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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ＣＡＰ患者感染病原菌分布、血浆ＤＤ、ＡＴⅢ、

ＰＣ检测以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王彦霞，李亚轻，牛占丛，王晓庆，杨晶，刘军肖

（河北省人民医院 感染性疾病科，河北 石家庄０５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检测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ＡＰ）患者感染病原菌分布，血浆Ｄ二聚体（ＤＤ）、抗凝血酶Ⅲ（ＡＴⅢ）、蛋

白Ｃ（ＰＣ）水平，并分析感染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本院感染性疾病科收治的老年

ＣＡＰ患者７５例，为病例组；选取同期体检健康者７５例，为对照组。检测两组受试者血浆ＤＤ、ＡＴⅢ、ＰＣ水平，并进行

比较分析；检测病例组患者感染病原菌种类，分析其分布特征；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ＣＡＰ感染危险因素。　结果

　７５例老年ＣＡＰ患者共检出病原菌９７株，其中革兰阴性菌占５８．７６％（５７／９７），主要为肺炎克雷伯菌２４．７４％（２４／９７），

铜绿假单胞菌１５．４６％（１５／９７）和大肠埃希菌１３．４０％（１３／９７）；革兰阳性菌占３５．０５％（３４／９７），主要为肺炎链球菌１５．

４６％（１５／９７）和金黄色葡萄球菌１２．３７％（１２／９７）；真菌占６．１９％（６／９７）。病例组患者血浆ＤＤ水平高于对照组（Ｐ＜０．

０５），ＡＴⅢ、ＰＣ水平低于对照组（犘＜０．０５）。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吸烟，糖尿病，饲养宠物，低蛋白血症，支气管疾病

史均是ＣＡＰ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犘＜０．０５）。　结论　老年ＣＡＰ患者感染病原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患者存在凝血功

能不良、纤溶功能异常等情况。ＣＡＰ的发生与吸烟，糖尿病，饲养宠物，低蛋白血症，支气管疾病史有关，应对存在高危

因素的老年群体给予更多关注，控制ＣＡＰ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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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Ｄｄｉｍｅｒ；ａｎｔｉｔｈｒｏｍｂｉｎＩＩＩ；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

ａ，ＣＡＰ）是指在院外发生的感染性肺实质炎症疾病，主

要由细菌引起［１］。老年群体由于肺功能降低，自身免

疫功能减弱且普遍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等原因，为ＣＡＰ

感染高发群体。据不完全统计［２］，老年ＣＡＰ年平均发

病率在３０．０％～６０．０％，且呈逐年升高趋势，年均死

亡率在８．８％～１５．８％。研究表明，ＣＡＰ机体产生的

炎症会引起凝血功能异常，造成免疫损伤，甚至导致患

者多器官功能障碍［３］。因而及时准确判断感染病原

菌，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是改善ＣＡＰ预后的关键。

本研究对老年ＣＡＰ患者血浆Ｄ二聚体（ＤＤ）、抗凝血

酶Ⅲ（ＡＴⅢ）、蛋白Ｃ（ＰＣ）水平，感染病原菌种类及相

关危险因素进行分析，为老年ＣＡＰ的预防及治疗提供

参考。

对象与方法

１　受试对象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本院感染性疾

病科收治的老年ＣＡＰ患者７５例，为病例组。其中，男

性４２例，女性３３例；年龄６５～８９岁，平均年龄（７４．２４

±３．６３）岁。选取同期体检健康者７５例，为对照组。

其中，男性４５例，女性３０例；年龄６６～９０岁，平均年

龄（７５．１２±３．５８）岁。

纳入标准：①病例组均符合《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

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２０１６年版）》
［２］的诊断标准，痰

培养检出致病菌，肺炎严重程度指数（ＰＳＩ）分级Ⅰ～Ⅲ

级；对照组体检健康，近１个月内未曾发生感染性疾

病；②年龄≥６５岁。

病例组排除标准：①活动性内脏出血者；②既往有

肝素相关性血小板减少症者；③近３个月内有急性心

脑血管事件发生者；④血液系统疾病；⑤肺癌、肺栓塞、

肺不张等严重肺部疾病患者；⑥静脉或动脉血栓病史；

⑦外周血管性疾病；⑧肝肾疾病、其他恶性肿瘤患者；

⑨在采血１５ｄ内使用抗血小板或抗凝药物者。

本研究获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受试者知情

同意。

２　方法

２．１　病原学检测　根据《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４］，

取病例组患者痰液标本进行病原菌的分离鉴定。

ＶＩＴＥＫ２Ｃｏｍｐａｃｔ细菌检定仪由法国生物梅里埃公

司生产。

２．２　相关蛋白（酶）的检测　采集受试者空腹静脉血

３ｍＬ（抗凝），分离血浆，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

测ＤＤ水平，试剂盒购自爱康生物制品有限公司，按

说明书操作；采用显色性合成底物法检测ＰＣ和 ＡＴ

Ⅲ，试剂购自法国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Ｓｔｔａｇｏ公司，按说明书

操作。

２．３　ＣＡＰ发生相关因素分析　收集两组受试者一般

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吸烟、饮酒、年住院次数、饲养宠

物、粉尘接触、高血压、糖尿病、支气管疾病、低蛋白血

症，进行老年ＣＡＰ感染的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

２．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ｘ±ｓ）表示，进行狋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

比（％）表示，进行χ
２ 检验；老年ＣＡＰ感染多因素分析

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法。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结　果

１　老年犆犃犘患者感染病原菌种类及分布特征

７５例老年ＣＡＰ患者共检出病原菌９７株，其中革

兰阴性菌５７株，占５８．７６％，主要为肺炎克雷伯菌

（２４．７４％，２４／９７）、铜绿假单胞菌（１５．４６％，１５／９７）和

大肠埃希菌（１３．４０％，１３／９７）；革兰阳性菌３４株，占

３５．０５％，主要为肺炎链球菌（１５．４６％，１５／９７）和金黄

色葡萄球菌（１２．３７％，１２／９７）；真菌６株，占６．１９％

（表１）。

２　血浆犇犇、犃犜Ⅲ、犘犆水平

分别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和显色性合成底物

法检测受试者ＤＤ、ＡＴⅢ及ＰＣ水平，病例组分别为

（１．７５±０．５１）ｍｇ／Ｌ、（７９．３８±１０．９１）％和（６７．７２±

５．２３）％，对照组分别为（０．３０±０．１１）ｍｇ／Ｌ、（９８．４２

±８．２６）％和（９５．３１±７．４２）％，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狋值分别为２４．０６９、１２．０５和２６．３２１，均犘＜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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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老年犆犃犘患者感染病原菌分布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狆犪狋犺狅犵犲狀狊犻狀犲犾犱犲狉犾狔狆犪狋犻犲狀狋狊

狑犻狋犺犆犃犘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病原菌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株数

Ｎｏ．ｏｆｓｔｒａｉｎ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革兰氏阴性菌（ｎ＝５７） 肺炎克雷伯菌 ２４ ２４．７４

铜绿假单胞菌 １５ １５．４６

大肠埃希菌 １３ １３．４０

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３ ３．０９

流感嗜血杆菌 ２ ２．０６

革兰氏阳性菌（ｎ＝３４） 肺炎链球菌 １５ １５．４６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１２ １２．３７

表皮葡萄球菌 ４ ４．１２

其他 ３ ３．０９

真菌（ｎ＝６） ６ ６．１９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３　犆犃犘感染因素

经单因素分析，饲养宠物、吸烟、粉尘接触、糖尿

病、支气管疾病、肾功能异常、低蛋白血症、住院次数与

老年ＣＡＰ的发生存在一定关系（犘＜０．０５）（表２）。进

一步作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吸烟、糖尿病、饲养宠物、

低蛋白血症和支气管疾病史均是ＣＡＰ发生的独立危

险因素（犘＜０．０５）（表３）。

表２　老年犆犃犘患者感染的单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２　犝狀犻狏犪狉犻犪狋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犻狀犲犾犱犲狉犾狔犆犃犘狆犪狋犻犲狀狋狊

组别

Ｇｒｏｕｐ

病例组（ｎ＝７５）

Ｃａｓｅｇｒｏｕｐ

对照组（ｎ＝７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χ２ 犘

性别 男 ４２ ４５ ０．２４６ ＞０．０５

女 ３３ ３０

年龄（岁） ６０～７４ ３５ ３７ ０．１０７ ＞０．０５

≥７５ ４０ ３８

吸烟 是 ６０ ２０ ４２．８５７ ＜０．０１

否 １５ ５５

饮酒 是 ４３ ３６ １．３１０ ＞０．０５

否 ３２ ３９

年住院次数 ＜３ ２６ ６５ ４２．４９４ ＜０．０１

（次） ≥３ ４９ １０

饲养宠物 是 ６５ ３２ ３１．７７４ ＜０．０１

否 １０ ４３

粉尘接触 是 ５８ １２ ５６．６７９ ＜０．０１

否 １７ ６３

高血压 是 ３７ ３４ ０．２４１ ＞０．０５

否 ３８ ４１

糖尿病 是 ５９ １４ ５４．０３８ ＜０．０１

否 １６ ６１

支气管疾病 是 ６４ ２０ ５２．３８１ ＜０．０１

否 １１ ５５

低蛋白血症 是 ５６ ９ ５９．９７３ ＜０．０１

否 １９ ６６

讨　论

ＣＡＰ是老年群体易发的呼吸内科感染性疾病，其

发病机制主要包括：１）病原体经空气、血液、上呼吸道

定植菌误吸等途径大量聚集，从而发生感染；２）呼吸道

正常菌群的毒力增强，进而转变为条件致病菌后感染；

表３　老年犆犃犘患者感染的多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３　犕狌犾狋犻狏犪狉犻犪狋犲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犻狀犲犾犱犲狉犾狔犆犃犘狆犪狋犻犲狀狋狊

独立危险因素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ＯＲ（９５％Ｃ．Ｉ） 犘

吸烟 １．７２６ ０．７５３ ５．２５４ ５．５８９（１．２８３～２４．３４０）＜０．０５

糖尿病 １．６２９ ０．６９４ ５．５１０ ５．０７３（１．３０７～１９．６９０）＜０．０５

饲养宠物 １．７５４ ０．５１３ １１．６９０５．７４７（２．１０９～１５．６５９）＜０．０５

低蛋白血症 １．６１８ ０．５７２ ８．００１ ５．０１８（１．６４１～１５．３４５）＜０．０５

支气管疾病 １．７３３ ０．５５８ ９．６４６ ５．６２８（１．８９１～１６．７４４）＜０．０５

３）机体呼吸道或全身免疫防御功能减退，引起机体抗

细菌、病毒能力降低而引发感染［５－７］。

由于抗菌药物的不合理使用，以及诊疗不规范等

情况日渐发生，ＣＡＰ治疗难度增加。分析老年ＣＡＰ

患者感染病原菌情况，对抗菌药物的选择意义重大。

本研究中７５例老年ＣＡＰ患者中共检出９７株致病菌，

其中革兰阴性菌占５８．７６％，以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

单胞菌、大肠埃希菌占比较高，分别为２４．７４％、１５．

４６％、１３．４０％；革兰阳性菌占３５．０５％，以肺炎链球菌

（１５．４６％）、金黄色葡萄球菌（１２．３７％）为主；真菌占

６．１９％。表明该院收治的老年ＣＡＰ患者感染的致病

菌以革兰阴性菌为主，与邱虹等［８］和王敏等［９］的研究

结果相符。

白淑荣等［３］报道不同严重程度的ＣＡＰ患者存在

程度不一的凝血、纤溶功能紊乱情况。ＡＴⅢ为肝脏、

血管内皮细胞生成的天然抗凝蛋白，能通过肽键与凝

血酶结合，促使凝血酶灭活，控制纤维蛋白的溶解与血

液凝固［１０］。ＰＣ与ＡＴⅢ同为维生素Ｋ依赖性血液因

子，是临床评价凝血系统的重要指标［１１－１２］。本研究中

病例组患者ＡＴⅢ、ＰＣ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犘＜０．

０５），与冯强等
［１３］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老年ＣＡＰ患

者可能存在凝血反应。于国云等［１４］的研究认为，ＣＡＰ

患者不但存在凝血功能异常情况，还可能存在纤溶亢

进。ＤＤ为纤维蛋白的特异性降解产物，当机体存在

活化血栓及纤维溶解时ＤＤ水平升高
［１５］。本研究中

病例组患者血浆 ＤＤ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犘＜０．

０５），表明老年ＣＡＰ患者体内存在继发性纤溶情况，因

此可通过检测血浆 ＤＤ、ＡＴⅢ以及 ＰＣ水平判断

ＣＡＰ感染情况。

孟小蓉等［１６］报道，人口密度、空气质量等与ＣＡＰ

的发生及治疗关系密切。了解老年ＣＡＰ患者高危因

素，尽可能降低老年ＣＡＰ发生率，对老年群体的生命

健康意义重大。本研究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有吸

烟史，糖尿病，饲养宠物，低蛋白血症，支气管疾病史为

老年ＣＡＰ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犘＜０．０５）。宠物毛

发会随空气进入人呼吸道，加重呼吸道炎症。长期吸

烟会引起肺泡内Ｔ淋巴细胞吞噬能力下降，还会使支

气管粘膜上皮细胞纤毛运动能力下降，致使呼吸道自

我清洁能力减弱，气管粘膜分泌物增多，机体对病原菌

·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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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除能力降低，致ＣＡＰ病原体感染风险增加
［１７］。

支气管疾病能造成呼吸道纤毛倒伏甚至脱落的情况，

从而导致呼吸道的正常过滤、排泄功能下降，对外界致

病菌的抵抗能力减弱。糖尿病患者往往存在自身代谢

紊乱情况，极容易出现感染等多种并发症，患ＣＡＰ的

风险增加。而低蛋白血症的出现直接影响老年人的消

化、营养吸收，导致患者抵抗力进一步降低，病菌感染

风险显著增加［１８］。因此，重点关注存在高危因素的老

年患者，改善其营养状况，对存在的基础疾病进行针对

性治疗、叮嘱患者尽可能减少与宠物接触，禁止吸烟。

综上所述，老年ＣＡＰ患者感染致病菌以革兰阴性

菌为主。该类患者存在凝血功能不良、纤溶功能异常

等情况。有吸烟史，糖尿病，饲养宠物，低蛋白血症，支

气管疾病史为老年ＣＡＰ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因此应

对存在以上高危因素的老年群体以更多关注，减少

ＣＡＰ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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