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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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镜肺泡灌洗联合局部用药在难治性
肺炎支原体肺炎中的应用效果

曹 欣,代 丽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呼吸科,武汉 430000)

摘要 目的:探讨支气管镜肺泡灌洗联合局部使用布地奈德混悬液+氨溴索治疗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儿童呼吸科收治的难治性肺炎支原体患儿8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40例。对照组使用阿奇霉素静脉滴注联合常规祛痰、平喘等对症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使用支气管镜

肺泡灌洗联合局部使用布地奈德混悬液+氨溴索治疗。比较两组患儿热程、咳嗽时间、影像学恢复时间以及患儿住院时间。
同时比较两组患儿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结果:观察组患儿平均热程、咳嗽时间、影像学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患儿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支
气管镜肺泡灌洗联合局部用药能够提高感染局部的药物浓度,提高治疗效果,缩短治疗时间,且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应

用。
关键词 肺炎支原体;支气管肺泡灌洗;局部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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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炎支原体肺炎是临床常见的呼吸系统感染,
是一种由肺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间质性肺炎,临床

症状较轻,一般可自愈,多发于儿童。但随着环境等

因素的改变,近些年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发病

率逐渐增高,患者发病急、病情进展快、可迁延不愈,
临床表现为持续高热、咳嗽、呼吸音减低等症状,肺

部CT显示有大片高密度实变影,治疗不及时可导
致肺不张、支气管扩张、心肌炎、肾炎等严重并发症,
甚至导致患者死亡[1-2]。目前,临床上对于难治性肺
炎支原体肺炎尚无明确的治疗措施,大环内酯类抗
生素是对支原体特异的抑菌类抗生素,但随着耐大
环内酯类抗生素的支原体的增多,仅使用抗生素治
疗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疗效较差[3]。因此,寻找
一种能有效治疗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的综合疗法
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难题。近些年,支气管镜技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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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愈发成熟,其直接在感染部位进行肺泡灌洗和局

部用药的治疗价值也得到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认可。
近年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采用支气管镜肺泡灌洗

联合局部使用布地奈德混悬液+氨溴索治疗难治性

肺炎支原体肺炎,取得较好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

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本院儿童呼吸

科收治的难治性肺炎支原体患儿80例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0例。对照组男

23例,女17例;年龄1~12岁,平均(5.9±1.7)岁;
病程4~21d,平均(14.9±3.1)d。观察组男21例,
女19例;年龄1~12岁,平均(6.1±1.8)岁;病程4
~17d,平均(15.2±2.8)d。两组患儿年龄、性别、
病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

可比性。本研究已取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 本研究所有患儿均由其监护人

同意加入,签署知情同意书,且符合以下条件:①患

儿确诊为肺炎支原体肺炎,符合《实用儿科学》中关

于肺炎支原体肺炎的诊断标准[4],也符合 WHO关

于儿童重症肺炎的规定[5];②患儿实验室检查PCR
检查阳性或支原体抗体阳性,确诊为支原体感染,影
像学检查肺部有高密度均匀实变影,累及单个或多

个肺叶,伴或不伴胸腔积液;③患儿应用大环内酯类

抗生素2周,病情不见好转,临床表现为发热、咳嗽

等症状。
1.2.2 排除标准 ①肺功能减退或呼吸功能不全;
②严重心功能减退、心力衰竭、心律失常、房室传导

阻滞等心脏疾病;③严重肝、肾功能损伤;④严重营

养不良或患儿治疗依从性差。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抗感染治疗,选用大环内酯类抗生

素—阿奇霉素(辉瑞制药有限公司,批号:20160611,
规格:500mg/支)静脉滴注,同时给予祛痰、平喘等

对症治疗。观察组患儿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支气

管肺泡灌洗和局部布地奈德混悬液+氨溴索用药。

采用 OlympusBF-XP290型号电子支气管镜,术前

禁食8h,患儿仰卧,肩部垫高,给予高浓度高频吸

氧。使用复合麻醉,支气管镜经鼻腔进入,边进入边

继续麻醉,观察气管发育形态、黏膜色泽、隆突的位

置等,并在胸部X线或CT下确认病变部位。检查

的患侧部位给予利多卡因进行表面麻醉,继续推进

气管镜以便检查和治疗。在病变部位灌注37℃的

生理盐水,每节段支气管的灌注量为5~10mL。然

后用负压抽吸灌注的生理盐水。感染区域的肺段支

气管每次冲洗3~4次,但灌注生理盐水总量不超过

5mL/kg。将布地奈德混悬液1mg+氨溴索5mL
溶于37℃生理盐水中,待生理盐水灌注结束后注入

稀释后的药剂,保留3~5min后洗出。
1.4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儿的平均发热时间(热程)、咳
嗽时间、影像学恢复时间以及患儿住院时间。同时

比较两组患儿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将治疗效果

分为显效、好转和无效。显效:患儿体温恢复正常,
白细胞计数(WBC)和C反应蛋白(CRP)恢复正常,
影像学检查炎症阴影消失,临床症状消失;好转:体
温恢复正常,WBC和CRP较治疗前有所好转,X线

或影像学提示肺不张阴影面积缩小至50%以下;无
效:治疗后无明显改善或加重。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处理

数据,计量资料均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

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儿热程、咳嗽时间、影像学恢复时间及

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儿平均热程、咳嗽时间和住院时间均

短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1周内恢复15例,
2周内恢复18例,4周恢复7例;对照组1周内恢复

10例,2周内恢复19例,4周内恢复11例,观察组

患儿影像学恢复时间较对照组短,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儿热程、咳嗽时间、影像学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

组别 n
平均热程/d,
x±s

咳嗽时间/d,
x±s

住院时间/d,
x±s

影像学恢复(n)

1周 2周 4周

观察组 40 4.32±1.02 10.21±2.01 12.67±1.31 15 18 7
对照组 40 6.87±1.10 15.10±2.23 17.00±1.53 10 19 11
t/χ2 10.750 10.301 13.596 7.348
P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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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n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40 32 7 1 97.5*

对照组 40 16 10 14 65.0
   与对照组比较,*χ2=11.815,P=0.001。

2.3 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有4例患儿出现鼻黏膜出血或痰中带

血,无大量出血。此外,有1例出现喉痉挛,6例喉

部不适,予暂停灌洗等操作后均很快恢复。对照组

未出现上述不良反应。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

对照组(χ2=10.540,P<0.05)。

3 讨 论

  肺炎支原体是一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可
以自我复制的病原微生物,是导致儿童发生支原体

肺炎的致病菌[6]。肺炎支原体肺炎作为一种常见儿

童社区获得性肺炎,近些年的发病率正逐渐升高,且
随着耐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支原体的增多,难治性、重
症肺炎支原体肺炎病例也呈明显增多趋势。目前,
对于难治性肺炎支原体肺炎尚无明确的诊断标准,
但其具起病急、病情进展快等特点,临床表现为反复

高热、咳嗽等,甚至引发支气管扩张、心肌炎甚至死

亡。目前主要采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难治性肺

炎支原体肺炎,但许多药物并不适用于患儿,且抗生

素耐药支原体的增多大大增加了治疗难度。糖皮质

激素等药物在重症患儿的抢救和治疗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但其在患儿中缺乏规范的应用标准[7]。
  随着支气管镜技术的不断成熟,其在临床检查、
诊断和治疗中的作用也得到了广泛认可,已经成为

儿科呼吸道疾病诊断和治疗的重要手段。支气管镜

肺泡灌洗是近些年发展起的一种新技术,通过纤维

支气管镜直接到达感染部位,根据镜头直视病变组

织,有利于医生对病情的诊断。肺炎支原体肺炎的

发病主要是因为支原体侵犯呼吸道纤毛细胞,释放

代谢物损害上皮细胞,脱落的上皮细胞会堵塞支气

管。此外,由支原体引发的免疫应答也是造成肺炎

支原体肺炎的主要病因[8-9]。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技

术能够对堵塞的支气管进行准确冲洗,清除致病菌

和炎性分泌物,缓解支气管堵塞并减少致热源,降低

WBC和炎性因子,促进患儿发热减退,改善患儿临

床症状。此外,通过支气管镜在感染局部使用糖皮

质激素布地奈德能够提高局部药物浓度,减轻黏膜

水肿,增强支气管粘膜的纤毛运动,抵抗炎症,同时

避免传统给药方式带来的严重不良反应[10]。而氨

溴索能促使呼吸道表面活性物质的形成,调节浆液

性与黏液性物质的分泌,增加中性黏多糖分泌,减少

酸性黏多糖合成,并促进代谢,使呼吸道黏液理化趋

于正常,利于排出。本研究中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

的基础上,使用支气管镜灌洗和局部用药,观察组患

儿平均热程、咳嗽时间、影像学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

均短于对照组(均P<0.05),观察组患儿治疗有效

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值得注意的是,本研

究中观察组患儿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这主要是因为支气管镜是有创检查,即便其技术

已相当成熟,但因为操作和(或)患儿的配合等因素,
可能造成喉部不适、出血等不良反应。而本研究两

组患儿均未出现由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布地奈德

或氨溴索等药物引发的不良反应。这提醒我们在临

床支气管镜操作过程中还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明
确禁忌证,保证治疗效果,避免并发症。
  综上所述,支气管镜肺泡灌洗联合局部用药能

够提高感染局部药物浓度,提高肺炎支原体肺炎治

疗效果,缩短治疗时间,其虽为有创的治疗措施,但
不良反应较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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