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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科重症患者肺部真菌感染的临床特征与

影响因素分析
李政宁，薛媛，甘起云，覃禹

（柳州市人民医院，广西柳州５４５００６）

【摘要】　目的　探究呼吸科重症患者肺部真菌感染的临床特征、常用药物的耐药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为临床治疗提供

参考依据。　方法　选取呼吸科重症患者肺部感染患者１２０例，采集患者晨痰进行感染菌种鉴定，采用 ＭＩＣ法检测真

菌对常用抗生素药物的耐药率，采用ＫＢ纸片法测定联合用药对耐药性的影响。　结果　真菌感染组中低蛋白症患者

３９例，无低蛋白症者２１例；对照组中低蛋白症患者１６例，无低蛋白症患者４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真菌感染组中住

院时间≤１５ｄ患者２２例，对照组中住院时间≤１５ｄ患者３４例，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真菌感染组中中心静脉置管患

者１９例，对照组中心静脉置管患者１０例，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次研究中共计检出真菌６０株，白色假丝酵母菌２２

株、光滑假丝酵母菌１１株、近平假丝酵母菌９株、热带假丝酵母菌８株、克柔假丝酵母菌６株、其他未分型４株，构成比

为３６．６７％、１８．３３％、１５．００％、１３．３３％、１０．００％和６．６７％。检出真菌对氟康唑、伊曲康唑、伏立康唑、两性霉素Ｂ、益康唑、

咪康唑、酮康唑、５氟胞嘧啶和制霉菌素耐药株数为２３、１１、９、５、１６、１２、１１、１９和２０株，耐药率为３８．３３％、１８．３３％、

１５．００％、８．３３％、２６．６７％、２０．００％、１８．３３％、３１．６７％和３３．３３％。白色假丝酵母菌对上述９种临床常用抗真菌药物耐药株

数为８、４、４、２、６、４、３、５和７株，耐药率为３６．３６％、１８．１８％、１８．１８％、９．０９％、２７．２７％、１８．１８％、１３．６４％、２２．７３％和

３１．８２％。高浓度左氧氟沙星与氟康唑联合使用抑菌圈变大，说明左氧氟沙星仅在浓度较大时增强氟康唑作用效果，具

有协同作用。利福平和阿奇霉素在低浓度和高浓度与氟康唑联合使用时抑菌圈均变大，表明联合用药时菌株透过药物

增多，增强了氟康唑作用效果，具有协同作用。　讨论　医院呼吸科重症患者肺部真菌感染常见且呈增多趋势；早期真

菌培养及药敏试验可以减少盲目用药产生的耐药菌株产生。联合用药可以减少耐药发生，提高肺部真菌感染的治疗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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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ｌｕｃｏｎａｚｏｌｅ．　犆狅狀犮犾狌狊犻狅狀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ｆｕｎｇ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ｃｏｍｍ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ｅｅｎｂｙ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ｔｔｈｉ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ｕｎｇ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ａｒｌｙｏｎａｎｄａ

ｄｒｕｇ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ｔｅｓｔｃａ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ｓｔｒａｉｎｓ．Ａ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ｒｕｇｓ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ｒ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ｆｕｎｇ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ｆｕｎｇ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ｏｆ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ｄｒｕｇ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近年来，国内外医院呼吸科重症患者发生真菌感

染的病例在世界范围呈急速增多趋势，已对各国医疗

形成不同程度的负担。在早期诊断过程中，由于症状

不典型，与普通肺炎咳嗽、发热和呼吸紧促具有相同症

状，确诊困难。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容易失掉最佳治疗

时机，影响预后效果。加上目前国内抗生素用药呈广

泛趋势，容易引起耐药菌株产生，以及临床上侵入性操

作等都给真菌定植提供了机会。本文收集临床资料，

回顾性样本数据分析，讨论呼吸科重症患者真菌感染

的临床特征、影响因素和用药方案，以提高肺部真菌感

染的治愈效果。

对象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呼吸科重症患者肺部感染患者

１２０例，其中６０例为肺部真菌感染，另外６０例为对照

组。男６７例，女５３例；年龄３８～７８岁，平均（５６．３±９．

５）岁。肺部真菌感染需符合《侵袭性肺部真菌感染的

诊断标准与治疗原则》和《肺真菌病诊断与治疗专家共

识》中相关标准［１］：①肺部组织、胸液、痰液标本培养后

检出真菌或经镜检发现菌丝；②半乳甘露聚糖试验或

１，３βＤ葡萄糖抗原试验两次为阳性。患者纳入标

准：①符合《医院感染诊断标准》
［２］；②患者临床肺部感

染评分＞６分；③档案资料齐全。排除标准：①两周内

使用免疫抑制剂；②其他非肺部检出真菌者。

１．２　主要仪器与试剂　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ｎＷａｌｋＡｗａｙ４０全

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德国西门子；ＹＡ０１８０麦氏比浊

管，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培养基及药敏纸片，英

国ＯＸＯＩＤ公司。

２　方法

２．１　标本采集　采集患者晨痰，采用朵贝氏液和清水

漱口去除患者口中细菌，采集患者深咳后痰液。若无

法深咳，则采用纤维支气管抽取痰液［３］。将标本放入

培养皿内，采用沙氏培养基、巧克力平板和血平板分别

进行培养。分别在培养２４ｈ、４８ｈ和７２ｈ观察结果。

真菌判断，同一菌株７２ｈ内生长２次以上判定为阳

性。采用西门子 ＭｉｃｒｏＳｃａｎＷａｌｋＡｗａｙ４０全自动微

生物鉴定系统对菌种进行鉴定。

２．２　药敏试验　采用 ＭＩＣ法检测真菌对氟康唑、伊

曲康唑、伏立康唑、两性霉素Ｂ、益康唑、咪康唑、酮康

唑、５氟胞嘧啶、制霉菌素进行药敏试验。选取饱满菌

落并配置成１麦氏单位菌悬液，吸取１００μｌ进行等比

稀释并混匀，并在试剂板逐孔加入，并设立阳性和阴性

对照组［４］。封闭试剂板，３５±２℃湿盒内孵育３ｄ，１

次／ｄ观察。当阳性对照孔变浑浊时，判读结果
［５］。由

于５氟胞嘧啶和氟康唑存在残余生长现象，需将药敏

试验孔与生长对照孔进行对照比较确定 ＭＩＣ值。若

阴性对照出现浑浊，则试验无效。质控菌株：白色假丝

酵母菌ＡＴＣＣ９００２８。

２．３　联合用药对耐药性的影响　采用 ＫＢ纸片法测

定白色假丝酵母菌标准株左氧氟沙星、利福平和阿奇

霉素分别与氟康唑联合使用抑菌圈直径变化，单独采

用氟康唑作对照组。

结　果

１　临床资料

真菌感染组具有发热、咳嗽咳痰、咳血、呼吸困难、

肺部音的特征患者例数依次为：４５、３７、５、１９和３３

·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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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对照组具有上述特征患者例数依次为４２、３９、４、

２１和３６例。两组患者临床特征表现为发热、咳嗽咳

痰、咳血、呼吸困难和肺部音的患者数量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犘＞０．０５）。真菌感染组年龄６０岁及

以下３５例，６０岁以上２５例；对照组年龄６０岁及以下

３８例，６０岁以上２２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０．３３０３，犘＞０．０５）。真菌感染组男３６例，女２４例；对

照组男３１例，女２９例，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０．８５６５，犘＞０．０５）。真菌感染组有吸烟史３３例，无吸

烟史２７例；对照组有吸烟史２６例，无吸烟史３４例，两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６３４２，犘＞０．０５）。真菌感

染组高血压患者２２例，无高血压者３８例；对照组高血

压患者２５例，无高血压者３５例，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２＝０．３３０２，犘＞０．０５）。真菌感染组中糖尿病患者

２６例，无糖尿病者３４例；对照组中糖尿病患者２２例，

无糖尿病患者３８例，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

５７８７，犘＞０．０５）。真菌感染组中低蛋白症患者３９例，

无低蛋白症者２１例；对照组中低蛋白症患者１６例，无

低蛋白症患者４４例；两组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１７．８８０８，犘＜０．０５）。真菌感染组中住院时间

≤１５ｄ患者２２例，住院时间＞１５ｄ者３８例；对照组中

住院时间≤１５ｄ患者３４例，住院时间＞１５ｄ者２６例，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８４３０，犘＜０．０５）。真菌

感染组中中心静脉置管患者１９例，未采用中心静脉置

管患者４１例；对照组组中中心静脉置管患者１０例，未

采用中心静脉置管患者５０例，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５．０２４５，犘＜０．０５）（表１和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特征

犜犪犫犾犲１　犆犾犻狀犻犮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狋狑狅犵狉狅狌狆狊狅犳狆犪狋犻犲狀狋狊

临床症状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真菌感染组（ｎ＝６０）Ｆｕｎｇ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例数Ｎｏ． 感染率（％）Ｒａｔｅ

对照组（ｎ＝６０）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例数Ｎｏ． 感染率（％）Ｒａｔｅ
χ２ 犘

发热 ４５ ７５．００ ４２ ７０．００ ０．４７１７ ０．４９２２０９

咳嗽咳痰 ３７ ６１．６７ ３９ ６５．００ ０．１５４５ ０．６９４２４４

咳血 ５ ８．３３ ４ ６．６７ ０．４３２９ ０．５１０５８６

呼吸困难 １９ ３１．６７ ２１ ３５．００ ０．１６８８ ０．６８１２２５

肺部音 ３３ ５５．００ ３６ ６０．００ ０．３１３９６９６８９ ０．５７５２５４

表２　患者肺部真菌感染单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２　犛犻狀犵犾犲犳犪犮狋狅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狆狌犾犿狅狀犪狉狔犳狌狀犵犪犾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犻狀狆犪狋犻犲狀狋狊

因素

Ｆａｃｔｏｒｓ

真菌感染组（ｎ＝６０）Ｆｕｎｇ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例数Ｎｏ． 感染率（％）Ｒａｔｅ

对照组（ｎ＝６０）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例数Ｎｏ． 感染率（％）Ｒａｔｅ
χ２ 犘

年龄 ≤６０岁 ３５ ５８．３３ ３８ ６３．３３ ０．３３０３ ０．５６５５

＞６０岁 ２５ ４１．６７ ２２ ３６．６７

性别 男 ３６ ６０．００ ３１ ５１．６７ ０．８５６５ ０．３５４７

女 ２４ ４０．００ ２９ ４８．３３

吸烟史 是 ３３ ５５．００ ２６ ４３．３３ １．６３４２ ０．２０１１

否 ２７ ４５．００ ３４ ５６．６７

高血压 是 ２２ ３６．６７ ２５ ４１．６７ ０．３３０２ ０．５６５５

否 ３８ ６３．３３ ３５ ５８．３３

糖尿病 是 ２６ ４３．３３ ２２ ３６．６７ ０．５７８７ ０．４４６８

否 ３４ ５６．６７ ３８ ６３．３３

低蛋白症 是 ３９ ６５．００ １６ ２６．６７ １７．８８０８ ０．００００

否 ２１ ３５．００ ４４ ７３．３３

住院时间 ≤１５ｄ ２２ ３６．６７ ３４ ５６．６７ ４．８４３０ ０．０２７８

＞１５ｄ ３８ ６３．３３ ２６ ４３．３３

中心静脉置管 是 １９ ３１．６７ １０ １６．６７ ５．０２４５ ０．０２５０

否 ４１ ６８．３３ ５０ ８３．３３

２　真菌检出情况及耐药性检测

共计检出真菌６０株，其中白色假丝酵母菌所占比

例最高，有４株未分型。白色假丝酵母菌２２株、光滑

假丝酵母菌１１株、近平假丝酵母菌９株、热带假丝酵

母菌８株、克柔假丝酵母菌６株、其他未分型４株，构

成比为３６．６７％、１８．３３％、１５．００％、１３．３３％、１０．００％和

６．６７％。检出真菌对氟康唑、伊曲康唑、伏立康唑、两

性霉素Ｂ、益康唑、咪康唑、酮康唑、５氟胞嘧啶和制霉

菌素耐药株数为２３、１１、９、５、１６、１２、１１、１９和２０株，耐

药率为３８．３３％、１８．３３％、１５．００％、８．３３％、２６．６７％、

２０．００％、１８．３３％、３１．６７％和３３．３３％。白色假丝酵母

菌对上述９种临床常用抗真菌药物耐药株数为８、４、

４、２、６、４、３、５和７株，耐药率为３６．３６％、１８．１８％、１８．

１８％、９．０９％、２７．２７％、１８．１８％、１３．６４％、２２．７３％和

３１．８２％。其他真菌对临床常用抗真菌药物耐药情况

见表３。

·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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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真菌对于常用抗生素耐药率（％）

犜犪犫犾犲３　犚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狉犪狋犲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犳狌狀犵犻狋狅犮狅犿犿狅狀犪狀狋犻犫犻狅狋犻犮狊

抗菌药物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白色假丝酵母菌

犆犪狀犱犻犱犪犪犾犫犻犮犪狀狊

光滑假丝酵母菌

犆犪狀犱犻犱犪犵犾犪犫狉犪狋犪

近平假丝酵母菌

犆犪狀犱犻犱犪犖犪狀狆犻狀犵

热带假丝酵母菌

犆犪狀犱犻犱犪狋狉狅狆犻犮犪犾犻狊

克柔假丝酵母菌

犆犪狀犱犻犱犪犽狉狌狊犲犻

其他

Ｏｔｈｅｒｓ

合计

Ｔｏｔａｌ

氟康唑 ３６．３６ ４５．４５ ３３．３３ ５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２５．００ ３８．３３

伊曲康唑 １８．１８ ２７．２７ １１．１１ ２５．００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８．３３

伏立康唑 １８．１８ ２７．２７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５．００

两性霉素Ｂ ９．０９ ９．０９ １１．１１ １２．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３３

益康唑 ２７．２７ ３６．３６ ３３．３３ ３７．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６．６７

咪康唑 １８．１８ ２７．２７ ３３．３３ ２５．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００

酮康唑 １３．６４ ２７．２７ ２２．２２ ２５．００ １６．６７ ０．００ １８．３３

５氟胞嘧啶 ２２．７３ ４５．４５ ４４．４４ ３７．５０ １６．６７ ２５．００ ３１．６７

制霉菌素 ３１．８２ ４５．４５ ２２．２２ ５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３　联合用药对耐药性的影响

左氧氟沙星、利福平和阿奇霉素分别与氟康唑联

合使用抑菌圈直径与单独采用氟康唑显示：低浓度左

氧氟沙星与氟康唑联合使用抑菌圈较单独采用氟康唑

无明显变化，而浓度左氧氟沙星与氟康唑联合使用抑

菌圈变大；而利福平和阿奇霉素在低浓度和高浓度与

氟康唑联合使用时抑菌圈均变大。这说明左氧氟沙星

仅在浓度较大时增强氟康唑作用效果，具有协同作用。

而利福平和阿奇霉素低浓度和高浓度抑菌圈均大于氟

康唑单独用药，表明联合用药时菌株透过药物增多，增

强了氟康唑作用效果，具有协同作用。

讨　论

近年来，国内外均有报道医院呼吸科重症患者肺

部真菌感染常见且呈增多趋势，因其早期症状不具有

特异性而容易导致漏诊误诊，具有起病急、发展快，症

状重、高耐药和预后差等特点，应引起广大医务工作者

重视，做好防治工作［６－９］。本研究期望通过此次临床

资料的收集与样本回顾性数据分析，对于未来前瞻性

研究和临床诊治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本研究发现，肺部真菌感染中参照组低蛋白症患

者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肺部真菌感染组中患者可能

由于高烧纳差等症状较重导致蛋白摄入少，抑或是由

于肺部感染真菌后机体免疫能力下降导致肠胃吸收功

能变差［１０］。本研究还发现，肺部真菌感染中参照组住

院时间长的患者数量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肺部真菌

感染具有耐药性增强特征，医院正规治疗仍有可能发

生大范围耐药风险，需要足剂量联合用药应对和延长

治疗周期［１１］。本研究发现，肺部真菌感染中参照组中

中心静脉置管患者数量明显高于对照组，中心静脉置

管属于侵入性操作，长期静脉置管容易导致机体消耗

过大，抵抗力下降，增加真菌感染几率［１２］。

本次研究中共计检出真菌６０株，白色假丝酵母菌

２２株，占比最高，可能与部分患者使用医院ＩＣＵ设备

有关，因ＩＣＵ设备的使用可为假丝酵母菌的传播提供

机会［１３］。在其他参考文献中，肺部真菌感染患者中年

龄偏大者的居多，因为老年患者基础病多，机体免疫力

低，感染风险大大增加，但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

能与纳入本次的研究样本数量较少有关。近年来，随

着抗生素的广泛应用，敏感致病菌被杀灭的同时正常

菌群也被杀灭，造成患者体内菌群失衡，为二重感染创

造机会。故对于呼吸科重症患者肺部真菌感染情况，

医生应该积极告知患者及家属各项风险因素，以引起

重视并加强护理，在治疗期间重视患者的痰液培养，明

确感染菌株类型再确定用药方案，减少耐药发生［１４］。

本研究发现白色假丝酵母菌、光滑假丝酵母菌、热带假

丝酵母菌对氟康唑、伊曲康唑、伏立康唑、益康唑、咪康

唑、酮康唑、５氟胞嘧啶和制霉菌素等药物具有高耐药

性，可能是因为这些药物毒性相对小，临床应用广泛有

关，由此产生了菌株的基因突变，因此临床治疗中应在

有条件的情况下做药敏试验，根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

性用药以减少耐药发生［１５］。

本研究中所有真菌分型及未分型菌株均对两性霉

素Ｂ敏感，耐药率低，在临床用药上可以借鉴本次试

验结果参考用药。本研究中光滑假丝酵母菌对于氟康

唑、伏立康唑、两性霉素Ｂ三种药物敏感，克柔假丝酵

母菌对于氟康唑、伏立康唑、两性霉素Ｂ、益康唑、咪康

唑和酮康唑敏感。可见早期真菌培养确定分型后再进

行药敏试验后的用药方案，可以了解医院的流行菌株，

减少盲目用药产生的耐药菌株［１６］。本研究发现，利福

平和阿奇霉素低浓度和高浓度抑菌圈均大于氟康唑单

独用药，表明联合用药时菌株透过药物增多，增强了氟

康唑作用效果，故临床治疗肺部真菌感染采用利福平

或阿奇霉素与氟康唑联合用药效果优于单方用药［１７］。

低浓度左氧氟沙星与氟康唑联合使用抑菌圈较单独采

用氟康唑无明显变化，而高浓度左氧氟沙星与氟康唑

联合使用抑菌圈变大，这说明左氧氟沙星仅在浓度较

大时增强氟康唑作用效果，故临床治疗呼吸科重症患

者肺炎真菌感染时应考虑大剂量左氧氟沙星和氟康唑

合并用药，巩固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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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ＳｃｈｕｔｚＥ，ＦｉｓｃｈｅｒＡ，ＢｅｃｋＪ，ｅｔａｌ．ＧｒａｆｔｄｅｒｉｖｅｄｃｅｌｌｆｒｅｅＤＮＡ，

ａ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ｅａｒｌｙｒ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ａｆｔｄａｍａｇｅｍａｒｋｅｒｉｎｌｉｖ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Ｊ］．ＰＬｏＳＭｅｄ，２０１７，１４（４）：ｅ１００２２８６．

［１３］　ＷｅｅｒａｋｏｏｎＧ，ＭｃＭａｎｕｓＤ．ＣｅｌｌｆｒｅｅＤＮＡａｓａ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ｏｏｌ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ＴｒｅｎｄｓＰａｒａｓｉｔｏｌ，２０１６，３２（５）：３７８

－９１．

［１４］　ＧａｌＳ，ＦｉｄｌｅｒＣ，ＴｕｎｅｒＳ，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犘犾犪狊犿狅犱犻狌犿犳犪犾犮犻

狆犪狉狌犿 ＤＮＡｉｎｐｌａｓｍａ［Ｊ］．ＡｎｎＮＹＡｃａｄＳｃｉ，２００１，９４５：２３４－８．

［１５］　ＷｉｃｈｍａｎｎＤ，ＰａｎｎｉｎｇＭ，ＱｕａｃｋＴ，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ｎｇ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

ｍｉａｓｉｓｂ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ｌｌｆｒｅｅｐａｒａｓｉｔｅＤＮＡｉｎｈｕｍａｎｐｌａｓｍａ［Ｊ］．

ＰＬｏＳＮＴＤ，２００９，３（４）：ｅ４２２．

［１６］　ＮｇｏｔｈｏＭ，ＫａｇｉｒａＭ，ＧａｃｈｉｅＭ，ｅｔａｌ．Ｌｏｏｐ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ｉｓｏｔｈｅｒ

ｍａｌ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犜狉狔狆犪狀狅狊狅犿犪犫狉狌犮犲犻犵犪犿犫犻犲狀狊犲

ｉｎｕｒｉｎｅａｎｄｓａｌｉｖａ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ｎ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ｐｒｉｍａｔｅｍｏｄｅ［Ｊ］．Ｂｉｏｍｅｄ

ＲｅｓＩｎｔ，２０１５，２０１５：８６７８４６．

［１７］　ＢａｒａｑｕｉｎＡ，ＨｅｒｖｏｎｅｔＥ，ＲｉｃｈｏｕＣ，ｅｔ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ｅｌｌｆｒｅｅ

ＤＮＡ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ｌｖｅｏｌａｒ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Ｊ］．ＭｏｌＢｉｏｃｈｅｍＰａｒ

ａｓｉｔｏｌ，２０１８，２２２：１４－２０．

［１８］　ＭｏｒａｄｉＭ，ＭｅａｍａｒＡＲ，ＡｋｈｌａｇｈｉＬ，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ｎｅｔ

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犈犮犺犻狀狅犮狅犮犮狌狊犵狉犪狀狌犾狅狊狌狊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ＤＮＡ

ｉｎｓｅｒｕｍａｎｄｆｏｒｍａｌｉｎｆｉｘｅｄｐａｒａｆｆｉｎ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ｃｙｓｔ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ｃｙｓｔｉｃｅｃｈｉｎｏｃｏｃｃｏｓ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９，１４（１０）：

ｅ０２２４５０１．

［１９］　ＶａｎＧｉｎｋｅｌＪＨ，ｖａｎｄｅｎＢｒｏｅｋＤＡ，ｖａｎＫｕｉｋＪ，ｅｔａｌ．Ｐｒｅａｎａｌｙｔ

ｉｃａｌｂｌｏｏｄｓａｍｐｌｅｗｏｒｋｕｐｆｏｒｃｅｌｌｆｒｅｅＤＮ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ｓｉｎｇＤｒｏｐｌｅ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ＣＲ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ｃａｎｃｅ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Ｊ］．Ｃａｎｃｅｒ

Ｍｅｄ，２０１７，６（１０）：２２９７－３０７．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２１８　【修回日期】　２０２００５１１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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