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性肝脓肿临床特点和治疗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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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究细菌性肝脓肿（PLA）的临床特征、病原学分布及医治等
状况，为临床诊断与医治提供根据。方法：回顾性剖析安徽医科大学榜首隶属医
院 2015 年 3 月～2018 年 6 月住院医治的 132 例细菌性肝脓肿患者的临床特征、
病原学分布及医治等状况。结果 132 例 PLA 均匀年纪（52.70±18.20）岁，以
发热（83.33%）、右上腹痛（50.76%）为首要临床表现。完成脓液和血培育并检
出细菌 92 例，其中肺炎克雷伯杆菌 50 例（54.35%），大肠埃希菌 31 例（33.70%），
金黄色葡萄球菌 9 例（9.78%），粪肠球菌 2 例（2.17%）。PLA 根底疾病中以胆
道疾病（胆结石胆囊炎、胆管炎等）居多，达 100 例（75.76%）;肾脏疾病（肾
囊肿、肾功能反常等）90 例（68.18%），糖尿病 87 例（65.91%），高血压 72
例（54.55%），冠心病 27 例（20.45%），恶性肿瘤 22 例（16.67%）。患者入院
后均予单纯或联合抗菌药物抗感染医治，其中有 72 例（54.55%）例 PLA 患者单
独进行抗菌药物医治，均匀住院时间（37.63±6.08）d;35 例（26.52%）患者抗
菌药物医治根底上，一起在 CT 或超声引导下行经皮穿刺引流，均匀住院时间
（25.83±5.57）d;抗菌药物医治根底上外科手术医治 25 例（18.94%），均匀住
院时间（20.44±4.39）d，三组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含义（F=27.8，
P<0.05）。结论：PLA 高发于年纪较大的患者，致病菌首要为肺炎克雷伯杆菌和
大肠埃希菌，采用抗菌药物结合穿刺引流能缩短住院时间，疗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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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肝脓肿（pyogenicliverabscess，PLA）是指化脓性细菌等病原体感
染在肝脏内部形成脓肿，脓肿通常会导致周围组织出现炎症反应，从而造成腹部
疼痛和肿胀，严重者可导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而致命。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
菌性肝脓肿可以造成致命性损伤，死亡率可达到 6%～11.3%[1]。临床上该病的
致病原因可分为胆源性、血源性和隐源性。近年来原因不明的隐源性肝脓肿病例
呈上升趋势，病原菌分布亦有不同[2]。随着临床诊断技术以及治疗手段的提高，
病死率大幅下降。关于安徽地区的 PLA 研究报道近年来出现的次数较少，本研究

对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近 3 年收治的 PLA 病例的临床特征、病原学与治疗
结果数据进行汇总分析，为安徽地区 PLA 临床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15 年 3 月～2018 年 6 月

收治的 132 例 PLA 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有细菌性肝脓肿相关表现，如
寒战高热、肝区疼痛、乏力纳差等全身症状;②存在符合细菌性肝脓肿的体征，
如有肝区压痛或叩击痛阳性等;③相关辅助检查符合细菌性肝脓肿的表现，如血
常规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升高，血清转氨酶升高，血培养或脓液培养
出致病菌，经肝脏 B 超、肝脏 CT、肝脏等检查符合肝脓肿表现。有相关临床表
現、体征或符合影像学表现的病例作为研究对象。排除标准：①未明确诊断细菌
性肝脓肿的病例;②诊断为阿米巴肝脓肿、结核性肝脓肿、真菌学肝脓肿等其他
非细菌性肝脓肿病例。
1.2 方法

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以及主要的临床表现、血培养或（和）脓液

培养的病原学结果、各种实验室检查结果、合并症、治疗方式、住院时间及治疗
效果等临床资料。
1.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采用 SPSS16.0 进行统计分析，对符合

正态分布的计数资料用（x±s）表示，两组以上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表示，采用？字 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132 例细菌性肝脓肿患者中，男性 92 例（69.70%），女性

40 例（30.30%），年龄 27～87 岁，平均年龄（52.70±18.20）岁，其中≥65
年龄段占比 62.12%（82/132），住院时间的平均天数（31.25±9.18）d。
2.2 临床症状

PLA 患者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高热、寒战 110 例（83.33%），

发热 1 周以上的患者 72 例（54.55%）;右上腹疼痛 67 例（50.76%），右下腹疼
痛 30 例（22.73%），肝区叩痛 115 例（87.12%），黄疸 37 例（28.03%）。
2.3 实验室检查

入院时，132 例患者的胆红素平均水平为（25.80±2.60）

μmol/L，白蛋白平均水平为（26.33±4.34）g/L，中性粒细胞计数为（13.64
±5.21）×109/L，超敏反应蛋白（122.43±67.91）mg/L，降钙素原（10.50±
27.63）ng/ml，谷草转氨酶（172.83±68.69）U/L，谷氨酰基转移酶（175.47

±61.72）U/L。
2.4 合并其他疾病

PLA 伴发症中以胆道疾病（胆结石胆囊炎、胆管炎等）

居多，达 100 例（75.76%）;肾脏疾病（肾囊肿、肾功能异常等）90 例（68.18%），
糖尿病 87 例（65.91%），高血压 72 例（54.55%），冠心病 27 例（20.45%），
恶性肿瘤例 22（16.67%）。
2.5 病原体检测

对 132 例患者进行血培养，对穿刺引流患者的脓液予以细

菌培养，培养结果阳性 92 例，阳性率 69.70%，此次培养的常见病原体有肺炎克
雷伯杆菌 50 例（54.35%），大肠埃希菌 31 例（33.70%），而金黄色葡萄球菌 9
例（9.78%），粪肠球菌 2 例（2.17%）。
2.6 影像学检查

95 例（71.97%）患者进行了腹部 CT 检查，明确诊断单发

脓肿 72 例（75.79%），多发脓肿 23 例（24.21%）。有 37 例（28.03%）患者进
行了腹部超声检查，诊断单发脓肿 20 例（54.05%），多发脓肿 17 例（45.95%）。
肝脓肿直径约为 2.6～18cm，平均（6.34±3.78）cm，另有 3 例患者进一步行 MRI
检查。
2.7 感染途径

其中胆源性 PLA 所占比例 70 例（53.03%）最高，血源性 PLA

患者 35 例（26.52%），隐源性 PLA 患者 20 例（15.15%），医源性 PLA 患者 7
例（5.30%）。
2.8 治疗与预后

患者入院后均予单纯或联合抗菌药物抗感染治疗，其中有

72 例（54.55%）PLA 患者单独进行抗菌药物治疗，平均住院时间（37.63±6.08）
d;35 例（26.52%）患者抗菌药物治疗基础上，同时在 CT 或超声引导下行经皮穿
刺引流，平均住院时间（25.83±5.57）d;抗菌药物治疗基础上外科手术治疗 25
例（18.94%），平均住院时间（20.44±4.39）d，三组住院时间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F=27.80，P<0.05）。132 例 PLA 患者经治疗后，治愈 78 例，52 例患
者病情明显好转后，转诊回当地医院继续治疗;接受单纯患者或联合抗菌药物组
中 2 例患者死亡，抗菌联合穿刺引流组及抗菌联合外科手术组无患者死亡，三组
患者治疗效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字 2=1.69，P=0.43）。
3 讨论
PLA 近年来在急诊已经成为了不可忽视的疾病，本研究显示 PLA 患者的平均
发病年龄为（52.70±18.20）岁，这一结果与 PLA 发病年龄呈上升趋势相一致[3]。

资料显示，糖尿病患者细菌性肝脓肿发生几率为非糖尿病患者的 3.6 倍[4]。本
研究 PLA 患者中合并伴发症以糖尿病较为常见（65.91%），与张慧[5]等研究相
似。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可能与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老龄化加重有
关。

PLA 是继发性感染性疾病，其感染来源于多个途径，主要是通过细菌

直接或间接感染肝脏而形成脓肿。报道指出[6]，PLA 患者发生胆道疾病的频率
也逐渐增加。研究显示[1，7]，肺炎克雷伯杆菌在亚洲地区已成为 PLA 的主要致
病菌，包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而美国等地链球菌则被认为是主要致病菌[8]。
本研究以肺炎克雷伯杆菌（54.35%）与大肠埃希菌（33.70%）為常见菌，提示在
安徽地区肺炎克雷伯杆菌与大肠埃希菌是造成 PLA 的主要致病菌。
影像学技术对 PLA 的诊断和治疗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超声、CT 和
MRI。超声检查的简便性以及无创伤性优点，使超声在肝脓肿诊断应用上最为广
泛，可对脓肿部位进行定位和定性检查，并能够辅助经皮穿刺引流。在本次研究
中，经超声确诊的 PLA 有 37 例。CT 和 MRI 技术的引入，让 PLA 的敏感性高于超
声检查，因此，对肝脓肿进行诊断与治疗时，要结合多方位的影像学检查。
针对 PLA 的治疗，主要有抗菌药物治疗、超声引导下的穿刺引流及置管引流
和外科手术三种。抗菌药物一般初始方案可选择应用能覆盖 G+和 G-细菌的大剂
量广谱抗生素，并加用抗厌氧菌[9]。在药物临床经验提示在抗菌药物治疗的基
础上，联合超声引导下行经皮穿刺引流治疗是目前较为合适的方法。但在实际操
作时，应根据患者的生理状况、合并并发症及脓肿数量与大小来选择合适的方法。
对于下列情况如：①非手术引流无效者;②脓肿壁较厚，需优先处理原发性疾病;
③脓肿较大已经穿破胸腔或腹腔等，需要进行手术切开引流治疗。经内科治疗无
明显效果或需要手术处理胆道疾病时，应考虑外科手术治疗。本组资料显示，虽
然上述三种治疗方法在患者好转及治愈率上无差异，但抗菌药物基础上辅助经皮
穿刺引流治疗等，可以缩短住院时间，使患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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