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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监护病房真菌血症27例临床分析
吴伟东

吴新校

舒建胜

张涛

老年重症患者由于营养不良， 自身抵抗力下

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急性发作6例，脑梗塞、脑

降，广泛应用广谱抗生素、皮质激素、导管介入性治
疗、全胃肠外营养，入住监护病房时间的延长等原
因，真菌血症发病率逐年增加[1，2]。 真菌血症因早期
诊断困难、病情重、病死率高而引起广泛关注。 本次
研究回顾性总结经血培养证实的27例老年真菌血
症的临床资料。 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2009年1月至2014年12月入住
丽水市中心医院ICU经血培养证实的27例老年真菌
血症，其中男性15例、女性12例；年龄61～95岁，平
均年龄（78.52±12.65）岁。 入住ICU平均急性生理与
慢性健康状况（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Ⅱ，APACHEⅡ）评分（21.64±3.93）分。 本次

出血等颅脑疾病5例，多发伤4例，多脏器功能衰竭5例，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3例；胸腹大手术后3例，重症坏死
性胰腺炎1例。 明确诊断后给予抗真菌治疗：氟康唑
400 mg/d，伏立康唑400 mg/d，或棘白霉素50 mg/d，静
脉滴注，疗程 7～32 d，平均（21.24±8.56）d。
1.2 方法 入院时行APACHEⅡ评分， 测定体重指
数（body mass index，BMI），每天监测体温、每2～4天
监测血、尿常规、肝、肾功能、血糖、C反应蛋白、降钙
素原等，出现发热时，及时行血培养2次及以上，尿
培养，复查胸片或胸CT，疑导管相关性感染时，及时
拔除中心静脉导管，并留取导管尖端送培养。
2 结果
2.1 发生真菌血症的临床表现 患者入住 ICU 至

研究患者因其他疾病入住ICU， 期间连续两次血培
养真菌阳性，且伴有相应的临床症状和体征。 原发

确诊真菌血症的时间为11～54 d， 平均 （26.12±
10.52）d。 营养指标：BMI＜18.5 kg/m2有18例、BMI正
常范围有4例、BMI＞25 kg/m2有5例； 血浆白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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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g/L有19例、白蛋白＜35 g/L有7例、白蛋白正常有
1例。 体温变化：发生真菌血症后，体温36℃～37℃
有6例、体温波动在37℃～38℃有7例、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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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0例、39.1℃以上有4例。 外周血象检查：红细胞及
血小板无明显改变，真菌血症患者外周血白细胞在
正常范围有10例、10～20×109/L者有14例、＞20×
109/L者有2例、＜0.4×109/L 者有1例；17例中性粒细
胞百分比波动在75%～98%。 影像资料：X线胸片或
胸 部 CT 的 检 查 有 肺 部 感 染 征 象 者 有 14 例 ， 占
51.85%。
2.2 在真菌血症发生前的相关药物应用 全部病
例使用广谱抗生素治疗14～32 d， 平均 （24.63±
5.54）d， 应用碳青霉烯类和三代头孢菌素广谱抗生
素为主， 其中接受2种抗生素有16例，3种抗生素者
有9例，4种及以上者有2例。 使用糖皮质激素22例，
其中5例短期使用大剂量甲强龙500 mg/d，2～3 d，甲
强龙使用总时间平均为（10.15±4.74）d，总剂量为
（1600.00±500.78）mg。
2.3 不同标本培养情况 血和静脉导管末端真菌
培养菌株相同7例， 血和尿真菌培养菌株相同3例。
在确诊前其他部位真菌分离情况，痰液中分离出假
丝酵母菌8例、尿液中分离出假丝酵母菌3例、腹水
分离出假丝酵母菌1例。 伴随肺部细菌感染14例、细
菌血症7例、尿路细菌感染5例。
2.4 治疗及预后 27例患者中25例应用抗真菌药
物，其中14例应用氟康唑、6例应用伏立康唑、5例应
用卡泊芬净治疗。 其中治愈 12例，死亡15例，病死率
55.56%。
2.5 相关危险因素见表1
表1

27例真菌血症的相关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

n

百分率 /%

广谱抗菌药物

27

留置中心静脉导管

26

96.30

留置尿管

22

81.48

人工气道和机械通气

25

92.59

营养不良

21

77.78

静脉高营养

13

48.15

床旁肾脏替代治疗

5

18.52

糖尿病

4

14.81

手术

3

11.11

留置引流管

4

14.81

100

由表1可见， 真菌血症常见的相关高危因素有
侵入性导管（留置中心静脉导管、留置尿管）、机械
通气、广谱抗菌药物使用、营养不良等。
2.6 真菌构成见表2
由表2可见， 真菌血症虽仍以白色假丝酵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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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但非白色假丝酵母菌有增多趋势。
表2
真菌

27例真菌血症的真菌构成
株数

构成比 /%

白色假丝酵母菌

11

40.74

热带假丝酵母菌

6

22.22

光滑假丝酵母菌

3

11.11

克柔假丝酵母菌

2

7.41

近平滑假丝酵母菌

3

11.11

季也蒙假丝酵母菌

1

3.70

其他假丝酵母菌

1

3.70

合计

3

27

100

讨论
真菌血症是严重威胁患者生命的一种血流感

染性疾病， 特别是老年重症患者一旦发生真菌血
症，不仅延长了住院时间，增加医疗费用，加重社会
和家庭负担，而且明显地增加了病死率。 在危险因
素方面，本次研究统计结果显示27例真菌血症患者
的平均年龄为（78.52±12.65）岁，均伴有较多的基础
疾病，APACHEⅡ评分平均为（21.64±3.93）分，这表
明高龄、严重慢性基础疾病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是
发生真菌血症的危险因素之一。 27例患者发生真菌
血症前均接受数周的广谱抗生素， 可引发菌群紊
乱，使真菌过度繁殖，继而进一步导致深部真菌感
染。 所有的患者都使用了2 种及以上的广谱抗菌药
物，甚至有的多达4 种。 本次研究大部分使用了激素
治疗，较长时间使用激素，导致机体免疫功能下降。
这一结果印证了长时间使用广谱抗生素和激素治
疗可增加发生真菌血症的风险[2]。 多种侵入性操作，
破坏了人体的各种生理屏障防御机能，导致真菌在
导管表面寄植、移位，而发生相关性真菌感染，导致
真菌败血症的发生。 本次研究基本都有 2～3种的介
入性治疗， 有7例血和深静脉导管末端真菌培养菌
株相同，有3例血和尿真菌培养菌株相同，提示留置
中心静脉导管，留置尿管是发生真菌血症的高危因
素[3]。 患者入住 ICU 至确诊真菌血症的时间长，平均
（26.12±10.52）d， 说明患者住ICU时间长易出现真
菌血症。
在真菌构成方面， 引起真菌血症虽然最常见的
仍为白色假丝酵母菌， 本次研究27例中有11例，占
40.74%， 但非白色假丝酵母菌在真菌血症有增多趋
势，有16例，占59.26%，与文献报道相近[4，5]，非白色假
丝酵母菌以热带假丝酵母菌最常见，有6例，占2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