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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交流 

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辅助治疗学龄前儿童重症
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肺不张的效果及炎症指标和
细胞免疫变化
吴卫照

肖贞

【 摘要】

潘永健

目的

李源斌

探讨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 ＢＡＬ) 治疗学龄前儿童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肺不

张的效果及炎症指标和细胞免疫变化ꎮ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在本院儿科住院的重症肺

炎支原体肺炎合并肺不张的学龄前患儿 ７２ 例为研究对象ꎬ收集各病例治疗前后血乳酸脱氢酶、Ｄ－Ｄ 二聚
体、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 / ＣＤ８＋数值ꎬＢＡＬ 前热程、是否形成痰栓进行分析治疗效果相关因素ꎮ 根据

有无行 ＢＡＬ 分为治疗组(４２ 例) 和对照组( ３０ 例) ꎬ行 ＢＡＬ 后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Ｘ 线胸片和肺部 ＣＴ
结果综合判断治疗效果分为有效组和无效组ꎬ根据气管镜下有无痰栓分为有痰栓组和无痰栓组ꎬ组间比较
采用 ｔ 检验、χ２ 检验ꎮ 结果 共纳入 ７２ 例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肺不张ꎬ经常规治理后 １ 周ꎬ治疗组

ＬＤＨ、Ｄ－Ｄ 二聚体、ＩＬ－６ 数值均低于对照组ꎻ治疗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 / ＣＤ８＋数值均高于对照组ꎮ 经 ＢＡＬ
治疗后有效组血乳酸脱氢酶、Ｄ－Ｄ 二聚体、ＩＬ－６ 数值较无效组下降明显ꎻ有效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 / ＣＤ８＋

数值较无效组升高ꎮ 治疗前及治疗后痰栓组 ＬＤＨ、ＩＬ－６、Ｄ－Ｄ 二聚体、ＣＤ８＋数值均高于无痰栓组ꎬ治疗前
及治疗后痰栓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 / ＣＤ８＋低于无痰栓组ꎮ 结论

ＢＡＬ 辅助治疗伴有肺不张的急性 ＭＰＰ

效果明显ꎻ治疗的有效率和是否存在气道痰栓等因素有关ꎬＢＡＬ 辅助治疗肺不张的急性 ＭＰＰ 能促进患儿
细胞免疫紊乱的恢复和炎症因子下降ꎮ
【 关键词】

支气管镜肺泡灌洗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２５

肺不张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肺炎支原体肺炎ꎻ

细胞免疫ꎻ

炎症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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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ｒｏｎｃｈｏｓｃｏｐｅ 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ｌａｖａｇｅ ｏ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ｅ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ｔｅｌｅｃｔａｓｉｓ ｉｎ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ｙ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Ｕ Ｗｅｉ －ｚｈａｏ.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ꎬ Ｘｉａｏｌａ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ꎬ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ꎬ ５２８４１５ꎬ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ｉｂ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ｌａｖａｇｅ ( ＢＡＬ ) ｏ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ｅ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ｔｅｌｅｃｔａｓｉｓ ｉｎ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７２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ｅ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ｔｅｌｅｃｔａｓｉｓꎬ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 ｏｆ 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ｄｕｒｉｎｇ Ｍａｙ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ａ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ａｃｔ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 ａｎｄ Ｄ－Ｄ ｄｉｍｅｒꎬ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Ｄ３＋ꎬ ＣＤ４＋ꎬ ＣＤ８ ＋ꎬ ａｎｄ ＣＤ４ ＋ / ＣＤ８ ＋
ｒａｔｉｏꎬ ｐｒｅ Ｂ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ｐｕｔｕｍ ｐｌｕｇ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ＢＡＬ.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ａｓ ｊｕｄｇ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ｉｒ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ꎬ ｓｉｇｎｓꎬ ｃｈｅｓｔ ｘ－ｒａｙ ｆｉｌｍꎬ ａｎｄ ＣＴ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ｐｈｌｅｇｍ 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ｎｏｎｅ ｐｈｌｅｇｍ 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ｈｌｅｇｍ 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ｔ ｔｅ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χ２
ｔｅｓｔ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７２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ｓｕｆｆ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ｅ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ｔｅｌｅｃｔａ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Ａｆｔｅｒ １ ｗｅｅｋ ｏｆ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ＬＤＨꎬ Ｄ － Ｄ ｄｉｍｅｒ ａｎｄ ＩＬ － ６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ＣＤ３ ＋ꎬ ＣＤ４ ＋ꎬ ＣＤ４ ＋ / ＣＤ８ ＋ ｗｅｒｅ ａｌ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ＡＬꎬ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ｌａｃｔ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ꎬ Ｄ － Ｄ ｄｉｍｅｒ ａｎｄ ＩＬ － ６ ｉ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ꎬ ｗｈｉｌｅ ＣＤ３＋ꎬ ＣＤ４＋ꎬ ＣＤ４＋ / ＣＤ８＋ ｖａｌｕｅｓ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ＬＤＨꎬ ＩＬ－６ꎬ Ｄ－Ｄ ｄｉｍｅｒ ａｎｄ ＣＤ８＋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ｌｅｇｍ 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ｅ ｐｈｌｅｇｍ 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ｂｏｔｈ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Ｄ３＋ꎬ ＣＤ４＋ꎬ
ＣＤ４＋ / ＣＤ８＋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ｅ ｐｈｌｅｇｍ 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Ｂ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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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ｃｕｔｅ ＭＰＰ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ｔｅｌｅｃｔａｓｉ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ｉｒｗａｙ ｐｈｌｅｇｍ 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ＢＡＬ ａｄｊｕｖａ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ＭＰＰ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ｔｅｌｅｃｔａｓｉ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ｉｍｍｕｎ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ｉｂ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ｌａｖａｇｅꎻ Ａｔｅｌｅｃｔａｓｉｓꎻ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ꎻ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ꎻ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肺炎支原体(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ꎬＭＰ) 是目前儿童社

灌洗术ꎮ 予丙泊酚＋咪达唑仑局部麻醉后ꎬ经鼻插入纤维支

原体之一ꎬ 近 年 来 肺 炎 支 原 体 肺 炎 (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灌洗ꎬ随后负压将液体抽出ꎬ共灌洗 ３ 次ꎮ 回收液行病原学培

区获得性肺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ꎬＣＡＰ) 的主要病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ＭＰＰ) 占 儿 童 ＣＡＰ 的 比 率 逐 年 增 高ꎬ 约 １０％ ~

４０％ [１￣２] ꎮ 随着肺炎支原体感染率的逐年增高ꎬ重症肺炎支原

体肺炎的发病率亦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ꎬ常伴有肺内和肺
外严重的并发症ꎬ肺不张是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的常见的肺
内并发症之一

[３]

ꎮ 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引起各种并发症的

气管镜ꎬ到达患侧肺叶ꎬ在病患处应用为 ３７ ℃ 生理盐水反复
养检查ꎮ 具体操作方法参考 ２００９ 年版儿科支气管镜术指
南 [１０] ꎮ (２) 常规治疗: 患儿入院后予口服阿奇霉素 １０ ｍｇ /

( ｋｇｄ) ꎬ连续应用 ３ 天ꎬ间隔 ４ 天再次口服阿奇霉素 ３ 天ꎬ其
他治疗包括雾化、化痰等ꎮ

３.观察指标:收集所有病例的临床、检验结果以及影像学

机制尚不十分明确ꎬ目前认为直接损害以及免疫紊乱是主要

资料ꎬ包括治疗前后血乳酸脱氢酶( ＬＤＨ) 、Ｄ－Ｄ 二聚体、ＩＬ－

期治疗效果ꎬ也能引起多种并发症 [６] ꎮ 尽管大部分肺不张患

以及治疗后 １ 周的影像学检查结果ꎮ

长ꎬ１ ~ ２ 个月不等 [７] ꎬ而且部分患儿因肺不张持续时间长ꎬ增

断疗效ꎮ 疗效判定标准:(１) 显著:咳嗽、咳痰、气促等病症缓

( ｂｒｏｎｃｈｏ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ｌａｖａｇｅꎬＢＡＬ) 广泛应用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诊

消失ꎬ胸片结果提示阴影明显吸收或恢复正常ꎻ( ２) 有效:咳

的发病机制 [４￣５] ꎮ 肺不张既能影响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急性
儿在感染得到控制后会逐渐复张ꎬ但复张所需时间往往很漫

６、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 / ＣＤ８＋数值ꎬＢＡＬ 前热程、治疗前
４.疗效判定:根据患儿的症状、体征、影像学结果综合判

加了 出 现 反 复 继 发 感 染 的 风 险ꎮ 支 气 管 镜 肺 泡 灌 洗

解明显或正常ꎬ咳痰变少ꎬ体温正常ꎬ肺部啰音显著减少甚至

断和治疗ꎬ能通畅气道ꎬ清理异物ꎬ达到促进控制感染和复张

嗽、咳痰、气促等病症有所好转ꎬ体温恢复正常ꎬ肺部啰音变

的的效果 [８] ꎮ ＢＡＬ 在重症肺炎支原体的治疗中的作用已经
得到广泛认可

[６]

ꎬ但非所有肺不张患儿均能通过支气管镜肺

泡灌洗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ꎬ其影响因素尚不清楚ꎮ 本研究
通过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肺不张经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
前后细胞免疫和炎症因子的变化分析ꎬ探讨其影响因素ꎮ
一、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２０１７ 年 ８ 月入住在本院

诊断为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肺不张的学龄前患儿为研究
对象ꎮ (１) 纳入标准:符合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条件以及胸
部 Ｘ 线或 ＣＴ 检查证实存在肺不张ꎮ 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符

少ꎬ呼吸音增强ꎬ胸片结果提示炎症阴影部分吸收ꎻ( ３) 无效:
咳嗽、咳痰、气促、肺部啰音等临床症状无变化甚至出现恶化ꎬ
体温正常或偏高ꎬ胸片显示肺部炎症阴影无吸收ꎮ 总有效 ＝
( 显效＋有效) 例数 / 总例数×１００％ꎮ

５.统计学处理: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５. 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ꎬ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资料用( ｘ
±ｓ) 描述ꎬ采用 ｔ 检验进
行组间比较ꎮ 计数资料采用[ ｎ( ％) ] 表示ꎬ χ２ 检验进行组间
比较ꎮ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结果

１.一般资料:共纳入 ７２ 例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肺不

合下列条件 [９] 中前 ３ 个条件中的随意 ２ 条和( 或) 后 ２ 个条

张患儿作为研究对象ꎬ其中行 ＢＡＬ 的患儿 ４２ 例ꎬ未接受 ＢＡＬ

诊肺炎支原体肺炎的条件上存在:①明显气促或心动过速ꎻ②

发症发生ꎬ５８ 例合并胸腔积液ꎮ 影像学结果显示病变位于 １

件中的任意 １ 条作为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的诊断标准ꎮ 在确
有效使用大环内酯类药物 １ 周以上无效( 腋温持续≥３８.５ ℃

或肺部胸片或 ＣＴ 无好转甚至加重) ꎬ或发热持续时间大于 １０

治疗的患儿 ３０ 例ꎬ３４ 例合并心肌损伤、肝功能损伤等肺外并
个肺叶以内为 ６０ 例ꎬ位于多个肺叶的为 １２ 例ꎮ

２.纤维支气管镜镜下表现:７２ 例患儿镜下均出现支气管

天ꎻ③胸片或胸部 ＣＴ 提示为大片状致密影ꎬ达到一个肺段或

黏膜充血水肿ꎬ可见白色分泌物ꎬ其中 １５ 例镜下可见痰栓ꎬ未

不张、肺坏死或肺脓肿等肺内并发症ꎻ⑤出现严重低氧血症或

锁ꎮ

肺叶以上范围ꎬ可累及单叶或多叶病变ꎻ④出现胸腔积液、肺
合并其他系统严重并发症如: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心力衰竭、

见异物、赘生物及肉芽等ꎻ未发现支气管管腔畸形、狭窄和闭
３.ＢＡＬ 对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肺不张的治疗效果及

心肌炎、消化道出血、明显酸碱平衡紊乱或水电解质紊乱等ꎮ

炎症因子、细胞免疫的影响:７２ 例患儿中根据有无行 ＢＡＬ 分

道畸形ꎻ③出现严重低氧血症、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心力衰竭、

组治疗有效为 ２８ 例ꎬ有效率为 ６６.７％ꎬ对照组治疗有效为 １５

(２) 排除标准:①存在其他病原菌混合感染ꎻ②合并先天性气
心肌炎、消化道出血、明显电解质紊乱或酸碱平衡紊乱者ꎮ

２.方法:(１) 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所有患者均在入院后

完善术前检查并明确无手术禁忌证ꎬ家长知情同意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后于入院 ５ 天内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ꎬ同时行肺泡

为治疗组(４２ 例) 和对照组(３０ 例) ꎬ经常规治理后 １ 周ꎬ治疗
例ꎬ有效率为 ５０％ꎬ治疗组 ＬＤＨ、Ｄ－Ｄ 二聚体、ＩＬ－６ 数值均低
于对照组ꎻ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 / ＣＤ８＋数值均高于对照组ꎬ差异
统计学有意义( Ｐ<０.０５) ꎬ治疗组 ＣＤ８＋小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治疗组发热时间较对照组短ꎮ 见表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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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治疗组和对照组经治疗后炎症因子、细胞免疫和症状的比较( ｘ
±ｓ)
治疗组( ｎ ＝ ４２)

治疗前

ＬＤＨ( Ｕ / Ｌ)

Ｄ－Ｄ 二聚体( μｇ / Ｌ)
ＩＬ－６( ｎｇＬ)
ＣＤ３＋( ％)

ＣＤ４＋ / ＣＤ８＋
ＣＤ８＋( ％)

ＢＡＬ 前热程( 天)

对照组( ｎ ＝ ３０)

治疗后

６６０.６±２４.８

４３１.０±２９.６

６３.０７±５.２６

２４.１３±１.９６

２０３４.０±１７１.９
４４.６２±１.９５

ＣＤ４＋(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３７.８３±１.６３
１.１２±０.０４

３６.５８±１.８４

治疗前

６６５.４±２４.２

Ｐ１

Ｐ２

５０８.０±２１.０

０.８９

０.０４

３１.８８±２.２１

０.９７

０.０１

治疗后

９９９.５±５３.４

１９８３.２±１８３.４

１３６７.５±１０２.９

６６.８３±１.１７

４５.９３±１.０９

６０.４２±４.５３

４４.０７±０.９９
１.２２±０.０４

３２.７９±１.２９
８.６±０.３

６３.３４±４.９３
３６.９３±１.５８
１.０５±０.０４

３７.７９±１.９０

注:Ｐ １ :治疗前治疗组和对照组的 Ｐ 值ꎻＰ ２ :治疗后治疗组和对照组的 Ｐ 值

３８.６６±１.２１
１.０７±０.０２

３５.９４±０.６５
１０.９５±０.５

０.８４
０.５６
０.５７
０.３０
０.６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０

４.行 ＢＡＬ 后有效组和无效组临床症状、炎症因子以及细

用 [１０ꎬ１２￣１３] ꎮ 本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组治疗后炎症因子及细胞免

肺部 ＣＴ 结果综合判断治疗效果分为有效组(２８ 例) 和无效组

疫的检验结果可反映治疗后机体的状态ꎬ间接反映了治疗效

胞免疫的变化:行 ＢＡＬ 后根据患者的症状、体征、Ｘ 线胸片和
(１４ 例) ꎬ有效组中含痰栓者占 ３５.７％(１０ 例) ꎬ明显低于无效

组 ７１.４％(１０ 例) ꎻ两组 ＢＡＬ 前热程、ＢＡＬ 前血清 ＬＤＨ、Ｄ －Ｄ
二聚体、ＩＬ－ ６、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 / ＣＤ８＋数值ꎬ还有肺

不张范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均>０.０５) ꎮ 经治疗后有效
组血清 ＬＤＨ、Ｄ－Ｄ 二聚体、ＩＬ － ６ 数值较无效组下降明显ꎻ有
效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 / ＣＤ８＋数值较无效组升高ꎬ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有效组 ＣＤ８＋较无效组降低ꎬ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２ꎮ
表２

有效组和无效组治疗前后细胞免疫和炎症
因子的变化( ｘ
±ｓ)
有效组

无效组

ＬＤＨ( Ｕ / Ｌ)

( ｎ ＝ ２８)
４５６.２±１９.５

( ｎ ＝ １４)
５３４.２±１９.０

ＩＬ－６( ｎｇ / Ｌ)

２２.０３±０.８５

２６.９５±２.０９

ＣＤ４＋( ％)

４３.０６±０.７５

３９.６７±１.１５

ＣＤ８＋( ％)

３４.１８±０.８７

Ｄ－Ｄ 二聚体( μｇ / Ｌ)
ＣＤ３＋( ％)

ＣＤ４＋ / ＣＤ８＋

１２２７±９３

５４.０±２.６１

１.２０±０.０３

２３１３±１９３

４７.８６±１.２２
１.０７±０.０２

３７.６２±０.６４

Ｐ值
０.００

疫较无效组明显下降ꎬ有统计学意义ꎬ提示炎症因子和细胞免
果ꎮ 研究表明 [１４] ꎬ肺炎支原体感染人体后机体出现炎症相关
因子如 ＩＬ－６ 等显著升高ꎬ导致细支气管上皮细胞出现空泡变
性及产生细胞毒作用ꎬ引起气道高反应状态和持续的气道阻
塞ꎮ 另有研究发现 [１５] 肺炎支原体肺炎患儿血清 ＩＬ－６ 水平明

显升高ꎬ并且与治疗效果关系密切ꎬ更有报道指出血清 ＩＬ－ ６
水平可反映肺部感染的严重程度 [１６] ꎬ本研究中有效组 ＩＬ － ６
水平经治疗后较无效组下降明显ꎬ另外在痰栓组中治疗前及

治疗后 ＩＬ－６ 的水平较无痰栓组治疗前及治疗后的 ＩＬ－６ 水平
高ꎬ提示着痰栓组较无痰栓组存在更剧烈的炎症反应ꎬ即使经
过积极治疗炎症反应水平仍高于无痰栓组水平ꎮ 有研究发
现 [１７] 淋巴细胞亚群失衡ꎬ机体免疫功能紊乱、防御能力降低ꎬ
本研究结果发现在治疗前及治疗后痰栓组的 ＣＤ３ ＋、ＣＤ４ ＋、
ＣＤ４＋ / ＣＤ８＋数值均低于无痰栓组ꎬ差异统计学有意义( Ｐ< ０.

０.００

０５) ꎬ痰栓组 ＣＤ８＋ 高于无痰栓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０４

经过积极治疗后痰栓组的细胞免疫紊乱恢复情况较无痰栓组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５.行 ＢＡＬ 后痰栓组和无痰栓组炎症因子以及细胞免疫

的变化:根据气管镜下有无痰栓分为有痰栓组(１５ 例) 和无痰

栓组(２７ 例) ꎬ治疗前及治疗后痰栓组 ＬＤＨ、ＩＬ－ ６、Ｄ－Ｄ 二聚

体、ＣＤ８＋数值均高于无痰栓组ꎬ差异统计学有意义( Ｐ<０.０５) ꎻ

０５) ꎬ表明在痰栓组患儿的细胞免疫反应较无痰栓组剧烈ꎬ在
差ꎬ可见痰栓组患儿的淋巴细胞非特异性反应及免疫功能紊
乱ꎬ诱导过强的炎性反应导致出现较无痰栓组更严重的免疫
损伤ꎮ 这可能是有痰栓组患儿 ＢＡＬ 退热不如无痰栓患儿的
重要影响因素ꎬ若机体存在过强的炎症反应和免疫紊 乱 者
ＢＡＬ 可能无效ꎮ 因此ꎬ通过炎症因子和细胞免疫检验结果可
提示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的严重程度和治疗效果ꎮ

本研究发现治疗组的有效率较对照组高ꎬ经常规治理后

治疗前及治疗后痰栓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 ＋ / ＣＤ８ ＋低于无痰

１ 周ꎬ治疗组 ＬＤＨ、 Ｄ － Ｄ 二聚体、 ＩＬ － ６、 ＣＤ３ ＋、 ＣＤ４ ＋、 ＣＤ４ ＋ /

栓组长ꎮ 痰栓组经 ＢＡＬ 后 ＬＤＨ、Ｄ－Ｄ 二聚体、ＩＬ－ ６、ＣＤ８＋低

组 ＣＤ８＋大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ꎬ治疗组发

栓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ꎬ痰栓组发热时间较无痰
于 ＢＡＬ 治疗前ꎬ痰栓组经 ＢＡＬ 治疗后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４ ＋ /
ＣＤ８＋数值均高于 ＢＡＬ 治疗前ꎮ 见表 ３ꎮ

ＣＤ８＋数值均低于对照组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 ꎬ治疗
热时间较对照组短ꎬ表明 ＢＡＬ 在治疗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合
并肺不张的效果明显ꎬ对改善预后ꎬ缩短病程作用明显ꎬ同时

６.所有接受 ＢＡＬ 治疗患儿术中及术后均未发生严重的

能加快免疫紊乱的恢复ꎮ 另外有效组有痰栓的比例较无效组

讨论

体肺炎患儿是否存在痰栓影响着治疗效果ꎮ 痰栓形成过程是

并发症ꎮ

肺炎支原体入侵人体后人体免疫系统产生各种免

疫反应ꎬ其中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在肺炎支原体肺炎的发病
机制中起到重要作用 [５ꎬ１１] ꎬ其中强烈的免疫反应过强的炎症
反应 在 重 症 肺 炎 支 原 体 肺 炎 的 发 展 中 起 到 重 要 的 作

低ꎬ痰栓组的退热时间较无痰栓组的长ꎬ提示着重症肺炎支原
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ꎬ可能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１)

肺炎支原体感染后发生剧烈的炎性反应和过强的免疫反应ꎬ
出现大量中性粒细胞聚集、降解等反应ꎬ导致高黏滞性物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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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成ꎻ(２) 肺炎支原体感染后增强了纤维蛋白簇与酸性蛋白的

复ꎮ 这提示着痰栓的形成常伴随着更强的炎症反应和免疫紊

桥接作用ꎻ(３) 嗜酸性粒细胞的大量聚集以及气管、支气管上

乱ꎬ细胞免疫及炎症因子在痰栓的形成中起到重要的作用ꎮ

ꎮ

因此ꎬ若机体存在过强炎症反应、免疫紊乱及炎症反应持续的

皮细胞脱落增加了粘性物质ꎻ( ４) 支气管黏膜纤毛损伤导致
摆动清除机制收到破坏及伴随的咳嗽排痰功能的下降

[１７]

本研究发现痰栓组患儿的炎症因子、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 / ＣＤ８
＋较无痰栓组明显升高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１) ꎬ经过

这可能是有痰栓患儿 ＢＡＬ 的治疗效果不如无痰栓的原因ꎮ
患儿行 ＢＡＬ 可能效果欠佳ꎮ

综上所述ꎬＢＡＬ 对于重症肺炎支原体肺炎合并肺不张患

ＢＡＬ 后痰栓组的炎症因子、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 / ＣＤ８＋较治疗

儿的治疗效果明显ꎬ但部分炎症反应和免疫紊乱过强的患儿

前明显下降ꎬＢＡＬ 在治疗中的作用可能通过对气道冲洗清除

效果欠佳ꎬ治疗效果与痰栓、炎症因子、免疫紊乱等因素相关ꎬ

呼吸道炎性介质及分泌物达到贯通气道的作用ꎬ间接起了恢

另外炎症因子和细胞免疫指标的好转可作为疗效判断的一个

复肺泡表面活性物质的作用ꎬ减轻炎症反应ꎬ促进肺不张的恢

指标ꎮ

表３

痰栓组和无痰栓组治疗前后细胞免疫和炎症因子的变化( ｘ
±ｓ)

痰栓组( ｎ ＝ １５)

治疗前

ＬＤＨ( Ｕ / Ｌ)

１１７８.６±１２３.７

ＩＬ－６( ｎｇ / Ｌ)

４０.７９±３.５９

Ｄ－Ｄ 二聚体( μｇ / Ｌ)
ＣＤ３＋( ％)
ＣＤ４＋( ％)
ＣＤ８＋( ％)

[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参

０.００

２８.７１±２.５４

２１.７４±１.５９

１７.３１±１.５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０.８２±１.７１

考

文

Ｐ２

０.００

３９.０６±１.４２
１.１１±０.０２

３５.５４±０.９３

１９９８.０±６４.８
５２.０６±０.４６
３１.７９±０.３９
１.０９±０.０１

３８.５８±１.２０

注:Ｐ １ :治疗前痰栓组和无痰栓组的 Ｐ 值ꎻＰ ２ :治疗后痰栓组和无痰栓组的 Ｐ 值

[１]

Ｐ１

５５９.４２±６１.１７

４６.９９±２.２５
４２.３６±０.６４

治疗后

６７０.２±８８.２５

１８２０.０±２１５.９

１.０７±０.０２

无痰栓组( ｎ ＝ ２７)

治疗前

８０１.６±５０.０

３４７５.１±３５５.４
３０.１１±１.７５

ＣＤ４＋ / ＣＤ８＋

治疗后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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