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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方案．

中国成人医院获得性肺炎与呼吸机相关性
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２０１８年版）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感染学组

医院获得性肺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表１证据等级和推荐等级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ＨＡＰ）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ＶＡＰ）是我国最常见的医院获得性感染，

诊断和治疗较为困难，病死率高。我国于１９９９年发
表了“医院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草案）”¨ｏ，

证据等级与推荐等级

等级Ｉ（高等级）

高质量的随机对照ｌ临床研究（ＲＣＴ）、权威指
南以及高质量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

等级Ⅱ（中等级）

有一定研究局限性的ＲＣＴ研究（如无隐蔽
分组、未设盲、未报告失访）、队列研究、病
例系列研究及病例对照研究

等级Ⅲ（低等级）

病例报道、专家意见及无临床资料的抗菌药
物体外药敏试验结果

迄今已近２０年，在此期间国内外发表了许多ＨＡＷ
ＶＡＰ相关指南并历经更新心。…。随着相关研究的日
益深入，ＨＡＰ／ＶＡＰ的定义在发生变化，流行病学、病

原学、临床诊断和治疗等方面也积累了大量新的研
究成果，特别是我国自己的研究证据日渐增多，结果
显示我国ＨＡＰ／ＶＡＰ在病原学分布和耐药率方面与

推荐等级
Ａ（强推荐）

该方案绝大多数患者、医师和政策制定者均
会采纳

Ｂ（中度推荐）

该方案多数人会采纳，但仍有部分人不采
纳，要结合患者具体情况作出体现其价值
观和意愿的决定

Ｃ（弱推荐）

证据不足，需要患者、医师和政策制定者共
同讨论决定

国外有较大差异。因此，需要对原有的指南进行修
订，以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

说明

证据等级

本指南由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感染学组组

织修订。经过多次现场工作会议，确定了ＨＡＰ／ＶＡＰ
的整体框架和主要更新内容；在遵循循证医学证据
的基础上，经全体学组委员反复讨论，形成统一意
见，并广泛征求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的意见后，经过

多次修改，最终定稿。证据等级和推荐等级参照
“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ＣＡＰ）诊断和治疗指南（２０１６年版）”¨１Ｉ。

证据等级是对研究证据质量的评价，推荐等级是对
一项干预措施利大于弊的确定程度的评价（表１）。

一般来讲，证据等级越高，推荐等级也越高，但有时
证据等级和推荐等级并不完全对应，还需要权衡证
据的来源、患者的意愿、价值观和资源消耗等做出判
断。我们强调，在同等循证医学证据等级的前提下，
优先采纳我国的证据和研究成果。
本指南的适用范围为年龄≥１８周岁的非免疫
缺陷的ＨＡＰ／ＶＡＰ患者，主体分为８个部分及１个

附件。期望通过本次修订和推广，进一步规范我国
ＨＡＰ／ＶＡＰ的诊断和治疗。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０９３９．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６

通信作者：瞿介明２０００２５，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Ｅｍａｉｌ：ｊｍｑｕ０９０６＠１６３．ｃｏｎ

万方数据

一、定义
ＨＡＰ是指患者住院期间没有接受有创机械通
气、未处于病原感染的潜伏期，而于人院４８ ｈ后新

发生的肺炎。ＶＡＰ是指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患者
接受机械通气４８ ｈ后发生的肺炎，机械通气撤机、
拔管后４８ ｈ内出现的肺炎也属于ＶＡＰ范畴旧引。

ＨＡＰ的早期定义为任何发生在医院内的、由医
院环境中存在的病原菌引起的肺实质感染。１９９９
年我国“医院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草
案）”¨１中ＨＡＰ的定义包括了建立人工气道和机械
通气后发生的肺炎。以往国内外众多关于ＨＡＰ的

临床研究混杂因素较多，包括了一部分机械通气的
患者，但均认为ＶＡＰ是ＨＡＰ的特殊类型。由于
ＨＡＰ和ＶＡＰ在临床特征、经验性治疗和预防策略上
存在较大的差异，２００５年版美国感染性疾病协会
（ＩＤＳＡ）／美国胸科协会（ＡＴＳ）制定的ＨＡＰ／ＶＡＰ指
南中将原有的广义ＨＡＰ区分为狭义的ＨＡＰ与ＶＡＰ
两大类型Ｌ２ Ｊ。近年来的证据进一步证实ＨＡＰ和
ＶＡＰ在经验性治疗和临床预后方面均有明显不同，

２０１６年版美国ＨＡＰ／ＶＡＰ指南更新时特别强调
ＨＡＰ仅指住院后发生的没有气管插管的、与机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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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无关的肺炎，而ＶＡＰ则为气管插管及机械通气后
发生的肺炎，两者为完全不同的群体ｏ ７｜。由于地域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ＤＲ）或全耐药（ｐａｎ—ｄｒｕｇ

与认识之间的差别，目前欧美国家对于ＨＡＰ／ＶＡＰ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ＤＲ）病原菌，归因病死率可高达３８．９％～

的定义仍然存在争议，我们仍然认为ＶＡＰ是ＨＡＰ

６０．０％。ＶＡＰ的病死率与高龄、合并糖尿病或慢性

的特殊类型，正是因其特殊性，本指南在病原学、治

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感染性休克（ｓｅｐｔｉｃ

疗和预防中将ＨＡＰ与ＶＡＰ分别进行阐述。因病情

脓毒症休克）及高耐药病原菌感染等相关’２ ７。３ｌｊ。

加重而接受气管插管和机械通气治疗的ＨＡＰ患者

ＶＡＰ导致机械通气时间延长５．４～２１．８ ｄ，ＩＣＵ滞留

仍然属于ＨＡＰ，但其处理方式与ＶＡＰ相似。接受无

时间延长６．１—２０．５ ｄ，住院时间延长１１．０—３２．６

创通气治疗的住院患者发生的肺炎仍归于狭义的

ｄ，在美国因发生ＶＡＰ而导致每例患者的平均住院

ＨＡＰ范围。

费用增加４万美元脚ｊ２。３４］。由于各项研究采用的诊

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均表明，若病原菌为多重耐药

ｓｈｏｃｋ，

二、流行病学

断标准、研究方案、观察对象和统计学方法等不同，

ＨＡＰ／ＶＡＰ属于医院获得性感染，我国大规模的

国内外有关ＨＡＰ／ＶＡＰ发病率和病死率的众多报道

医院感染横断面调查结果显示，住院患者中医院获

差异很大，上述临床数据仅供参考¨”６Ｉ。

得性感染的发生率为３．２２％一５．２２％，其中医院获

三、危险因素和发病机制

得性下呼吸道感染为１．７６％一１．９４％１１２－１３１。美国

（一）危险因素

的住院患者中医院获得性感染的发生率为４．０％，

发生ＨＡＰ／ＶＡＰ的危险因素涉及各个方面，可

其中肺炎占医院获得性感染的２１．８％［１４Ｉ。国内外

分为宿主自身和医疗环境两大类因素，主要危险因

研究结果均显示，包括ＨＡＰ／ＶＡＰ在内的下呼吸道

素见表２［１８’２５’３７‘３９］。患者往往因多种因素同时存在

感染居医院获得性感染构成比之首。

或混杂，导致ＨＡＰ／ＶＡＰ的发生、发展。因此，改善

国外的研究结果表明，ＨＡＰ的发病率为（５—
１０）／１ ０００例住院患者，占重症监护病房（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基础疾病，加强预防与控制感染发生的相关措施十

ｃａｒｅ

分重要。

ｕｎｉｔ，ＩＣＵ）内感染总数的２５．０％。发生ＨＡＰ后

平均住院时间延长７—１０ ｄ¨引，住院医疗费用大幅

表２

医院获得性肺炎／呼吸机相关性肺炎发生的危险因素

度增加；ＨＡＰ也是最终导致危重患者死亡的直接原

分类

因，由其引起的相关病死率高达１５．５％一

宿主自身因素

危险因素
高龄
误吸

３８．２％［１６－１７］。

基础疾病（慢性肺部疾病、糖尿病、恶性肿
瘤、心功能不全等）

中国１３家大型教学医院的ＨＡＰ临床调查结果

免疫功能受损

显示，在呼吸科病房与呼吸重症监护病房（ＲＩＣＵ）中

意识障碍、精神状态失常

ＨＡＰ的平均发生率为１．４％，其中ＲＩＣＵ为１５．３％，

颅脑等严重创伤

普通病房为０．９％。ＨＡＰ平均全因病死率为

电解质紊乱、贫血、营养不良或低蛋白血症

２２．３％，其中ＶＡＰ为３４．５％。发生ＨＡＰ后平均住

长期卧床、肥胖、吸烟、酗酒等

院时间达（２３．８±２０．５）ｄ，较非ＨＡＰ患者延长１０
ｄ，抗感染治疗的疗程平均达（１９ ４－１７）ｄ，人均住院

医疗环境因素

ＩＣＵ滞留时间、有创机械通气时间
侵袭性操作，特别是呼吸道侵袭性操作

诊疗费用与非ＨＡＰ住院患者比较增加了９．０万余

应用提高胃液ｐＨ值的药物（Ｈ：一受体阻断
剂、质子泵抑制剂）

元，其中６．６万余元医疗费用发生在ＨＡＰ之后，治

应用镇静剂、麻醉药物

疗ＨＡＰ的抗菌药物费用人均达２．７万余元¨８｜。

头颈部、胸部或上腹部手术

国外大规模的研究结果显示，ＩＣＵ中ＶＡＰ的发
病率为２．５％一４０．０％，或为（１．３～２０．２）／１ ０００机

留置胃管
平卧位
交叉感染（呼吸器械及手污染）

械通气１３，病死率为１３．０％一２５．２％１１９－２１］。我国一
项调查结果显示，４６所医院的１７ ３５８例ＩＣＵ住院患

（二）发病机制

ｄ，ＶＡＰ的发病率为

ＨＡＰ和ＶＡＰ的共同发病机制是病原体到达支

０００机械通气日ｍ Ｊ。机械通气患者中ＶＡＰ

气管远端和肺泡，突破宿主的防御机制，从而在肺部

的发病率为９．７％～４８．４％，或为（１．３～２８．９）／１

繁殖并引起侵袭性损害。致病微生物主要通过两种

０００机械通气日，病死率为２１．２％～４３．２％［１８＇２３－２７］。

途径进入下呼吸道：（１）误吸（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住院患者

者，插管总天数为９１
８．９／１

万方数据

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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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菌药物暴露、使用制酸剂或留置胃管等危险因

１６．２％～３５．８％；铜绿假单胞菌占１６．９％～

素作用下，口腔正常菌群改变，含定植菌的口咽分泌

２２．０％，金黄色葡萄球菌占８．９％一１６．０％，肺炎克

物通过会厌或气管插管进入下呼吸道，为内源性致

雷伯菌占８．３％一１５．４％心８｜。二级医院铜绿假单胞

病微生物导致感染的主要途径∞８。３９Ｉ；（２）致病微生

菌和鲍曼不动杆菌的比例略低于三级医院，而肺炎

物以气溶胶或凝胶微粒等形式通过吸人

克雷伯菌比例高于三级医院¨８’４５圳。≥６５岁的患

（ｉｎｈａｌａｔｉｏｎ）进入下呼吸道，也是导致院内感染暴发

者是ＨＡＰ的主要群体，约占７０％；铜绿假单胞菌比

的重要原因，其致病微生物多为外源性，如结核分枝

例高，鲍曼不动杆菌比例稍低¨８’４５’４７４８１（表３）。

杆菌、曲霉和病毒等。此外，ＨＡＰ／ＶＡＰ也有其他感

我国ＶＡＰ患者主要见于ＩＣＵ。ＶＡＰ病原谱与

染途径，如感染病原体经血行播散至肺部、邻近组织

ＨＡＰ略有不同，其中鲍曼不动杆菌分离率高达

直接播散或污染器械操作直接感染等。

３５．７％一５０．０％，其次为铜绿假单胞菌和金黄色葡

ＶＡＰ的发生机制与ＨＡＰ稍有不同：气管插管使
得原来相对无菌的下呼吸道直接暴露于外界，同时

萄球菌，两者比例相当（表４）。≥６５岁的患者中铜
绿假单胞菌的分离率高于其他人群¨８＇４９’５引。

增加口腔清洁的困难，口咽部定植菌大量繁殖，含有

由于我国二级及以下医院高质量前瞻性的

大量定植菌的口腔分泌物在各种因素（气囊放气或

ＨＡＰ／ＶＡＰ流行病学研究尚不足，目前查到的文献绝

压力不足、体位变动等）作用下通过气囊与气管壁

大部分为回顾性研究，以上数据仅供参考。

之间的缝隙进入下呼吸道ｍ ｏ；气管插管的存在使得
患者无法进行有效咳嗽，干扰了纤毛的清除功能，降

表３我国医院获得性肺炎患者常见细菌的分离率（％）

低了气道保护能力，使得ＶＡＰ发生风险明显增高；
气管插管内外表面容易形成生物被膜，各种原因

（如吸痰等）导致形成的生物被膜脱落，引起小气道
阻塞，导致ＶＡＰＨｌ。。此外，为缓解患者气管插管的

不耐受，需使用镇痛镇静药物，使咳嗽能力受到抑
制，从而增加ＶＡＰ的发生风险Ｈ

２｜。

ＨＡＰ／ＶＡＰ可自局部感染逐步发展到脓毒症
（ｓｅｐｓｉｓ），甚至感染性休克。其主要机制是致病微生

注：除文献［１８］和［２８］为全国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外，其余文献

物进人血液引起机体失控的炎症反应，导致多个器

均为单中心或局部地区回顾性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三级医院，且多

官功能障碍，除呼吸系统外，尚可累及循环、泌尿、神
经和凝血系统，导致代谢异常等‘４ⅢＪ。

性；“≥１８岁人群中包含６５岁以上人群，文献未对年龄进行分组；

四、病原学

为回顾性研究，标本类型大部分为痰标本，因此数据存在一定的局限

。二级医院数据很少，只查到ｌ篇质量较高的文献。此文献中细菌分
离率进位到整数

非免疫缺陷患者的ＨＡＰ／ＶＡＰ通常由细菌感染
引起，由病毒或真菌引起者较少，常见病原菌的分布

表４我国呼吸机相关性肺炎患者常见细菌的分离率（％）

及其耐药性特点随地区、医院等级、患者人群及暴露
于抗菌药物的情况不同而异，并且随时间而改变。
我国ＨＡＰ／ＶＡＰ常见的病原菌包括鲍曼不动杆菌、

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大
肠埃希菌等。但需要强调的是，了解当地医院的病
原学监测数据更为重要，在经验性治疗时应根据及
时更新的本地区、本医院甚至特定科室的细菌耐药
特点针对性选择抗菌药物。

（一）病原谱

注：除文献［２８］为全国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外，其余文献均为单
中心或局部地区回顾性研究；３ｃ献中的数据主要来自三级医院，多为
回顾性研究，标本类型大部分为痰标本，因此数据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相对欧美国家而言，我国大规模的ＨＡＰ流行病

学数据较少。３项对大型综合医院ＨＡＰ病原学的

（二）常见病原菌的耐药性

调查结果显示，我国ＨＡＰ病原谱的构成与欧美国家

细菌耐药给ＨＡＰ／ＶＡＰ的治疗带来了严峻挑

有很大差异，主要体现在鲍曼不动杆菌最多，占

战。临床上ＭＤＲ的定义是指对３类或３类以上抗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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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药物（除天然耐药的抗菌药物）耐药，广泛耐药

ＣＨＩＮＥＴ和ＣＡＲＥＳ的数据显示，对鲍曼不动杆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ＸＤＲ）为仅对１～２类抗菌

菌而言，敏感率较高的抗菌药物为多黏菌素Ｂ

药物敏感而对其他抗菌药物耐药，ＰＤＲ为对能得到

（９７％～１００％）和替加环素（８５％～１００％）。铜绿

的、在常规抗菌谱范围内的药物均耐药。

假单胞菌对多黏菌素、阿米卡星、哌拉西彬他唑巴

ＨＡＰ／ＶＡＰ常见的耐药细菌包括碳青霉烯类耐药

坦、头孢吡肟、环丙沙星、头孢他啶、美罗培南及亚胺

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

培南的敏感率仍在７０％以上。大肠埃希菌和肺炎

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ＣＲＡＢ）、碳青霉烯类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

克雷伯菌对碳青霉烯类（８２％～９８％）、酶抑制剂复

的鲍曼不动杆菌（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ＣＲＰＡ）、产超广谱Ｂ－内酰胺酶（ｅｘｔｅｎｄｅ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合制剂（８０％一９６％）及阿米卡星（９０％～９７％）的
敏感率较高。嗜麦芽窄食单胞菌对米诺环素（８１％

ｐ－ｌａｃｔａｍａｓｅｓ，ＥＳＢＬｓ）的肠杆菌科细菌、甲氧西林耐药

～９４％）、左氧氟沙星（７６％～９０％）及磺胺甲嗯唑／

的金黄色葡萄球菌（ｍｅｔｈｉｃｉｌ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甲氧苄啶（６７％～９２％）的敏感率较高。万古霉素、

ａｕｒｅｕｓ，ＭＲＳＡ）及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

替考拉宁及利奈唑胺等对ＭＲＳＡ仍保持极高的抗

（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ｅｎｔｅｒｏｂａｅｔｅｒｉａｃｅａｅ，ＣＲＥ）等。我

菌活性（１００％敏感）。

（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

国多中心细菌耐药监测网中的中国细菌耐药监测网

应当指出，我国城市大医院（三级医院）与基层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医院（二级及以下医院），无论是ＨＡＰ／ＶＡＰ的致病

ＣＨＩＮＥＴ）和中国院内感染的抗菌药物耐药监测

菌分布还是耐药性均有很大差别，而基层医院相关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

高质量的研究数据仍十分缺乏。因此，基层医院在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ＲＥＳ）数据均显示，在各种标

确定经验性治疗方案时不能完全参照城市大医院的

本中（血、尿、痰等）ＣＲＡＢ的分离率高达６０％一

数据，而应尽量参考当地医院微生物学的资料。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７０％，ＣＲＰＡ的分离率为２０％一４０％，产ＥＳＢＬｓ的肺
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的分离率分别为２５％一

五、诊断与鉴别诊断

３５％和４５％～６０％，ＭＲＳＡ的分离率为３５％一

ＨＡＰ／ＶＡＰ的临床表现及病情严重程度不同，从

４０％，ＣＲＥ的分离率为５％一１８％［５５－５６ ３。而来自痰

单一的典型肺炎到快速进展的重症肺炎伴脓毒症、

标本中的某些耐药菌，如ＭＲＳＡ的发生率往往

感染性休克均可发生，目前尚无临床诊断的“金标
准”。肺炎相关的临床表现满足的条件越多，临床

更高。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ＣＡＲＥＳ有关ＨＡＰ／ＶＡＰ的耐药

（一）临床诊断标准

诊断的准确性越高。

性数据显示，ＭＤＲ鲍曼不动杆菌的分离率呈逐年上

胸部ｘ线或ＣＴ显示新出现或进展性的浸润

升的趋势，而ＭＤＲ铜绿假单胞菌的分离率呈逐年

影、实变影或磨玻璃影＂酗９｜，加上下列３种临床症

下降的趋势，由２００７年的２３．０％下降至２０１３年的

候中的２种或以上，可建立临床诊断：（１）发热，体

１０．３％。除了ＣＲＥ（ＶＡＰ为０．７％，ＨＡＰ为１．９％）

温＞３８ ｏＣ；（２）脓性气道分泌物；（３）外周血白细胞

外，ＶＡＰ患者其他ＭＤＲ细菌的分离率高于ＨＡＰ，如

计数＞１０×１０９／Ｌ或＜４×１０９／Ｌ【７Ｉ。

ＣＲＡＢ（６３．９％，５９．８％）、ＣＲＰＡ（４１．０％，３３．４％）、

影像学是诊断ＨＡＰ／ＶＡＰ的重要基本手段，应

产ＥＳＢＬｓ的大肠埃希菌（６４．７％，５７．３％）、产

常规行Ｘ线胸片，尽可能行胸部ＣＴ检查。对于危

ＥＳＢＬｓ的肺炎克雷伯菌（４７．４％，３２．４％）及ＭＲＳＡ
（８５．７％，７４．３％）。ＣＲＥ呈上升趋势，尤其是肺炎

重症或无法行胸部ＣＴ的患者，有条件的单位可考
虑床旁肺超声检查㈣捌Ｊ。技术熟练的医师操作肺

克雷伯菌。２０１５年ＣＡＲＥＳ的数据显示，来源于我

超声有助于判别肺组织通气改变情况，与肺栓塞及

国呼吸科下呼吸道标本中分离的碳青霉烯类耐药的

肺不张等疾病进行鉴别Ｍ２ ｏ（Ｉ Ｂ）。在临床决策中，

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

需根据患者情况选取一种或多种影像学检查技术，

肺炎克雷伯菌（ｃａｒｂａｐｅｎｅｍ．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ＣＲＫＰ）占４．９％，ＣＲＡＢ占５２．１％。上
述耐药菌的分离率三级医院高于二级医院，分别为
５．２％和２．５％、５３．５％和３３．９％。ＲＩＣＵ高于普通

以提高早期诊断率。
（二）病原学诊断

病房；产ＥＳＢＬｓ肠杆菌科细菌的分离率二级医院与

在临床诊断的基础上，若同时满足以下任一项，
可作为确定致病菌的依据。

三级医院类似甚至更高，以产ＥＳＢＬｓ的大肠埃希菌

１．合格的下呼吸道分泌物（中性粒细胞数＞２５个／

最为明显，为６３．９％和５３．５％∞７｜。

万方数据

低倍镜视野，上皮细胞数＜１０个／低倍镜视野，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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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比值＞２．５：１）、经支气管镜防污染毛刷（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者，建议先通过非侵人性方法留取呼吸道分泌物涂

ｂｒｕｓｈ，ＰＳＢ）、支气管肺泡灌洗液

片及半定量培养；经验性治疗无效、疑似特殊病原菌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ｂｒｏｎｃｈｏ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ｌａｖａｇｅ

ｆｌｕｉｄ，ＢＡＬＦ）、肺组织或无菌

感染或采用常规方法获得的呼吸道标本无法明确致

病菌时，再通过侵入性方法采集标本行微生物学检

体液培养出病原菌，且与临床表现相符∞Ｊ。

２．肺组织标本病理学、细胞病理学或直接镜检
见到真菌并有组织损害的相关证据∽州Ｊ。

查（ⅢＢ）。对于ＶＡＰ患者，由于人工气道提供了有
利条件，除了常规经气管导管吸取呼吸道分泌物涂

３．非典型病原体或病毒的血清ＩｇＭ抗体由阴转

片和半定量培养外，可通过侵人性方法采集标本，以

阳或急性期和恢复期双份血清特异性ＩｇＧ抗体滴度
呈４倍或４倍以上变化。呼吸道病毒流行期间且有

明确病原菌；每周２次的气道分泌物培养有助于预
测ＶＡＰ的病原学ｏ ７１１；若定量培养结果已转为阴性，

流行病学接触史，呼吸道分泌物相应病毒抗原、核酸

有助于判断是否需要及时停用抗菌药物。７２。７纠

检测或病毒培养阳性Ｌ５ Ｊ。

（ⅡＢ）。

（三）鉴别诊断

血液：血培养是诊断菌血症的重要方法。成人

ＨＡＰ／ＶＡＰ的临床表现和影像学缺乏特异性，需

每次应采集２—３套，每套从不同穿刺点进行采集。

要与住院后发生的其他发热伴肺部阴影疾病相鉴

从同一穿刺点采集的血液标本通常分别注入需氧和

别，包括感染性和非感染性疾病∞５。。

厌氧培养瓶，每瓶采血量为８—１０ ｍｌ，以提高阳性

１．其他感染性疾病累及肺部：（１）系统性感染
累及肺：如导管相关性血流感染、感染性心内膜炎，

率＂８Ｉ。采血应在寒战或发热初起时进行，抗菌药物

可继发多个肺脓肿；（２）局灶性感染累及肺：如膈下
脓肿、肝脓肿。鉴别要点是注重病史询问和体检，寻

胸腔积液：ＨＡＰ／ＶＡＰ合并胸腔积液时，可行胸

膜腔穿刺抽液送常规、生化、涂片（革兰染色、抗酸

找肺外感染病灶及针对性进行病原学检查。

染色等）、培养等检测。

应用之前采集最佳ｏ

７４

Ｊ。

２．易与ＨＡＰ相混淆的常见非感染性疾病：（１）

２．病原学结果的判断方法：包括涂片镜检、微

急性肺血栓栓塞症伴肺梗死惭１；（２）肺不张；（３）急

生物培养、病原体抗原检测及高通量测序等分子生

性呼吸窘迫综合征（ａｃｕｔｅ

物学技术。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

涂片镜检：对于ＶＡＰ患者，经气管导管吸引分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ＲＤＳ）∞７｜；（４）肺水肿帕８｜；（５）其他疾病：
如肿瘤、支气管扩张、药源性肺病、结缔组织病及神

泌物涂片革兰染色，每个高倍镜视野检出≥２％的白

经源性发热等。鉴别要点是评估基础疾病的控制情

细胞有微生物吞噬现象一５Ｉ，对病原学诊断有一定的

况，同时排除感染性发热的可能。

参考价值，可作为初始经验性抗感染治疗的

（四）实验室技术在诊疗中的应用价值
临床诊断ＨＡＰ／ＶＡＰ后，应积极留取标本行微
生物学检查。

依据［７６４１］。
微生物培养：传统观点认为，痰定量培养的细菌
７

浓度≥１０ ｃｆｕ／ｍｌ、经ＥＴＡ细菌培养浓度≥１０５

ｃｆｕ／

１．标本的采集：包括呼吸道、血液及胸腔积液。

ｍｌ、经ＢＡＬＦ培养细菌浓度≥１０４ ｃｆｕ／ｍｌ或经ＰＳＢ所

呼吸道标本：主要包括痰（气道吸引物）、ＢＡＬＦ

取样本培养的细菌浓度≥１０３ ｅｆｕｆｍｌ为致病菌的可

和肺组织。标本应尽可能先进行涂片镜检（如革兰

能性较大旧２驯。机械通气患者的气道和（或）人工

染色、抗酸染色，必要时行氢氧化钾浮载剂镜检、六
胺银染色等），再做培养、抗原及核酸定量等检测

气道易有不动杆菌属、假单胞菌属或念珠菌属定植，
培养到这些微生物时需鉴别是否为致病菌。建议综

（ⅢＣ）。呼吸道标本可通过非侵入性或侵人性方法

合评估以下三方面来判定：（１）宿主情况：免疫状

获得。非侵入性方法指经咳痰、鼻咽拭子、鼻咽吸引

态、基础疾病及目前临床表现等；（２）细菌因素：气

物或气管导管内吸引（ｅｎｄｏｔｒａｃｈｅａｌ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ＥＴＡ）

道分泌物涂片镜检是否存在白细胞吞噬现象及与培

收集标本；侵人性方法指经支气管镜留取下呼吸道

养结果是否一致，分离到的细菌菌落计数；（３）抗菌

标本（如ＢＡＬＦ）、经支气管镜或经皮肺穿刺活检留

药物因素：近期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针对该病原菌

取组织标本等。与非侵人性标本半定量培养相比，

治疗后临床症状是否改善。如果患者无与肺炎相关

侵人性标本定量对判断预后并没有优势旧。７…。气
道分泌物定量培养技术要求高，不一定能改变预后，

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依据，气道分泌物检出的细菌

仅限在必要时、有条件的单位开展。对于ＨＡＰ患

断、针对性选择抗菌药物有重要意义，但即使血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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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亦不能判定细菌来自于肺内，因仅１０％一

一的标准。常用的病情严重程度评分系统有序贯器

３７％的菌血症源自肺部眵３’８５舶］。胸腔积液培养阳性

官衰竭（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有助于明确病原学诊断，标本来源于胸腔穿刺术或

５）评分及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ａｃｕｔｅ

首次置管时结果更可靠；而由已留置的胸管直接抽
取时则需谨慎解读其结果，注意污染的可能（ⅢＣ）。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分系统预测死亡的效力相当，病死率随着分值的升

呼吸道病毒培养阳性可作为确诊病毒感染的依据。

高而升高¨０５Ｉ。ＳＯＦＡ评分侧重于器官功能不全或

ｏｒｇａｎ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ＯＦＡ，表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ＰＡＣＨＥ）Ⅱ评分等。各评

病原体抗原检测：肺炎链球菌和嗜肺军团菌尿

衰竭的评估，与ＶＡＰ的复发相关¨啡１０ ７｜。ＡＰＡＣＨＥＩＩ＞

抗原检测及血清隐球菌荚膜多糖抗原检测的敏感度

１６分是ＶＡＰ患者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晰１０９ｊ。有

和特异度均很高。血清１，３－［３．Ｄ葡聚糖检测（Ｇ试

学者建议可使用ＳＯＦＡ评分作为判断病情危重程度

验）、血清或ＢＡＬＦ半乳甘露聚糖抗原检测（ＧＭ试

的标准之一。对于非ＩＣＵ患者，快速ＳＯＦＡ

验）连续２次（ＢＡＬＦ仅需１次）阳性，具有辅助诊断

（ｑＳＯＦＡ）评分简单方便，预测住院病死率的效能优
于ＳＯＦＡ评分０１１０］。ｑＳＯＦＡ评分由意识改变、收缩

价值。
高通量测序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基于测序技术

压≤１００ ｍｍＨｇ（１

的临床宏基因组学，通过分析临床标本中微生物的

Ｉ＞２２

ＤＮＡ或ＲＮＡ含量与丰度判断致病菌，显著提高了

重症的发生。

ｍｍ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和呼吸频率

ｔ『欠，／ｍｉｎ构成，当ｑＳＯＦＡ评分＞１２时，应警惕危

病原检测的敏感度，缩短了检测时间，对罕见病原菌

本指南认为，ＨＡＰ患者若符合下列任一项标

感染的诊断具有优势，可审慎地用于现有成熟检测

准，可考虑存在高死亡风险，视为危重症患者：（１）

技术不能确定的病原体，或经恰当与规范抗感染治

需要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治疗；（２）感染性休克经积

疗无效的患者，但检测结果需结合流行病学和临床

极液体复苏后仍需要血管活性药物治疗。相对于狭

特征综合评估是否为致病菌。但该技术应用于临床

义ＨＡＰ，一般ＶＡＰ应视为危重症患者，但有些患者

尚需解决许多问题，包括标本中人类基因组的干扰、

因原发疾病不能有效控制，需要长期有创机械通气，

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判断和解释等，特别是呼吸道

若发生ＶＡＰ（有时是反复发生）并非均为危重症，可

本身为非无菌状态，大量定植菌核酸的存在给临床

依据ｑＳＯＦＡ评分或ＡＰＡＣＨＥ １１评分辅助判断。

结果的判读带来了挑战［９０－９２］。

六、临床诊疗思路

３．感染相关生物标志物：Ｃ反应蛋白

第ｌ步：依据症状、体征和影像学征象确定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ＲＰ）和降钙素原（ｐｒｏ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

ＨＡＰ／ＶＡＰ的临床诊断是否成立，与其他发热伴肺部

ＰＣＴ）是临床上最常用的鉴别感染与否的生物标志

阴影的疾病进行初步鉴别，并评估病情的严重程度

物一ⅢＪ。机体感染时ＣＲＰ明显升高，但特异度较

（是否合并脓毒症）、可能的病原菌及其耐药危险

低［９５蚓，可作辅助诊断的参考（Ⅱｃ）。ＰＣＴ对细菌

因素。

感染和脓毒症反应迅速一７’９引，是较ＣＲＰ更特异的细

第２步：尽快采集呼吸道分泌物和血液标本送

菌性感染指标∽３’驯。ＰＣＴ数值越高，提示细菌感染

病原微生物及感染相关生物标志物检测，并立即开

越严重，存在细菌性ＶＡＰ及脓毒症的可能性越

始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根据抗菌药物的理化特性和药

大［９７，㈣Ｊ。其诊断效率虽受先前抗菌药物暴露的影

代动力彰药效学（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响，但不受疾病类型及ＶＡＰ发生时间的影响，且是

ＰＫ／ＰＤ）参数确定药物的种类、单药还是联合、负荷

ＶＡＰ患者死亡的重要预测因素¨叫。在病程中动态

剂量和维持剂量。

监测ＰＣＴ水平，有助于指导抗菌药物的疗程¨叭。１叫

第３步：４８～７２ ｈ后对实验室检测结果和初始

（ⅡＢ）。应强调的是：ＣＲＰ和ＰＣＴ不能代替微生物

抗菌治疗反应进行再评估，按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学检查；任何与感染相关的生物标志物均需要与临

（１）临床显示早发性治疗反应，病原菌培养获得有

床表现结合，综合判断，其动态变化往往比绝对值参

意义的阳性结果时，改为目标治疗（降阶梯）；（２）临

考价值更大ⅢＪ。为了提高治疗的成功率，不要因等

床病情稳定、无脓毒症或病原菌培养阴性时，试停抗

待检测结果而延误早期经验陛抗菌治疗的时机。

菌药物进行观察；（３）临床病情无改善、病原菌培养

（五）病情严重程度评估

阳性时，应仔细评估阳性结果的临床意义（是否为

ＨＡＰ／ＶＡＰ病情严重程度的评估对于经验性选

致病菌，有无复数菌感染）、是否有并发症或其

择抗菌药物和判断预后有重要意义，但目前尚无统

他部位感染，从而调整抗菌药物治疗方案（根据抗

万方数据

主堡结堕塑唑哩苤壶垫！！堡堡旦筮堡！鲞箜垒塑鱼！ｉ！』！！！！婴垦！！Ｐ生里ｉ！：垒Ｐ巫！垫！！：ｙ！！：兰！：盟！：堡
表５序贯器官衰竭评分的预测指标与评分标准

注：取６项评分指标的总和，每日评估时应取每日最差值；ｌ ｍｍＨｇ＝Ｏ．１３３

ｋＰａ

表６

菌谱是否覆盖、有无耐药、体内疗效与体外敏感性是
否一致、抗菌药物的ＰＫ／ＰＤ等因素）；（４）临床病情
无改善、病原菌培养阴性时，需要拓宽诊断思路，进
一步完善病原学检测和非感染性病因的检查。

ＨＡＰ和ＶＡＰ中ＭＤＲ菌感染的危险因素

分类

ＭＤＲ菌感染危险因素［…ｍ１１

证据充分的耐药危险因素
ＨＡＰ

前９０ ｄ内曾静脉使用过抗菌药物

ＶＡＰ

前９０ ｄ内曾静脉使用过抗菌药物

第４步：继续动态监测病情，观察感染相关生物

住院５ ｄ以上发生的ＶＡＰ

标志物水平的变化，评估第３步中不同情况的处理

病情危重、合并感染性休克

结果，并确定抗菌治疗的疗程和其他后续处理。

发生ＶＡＰ前有ＡＲＤＳ

七、治疗

ＨＡＰ／ＶＡＰ的治疗包括抗感染治疗、呼吸支持技

接受持续肾脏替代治疗等
可能的耐药危险因素
ＨＡＰ／ＶＡＰ

术、器官功能支持治疗、非抗菌药物治疗等综合治疗

有ＭＤＲ菌感染或定植史
反复或长期住院病史
入住ＩＣＵ

措施，其中抗感染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包括经验性

存在结构性肺病

抗感染治疗和病原（目标）治疗。

重度肺功能减退

（一）经验性抗感染治疗

接受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
疗，或存在免疫功能障碍

１．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原则：（１）抗感染治疗时

在耐药菌高发的医疗机构住院

机的选择：在确立ＨＡＰ／ＶＡＰ临床诊断并安排病原

皮肤黏膜屏障破坏（如气管插管、
留置胃管或深静脉导管等）

学检查后，应尽早进行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如果延迟

治疗，即使药物选择恰当，仍可导致病死率增加及住
院时间延长ｎ１１。１２］，因此，ＨＡＰ和ＶＡＰ患者应尽早

注：ＭＤＲ：多重耐药；ＨＡＰ：医院获得性肺炎；ＶＡＰ：呼吸机相关性
肺炎

进行抗菌药物的经验性治疗（ⅢＡ）。（２）正确评估
ＭＤＲ菌感染的危险因素：ＨＡＰ和ＶＡＰ致病菌的常
见耐药菌感染危险因素见表６。此外，表７中列举

了几种常见ＭＤＲ菌感染相对特定的危险因素。
２．初始经验性治疗抗菌药物的选择：ＨＡＰ／ＶＡＰ

初始经验性抗菌治疗的策略见图１和图２。应根据

表７常见ＭＤＲ菌感染相对特定的危险因素
耐药菌类别

耐药菌感染相对特定危险因素

产ＥＳＢＬｓ肠杆菌科
细菌

有产ＥＳＢＬｓ菌感染或定植史，近９０ ｄ内
曾经使用三代头孢菌素［１２２。２５］

ＭＲＳＡ

呼吸道存在ＭＲＳＡ定植【ｌ…，所在医疗单
元内ＭＲＳＡ分离率高

铜绿假单胞菌

皮肤黏膜屏障破坏，免疫功能低下，慢性
结构性肺病，重度肺功能减退等１１１６－１１７］

鲍曼不动杆菌

严重基础疾病，鲍曼不动杆菌定植

ＣＲＥ

ＣＲＥ定植，近９０ ｄ内使用过碳青霉烯类
药物、高龄、病情危重、外科手术等【１２２

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所在医疗机构常见的病原菌、
耐药情况及患者耐药危险因素等选择恰当的药物，
同时也应兼顾患者的临床特征、基础疾病、器官功能
状态、药物的ＰＫ／ＰＤ特性、既往用药情况和药物过

敏史等相关因素选择抗菌药物（表８，９）¨圩ｏ。我国

注：ＥＳＢＬｓ：超广谱Ｂ一内酰胺酶；ＭＲＳＡ：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
球菌；ＣＲＥ：碳青霉烯类耐药肠杆菌科细菌

不同地区和不同等级医院的病原学及其耐药性差别
较大，所以治疗推荐仅仅是原则性的，需要结合患者

定并发布ＨＡＰ／ＶＡＰ致病菌组成及其药敏谱‘１２７。１驯；

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１）有条件的医院应定期制

经验性治疗方案应依据所在医院的ＨＡＰ／ＶＡＰ病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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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ＨＡＰ（非ＶＡＰ）的初始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建议

非危重患者
ＭＤＲ菌感染低风险

危重患者８

ＭＤＲ菌感染高风险

注：ＭＤＲ：多重耐药，ＸＤＲ：广泛耐药；８危重患者包括需要机械通气和感染性休克患者；“通常不采用２种Ｂ－内酰胺类药物联合治疗；。氨
基糖苷类药物仅用于联合治疗

单元内的患者，建议经验性覆盖ＭＲＳＡ（Ⅲｃ）。（３）
对于具有ＭＤＲ铜绿假单胞菌和其他ＭＤＲ革兰阴
性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或死亡风险较高的ＨＡＰ／

ＶＡＰ患者，建议联合使用两种不同类别的抗菌药
物；对于非危重、无ＭＤＲ感染危险因素的ＨＡＰ／ＶＡＰ

患者，经验陛治疗时可只使用一种抗菌药物（ⅢＡ）。
（４）建议多黏菌素和替加环素仅用于具有ＸＤＲ革
注：ＨＡＰ：医院获得性肺炎；ＭＤＲ：多重耐药；ＭＲＳＡ：耐甲氧西林

兰阴性菌感染风险的患者。（５）在伴有脓毒症的

金黄色葡萄球菌

ＨＡＰ／ＶＡＰ患者，需要根据抗菌药物的理化特性、

图ｌ

ＨＡＰ经验性抗菌治疗推荐

ＰＫ／ＰＤ特点和器官（特别是肾脏和肝脏）功能障碍
程度调整药物的负荷剂量与维持剂量。
（二）ＨＡＰ／ＶＡＰ的病原治疗

病原治疗即目标性（针对性）抗感染治疗，是指
针对已经明确的感染病原菌，参照体外药敏试验结
果制定相应的抗菌药物治疗方案（窄谱或广谱、单
药或联合用药）。ＨＡＰ／ＶＡＰ的病原治疗需注意以
下几点。
注：ＶＡＰ：呼吸机相关性肺炎；ＭＤＲ：多重耐药；ＭＲＳＡ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图２

ＶＡＰ经验性抗菌治疗推荐

１．抗感染治疗前或调整方案前尽可能送检合
格的病原学标本，并评估检查结果，排除污染或定植
的干扰。

谱及药敏试验结果制定‘１１６，１３０。叫（ⅢＡ）。（２）呼吸
道存在ＭＲＳＡ定植或住在ＭＲＳＡ分离率高的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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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根据检测出的病原菌及其药敏试验结果，在初

始经验陛治疗疗效评估的基础上酌情调整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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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３·

ＶＡＰ患者的初始经验性抗感染治疗建议

ＭＤＲ菌感染低风险

ＭＤＲ菌感染高风险

单药或联合治疗８
联合治疗８
抗铜绿假单胞菌Ｂ．内酰胺酶抑制合剂（哌拉西彬他唑巴坦、头
抗铜绿假单胞菌青霉素类（哌拉西林等）
或
孢哌酮／舒巴坦等）
或
抗铜绿假单胞菌的第三四代头孢菌素（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头孢
噻利等）
抗铜绿假单胞菌第三四代头孢菌素（头孢他啶、头孢吡肟、头孢
或
噻利等）
Ｂ一内酰胺酶抑制剂合剂（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等）
或
或
氨曲南
抗铜绿假单胞菌碳青霉烯类（亚胺培南、美罗培南、比阿培南等）
或
或
抗铜绿假单胞菌碳青霉烯类（亚胺培南、美罗培南、比阿培南等）
喹诺酮类（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等）
或
或
抗假单胞菌喹诺酮类（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等）
或
氨基糖苷类（阿米卡星、异帕米星等）６
氨基糖苷类（阿米卡星、异帕米星等）
有ＸＤＲ阴性菌感染风险时可联合下列药物
多黏菌素类（多黏菌素Ｂ、多黏菌素Ｅ）
或
替加环素
有ＭＲＳＡ感染风险时可联合
糖肽类（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替考拉宁）
或
利奈唑胺
注ａ特殊情况下才使用２种３－内酰胺类药物联合治疗；“氨基糖苷类药物仅用于联合治疗

表１０
病原菌类别
革兰阳性
球菌

肠杆菌科
细菌

万方数据

ＨＡＰ／ＶＡＰ常见耐药菌抗感染治疗方案
推荐药物

备注

ＭＲＳＡ

糖肽类（万古霉素、去甲万古霉素、替考拉宁）或利奈
唑胺

万古霉素等糖肽类和利奈唑胺大致等效【７Ｊ
万古霉素谷浓度应维持在１０～１５ ｍｇ／Ｌ【１３２］；重症患
者应给予２５～３０ ｍｇ／ｋｇ的负荷剂量【１３３ Ｊ，谷浓度维
持在ｌＯ～２０ ｍｅ／Ｌｔ”２·…１
替考拉宁应给予６—１２ ｍｇ／ｋｇ（或４００～８００ ｍｇ），
１次／１２ ｈ的负荷剂量，连续３次，再以４００ ｍｇ，
１次／ｄ维持［１ ３５．１３８］

ＶＲＥ

利奈唑胺或替考拉宁

ＶＲＥ较少引起肺部感染，需排除定植和污染［１ ３９］；
ＶＲＥ对头孢菌素类等多种抗菌药物天然耐药，应结
３９’１４１
合药敏试验结果选择［１
３；替考拉宁仅用于ＶａｎＢ
型ＶＲＥ感染‘１３９，１”］

产ＥＳＢＬｓ肠
杆菌科细
菌

轻中度感染：头霉素类（头孢西丁、头孢美唑、头孢米
诺）、氧头孢烯类（拉氧头孢、氟氧头孢）、ｐ一内酰胺
酶抑制剂合剂（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
巴坦）
中重度感染：碳青霉烯类（亚胺培南、美罗培南、比阿
培南），或联合治疗方案
联合治疗方案：碳青霉烯类＋喹诺酮类或氨基糖苷类，
Ｂ．内酰胺酶抑制剂合剂＋喹诺酮类或氨基糖苷类

方案应结合药敏试验结果及个体因素选择［７］
大部分仅需单药治疗，仅少数严重感染需要联合用

ＣＲＥ

主要治疗药物：多黏菌素类（多黏菌素Ｂ、多黏菌素
Ｅ）、替加环素、头孢他啶／阿维巴坦
联合治疗药物：磷霉素、氨基糖苷类（阿米卡星、异帕米
星）、碳青霉烯类（亚胺培南、美罗培南、比阿培南）
当碳青霉烯类ＭＩＣ为４～１６“ｇ／ｍｌ时，需与其他药物
联合使用［幢２，Ⅲ。４５］；增加给药次数或剂量，延长滴
注时间［１“］
当碳青霉烯类ＭＩＣ＞１６斗ｇ／ｍｌ时，应避免使用ｌｌ”ｏ
当多黏菌素Ｂ或Ｅ的ＭＩＣ≤２ ｖｇ／ｍｌ时可使用．ＸＤＲ或
ＰＤＲ菌感染时可同时辅助吸人多黏菌素Ｅ¨４“…Ｊ
当多黏菌素Ｂ或Ｅ ＭＩＣ＞２斗ｇ／ｍｌ，联合使用敏感药物
（如磷霉素、替加环素）【１４９’１５０ Ｊ。因缺乏证据，当
ＭＩＣ＞８“∥ｍｌ时需慎用
联合治疗方案
含碳青霉烯类方案：碳青霉烯类＋多黏菌素或替加
环素；碳青霉烯类＋多黏菌素＋替加环素
不含碳青霉烯类方案：替加环素＋氨基糖苷类或磷
霉素；多黏菌素＋替加环素或磷霉素；氨基糖苷
类＋磷霉素或氨曲南

应以早期、足量、联合为原则【１５１－１５５］
针对我国流行的碳青霉烯酶（主要是ＫＰＣ）：头孢他
啶／阿维巴坦【“。１”１
多黏菌素Ｂ剂量可增加至３００ ｍｇ／ｄ【ｌ”１６０］，美罗培南
可用至２ ｇ，１次／８ ｈ，比阿培南可用至０．３—０．６９，
１ ０：．／６～８ ｈ，均持续静脉滴注３ ｈ以上【１６１－１６３］
２种碳青霉烯类联用：厄他培南＋多利培南，或亚胺
培南，或美罗培南［埘舶７ ３；由于体内研究证据较少，
需谨慎使用［１６４·‘６８’１６９］

病原菌

药［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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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病原菌类别
非发酵菌

病原菌

备注

推荐药物

铜绿假单胞菌具有抗铜绿假单胞菌活性药物：头孢菌素类（头孢他
啶、头孢毗肟、头孢噻利）、碳青霉烯类（亚胺培南、
美罗培南、比阿培南）、Ｂ一内酰胺酶抑制剂合剂（哌
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酮／舒巴坦）、喹诺酮类
（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氨基糖苛类（阿米卡星、
妥布霉素、异帕米星）、氨曲南、多黏菌素类（多黏菌
素Ｂ、多黏菌素Ｅ）
单药治疗：非ＭＤＲ轻症患者且无明显基础疾病时，可
单独应用除氨基糖苷类外的具有抗铜绿假单胞菌
活性的抗菌药物
联合方案
ＭＤＲ菌
抗铜绿假单胞菌Ｂ－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喹
诺酮类、磷霉素
多黏菌素＋Ｂ一内酰胺类、环丙沙星、磷霉素
氨基糖苷类＋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

给予充足的剂量：如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可用至４．５ ｇ，
１次／６ ｈ，持续滴注３ ｈ…５ｌ
严重感染时，可增加剂量、延长滴注时间或持续滴
注［１７６］

双３－内酰胺类联用可能有效，但需慎用

ＸＤＲ菌

多黏菌素＋Ｂ．内酰胺类＋环丙沙星、磷霉素
ＸＤＲ或ＰＤＲ菌引起的肺炎：可在静脉用药的基
础上，雾化吸入氨基糖苷类（如妥布霉素、阿米
卡星）［”“”“、多黏菌素Ｅ［”２』
双Ｂ－内酰胺类联用：头孢他啶或氨曲南＋哌拉西
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头孢哌酮／舒巴坦；
头孢他啶或头孢吡肟＋氨曲南Ⅲ。”４１
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铜绿假单胞菌
多黏菌素；多黏菌素＋Ｂ一内酰胺类，或环丙沙星，或
磷霉素，或碳青霉烯类；８一内酰胺类＋氨基糖苷
类，或磷霉素；氨基糖苷类＋环丙沙星，或左氧氟
沙星

鲍曼不动杆菌可供选择的药物：舒巴坦及其合剂（头孢哌酮／舒巴
坦、氨苄西林／舒巴坦）、碳青霉烯类（亚胺培南／西
司他丁、美罗培南、比阿培南）、多黏菌素类（Ｂ或
Ｅ）、替加环素、四环素类（米诺环素、多西环素）、氨
基糖苷类（阿米卡星、异帕米星）或喹诺酮类（环丙
沙星、左氧氟沙星、莫西沙星）
对非ＭＤＲ感染，可根据药敏结果选用Ｂ一内酰胺类抗
菌药物
对ＸＤＲ或ＰＤＲ，采用联合方案
舒巴坦及其合剂＋多黏菌素，或替加环素，或多西
环素，或碳青霉烯类；多黏菌素＋碳青霉烯类；替
加环素＋碳青霉烯类，或多黏菌素；舒巴坦及其
合剂＋多西环素＋碳青霉烯类；舒巴坦及其合剂
＋替加环素＋碳青霉烯类；亚胺培南／西司他丁
＋利福平＋多黏菌素或妥布霉素
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鲍曼不动杆菌：多黏菌素、舒巴
坦及其合剂、替加环素
常用联合方案：多黏菌素＋舒巴坦及其合剂，碳青
霉烯类，利福平，氨基糖苷类，或替加环素

对于ＭＤＲ感染，舒巴坦剂量可增至６—８ ｇ／ｄｔｍ‘１”

嗜麦芽窄食单可供选择的药物：磺胺甲嚼唑／甲氨苄啶、Ｂ一内酰胺酶
胞菌
抑制剂合剂（头孢哌酮／舒巴坦、替卡西彬克拉维
酸）、氟喹诺酮类（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莫西沙
星）、替加环素、四环素类（米诺环素、多西环素）、
头孢菌素（头孢他啶、头孢吡肟）
联合治疗方案
磺胺甲嚼唑／甲氨苄啶＋替卡西林／克拉维酸，或头
孢哌酮／舒巴坦，或氟喹诺酮类，或四环素类，或
头孢他啶，或多黏菌素
氟喹诺酮类，或多黏菌素＋替卡西林／克拉维酸，或
头孢哌酮／舒巴坦，或头孢他啶

联合用药适用于严重感染、ＸＤＲ或ＰＤＲ菌感染

碳青霉烯类可增加剂量、延长滴注时间㈣。８２］

等【１８３。…］

对碳青霉烯类天然耐药，替加环素的临床经验有限

注：ＭＲＳＡ：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ＶＲＥ：耐万古霉素肠球菌；ＣＲＥ：对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ＫＰＣ：指产ＫＰＣ酶的肺炎克雷
伯菌

３．ＨＡＰ／ＶＡＰ常出现ＸＤＲ或ＰＤＲ菌感染，应以

早期、足量、联合为原则使用抗菌药物，并应根据具体

万方数据

的最低抑菌浓度（ｍｉｎｉｍｕｍ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ＭＩｃ）值及ＰＫ／ＰＤ理论，推算出不同患者的具体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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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剂量、给药方式及给药次数等，以优化抗菌治疗

多黏菌素Ｅ）应现用现配¨９７１。疗程为１４ ｄ或至脱

效能‘１８５。１８６｜。

机。对于机械通气患者，应使用合适的雾化装置，根

ＨＡＰ／ＶＡＰ常见耐药菌抗感染治疗方案的推荐

据患者的病理生理特点设置适当的吸氧浓度和通气
模式‘１９１’２０１１。

意见见表１０。

（三）抗感染治疗的疗效判断和疗程

吸人治疗的局部不良反应主要为诱发气道痉

ＨＡＰ／ＶＡＰ抗感染疗程一般为７ ｄ或以上。

挛，可表现为咳嗽、喘息和呼吸困难。雾化过程中需

１．初步疗效判断：经验性治疗４８～７２ ｈ应进行

监测呼吸道症状和氧饱和度。如发生气道痉挛，轻

疗效评估。疗效判断需结合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

度可停止雾化，并给予支气管舒张剂，缓解后再进行

征、影像学改变、感染标志物等实验室检查综合判

雾化；如持续或严重，应停用该药物吸入治疗。雾化

断。如获得明确的病原学结果后，应尽早转为目标

氨基糖苷类和多黏菌素者应监测肾功能，有条件时

治疗或降阶梯治疗（由联合治疗转为单药治疗，或

可监测血药浓度。如为机械通气患者，尚需监测：

由广谱抗菌药物转为窄谱抗菌药物）¨８７删１（Ⅲｃ）。

（１）气道峰压，如升高，可能是滤器堵塞或气道痉挛

如治疗无效且病原学不明，需进一步进行病原学检

所致；（２）患者精神状态，低剂量镇静剂可减轻人机

查，并重新评估病原学，调整治疗药物。

对抗，在雾化结束后应及时停药。

２．抗感染治疗的疗程：需结合患者感染的严重

（五）辅助支持治疗

程度、致病菌种类和耐药性及临床疗效等因素决定。

ＨＡＰ／ＶＡＰ患者除经验性和目标性抗感染治疗

如果初始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恰当，单一致病菌感染，

外，气道分泌物引流、合理氧疗、机械通气、液体管

对治疗的临床反应好，无肺气肿、囊性纤维化、空洞、

理、血糖控制、营养支持等综合治疗措施也同等重

坏死性肺炎和肺脓肿且免疫功能正常者，疗程为７

要，尤其对重症感染患者往往可决定其预后，合理应

。８

ｄ［８］。对于初始抗感染治疗无效、病情危重、

用可使患者获益。
１．呼吸支持技术：（１）引流气道分泌物：及时有

ＸＤＲ或ＰＤＲ菌感染、肺脓肿或坏死性肺炎者，应酌
情延长疗程。

效地引流气道分泌物、维持呼吸道通畅是ＨＡＰ／ＶＡＰ

症状和体征、影像学和实验室检查（特别是ＰＣＴ）等

抗感染治疗的首要措施，尤其是合并肺脓肿、脓胸或
呼吸道廓清能力差的重症患者；卧床患者应定时翻

结果决定停药时机（ⅢＢ）。

身拍背，积极体位引流，防止误吸并进行积极的呼吸

３．抗菌药物治疗的停药指征：根据患者的临床

（四）吸人性抗菌药物的治疗

功能锻炼‘２０２１；对于呼吸道廓清能力差、不能充分排

在同时符合以下情况时，可尝试在全身抗菌治

痰的患者，可选用排痰机震动排痰、直接经鼻（口）

疗的基础上联合吸人性抗菌药物治疗：（１）ＨＡＰ／

或经人工气道给予刺激咳嗽及吸痰，必要时经支气

ＶＡＰ是由ＭＤＲ肺炎克雷伯菌、铜绿假单胞菌、鲍曼

管镜吸痰；无创机械通气患者分泌物较多时，尽早采

不动杆菌等所致；（２）单纯全身用药肺炎部位药物

用经支气管镜吸痰，有可能降低气管插管率Ⅲ３｜。

分布不足，疗效不佳；（３）选择的拟吸人的抗菌药物

（２）合理氧疗：对低氧血症及重症ＨＡＰ患者应及时

对致病菌敏感ｐ，１９０。１９１１（Ｉ Ｃ）。可用于吸人的抗菌药

进行氧疗，保持动脉血氧饱和度（ＳａＯ：）＞９０％，下

物主要为氨基糖苷类（包括妥布霉素和阿米卡星）

列情况需持续吸氧：呼吸频率＞２４次／ｍｉｎ、ＰａＯ：＜

和多黏菌素‘７，１帅’１９３］。

６０

ｍｍＨｇ、休克或存在严重代谢性酸中毒和组织缺

评价吸人性抗菌药物的临床研究大多存在样本

氧等；Ｉ型呼吸衰竭可给予较高浓度吸氧，吸人氧浓

量小、观察人群和用药方案差异大等缺陷，静脉联合

度（ＦｉＯ：）≥３５％，使Ｐａ０２提升到６０ ｍｍＨｇ以上或

吸入治疗改善临床转归的临床证据主要集中于多黏

指脉氧饱和度（ＳｐＯ：）达９０％以上。Ⅱ型呼吸衰竭

菌素，因此，吸人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有待进一

应常规给予低浓度（ＦｉＯ：＜３５％）持续吸氧，维持

步观察‘１４７。４¨％１９５】。

Ｐａ０２ ｉ＞６０

吸人ｌ生抗菌药物的最佳方案尚无定论。多黏菌

ｍｍＨｇ或Ｓｐ０２ Ｉ＞９０％，并避免ＰａＣ０２显著

素Ｅ推荐３０—６０ ｍｇ基质（相当于１００～２００万Ｉｕ），

升高，若ＰａＣＯ：显著升高或ＰａＯ：不能改善时应考
虑其他氧疗方式。氧疗有多种方法，包括传统氧疗

溶于２～４ ｒｎｌ生理盐水中，１ ７欠／８～１２ ｈ［１９６。１９７］。阿米

（经鼻导管和面罩吸氧）和经鼻高流量氧疗（ｈｉｇｈ—

卡星推荐４００

ｍｇ，２

７欠／ｄ或２５

ｍｇ／ｋｇ，１础ｄ［１９８枷１；

妥布霉素推荐３００ ｍｇ，１次／１２ ｈ【ｊ７引。药物（尤其是

万方数据

ｆｌｏｗ ｎａｓ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ＨＦＮＯ）。对于重症ＨＡＰ患者，

ＨＦＮＯ因吸人气体流量高，湿化好，并且可产生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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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呼气末正压（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ｎｄ．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ＥＥＰ），已逐渐成为重要的氧疗手段，同时作为患者

荐常规使用抑酸剂预防应激性溃疡，如果患者存在

脱机拔管后的序贯治疗方式，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和

胃黏膜保护剂（如硫糖铝）和抑酸剂，首选质子泵抑

安全性［２０４础Ｊ。（３）机械通气：对于呼吸频率异常

制剂，也可选用Ｈ：．受体拮抗剂心ｍｊ，但应用抑酸剂

（如＞３０次／ｍｉｎ或＜１２次．／ｍｉｎ）、自主呼吸减弱或

可能增加患者ＨＡＰ／ＶＡＰ的发病率。２１１ Ｊ。（４）持续

消失、呼吸节律严重异常伴有意识障碍、动用辅助呼

肾脏替代治疗（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吸肌或胸腹矛盾运动的ＨＡＰ患者，在应用ＨＦＮＯ后

ＣＲＲＴ）：ＨＡＰ／ＶＡＰ患者使用ＣＲＲＴ的时机、操作模

仍不能纠正低氧血症时，应及时考虑机械通气嘲７｜。

式、设定参数及对患者预后的影响等尚缺乏统一认

机械通气包括无创机械通气和有创机械通气，无创

识。建议ＨＡＰ／ＶＡＰ患者合并感染性休克、急性肾

机械通气主要通过口鼻面罩或鼻罩辅助通气，适用

功能障碍时考虑进行ＣＲＲＴ，有助于清除机体代谢

于神志清楚、生命体征和血流动力学相对稳定且痰

产物、液体容量管理、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

液较少或可清醒咳痰的患者，通常采用压力支持通

营养支持和清除部分炎症介质’２１２ Ｊ。

应激性溃疡和消化道出血的危险因素，则需要使用

ｒｅｎａｌ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ＰＳＶ）及双水平气道

３．非抗菌药物治疗：（１）糖皮质激素：ＨＡＰ／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ｉＰＡＰ）等

ＶＡＰ患者糖皮质激素的使用时机、种类、剂量及疗

模式，通气治疗效果可通过观察症状和体征变化、人

程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可借鉴我国２０１６年版ＣＡＰ

机是否同步、血气分析等监测指标判断。适当应用

指南，建议糖皮质激素只适用于合并血流动力学不

无创机械通气可减少气管插管及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稳定的重症ＨＡＰ／ＶＡＰ患者。（２）营养支持：ＨＡＰ／

率，缩短在ＩＣＵ中停留的时间悼０８ｊ。当患者出现明

ＶＡＰ合并脓毒症或感染性休克的患者，应尽早启动

显意识异常、痰液引流不畅、血流动力学异常、血气

肠内营养；如果肠内营养支持７～１０ ｄ，摄入的能量

分析提示呼吸衰竭等临床表现时，应及时更换为有

与蛋白仍不足目标的６０％，无论患者是否存在营养

创机械通气。有创机械通气主要通过气管插管（经

不良的风险，均应给予肠外营养补充。对于无条件

口或经鼻）或气管切开进行通气，适用于ＨＡＰ合并

进行早期肠内营养（病程７ ｄ内）的患者，如果没有

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正压通气（ｂｉｌｅｖｅｌ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ｉｒｗａｙ

严重呼吸衰竭和（或）有生命体征异常且具有以下

营养不良的风险，营养风险筛查２００２（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情况者：①不适宜采用无创机械通气，且严重低氧血

ｒｉｓｋ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症和（或）二氧化碳潴留危及生命时（ＰａＯ，／ＦｉＯ：＜

者营养风险（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ｍｍＨｇ）；②气道分泌物清除障碍、误吸危险性高
（如球麻痹或腹胀、呕吐）、意识障碍；③血流动力学

评分≤５分，在发病７ ｄ后开始进行肠外营养支持；

不稳定、多器官功能衰竭；④正确使用无创机械通气

早开始肠外营养支持汪１３之１４ Ｊ。（３）免疫治疗：由于缺

仍未达到预期效果或病情恶化者。对于具有明确有

乏临床循证医学证据，ＨＡＰ／ＶＡＰ患者的免疫治疗尚

创机械通气指征的患者，除非患者拒绝气管插管或

有争议。重症ＨＡＰ／ＶＡＰ患者在抗感染治疗的基础

气管切开，否则不宜应用无创机械通气替代有创机

上，酌情应用免疫球蛋白（０．５～１．０

械通气治疗。（４）体外膜肺氧合（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ｄ。１），可能有助于控制炎症反应。免疫调节剂胸腺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肽仪ｌ对治疗脓毒症、改善免疫麻痹状态可能有一

１５０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ＥＣＭＯ）：如果充分给予常规

机械通气仍不能有效改善病情、纠正低氧血症时，应
尽早考虑使用ＥＣＭＯ［２０９ Ｊ。

２００２，ＮＲＳ－２００２）≤３分，或危重病患
ｒｉｓｋ ｉｎ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ｌｌ，ＮＵＴＲＩＣ）

如存在营养不良风险或严重营养不良的患者，应尽

ｇ·ｋｇ一·

定作用‘２１ ５Ｉ。

八、预防

２．器官功能支持治疗：（１）血流动力学监测及

预防ＨＡＰ／ＶＡＰ的总体策略是尽可能减少和控

液体管理：重症ＨＡＰ／ＶＡＰ患者早期可能因为发热、

制各种危险因素。所有医护工作均需遵循医疗卫生

进食少、炎症反应等原因导致有效循环血量不足，也

机构消毒、灭菌和医院感染控制相关的基本要求和

可能合并感染性休克，应适时动态评估血流动力学

原则，加强员工感染控制的意识教育，提高手卫生的

状态，及时进行液体复苏，必要时给予血管活性药物

依从性，保障医疗器具消毒灭菌，严格无菌操作，落

以维持平均动脉压＞６５ ｍｍＨｇ；在液体复苏阶段，当

实目标性监测，合理应用抗菌药物等。

需要输注大量晶体液时，可酌情输注白蛋白。（２）
控制血糖：参照规范的血糖管理方案，血糖控制的目

１．预防误吸：采用半卧位（床头抬高３００一

标是≤１０ ｍｍｏｌ／Ｌ。（３）预防应激性溃疡：一般不推

４５。），床头过高时患者舒适性下降并且发生压疮风

万方数据

（一）ＨＡＰ的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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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机械通气的患者尽可能给予肠内营养口，ｚ”ｏ

险增加，故一般认为Ｉ＞３０。即可。合理喂食。
２．减少上呼吸道和（或）消化道病原菌定

（ⅡＢ），早期肠内营养可促进肠道蠕动、刺激胃肠激

植心１６圳７Ｉ：采用氯己定（洗必泰）进行口腔护理，氯己

素分泌、改善肠道血流灌注，有助于维持肠黏膜结构

定擦浴，选择性口咽部去污染（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和屏障功能的完整性，减少致病菌定植和细菌移位，

ｏｒ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ｄｅ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ＯＤ），应用益生菌等。

优于肠外营养。经鼻肠营养与经鼻胃内营养相比，

３．积极治疗基础疾病：加强危重症患者的营养

前者可降低ＶＡＰ的发病率，特别是对于存在误吸高

支持治疗，及时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失衡、低蛋白及

风险的患者，但两者的病死率无差异旧川。间断喂

高血糖等罹患感染的危险因素，加强心、肺疾病的治

养和小残留量喂养可减少胃食管反流，降低肺炎的

疗和康复，采用呼吸训练、体位引流、手法技术或机

发生风险及其病死率，胃造口术也可降低ＶＡＰ的

械装置等气道廓清技术（ａｉｒｗａｙ

发生率。对于接受肠内营养的无症状患者，不推荐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ＣＴ）［２１８］。关注围手术期（特别是接受胸部及上腹

常规监测胃残余量旧１７＇２２刊（ⅡＡ）。

部手术）患者的气道管理，加强呼吸道湿化并保持

２．减少定植：推荐机械通气患者常规进行口腔

通畅。鼓励患者手术后早期下床活动，少用镇

卫生护理旧１７ ｏ（１１ Ａ），包括使用生理盐水、氯己定或

静剂‘２１ ９｜。

聚维酮碘含漱液冲洗、用牙刷刷洗牙齿和舌面等，

４．加强患者管理：对于器官移植、粒细胞减少

１次／６～８ ｈ；有证据提示，应用０．１２％的氯己定溶

症等严重免疫功能抑制患者，应进行保护性隔离；对

液１５ ｍｌ，２次／ｄ进行口腔护理至拔管后２４ ｈ，可降

有耐药菌（如ＭＲＳＡ、ＣＲＡＢ、ＣＲＰＡ及ＣＲＥ等）感染

低ＶＡＰ的发生率（１０％一３０％）。

或定植者，应采取接触隔离措施¨４１Ｉ。

ＳＯＤ指在口咽部使用非吸收性抗菌药物，选择

（二）ＶＡＰ的预防

性消化道去污染（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ＶＡＰ存在特定的危险因素和发病机制，除上述

ｄｅ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Ｄ）指在口咽部使用并口服非吸

共同的预防措施外，还需要采取以下针对性的预防

收性抗菌药物，联合或不联合肠道外抗菌药物，清除

措施。

患者口咽部及消化道可能引起继发感染的潜在病原

ｄｉｇｅｓｔｉｖｅ

ｔｒａｃｔ

１．预防误吸：除非有禁忌证，推荐接受有创机

菌。研究结果提示心２ ８｜，ＳＯＤ［２２９ ３或ＳＤＤ可降低

械通气的患者床头抬高３０。一４５。［３１２１７１２２０１（ⅡＡ），并

ＨＡＰ／ＶＡＰ的发生率及呼吸道耐药菌的定植率，但对

协助患者翻身拍背及震动排痰。

缩短机械通气时间、减少住ＩＣＵ时间和病死率证据

在气管导管的气囊上方堆积的分泌物是建立人

不足。ＳＤＤ可能会增加耐药菌感染的风险，包括艰

工气道患者误吸物的主要来源，应用装有声门下分

难梭菌感染，但缺乏长期风险的研究。对机械通气的

泌物吸引管的气管导管，可降低ＶＡＰ的发生率并缩

患者应权衡利弊，谨慎使用ＳＯＤ或ＳＤＤＬ３，２１７１（１ＩＢ）。

短住ＩＣＵ的时间１２２１－２２４］，因此，推荐在预测有创通气

镀银气管导管可降低ＶＡＰ的发病率，但对机械

时间超过４８ ｈ或７２ ｈ的患者使用”’２１７１（Ｉ Ａ）。气

通气时问、ＩＣＵ住院时间及病死率无影响嵋３０ Ｊ，目前

管导管气囊的充盈压应保持不低于２５

不常规推荐镀银气管导管旧１７１（ⅡＢ）。

ｃｍＨ：０

ｋＰａ）‘批２１７’２２５１（Ｉ Ａ）。在气囊放

口服益生菌可降低ＶＡＰ的发生率拉”１，但并不

气或拔出气管插管前尽可能清除气囊上方及口腔内

降低患者的病死率，对存在免疫缺陷或增加菌群移

的分泌物。

位风险的胃肠道疾病等患者，应避免使用益生菌。总

（１

ｃｍＨ，０＝０．０９８

呼吸机管道中常有冷凝液形成，细菌易在此生

体上不推荐常规给予益生菌预防ＶＡＰ旧’２１７］（ⅡＢ）。

长繁殖，既要避免含菌冷凝液直接流人下呼吸道而

预防应激性溃疡是ＩＣＵ机械通气患者重要的

引起ＶＡＰ，也要避免其反流到湿化罐，使湿化的含

治疗手段之一，临床主要应用的药物有胃黏膜保护

菌气溶胶吸至下呼吸道，冷凝液收集瓶应始终处于

剂（如硫糖铝）、抑酸剂（如Ｈ：一受体阻断剂）和质子

管道最低位置，保持直立并及时清理。湿化罐、雾化

泵抑制剂。胃黏膜保护剂对胃液ｐＨ值的影响不

器液体应使用灭菌水，每２４ ｈ倾倒更换。呼吸机外

大，有利于抑制胃内细菌的生长，与抑酸剂相比较可

部管道及配件应一人一用一消毒或灭菌，长期使用

以降低ＶＡＰ的风险，但预防消化道出血的作用较

机械通气的患者，一般推荐每周更换一次呼吸机管

弱。目前认为使用抑酸剂预防应激性溃疡可能增加

道，但在有肉眼可见到污渍或有故障时应及时更

胃肠道和气道内细菌的定植，但对ＶＡＰ的病死率没

换跚１（ⅡＡ）。

有影响，在应用时应注意掌握指征旧３２１（ⅡＢ）。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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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减少使用有创通气：建立人工气道并应用机

无创呼吸支持治疗技术；（２）每天评估有创机械通

械通气是发生ＶＡＰ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气管插管使
肺炎风险增加６～２１倍旧３３ Ｊ，特别是重复插管或插

气及气管插管的必要性，尽早脱机或拔管；（３）对机

管时间较长、频繁更换呼吸机管道可进一步增加

静者应定期唤醒并行自主呼吸训练，每天评估镇静

ＶＡＰ的风险心１６’２３４彩５Ｉ。尽可能减少有创通气和缩短

药使用的必要性，尽早停用；（４）给预期机械通气时

有创通气时间旧川对预防ＶＡＰ至关重要（Ｉ Ａ）。

间超过４８或７２ ｈ的患者使用带有声门下分泌物吸

械通气患者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深度镇静，确需镇

严格掌握气管插管或切开的适应证，对需要呼

引的气管导管；（５）气管导管气囊的充盈压应保持

吸机辅助呼吸的患者应优先考虑无创通气；慢阻肺

不低于２５ ｃｍＨ。０；（６）无禁忌证患者应抬高床头

或充血性心力衰竭患者合并高碳酸血症或低氧血症

３０。～４５０；（７）加强口腔护理，推荐采用氯己定漱口

时，应尽早合理应用无创正压通气，可减少气管插

液；（８）加强呼吸机内外管道的清洁消毒，推荐每周

管心３６‘２３ ７｜，进而减少ＶＡＰ的发生率（Ｉ Ａ）；经鼻

更换１次呼吸机管道，但在有肉眼可见污渍或有故

ＨＦＮＯ可用于各种病因导致的Ｉ型呼吸衰竭心３８。２３引

障时应及时更换；（９）在进行与气道相关的操作时

及部分轻度Ⅱ型呼吸衰竭患者，减少气管插管和再

应严格遵守无菌技术操作规程；（１０）鼓励并协助机

插管率【２刮（Ｉ Ａ）。应用上述呼吸支持治疗时均需

械通气患者早期活动，尽早开展康复训练。

注意避免延误插管时机而加重病情。

在落实上述核心措施的基础上，各ＩＣＵ可根据

有创通气时尽可能减少镇静剂的使用，使用期

自身收治患者的特点及客观条件，选择性采用下列

间应每１３评估其使用的必要性，并尽早停用（Ｉ Ａ），

防控措施并注意积累循证医学和预防经济学依据，

应特别注意避免使用苯二氮革类镇静剂‘２４１｜。符合

如对气管插管患者早期气管切开、预防应激性溃疡、

条件者应每日唤醒并实施自主呼吸试验，评估是否

ＳＯＤ／ＳＤＤ、预防性使用益生菌、选用特殊材质的气

具备脱机、拔管的条件，以缩短机械通气时间，降低

管导管（如表面涂有抗菌药物、涂银或超薄聚氨酯

ＶＡＰ的风险Ⅲ纠（Ｉ Ａ）。

４．组合干预措施：目前研究认为下列核心干预

气管导管套囊）等。封闭式气管内吸痰对ＶＡＰ的发
病率或患者的其他结局无影响。２１７ ｏ，但对经气溶胶

措施可以明显减少接受机械通气患者的平均通气时

或空气传播的呼吸道传染的院内感染防控具有一定

间和住院天数，降低ＶＡＰ的发病率、病死率和（或）

的意义。

费用心１７。４３氆２１（Ｉ Ａ）。主要措施为：（１）尽可能选用

附件：本指南对ＨＡＰ／ＶＡＰ其他相关问题的认识与建议
一、医疗护理相关性肺炎

例普遍低于美国报道的水平心５６。２６１ Ｊ。最近的荟萃分

２００５年，美国ＩＤＳＡ／ＡＴＳ首次提出了医疗护理

析结果表明，利用ＨＣＡＰ定义筛选耐药菌感染的敏

相关性肺炎（ｈｅａｈ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感性和特异性并未达到可以Ｉ临床应用的阈值‘２５５ｊ。

ＨＣＡＰ）的概念旧Ｊ，其目的在于从社区发病的肺炎中

事实上，除了ＨＣＡＰ定义所提及的危险因素外，至少

及时识别耐药菌感染，并通过经验性广谱抗菌药物

还有其他１０余种可能增加肺炎患者耐药菌感染风

治疗改善此类耐药菌感染患者的预后，这一概念的

险的危险因素，在特定受试人群中，将这些危险因素

Ｉ临床应用价值早期曾得到美国大型临床研究数据的

中的某几种联合起来筛选耐药菌感染，其效果往往

支持心５３ｊ。但随着相关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开

优于ＨＣＡＰ的定义旧“１。（２）２００５年版美国ＨＡＰ／

展，对ＨＣＡＰ这一概念的争议也越来越大。２０１ １年

ＶＡＰ指南推荐的经验性广谱抗感染治疗方案，并不

欧洲下呼吸道感染诊治指南提出，现有的循证医学

能有效改善ＨＣＡＰ患者的预后。虽然早期的研究结

证据不支持在欧洲采用ＨＣＡＰ这一概念拉５４１。

果曾提示ＨＣＡＰ较高的病死率可能与初始治疗未能

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１）不同

覆盖耐药菌有关心６３埘Ｊ，但近年来的多数研究结果

ＨＣＡＰ的病原学研究结果差异较大，多数研究结果

表明，ＨＣＡＰ的高病死率主要与高龄、合并症、严重

显示，ＨＣＡＰ的概念并不能准确鉴别ＭＤＲ菌感

基础疾病和脏器功能低下等因素有关，而与耐药菌

染心”］。欧洲和亚洲地区ＨＣＡＰ中耐药菌感染的比

感染并无必然联系，按照２００５年版美国ＨＡＰ／Ｖ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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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建议的广谱抗菌药物治疗方案对ＨＣＡＰ进行治

遏制细菌耐药性的发展，也会增加抗菌药物相关不

疗，并不能缩短ＨＣＡＰ患者的住院时间和临床

良反应的发生率。所以，本指南建议，在我国临床工

稳定时间旧川。２０１６年版美国ＨＡＰ／ＶＡＰ指南修订

作中不采用ＶＡＴ这一诊断，也不主张对ＶＡＴ进行

时，全体制定者一致同意不再采用ＨＣＡＰ这一

抗感染治疗（ⅡＢ）。

概念＂Ｊ。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其他临床征象高度疑似

因我国医疗机构的设置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

ＶＡＰ、病情进行性加重，但因各种原因（如无条件或

即使在ＨＣＡＰ概念最流行的时期，我国也并没有跟

病情不允许进行胸部ＣＴ检查，床旁ｘ线胸片又无

风采用这一概念。本指南建议，在我国不采用

法排除肺炎）导致缺乏影像学依据而无法确诊ＶＡＰ

ＨＣＡＰ这一概念，在肺炎患者的诊治中，应重视致病

的危重患者，可以在严密监控下审慎地进行经验性

菌的区域性耐药性特点，强化对所有耐药菌感染危

抗感染治疗，而不必刻意区分是ＶＡＴ还是已经发展

险因素的全面分析，而无需刻意区分患者是否属于

到ＶＡＰ。

ＨＣＡＰ¨ｊ（ＩＡ）。

三、早发ＨＡＰ／ＶＡＰ与迟发ＨＡＰ／ＶＡＰ

二、呼吸机相关性气管支气管炎

早期的研究结果显示，住院患者的气道定植菌

通常认为呼吸机相关性气管支气管炎

在住院３～４ ｄ后会逐渐由社区获得型转变为医院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ｔｒａｃｈｅ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ｔｉｓ，ＶＡＴ）是病原

获得型Ｌ２引Ｊ，与这种变化相对应，曾认为ＨＡＰ／ＶＡＰ

微生物在下呼吸道从定植发展到引起ＶＡＰ的中间

的致病菌类型及其抗菌药物耐药情况也会因肺炎发

环节之一旧“２６９｜。目前对于ＶＡＴ是否是一种独立的

生时的住院时间不同而有所区别旧ｏ。传统上，通常

疾病还存在争议，也无统一的诊断标准，ＶＡＴ与微

以住院时间４ ｄ为界限，将住院４ ｄ以内（≤４ ｄ）发

生物定植、ＶＡＰ之间的准确界限仍有待于进一步明

生的ＨＡＰ／ＶＡＰ称为早发（ｅａｒｌｙ．ｏｎｓｅｔ）ＨＡＰ／ＶＡＰ，而

确。理论上，与ＶＡＰ相比，ＶＡＴ无肺部浸润影，通常

住院５ ｄ以后（≥５ ｄ）发生的ＨＡＰ／ＶＡＰ称为迟发

较少引起氧合水平的下降，远端气道标本（ＰＳＢ或

（１ａｔｅ—ｏｎｓｅｔ）ＨＡＰ／ＶＡＰｌ２Ｊ。既往认为，在早发ＨＡＰ／

ＢＡＬ）定量培养的细菌浓度也低于ＶＡＰ［２㈣６８’２７

ＶＡＰ中，如果患者没有ＭＤＲ菌感染的其他危险因

０｜。

ＶＡＴ的致病菌、发病率及其进展为ＶＡＰ的比例

素，其致病菌构成与社区获得性肺炎较为相似，而迟

在不同研究、不同医疗机构以及同一医疗机构的不

发ＨＡＰ／ＶＡＰ则主要由铜绿假单胞菌、不动杆菌属、

同医疗单元之间存在一定差别‘２㈣６８’２７０。２７ ５。。罹患

ＭＤＲ肠杆菌科细菌或ＭＲＳＡ等耐药菌引起旧Ｊ。但

ＶＡＴ的不利影响包括延长机械通气时间‘２６８＇２７２。２７７］、

近年来国内外相继有大样本的临床研究结果发现，

延长ＩＣＵ住院时间［２６８，２７２－２７７］和总住院时间心７２加３｜，但

早发与迟发ＨＡＰ／ＶＡＰ的致病菌构成情况和核心致

对病死率似乎并无显著影响［２眠２７１’２７３。。近期的多项

病菌的分离率非常近似‘ｔｓ，２８２ ３，ＭＤＲ菌感染在早发

相关研究和荟萃分析结果显示，ＶＡＴ不是增加机械

ＨＡＰ／ＶＡＰ中并不少见‘１２１，２８３－２８４］。

通气患者病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口７３ Ｊ，对机械通气

２００５年版美国ＨＡＰ／ＶＡＰ指南曾经将肺炎发生

患者的归因病死率也没有显著影响口…。ＶＡＴ是否

时的住院时间列为患者分组和确定经验性抗感染治

需要抗感染治疗仍然存在争议心６６１２７３。７８Ｉ。研究结果

疗方案的重要标准之一忙Ｊ，但新的临床研究证据提

表明，恰当的全身抗感染治疗可以降低ＶＡＴ进展为

示，不恰当地强调住院时间长短对ＨＡＰ／ＶＡＰ病原

ＶＡＰ的比例心眠２７０‘２７ ３｜，但并不能降低ＶＡＴ的病死

学的影响，可能会对临床工作产生不利影响。一方

率心眠２７ ３｜。有关吸人性抗菌药物治疗ＶＡＴ的临床

面，由于低估了所谓早发ＨＡＰ／ＶＡＰ中耐药菌感染

研究数量少、质量差，依据现有的研究数据尚难以对

风险，可能由于治疗不充分而导致此类患者初始经

其临床价值做出准确评价旧９。２８０］。

验性抗感染治疗失败的风险增加；另一方面，对于迟

２０１６版美国ＨＡＰ／ＶＡＰ指南建议对ＶＡＴ不必

发ＨＡＰ／ＶＡＰ，如果仅仅强调发病时间的影响而忽视

进行抗感染治疗。７ｊ，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临床上诊

对其他真正耐药菌感染危险因素的具体分析，也可

断ＶＡＴ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本指南认为，在目前

能导致不必要的过度治疗旧５０Ｊ。目前，国内外一致

既无统一的严谨可行的ＶＡＴ诊断标准、也缺乏抗菌

认为，发生ＨＡＰ／ＶＡＰ前９０天内经静脉注射使用过

药物治疗ＶＡＴ能够有效改善机械通气患者预后的

抗菌药物是导致耐药菌感染最重要的危险因素，而

高质量临床证据之前，将ＶＡＴ认定为一种独立疾病

发病时已住院时间的长短对耐药菌感染风险的影响

可能会进一步增加ＩＣＵ中抗菌药物的使用，不利于

相对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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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１９９９年发布的“医院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
疗指南（草案）”，由于缺乏自己的ＨＡＰ／ＶＡＰ调查数

ＨＡＰ／ＶＡＰ时，如病情允许建议尽量安排胸部ＣＴ检
查替代普通ｘ线胸片（ⅢＣ）。

据，参考当时国外的研究结果将发病时间早晚列为

由于免疫功能抑制患者继发肺炎时的致病原构

ＨＡＰ病情评价的标准之一…，但后来我们自己的流

成比免疫功能正常者更为复杂口８５伽ｊ，所以应特别

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早发与迟发ＨＡＰ／ＶＡＰ中各

重视尽早建立正确的病原学诊断心８５。２８

种致病菌的分离率总体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别¨８｜。

（ⅡＢ）。常规的呼吸道标本涂片革兰染色镜检和普

基于上述原因，本指南建议，在制定ＨＡＰ／ＶＡＰ的经

通细菌培养，往往不能满足此类肺炎病原学诊断的

验性治疗方案时，应重视对各种耐药菌感染危险因

需要，在此基础上，还应根据患者免疫功能缺陷的类

素的具体分析，避免单纯根据肺炎发生时已住院时

型和肺部影像学特点进一步安排针对真菌、病毒、诺

间的长短来确定治疗方案（ⅡＢ）。

卡菌、军团菌、结核分枝杆菌及非结核分枝杆菌等的

８１２眠２９２］

四、免疫功能抑制宿主罹患ＨＡＰ／ＶＡＰ

病原学检查心８６’２帅’２９２］，必要时可经支气管镜进行肺

免疫功能抑制患者罹患ＨＡＰ／ＶＡＰ与非免疫功

泡灌洗或组织活检旧５｜，或进行经皮肺穿刺活

能抑制患者有较大差别，其致病原构成、临床及影像

检旧９６ Ｊ，以帮助明确诊断。由于免疫功能抑制继发

学表现、预后转归除了与住院时间、ＩＣＵ住院情况、

感染对快速明确致病原有更高的要求，而且部分机

机械通气情况、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等因素有关外，还

会性致病原分离培养困难，因此，呼吸道标本涂片的

受到免疫缺陷的类型、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的

各种特殊染色检查、致病原快速抗原检测以及核酸

影响汹。２８８ ３。

检测具有更为重要的诊断价值心８６’２９２’２９７珈２１（ⅡＢ）。

按照免疫机制受损环节区分，免疫功能抑制可

血清特异性抗体检测无法进行早期诊断，而且在免

分为粒细胞减少或功能障碍、体液免疫缺陷和细胞

疫功能抑制患者中假阴性比较多见，对免疫功能抑

免疫缺陷三种类型旧８６ Ｊ，某些患者可能同时存在联

制患者感染的病原学诊断价值有限心９８’３叫（ⅢＣ）。

合免疫抑制旧８６ Ｊ。严重的粒细胞减少或功能障碍、

免疫功能抑制宿主罹患ＨＡＰ／ＶＡＰ时的初始经

严重的细胞免疫缺陷或联合免疫缺陷患者继发

验性抗感染治疗应建立在对肺炎严重程度和免疫功

ＨＡＰ／ＶＡＰ时，致病原除ＨＡＰ／ＶＡＰ常见致病菌外，

能缺陷严重程度准确评价的基础之上。既要避免对

真菌（曲霉、肺孢子菌、隐球菌、接合菌等）、病毒（巨

重症感染和（或）严重免疫功能缺陷的不良预后估

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军
团菌、诺卡菌等机会性感染较为常见心８５’２９１Ｉ，临床上

计不足导致治疗不充分或延误治疗，又要避免不加

往往具有以下特点心８５‘２８ ８。：起病隐匿但进展迅速，预
后差，病死率高；呼吸困难和呼吸衰竭出现早、发生

率高；肺内多发病变、弥漫性病变多见；肺外突破性
感染发生率高。单纯体液免疫缺陷患者中金黄色葡
萄球菌、肺炎克雷伯菌、流感嗜血杆菌和铜绿假单胞
菌等引起的化脓性感染较为常见，临床上具有反复

发作的特点。在细胞免疫缺陷患者中，由结核分枝
杆菌、非结核分枝杆菌、诺卡菌、曲霉或隐球菌导致
的肺部感染往往呈亚急性或慢性病程，可表现为肺

内单个或多个局限性病灶，但此类情况多见于院外
感染，在ＨＡＰ／ＶＡＰ中相对少见。

由于基础疾病及各种治疗措施的干扰，免疫抑
制宿主发生肺炎时临床诊断较为困难，常常需要与
多种非感染性肺部浸润相鉴别‘２９０，２９２｜。胸部ＣＴ检
查除可以发现ｘ线胸片不能发现的隐匿病变外，还

能更加细致地显示肺部病变的影像学特点，为分析

区分地进行“全覆盖式”的过度治疗。在分析推测
可能的致病原、选择抗感染药物进行经验性治疗时，
除了常规考虑肺炎发生时所在医疗单元ＨＡＰ／ＶＡＰ
致病菌流行病学特点、耐药菌感染风险等因素外，还

应兼顾免疫功能缺陷的类型、严重程度、持续时间以
及肺部病变的影像学特点心８５锄’２眠２９２’２圳。治疗前应
积极进行病原学检查，治疗过程中及时进行疗效评
估，适时根据病原学检查结果对初始治疗方案进行
调整。
重建免疫机制是治疗继发于免疫功能抑制的
ＨＡＰ／ＶＡＰ的重要措施，必须给予足够重

视心８６’２毗２９２］，具体措施包括促进粒细胞数量恢复、停
止或减少使用导致免疫功能抑制的药物、补充外源
性免疫活性物质、改善或控制导致免疫功能缺陷的
基础疾病等（ⅢＣ）。
编写组成员：

推测致病原提供线索，也可用于指导侵人性检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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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４］。因此，在怀疑免疫抑制宿主罹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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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ａｐｙ血ｅｒ ｅｘｔｕｂａＬ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Ｊ］． Ａｍ Ｊ Ｒｅｓｐｉｒ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ｆｏｎ，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ＩｎｆｅｃＩ，２０１６，２２（４）：３５９－３６４．ＤＯＩ：ＪＯ．１０１６／ｊ．ｃｍｉ．２０１５．１２．

Ｃ—ｌ Ｃａｒｅ

２０１４０２—０３６４０Ｃ．

Ｍｅｄ，２０１４，１９０（３）：２８２－２８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６４／ｒｃｃｍ．
Ｂ，Ｐｅｔｉｔ Ｐ，ｅｔ ａ１．Ｈｉｇｈ—ｎｏｗ ｎａｓ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

［２０６］ｓｔ６ｐｈａｎ Ｆ，ＢａｍＩｃａｎｄ
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Ｖｓ

ａｉｒｗａｙ

ｉ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ｈｙｐｏｘｅｍ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用专家共识［Ｊ］．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６，９６（３４）：２６９６—

ａｆｌｅｒ ｃａｒｄｉｏ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２７０８．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ｉ．ｉｓｓｎ．０３７６－２４９１．２０１６．３４．００３．

ＪＡＭＡ，２０１５，３１３（２３）：２３３ｌ－２３３９．ＤＯＩ：ｌＯ．１００１／ｊａｍａ．

ＫｏＵｅｆ ＭＨ，Ｒｉｃａｒｄ ＪＤ，Ｒｏｕｘ
ｔｈｅ Ａｍｉｋａｃｉｎ

ＩＡｓＩＳ

Ｄ，ｅｔ ａ１．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Ｉｎｈａ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ｓｆｏｍｙｃｉｎ

ｏｆ

Ｔｈｅｒ８ｐｙ

Ｇｍｍ—ＮｅｇａＩ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ｅｎ“ｌａｔｏ卜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ｄｊｕｎｃＩｉｖｅ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ａｎ

ｖｅｒｓｕ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２０１６，６（１）：３５．

ｒｅｖｊｅｗ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Ｊ。．Ｎ

ｉｎｔｍｖｅｎｏｕｓ ｐｏｌｙｍｙｘｉｎ ａｌ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Ｊ］．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ｊｓ

Ｉｎｔ

ｐｍ印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Ａｎｎ

［２１０］Ｍａｒｉｋ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８：

［２１１］Ｌｉｎ

ａｎｄ

ａｅｎＩｇｉｎｏｓａ

ｔｒｉａＩ［Ｊ］．ｃｈｉｎ

ａｍｉｋａｃｉｎ

ｃＥ，ｃｌａｖｅｌ Ｍ，Ｇｕｎｔｕｐａｌｌｉ Ｋ，ｅｔ

ｌｕｎｇ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Ｍｅｄ

Ｊ（ＥｎｇＩ），２０１７，１３０

ａ１．Ｐｈ棚ａｃ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ｍｅ【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 ｆｏｒ

ｃａｒｅ

ｃａｒ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８：ａ

Ｍｅｄ，２０ｌｏ，３８（４）：１１９７一１２０５．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ｅ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ｒ

Ｊｗ，ｅｔ ａ１．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ｌｌ ａｄｕｌｔ

ｓ“ｐｐｏｒｔ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ＪＰＥＮ Ｊ

Ｎｕｌｒ＇２００３，２７（５）：３５５－３７３．ＤＯＩ：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

１０．１１７７／

０１４８６０７１０３０２７００５３５５．

［２１４］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中国严重脓毒症／脓毒性休克治
疗指南（２０１４）［Ｊ］．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２０１５，５４（４）：

ａｎｄ

ａｆｎｉｋａｃｉｎ（ＮＫＴＲ旬６１）ｉｎ

４０１４２６．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４３５２．２０１５．０６．００１．

［２１５］ｗｕ Ｊ，ｚｈ叫Ｌ，Ｌｉｕ Ｊ，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ｅｍｃａｃｙ ｏｆｔｈｙｍｏｓｉｎ ａｌｐｈａ １ ｆｏｒ

ｓｅｐｓｉｓ（ＥＴＡＳＳ）：ａ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ｓｉｎ—ｅ－ｂｌｉ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ｍ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Ｊ］．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２０１３，１７（１）：Ｒ８．ＤＯＩ：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ａｒｅ，２００９，１３（６）：Ｒ２００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

１０．１１８６／ｃｃｌｌ９３２．

『２００］Ｎｉｅｄｅｍｌａｎ ＭＳ，Ｃｈａｓｔｒｅ Ｊ，Ｃｏｒｋｅｒｙ

Ｋ，ｅｔ

ａ１．

ＢＡＹ４ｌ－６５５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ｂａｃｔｅｒｉｃｉｄａｌ ｔｒａｃｈｅａｌ ａｓＤｉｒａｔｅ ａｍｉｋａｃ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ｍｔｉｏｎｓ ｉ“
ｖｅｎ“Ｉａｌｅｄ

『Ｊ］．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ｍ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Ｍｅｄ，２０１２。３８（２）：２６３－２７１．ＤＯＩ：ｌＯ．

１００７／ｓ００１３４．０１１．２４２０ｍ．

［２０１］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呼吸治疗学组．机械通气时雾化
吸人专家共识（草案）［Ｊ］．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２０１４，３７

万方数据

ｈｉｓｔａｍｉｎｅ－２

ｖｓ

ＤＫ，Ｄｈａｌｉｗａｌ Ｒ，Ｄｍｖｅｒ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Ｅｎｃｅｒａｌ

ｃｃ８２０６．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ＩＩｙ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Ａ，ｅｔ ａ１．Ｓｔｒｅｓｓ ｕｌｃｅ‘ｐｍｐｈｙｌａｘｉｓ ｉｎ

ｐｍｐｈｙｌａｘ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ｅｄ，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ｓ

（１０）：１１９６一１２叭．ＤＯＩ：１０．４１０３／０３６６－６９９９．２０５８４６．
Ｌｕｙｔ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Ｊ］．∞ｔ

ｍｅｍｂｍｎｅ

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

ＤＯＩ：ｌＯ．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４３５２．２叭５．０６．００１．

ａ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ｎｔｅｒ

ｂａｃｔｅｄａ：

ｇｒａｍ·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ｕｌｃｅｒ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２１３］Ｈ８ｙｌａｎｄ

ａｄｉｕｎ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ｍｐｖ ｏｆ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卜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ｉｎｔｕｂａｔｅｄ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Ｐｃ，ｃｈａｎｇ ｃＨ，Ｈｓｕ ＰＩ，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ｅｍ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ＰＤＤＳ－ａｅｍｓｏｌｉｚｅｄ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用专家共识［Ｊ］．中华急诊医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６（１）：２４－３６．

ＹＴ，Ｐｅｎｇ ｚＹ，ｅｔ ａ１．ＡｅｍｓｏＩｉｚｅｄ

ｏｆ

ｗｉｔｈ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ｓｏｎ

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ＣＣＭ．Ｏ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Ｉｄ６９ｃｃｆ

２０１４．

ｍ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ｍＩＪｅｄ

Ａ
ａｎｄ

［２１２］血液净化急诊临床应用专家共识组．血液净化急诊临床应

１０９７／ＡＬＮ．０ｂｏｌ３ｅ３１８２７５１５ｄｅ．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Ｊ

Ｍｅｄ。２０ｌＯ，３８（１１）：２２２２－２２２８．ＤＯＩ：ｌＯ．１０９７／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ｃｒｉｔ

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 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

［１９７］Ｅｕｍｐｅ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ｇｅｎｃｙ．Ｅｌｌｍｐｅ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 Ａｇｅｎ。ｙ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 ０ｆ—ｙＩｌｌｙ）￡ｉｎ．ｂａｓｅｄ Ｈｌ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Ｊ］．２０１４，ＥＭＡ／６４３４４４／
［１９８］Ｌｉｕ ｃ，ｚｈ卸ｇ

ａ１．

Ｍ，ｅｔ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ａ ｓｖ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Ｊｌｄ

Ｃａｒ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

［Ｊ］．Ａｎｅｓ【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１７（６）：１３３５—１３４７．ＤＯＩ：ｌＯ．

Ｍ．

ＰＥ，Ｖａｓｕ Ｔ，Ｈｉｍｎｉ

ｐｍ【ｏｎ ｐｕｍｐ

ＲＢ，Ｂｏｄｉｎ Ｌ，ｅｔ ａ１．Ｅｍｃａｃ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ｄｏｓｅ ｎｅｂｕｌｉｚｅｄ

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

ｔｈｅ

ＣＣＭ．０ｂｏｌ３ｅ３１８１ｎ７ａｄｆ．

ａ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２０１６，６

ｃｏＩｉｓｔｉｎ ｉｎ ｖｅｎＩ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ｒｅｓｉｓｔａｌｌｔ

ｉｎ

Ｊ １．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１９９８，３３９（７）：４２９＿４３５．ＤＯＩ：１０．１０５６／

ｎｅｗ

Ｃｒｉｔ

（１）：２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ｓ１３６１３－０１６旬１２７．７．

：１９６］Ｌｕ Ｑ，Ｉｍｏ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ｄｉｌｅｍｍａｓ

ａｄｕｌｔｓ［Ｊ］．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２０ｌｌ，３６５（２０）：１９０５—
１９１４．ＤＯＩ：ｌＯ．１０５６／Ｎ可Ｍｃｔｌｌ０３７２０．

『１９５］Ａｂｄｅｌｌａｔｉｆ Ｓ，Ｔｒｉ６ Ａ，Ｄａｌｖ Ｆ，ｅｔ ａ１．Ｅｆｂｃａｃｙ ａｎｄ ｌｏｘｉｃｉｌｖ ｏｆ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卜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Ｇ，Ｒｏｃｃｏ

ｐｏｓｍ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ｍｄｉｅ Ｄ，Ｂａｃｃｈｅｔｔａ

ｔｈｅ

ｉｎ

ａｎｄ

ｆｏｒ ＡＲＤＳ ｉｎ

２０１５．０９．０１１．

ｃｏｌｉｓ“ｎ

［Ｊ］．

ＮＥＪＭｌ９９８０８１３３３９０７０３．

［２０９］

Ｊ ＡｎＩｉｍｉｃｍｂ

Ａｇｅｎｔｓ，２０１５，４６（６）：６０３＿６０９．ＤＯＩ：ｌＯ．１０１６／ｊ．巧ａｎｌｉｍｉｃａｇ．

ａｅｒｏｓｏｌｉｓｅｄ

Ｎｏｓｏｃｏｍ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ｕ…ｄｍ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８：
ａ

ｔｒｉａｌ

Ｍｅｄ，２００３，１８（４）：１７５．１８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７７／

Ｍ，ｃｏｎｔｉ

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Ｊ，Ｌｉｕ Ｈｘ，ｅｔ ａ１．Ｉｎｔｍｖｅｎｏｕ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ｆｈ

Ｄ，ｚｈａｎｇ

ａｅｍｓｏｌｉｓｅｄ ｐｏｌｙｍｙｘｉｎ

ＭＳ．

ｃｏｎｔｍｖｅｒｓｉｅｓ

ｕｎｉｔ：

ｃａｒｅ

［２０８］Ａｎｔｏｎｅｕｉ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ｓ１３６１３旬１６—０１４０－ｘ．

［１９４］Ｌｉｕ

Ｎｉｅｄｅ唧ａｎ

ＲＭ，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ｌ［Ｊ］．Ａｎ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０８８５０６６６０３２５４２４９．
ａ１．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Ｌｕｙｔ ＣＥ，Ｎｉｃｏｌａｕ ＤＰ，ｅｔ

ｉｎｔｕｂａ【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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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ｆ＆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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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ｍ

Ｍｅｄ，２０１６，１７６（９）：１２７７—１２８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Ｉ／

ｊⅢａｉｎｔｅｍｍｅｄ．２０１６．２４２７．
［２４６］Ｄｉｎｇ

ｓ，Ｋｉｌｉｅｋａｙａ Ｏ，ｓｅｎｋａｌ ｓ，ｅｌ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卜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ａ１．Ｔｂｍｐｏｒ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嘲ｌｄｓ

ｏｆ

ｅｆ绝ｃｔ

ｏｆ

·２７９·

虫堡筮堕塑壁咝苤查垫！！至堡旦筮垒！鲞复兰塑垦堑！』！！！！竺垦！！Ｐ生坐蔓垒四！！！！！：！！！：兰！：堕！：！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ｂｕｎｄｌｅｓ ｉｎ

ａ

ｓｕｂ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Ｊ】．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ＨＣＡＰ

ｃｈｅｓｔ，２０１３，１４４（５）：１４６１一１４６８．ＤＯＩ：ｌＯ．１３７８／ｃｈｅｓｔ．１２—
１６７５．
ａ１．

ｓｗ，Ｋｏ ｗＪ，ｅｔ

ＫＰ，Ｋｕｏ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ｍｅｄｊｃａｌ

Ｊ】．Ｊ

ｃｅｎｆｅｒ

ｂｕｎｄｌｅ

ｃａｒ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

［２６３］

ｏｆ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卜

ｆｂ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Ｍｊｃｆｏｂｊｏｌ

ｏｆ

Ｅｍｃａｃｙ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ｃａｒｅ

［２４８］Ｒｅｕｏ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ｉｃｍｂｉｏｌ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ａｒｅ

Ｊ １．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２６４］

Ｃｌ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Ｎａｉｒ

Ｉｎｆｅｃｔ

Ｎｉｅｄｅｍａｎ

ＧＢ，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８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２６５

ｚｉｌｂｅｒｂｅｒｇ

ＭＤ，ｓｈｏｒｒ

ａｓ ａ

Ｊ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Ｃｕｒｒ

１．

Ｍｉｃｅｋ

ＡＦ，

ａｎ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ａ１．

ｓＴ，ｅｔ

ｍ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

Ａｎｔｉｍｊｃｒｏｂｉａｌ

ａｍｏ“ｇ

ｗｉｔ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ｓｉ“９１ｅ—ｃｅｎｔｅ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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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ｎｇ，２０１３，１９ｌ

（３）：２２９＿２３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００４０８＿０１３．９４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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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Ｈ，ｓｈｏｒｒ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０ｆ

ｌａｒｇｅ ｕ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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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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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Ｆｂｍａｎｄｅｚ．ｓａｂｅ Ｎ，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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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ｉｂｉｏｔｉｃ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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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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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ａｍｂｍ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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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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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Ｍｉｘ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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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ｍｌ Ｈｏｓｐ

Ｅ．

ｅｔ

ａ１．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
ｃａｒ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１３，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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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Ｊ］．Ｌａｎｃｅｔ

Ｒｅ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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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Ｊ，ｓｋｍｐｋ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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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Ｉｍｐ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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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ＰｏＩｖｅｒｉｎｏ

Ｄａｌｌ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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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２００７，１６７（１３）：１３９３．１３９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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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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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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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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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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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ｃｈｅｏｂｍｎｃｈｉｔｉｓ：ａ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Ｊ］．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４，３２（４）：２ｌＯ．２１６．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
ｓ１５０１０＿００４．３１６７旬．

００００５．

万方数据

ｔｍｃｈｅｏｂｍｎｃｈｉｔｉｓ ａｎｄ

Ｍｅｄ，２０１３，１２６（６）：５４２＿５４９．ＤＯＩ：１０．１ ０１６／ｊ．

Ｎｓｅｉｒ ｓ，Ｄｉ Ｐｏｍｐｅｏ ｃ，ｓｏｕｂｒｉｅｒ ｓ，ｅｔ ａＩ．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ｖｅｎｔｉＩａｔｅｄ
ＣＯＰＤ

１５０（１）：１９－２６．ＤＯＩ：ｌＯ．７３２６／０００３４８１９一１５０一１－２００９０１０６０－
ｗｅｂｂ ＢＪ，Ｄａｓｃｏｍｂ Ｋ，ｓｔｅｎｃｈｊｅｍ Ｅ，ｅｔ ａ１．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ｇ ｒｉｓｋ ｏｆ

Ｊ

ａｍｊｍｅｄ．２叭２．１２．叭２．

ｓ，ｅｔ ａ１．０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ｈｅａＩｔｈ

ｍｉｘ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Ｃｒａｖｅｎ ＤＥ，Ｌｅｉ Ｙｘ，Ｒｕｔｈａｚｅｒ Ｒ，ｅｔ ａ１．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ｕｃ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ｖｅｎｌｉｌａｔｏ卜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Ｊ（Ｅｎ９１），２０１５，１２８（２０）：２７０７—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ａ

１２＿２３４３．

［２７５］

１０．４１０３／０３６６石９９９．１６７２９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

［２６２］

ｔ００ｌｓ

ｒｉｓｋ－ｓｃｏｒｉ“ｇ

Ｍｅｄ，２０１５，４ｌ（１）：３４＿４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ｏｌｏｌ３４＿０１４－３５６４．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ｖｅ

［２５８ １

ｆｏｒ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０８－０８４２．

ｃｏｎｔｍｌ，２０１６，４４（６）：６５２－６５６．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ｎ９０ｉ“ｇ

［２５７］

ｉｎ

［Ｊ］．ｃｈｅｓｔ，２００８，１３４（５）：９６３‘９６８．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ｃｈｅｓｔ．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卜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

Ｒｏｌ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Ｎ，ｗｅｉｎｅｒ Ｎｃ，ｅｔ ａ１．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Ｋ，Ｒａｗａｔ

ＭＤ．

ｚｉｌｂｅｒｂｅｒ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ｏｎ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ａｊｉｃ．２０１５．１２．０２０．

２５５］

ｔｈｅ

ｂｅｙｏｎｄ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９．

ｂｕｎｄ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Ｉｎｆｅｃｔ，２叭３，１９（４）：３６３．３６９．ＤＯＩ：１０．１１ ｌｌ／卜

ｂｕｎｄｌｅ［Ｊ］．Ａｍ Ｊ

［２５ １］

ｍｏｖｉｎｇ

０ｐｊｎ Ｐｕｌｍ Ｍｅｄ，２０１５，２１（３）：２３２－２３８．ＤＯＩ：１０．】０９７／ＭＣＰ．

１４６９．０６９１．２０１２．０３８０８．ｘ．

［２４９］ｓｐｅｃｋ

ＡＦ，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ａ

Ｉｍｍｕｎｏ】Ｉｎｆｅｃｌ，２０１５，４８（３）：

Ｊ，Ａｆｏｎｓｏ Ｅ，Ｌｉｓｂｏａ Ｔ，ｅｔ ａ１．Ａ

ｓｈｏｒ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３１６·３２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ｍ试２０１３．０９．００７．

［２５０］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８：

１０．１０１６“ｍｅｄ．２０１４．１０．０１７．

［２４７］“ｍ

ｆｏｒ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ｍｏｄｅｌ［Ｊ］．Ｒｅｓｐｉｒ Ｍｅｄ，２０１５，１０９（１）：１—１０．ＤＯＩ：

［２７７］

Ｎｓｅｉｒ ｓ，Ｄｉ Ｐｏｍｐｅｏ ｃ，Ｓ０ｕｂｒｉｅｒ ｓ，ｅｔ ａ１．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

·２８０·

生堡缱蕉塑壁嘿苤查垫！！生垒旦筮垒！鲞筮垒塑￡！也』旦！！篓垦！！Ｐ廷旦生垒Ｐ亘！；Ｑ！！：！！！：堡！：盟坚兰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ｔｒａｃｈｅ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ｔｉｓ

ｉ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ｓｔｕｄｙ［Ｊ］．Ｃｒｉｔｌ
２００５，９（３）：Ｒ２３８一Ｒ２４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ｃｃ３５０８．
［２７８］Ｎｓｅｉｒ
ｆｏｒ

国际呼吸杂志，２０１４，３４（１６）：１２１８－１２２１．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ａｉｌｕｒｅ：ａ ｅ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４３６Ｘ．２０１４．１６．００６．

Ｃａｒｅ，

［２９２］Ｍａｓｃｈｍｅｙｅｒ Ｇ，Ｄｏｎｎｅｌｌｙ ＪＰ，Ｈｏｗ

Ｒ，Ｊｏｚｅｆｏｗｉｃｚ Ｅ，ｅｔ ａ１．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
ｔｒａｃｈｅｏｂｍｎｅｈｉｔｉｓ：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ａｄｕｌｔｓ

Ｓ，Ｆａｖｏｒｙ

ＬＢ，Ｓｍａｌｄｏｎ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ｌ＂ｅ

ｕｎｉｔ［Ｊ］．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ａ１．

ＪＪ。ｅｔ

Ａｅｒｏｓｏｌｉｚｅｄ

ｔｒａｅｈｅｏｂｒｏｎｃｈｉｔ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ｆ ｉｎｈａ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ｌｙ

［Ｊ］．Ｄｉａｇｕ

［２９６］Ｈａａ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ｉ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

Ａｇｅｎｔｓ

ａ

ｕｓｅｆｕｌ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２００９，５３（７）：２７１４－２７１８．ＤＯＩ：１０．１

１２８／

Ｍ，ｅｔ ａ１．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Ｎｃａｉｌ Ｔｈｏｒａｃ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ｕｎｉｔ［Ｊ］．Ｃｌ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２０１０，５０（７）：９４５－９５２．ＤＯＩ：１０．

ｂａｅｔｅｒｉａｌ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ｏｎｓｅ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ｌａｔｅ．ｏｎｓｅｔ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ｌＯ．１１ ｌ

ｗｉｔｈ

［３００］Ｌｊｕｎｇｍａｎ

ｉｎ

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

ｃｅｌｌ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ＮＣ，Ｂａｄｅｎ

２８８】Ｎａｃｃａｃｈｅ ＪＭ．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ｏ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Ｃａｍａｒａ

Ｍｅｄ，２０１３，１９（３）：

Ｒ，Ｃｏｒｄｏｎｎｉｅｒ
ａｎｄ

ＧＦ，ｓｕ

Ｌ，Ａ
ａｓｓａｙ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ｏｆ

ｐｎｅｕｍｏｃｙｓｔｉｓ

２０１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Ｃｈｉｎ Ｍｅｄ Ｊ（Ｅｎ９１），
１，１２４（１７）：２６８３－２６８６．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ｉ．ｉｓｓｎ．０３６６．

ｐａｔｉｅｎｔ

『３０２ １

Ｖａｋｉｌ

Ｅ。Ｅｖａｎｓ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

ＳＥ．Ｖｉｒａｌ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Ｊ］．Ｃｌ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ｏｒ

Ｃｈｅｓｔ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Ｍｅｄ，２０１７，３８（１）：９７．１１１．

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ｃｃｍ．２０１６．１１．００２．

ｅｔｉ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Ｊ］．Ｃｈｅｓｔ，２００４，１２５（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２５）

２６０－２７１．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８／ｃｈｅｓｔ．１２５．１．２６０．

［２９１］徐婷，童朝晖．免疫抑制宿主肺炎的病原学构成特点［Ｊ］．

万方数据

ａ１．

Ｃ，ｅｔ

Ｋａｐｏｓｉ—ｓａｒｃｏｍａ

６９９９．２０１１．１７．０２１．
ｃａｎｃｅｒ

ＮＰ．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ｏ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

ａｎｄ
Ｄｉ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ｎｏｎ－ＡＩＤＳ

１０９７／ＭＣＰ．０（）ｏ帆ｌｏ０００（）０００１５６．
ｎｏｎ—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Ｌａ

Ｏｐｉｎ Ｐｕｌｍ

ＣＭＶ．ＨＨＶ－６．ＨＨＶ－７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ｂ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Ｍｅｄ，２０１５，２１（３）：２６０－２７１．ＤＯＩ：１０．

［２９０］ｓｈｏ丌ＡＦ，Ｓｕｓｌａ ＧＭ，Ｏ’ｇｒａｄｙ

ｏｆ

［３０ｔ］Ｍｕ ＸＤ，Ｗａｎｇ

［Ｊ］．Ｒｅｖ Ｐｒａｔ，２０１１，６１（８）：１０９５－１１０１．
Ｏｐｉｎ Ｐｕｌｍ

Ｉｎｆｅｃｔ

ｈｅｒｐｅｓｖｉｒｕｓ（ＨＨＶ－８）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ＣＴ［Ｊ］．Ｂｏｎｅ Ｍａｒｒｏｗ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Ｏｐｉｎ Ｐｕｌｍ Ｍｅｄ，２０１４，２０

Ｅｖａｎｓ ＳＥ，Ｏｓｔ ＤＥ．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ｏｐｅｎｉｃ

［Ｊ］．Ｃｕｒｔ

ｏｆ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２００８，４２（４）：２２７－２４０．ＤＯＩ：１０．１０３８／ｂｍｔ．２００８．１６２．
ＬＲ．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３）：２７２－２７９．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７／ＭＣＰ．００００００删００５１．
ｈｏｓｔ［Ｊ］．Ｃｕｒｒ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Ｊ］．Ｃｌｉｎ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

Ｐ，Ｄ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ｉｍｍｕｎｏ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ＡＲ，Ｉｓｓａ

Ｊ

２０１４，５９（Ｓｕｐｐｌ ５）：Ｓ３４４－３５１．ＤＯＩ：１０．１０９３／ｃｉｄ／ｃｉｕ６２３．
Ｇａｎｔ Ｖ．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

１／ｊ．１４４０—１８４３．２００９．０１５７６．ｘ．

ｉｍｍａｎｏ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ｄ

【２８９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

ｉｍｍｕｎｏ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ｄ［Ｊ］，Ｃｕｒｔ

Ｌｅｔｏｕｒｎｅａ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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