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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和医院获得性肺炎痰培养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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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和医院获得性肺炎病原菌分布,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方法 对
我院372例住院老年社区获得性和医院获得性肺炎患者进行痰培养，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老年社区
获得性肺炎和医院获得性肺炎痰培养阳性率分别为29.05%和48.15%；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病原菌主要以肺炎
链球菌（41.18%）和流感嗜血杆菌（32.35%）为主，医院获得性肺炎(HAP)主要是铜绿假单胞菌（25.53%）、肺炎克
雷伯菌（15.96%）、金黄色葡萄球菌（14.89%）、真菌（10.64%）、大肠埃希菌（10.64%）。结论 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
与医院获得性肺炎病原菌构成差异较大。对社区获得性肺炎治疗应根据患者症状、痰培养结果及可能的病原体
选用合理的抗菌药物，对医院获得性肺炎应加强对患者感染途径的控制和痰标本培养和药敏监测，根据监测结
果制定治疗方案，早期、联合、足疗程用药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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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athogens of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CAP) and hospital-acquired pneumonia (HAP) in elderly patients, an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Sputum culture was performed for 372 elderly patients with CAP or HAP in our hospital. The re-

sult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 of sputum culture was 29.5% for CAP and 48.15%

for HAP. In the etiological bacterial species,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41.18% ) and Haemophilus influenzae
(32.35% ) were the main pathogens for CAP, while Pseudomonas aeruginosa (25.53% ), Klebsiella pneumoniae
(15.96%), Staphylococcus aureus (14.89%), Fungus (10.64%), Escherichia coli (10.64%) were the main pathogens

for HAP. Conclusion The composition of bacteria between the CAP and HAP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antibiotic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symptoms, the results of sputum culture and the possible

pathogen species. For HAP,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of infection pathway, sputum culture and drug sus-

ceptibility testing, constitute the treatment plan according to the testing results, 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get a

complete course of early, combined antibiotic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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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据报道肺炎已成为导致老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
因之一，约 16%老年患者死于肺炎，仅次于心血管疾
病和恶性肿瘤 [1]。为了解老年患者社区获得性肺炎
和医院获得性肺炎病原菌谱情况，笔者对我院372例
住院老年肺炎患者进行痰培养，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
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选取我院2009年1月至2011年
12 月住院已确诊年肺炎的老年患者(年龄≥60 岁)

372 例。其中符合《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
南》210例，符合《医院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南》
16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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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标本采集 痰标本为患者深部痰，不能自
主咳痰者，采用无菌气管插管取得深部分泌物，部分
标本由纤维支气管镜毛刷取得。

1.3 细菌培养 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
对痰标本进行培养、分离、鉴定。真菌培养采用广州
天域达器械试剂有限公司提供的CY酵母菌快速显
色检测培养盒。质控菌株大肠埃希菌 ATCC25922、
铜 绿 假 单 胞 菌 ATCC27853、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ATCC25923、白色酵母菌ATCC6093购于中国生物制
品检定所。

2 结 果

2.1 病原菌检出情况 210例社区获得性肺炎
痰培养阳性 61例，阳性率为 29.05%，菌株 68株；162

例医院获得性肺炎痰培养阳性 78 例，阳性率为
48.15%，菌株94株。

2.2 病原菌分布情况 68株社区获得性肺炎病
原菌以肺炎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为主，94株医院
获得性肺炎病原菌以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真菌为主，见表1。

3 讨 论

近年来老年肺炎病原的实验室诊断技术发展很
快，根据痰涂片、痰培养、血培养、血清学检查、经纤支
镜刷取物或活检以及支气管灌洗液培养，肺组织培养
等有助于感染的病原体检查。但对于非典型病原体，
培养耗时长、技术要求高，仅适用于实验室研究；血清
学检查方法技术成熟，敏感性和特异性好，缺点是需
要检测急性期和恢复期双份血清才有意义，仅适用于
流行病学调查；尿抗原检测谱窄、假阴性率高、成本
高；聚合酶链反应快速、不受抗生素应用影响，但操作
繁琐，影响因素多，缺乏统一标准，应用有限；活检及
组织培养等方式属创伤性检查，患者不易接受，且不
能反复进行，临床上仅用于重症肺炎。痰培养虽然易

受呼吸道寄生菌污染，但只要按程序要求严格采取咯
痰标本，痰培养有特异性，不失为一种临床常用的简
单、经济检查方法。

本调查结果显示，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痰培养阳
性率为 29.05%，低于刘又宁等[2]报道的 32.0%和田建
霞等[3]报道的 54.90%。医院获得性肺炎痰培养阳性
率为48.15%，高于张庆文等[4]的报道(31.9%)。老年社
区获得性肺炎以肺炎链球菌(41.18%)和流感嗜血杆
菌(32.34%)为主，高于刘又宁等[2]和田建霞等[3]报道
的痰培养肺炎链球菌(10.7%和14.7%)、流感嗜血杆菌
(9.2%和 5.8%)，致病菌谱不尽相同，可能与本地区环
境、发病率及使用抗生素情况有关。并且，近年来
报道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真菌等医院感
染主要菌在社区获得性肺炎中呈上升趋势 [5-6]，应引
起医师注意。

本调查还发现，医院获得性肺炎主要致病菌是铜
绿假单胞菌(25.53%)、肺炎克雷伯菌(15.96%)、金黄色
葡萄球菌 (14.89% )、真菌 (10.64% )、大肠埃希菌
(10.64%)，与陈劲龙等[7]和凌洁[8]报道的病原菌构成基
本一致，主要致病菌以G-杆菌为主。

综上所述，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与医院获得性肺
炎病原菌构成差异较大。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预防
主要是肺炎链球菌疫苗和流感疫苗的接种；治疗应根
据患者症状、痰培养结果及可能的病原体选用合理的
抗菌药物。对医院获得性肺炎的预防主要是减少交
叉感染，针对减少口咽和胃部细菌定植和防止吸入采
取措施；治疗应严格遵守抗生素使用原则，根据病原
学和药敏试验选择用药，可避免或减少医院获得性肺
炎的发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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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社区获得性肺炎和医院获得性肺炎病原菌分布情况[株(%)]

病原菌

G+球菌

肺炎链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

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

G－杆菌

流感嗜血杆菌

肺炎克雷伯菌

铜绿假单胞菌

鲍氏不动杆菌

大肠埃希菌

嗜麦芽寡养单胞菌

真菌

白色假丝酵母菌

其他

社区获得性肺炎(n=68)

31(45.59)

28（41.18）

3（4.41）

-

37(54.41)

22（32.35）

9（13.24）

6（8.82）

-

-

-

-

-

-

医院获得性肺炎(n=94)

22(23.40)

3(3.19)

14(14.89)

5(5.32)

62(65.96)

2(2.13)

15(15.96)

24(25.53)

5(5.32)

10(10.64)

6(6.38)

10(10.64)

7(7.45)

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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