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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解读·

如何诊治继发性肺结核合并肺奴卡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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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该文报道了一例患有痛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的高龄男性患者，院外诊断涂阳敏感肺结核并给予
抗结核治疗，但呼吸困难症状加重、肺部影像学未改善。多学科讨论认为患者系免疫受损宿主，不排除合并细
菌、真菌及特殊病原体感染，因此选择敏感抗生素治疗并合用奥司他韦和磺胺覆盖病毒及卡氏孢子菌、奴卡菌等
病原体。痰菌延长培养发现皮疽奴卡菌生长，证实患者系肺结核合并肺奴卡菌病，经上述治疗患者呼吸衰竭
好转。
【关键词】 肺奴卡菌病；奴卡菌；肺结核；免疫受损；磺胺

常。双肺呼吸音清，双肺均可闻及湿啰音，右肺明

1 病例介绍
患者，男，77 岁。因“反复咳嗽、咳痰、呼吸困
+

+

显。双下肢中度凹陷性水肿。
院外辅助检查：2018 年 5 月 2 日胸部 CT（图

难 4 个月”于 2018 年 6 月 4 日入院。入院前 4 个
月患者“受凉”后出现咳嗽、咳黄色黏痰，伴活动

1a～1c）：双肺见斑片、条索、网状及蜂窝状影，感
染可能性大，结核待排，双侧胸腔少量积液。2018

时呼吸困难，无畏寒、发热、胸闷、胸痛、咯血、腹
痛、腹泻，于外院就诊，胸部 CT 检查提示“双肺部

年 5 月 13 日痰涂片示抗酸杆菌（+），空腹血糖
7.97 mmol/L。

分间质纤维化，双肺多叶段支气管扩张，双侧胸膜
增厚粘连”，痰涂片查见抗酸杆菌，痰培养提示鲍

入院后辅助检查：血常规：红细胞计数
12
3.3×10 /L，血红蛋白 92 g/L，白细胞计数

曼不动杆菌、霍氏肠杆菌、光滑念珠菌。诊断为
“双肺继发性肺结核、结核性胸膜炎？结核性支气

3.65×10 /L，中性粒细胞 79.9%。生化：白蛋白
27.4 g/L，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49 U/L，尿酸

管扩张、肺真菌病？”给予异烟肼、利福喷丁、乙
胺丁醇、左氧氟沙星（HL2ELfx 方案）抗结核治疗及

513.0 μmol/L。血气分析：pH 值 7.343，氧分压
58.2 mm Hg，二氧化碳分压 45.7 mm Hg。糖化血红

美罗培南、头孢哌酮/舒巴坦、伏立康唑等抗细菌、
真菌感染，患者仍诉咳嗽、咳黄白色黏痰，伴呼吸

蛋白 6.1%。尿钠素 1 284 pg/mL。C 反应蛋白
116 mg/L，降钙素原 1.71 ng/mL。免疫全套：CD3

困难、精神食欲差，无胸痛、咯血、腹痛、腹泻。遂
就诊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细胞亚群 47.30%，CD4 细胞亚群 15.80%，CD8 细胞
亚群 27.30%，CD4/CD8 比值 0.58，抗核抗体 1∶100

患者 10 年前诊断“2 型糖尿病”，长期服用阿
卡波糖控制血糖。2 年前发现“高血压病”，最高

胞浆型，余抗体为阴性，免疫球蛋白 G、免疫球蛋
白 A、免疫球蛋白 M、免疫球蛋白 E 结果正常。凝

收缩压 180 mm Hg（1 mm Hg=0.133 kPa），口服厄
+
贝沙坦降压。有 20 年“痛风”病史，未正规治

血因子 Ⅷ、Ⅸ 未见明显异常。G 试验、GM 试验均
阴性。痰结核分枝杆菌基因扩增检测（TB-DNA）

+

9

疗。患者吸烟 30 年，20 支/d，戒烟 10 年。
体格检查：体温 36.1℃，脉搏 116 次/min，呼

阳性。结核分枝杆菌耐药基因检测（线性探针
法）：利福平、异烟肼、链霉素、乙胺丁醇均敏感。

吸 20 次/min，血压 132/82 mm Hg。神清，急性病
容，全身浅表淋巴结不大。心腹部体格检查未见异

多次痰涂片未查见抗酸杆菌。痰培养：阴沟肠杆
菌生长，培养 6 周未见分枝杆菌生长。6 月 29 日复
查头胸部 CT（图 1d～1f）：双肺多发实变，斑片

DOI：10.7507/1002-0179.201807110
基金项目：四川省科技厅国际合作项目（2014HH0003）
通信作者：陈雪融，Email：384481688@qq.com

影，结节及索条网格影，右肺上叶厚壁空洞，双肺
支气管扩张，考虑感染性病变：结核？纵隔右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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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患者胸部 CT 像

a～c. 2018 年 5 月 2 日院外胸部 CT 像，可见双肺多发实变、斑片影，结节及索条网格影，右肺上叶厚壁空洞，双肺支气管扩张；
d～f. 2018 年 6 月 29 日复查胸部 CT 像，可见双肺病灶较前增多

心脏饱满，肺动脉干增粗，心包少量积液或增厚，
双侧胸腔少量积液。脑萎缩，脑白质脱髓鞘改变，

③ 心功能不全患者重症感染可诱使心功能恶化，
且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基础疾病，尿钠素

双侧脑室前后角间质性水肿可能，中线结构未见
偏移。

增高，故应考虑。建议检测血病毒抗体、痰肺孢子
DNA、细菌真菌培养，可使用无创呼吸机呼吸支

2 专家意见

持，继续原方案抗结核治疗，根据细菌药敏报告选
择敏感抗生素治疗，合用奥司他韦和磺胺覆盖病毒

2.1 胸部影像学的改变提示什么？
白红利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影像医学
科）：患者胸部 CT 检查最初提示双肺多发斑片、
空洞、结节影以及支气管扩张，首先考虑结核病。
抗结核治疗后患者双上肺、右下肺实变均有增加，
并出现双侧胸腔积液，且变化较快。故单纯用结核
病难以解释，应考虑合并细菌、真菌以及特殊病原
体感染。
2.2 如何处理患者的呼吸困难？
陈雪融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结合易患因素（糖尿病）、症状、胸部 CT
多形性表现、细菌学结果可确诊为涂阳敏感肺结
核。治疗方案 HL2ELfx，即用左氧氟沙星替代链霉
素，是考虑患者高龄，存在痛风、糖尿病等诸多临
床情况后作出的个体化诊疗。目前的问题是经过
4 个月正规抗结核治疗，为何患者呼吸困难加重，
肺部影像学未见好转？考虑原因：① 合并其他病
原体感染如细菌、真菌、病毒及奴卡菌等特殊病原
体。因患者为免疫抑制宿主，贫血、白细胞低、营
养不良。② 耐药结核？考虑患者分子药物敏感性
（药敏）试验提示一线抗结核药物敏感，且抗结核
治疗后痰抗酸杆菌涂片阴转，此种可能难以成立。

及卡氏孢子菌、奴卡菌等病原体，控制入量，适当
利尿。作为结核专业的医生不时会遇到合并其他
临床情况的患者，应有大局观，临床视野不能仅仅
局限于结核病本身。

2.3 如何处理患者的代谢性疾病
李建薇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内分泌代谢
科）：该患者有多年的糖尿病、痛风、高血压病史，
随着病程的延长，患者出现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神经病变、慢性肾病等多种慢性并发症。值得注意
的是，通过回溯病史发现，患者近年痛风性关节炎
发作频繁，治疗过程中累计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时间
较长、剂量较大。上述高危因素削弱患者免疫功
能，导致机会性感染，应控制患者血糖到安全范
围，减少高血糖导致急性并发症的风险，合理使用
胰岛素，减少感染机会，避免慢性并发症的进行性
加重。
2.4 如何处理该患者面临的感染性疾病
叶慧副教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性疾病中
心）：本例患者以咳嗽、咯痰、呼吸困难为主要表
现，影像学检查提示有多发的实变、斑片影及空洞
形成，经抗结核治疗病灶增加，应注意排除非结核
分枝杆菌、奴卡菌、隐球菌、曲霉菌等病原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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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可能；结合患者白细胞低，头部 CT 提示可疑的颅

菌病较为罕见，近年发病有增加 。本例患者长期

内病灶，还应怀疑奴卡菌病可能。为了明确诊断，
反复的病原学诊断尤为重要，需取痰液、支气管灌

罹患糖尿病、痛风等慢性疾病，曾较长时间使用糖
皮质激素，营养状况不佳，属于免疫受损宿主，是

洗液、血液进行病原菌培养（延长培养时间），为了
快速明确诊断，还可以结合分子生物学检测和特异

机会性感染包括结核、奴卡菌感染的高危人群。另
外，抗结核药物也可能导致白细胞下降，增加奴卡

性的血清学检查（如隐球菌抗原检测及曲霉菌半乳
甘露聚检测等）。

菌病发病的机会 。对这类可疑病例应尽快进行痰
或血液培养甚至病理学检查以增加检出率，对有高

3 本例患者实际诊治和管理

危因素病例诊断的警惕性和及时的治疗是改善本
病预后的关键。

入院后予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哌拉西林/他
唑巴坦抗感染抗感染、纠正心功能不全、维持电解
质稳定、营养支持、纠正凝血功能障碍等治疗。
7 月 13 日检验科报告患者痰菌培养与鉴定（延长培
养）：皮疽奴卡菌生长（图 2）。诊断考虑：① 双肺
上中下继发性肺结核，涂（+）DNA（+）敏感（H，
R，S，E）初治；② 肺奴卡菌病；③ 细菌性肺炎；
④ 呼吸衰竭；⑤ 糖尿病；⑥ 原发性高血压；⑦ 痛
风；⑧ 营养不良。7 月 14 日起予美罗培南抗感
染，7 月 16 日调整方案为异烟肼、乙胺丁醇、左氧
氟沙星抗结核（因白细胞过少暂停用利福喷丁），
并联合磺胺甲噁唑（2 片，3 次/d）治疗肺奴卡菌
病。经上述治疗，目前患者呼吸衰竭好转。

4 讨论

[4]

糖尿病宿主的结核病临床表现已为人熟知：
起病急，发热、盗汗等结核全身症状不常见，肺部
病灶不典型但发展快。肺部奴卡菌病可呈急性、亚
[5]
急性或慢性（3 周以上）经过，以慢性多见 。该病
的症状、体征、影像学表现无特异性，诊断较为困
难。研究发现，发热、咳嗽、咯痰是肺奴卡菌病最
[6]

常见的症状，与常见肺部感染性疾病并无区别 。
肺奴卡菌病的胸部影像学表现多样，可以发现中等
密度以上的小片状或大片状浸润性病变、实变、单
个或多个结节阴影，经常有脓肿形成且伴空洞，偶
形成厚壁空洞；也可有弥漫性结节灶、网状、粟粒
样病变；肺门淋巴结常肿大，但很少形成钙化，通
常无纤维化；胸膜受累时可有胸膜增厚、胸腔积液
[7]
或液气胸等表现 。对于免疫功能低下患者，由于

本文报道的是一例少见的肺结核合并肺奴卡

可能同时存在多种病原体导致的机会性感染，与肺
奴卡菌病的临床症状、影像学表现相互重叠，使诊

菌等混合感染的病例，诊治过程颇为曲折。奴卡菌
病是奴卡菌属引起的局限或播散性化脓性感染和

断更为困难。PubMed 上搜索可见新近尚有奴卡菌
[8]
病与结核病复燃混淆的报道 。因此，对于肺部的

肉芽肿性病变，属于机会性感染，多见于免疫受损
[1]
宿主 。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50 例奴卡菌感染病

亚急性或慢性感染，如果经普通抗感染治疗或抗结
核治疗无效时，应考虑本病的可能。本病例为免疫

例中，仅有 6 例平素身体健康，其余 44 例大多数为
免疫功能低下者、曾使用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

抑制宿主，结核病及奴卡菌病均可发生，最初痰抗
酸杆菌涂片阳性也可以分别发生于两病；在影像

[2]

剂者 。
结核病在结核高负担的中国颇为常见，但奴卡

图2

学表现不具有诊断特异性的情况下，应考虑该患者
是奴卡菌病误诊为结核病抑或两病并存。回溯病

患者痰培养标本（弱抗酸染色 ×1 000）
a. 奴卡菌弱阳性；b. 奴卡菌强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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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发现，患者痰结核菌 DNA 阳性，抗结核治疗后
痰抗酸菌涂片阴转，故肺结核诊断明确，应考虑结
核病合并奴卡菌病。另患者痰细菌培养还有阴沟
肠杆菌生长，还应诊断细菌性肺炎。
痰结核菌 DNA 检测的重要性在本例中毋庸置
疑，及时的分子药敏结果也帮助临床医生判断了结
核病类型、坚定了对抗结核方案的信心。奴卡菌的
检测也有别于普通细菌之处。由于奴卡菌生长缓
慢、培养周期较长，为避免漏诊，应对可疑病例标
[9]
本培养的时间尽可能延长，至少 4 周 。相对于传
统细菌培养方法，聚合酶链反应、16S rDNA 测序或
质谱分析均可快速、精确地鉴定出奴卡菌株，大大
[10]

缩短诊断周期 。
本病例的抗结核、抗细菌治疗均按照药敏结果
选用，奴卡菌病选用磺胺治疗。肺奴卡菌病的首选
药物是磺胺嘧啶（6～10 g/d，分 4 次口服，病情控
制后可减量至 4 g/d，疗程至少 3～6 个月，必要时
可延长至 1 年）。还可选用复方磺胺甲噁唑［甲氧
苄胺嘧啶 10～20 mg/（kg·d）、磺胺甲噁唑 50～
100 mg/（kg·d），分 2 次口服］。磺胺过敏或有禁忌
[1]

的病例可以使用米诺环素（100～200 mg，2 次/d） 。
选药后需特别注意监测多种抗微生物药物作用下
的不良反应：肝肾损害、胃肠道反应、骨髓抑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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