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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患者炎症指标检测、病原菌分布

特征及感染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高丽萍１，蔡三２，李晓清１

（１．重庆市中医院肿瘤科，重庆４０００００；２．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骨外科）

【摘要】　目的　检测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患者炎症指标及感染病原菌种类，并分析感染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本院收治的放射性肺炎患者１１２例，根据是否合并感染分成感染组（５６例）和未感染组（５６

例），检测和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炎症指标水平以及感染组患者感染病原菌种类，并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法分析放射性肺炎

合并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感染组患者血ＰＣＴ、ＣＲＰ及 ＷＢＣ分别为（２．２３±１．５１）ｎｇ／ｍｌ、（１０．０７±１．９４）

ｍｇ／Ｌ和（１．２２±０．３１）×１０
９／Ｌ，对照组分别为（０．９６±０．１６）ｎｇ／ｍｌ、（５．６３±１．０７）ｍｇ／Ｌ和（２．４０±０．３８）×１０

９／Ｌ，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５６例感染患者痰培养分离出病原菌６５株，其中革兰阳性菌２３株，以金黄色葡萄球菌

（１８．４６％）和表皮普通球菌（１２．３１％）为主；革兰阴性菌２６株，以大肠埃希菌（２３．０８％）和肺炎克雷伯杆菌（９．２３％）为

主；真菌检出１６株，以白色念珠菌（１８．４６％）为主。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年龄≥４５岁、血 ＷＢＣ＜２．０×１０
９／Ｌ、放疗照

射体积≥２５．０％以及ＫＰＳ评分＜７０分均为放射性肺炎患者合并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均犘＜０．０５）。　结论　放

射性肺炎患者合并感染的病原菌种类广泛，需依据药敏试验结果选择敏感抗菌药物治疗。在感染的预防方面，需重点关

注患者可能存在的相关危险因素，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感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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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肺炎是肺癌、乳腺癌等胸部恶性肿瘤放化

疗过程中肺部受损而出现的炎症反应，会产生大量炎

症因子，加重放射性肺炎病情，是患者放疗效果受到限

制的重要原因，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甚至危

及患者生命［１－２］。文献报道放射性肺炎发生率在

５．０％～１０．０％之间
［３］。但随着近年来三维适形放疗

等综合疗法的的广泛采用，放射性肺炎等并发症的发

生率及严重程度日渐增加，合并感染的风险增大［４］。

本研究拟检测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患者炎症指标水平

并分析感染病原菌分布特征及相关危险因素，为该病

的预防和治疗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１　病例

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本院收治的放射性肺

炎患者１１２例，根据是否合并感染分为感染组（５６例）

和未感染组（５６例）。感染组男性２９例，女性２７例；

年龄３３～７８岁，平均年龄（５０．３±７．１）岁；肺癌３２例，

乳腺癌８例，食道癌７例，淋巴癌９例。未感染组男性

３０例，女性２６例；年龄３１～７５岁，平均年龄（４４．５±

６．６）岁；肺癌３１例，乳腺癌１２例，食道癌６例，淋巴癌

７例。本研究获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患者及其家

属均知情同意，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纳入标准：①

符合放射性肺炎的临床诊断标准［５］；②合并感染患者

均经临床症状、肺部ＣＴ、肺功能、血气分析等检查后

确诊；③所有患者预计生存时间≥６个月。排除标准：

①肺部出现显著纤维化，或为放射性肺炎晚期患者；②

合并肺部其他慢性疾病患者；③对糖皮质激素、抗菌药

物不耐受患者；④既往存在胸部放疗史患者；⑤存在

肝、肾功能损伤患者；⑥肿瘤发生转移患者；⑦存在精

神疾病而不能配合本研究开展的患者。

２　方法

２．１　炎症指标检测　采集患者晨静脉血５ｍｌ，分离

血清，采用ＥＬＩＳＡ方法检测降钙素原（ＰＣＴ）和Ｃ反

应蛋白（ＣＲＰ）水平。试剂盒购于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按说明书方法操作。粒细胞计数（ＷＢＣ）采用

全自动血液分析仪（购于迈瑞医疗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２　病原菌检测　 根据《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

程》［６］，严格按照无菌操作规范采集感染组患者痰液标

本，采用全自动微生物鉴定系统（美国，赛默飞世尔科

技公司）进行病原菌的检测。

２．３　肺部感染相关因素分析　 收集患者的临床资

料，如年龄，合并其他疾病情况，血粒细胞计数，血

ＰＣＴ、ＣＲＰ水平，住院时间，照射体积，放化疗治疗时

间，ＫＰＳ评分等，分析其与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发生

的关系。

２．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进行狋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进卡方检验。通过

单因素分析法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法分析放射性肺

炎合并感染发生的相关因素。犘＜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　果

１　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患者炎症指标检测情况

感染组放射性肺炎患者血ＰＣＴ、ＣＲＰ及 ＷＢＣ分

别为（２．２３±１．５１）ｎｇ／ｍｌ、（１０．０７±１．９４）ｍｇ／Ｌ和

（１．２２±０．３１）×１０
９／Ｌ；对照组分别为（０．９６±０．１６）

ｎｇ／ｍｌ、（５．６３±１．０７）ｍｇ／Ｌ和（２．４０±０．３８）×１０
９／

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犘＜０．０５）。

２　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病原菌种类及分布特征

５６例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患者的痰标本共培养

分离出病原菌６５株，其中革兰阳性菌２３株，以金黄色

葡萄球菌、表皮普通球菌为主，分别占１８．４６％（１２／

６５）和１２．３１％（８／６５）；革兰阴性菌２６株，以大肠埃希

菌和肺炎克雷伯杆菌为主，分别占２３．０８％（１５／６５）和

９．２３％（６／６５）；真菌１６株，以白色念珠菌为主，占１８．

４６％（１２／６５）（表１）。

表１　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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犻犮犫犪犮狋犲狉犻犪犻狀狆犪狋犻犲狀狋狊

狑犻狋犺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犪狀犱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病原菌种类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

株数

Ｎｏ．ｏｆｓｔｒａｉｎ

百分比（％）

Ｐｅｒｃｅｎｔ

革兰阴性菌 大肠埃希菌 １５ ２３．０８

肺炎克雷伯菌 ６ ９．２３

绿脓假单胞菌 ３ ４．６１

其他 ２ ３．０８

革兰阳性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１２ １８．４６

表皮葡萄球菌 ８ １２．３１

其他 ３ ４．６１

真菌 白色念珠菌 １２ １８．４６

其他 ４ ６．１６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３　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发生的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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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单因素分析，年龄、血粒细胞数、血清ＰＣＴ和

ＣＲＰ水平、放疗照射体积以及 ＫＰＳ评分均与放射性

肺炎合并感染的发生有关（均犘＜０．０５）（表２）；经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年龄≥４５岁、血粒细胞数＜２．０×

１０
９／Ｌ、放疗照射体积≥２５．０％以及ＫＰＳ评分＜７０分

均为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犘＜

０．０５）（表３）。

表２　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的单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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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狑犻狋犺犺狅狊狆犻狋犪犾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组别

Ｇｒｏｕｐ

感染组（ｎ＝５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未感染组（ｎ＝５６）

Ｕｎ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ｇｒｏｕｐ
χ２ 犘

年龄（岁） ＜４５ ２６ ３７ ４．３９０ ＜０．０５

≥４５ ３０ １９

合并其他疾病 有 １１ ６ １．７３４ ＞０．０５

无 ４５ ５０

粒细胞数（×１０
９／Ｌ） ＜２．０ ３２ １８ ７．０８１ ＜０．０１

≥２．０ ２４ ３８

ＰＣＴ（ｎｇ／ｍＬ） ０～０．５ １３ ３６ １９．１９３ ＜０．０１

＞０．５ ４３ ２０

ＣＲＰ（ｍｇ／Ｌ） ０～３．０ １６ ４１ ２２．３２９ ＜０．０１

＞３．０ ４０ １５

住院时间（ｄ） ＜４５ ３０ ３９ ３．０５８ ＞０．０５

≥４５ ２６ １７

照射体积（Ｖ２０）％ ＜２５．０ １９ ３９ １４．３０４ ＜０．０１

≥２５．０ ３７ １７

放化疗治疗时间（周） ＜５ ２４ ２８ ０．５７４ ＞０．０５

≥５ ３２ ２８

ＫＰＳ评分（分） ＜７０ ３５ １５ １４．４５２ ＜０．０１

≥７０ ２１ ４１

表３　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的多因素分析

犜犪犫犾犲３　犕狌犾狋犻犳犪犮狋狅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狆狀犲狌犿狅狀犻犪狑犻狋犺犺狅狊狆犻狋犪犾犻狀犳犲犮狋犻狅狀

独立危险因素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 Ｓ．Ｅ Ｗａｌｄ值

ＯＲ
（９５％Ｃ．Ｉ）

犘

年龄≥４５岁 １．２６３ ０．３１７ １５．８７４ ３．５２２（１．８９６－６．５４４） ＜０．０５

粒细胞数＜２．０×１０
９／Ｌ １．５２４ ０．４２２ １３．０４２ ４．５６９（２．００３－１０．４２２） ＜０．０５

照射体积≥２５．０％ １．３２９ ０．４３９ ９．１６５ ３．７６２（１．５９５－８．８７１） ＜０．０５

ＫＰＳ评分＜７０分 １．６１１ ０．５０１ １０．３４０ ４．９８３（１．８７２－１３．２６４） ＜０．０５

讨　论

放射性肺炎为胸部肿瘤放疗后的重要并发症，主

要发生在患者放疗开始后的１～３个月内。放射性肺

炎合并感染在临床上有更加复杂的表现，如呼吸困难、

发烧、咳嗽、胸痛，严重时甚至会出现呼吸衰竭，危害严

重［７］。目前临床上主要借助ＣＴ检查、临床症状以及

肺功能检测等对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作出诊断，但上

述方法耗时长，对器械要求高，使用不简便。

炎症细胞灶性浸润到肺间质为放射性肺炎的主要

病理特征，涉及到多种细胞因子和黏附因子［８］。研究

发现，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８等的持续生成是造成肺组织

出现急性或者延迟性损伤的重要原因，会增加放射性

肺炎合并感染的发生风险并加重患者病情［９］。血清

ＣＲＰ浓度与放射性肺炎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１０］。

血清ＰＣＴ为感染特异性指标之一，其在正常人体内含

量较低，在机体感染时会受到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分

泌细胞的影响，得以大量分泌［１１］。本研究结果显示，

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患者血清ＰＣＴ、ＣＲＰ水平均显著

高于未感染组（均犘＜０．０５），血粒细胞数低于未感染

组（犘＜０．０５）。提示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患者炎症指

标出现明显变化，因此可通过检测放射性肺炎患者血

清ＰＣＴ、ＣＲＰ水平及血粒细胞数预测和诊断感染的发

生。

而对于发生感染的患者，分析感染病原菌的种类，

并结合病原菌特点给予针对性治疗十分重要。本研究

对放射性肺炎患者合并感染的病原菌进行检测，５６例

感染患者的痰培养分离出病原菌６５株，其中革兰阳性

菌、革兰阴性菌和真菌的感染率分别为３５．３８％、４０．

００％和２４．６２％，表明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的病原菌

分布广泛。但与王桂祯等［１２］的报道相比，本研究中的

患者真菌感染占比较高，而真菌致病能力强，发展迅

速，尤其对免疫功能低下的恶性肿瘤患者，真菌感染后

普遍预后不佳。因此，对于合并真菌感染的放射性肺

炎患者，应及时进行抗真菌治疗。 （下转９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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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综合治疗措施的不断实施，放射性肺炎发

生率及严重程度日渐增加，化疗、手术等多种因素均会

增加放射性肺炎发生的风险。分析放射性肺炎合并感

染的高危因素，对提高患者治疗效果，改善预后意义重

大。本研究经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４５岁、血粒细胞数＜２．０×１０
９／Ｌ、放疗照射体积≥２５．

０％以及ＫＰＳ评分＜７０分均是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

的独立危险因素。分析认为，随着患者年龄的增加，其

自我管理能力逐渐下降，对护理人员、家人的依赖性增

加；再加上年龄增大往往出现骨髓造血、免疫功能自然

衰退，在强度较大的抗肿瘤治疗过程中，患者会出现免

疫抑制现象，感染风险随之增大。血粒细胞数＜２．０×

１０
９／Ｌ时，反映骨髓造血功能低下，患者化疗期间会出

现骨髓急慢性损伤，加重骨髓抑制程度，增加感染风

险［１３］。放疗照射体积和肿瘤大小、设野范围以及设野

数目均存在密切关系，因而在室性放射治疗期间，不可

避免地会照射到患者肺部正常组织，从而对其造成一

定损害，导致机体对细菌的抵抗能力下降，而同步放化

疗对患者呼吸道黏膜的损害，更增加了感染的风险。

因此在对患者进行放射治疗时，应尽可能减少照射剂

量，减轻对呼吸道、消化道黏膜的损伤，必要时适当使

用免疫增强剂，提高患者抗病能力，减少感染的发

生［１４］。ＫＰＳ评分＜７０分表示患者一般情况较差，长

期卧床且户外活动较少，体质较弱，发生感染的风险增

大。

综上所述，放射性肺炎合并感染的病原菌分布广

泛，年龄较大、血粒细胞数偏低、放疗照射体积较大以

及ＫＰＳ评分较低均为感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临

床上应重视对上述高危因素的预防，并根据患者感染

病原菌的种类选用敏感抗菌药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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