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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笔谈·
社区获得性肺炎治疗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余丹阳

管理水平存在差异，抗菌药物的使用习惯也各不相
１初始治疗中的抗菌药物选择问题

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临床致病菌所面临的抗菌

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

药物选择压力是不同的。因此，ｃＡＰ的致病原构成

ｍｏｎｉａ，ＣＡＰ）的初始抗菌药物治疗均为经验性治

和常见致病菌的耐药性存在着一定的地域差别，

疗，最初选择的抗菌药物恰当与否对患者（尤其是重

ＣＡＰ初始经验性治疗中的抗菌药物选择也应有所

症患者）的预后和总体诊疗费用均会产生很大影响。

不同。在北美地区，作为ＣＡＰ最常见的致病菌，肺

如何在保证疗效的同时避免广谱抗生素的滥用一直

炎链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率较高，而对大环内酯类

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国外已有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

抗生素的耐药率很低，所以，在２００７年美国ＩＤＳＡ／

结果证实，ＣＡＰ的致病原构成和细菌耐药情况在不

ＡＴＳ联合发表的ｃＡＰ指南中”］，对于既往健康且

同人群中是存在明显差异的，因此，国外的ＣＡＰ诊

无耐药菌感染危险因素的ＣＡＰ患者，大环内酯类抗

治指南大多倾向于针对不同患者人群推荐不同的初

生素被推荐作为首选的治疗药物。然而，在我国成

始抗菌药物治疗方案”“’”１。我国最近完成的两项

人ＣＡＰ中，肺炎链球菌对阿奇霉素的耐药率却超过

全国性ＣＡＰ致病原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ＣＡＰ

了７０％。临床医生在学习和了解发达国家的相关

致病原的人群构成情况与国外基本一致，在青壮年、

研究成果的时候，应特别注意这类地域性差别，避免

无基础疾病、患者预后研究队列（ｐａｔｉｅｎｔ

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诊治指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ｔｅａｍ，ＰＯＲＴ）评分较低的ＣＡＰ患者中，肺

炎支原体感染更为常见｝而在老年、有基础疾病、
ＰｏＲＴ评分较高的ＣＡＰ患者中，细菌尤其是革兰阴

２初始治疗后的疗效评价
进行初始治疗４８～７２ｈ后应及时进行疗效评

性肠道杆菌的感染比侧明显升高”１。基于上述调查

价，目的是确定下一步的诊疗方案。疗效评价最重

结果，在我国新版的ＣＡＰ诊治指南中借鉴了美国胸

要的标准是临床表现，这是国内外各种ｃＡＰ诊治指

科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ＴＳ）的患者分

南的共识。临床医生应特别注意，血常规或胸部影

组方法“。］，并根据我国ＣＡＰ常见致病菌的耐药特

像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症状的改变，因此，应避免单纯

点对各组患者的具体治疗方案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根据实验室化验结果或胸部影像学检查结果来判定

此外，我国新版指南以及美国感染性疾病学会（ｉｎ—

疗敏。初始治疗７２ｈ后症状无改善或一度改善又恶

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ＤＳＡ）／ＡＴＳ

化的病例，均应视为治疗无效，必须从诊断、病原学、

２００７年联合发表的ＣＡＰ指南还对特定状态下ｃＡＰ

并发症以及基础疾病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以明确

患者易感染的病原体以及增加某些特殊细菌（如耐

治疗失败的原因。

药肺炎链球菌、军团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革兰阴性
肠道细菌、铜绿假单胞菌等）感染风险的危险因素进
行了详细说明ｏ’”］，熟悉和掌握这些知识，对于提高
ＣＡＰ初始抗菌药物治疗的针对性是十分有益的。

３抗菌药物治疗的疗程
抗菌药物治疗的疗程视不同病原体、病情严重
程度而异。美国ＩＤＳＡ／ＡＴＳ的联合指南建议，ＣＡＰ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各国、各地区的社会经

的抗生素治疗疗程一般不得少于５ｄ，应持续至无发

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抗菌药物的生产能力和应用

热后４８～７２ｈ，停药时，与ＣＡＰ相关的不稳定临床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６—１５

征象不得超过一项口“。具体而言，对于普通细菌性

作者单位ｔ１００８５３北京市，解燕军总压院呼嘎科

感染，如肺炎链球菌，用药至患者热退后７２ｈ即可，

作者情舟：余丹阳，男，１９９０年ｕ月生，重庆市凡．医学博士．鄙主任

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克雷伯菌属或

医师。Ｔｅｌ：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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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建议抗菌药物疗程≥２周。对于非典型病原体，

如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

疗程应略长，如肺炎支原体、肺炎衣原体感染的建议

酮／舒巴坦、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等。

疗程为１０～１４ｄ，军团菌属感染的疗程建议为１０～

４．２大环内醋类抗生素在ＣＡＰ经验性治疗中的应

２１ｄｍ。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宜将肺部阴影完全吸

用价值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高耐药率是我国肺

收作为停用抗菌药物的指征…。

炎链球菌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另一个重要耐药特

４各类抗生素在ｃＡＰ经验性治疗中的应用价值

性ｏ］。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
的耐药率迄今为止仍低于３０％，而且其耐药主要由

４．１｝内酰胺类抗生素在ｃＡＰ经验性治疗中的应

ｒｅｅｆＡ基因介导，Ｍ型耐药表型较为常见（对１４、１５

用价值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索耐药性增加是一个全

元环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低水平耐药，而对１６元环大

球性的趋势。最近，亚洲耐药致病原监测网（Ａｓｉａｎ

环内酯类抗生素、克林霉素和链阳菌素Ｂ敏感），因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此这些国家的ｃＡＰ诊疗指南均主张将大环内酯类

ＡＮＳＯＲＰ）的研究结果显示口］，亚洲地区肺炎链球

抗生素作为经验性治疗的一线药物，我国１９９９年版

菌对青霉素的总耐药率（耐药＋中介）已高达

的ＣＡＰ诊治指南也将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列为ＣＡＰ

５１．７％。其中，在我国周边包括日本、韩国、越南、斯

经验性治疗的一线药物之一。但是，根据中国细菌

里兰卡等国均超过了６０％，个别国家甚至高达

耐药监测研究组２００３年公布的调查结果，我国肺炎

９０％，即使在许多欧美发达国家，肺炎链球菌对青霉

链球菌对红霉素的耐药率已经高达７３．３％ｏ］，在最

素的总耐药率（耐药＋中介）也大都超过了３０％。

近完成的成人ＣＡＰ流行病学调查中，肺炎链球菌对

因此，以美国ＡＴＳ指南为代表，一些欧美国家的

阿奇霉素的耐药率也高达７５．４蹦“］。不仅如此，我

ＣＡＰ诊治指南已不再推荐青霉素或第一代头孢菌

国肺炎链球菌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耐药水平也远

素作为ＣＡＰ经验性治疗的一线药物。比较而言，我

高于上述各国，由ｅｒｒｎＢ基因介导的内在型耐药

国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率近年虽有增高趋

（ｃＭＬＳ，对红霉素的耐药水平较高，对林可霉素类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势，但整体上尚处于较低水平。最新公布的全国性

和链阳菌素Ｂ呈交叉耐药）非常普遍［１“，在多项研

多中心成人ＣＡＰ致病原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显示，

究报告中，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对肺炎链球菌的

肺炎链球菌对青霉素的总耐药率（耐药＋中介）仅

ＭＩＣ。。均达到了２５６ｍｇ／Ｌ，这显然大大降低了大环

２０．３％，其中高水平耐药菌株（ＭＩＣ≥２ｍｇ／Ｌ）只有

内酯类抗生素在我国ＣＡＰ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根

２．９％口］，而对于青霉素中介的肺炎链球菌所引起的

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成人ＣＡＰ患者的初始经验性

ＣＡＰ，青霉素、氨基青霉素、第一代头孢菌素增大用

治疗中，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主要适用于以下情况：

药剂量仍然有效，因此，青霉素、氨基青霉素、第一代

（１）年龄＜６５岁、无基础疾病或耐药菌感染的危险

头孢菌素在我国的成人ｃＡＰ的经验性治疗中仍然

因素、无明确细菌感染征象、只需在门诊治疗的轻中

具有应用价值，在我国新版ＣＡＰ诊治指南中，此类

症ＣＡＰ患者，可以考虑单用新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

抗生素仍然被列为青壮年、无基础疾病ＣＡＰ患者的

疗；（２）住院治疗的中，重症ＣＡＰ需要同时覆盖细菌

一线治疗药物”］。

与非典型致病原，可联合使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和

第二、三代头孢菌素对普通的ｐ内酰胺酶比较

ｐ内酰胺类抗生索。

稳定，对流感嗜血杆菌和卡他莫拉菌目前仍然保持

４．３新喹诺酮类药物在ＣＡＰ经验性治疗中的应用

了很好的抗菌活性，此外，大多数第二代头孢菌素和

价值左氧氟沙星、加替沙星和莫西沙星等新喹诺

头孢曲松、头孢噻肟等第三代头孢菌素对青霉索中

酮类药物已经在我国投入临床应用。从药效学方面

介肺炎链球菌均有很好的抗菌活性，其中，头孢曲

来看，此类药物单药即可同时覆盖ＣＡＰ常见的致病

松、头孢噻肟对青霉素耐药肺炎链球菌的敏感率也

菌和非典型致病原。对ＣＡＰ常见致病菌，新喹诺酮

可保持在５０％以上。因此，第二、三代头孢菌素在

类药物的敏感率和体外抗菌活性均优于青霉素和大

细菌性ｃＡＰ的治疗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需要

环内酯类抗生素，根据我国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结

注意的是，头孢曲松、头孢噻肟以及第二代头孢菌素

果”］，左氧氟沙星、加替沙星和莫西沙星对肺炎链球

对假单胞菌均无抗菌活性，因此，对有铜绿假单胞菌

菌的敏感率分别为９４．２％、９４．２％和９５．７％，ＭＩｃ９０

感染危险因素的ＣＡＰ患者，不宜选用此类药物，而

分别为２ｍｇ／Ｌ、０．５ｍｇ／Ｌ和０．２５ｍｇ／Ｌ，对流感嗜

应选用其他具有抗假单胞菌活性的ｐ内酰胺药物，

血杆菌的敏感率分别为１００％、９６．６％和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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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９０分别为０．５ ｍｇ／Ｌ、０．２５ ｍｇ／Ｌ和０．５ ｍｇ／Ｌ｝

ｍｅａｔ

对非典型致病原，国外报道，新喹诺酮类药物对肺炎

Ａｍ Ｊ Ｒｅｓｐｉ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２００１，１６３：１７３０—１７５４．

支原体和肺炎衣原体的杀菌作用与大环内酯类抗生

［２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３］

Ｍａｃｆａｒｌａｎｅ ＪＴ，Ｂｏｓｗｅｌｌ Ｔ，Ｄｏｕｇｌａｓ Ｇ，ｅｔ ａ１．ＢＴＳ ｇｕｉｄｅ—

Ｂｏｒｔ［ｅｔｔ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

ＪＧ，Ｄｏｗｅｒ ＳＦ，Ｍａｎｄｅｌｌ ＬＡ，ｅｔ ａ１．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见、半衰期长、口服生物利用度高，临床应用方便。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Ｃｌ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２０００，３１：３４７—

在ＣＡＰ的经验性治疗中，除少数有铜绿假单胞菌感

３８２．

［４］Ｍａｎｄｅｌｌ ＬＡ，Ｂａｒｔｌｅｔｔ ＪＧ，Ｄｏｗｅｌｌ ＳＦ，ｅｔ ａ１．Ｕｐｄａｔｅ ｏｆ

疗效理论上可达到ｐ内酰胺类抗生素与大环内醣类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抗生素联合应用的效果，但患者依从性更好，药效经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ｍｌｕｎｉｔｙ－

ｉｍｍｏｎｏ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

ａｄｕｌｔｓ．Ｃｌｉｎ

Ｉｎｆｅｅｔ Ｄｉｓ，２００３，３７：１４０５—１４３３，

济学方面可能也更有优势。在２００７年美国ＩＤＳＡ／
ＡＴＳ联合发表的ＣＡＰ指南中，对于有合并症、免疫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ｍａｎｉａ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Ｔｈｏｒａｘ，２００１，５５（Ｓｕｐｐｌ ４）ＥⅣ１－６４．

药物组织穿透力强、肺组织浓度高，而且过敏反应少

染高危因素的患者外，新喹诺酮类药物单药应用的

ｗｉｔｈ

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素相似，对嗜肺军团菌的杀菌作用甚至还要优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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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的某些品种也曾经诱发过非常严重的不良反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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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毒性作用等。此外，喹诺酮类药物具有潜在致
畸作用，并可影响幼年动物的骨关节发育，孕妇及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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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不宜应用此类药物。因此，尽管近年来绝大多数
国家和地区的肺炎链球菌对新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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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链球菌耐药突变株的几率较小［１“，强调合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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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喹诺酮类药物、避免滥用仍然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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