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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非艾滋病病毒感染临床病例肺孢子菌
肺炎的流行病学研究
孙岚黄敏君安亦军郭增柱
【摘要】

目的了解非ＨＩＶ感染临床病例肺孢子菌肺炎（ＰＣＰ）的流行现状。方法用六亚甲

基四胺银（ＧＭｓ）染色镜检和ＰＣＲ对８５ｌ例非ＨＩＶ感染肺炎患者进行检测，从患者痰液或支气管肺
泡灌洗液中查到肺孢子菌包囊或ＤＮＡ为确诊ＰＣＰ的依据。结果８５ｌ例肺炎患者中，肺孢子菌
ＧＭＳ阳性１２３例（１４．５％），ＰＣＲ阳性２０２例（２３．７％）；有免疫功能低下表现的肺炎患者肺孢子菌检
出率最高，ＧＭＳ和ＰＣＲ阳性率分别高达２８．２％和３９．４％；在高龄慢性病患者和无明确免疫受损史、
肺感染原因待查患者中亦检出ＰＣＰ患者，ＧＭＳ阳性率分别为８．７％和１０．９％，ＰＣＲ阳性率分别为
１７．５％和１９．６％。结论非ＨＩＶ感染临床病例发生ＰＣＰ的风险较高，临床医师应注意鉴别有无
ＰＣ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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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氏肺孢子菌（Ｐｎｅｕｍｏｃｙｓｔｉｓｆｉｒｏｖｅｃｉｉ）是一种机
会性致病真菌，能引起免疫功能受损者致死性间质

ＰＣＰ）…。ＰＣＰ在２０世纪４０—５０年代主要见于二战

肺炎，即肺孢子菌肺炎（Ｐｎｅｕｍｏｃｙｓｔ括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流行于ＨＩＶ感染人群，曾被视为ＡＩＤＳ的“标志

后欧洲严重营养不良的婴幼儿，８０一９０年代则主要
病”。近年来由于采用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Ｈ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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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ＡＩＤＳ患者ＰＣＰ发病率已显著下降陋］，但随着
肿瘤放化疗患者、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的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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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等非ＨＩＶ感染免疫功能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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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或缺陷人群的扩大，ＰＣＰ患者日益增多【３】。本课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４月第３０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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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组曾比较了在不同虫荷条件下用ＰＣＲ及六亚甲

乙醇逐级脱水各５ ｌＩｌｉｎ；二甲苯透明３０ ｍｉｎ，树胶封

基四胺银（ＧＭＳ）染色法诊断大鼠ＰＣＰ的价值及检

片。涂片经染色后由２名技术员镜检读取。

测临床ＰＣＰ患者痰标本的诊断价值【４’５１。在此基础

（２）ＰＣＲ检测：ＰＣＲ引物为肺孢子菌线粒体大亚

上，本研究用这两种方法对非ＨＩＶ感染肺炎患者进

基ｒＲＮＡ中的２个片段哺１，其碱基序列为：５’．有义引

行肺孢子菌感染的流行病学调查，以了解我国此类

物ｐＡＺｌ０２－Ｅ：５

人群ＰＣＰ的流行现状。

ＣＡ．３’；３’．反义引物ｐＡＺｌ０２一Ｈ：５’．ＧＴＧ

对象及方法
１．调查对象：从２００６年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共

７一ＧＡＴ ＧＧＣ ＴＧＴ ＴＴＣ ＣＡＡ ＧＣＣ

Ｇ１ｖｒ ＧＣＡＡＡＧ ＴＡＣ

ＴＡＣ

ＴＣ一３’。由北京赛百盛生物

制剂有限公司合成，并经脱盐纯化。模板的制备，
取痰标本或ＢＡＬＦ

１

ｍｌ，加等量１

ｍｏｌ／ＬＮａＯＨ，３７℃

收集来自北京、河北、山东、山西、辽宁、内蒙古等地

水浴３０

区８５１例肺炎患者的临床标本进行ＰＣＰ检测，其中

次后，加细胞裂解液（北京华美生物转导有限公司）

２３６例的标本为支气管肺泡灌洗液（ＢＡＬＦ），６１５例

３０斗ｌ，最后加无菌去离子水至３００ ｇｌ，置６０℃水浴

标本为痰液。８５１例患者均有发热、咳嗽、呼吸急促

１

等呼吸道感染症状，胸部ｘ线显示炎性病变；其中男

用。ＰＣＲ反应：采用２５山反应体系（ＰＴＣ．２００，美国

性５４６例，女性３０５例，年龄１—１０１岁，平均（５３．９±

Ｂｉｏ—Ｒａｄ公司）：１０ Ｘ

２１．３）岁。根据病史，８５１例肺炎患者按病情可分为３

２．５¨ｌ，１０ ｍｍｏｌ／Ｌ４×ｄＮＴＰｓ ２．０ ｐｌ，２０

组：①因接受免疫抑制剂和细胞毒性药物治疗而有

ｐＡＺｌ０２．Ｅ及ｐＡＺｌ０２．Ｈ各１．５¨ｌ，３

ｍｉｎ，６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５ ｍｉｎ，用生理盐水洗２

ｈ，１００℃煮沸１５ ｍｉｎ，６０００ ｒ／ｒａｉｎ离心ｌ ｒａｉｎ后备

ｂｕｆｆｅｒ ２．５¨ｌ，２５ ｍｍｏｌ／Ｌ ＭｇＣｌ２

ｇｍｏｌ／Ｌ弓Ｉ物

Ｕ／ｇｌ

Ｔａｑ酶ｌ

ｐｌ

免疫功能低下表现的患者１８８例，其中有肾病患者

（购自北京华美生物转导有限公司），模板２．５¨ｌ，

（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等）１４例、结缔组织病患
者（系统性红斑狼疮、ＡＮＣＡ相关性血管炎、皮肌炎、

无菌去离子水１１．５¨ｌ。反应条件：９４℃预变性
５ ｒａｉｎ；９４℃变性１ ｍｉｎ，５５０Ｃ退火１．５ ｍｉｎ，７２０Ｃ延伸

干燥综合症等）３ｌ例、器官移植患者（肾移植、骨髓

１．５

移植、肝脏移植、心脏移植等）８７例、血液病患者（白

产物与２ ｒｔｌ

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２７例、肿瘤化疗患者（淋

压稳流电泳仪行琼脂糖凝胶电泳（ＡＧＥ），８０ ｍＡ电

巴瘤、肝癌等）２９例。②高龄慢性病患者１０３例，年

流电泳４０ ｍｉｎ，置凝胶分析仪中观察结果，产物片段

龄８１—１０１岁，此组患者虽未接受免疫抑制剂和细

长３４６ ｂｐ。以人源肺孢子菌分离株Ｐｔｌ ＤＮＡ为阳性

胞毒性药物治疗，无明显免疫缺陷，但因某些慢性病

对照【７】，同时设立阴性对照和空白对照。

而长期卧床。③无明确免疫功能受损史，肺感染原
因待查患者５６０例。

ｒａｉｎ，３５个循环后７２０Ｃ延伸７ ｍｉｎ。取１０“ｌ扩增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ｂｕｆｆｅｒ混匀后于ＤＹＹ－ｌｌＩ ２型稳

（３）ＰＣＰ的诊断标准：患者有发热、干咳，逐渐
加重的呼吸困难等临床表现、肺部体征时，胸部ｘ线

对照组为非ＰＣＰ呼吸系统感染者，共２０例，包

显示典型碟形毛玻璃状或迷雾状阴影，为疑似

括肺结核３例，慢性支气管炎合并细菌感染１２例，细

ＰＣＰ。从患者的痰液、ＢＡＬＦ查到肺孢子菌包囊或

菌性肺炎５例。诊断标准为：①无免疫功能低下表

ＤＮＡ为确诊的依据。一

现和使用激素、免疫抑制剂史；②有发热、咳嗽、咳痰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统计软件进行

等临床表现；③相应的病原学检查阳性；④经抗生素

分析。应用配对资料或行Ｘ列表ｆ检验比较各组患

或抗结核药物治疗后好转。均采用痰标本。

者ＢＡＬＦ和痰液标本ＧＭＳ镜检及ＰＣＲ的检测结果。

２．调查方法：
（１）病原检测ｂ】：采用ＧＭＳ染色镜检法进行病

结

果

原学检测ＢＡＬＦ、液化后的痰液经离心，取沉淀涂

１．ＰＣＰ检测结果：表１显示，ＧＭＳ镜检阳性１２３

片。将制备好的涂片固定后，５％过碘酸钠氧化２０℃

例（１４．５％），ＰＣＲ阳性２０２例（２３．７％）。经配对资料

孵育１２ ｍｉｎ，流水及蒸馏水冲洗数秒，晾干；置ＧＭＳ

）ｃ２检验：ＢＡＬＦ ＧＭＳ镜检阳性率（２５．４％）与痰液

染液，６０℃孵育９０ ｍｉｎ至标本转为黄褐色，流水冲

ＧＭＳ镜检阳性率（１０．２％）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

洗５ ｒａｉｎ，蒸馏水冲洗３～４次；０．１％氯化金褪色

意义（ｆ＝３９．５７７，Ｐ＜０．０１）；而ＢＡＬＦ标本和痰液标

ｍｉｎ，蒸馏水冲洗４～５次；２％硫代硫酸钠分

本的ＰＣＲ阳性率分别为３２．６％和２０．３％，二者之间差

２～５

化５ ｒａｉｎ，流水冲洗１０ ｍｉｎ以上，蒸馏水洗２～３次；

亮绿复染２ ｍｉｎ，蒸馏水冲洗数次；９５％、９９％、１００％

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Ｚ＝１５４．１２３，Ｐ＜０．０１）。
２．ＰＣＰ的分布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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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８５１例肺炎患者ＰＣＰ检查的结果

表３

豢

８５ １例肺炎患者及对照组ＰＣＰ的检查结果

原发疾病

例数百雨翥—ＧＭ面Ｓ蚕而百捕历—ＰＣ葡Ｒ丽

（１）性别分布：８５１例肺炎患者中，肺孢子菌
ＧＭＳ镜检和ＰＣＲ检查，男性５４６例，阳性率分别为
１３．９％和２３．３％；女性３０５例，阳性率分别为１５．４％和
２４．６％；男女性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分别为０．３５２
和０．１９１，Ｐ值均＞Ｏ．０５）。
（２）年龄分布：表２显示，非ＨＩＶ感染的临床患

注：４ １与２：ｆ－－－－３２．６０４，Ｐ＜Ｏ．０５；１与３：ｆ＝１５．０２０，Ｐ＜Ｏ．０５；２

者ＰＣＰ的检出率随着年龄组的增长，检出率变小，呈

与３：ｆ＝ｏ．４２８，Ｐ＞Ｏ．０５。‘１与２：Ｘ２＝１４．７４３，Ｐ＜Ｏ．０５；１与３：Ｘ２＝
２９．５０６，Ｐ＜Ｏ．０５；２与３：ｆ＝ｏ．２６２，Ｐ＞Ｏ．０５

负相关关系。
表２

８５１例肺炎患者巾ＰＣＰ的年龄分布

检标本主要为痰液和ＢＡＬＦ。痰液检查虽简便、安
全、无损伤，但咳痰标本的病原体检出率很低（６％一
３０％）；导痰方法可提高检出率（６０％一７２％）；而
ＢＡＬＦ标本的病原体检出率则高达９８％一１００％【８】。
本课题组曾用动物实验证实，用ＰＣＲ及ＧＭＳ检测肺
荷菌量高的ＰＣＰ大鼠ＢＡＬＦ标本的敏感性分别为
１００％和９２．６％，治疗后肺荷菌量明显降低后其敏感
性分别为８８．１％和３０．５％；而用ＰＣＲ及ＧＭＳ检测临

（３）ＰＣＰ在非ＨＩＶ感染肺炎患者中的分布：表３

床ＰＣＰ患者的痰标本，敏感性分别为１００％和

显示，在１８８例因接受免疫抑制剂和细胞毒性药物

３５．０％；而相应的对照实验表明这两种方法特异性

治疗而有免疫功能低下表现的肺炎患者①组中，肺

均很好（ｔｏｏ％）［４ｊ】。本组用ＧＭＳ染色法检测６１５例

孢子菌ＧＭＳ镜检和ＰＣＲ检查阳性率分别高达

患者痰标本中的肺孢子菌包囊，检出率为１０．２％，而

２８．２％和３９．４％；其中肾病患者并发肺炎时ＰＣＰ所占

２３６例患者的ＢＡＬＦ标本的检出率则高达２５．４％；二

比率最高，肺孢子菌ＧＭＳ和ＰＣＲ阳性率分别高达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由于用染色镜检的方法检查

６４．３％和７８．６％；其次为结缔组织疾病患者（分别为

痰标本的敏感性较低，痰镜检阴性不能作为临床排

３５．５％和４８．４％）、器官移植患者（分别为２７．６％和

除诊断的指标，而应该改用ＢＡＬＦ标本或采用更敏

４０．２％）、血液病患者（分别为２５．９％和２９．６％）及肿瘤

感的ＰＣＲ方法进一步除外肺孢子菌感染的可能归】。

化疗患者（分别为６．９％和１７．２％）。在高龄慢性病患

本组ＰＣＲ检测应用敏感特异的肺孢子菌线粒体大

者②组和无明确免疫受损史、肺感染原因待查患者

亚基ｒＫＮＡ基因引物，以基因释放剂制备模板ＤＮＡ，

③组中亦检出ＰＣＰ患者，ＧＭＳ阳性率分别为８．７％和

为防止可能含有的抑制物对结果的影响，对临床高

１０．９％，ＰＣＲ阳性率分别为１７．５％和１９．６％。对照组

度疑似ＰＣＰ而ＰＣＲ检测阴性的标本设立内对照以

ＰＣＲ及ＧＭＳ检查结果均为０％。

保证实验的准确性。结果显示，６１５例患者的痰标

讨

论

本ＰＣＲ阳性率为２０．３％，与１０．２％的ＧＭＳ检出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２３６例患者的ＢＡＬＦ

本研究显示病原学检查是诊断ＰＣＰ最可靠的方

ＰＣＲ阳性率与ＧＭＳ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法，其敏感性与所用染色方法、标本种类及技术人员

０．０５）。上述结果提示用ＰＣＲ检测痰标本的方法筛

的经验有关。肺孢子菌在不同的生活史阶段、不同

查非ＨＩＶ感染临床病例中的ＰＣＰ患者具有较高的应

的生存环境下其形态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其滋养体

用价值。

与包囊的比例约为１０：ｌ，应用只能使包囊着色的

ＰＣＰ常见于ＨＩＶ感染的患者，在非ＨＩＶ感染的

ＧＭＳ染色方法进行病原学检查的漏诊率很高。所

其他患者中，ＰＣＰ的发病率约为０．００１％～１０．１％之

·３５１·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０９年４Ｂ第３０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９，Ｖ０１．３０，Ｎｏ．４

间。有资料显示，在接受ＩＣＵ治疗的ＰＣＰ患者中，非
ＨＩＶ感染患者的比例已由１９９３年的０上升到２００６
年的７５％【ｌ ０‘。这些非ＨＩＶ感染的临床病例主要为白

血病、淋巴瘤、器官移植、结缔组织病等患者，因使用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ｕｌｆｉｃｅｎｔｒｅ

ｓｔｕｄｙ．ＢＭＪ，１９９７。３１５

（７１１７）：１１９４－１１９９．

［３］刘永光，郭颖，范礼佩，等．肾移植术后卡氏肺孢子虫肺炎２９例
临床分析．南方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２７（１０）：１５２０—１５２１．
［４］王建成，安亦军，郭增柱．用ＰＣＲ诊断不同虫荷量的大鼠卡氏肺

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而继发免疫功能受损；结缔

孢子虫肺炎的价值．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２００３，１６：１５５－１５７．

组织病患者更易发生ＰＣＰ‘ＩＩ－Ｄ］。有些老年患者虽然

［５］安亦军，黄敏君，郭增柱．ＰＣＲ及ＧＭＳ染色法对肺孢子虫肺炎

没有明显免疫缺陷，但冈长期吸烟或患有某些慢性

的临床诊断价值．中国寄生虫病防治杂志，２００５，１８（４）：

病，如帕金森病、营养不良、冠心病、脑血管疾病和慢
性肾功能衰竭时，也容易发生ＰＣＰ【１４’”】。依据本组
诊断标准，凡从痰液或ＢＡＬＦ标本中检出肺孢子菌
包囊或ＤＮＡ的患者，即确诊为ＰＣＰ病例，结果表明，
８５ｌ例非ＨＩＶ感染的免疫功能受损患者并发肺炎时
易发生ＰＣＰ，其中尤以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等肾
病患者并发肺炎时肺孢子菌ＧＭＳ和ＰＣＲ检出率最
高，其次为结缔组织疾病患者、器官移植患者及血液
病患者。高龄慢性病并发肺炎的患者以及无明确免
疫功能受损、肺感染原因待查患者中亦有ＰＣＰ发病
者，其发病率低。

２６２－２６４．
Ｓ。ｅｔ ａ１．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６］Ｗｅｋｅｆｉｅｌｄ ＡＥ。Ｐｉｘｉｅ，／ＦＪ，Ｂａｎｅｒｊｉ
ｃａｒｉｎｉｉ

Ｐｎｅｕｍｏｃｙｓｔｉｓ

ｗｉｔｈ ＤＮＡ

ｏｆ

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９０。３３６

（８１３７）：４５ｌ—４５３．

［７］黄敏君，李淑珍，安亦军，等．人源肺孢子虫纯培养株的建立及
基因鉴定．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２００７，２７（８）：７７１—７７４．
［８］Ｓｍｉｔｈ Ｄ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Ｐｎｅｕｍｏｃｙｓｔｉｓ ｃａｒｉｎｉｉ ｐｎｅｕｍｏｎｍ．
ＩｎｔＪ

ＳＴＤＡＩＤＳ，１９９４，５（１）：１－７．
ａ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９］Ｓｉｎｇ Ａ。Ｔｒｅｂｅｓｉｍ Ｋ，Ｒｏｇｇｅｎｋａｍｐ Ａ，ｅｔ

ｏｆ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ＣＲ ｆｏｒ
ｃａｒｉｎｉｉ

Ｐｎｅｕｍｏ叫ｓｔｉ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ｍｍｕｎ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ｏ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Ｊ Ｃｌｉｎ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２０００，３８
（４）：１４６１—１４６７．

ＰＣＰ为一种间质性肺炎，主要临床表现为突发

［１０］Ｍｏｎｎｅｔ Ｘ，Ⅵｄａｌ－Ｐｅｔｉｏｔ

Ｅ．Ｏｓｍａｎ

Ｄ，ｅｔ

ａ１．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高热，持续干咳、胸痛、进行性呼吸困难、发绀，最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ｖｅｒｅ Ｐｎｅｕｍｏｃｙｓｔｉ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ｉｎ

导致呼吸衰竭。病程进展迅速，如诊治及时，患者可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 ＨＩ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ｒｉｔ

逐渐恢复，否则患者常于４～７ ｄ内死亡。有报告接

受ＩＣＵ治疗的５９例ＰＣＰ患者，死亡率为５３％ｃＩ引。
ＰＣＰ临床表现无特异性，影像学难与狼疮性肺炎、真

［１１］曹彬，王辉，王澎，等．非ＨＩＶ感染戊滋病患者人肺孢子菌肺炎
的临床和预后研究．中国真菌学杂志，２００６，ｌ（１）：３１—３５．
［１２］Ｏｇｎｉｂｅｎｅ ＦＰ，Ｓｈｅｌｌａｍｅｒ ＪＨ，Ｈｏｆｆｍａｎ

ＧＳ，ｅｔ

菌｜生肺炎、巨细胞病毒性肺炎等鉴别，有时酷似播散

ｃａｒｉｎｉｉ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ａ

性肺结核。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医生及检验人员对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ＰＣＰ的了解甚少，认识水平及诊断水平较低，易误诊

ＣｒｉｔＣａｒｅＭｅｄ，１９９５，１５１（３Ｐｔｌ）：７９５—７９９．

为细菌性、病毒性、结核性或真菌性感染。因此临床
医师对免疫功能受损患者、高龄慢性病患者出现干
咳、呼吸困难和发热，且症状与体征不相符时，应注
意有无合并ＰＣＰ的可能，对免疫功能正常的肺感染
原因待查患者也应注意鉴别ＰＣＰ，及早进行病原学
检查和（或）ＤＮＡ检测。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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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Ａｓｓｅｔ，２００１，１００（１０）：６９９－７０２．

［１４］吴雪萍，高文谦，叶平，等．高龄老人肺孢子虫病治愈一例．中华
老年心脑血管病杂志。２００４。６（２）：１４０．
［１５］Ｃａｎｅ

Ｓ，Ｃａｐｏｔｅ
ｉｎ

Ｆ，Ｐｅｒｃｉｍ Ａ，ｅ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ｏｍ

ｅｐｉｓｏｄｅ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叩ｏｆ ｆｉｖｅ

［１］Ｓｔｒｉｎｇｅｒ瓜，Ｂｅａｒｄ ＣＢ，Ｍｉｌｌｅｒ

ＲＦ，ｅｔ

ａ１．Ａ

ｎｇｗ

ｎａｍｅ

Ｐ，ｅｔ

ｊｖｏ，删ｉ

ｉｌｌｎｅｓｓｅｓ：ａｃｕｔｅ

ｃａｓｅｓ．Ｃｈｅｓｔ，１９９３，１０４（２）：３７６－

［１６］Ｍｉｌｌｅｒ ＲＦ，Ａｌｌｅｎ Ｅ，Ｃｏｐａｓ Ａ，ｅｔ ａ１．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ｆｏｒ ＨＩＶ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

Ｄｉｓ。２００２。８（９）：８９１—８９６．

［２］Ｅｇｇｅｒ Ｍ，Ｈｉｒｓｃｈｅｌ Ｂ，Ｆｒａｎｃｉｏ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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