊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结果、肺部影像特征、治疗与转归，总结其诊疗经
验。结果  55 例肺诺卡菌病患者中，最常见的诱发危险因素是长期使用皮质激素治疗（24 例，43.6%），最常见
的基础疾病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17例，30.9%），其次为慢性肾病（9例，16.4%）。临床症状以咳嗽、咳痰、
气促为主，部分患者存在发热、咳血。大部分患者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比例、红细胞沉降率（ESR）、
C- 反应蛋白（CRP）、降钙素原（PCT）均高于正常参考值，常同时存在低蛋白血症。分离出的诺卡菌种最常见
的是皮疽诺卡菌（23 例，41.8%）。患者的胸部 CT 影像特征主要以实变（41 例，74.55%）最为多见，其次为空洞 

（34 例，61.82%）、结节或团块影（32 例，58.18%）及支气管扩张（27 例，49.09%）。1 例播散至胸腔、胸壁、脑， 
1 例播散至脑。治疗后好转 42 例，死亡 13 例（病死率 23.64%）；方案中使用复方新诺明联合利奈唑胺（7 例）、
联合阿米卡星（4 例）及喹诺酮类抗菌药物联合阿米卡星（3 例）等治疗的患者均好转。结论  存在长期使用皮
质激素治疗、COPD 或免疫缺陷疾病等高危因素，同时又合并呼吸道感染的患者，肺诺卡菌病应是始终要鉴别
的疾病。肺诺卡菌病患者的肺部影像学有一定特征性，早期诊断及敏感药物联合治疗预后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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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ulmonary nocardiosis and summarize its early 
diagnosis and rational treatme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uccessful rate of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Retrospective  study  method  was  used  to  analyze  a  total  of  55  confirmed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nocardiosis  in  the 
First Hospital of Changsha from January 2008 to October 2019 and they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The clinical 
features, pulmonary rad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laboratory test results, treatment and disease outcome were analyzed and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experiences were summarized.  Results  Among 55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nocardiosis, 
the most common risk factor was chronic steroid therapy (24 cases, 43.6%). The most common underlying diseases were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COPD, 17 cases, 30.9%), followed by chronic kidney disease (9 cases, 16.4%). 
Clinical symptoms mainly included cough, sputum and shortness of breath, and in part of patients fever and hemoptysis 
occurred.  The  levels  of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ratio  of  neutrophils,  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ESR), 
C-reactive protein (CRP) and procalcitonin (PCT) in a large part of the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normal reference value, 
and simultaneously hypoproteinemia often existed. The most common isolated strain of nocardia was Nocardia farcinica  
(23  cases,  41.8%).  The most  common  chest  CT  imaging  findings  were  consolidation  (41  cases,  74.55%),  followed  by 
cavities  (34  cases,  61.82%),  nodules  or  lumpy  shadows  (32  cases,  58.18%)  and  bronchiectasis  (27  cases,  49.09%).
In  one  case,  the  disease  spread  to  chest  cavity,  chest  wall  and  brain,  and  in  another  1  case,  spread  to  brain.  After 
treatment, 42 patients were improved and 13 died, with a mortality of 23.64%. The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compound 
sulfamethoxazole combined with linezolid (7 cases) or amikacin (4 cases) and quinolones combined with amikacin (3 cases)  
were all improved.  Conclusions  Pulmonary nocardiosis should always be identified in patients with high-risk factors 
such  as  long-term  use  of  corticosteroids,  COPD  or  immunodeficiency  disease  and  simultaneously  complicated  with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Pulmonary imaging of pulmonary nocardiosis has som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Early diagnosis 
and combination of sensitive drugs for treatment can ensure successful recovery with relatively good out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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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卡菌属是一类需氧、可产生气生孢子的革兰

阳性（G+）放线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包括土

壤和水）。迄今已有 100 多个菌种通过表型、分子生

物学方法以及 16SrRNA、hsp65 和其他基因测序获

得鉴定［1-2］。诺卡菌的常见致病菌有星形诺卡菌复

合群（包含脓肿诺卡菌、新星诺卡菌、盖尔森基兴诺

卡菌、皮疽诺卡菌）、豚鼠耳炎诺卡菌、巴西诺卡菌

等，这些均可导致局灶性及播散性感染。经飞沫吸

入是诺卡菌最常见的感染方式，所以肺部成为诺卡

菌最常见的感染器官，其中肺诺卡菌病占所有诺卡

菌病的 70%［3］。有部分患者可通过直接接触导致

皮肤或软组织感染，部分播散到脑形成脑脓肿［1］。

近年来，肺诺卡菌感染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肺诺卡

菌病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特征类似于真菌感染、结

核或肿瘤，易导致诊断及治疗延误，使部分患者出现

严重感染，且肺诺卡菌病预后不良。本研究回顾性

分析我院收治的肺诺卡菌病确诊患者的临床资料，

以期获得肺诺卡菌病较为特异性的临床特征，为今

后肺诺卡菌病的及时诊断和合理治疗提供帮助，现

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择 200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0 月

长沙市第一医院收治的 55 例肺诺卡菌病确诊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诊断具有肺诺卡菌病的相关临床

症状及影像学表现，并在痰液、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BALF）、肺组织、胸水、脓液及血液等标本中分离培

养出诺卡菌。

1.2  资料收集：收集 55 例肺诺卡菌病患者的性别、

年龄、发病前是否使用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剂、基

础疾病、临床及实验室资料、肺部影像特征、治疗与

转归等资料。

2 结 果 

2.1  一般资料：2008 年 1 月至 2019 年 10 月长沙

市第一医院微生物室共在 82 例患者的痰液、BALF、

肺组织、胸水、脓液及血液等标本中分离培养出诺

卡菌，其中 9 例患者合并活动性肺结核，16 例患者

考虑可能为定植〔10 例合并支气管扩张，3 例合并

肺部肿瘤，3 例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2 例人类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患者同时合并肺

孢子菌肺炎或马尔尼菲篮状菌病，上述 27 例患者

因缺乏典型临床症状及肺部影像学改变或同时合

并其他感染被排除，最终选择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

55 例。55 例肺诺卡菌病确诊病例中，男性 39 例， 

女性 16 例；年龄 18～87 岁，平均（64±12）岁；慢

性肾病 9 例（16.4%），AIDS 5 例（9.1%），自身免疫性

疾病 8 例（14.5%，包括红斑狼疮 3 例，皮肌炎 2 例，

免疫相关性贫血 1 例，干燥综合征 1 例，类风湿性关

节炎 1 例）、COPD 17 例（30.9%）、支气管哮喘 7 例 

（12.7%）、肝衰竭 1 例（1.8%）、陈旧性肺结核感染 

3 例（5.5%），无基础疾病 5 例（9.1%）。其中长期使

用皮质激素治疗者 24 例（43.6%），表明肺诺卡菌病

最常见的诱发危险因素是长期使用皮质激素治疗；

常见的临床症状为咳嗽、咳痰、气促、胸痛、消瘦、

食欲下降，部分患者有发热和咳血。

2.2  实验室检查结果：55 例患者中 42 例（76.4%）白

细胞计数（WBC）＞10×109/L，44 例（80.0%）中性粒

细胞比例＞70%，51例（92.7%）红细胞沉降率（ESR）＞
20 mm/1 h，54例（98.2%）C- 反应蛋白（CRP）＞8 mg/L、 

35例（63.6%）降钙素原（PCT）＞5 ng/L，40例（72.7%）

白蛋白＜35 g/L。

2.3  培养标本类型及菌种鉴定情况（图 1～2）：痰

液中分离出诺卡菌最为常见（39 例，占 70.9%），其次

是 BALF（13 例，占 23.6%），胸水、脓肿穿刺、肺组织

匀浆及血液中各培养出 1 例。55 例患者中分离出的

诺卡菌种最常见的是皮疽诺卡菌（23 例，41.8%），其

次是盖尔森基兴诺卡菌（7 例，12.7%），6 例豚鼠耳炎

诺卡菌（10.9%），2 例巴西诺卡菌（3.6%），2 例新星

诺卡菌（3.6%），1 例非洲诺卡菌（1.8%），1 例南非诺

卡菌（1.8%），但仍有 13 例患者诺卡菌种未鉴定。

2.4  肺部影像特点（图 3）：55 例患者住院期间均进

行了胸部 CT 检查。根据肺诺卡菌病的基本影像特

征（包括实变、结节、肿块、空洞、磨玻璃影、支气管

扩张、树芽征、胸腔积液、肺门或纵隔淋巴结肿大）

进行分类（表 1），特征性影像结果为 41 例（74.55%）

患者的 CT 影像存在实变，34 例（61.82%）患者存在

注：BALF 为支气管肺泡灌洗液；A 为痰液中皮疽诺卡菌形态，B 为
BALF 中盖尔森基兴诺卡菌形态，C 为 BALF 中豚鼠耳炎诺卡菌形态

图 1 光镜下观察诺卡菌染色后形态（抗酸染色　低倍放大）

注：BALF 为支气管肺泡灌洗液；A 为痰液中皮疽诺卡菌形态，B 为
BALF 中盖尔森基兴诺卡菌形态，C 为 BALF 中豚鼠耳炎诺卡菌形态

图 2 光镜下观察培养平板中诺卡菌形态（低倍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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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洞；32 例（58.18%）患者存在结节或团块影，27 例 

（49.09%）患者存在支气管扩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树芽征（50 例，90.91%）及磨玻璃影（51 例，92.73%）

等非特异性征像在胸部 CT 影像中极为常见，部分

患者有胸腔积液（25 例，45.45%）、纵隔淋巴结肿大

（25 例，45.45%）、蜂窝间质改变（12 例，21.82%）。

大部分患者胸部 CT 显示双肺多发病灶及多种征象

合并存在。患者初期影像多为结节、团块或实变，

随着病情进展，实变、结节或团块部分出现坏死，形

成空洞。

注：A 为结节及团块并空洞形成，B 为实变并空洞形成，C 为多发结节团块及大片实变坏死， 
D 为结节、团块、小实变、树芽征及肺气囊形成，E 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基础 
囊性支气管扩张伴实变渗出，少许胸腔积液，F 为结节、实变、坏死、囊性支气管扩张

图 3 肺诺卡菌病患者的胸部 CT 特点

表 1 55 例肺诺卡菌感染患者的胸部 CT 检查结果

项目 结节或团块影 实变影 混合性病变

伴随征象〔例（%）〕
空洞 10（18.1） 10（18.1） 14（25.5）
胸腔积液   8（14.5） 11（20.0） 6（10.9）
纵隔淋巴结   7（12.7） 8（14.5） 10（18.2）
树芽征 12（21.8） 21（38.2） 17（30.9）
支气管扩张   2（  3.6） 14（25.5） 11（20.0）
磨玻璃影 14（25.5） 20（36.4） 17（30.9）
蜂窝间质病变   2（  3.6） 4（  7.3） 6（10.9）

病灶分布〔例（%）〕
双肺 8（14.5） 17（30.9） 17（30.9）
单肺 6（10.9） 6（10.9） 1（  1.8）
左肺 1（  1.8） 2（  3.6） 0（  0   ）
右肺 5（  9.1） 4（  7.3） 1（  1.8）

累及肺叶〔例（%）〕
多叶 11（20.0） 20（36.4） 18（32.7）
单叶 3（  5.5） 3（  5.5） 0（  0   ）
上叶 1（  1.8） 2（  3.6） 0（  0   ）
中叶 0（  0   ） 0（  0   ） 0（  0   ）
下叶 2（  3.6） 1（  1.8） 0（  0   ）

2.5  播散情况：1 例播散至胸腔、胸壁、脑，1 例播

散至脑。

2.6  治疗、随访与转归：大部分

患者接受了抗诺卡菌治疗，治疗

后好转 42 例，死亡 13 例（病死 

率为 23.64%）；并采用联合治疗

方案，疗程为 3～12 个月。应用

复方新诺明联合碳青霉烯类抗

菌药物 9 例（死亡 2 例），联合利

奈唑胺 7 例（均好转），联合阿米

卡星 4 例（均好转），联合头孢类

抗菌药物 4 例（死亡 1 例），联合

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1 例（死亡

1 例），联合喹诺酮类抗菌药物

4 例（死亡 1 例）；应用阿米卡

星联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2 例 

（死亡 1 例）；应用喹诺酮类抗 

菌药物联合阿米卡星 3 例（均好 

转），联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4 例（死亡 1 例）。单用

复方新诺明 5 例（死亡 1 例）；单用喹诺酮类抗菌

药物 1 例（死亡 1 例）；单用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5 例

（死亡 2 例），单用头孢类抗菌药物 5 例（死亡 2 例）。 

1 例患者因误诊为肺结核，给予 HRZE（H 为异烟肼，

R 为利福平，Z 为吡嗪酰胺，E 为乙胺丁醇）抗结核

药，未使用抗菌药物治疗，患者死亡。

3 讨 论 

  诺卡菌是一种机会性病原体，诺卡菌病大多发

生在免疫缺陷的宿主［4］。免疫缺陷人群的诺卡菌病

发病率远远超过健康人群［5］。诺卡菌可导致免疫

缺陷和慢性气道疾病患者出现严重肺部感染［1，6-8］， 

可以呈急性、亚急性或慢性病程。而存在慢性基础

性肺疾病的患者（包括 COPD、哮喘、结节病、支气

管扩张、肺泡蛋白沉积症等）肺诺卡菌感染也更常

见，原因可能与该类患者长期应用大剂量激素治疗

有关［1，4，9-10］。

  55 例中大部分为中老年男性患者，仅有 5 例无

基础疾病。肺诺卡菌感染的临床表现无明显特异性，

实验性检查结果倾向 G+ 菌感染特征。

  肺诺卡菌病理检查显示常有肉芽肿、脓肿形

成，呈混合性炎症改变［11］，所以随着病情的进展，

结节或团块、实变组织内逐渐液化坏死导致空洞形

成。Fujita 等［12］研究显示，肺诺卡菌可黏附在支气

管上皮，引起炎性细胞浸润并形成小叶中心性结节，

或破坏支气管壁导致支气管扩张。Woodworth 等［13］

对 183 例诺卡菌感染患者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免

疫功能正常的患者中，支气管扩张患者占 38%。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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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肺诺卡菌病患者的胸部影像学表现为实变、结

节、肿块、空洞，很多存在支气管病变。本研究55例 

患者以结节或团块、实变及混合性病变为基本表

现，一般为多发病灶，偶有单发，常累及双肺多叶；

伴随征象以空洞、支气管扩张、树芽征、磨玻璃影发

生率最高，有一定特征性。

  Huang等［14］ 对2009至2017年我国7个城市8所 

三级综合医院的53株诺卡菌株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最常见的是皮疽诺卡菌（24.5%），其次为盖尔森基兴

诺卡菌（20.8%）。Lebeaux 等［15］分析了 2010 年 1 月

至 2015 年 12 月法国实验室鉴定的 793 株诺卡菌，

大部分来自肺部（53.8%），最常见的是皮疽诺卡菌

（20.2%）。本组 55 例患者中，42 例为明确诺卡菌种

鉴定的菌株，结果显示皮疽诺卡菌最常见，其次为盖

尔森基兴诺卡菌和豚鼠耳炎诺卡菌，与上述的两个

研究结果类似；且大部分病例的感染部位仅局限在

肺部；仅 2 例患者表现为播散型。

  诺卡菌属对磺胺类、氨基糖苷类，部分对头孢

菌素类、碳青霉烯类和喹诺酮类药物敏感。近年

来报告显示，诺卡菌属对某些抗菌药物耐药。Uhde 

等［16］ 对美国 1995 至 2004 年诺卡菌感染患者的一

项回顾性研究显示，42% 的菌株对甲氧苄啶 - 磺胺

甲恶唑耐药；巴西诺卡菌通常对甲氧苄啶 - 磺胺甲

恶唑和阿米卡星敏感，但分离株只有 20%～30% 对

亚胺培南敏感；很多南非诺卡菌分离株对甲氧苄

啶 - 磺胺甲恶唑（88%）、亚胺培南（90%）和第 3 代

头孢菌素类（50%）敏感，但对阿米卡星和其他氨基

糖苷类抗菌药物耐药；豚鼠耳炎诺卡菌一般对阿米

卡星敏感。利奈唑胺是唯一 100% 敏感的抗菌药

物。目前推荐将磺胺类药物作为诺卡菌一线治疗的

一部分，多主张根据药敏结果联合用药。但最佳抗

菌治疗应取决于感染的严重程度和部位、诺卡菌的

种类、宿主的免疫状况、潜在药物的相互作用、抗菌

药物使用有关毒性和诊断前疾病持续时间。而本组

55 例患者因医院实验室条件限制均无药敏结果，基

本为经验治疗，结果显示，联合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单

药治疗，在所有方案中，采用复方新诺明联合利奈唑

胺、复方新诺明联合阿米卡星及喹诺酮类联合阿米

卡星等方案的病例均好转。

4 结 论 

  对于长期使用皮质激素治疗、COPD 或免疫缺

陷疾病等高危因素，又同时合并呼吸道感染的患者，

肺诺卡菌病应是始终需要鉴别和排除的疾病。肺

诺卡菌病患者有一定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结果常

显示为 G+ 菌感染特征：WBC、PCT、CRP、ESR 大

多高于正常参考值范围，白蛋白低于正常参考值范

围。胸部 CT 常表现为吸入性病变，同时存在结节、

团块、实变等病灶；双肺多发，大部分病例可能伴有

支气管扩张的结构改变。随着病情进展，多数会出

现空洞。治疗上使用包括利奈唑胺的方案基本有效。

早期诊断及敏感药物联合治疗预后较好。

  另外，由于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存在回忆偏

差，同时受医院条件限制，部分菌株未明确菌种，均

未行药敏检测，且大部分病例缺乏组织病理学检查，

故存在一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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