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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瘤患者血液感染风险因素分析
郝秀乔，冯蕾，宋博宁，杨向丹，牛秀然

（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河北石家庄０５００１１）

【摘要】　目的　调查淋巴瘤患者血液感染风险因素，指导临床抗感染防控工作。　方法　收集２０１９年就诊的４３４例淋

巴瘤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患者２３１例，女性患者２０３例。收集血液标本进行培养，采用 ＶＩＴＥＫ３２自动细菌鉴定仪

鉴定病原菌。采用ＰＣＲ法监测肺炎克雷伯菌毒力基因。收集患者年龄、疾病状态、临床分期、病理类型等资料，经卡方

检验分析影响患者感染发生的风险因素。　结果　从淋巴瘤感染患者中共分离１８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１０株、革

兰阳性菌６株、以及真菌２株，分别占５５．５６％、３３．３３％、１１．１１％。肺炎克雷伯菌是主要病原菌类型，ｉｕｃＢ基因检出率最

高，ｉｒｏＮＢ和ｗａｂＧ次之。４３４例淋巴瘤患者中，感染患者１９例，感染率为４．３８％。根据不同淋巴瘤病理类型，Ｂ细胞非

霍奇金淋巴瘤、Ｔ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未明确病理类型患者的感染率分别为３．４３％、８．２０％、２．５６％、

１．４５％。经临床分期，Ｉ、ＩＩ、ＩＩＩ、ＩＶ期患者感染率分别为１．２８％、１．１０％、１．９２％、９．３２％。＜６０岁淋巴瘤患者感染率为

２．１３％，≥６０岁淋巴瘤患者感染率为６．１０％。初发淋巴瘤患者感染率为１．９２％，复发淋巴瘤患者感染率为８．０９％。　

结论　Ｔ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是感染患者的主要病理类型。肺炎克雷伯菌是主要病原菌；患者年龄、疾病状态、临床分

期、病理类型是影响淋巴瘤患者血液感染发生的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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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淋巴瘤疾病高发，且有逐年增长趋势，严重

威胁人民健康。淋巴瘤疾病常见临床表现为淋巴结肿

大或局部肿块，伴发肝脾肿大，晚期出现并发症，如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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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发热等［１］。淋巴瘤病理类型复杂，生物学特征各

异，预后不同，有着较强异质性。随着不断深入的临床

研究，传统放化疗方案面临严峻考验，免疫治疗给患者

长期生存带来益处。然而，淋巴瘤患者免疫能力极低，

血液感染问题严重，加剧威胁患者生命质量和安全，使

得淋巴瘤患者血液感染成为高发人群［２］。在疾病发生

发展过程中，患者免疫功能加剧下降，临床治疗中使用

的抗肿瘤化疗药物会抑制骨髓，严重缺乏粒细胞，损伤

机体免疫能力，更易于出现感染患者。侵入性治疗损

伤患者各器官黏膜，使其更容易黏附病原菌，在此基础

上，菌株分泌物紧密粘连形成生物膜。形成生物膜后，

不仅稳定了病原菌定植，也加剧了病原菌耐药性问

题［３］。因此，积极探索影响淋巴瘤患者血液感染风险

因素对于临床抗感染防控具有重要意义。

材料与方法

１　临床资料

收集２０１９年４３４例就诊于我院的淋巴瘤患者临

床资料，其中男性患者２３１例，女性患者２０３例。疾病

诊断标准依据《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４］；选择患者

标准为：临床资料完整，包括病理学诊断、肿瘤分期、化

疗方案等；化疗前肝功能基本正常，包括谷草转氨酶

（ＡＳＴ）、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ＡＬＴ）、总胆红素三个指

标不超过正常值上限的１．２５倍，而谷氨酰转肽酶、碱

性磷酸酶指标不超过正常值上限的２．５倍，同时白蛋

白指标大于等于３０ｇ／Ｌ；ＫＰＳ评分７０～１００分；接受２

个疗程以上的化疗患者；预计患者生存时间大于等于

４个月；患者无其他严重合并症。排除标准为：化疗前

的影像学资料和临床表现提示有肝脏肿瘤浸润；初诊

时发现第二肿瘤；化疗前的血清学检验提示存在甲肝、

丙肝合并感染；首次化疗前肝功能异常；未接受正规化

疗，或少于２个化疗疗程的患者。

２　方法

２．１　标本采集及病原菌鉴定　依据《全国临床检验操

作规程》进行血液标本采集、培养和鉴定。抽取患者５

ｍｌ血液样本，将菌株培养在巧克力平板、麦康凯平板、

血琼脂平板以及科玛嘉显色培养基，于（３５±２）℃培养

４８ｈ。并采用法国梅里埃公司的ＶＩＴＥＫ３２自动细菌

鉴定仪，配备该鉴定仪专用的革兰阴性菌卡（ＧＰＩ）、革

兰阳性菌鉴定卡（ＧＮＩ＋）以及酵母菌卡（ＹＢＣ）对患者

感染病原菌进行鉴定。其中，ＧＰＩ可鉴定肠球菌、棒状

杆菌属、凝固酶阳性葡萄球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等

５１种革兰阴性菌；ＧＮＩ＋可鉴定非发酵菌、弧菌科、肠

杆菌科等１１６种革兰阳性菌；ＹＢＣ可鉴定丝孢酵母、

隐球菌、念珠菌等３４种真菌。

２．２　肺炎克雷伯菌毒力基因检测

２．２．１　主要试剂及仪器　ＳＤＳ、ＴＥ、无水乙醇等购买

自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琼脂粉购买自 ＧｅｎｅＴｅｃｈ公司；

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ｄＮＴＰｓ、ＲＮａｓｅ、ＧｅｌＲｅｄ染料、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ＤＬ２０００购自 ＴａＫａＲａ公司；ＮａｎｏＤｒｏｐ光谱

仪和台式低温冷冻离心机购买自Ｂｅｃｋｍａｎ公司；凝胶

成像系统购买自以色列 ＤＮＲ 生物成像系统公司；

ＰＣＲ扩增仪购买自ＢＩＯＲＡＤ公司。

２．２．２　ＤＮＡ提取　将活化好的肺炎克雷伯菌接种于

ＬＢ平板，３７℃培养１ｄ。挑取单菌落至液体ＬＢ中，３７

℃、２００ｒ／ｍｉｎ摇床培养至对数期。经ＳＤＳ裂解菌体

后，加入等体积Ｔｒｉｓ饱和酚、氯仿混匀，１００００ｒ／ｍｉｎ

（离心半径８．７ｃｍ）离心５ｍｉｎ，加ＲＮＡ酶至终浓度

１００μｇ／ｍｌ，经氯仿混匀，相同条件下再次离心。取上

清液加４℃冰乙醇静置，玻棒搅拌取出ＤＮＡ，－２０℃

冰箱保存。

２．２．３　ＰＣＲ扩增　采用 ＴＥ液充分溶解ＤＮＡ。经

ＰＣＲ扩增法监测肺炎克雷伯菌的毒力基因，包括ｉｕ

ｃＢ、ｉｒｏＮＢ、ｗａｂＧ、ｕｒｅＡ、ｒｍｐＡ、ｕｇｅ、ｙｂｔＡ、ｗｃａＧ、ａｌｌｓ、

ｋｆｕＢＣ。引物序列见表 １。反应体系：１０ ｍｍｏｌ／Ｌ

ｄＮＴＰｓ０．１５μｌ、２ｎｇ／μｌ模板５μｌ、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

（５Ｕ／μｌ）０．２μｌ、１００μｍｏｌ／Ｌ引物Ｆ／Ｒ各０．０３μｌ、１０

×Ｂｕｆｆｅｒ３μｌ，无菌水补足至３０μｌ。反应条件：９５℃

预变性５ｍｉｎ；９５℃变性３０ｓ，５４℃退火４０ｓ，７２℃延

伸１ｍｉｎ，共３０个循环。ＰＣＲ产物经１．２％琼脂糖凝

胶电泳（含ＧｅｌＲｅｄ），电压１１０Ｖ，电泳２０ｍｉｎ后用凝

胶成像仪观察。

表１　基因扩增引物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狆狉犻犿犲狉狊犳狅狉犵犲狀犲犪犿狆犾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毒力基因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ｓ

引物序列

Ｐｒｉｍｅｒ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５＇→３＇）

产物长度

Ｐｒｏｄｕｃｔｌｅｎｇｔｈ（ｂｐ）

ｉｕｃＢ
Ｆ：ＡＴＧＴＣＴＡＡＧＧＣＡＡＡＣＡＴＣＧＴ；

Ｒ：ＴＴＡＣＡＧＡＣＣＧＡＣＣＴＣＣＧＴＧ
９４７

ｉｒｏＮＢ
Ｆ：ＧＧＣＴＡＣＴＧＡＴＡＣＴＴＧＡＣＴＡＴＴ；

Ｒ：ＣＡＧＧＡＴＡＣＡＡＴＡＧＣＣＣＡＴＡＧ
９９１

ｗａｂＧ
Ｆ：ＣＧＧＡＣＴＧＧＣＡＧＡＴＣＣＡＴＡＴＣ；

Ｒ：ＡＣＣＡＴＣＧＧＣＣＡＴＴＴＧＡＴＡＧＡ
６８３

ｕｒｅＡ
Ｆ：ＧＣＴＧＡＣＴＴＡＡＧＡＧＡＡＣＧＴＴＡ；

Ｒ：ＧＡＴＣＡＴＧＧＣＧＣＴＡＣＣＴ（Ｃ／Ｔ）Ａ
３３５

ｒｍｐＡ
Ｆ：ＡＣＴＧＧＧＣＴＡＣＣＴＣＴＧＣＴＴＣＡ；

Ｒ：ＣＴＴＧＣＡＴＧＡＧＣＣＡＴＣＴＴＴＣＡ
５１６

ｕｇｅ
Ｆ：ＧＡＴＣＡＴＣＣＧＧＴＣＴＣＣＣＴＧＴＡ；

Ｒ：ＴＣＴＴＣＡＣＧＣＣＴＴＣＣＴＴＣＡＣ
５３３

ｙｂｔＡ
Ｆ：ＡＴＧＡＣＧＧＡＧＴＣＡＣＣＧＣＡＡＡ；

Ｒ：ＴＴＡＣＡＴＣＡＣＧＣＧＴＴＴＡＡＡＧＧ
９５９

ｗｃａＧ
Ｆ：ＧＧＴＴＧＧＫＴＣＡＧＣＡＡＴＣＧＴ；

Ｒ：ＡＣＴＡＴＴＣＣＧＣＣＡＡＣＴＴＴＴＧＣ
１６８

ａｌｌｓ
Ｆ：ＣＣＧＴＴＡＧＧＣＡＡＴＣＣＡＧＡＣ；

Ｒ：ＴＣＴＧＡＴＴＴＡ（Ａ／Ｔ）ＣＣＣＡＣＡ
１０８８

ｋｆｕＢＣ
Ｆ：ＧＡＡＧＴＧＡＣＧＣＴＧＴＴＴＣＴＧＧ；

Ｒ：ＴＴＴＣＧＴＧＴＧＧＣＣＡＧＴＧＡＣＴＣ
７９６

３　影响感染发生的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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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患者年龄、疾病状态、临床分期、病理类型等

资料，分析影响患者感染发生的因素。其中患者疾病

状态主要分为初诊和复诊；病理类型主要分为Ｂ细胞

非霍奇金淋巴瘤、Ｔ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霍奇金淋巴

瘤以及未明确病理类型；根据发病患者常为４０岁以上

患者，本研究中将６０岁及以上划分为老年组，６０岁以

下划分为中青年组；?用１９７０年 ＡｎｎＡｒｂｏｒ系统进

行临床分期，Ｉ期：病变仅限于一个淋巴结区或淋巴结

以外单一器官；Ⅱ期：病变累及横膈同一侧二个或更多

的淋巴结区，或病变局限侵犯淋巴结以外器官及横膈

同侧一个以上的淋巴结区；Ⅲ期：膈上下都已有淋巴结

病变，可以同时伴有脾累及，或淋巴结以外某器官受

累，加上膈两侧淋巴结受累；Ⅳ期：病变已侵犯多处淋

巴结及淋巴结以外的部位，如累及肺、肝及骨髓等。

４　统计学分析

收集患者临床资料，采用ＳＰＳＳ２５．０统计软件包，

对调查对象的临床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根据临床特

征性指标，如患者年龄、疾病状态、临床分期、病理类型

等，进行临床指标的统计学检验，依据卡方检验，犘＜

０．０５为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感染病原菌类型

从淋巴瘤感染患者中共分离１８株病原菌，其中革

兰阴性菌１０株、革兰阳性菌６株、以及真菌２株，分别

占５５．５６％、３３．３３％、１１．１１％（表２）。革兰阴性菌中，

肺炎克雷伯菌最多，大肠埃希菌、铜绿假单胞菌次之；

革兰阳性菌中，表皮葡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居多；

真菌中，主要为白色念珠菌和曲霉菌。

表２　淋巴瘤患者感染病原菌分布

犜犪犫犾犲２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狆犪狋犺狅犵犲狀犻犮犫犪犮狋犲狉犻犪犻狀犳犲犮狋犲犱犻狀狆犪狋犻犲狀狋狊

狑犻狋犺犾狔犿狆犺狅犿犪

病原菌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株数

Ｓｔｒａｉｎｓ

构成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ｒａｔｅ

革兰阴性菌　　　　　　 １０ ５５．５６

　　　　　　肺炎克雷伯菌 ４ ２２．２２

　　　　　　大肠埃希菌 ３ １６．６７

　　　　　　铜绿假单胞菌 ２ １１．１１

　　　　　　其他 １ ５．５６

革兰阳性菌　　　　　　 ６ ３３．３３

　　　　　　表皮葡萄球菌 ２ １１．１１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２ １１．１１

　　　　　　粪肠球菌 １ ５．５６

　　　　　　其他 １ ５．５６

真菌　　　　　　 ２ １１．１１

　　　　　　白色念珠菌 １ ５．５６

　　　　　　曲霉菌 １ ５．５６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１８ １００．００

　　检测肺炎克雷伯菌毒力基因发现，ｉｕｃＢ基因检出

率最高，ｉｒｏＮＢ和ｗａｂＧ次之（表３）。由于毒力基因的

高检出率，对患者致病能力增加，临床应给予肺炎克雷

伯菌感染的预防高度重视。

表３　肺炎克雷伯菌毒力基因监测

犜犪犫犾犲３　犞犻狉狌犾犲狀犮犲犵犲狀犲狊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狅犳犓．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犲

毒力基因

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ｓ

阳性株数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ｔｒａｉｎｓ

阳性检出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ｉｕｃＢ １５ ８３．３３

ｉｒｏＮＢ １３ ７２．２２

ｗａｂＧ １２ ６６．６７

ｕｒｅＡ １０ ５５．５６

ｒｍｐＡ ８ ４４．４４

ｕｇｅ ７ ３８．８９

ｙｂｔＡ ５ ２７．７８

ｗｃａＧ ３ １６．６７

ａｌｌｓ ２ １１．１１

ｋｆｕＢＣ １ ５．５６

２　感染发生率与淋巴瘤病理类型的关系

４３４例淋巴瘤患者中，感染患者１９例，感染率为

４．３８％。根据不同淋巴瘤病理类型，Ｂ细胞非霍奇金

淋巴瘤、Ｔ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霍奇金淋巴瘤、未明

确病理类型患者的感染率分别为３．４３％、８．２０％、２．

５６％、１．４５％（表４）。因此，Ｔ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感

染率最高。Ｔ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感染与其他病理类

型感染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９１２，犘＝０．

０１５０），因此Ｔ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是主要感染病理

类型。

３　感染与临床分期的关系

经临床分期，Ｉ、ＩＩ、ＩＩＩ、ＩＶ期患者感染率分别为１．

２８％、１．１０％、１．９２％、９．３２％（表５），因而淋巴瘤ＩＶ

期患者感染率最高。淋巴瘤ＩＶ期患者感染与其他分

期患者感染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４．９１３８，犘

＝０．０００１）；淋巴瘤ＩＩＩ期患者感染率也较高，淋巴瘤

ＩＩＩ期与ＩＶ期患者感染与Ｉ期和ＩＩ期患者感染相比，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７４６８，犘＝０．００９４）。

４　感染与年龄的关系

＜６０岁淋巴瘤患者１８８例，感染４例，感染率为

２．１３％，≥６０岁淋巴瘤患者２４６例，感染１５例，感染

率为６．１０％。≥６０岁的淋巴瘤患者感染与＜６０岁患

者感染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０１１８，犘＝０．

０４５２）。

５　感染与疾病状态的关系

初发淋巴瘤患者２６１例，感染５例，感染率为１．

９２％，复发淋巴瘤患者１７３例，感染１４例，感染率为

８．０９％。复发的淋巴瘤患者感染与初发患者感染相

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９．４８２０，犘＝０．０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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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病理类型的淋巴瘤患者感染情况

犜犪犫犾犲４　犐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狊狋犪狋狌狊狅犳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犪狋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狋狔狆犲狅犳犾狔犿狆犺狅犿犪

病理类型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ｙｐｅ

患者例数

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ａｓｅｓ

构成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ｒａｔｅ

感染例数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ｃａｓｅｓ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ｒａｔｅ

Ｂ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 ２０４ ４７．００ ７ ３．４３

弥漫大Ｂ细胞淋巴瘤 ７４ １７．０５ ３ ４．０５

小淋巴细胞淋巴瘤 ４８ １１．０６ １ ２．０８

滤泡性淋巴瘤 ３９ ８．９９ １ ２．５６

Ｂ淋巴母细胞淋巴瘤 ２６ ５．９９ １ ３．８５

其他 １７ ３．９２ １ ５．８８

Ｔ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 １２２ ２８．１１ １０ ８．２０

外周Ｔ细胞淋巴瘤 ４８ １１．０６ ４ ８．３３

Ｔ淋巴母细胞淋巴瘤 ３５ ８．０６ ２ ５．７１

Ｔ细胞淋巴瘤 ３０ ６．９１ ３ １０．００

其他 ９ ２．０７ １ １１．１１

霍奇金淋巴瘤 ３９ ８．９９ １ ２．５６

未明确病理类型 ６９ １５．９０ １ １．４５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４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９ ４．３８

表５　不同临床分期的淋巴瘤患者感染情况

犜犪犫犾犲５　犐狀犳犲犮狋犻狅狀狊狋犪狋狌狊狅犳狆犪狋犻犲狀狋狊狑犻狋犺犾狔犿狆犺狅犿犪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犮犾犻狀犻犮犪犾狊狋犪犵犲狊

临床分期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ｓ

患者例数

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ａｓｅｓ

构成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ｒａｔｅ

感染例数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ｃａｓｅｓ

感染率（％）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ｒａｔｅ

Ｉ ７８ １７．９７ １ １．２８

ＩＩ ９１ ２０．９７ １ １．１０

ＩＩＩ １０４ ２３．９６ ２ １．９２

ＩＶ １６１ ３７．１０ １５ ９．３２

合计Ｔｏｔａｌ ４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９ ４．３８

讨　论

淋巴瘤是一种恶性肿瘤疾病，发生在患者的淋巴

结以及结外淋巴组织。淋巴瘤作为免疫系统的恶性肿

瘤，主要可分为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

类，非霍奇金淋巴瘤中又分为Ｂ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

和Ｔ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
［５－６］。在国内的流行病学

调查中发现，非霍奇金淋巴瘤是主要发病类型。淋巴

瘤死亡率较高，在恶性肿瘤死亡原因中占第１１－１３

位［７］。目前，淋巴瘤发病原因与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

楚。淋巴瘤患者的临床治疗中，放、化疗是主要治疗手

段，然而治疗过程中对肿瘤细胞有杀伤作用的同时，还

会直接损伤患者机体防御机制与免疫系统功能。由于

患者机体免疫功能较差，加上临床治疗原则的不断更

新，免疫抑制剂等药物的不断更新换代、不断强化的化

疗方案，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淋巴瘤患者治疗成

效，但同时淋巴瘤患者感染情况也随之加剧［８］。特别

是在淋巴瘤化疗方案中，常使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它

可通过多种途径引发患者免疫功能异常以及感染发

生［９－１０］。感染患者消化道、肺部等器官为常见发病部

位，临床症状常表现为病情加重、发热、盗汗、消瘦、贫

血、乏力等［１１］。由于人体全身都分布着淋巴系统，淋

巴瘤成为全身性疾病，发病后可累及全身各组织器官，

因此，临床应对淋巴瘤患者感染防控高度重视，降低患

者血液感染发生率。

革兰阴性菌仍然是淋巴瘤患者感染的主要病原菌

类型，以肺炎克雷伯菌居多。铁摄入能力是肺炎克雷

伯菌毒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体内铁离子多以螯合形

态存在，菌株通过铁摄入系统从宿主体内获得游离铁

离子［１２］。肺炎克雷伯菌本身不分泌产气菌素 Ａｅｒ

ｏｂａｃｔｉｎ，但有相应表达 Ａｅｒｏｂａｃｔｉｎ的受体，感染患者

时会夺取其他病原菌分泌的 Ａｅｒｏｂａｃｔｉｎ，从而为自身

获得游离铁离子［１３］。ｉｕｃＢ是相应的产气菌素基因，而

ｉｒｏＮＢ是相应的肠菌素基因，因而这两个毒力基因的

高检出率使得肺炎克雷伯菌致病能力增强［１４］。ｗａｂＧ

基因检出率次之，其作用为可以分泌荚膜黏多糖而导

致肺炎克雷伯菌的致病能力增强。因而，临床应重视

肺炎克雷伯菌的高毒性，减少临床感染。革兰阳性菌

次之，以表皮葡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常见。患者

感染的真菌类型中，白色念珠菌占主要地位，曲霉菌次

之。这与现有报道结论一致，即淋巴瘤患者感染真菌

类型多数为念珠菌，曲霉菌次之［１５］。由于真菌感染淋

巴瘤患者死亡率很高，真菌感染应引起临床患者治疗

中的高度重视。但值得注意的是，曲霉菌有成为主要

流行真菌的趋势，分离率逐年增高，特别是在国外的报

道中曲霉菌感染血液病患者数已经超过念珠菌感染

数［１６］。

本研究对不同病理类型的淋巴瘤患者感染发生情

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Ｂ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发

病例数居多，Ｔ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次之。但Ｔ

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临床感染率明显更高，该类

病理类型患者血液感染率高，与疾病病理特征、临床免

疫抑制剂等药物的大量使用关系密切。由于多种危险

因素并存，使得Ｔ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发生血液

（下转９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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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几率明显更高，在医院感染防控工作中应给予

该类患者重点关注［１７］。同时，临床分期为ＩＩＩ期和ＩＶ

期的淋巴瘤患者病原菌感染率明显高于Ｉ期和ＩＩ期，

因而临床分期是影响患者感染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随着患者年龄增大，其机体内骨髓造血以及机体免疫

功能开始衰退，使得老年淋巴瘤患者血液感染发生率

明显高于中青年患者。同时，老年患者自理能力明显

降低，与护理人员的频繁接触也是其主要易感途径。

淋巴瘤发病的老年患者一旦发生感染，死亡率大大提

高，这就提示临床医护人员应加强老年患者的临床感

染防控措施，降低感染发生率及患者死亡率。另外，淋

巴瘤复发患者血液感染率明显高于初发患者，复发患

者机体情况差，住院时间长，多种侵入性措施以及临床

药物使用，免疫能力急剧降低的情况下，发生感染几率

增加。复发淋巴瘤患者作为易感人群，再次治疗过程

中，应首先重视抗感染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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