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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科感染

共同话题

1.医院获得性肺炎/呼吸

2.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

抗菌药物相关腹3.抗菌药物相关腹泻（

4 免疫抑制宿主感染（4.免疫抑制宿主感染（

染性疾病

吸机相关肺炎（表2-3）

染（表2-4）

表表2-5）

表2 10）表2-10）



获得性肺炎医院获得性肺炎/呼
（hospital-associated pneumonia/ventil

HAP 指在入院时未处于潜伏期而入院≥48h 后
48h 后发生的肺炎。两者各自发生于不同的人

病情评估和治疗分组参考临床严重程度和多重病情评估和治疗分组参考临床严重程度和多重

1.重度需符合下列标准之一： 2. M
气管插管（因肺炎或严重脓毒症所需）； 近气管插管（因肺炎或严重脓毒症所需）； 近

脓毒症征象； VA
肺内浸润快速进展； VA
器官功能障碍 凡不符者为轻中度 VA器官功能障碍。凡不符者为轻中度。 VA

抗菌药物经验性治疗选择重点参考疗病情严重

疗程取决于病原体、病情严重度、基础疾病和

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属、MRSA 感染用

当缩短当缩短。

机相关性肺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
lator-associate pneumonia,HAP/VAP）

后在医院内新发生的肺炎;VAP 指建立人工气道

人群。

重耐药（MDR）危险因素重耐药（MDR）危险因素。

MDR 危险因素：

近3 月内接受静脉抗菌药物治疗史；近3 月内接受静脉抗菌药物治疗史；

AP 发生时有脓毒性休克；

AP 继发于ARDS；VAP 发病前住院≥5 天；

AP 发病前接受急性肾脏替代治疗AP 发病前接受急性肾脏替代治疗

重程度、当地病原体流行病学和耐药危险因素。

和对治疗的反应，一 般为7~10d。对

药为14d，根据病情和治疗反应可以选择性适



治疗HAP/VAP治疗-
分组 常见病原体

Ⅰ组（HAP，轻 肺炎链球菌，流感 无抗假单胞菌组（ ，轻
度，
无耐药危险因素

肺炎链球菌，流感
嗜
血杆菌，MSSA等

无抗假单胞菌
酸，氨苄西
他培南

Ⅱ组（HAP/ VAP，
中度，有 MDR 危
险因素）

Ⅰ组病原体；
MRSA  , 铜绿假单
胞菌

上述头CS,或
怀疑铜绿假：
碳青霉烯类+胞菌 碳青霉烯类+

Ⅲ组（HAP/ VAP, 
重度，有MDR/XDR
危险因素）

Ⅱ组病原体;
MDR/XDR-GNB 

同Ⅱ组；如果
① CRE：高剂

危险因素） 合),或多黏+ 
② XDR- 铜绿
青霉烯类，或
③ 不动③ XDR- 不动
坦）+ 多黏/ 

国家指南推荐国家指南推荐
抗菌治疗

菌活性Ⅲ/Ⅳ-CS或 R-FQs,或β- L/β- LI (阿莫西林/克拉维菌活性 或 Q ,或β β (阿莫西林 克拉维
林-/舒巴坦,哌拉西林/他 唑巴坦，哌酮/舒巴坦），或厄

或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或哌酮/舒巴坦±抗 MRSA 药物;
抗假单胞菌CS,或抗假单胞菌β- L/β-LI 或抗假单胞菌

+ 左氧/ 环丙,，或阿米卡星/妥布霉素+ 左氧/ 环丙,，或阿米卡星/妥布霉素

果高度怀疑或确定XDR-GNB: 
剂量碳青霉烯+多黏/替加（必要时 3 药联
替加/ 磷霉素，或他啶/吡肟+ 阿莫- 克拉
绿：多黏菌素+ 有抗假单胞菌活性的β- 内 酰胺类，或碳
或FQs, 或 3 药联合
动杆菌 含舒 坦制剂 哌 舒 坦 氨苄 林 舒动杆菌：含舒巴坦制剂（哌酮- 舒巴坦、氨苄西林- 舒巴
替加，或多黏+ 替加/ 碳青霉烯



重点重点
不动杆菌痰标本分离株污染和定植率达不动杆菌痰标本分离株污染和定植率达

可能为感染菌：

①与肺炎相符合的临床症状 体征及影①与肺炎相符合的临床症状、体征及影

的肺部渗出、浸润、实变；

②宿主因素 包括基础疾病 免疫状态②宿主因素，包括基础疾病、免疫状态

的危险因素如机械通气等；

③ 在接 生素 度③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患者如果一度好

的出现相符；

④根据标本采集方法、标本质量、细菌

见等评价其结果为有临床意义；

⑤ 2 次以上呼吸道标本培养菌均呈不动

解读解读
达50% 左右 仅在符合以下情形时才虑达50% 左右。仅在符合以下情形时才虑

影像学上新出现的 或持续 的 或加重影像学上新出现的、或持续 的、或加重

态 先期抗生素使用 其他与并发相关态、先期抗生素使用、其他与并发相关

转 复 加 在时 杆菌好转，复又加重，在时间上与不 动杆菌

菌浓度（定量或半定量培养）、 涂片所

动杆菌纯培养或优势生长



重点重点
IDSA/ATS2016 年指南关于经验性治疗IDSA/ATS2016 年指南关于经验性治疗

1. 覆盖MRSA 的指征为：近3 个月内静脉抗菌

金葡菌的流行率>20% 或不详； 主动筛查金葡菌的流行率>20% 或不详； 主动筛查

2. 抗铜绿假单胞菌联合用药的指征为：所在病

3. 氨基糖苷类美国推荐剂量阿米卡星15~20m
布霉素5~7mg/kg iv q24h（国 内对此剂量缺

舒 替加 素剂舒巴坦和替加环素剂量：
1.治疗XDR- 不动杆菌舒巴坦剂量应当不低于

舒巴坦剂量不足部分可用舒巴坦单剂补足舒巴坦剂量不足部分可用舒巴坦单剂补足。

2.替加环素剂量：首剂200mg iv，12h，后100

解读解读
疗主张疗主张：

菌药物应用史； 所在医院或 病区 MRSA 的
查提示MRSA 危险性在增加查提示MRSA 危险性在增加。

病房或ICU 该菌 耐药率>10%
mg/kg iv q24h，庆大霉素 5~7mg/kg iv  q24h，妥g g q g g q
缺少研究和经验，视病情合 理掌握）。

于6.0/ 天。如果使用头孢哌酮-舒巴坦复合制剂其

注意监测肾功能注意监测肾功能

0mg iv q12h



重点
依据抗菌药物PK

重点
依据抗菌药物PK

点解读
K/PD优化治疗方案

点解读
K/PD优化治疗方案



Antibiotic Doses for MDR Antibiotic Doses for MDR 
Infections-normal ren

M 2 i 8h i f 3hMeropenem: 2g iv q8h,infuse over 3hs
Cefepime: 2g iv q8h,infuse over 3hs

C f i i /C f i 2 iCeftazidime/Cefepime: 2g iv bolus load
continuous  infusion over 24hs

Piperacillin/tazobactam:3.375g iv bolu
continuous infuse over 4hs OR 4.5g iv q

Colistin:5mg/kg once,then 2.5mg/kg iv
Ampicillin/sulbactam:3g ivq4h(for MD
Aminoqlycosides(Get/Tob 5-7mg/kg iv 
Tigecycline:100-150mg ivq12h
Ceftolozane/tazobatam:1.5-3.0g ivq8h

John Hopkin Hos

 and Crb mase-Producing  and Crb.mase-Producing 
al &hepatic functions

i 30 i 6 iding doseover30minutes,then 6g iv as  

s loading dose over30minutes,then 
q6h,infuse over 4hs
12h

DR A.baum only)
q24h;Amk15-20mg/kg  iv q24h)

spital, antibiotic Guidelines2015-2016



导管相关性导管相关性
（cather associated blood 

性血流感染性血流感染
stream infection,CABSI）

率

日





血培养标本采集时间





CABSI治疗 国CABSI治疗-国
类型/伴随情况 病原体 首选治疗类型/伴随情况 病原体 首选治疗

免疫功能正常 表葡,金葡 MRSA/MRCoN
万古霉素1.0 iv q12
重症 负荷剂量重症: 负荷剂量20-
mg/kg iv,维持剂量
20mg/kg iv,q12h (目
15 20 /l ) 或15-20mg/l ) 。或
去甲万古霉素 0.8  
或替考拉宁负荷剂
iv q12h×3 剂 维持iv q12h×3 剂，维持

6mg/kg iv qd

/MSSA/MSCoN
苯唑西林2.0 iv q4h
头孢唑林2.0 iv q8h

国家指南推荐国家指南推荐
备选治疗 备 注备选治疗 备 注

2h 
达托霉素6mg/kg qd 1.替加环素不推荐；

2.利奈唑胺未被批
准用于治疗 仅-30 

15-
目谷浓度

准用于治疗BSI,仅
在万古霉素不耐受
或疗效不佳时用作
补救治疗

iv q12h；
量6mg/kg 
持剂

补救治疗；
3.如果为金葡菌感
染应拔除导管。视
食道超声结果确定持剂 食道超声结果确定
疗程2周(无异常）
或4-6周（心内膜
炎 )；如果为表葡

h
h   

青霉素过敏可选糖
肽类

炎 )；如果为表葡，
病情稳定，可试保
留导管，疗程7-10
天，80%可治愈天，80%可治愈
但复发率高。



CABSI治疗-国
类型/伴随

情况
病原体 首选

免疫抑制（烧 表葡 金葡 万古霉素 抗免疫抑制（烧
伤、粒缺等）

表葡，金葡，
假单胞菌属，
肠杆菌科, 棒状杆菌，
曲霉 根霉

万古霉素+抗
或抗假单胞
苷类如阿米
i 12h 或曲霉、根霉 iv q12h，或

静脉营养 表葡 金葡 念珠菌 万古霉素静脉营养 表葡，金葡, 念珠菌 万古霉素
抗念珠菌治
氟康唑）

静脉脂肪乳 表葡， 万古霉素
糠秕马拉色菌 氟康唑400m

南国家指南推荐
选治疗 备选治疗 备 注

抗假单胞菌药物 常伴感染性血栓抗假单胞菌药物，
胞菌药物+氨基糖
米卡星7.5mg/kg 
或15 /k i d

常伴感染性血栓
性静脉炎；如为
真菌感染两性霉
素B+手术或15mg/kg iv qd 素B+手术

拔除 管 如有
疗 （棘白菌素，

拔除导管。如有
可能，停用停用
抗菌药物。眼科
会诊会诊。

去甲万古霉素,或 停止输注脂肪乳
mg iv q12h 替考拉宁





关于糖肽类关于糖肽类类药物剂量类药物剂量



Effect of vancomycin serum trou
with NP due to Staphylococcuwith NP due to Staphylococcu

hos,subgroup analysis of t

Barriere etal.BM

ugh levels on outcomes in patients 
us aureus: A retrospective,postus aureus: A retrospective,post
hephase3 ATTAIN studies

MC Infectious Dis2014,14:183







重点解读：

念珠菌是CABSI和各种原发与

在表2 4中其治疗各有表述，在表2-4中其治疗各有表述。

。

建议另参考表 真菌感染目标建议另参考表1-2真菌感染目标

轻中度（非光滑、非克柔）：

持剂量400mg/d, qd;卡泊芬净

50mg/d;米卡芬净；两性霉素50mg/d;米卡芬净；两性霉素

中重度：卡泊芬净、米卡芬净

抗真菌治疗

与继发血流感染另一重 要病原体

虽然不尽一致 但有参考价值。虽然不尽 致，但有参考价值

标治疗标治疗：

氟康唑负荷剂量 800mg/d,维g
净负荷剂量 70mg/d,维持剂量

素B素B.
净、两性霉素B、伏立康唑。



抗菌药物相抗菌药物相
（antibiotic-associate

AAD是艰难芽孢梭菌引起的以腹泻为主要特

difficile Infection，CDI）类型之一。

大部分是因为抗菌药物的使用，引起菌群生

菌反应。感染的症状变化范围广泛，包括：

1. 抗菌药物相关性腹泻 正在或 近曾经使

原菌），症状为水样腹泻和腹部绞痛。

2 无症状定植者/携带者 患者有艰难梭菌定2.无症状定植者/携带者 患者有艰难梭菌定

3. 艰难梭菌感染 以>3次/天水泻为特点的腹

欲减退。典型者为发生于有高危因素且暴欲减 典 者为发 于有高危因素 暴

4.伪膜性结肠炎 结肠粘膜斑块形成。在相

5.中毒性结肠炎 严重的结肠炎症和扩张。

相关性腹泻相关性腹泻
ed diarrhea，AAD）
特征的感染，是艰难梭菌感染（ Clostridium

生态失调，使难辨梭菌群增殖同时诱发致病

使用抗菌药物的个体发生腹泻（还有其他病

定植而无CDI症状和体征定植而无CDI症状和体征。

腹泻，其他如发热、腹痛、绞痛 、恶心、食

暴露于抗菌药物时。暴露于抗菌药物时

应临床特点患者此为CDI的特 异性表现。

症状为腹胀、腹痛、高热、脱水和脓毒症。

Dis Colon Rectum 2015; 58: 10–24



CDI流行病CDI流行病
美国2000 2009年全国住院患者中不断美国2000-2009年全国住院患者中不断

占整个住院人数的0.9%。1年直接经

金葡菌，成为NI 常见的问题。201金葡菌，成为NI 常见的问题。201
每年CDI住院25万例，死亡1.4万例。

美国研究显示，66.8%CDI与医院相关

。医院相关CDI粗发生率为50-160/10
120/10万。日本一项研究显示，社区

抗菌药物暴露 因此不论是医院还是抗菌药物暴露。因此不论是医院还是

2002年CD中一种新的NAP1/BI/O27型
重，传播性更强，更易复发，预后更重，传播性更强，更易复发，预后更

中国有限的研究显示，CDI发病率万

生率达27%。

传
中

病学概况病学概况
断上升 2009年有33 6万CDI住院断上升，2009年有33.6万CDI住院，

经济损失48亿美元。一些地区已超过

3年CDC抗菌药物耐药威胁报告，3年CDC抗菌药物耐药威胁报告，

关。但只有24.2%是住院期间发生的

0万，社区相关CDI粗发生率为30-
区相关CDI患者中有84.6%过去曾有

是社区CDI均与抗菌药物暴露有关是社区CDI均与抗菌药物暴露有关。

型感染在北美和欧洲暴发，症状更严

更差。更差。

万17.1/19万，干细胞移植患者CDI发

传染病信息2015,28（4）:193-197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6,26（22）：5262-5265



CDI 相关危险因素



CDI诊诊断



CDI治疗-国家指南推荐





免疫缺陷患者免疫缺陷患者
表 免疫类型与表 免疫类型与

者（ ）感染者（ICH）感染
与易感病原体与易感病原体



ICH肺部感染影像学学导向的诊断路径



粒缺伴发热初始
国家指-国家指

始经验性抗菌治疗
指南推荐指南推荐



重点
ICH感染初始治疗是否都用高端抗菌

病情全面评估：参考免疫损害类型及其严重程

场所、病情紧迫性、已有的初步检查资料（

测可能的病原体，选择治疗。

按病情紧迫性可以分为两类：

急性重症感染 :特别是粒细胞缺乏和SOT早期

不升 低氧血症 低血压 酸中毒等 影像不升、低氧血症、低血压、酸中毒等，影像

感染 为主，在留取各种微生物检验标本后 尽

酵菌的革兰阴性菌的广谱抗菌药，结合对M酵菌的革 阴性菌的广谱抗菌药 结合对

亚急性感染 起病1周左右，生命体征稳定，

病原学诊断检查，然后选择相应治疗。多见

一般不宜使用广谱抗菌药物作为初始经验性

而所在医院诊断条件与能力不足，相应经验

解读
菌药??
程度、免疫受损病程、基础 疾病、肺炎发病

如影像学） 和当地抗耐药情况综合分析，推

期，起病时间短于3天，发热 伴寒战或体温

像学上呈现肺实变或斑片状浸润 多以细菌性像学上呈现肺实变或斑片状浸润，多以细菌性

尽快静脉应用抗生素治疗，宜选择覆盖含非发

RSA感染危险因素评估确定是否联合覆盖。感染危险因素评估确定是否联合覆

无明显低氧血症。患者病情允许进行积极的

于细胞免疫缺陷，以特殊病原体感染居多，

性治疗。如果影像学上显示IPF或PCP典型征象

验性抗真菌治疗亦属可行。



重点重点
注意药物相互作用：注意药物相互作用：

利福平和异烟肼上调P450系统活性

应的危险；

大环内酯类、酮康唑、伊曲康唑和

血清水平升高而导致不良反应或过

警惕特异质反应性肾毒性。在环孢

古霉素、SMZ-TMP和伊曲康唑等在

功能损害，甚至无尿。

疗程：视治疗反应、病原体等具体

不推荐 “降阶梯”治疗 特殊病原，不推荐 降阶梯 治疗。特殊病原

是否继续使用免疫抑制剂而定。

解读解读

性，导致环孢素破坏增加，有增加排异反

和氟康唑会下调P450系统活 性，环孢素

过度免疫抑制。

孢素治疗者两性霉素B、 氨基糖苷类、万

在很小剂量或开始应用时即出现严重肾

体分析。细菌性肺炎疗程一 般不短于2周
原体感染疗程适当延长 按免疫状态和原体感染疗程适当延长，按免疫状态和



重点
免疫重建治疗要警惕免疫

reconstitution inflammatoreconstitution inflammato
ICH免疫治疗和抗感染治

状体征恶化和复发 纵膈状体征恶化和复发、纵膈

成、弥漫性肺部渗出，甚

综合征和死亡。缘于免疫

于抑制状态的炎症反应迅于抑制状态的炎症反应迅

染恶化进行鉴别。推荐泼

疗程 周 也有1,0mg/kg,疗程1-2周，也有

解读
重建炎症综合征（immune

ory syndrome IRIS）：指ory syndrome,IRIS）：指

疗过程中或结束后感染症

膈淋巴结肿大 肺部空洞形膈淋巴结肿大、肺部空洞形

甚至临床出现急性呼吸窘迫

疫功能恢复过快致使原来处

迅速被激发。IRIS需要与感迅速被激发。IRIS需要与感

泼尼松40-60mg/d或0.5-
有主张用至 周有主张用至6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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