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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侵袭性肺曲霉菌病８例临床分析
赵微陈良安
【摘要Ｊ目的总结侵袭性肺曲霉菌病（１ＰＡ）的临床特点，以利早期诊断。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６年４月至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篇放军总医院呼吸科确诊的８例ＩＰＡ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本组病例全部经病理诊断为ＩＰＡ。６／８
的患者出现发热症状；ｉ／ｚ的患者具有“新月征”、“气环征”的ＣＴ表现；７／８的患者有病灶内空洞或空腔形成；１／２患
者痰培养曲霉菌阳性，１／４的患者在病理诊断前痰培养阳性Ｉ本组入院前初次诊断正确率为０；本组１例系统性曲霉
菌病患者死亡，７例经治疗好转出院。结论ＩＰＡ的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早期具有典型ＣＴ表现者较少，痰培养曲
霉菌阳性率低，这些原因容易造成早期误诊。因此应关注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对于新发肺部阴影者警惕ＩＰＡ的可
能，对可以耐受经皮肺穿刺或气管镜者，通过尽早病理检查等措施可提高早期诊断率。
【关键词】曲霉病，变应性支气管肺；误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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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临床情况
侵袭性肺曲霉菌病（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ａｓｐｅｒ—

ｇｉｌｌｏｓｉｓ，ＩＰＡ）是曲霉菌病中一种严重的临床类型。
近年随着广谱抗菌素、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
制荆的广泛使用以及移植手术的开展，ＩＰＡ的发病
率逐年上升。为了提高对该病的认识，现对２００６年

１．１一般责料２００６年４～１２月解放军总医院呼
吸科确诊ＩＰＡ ８例，男３例，女５例；年龄１８～７ｌ
岁，平均５０．９岁，＞６０岁４例。院外获得性感染者
发病至人院时间１５～２４０ ｄ，平均９０．１７
１．２基础疾病

ｄ。

本组８例患者中，７例有基础疾

４～１２月在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确诊的８例ＩＰＡ患

病。其中急性白血病２例，化疗期间发病；慢性再生

者的ｌ临床资料进行分析。

障碍性贫血１例（合并肺结核病史），有肺结核病史
３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甲状腺功能亢进各１例。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Ａ）６—１５
作者单位：１００８５３北京市．解赦军总医院呼幔科
作者倚舟；赵徽，女，１９７９年１月生，古＃长春人，医学丰科．主治医
师。ＴｅｔＩ

１３３１１５１６７０９

通讯作者：眯良安，Ｔｅｌｌ０１ｔ卜６６９３９３６１，Ｅ－ｍａｉｌ，ｃｈｅｎｌａ３０１＠２６３．ｎｅｔ

万方数据

１．３临床症状８例患者中发热６例，咳嗽咳痰４
例，３例咯血，胸闷２例。发热是其就医主要原因，
同时也是引起医生对患者病情变化警觉的症状。
１．４影像学妆查图１

本组患者的肺部ＣＴ表现：

中华老年多器官疾病杂志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第６卷第５期Ｃｈｉｎ ＪＭｕｈＯｒｇａｎＤｉ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Ｏｃｔ

２００７

Ｖｏｌ

６ Ｎｏ

５

·３１３·

Ａ：多发斑片、节结影；Ｂ：单一团块影；ｃ：单一节结，节结内空洞；Ｄ：多发节结影，可见气环征
圈ｌ肺部ＣＴ

单一斑片阴影１例，多发斑片阴影５例（图１Ａ），单

程２７～９６ ｄ，平均５４ ｄ，５例好转出院，１例先予以伊

一结节或团块４例（图１Ｂ），多发结节或团块３例，

曲康唑静脉治疗，后确诊系统性曲霉菌病（肺曲菌

团块

病、脑脓肿、皮肤曲霉菌性肉芽肿）后开始用伏立康

分叶２例，团块边缘毛刺１例，病灶钙化３例，病灶

唑治疗，病情曾一度好转，治疗３９ ｄ后病情反复，发

有空洞或空腔７例（图１Ｃ），有典型新月征或气环征

现心内膜受累，且颅内有新发病灶，加用卡泊芬净联

４例（图１Ｄ）。

合治疗，治疗第４５天死亡。

１．５病原学检查８例患者在病灶活检时找到曲
霉菌，４例痰培养曲霉菌阳性，２例在病理诊断前痰
培养曲霉菌阳性，２例在病理确诊后痰培养有曲霉
菌生长，４例患者病程中痰培养一直未见曲霉菌。

２讨论
曲霉菌不易对免疫防御功能正常的人群致病，
曲霉菌感染的患者多伴有基础疾病。本组病例７／８

１．６临床诊断８例ＩＰＡ患者中，院外获得性感染

的患者有基础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１／８的患

６例，入院前院外诊断无一考虑为曲霉菌感染，其中

者患有慢性阻寨性肺疾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否

３例考虑为细菌感染，２例考虑为肺结核，１例考虑

是ＩＰＡ的基础疾病ｏ］，尚需进一步研究。

为肺癌，入院初步诊断考虑曲霉菌病４例；院内感染

ＩＰＡ的ｌ临床症状对于诊断缺乏特异性，早期容

２例，１例考虑曲霉菌病，ｌ例考虑为念珠菌感染。

易误诊。发热为最常见症状，本组病例有６／８的患

确诊：８例患者皆为病理证实，其中６例行经皮肺穿

者出现发热，其他多见症状有咳嗽咳痰（４／８）、咯血

刺。

（３／８）、胸闷（２／８）。

１．７治疗厦转归

本组患者中１例应用两性霉素

关于影像表现，报道较多的肺曲菌病的典型表

Ｂ静脉治疗，疗程第３７天病情明显好转；１例予以

现是“新月征”、“气环征”，尽管它们强烈提示侵袭性

伊曲康唑静脉用药治疗，治愈出院；６例应用伏力康

曲霉菌感染的可能，但由于这些表现出现较晚，使其

唑治疗，静脉疗程５～１９ ｄ，平均１０．２ ｄ，序贯口服疗

诊断价值受到限制ｏ］，本组病例有此典型表现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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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曲霉菌颅内感染效果不佳；伏立康唑、卡泊芬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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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近几年投入临床的抗真菌药物，安全性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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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理想ｏ。“，泊沙康唑对于耐受较差的患者亦是
较好的选择”］。极重度患者可考虑联合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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