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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D辅助治疗老年人社区获得性肺炎疗效观察
皮红泉 1，袁柏强 2 ，杨培文 2，卢盛祥 1，林启航 1

(东莞市常平医院检验科 1、呼吸科 2，广东 东莞 523573)

【摘要】 目的 探讨维生素D辅助治疗老年人社区获得性肺炎(CAP)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东莞市常平医

院呼吸科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3月间收治的100例老年CAP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50例，对照组患者予常规抗感染等治疗，观察组联合应用骨化三醇治疗，疗程为4周。比较两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25-羟维生素D [25-(OH)D]、超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及临床疗效。结果 治疗后，观

察组患者的血清25-(OH)D水平为(34.22±14.63) ng/mL，明显高于对照组的(28.36±15.17) ng/mL；血清hs-CRP水平

为(9.15±4.43) mg/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13.28±5.42) m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

效率为95.24%，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5.7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维生素D辅助治疗老年CAP可提

高体内维生素D水平，降低炎症反应程度，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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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vitamin D in the adjuvant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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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vitamin D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CAP). Methods A total of 100 elderly patients with CAP treated in Respiratory De-

partment, Dongguan Changping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6 to March 2017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observa-

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outine anti-infection treatment,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alcitriol, both for 4

weeks. The changes of serum 25-(OH)D and 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 (hs-CRP) levels were compared be-

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s well as the clinical efficacy.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serum

25-(OH)D level was (34.22±14.63) ng/m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28.36±15.17) ng/mL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serum hs-CRP was (9.15±4.43) mg/L,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13.28±5.42) mg/L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24%,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85.71%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Adjuvant treatment with vitamin D can improve the vitamin D level in elderly CAP patients, re-

duce the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impro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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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获得性肺炎(CAP)是老年人常见的呼吸系统

疾病，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环境恶化及抗生素滥用等因

素的影响，老年人CAP的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1]。

老年人CAP具有起病急、进展快的特点，严重者可进

展至重症肺炎而延长住院时间，甚至危及患者生命，

因而需要积极干预治疗[2]。近年来，有研究表明维生

素D水平与CAP的发生及感染严重程度关系密切[3]。

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维生素D辅助治疗老年CAP患

者的临床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东莞市常平医院2016年12

月至2017年3月间收治的100例老年CAP患者为研究

对象，其中男性59例，女性41例，年龄60~81岁。纳入

标准：①年龄≥60岁；②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

会制定的CAP诊断标准[4]。排除标准：①医院获得性

肺炎患者；②合并肺结核、支气管扩张等其他肺部疾

病以及恶性肿瘤、血液系统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

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③对骨化三醇过敏者。根据

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50例，

观察组中男性 28 例，女性 22 例，年龄平均(69.3±8.4)

岁。对照组中男性 31例，女性 19例，年龄平均(68.2±

9.3)岁。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

同意书。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休息、吸

氧、消除诱发因素、祛痰、扩张支气管，以及维持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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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质平衡等支持治疗，同时给予抗感染治疗，即应用广

谱抗生素[如β-内酰胺类抗生素(或联合喹诺酮类)]治

疗，根据病原学结果调整应用敏感抗生素。观察组在

此基础上联合应用骨化三醇胶丸(商品名：盖三淳，青岛

正大海尔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治疗，用法：0.25 μg/晚，

口服，两组疗程均为4周。

1.3 观察指标

1.3.1 血清学指标 两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后抽

取清晨空腹静脉血 3 mL，3 000 r/min 离心 10 min，分

离血清并保存于-20℃条件下待测。血清 25-(OH)D

水平采用串联质谱法进行测定，血清超敏C反应蛋白

(hs-CRP)水平则采用免疫荧光法进行测定。

1.3.2 临床疗效 疗效判断标准 [5]：显效指治疗

后，患者的症状(如发热、咳嗽、气促、喘息等)及体征

(肺部听诊干、湿啰音)完全消失，影像学检查显示肺部

斑片状或者片状阴影完全消失，病原学检查均为阴

性；有效指患者症状较前明显好转，肺部的干、湿啰音

未闻及，影像学检查明显好转(病灶消失>50%)，病原

学检查均为阴性；无效指患者治疗后达不到上述疗效

标准，部分患者病情加重或死亡。治疗有效率=[(显效

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样

本均数比较采用 t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均以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 25(OH)D 和

hs-CRP 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25(OH)D

水平明显升高，且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hs-CRP 水平均显

著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治疗总有效率为 95.24%，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5.7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52，P<0.05)，见表2。

3 讨 论

社区获得性肺炎是指在医院外罹患的感染性肺

实质炎症性病变，包括入院后在潜伏期内发生的具有

明确潜伏期的病原体感染而引起的肺炎。调查显示，

CAP 在成人的发生率高达 4.7%~11.6%[6]。老年人由

于各脏器功能生理性的减退，常常合并心血管等基础

疾病，因此全身和呼吸道局部防御功能降低、免疫功

能减退，成为CAP的高发人群。维生素D缺乏在全球

普遍存在，老年人由于户外活动减少、饮食及多种疾

病的影响，因此其维生素D缺乏更加明显[7]。研究显

示，维生素D缺乏与CAP的发生及肺功能的下降关系

密切，主要原因是维生素D缺乏可引起气道黏膜上皮

变性、角化和增生，使呼吸道抵抗力下降进而容易导

致感染的发生[8]。曾晓琼等[9]研究指出老年肺炎患者维

生素D不足发病率高达95.6%，血清维生素D水平较非

肺炎组明显降低。Berry等[10]则通过研究指出发现呼吸

道感染的发生率与血清25-(OH)D3水平之间存在相关

性，即血清25-(OH)D3水平每增加10 nmol/L则可使呼

吸道感染的发生率降低7%。

维生素 D 是人体正常生长发育不可缺少的重要

维生素，并且是一种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激素，主要

来源于皮肤和食物，经过肝脏等代谢生成25(OH)D后

再在肾脏激活转化成1,25 (OH) 2D。其中人体血液中

含量最多的是 25(OH)D，通过检测其浓度反映体内维

生素D的储备情况。维生素D的受体广泛存在于血管

内皮细胞、肌肉、胰腺β细胞、神经及免疫系统，维生素

D可通过增加抗炎性因子的表达和降低促炎性因子的

产生影响机体的炎症反应和抗菌活性；维生素D还可

通过参与抗菌肽(如防御素)的合成，介导单核细胞分

化成熟成为吞噬细胞等途径发挥调节免疫功能、增强

机体抵抗力的作用[11-12]。本研究对观察组老年CAP患

者在常规抗感染等治疗的基础上辅助应用活性维生

素D3 (骨化三醇)治疗，结果发现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血

清 25 (OH)D水平明显升高，且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

组患者血清炎症标志物 hs-CRP下降程度明显高于对

照组，且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提高。说明维生素

D辅助治疗老年CAP可提高体内维生素D水平，降低

炎症反应，提高临床疗效。

综上所述，维生素D辅助治疗老年社区获得性肺

炎对提高体内维生素D水平有利，可有效降低炎症反

应程度，进而提高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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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 25 (OH) D水平和hs-CRP水平比较

(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50

50

血清25 (OH) D(ng /mL)

治疗前

26.32±12.68

27.15±13.34

0.628

>0.05

治疗后

34.22±14.63a

28.36±15.17

4.364

<0.05

治疗前

32.54±10.39

33.71±12.35

0.129

>0.05

治疗后

9.15±4.43a

13.28±5.42a

4.798

<0.05

hs-CRP (mg/L)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表2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50

50

显效

22

17

好转

25

24

无效

3

9

有效率(%)

95.24

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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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抬腿试验预测液体复苏后心功能不全患者容量反应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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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两种体位下被动抬腿试验(PLR)对液体复苏后心功能不全患者容量反应性的预测价值。

方法 采用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17年3月在梅州市人民医院 ICU住院的52例液体

复苏后并心功能不全的重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患者依次行平卧位PLR、半卧位PLR和补液试验(VE)，用心阻抗

无创血流动力学监测系统监测整个过程，记录基线、PLR和VE后心排血量(CO)、心率(HR)以及平均动脉压(MAP)

等数据。根据VE后CO变化率(ΔCOVE)是否≥10%将患者分为有反应组和无反应组。分别对PLR和VE后ΔCO、

ΔHR、ΔMAP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ROC曲线评价两种体位下PLR对容量反应性的预测价值。结果 52例患者中

有反应组27例，无反应组25例。PLR和VE时有反应组的ΔCO均明显大于无反应组[平卧位PLR：(11.17±3.36)% vs
(4.14±7.17)%，t=4.469，P<0.01；半卧位PLR：(9.31±3.14)% vs (-4.14±10.55)%，t=6.147，P<0.01；VE：(13.79±2.35)% vs
(0.84±7.16)%，t=8.620，P<0.01，且ΔCO PLR平卧、ΔCO PLR半卧均与ΔCOVE呈正相关(平卧位 r =0.737，半卧位 r=0.903，均P<

0.01)。△CO PLR平卧、△CO PLR半卧预测患者容量反应性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45、0.978，△CO PLR平卧预测

容量反应性最佳临界值、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7%、85.2%、76.0%，△CO PLR半卧预测容量反应性最佳临界值、灵敏

度和特异度分别为5.9%、92.6%、96.0%。结论 两种体位下PLR均能准确预测液体复苏后心功能不全患者的容量

反应性，且半卧位PLR优于平卧位PLR。

【关键词】 被动抬腿试验；容量反应性；心功能不全；无创心排监测技术；液体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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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 of passive leg raising test in predicting volume responsiveness in patients with cardiac dysfunction after
fluid resuscitation. ZHANG Long 1, QIU Shu-hua 2. 1. Department of Surgical Intensive Care Unit, Meizhou People's
Hospital/Meizhou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Meizhou 514000, Guangdong, CHINA; 2.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the Thir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Yuedong Hospital, Meizhou 51400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passive leg raising (PLR) test in two different postures in pre-

dicting volume responsiveness in patients with cardiac dysfunction after fluid resuscitation. Methods A prospective ob-

servational cohort study was conducted in ICU of Meizhou People's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March 2017. Fif-

ty-two severe patients with cardiac dysfunction after fluid resuscitation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ubjects. A supine

PLR test, a half-recumbent PLR trial, a final volume expansion test (VE) were conducted in-order for every patient. Im-

pedance under monitoring of impedance cardiography throughout the process, the baseline data, cardiac output (CO),

heart rate (HR), and 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 after PLR and VE were recorde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reac-

tive group and no response group according to whether the added value of CO (ΔCO) after VE was no less tha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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