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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方案．
铜绿假单胞菌下呼吸道感染诊治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感染学组
铜绿假单胞菌（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Ｐ．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高．１９７５－－２００３年医院获得性肺炎（ＨＡＰ）中ＰＡ比例从

ＰＡ）是一种革兰阴性杆菌，也是临床最常见的非发酵菌，在

９．６％上升至１８．１％，几乎翻了１倍。３１。一项大规模ＩＣＵ感

门然界广泛分布，可作为正常菌群在人体皮肤表面分离到，

染病原学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ＰＡ是最常见的革兰阴

还可污染医疗器械甚至消毒液，从而导致医源性感染，是医

性需氧菌，占２３％（８

院获得性感染重要的条件致病菌，具有易定植、易变异和多

分离出的细菌（３１．６％）１４ｊ。美国一项关于呼吸机相关性肺

耐药的特点。下呼吸道是医院内细菌感染最常见的发生部

炎（ＶＡＰ）的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ＰＡ分离率达９．３％。即

位，感染种类主要包括支气管扩张合并感染、慢性阻塞性肺

便得到有效的治疗，ＰＡ导致的感染总病死率仍高达

疾病（简称慢阻肺）合并感染和肺炎等，由多重耐药ＰＡ

４２．１％一８７．０％，直接病死率为３２．０％～４２．８％”。。

（ｍｕｈｉ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ＭＤＲ—ＰＡ）引起的下呼吸道

２００５年胡必杰等。６报道５６２例ＨＡＰ中ＰＡ的分离率为

感染病死率高，治疗困难，因此规范ＰＡ下呼吸道感染的诊

１８．６％，列第１位；我国近期进行的１３家大型教学医院ＨＡＰ

断和治疗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２４４／３５

７９０），也是最常见的从呼吸道

的临床调查结果显示，ＰＡ的分离率为２０．９％，居第２位“。

一、微生物学特点

２０１１年ＣＡＲＥＳ研究也证实ＨＡＰ中ＰＡ的分离率为２２．９％，

假单胞菌属为需氧、有鞭毛、无芽孢及无荚膜的革兰阴

居第２位［’。二是ＰＡ的耐药率居高不下，全球细菌耐药监

性杆菌和不动杆菌属、黄杆菌属、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及洋葱

测数据（ＳＥＮＴＲＹ）显示，ＰＡ在ＨＡＰ致病原中居前几位，同时

伯克霍尔德菌等共同构成非发酵糖革兰阴性杆菌，是常见的

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率逐年升高。８ ｏ。中国ＣＨＩＮＥＴ

条件致病菌，尤其是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之一。ＰＡ是假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连续监测资料显示，ＰＡ对常用抗菌药物的耐

胞菌的代表菌株，占所有假单胞菌感染的７０％以上。ＰＡ呈

药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但略呈下降趋势。如亚胺培南的年度

球杆状或长丝状，宽约０．５～１．０ ｔｘｍ，长约１．５～３．０ ｔｘｍ，一

耐药率分别为３１．Ｏ％、４２．８％、３５．８％、３０．５％、３０．５％、

端有单鞭毛，无芽孢，成双或短链排列。ＰＡ能产生多种色

３０．８％、２９．１％和２９．１％，对美罗培南的年度耐药率分别为

素，如绿脓素和荧光素等，专性需氧，部分菌株能在兼性厌氧

３２．０％、３４．１％、２８．５％、２４．５％、２５．２％、２５．８％、２５．０％和

条件下生长。

２７．１％，但其中全耐药（ＰＤＲ）菌株数量显著增多，在２０１１年

二、流行病学

和２０１２年分别达到１．８％和１．５％…。２０１１年ＣＡＲＥＳ研究

（一）流行状况

也证实ＰＡ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达２９．３％和

近年来，ＰＡ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

２２．１％，这一点在呼吸系统感染中更为突出，我国ＨＡＰ临床

面，一是院内感染，尤其是肺部感染的发病率不断增加。国

调查结果显示，ＰＡ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高

内已有多项大型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ＰＡ感染的严重性，

达７０．７％和４８．８％１７，远高于ＣＨＩＮＥＴ监测中各种标本分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ＣＨＩＮＥＴ细菌耐药性监测”资料显

离菌中ＰＡ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ＰＡ对于其他具有抗假

示，２０１２年综合性教学医院ＰＡ的分离率占所有分离菌的第

单胞菌活性的药物敏感度也不容乐观，２０１２年的中国

５位，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ＰＡ的分离率分别占革兰阴性菌的

ＣＨＩＮＥＴ资料显示ＰＡ对阿米卡星、头孢哌酮一舒巴坦、头孢

１１．６％、１４．１％、１６．９％、１６．４％、１５．８％、１４．８％、１４．２％和

他啶、环丙沙星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分别为

１４．０％，居第２—５位¨ｊ。有１３家教学医院参与的中国医院

１３．５％、１９．８％、１９．６％、１７．９％和１７．５％。１。。

院内获得性细菌耐药性分析（ＣＡＲＥＳ）结果显示，２００９年和

ＰＡ导致的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ＡＰ）非常少见，在美国

２０１１年ＰＡ在所有分离细菌中也是居第４位，分离率分别为

ＣＡＰ中ＰＡ的分离率仅有０．９％～１．９％，中国的流行病学调

１０．８％和１２．６％。２ ｏ，且ＭＤＲ—ＰＡ的比例高达１２．７％。这一

查结果类似，只有１．Ｏ％［９ ３。一项包括１２７项研究、涉及

点在呼吸系统感染更为突出，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

３３

的全国医院感染研究数据显示，ＰＡ肺炎的发生率在逐年升

只有１８例，但是总病死率高达６１．１％（１１／１８）’１…。说明需

１４８例患者的荟萃分析结果提示，由ＰＡ引起的ＣＡＰ患者

要人住ＩＣＵ、有结构性肺病变的ＣＡＰ中ＰＡ也是不可忽视的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０９３９．２０１４．叭．００５

致病原［９。

通信作者：刘又宁，解放军总医院呼吸科，１００８５３北京，Ｅｍａｉｌ：

结构性肺病变如支气管扩张症、慢阻肺、肺囊性纤维化

ｌｉｕｙｎ３０１＠１２６．ｃｏｎ；施毅，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患者是ＰＡ感染的高发人群，研究结果显示，３％一２０％的稳

科，２１０００２，Ｅｍａｉｌ：ｓｈｉｙｉ５６＠１２６．ｔｏｍ

定期慢阻肺患者下呼吸道痰标本和经支气管镜吸引标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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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培养阳性，而且定植的频率随着气流阻塞的加重而增加；

１６元环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如麦迪霉素、交沙霉素、乙酰螺旋

采用经支气管镜保护性毛刷采集的标本，在避免了呼吸道污

霉素等对生物被膜形成无效。除１４元环、１５元环大环内酯

染的情况下，仍有３％～１０％的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的下呼

类外，喹诺酮类也有一定的抑制细菌生物被膜形成的作用。

吸道标本中可分离到ＰＡ【１１。

（５）其他耐药机制：整合子（ｉｎｔｅｇｒｏｎ）是存在于细菌质粒、染

（二）耐药机制

色体或转座子上的一种基因捕获和表达的遗传单位，可以通

１．定义：一般认为多重耐药（ＭＤＲ）是指细菌对于常见

过接合、转化、转导和转座等方法在细菌间转移，成为细菌

抗菌药物（包括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类、Ｂ一内酰胺酶抑制剂

ＭＤＲ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在革兰阴性菌尤其是

复合制剂、氟喹诺酮类和氨基糖苷类）中３类或３类以上的

ＰＡ中更为显著。近些年对于整合子的研究口趋增多，整合

药物耐药，广泛耐药（ＸＤＲ）是指细菌仅对１～２种抗菌药物

子检出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由２００６年的３７．５％上升至２００８

敏感（通常指黏菌素和替加环素），而ＰＤＲ则是指对目前所

年的５２．４％。

有临床应用的有代表性的各类抗菌药物均耐药的菌株。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２年ＣＨＩＮＥＴ细菌耐药性检测结果显

２．ＰＡ是临床最常见的ＭＤＲ和ＰＤＲ致病菌之一，其耐

示，ＰＡ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已经高于青霉素类和头孢菌

药机制涉及多个方面。１“：（１）产生灭活酶：ＰＡ可产生３－内

素类抗生素。１ｊ，其机制尚需要进一步探讨，应引起临床医生

酰胺酶、氨基糖苷类修饰酶、氯霉素乙酰转移酶等，其中

的高度重视。

Ｂ一内酰胺酶是耐药的主要机制，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主要

ｉ、诊断

包括Ｃ类头孢菌素酶（ＡｍｐＣ）、超广谱Ｂ一内酰胺酶（ＥＳＢＬ）、

南于ＰＡ在呼吸道的定植极为常见，目前临床上对ＰＡ

金属酶（ＭＢＬ）和肺炎克雷伯菌产的碳青霉烯酶（ＫＰＣ）等。

所致下呼吸道感染的最大困惑是诊断问题，即痰或者经气管

（２）膜通透性下降：①主动外排系统过度表达：ＰＡ细胞膜上

吸引标本分离到的ＰＡ应该如何区别是定植菌还是感染菌？

的许多蛋白具有将抗菌药物主动外排到细胞外的作用，并与

区别定植与感染对于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非常重要，否则极

细胞外膜的低通透性共同对耐药起协同作用，在致ＰＡ多重

易导致治疗不足或治疗过度，但这恰恰是呼吸道感染临床迄

耐药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ＰＡ细胞膜上常见的

今仍难以解决的问题。

７种外排系统包括ＭｅｘＡＢ．ｏｐｒＭ、ＭｅｘＸＹ—ｏｐｒＭ、ＭｅｘＣＤ—ｏｐｒＪ、

（一）ＰＡ感染的危险因素

ＭｅｘＥＦ—ｏｐｒＮ、ＭｅｘＪｋ—ｏｐｒＭ、ＭｅｘＧＨＩ—ｏｐｍＤ和ＭｅｘＶＷ—ｏｐｒＭ等。

ＰＡ下呼吸道感染患者多有危险因素，常见的包括：（１）

外排系统能有效清除除多黏菌素外的所有抗菌药物，从而导

皮肤黏膜屏障发生破坏，如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严重烧伤、

致ＭＤＲ。②膜孔蛋白丢失或表达下降：中国碳青霉烯耐药

留置中心静脉导管或胃管；（２）免疫功能低下，如中性粒细

ＰＡ的主要耐药机制是外膜孑Ｌ蛋白ＯｐｒＤ２缺失及表达量下

胞缺乏、实体肿瘤放化疗、糖皮质激素治疗及获得性免疫缺

降，导致药物难以进入细菌细胞内。（３）靶位改变：①拓扑

陷综合征（ＡＩＤＳ）；（３）慢性结构性肺病，如支气管扩张症、慢

异构酶突变：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的作用靶位是细菌ＤＮＡ

阻肺、肺囊性纤维化；（４）长期住院，尤其是长期住ＩＣＵ；（５）

拓扑异构酶Ⅱ和拓扑异构酶Ⅳ。ＰＡ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主

曾经长期使用第三代头孢菌素、碳青霉烯类或者含酶抑制剂

要是由于编码两类拓扑异构酶的基因突变，导致酶结构改

青霉素等抗菌药物，致菌群失调。当患者存在这些危险因素

变，使药物不能与酶一ＤＮＡ复合物稳定结合而失去抗菌效力。

时，如再与已感染ＰＡ的患者处于同一病房，或Ｔ作人员疏

②１６ｓ核糖体ＲＮＡ甲基酶是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耐药的原

于环境和手部清洁，或不合理使用抗菌药物等，则发生ＰＡ，

因之一。（４）细菌生物被膜（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ｂｉｏｆｉｌｍ）形成：生物被

甚至ＭＤＲ—ＰＡ下呼吸道感染的机会更多‘５ Ｊ。

膜是指细菌附着于惰性物体表面后，繁殖并分泌一些多糖基

在呼吸系统疾病中，慢阻肺是最常见的容易发生ＰＡ感

质和纤维蛋白等复合物，将细菌粘连包裹其中而形成的膜样

染的基础疾病之一，尤其是进展期以及因病情加重需要住

物。细菌能够通过生物被膜的形式生存，逃避机体免疫和抗

ＩＣＵ和机械通气的患者。当慢阻肺急性加重患者出现以下

菌药物的杀伤作用。密度感知系统（ｑｕｏｒｕｍ ｓｅｎｓｉｎｇ，ＱＳ）的

４项中的２项时应考虑ＰＡ感染的可能：（１）近期住院史；

细胞沟通机制在革兰阴性杆菌，特别是ＰＡ的生物被膜形成

（２）有经常（＞４个疗程／年）或近期（近３个月内）抗菌药物

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已经知道ＰＡ的Ｑｓ效应机制主要通

应用史；（３）病情严重（ＦＥＶ。＜３０％）；（４）应用口服糖皮质

过２个信号系统（ＬａｓＩ—ＬａｓＲ和ＲｈＩＩ．ＲｈＩＲ）构成的级联反应

激素（近２周服用泼尼松龙＞１０ ｍｇ／，＿】）。１３。

来实现调控。生物被膜相关感染包括生物医学材料相关感

（二）ＰＡ感染的临床表现

染（如导管插管相关感染等）和细菌生物被膜病（如弥漫性

ＰＡ为条件致病菌，常在患者体内或者医院环境中寄植，

泛细支气管炎等），常呈慢性过程，反复发作，难以治愈。目

感染多继发于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因此，当这些患者出现

前比较认可的是１４元环和１５元环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虽然

发热、咳嗽、咳黄色或黄绿色脓性痰、痰液黏稠且伴有气急等

其自身没有对抗ＰＡ的作用，但能抑制生物被膜的形成，同

呼吸道症状时，应考虑ＰＡ感染的可能；尤其是原有肺部慢

时具有调节免疫及增强吞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其中红霉素、

性疾病的患者，平时常伴慢性咳嗽、咳痰，当ｍ现黄绿色脓

克拉霉素、阿奇霉素和罗红霉素均可有效抑制生物被膜的形

痰、呼吸困难加重及肺功能进行性减退时，应考虑ＰＡ感染

成，可与抗ＰＡ药物联合应用治疗ＰＡ生物被膜相关感染。

的可能。ＨＡＰ患者，尤其是ＶＡＰ患者ＰＡ是最常见的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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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之一，这与气管插管或者切开建立人Ｔ气道后ＰＡ能够直

是否有ＰＡ感染的危险因素，如果患者一般情况良好，又没

接侵入下呼吸道，引起吸人性感染有关。ＰＡ下呼吸道感染

有危险因素，ＰＡ培养阳性多考虑为污染或定植，可以观察，

的影像学无特异性，可表现为弥漫性支气管肺炎，伴有小结

暂不做抗感染处理，更多地采取感染控制措施。但如果患者

节和小的透亮区“微脓肿”（其病理改变基础类似体表感染，

存在高危因素或已有下呼吸道感染的临床表现，应高度警惕

为特征性坏疽性深脓疱，周围有红斑环绕）。ＰＡ菌血症多继

ＰＡ感染的可能，再充分参考其他临床指标如痰涂片镜检和

发于大面积烧伤、静脉导管、心瓣膜置换术及各种严重慢性

定量、半定量培养结果，ｃ反应蛋白和降钙素原等综合判断。

疾病等的过程中，病死率高，可有高热，常伴休克、急性呼吸

患者在出现下呼吸道感染时第一次呼吸道标本ＰＡ培

窘迫综合征（ＡＲＤＳ）或弥散性血管内凝血（ＤＩＣ）等。在严重

养阳性的临床意义较大，应结合临床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是否

全身感染时炎症标志物，如内毒素和降钙素原（ＰＣＴ）可以出

为感染致病菌；而在初始治疗采用不针对非发酵菌的抗菌药

现升高。ＰＡ下呼吸道感染可以分为３种类型：（１）慢性气道

物治疗过程中，治疗有效又反复培养ｍ ＰＡ，则应考虑为抗菌

疾病合并ＰＡ感染；（２）吸人性肺炎（社区获得性或医院获得

药物筛选的结果。临床另一闲难之处是在那些具有ＰＡ感

性）；（３）咀源性ＰＡ肺炎。值得注意的是，在临床怀疑ＰＡ下

染危险因素的患者，呼吸道分泌物ＰＡ与其他病原体同时培

呼吸道感染引起的体温升高时，需排除其他感染如鼻窦炎、

养阳性时责任菌的判断，需要谨慎确定。未经治疗患者如果

尿路感染或导管相关感染等导致的发热。

与常见对抗菌药物敏感的致病菌如肺炎克雷伯菌、肠杆菌属

（ｉ）如何区别定植与感染

细菌等同时培养阳性，则ＰＡ为定植菌的可能性大；如果与

ＰＡ—ＨＡＰ很少血培养阳性，所以难以通过血培养确定病

ＭＤＲ菌如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球菌（ＭＲＳＡ）、鲍曼不动

原学诊断，判断感染与否的证据主要来自呼吸道标本，而ＰＡ

杆菌等同时培养阳性，前者又占优势，则需要分析各自定量

在结构性肺病变患者呼吸道存在较高的定植率，因此，临床

和半定量培养结果，如果ＰＡ为低浓度培养阳性则定植菌的

上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区别培养阳性的ＰＡ是定植还是

可能性大。

感染。从气管插管后气道内分泌物中能够在很长时问内持

总之，与其他非发酵菌相同，在痰标本中分离出ＰＡ的

续培养出ＰＡ，但可以没有症状、体征和相应的肺部影像学表

临床意义即使想尽办法仍很难正确评价。本共识建议临床

现，即使是脓性痰或者气管内分泌物ＰＡ培养阳性亦不能诊

与微生物专家互通信息，共同协作解决这一问题，但最终判

断ＶＡＰ。文献报道，４％～１５％的慢阻肺患者痰中能够分离

定责任归于临床而非微生物科。有无感染的临床表现最为

到ＰＡＨ２。广谱抗菌药物的使用能增加ＩＣＵ患者气道中ＰＡ

重要，即使是合格痰标本分离到多量单一ＰＡ，但临床并不存

的定植，这是由于ＰＡ能增加黏液的分泌，破坏纤毛的活力，

在任何下呼吸道感染的表现，也无需针对ＰＡ治疗。如果同

引起上皮结构受损，影响肺的清除能力。但与血培养中分离

时分离到其他细菌，又有下呼吸道感染的临床表现，则需要

的ＰＡ相比，气道寄植的ＰＡ虽然毒力较弱，但耐药性更强，

区别何种是真正的致病原或为混合感染。当针对单一ＰＡ

更易产生生物被膜。１４。即使经过有效地抗菌药物治疗，ＰＡ

治疗后疗效满意时较易确定是ＰＡ感染，但当疗效不满意时

仍可从ＶＡＰ发生后８ ｄ的下呼吸道分离到。因此，呼吸道分

也难以完全否定，因为尚有剂量、疗程、联合用药与否、是否

泌物，包括痰、咽拭子、气管吸引标本、保护性毛刷采集的标

有混合感染（特别是厌氧菌）等许多问题的干扰，也可能在

本及ＢＡＬＦ等ＰＡ培养阳性，必须慎重评估其临床意义。

治疗过程中产生急性耐药（以单药治疗最为常见）。

就目前的认知水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ＰＡ定

因此，在呼吸道标本分离到ＰＡ的患者是否需要抗菌药

植与感染的鉴别诊断问题。首先，临床医师采集呼吸道标本

物治疗应当参考以下几点：（１）有与下呼吸道感染相符合的

时，应严格掌握痰标本的正确留取方法，如对患者进行充分

临床症状、体征和影像学上出现新的、或持续的、或加重的肺

培训，留取深部咳出的痰液，并尽量避免上呼吸道分泌物的

部渗出、浸润、实变；（２）宿主因素，如基础疾病、免疫状态、

ｔ亏染；气管吸引标本、保护性毛刷标本和ＢＡＬＦ标本要比痰

先期抗菌药物治疗、其他与发病相关的危险因素如机械通气

标本更可靠、更有价值，应尽可能采用，以提高呼吸道分泌物

与否及时间等；（３）正在接受非抗ＰＡ抗菌药物治疗的患者

标本的质量。临床微生物实验室要严格把握痰标本的质量，

如果病情一度好转，复又加重，在时间上与ＰＡ的出现相符

痰标本接种前应进行革兰染色镜检，判断痰标本是否合格，

合，并排除其他因素引起的病情加重；（４）从标本采集方法、

同时注意有无白细胞吞噬或伴行现象及细菌的染色和形态。

标本质量、细菌浓度（定量或半定量培养）、涂片所见等，综

痰培养应尽量采用定量培养，至少应做半定量培养。呼吸道

合评价阳性培养结果的临床意义，如痰培养多次提示ＰＡ优

标本的半定量、定量细菌培养能够为临床提供有帮助的参考

势生长则具有较大的临床意义”。。

价值。细菌定量培养结果气管内吸引物（ＰＡ≥１０５ＣＦＵ／ｍ１）、
ＢＡＬＦ（ＰＡ≥１０４ＣＦＵ／ｍ１）、防污染保护性气管镜毛刷采集的
标本（ＰＡ≥１０３ＣＦＵ／ｍ１）达到上述阈值时，有更大的参考
意义。

一旦决定针对ＰＡ进行治疗后，应在７２ ｈ内评价疗效，
判定是否继续原治疗方案。
四、治疗
由于细菌耐药性的不断增加，临床上对ＰＡ下呼吸道感

当呼吸道标本ＰＡ培养阳性时，应结合临床情况进行仔

染的治疗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常应用于ＰＡ感染治疗的

细分析。首先患者是否存在肺部感染的临床与实验室表现，

药物包括抗假单胞菌青霉素和头孢菌素、氨曲南、氨基糖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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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氟喹诺酮类及碳青霉烯类等，特别是碳青霉烯类敏感度

氧沙星通常不用于ＰＡ的肺外感染。２０１２年ＣＨＩＮＥＴ细菌

均有所降低。近年来在大型综合医院内由于Ｆ＇Ａ对碳青霉

耐药性检测结果显示，ＰＡ对环丙沙星和左氧沙星的敏感度

烯类耐药性迅速增加，且同时对其他多种抗菌药物耐药，导

分别为７５．２％和７２．５％。此类药物为浓度依赖性抗生素，

致ＸＤＲ甚至ＰＤＲ菌株不断增多，使可应用的敏感药物非常

半衰期较长者多主张１次／（１给药，如左氧沙星０．５～０．７５

有限，治疗困难。

静脉滴注，１次／ｄ；欧洲建议重症感染可用到０．５ ｇ，静脉滴

ｇ，

（一）ＰＡ下呼吸道感染的治疗原则

注，１次／１２ ｈ”。环丙沙星由于半衰期较短，同时日剂量单

ＰＡ下呼吸道感染的治疗应该遵循以下原则：（１）选择

次给药会明显增加不良反应，故依然采用日剂量分次给药。

有抗ＰＡ活性的抗菌药物，通常需要联合治疗；（２）根据药代

６．氨基糖苷类：常用的有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和妥布霉

动力学（ＰＫ）／药效学（ＰＤ）理论选择正确的给药剂量和用药

素，应用于临床的还有异帕米星、奈替米星、依替米星，其中

方式；（３）充分的疗程；（４）消除危险因素；（５）重视抗感染外

以阿米卡星的活性最强。２０１２年ＣＨＩＮＥＴ细菌耐药性检测

的综合治疗。

结果湿示，ＰＡ对阿米卡星和庆大霉素的敏感度分别为

（二）具有抗ＰＡ活性的抗菌药物（表１）

８２．３％和７１．３％ｌ。此类药物通常不单独应用于肺部感

１．抗ＰＡ青霉素类及其与Ｂ．内酰胺酶抑制剂复合制剂：

染。根据ＰＫ／ＰＤ理论，此类药物的药效为浓度依赖性，且耳

包括替卡西林、羧苄西林、哌拉西林、美洛西林、阿洛西林、哌

。肾的毒性反应并不依赖于血药浓度，主张无论半衰期长短都

拉西林／他唑巴坦、替卡西林／克拉维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将过去常用的２次／ｔｌ或多次给药方法改为日剂量单次给

药物是哌拉西林／他唑巴坦。２０１２年ＣＨＩＮＥＴ细菌耐药性检

药．但国内外的推荐剂量之间有差别，国内通常推荐剂量阿

测结果显示，ＰＡ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敏感度为６８．４％，

米卡星为１５ ｍｇ·ｋｇ一·ｄ～，静脉滴注，１次／ｄ；妥布霉素和

高于单药哌拉西林（６２．６％），而替卡西林／克拉维酸的敏感

庆大霉素为７ ｍｇ·ｋｇ～·ｄ‘。，静脉滴注，１次／ｄ；我国常用的

度仅为１９．７％…。即使在ＨＡＰ中ＰＡ对哌拉西林／他唑巴

还有异帕米星、奈替米星和依替米星。阿米卡星欧洲推荐的

坦的敏感度同样可达７８．０％（而单药哌拉西林为

剂量为１５～２０

６７．１％）一ｏ，显示了良好的抗ＰＡ活性，是治疗ＰＡ感染的基

ｋｇ～·ｄ

础用药之一。

ｍｇ·ｋｇ

·ｄ～，ＡＴＳ推荐的剂量为２０

ｍｇ·

，高于我国的推荐剂量，这值得引起我国临床医生

的注意，提示我国在临床实践中可能存在治疗剂量不足的情

２．抗ＰＡ头孢菌素类及其与Ｂ一内酰胺酶抑制剂复合制

况；另外，欧美推荐的剂量是否适合我国人群，其安全性尚需

剂：２０１２年ＣＨＩＮＥＴ细菌耐药性检测结果显示，ＰＡ对头孢他

要我国高等级循证医学证据来支持。为减少不良反应的发

啶、头孢哌酮、头孢吡肟、头孢哌酮／舒巴坦的敏感度分别为

生，此类药物建议疗程通常不超过１周。
７．多黏菌素：包括多黏菌素Ｂ、多黏菌素Ｅ（ｃｏｌｉｓｔｉｎ，黏

７４．０％、４９．６％、７１．７％和６２．５％１１。

３．抗假单胞菌碳青霉烯类：包括美罗培南、亚胺培南、

菌素），主要应用于ＸＤＲ—ＰＡ菌株，或联合治疗应用于ＰＤＲ—

帕尼培南和比阿培南。２０１２年ＣＨＩＮＥＴ各种标本分离细菌

ＰＡ菌株感染。２０１２年ＣＨＩＮＥＴ细菌耐药性检测结果显示，

耐药性检测结果显示，ＰＡ对亚胺培南、美罗培南的敏感度分

ＰＡ对多黏菌素Ｂ的敏感度为９９．０％＿Ｉ。，此类药物的肾毒性

别为６６．６％和６７．７％。１。，但在教学医院ＨＡＰ患者痰中分离

明显，剂量选择必须根据肌酐清除率调整。临床上主要应用

到的ＰＡ对这两种药物的敏感度只有３０％左右¨。。对ＰＡ引

的是多黏菌素Ｅ，该类药物存在一定的异质性耐药，常需联

起的严重感染，美罗培南的常用剂量为１ ｇ，１次／６—８ ｈ，最

合应用其他抗菌药物，可与抗ＰＡ碳青霉烯类或氨基糖苷

好能使用静脉泵给药，每次静脉滴注时间持续３ ｈ。亚胺培

类、喹诺酮类、抗ＰＡ其他Ｂ一内酰胺类联合使用。在一项

南的常用剂量为１ ｇ，１次／６～８ ｈ，使用静脉泵给药，每次持

ＶＡＰ的对照研究中，静脉滴注多黏菌素的临床有效率达

续２ ｈ。其他如帕尼培南，常用剂量为０．５ ｇ，１次／６～８

７５％，与对照组亚胺培南的７２％相似¨“。

ｈ，

或１ ｇ，１次／１２ ｈ；比阿培南的常用剂量为０．３ ｇ，１次／６ ｈ，或

８．磷霉素：磷霉素通过与细菌催化肽聚糖合成的磷酸

７『欠／１２ ｈ。需要注意的是，厄他培南对ＰＡ无抗菌活

烯醇转移酶不可逆结合来抑制细菌细胞壁合成，从而起到杀

性。国内目前还有法罗培南供应，属青霉烯类而非碳青霉烯

菌作用。２０１２年ＣＨＩＮＥＴ细菌耐药性检测结果显示，ＰＡ对

类，但为口服制剂，很少用于ＰＡ感染的治疗。

磷霉素的敏感度为５３．６％¨。磷霉素对包括ＰＡ在内的多

０．６ ｇ，１

４．噻肟单酰胺菌素类：２０１２年ＣＨＩＮＥＴ细菌耐药性检

种致病菌均有较弱的抗菌活性，该药消除半衰期Ｔ１／２１３平

测结果显示，ＰＡ对氨曲南的敏感度为４９．９％¨。，可试用于

均为５．７ ｈ。磷霉素钠注射剂可与其他抗菌药物联合应用，

对青霉素及头孢菌素过敏者以及产金属酶的革兰阴性菌感

治疗由敏感ＰＡ所致中、重症感染，如血流感染、腹膜炎、呼

染者，但氨曲南一般不单独用于抗ＰＡ感染，应联合其他抗

吸道感染、泌尿系感染及骨髓炎等，但一般不单独应用。

ＰＡ的有效药物，可以发挥协同作用。

（三）抗菌药物的合理使用

５．抗ＰＡ喹诺酮类：此类药物中环丙沙星和左氧沙星都

１．抗菌药物的选择：对于分离菌为非ＭＤＲ—ＰＡ的较轻

具有较强的抗ＰＡ活性，但环丙沙星的抗ＰＡ活性更强，ＭＩＣ

症下呼吸道感染患者，没有明显基础疾病，可以采用上述具

值为０．５ ｍｇ／Ｌ，低于左氧沙星（１．０ ｍｇ／Ｌ）；左氧沙星的抗菌

有抗假单胞菌活性的抗菌药物单药治疗，通常采用抗ＰＡ

活性与环丙沙星相仿，其口服吸收率高，肺组织浓度高，但左

Ｂ一内酰胺类抗生素，如酶抑制剂复合制剂（哌拉西林／他唑巴

万方数据

guide.medlive.cn

生堡筻煞塑壁咝苤查！！！！生！旦箜！！鲞箜！塑坠ｉ！』！！！塑：曼！巫！旦ｉ！：』！！！！型：！！！：！！！：！！：型！：！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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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绿假单胞菌（ＰＡ）感染的抗菌药物选择

注：８本表中所有药物敏感度数据均来自２０１２年ＣＨＩＮＥＴ资料，ＰＡ分离自各系统标本，应强调单纯呼吸道标本来源ＰＡ菌群的耐药性要更
高；“多数抗菌药物（如Ｂ．内酰胺类、氟喹诺酮类）的建议疗程为１０～１４ ｔｌ，特殊情况下可以适当延长。氨基糖苷类和多黏菌素类由于肾毒性
大，建议疗程不超过１周；‘氟喹诺酮类是浓度依赖性药物，其中左氧沙星欧美指南中建议最大可用至０．５ ｇ，１次／１２ ｈ，环丙沙星最大可用至
１２００

ｍｇ／ｃＩ（分３次给药），均超出我国说明书的推荐剂量，仅供国内同道们参考；ＸＤＲ：广泛耐药；ＰＤＲ：全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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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头孢哌酮／舒巴坦）、头孢菌素类（头孢他啶、头孢吡肟）

次给药方案来控制感染性疾病。我国制定的“抗菌药物临床

和碳青霉烯类（美罗培南、亚胺培南），经静脉给药，并给予

应用指导原则（２００４）”中也建议氨基糖苷类药物Ｅｔ剂量单

充分的剂量。氟喹诺酮类和氨基糖苷类可在Ｂ一内酰胺类过

次给药，但鉴于我国生产的氨基糖苷类药物药品说明书尚未

敏或其他原因不能使用时采用，或作为联合治疗用药。对于

按照ＰＫ／ＰＤ特点来修正，临床需要全面斟酌。

分离菌为非ＭＤＲ—ＰＡ但有基础疾病或存在ＰＡ感染危险因

抗ＰＡ的氟喹诺酮类药物主要有环丙沙星和左氧沙星，

素的下呼吸道感染患者，需要根据其具体情况决定，通常轻

均为浓度依赖性抗菌药物，ＡＵＣ／ＭＩＣ与临床有效率相关性

症患者也可以采用单药治疗，但应避免选择近期内患者曾经

最高。日剂量单次给药可提高临床疗效，但其毒性具有浓度

使用过的药物；而重症患者常需要联合治疗。对耐药ＰＡ感

依赖性。目前左氧沙星因半衰期较长，推荐日剂量单次给

染患者的初始治疗应采用联合治疗。

药，但环丙沙星由于其半衰期较短，且单次给药会明显增加

２．联合治疗：主要用于ＭＤＲ—ＰＡ下呼吸道感染患者。

不良反应，故依然采用日剂量分２～３次给药的方案。

体外抗菌研究结果显示，某些联合治疗方案存在不同程度的

多黏菌素也表现出浓度依赖性的抗菌活性，但从药效学

协同作用，如碳青霉烯类（亚胺培南）联合阿米卡星或异帕

角度为达到尽可能的抑制耐药菌，每６～８ ｈ给药１次最为

米星体外抗ＭＤＲ—ＰＡ时４．０％呈现协同作用，４６．０％呈现部

理想。２…。而磷霉素是时问依赖性抗生素，临床用药应日剂

分协同作用。１…，临床研究结果也证实多药联合治疗可降低

量分３～４次给药，可发挥更佳疗效。

ＰＡ肺部感染患者的病死率”。包含５个临床研究的荟萃

４．局部抗菌药物的雾化治疗：用于雾化吸人途径的抗

分析结果显示，比较单药与多药联合治疗ＰＡ感染的疗效，

菌药物主要是氨基糖苷类、多肽类和喹诺酮类，主要用于有

联合用药组的病死率较单药治疗组低１０％～２０％㈠””。。

结构性肺病变的ＰＡ感染，如支气管扩张症、慢阻肺、囊性肺

Ｂ．内酰胺类抗生素与氨基糖苷类或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联

纤维化和肺移植术后。抗菌药物雾化吸入后局部肺内药物

合后均可提高对ＰＡ的抗菌活性，但氨基糖苷类对Ｂ一内酰胺

浓度高而血浆浓度低，通常建议局部抗菌药物应在全身应用

类抗生素的增效作用略强于氟喹诺酮类。所以，ＰＡ肺炎治

的基础上应用，或作为静脉治疗的补充。雾化吸人的抗菌药

疗的国内外指南（无论２００７年的ＩＤＳＡ还是２００５年ＡＴＳ指

物主要有氨基糖苷类（妥布霉素、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和多

南）均推荐联合用药，包括抗ＰＡ Ｂ一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

肽类（黏菌素、多黏菌素Ｂ）１２。”。，如多黏菌素Ｂ和妥布霉素

或抗ＰＡ Ｂ一内酰胺类＋抗ＰＡ喹诺酮类，或抗ＰＡ的喹诺酮类

雾化吸人作为静脉治疗的补充用于ＭＤＲ—ＰＡ难治性肺炎的

＋氨基糖苷类；也可采用双ｐ一内酰胺类药物治疗，如哌拉西

治疗。头孢他啶和氨曲南也用于局部雾化治疗。”‘２“，但考

林／他唑巴坦＋氨曲南。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尤其是ＰＤＲ—

虑有可能导致过敏反应和支气管痉挛，一般不建议Ｂ一内酰

ＰＡ肺部感染，国外推荐在上述联合的基础上再加多黏菌素。

胺类抗生素雾化吸人；近期也有吸人剂型的环丙沙星进入临

１４元环与１５元环大环内酯类药物与抗ＰＡ有效药物联

床研究。通常使用的剂量，妥布霉素和庆大霉素２００ ｍｇ／次，

合应用对ＰＡ生物被膜相关感染具有协同作用。磷霉素与

２次／ｄ；阿米卡星４００ ｍｇ／次，２次／ｄ；环丙沙星４００ ｍｇ／次，

抗ＰＡ有效药物联合应用对ＰＡ感染具有协同或相加作用。

２次／ｄ；通常疗程为７～１４ ｄ。以上雾化吸入剂型的抗菌药

近年提ｍ磷霉素与其他抗ＰＡ药物联合应用时问差治疗学

物围外正在积极开发，但国内尚待获得批准。

的方案，系指提前１ ｈ应用磷霉素，可以提高合并用其他药

５．疗程：对于ＰＡ感染的临床诊断不确定且临床症状在
ｄ内稳定者，推荐８ ｄ疗程。如果分离的ＰＡ为ＭＤＲ或

物对ＰＡ细胞壁的渗透性，增强疗效。磷霉素与氨基糖苷类

３

药物联合应用可以减轻后者的耳毒性和肾毒性。

ＰＤＲ菌株，或者为重症ＰＡ—ＨＡＰ，则推荐１０～１４ ｄ疗程，特殊

３．ＰＫ／ＰＤ理论的应用：抗ＰＡ的青霉素类和头孢菌素类

情况下可以适当延长。欧美指南中通常推荐２周疗程。值

及其与酶抑制剂复合制剂均属于时间依赖性抗生素，Ｔ＞

得注意的是，在有结构性肺病变等慢性气道疾病或长期机械

ＭＩＣ％与临床疗效密切相关。这类药物需Ｌｔ剂量分３～４次

通气的患者中，可根据病情适当延长疗程，但治疗的目标应

给药，以延长药物与ＰＡ的接触时间，加强杀菌作用，提高临

该是临床表现好转，而不应将ＰＡ的清除作为停用抗菌药物

床疗效。

的指征。

抗ＰＡ碳青霉烯类属于时间依赖性但抗菌后效应持续

（四）综合治疗

时间较长的抗生素，可通过延长滴注时间提高对ＰＡ严重感

综合治疗包括气道分泌物的引流和廓清，适当的免疫治

染的疗效，如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和多尼培南可缓慢持续静

疗及营养支持等，对ＰＡ下呼吸道感染的控制同样非常

脉输注２—３ ｈ，目的是延长给药间隔内血药浓度高于ＭＩＣ

重要。

的时间。

抑制生物被膜的形成也有助于慢性ＰＡ感染的治疗。

氨基糖苷类药物是浓度依赖性抗生素，Ｃｍａｘ／ＭＩＣ与细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如红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和罗红霉

菌清除率和临床有效率密切相关，同时肾小管上皮细胞与耳

素等自身没有抗ＰＡ的作用，但都能抑制生物被膜的形成，

蜗毛细胞对较高浓度的氨基糖苷类摄取有“饱和”现象。国

同时可增强吞噬细胞的吞噬作用，其中以阿奇霉素的作用最

外大量文献报道Ｅｔ剂量单次给药可保证疗效，减少耳、肾毒

强。但１６元环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如麦迪霉素、交沙霉素、乙

性，遏制细菌耐药性，故临床实施氨基糖苷类药物日剂量单

酰螺旋霉素等则对生物被膜无效。氟喹诺酮类也有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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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５例病原学多中心调查［Ｊ］．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２００６

抑制ＰＡ生物被膜形成的作用。但这些药物的临床疗效究
竟如何，其最适当的剂量和疗程是多少，长期使用的不良反

２９：３－８．

［１ １］Ｐａｒａｍｅｓｗａｒａｎ

应如何以及对细菌耐药的影响等，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结果

ｉｎｆｅｃｌ【ｉｏｎ

Ｓ．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ＧＩ，Ｓｅｔｈｉ

ｉｎ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 １ ２，７：

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Ｆｕｔｕｒｅ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１１２９一１１３２．

证实。
［１２］

五、ＭＤＲ—ＰＡ播散的控制措施１２６。

Ｒｏｂｅｒｔ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仅仅是呼吸道分泌物ＰＡ分离培养
阳性而没有临床症状和影像学依据，可以暂时不需要抗感染

［Ｊ］．Ｃｌｉｎ
［１３］ Ｗｏｏｄｈｅａｄ

ＰＡ在医疗机构中暴发流行，如防止湿化器、吸引器和家具、

洁等”。。同样重要的是抗菌药物的管理，包括：（１）缩短抗

Ｓｕｐｐｌ ６：Ｅｌ·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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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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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治疗指南，采用抗菌药物轮换使用策略；在医院中对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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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的使用加以限制；对轻、中度感染尽可能采用窄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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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ａｉｎｓ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 Ａｇｅｎｔｓ，

２００３．２ｌ：８－１２．

［１７］

Ｐａｒｋ ＳＹ，Ｐａｒｋ

ＨＪ，Ｍｏｏｎ ＳＭ，ｅｔ ａ１．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减低和血流感染的患者；（３）主动监测和隔离医院内ＭＤ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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