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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胸腺肽联合依替米星治疗肺结核的有效性遥 方法 选取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5 月确诊并治疗

的 104 例肺结核患者袁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袁每组各 52 例袁对照组应用常规治疗袁试验组
联合应用胸腺肽+依替米星治疗袁对比两组的治疗疗效和不良反应发生比率袁两组治疗前治疗后的相关炎症因子

指标院白细胞介素-2渊IL-2冤尧白细胞介素-10渊IL-10冤尧肿瘤坏死因子-琢渊TNF-琢冤及干扰素-酌渊IFN-酌冤水平变化及
差异情况遥 结果 试验组治疗后不同时间点下的痰菌转阴率水平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袁试验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对照组低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试验组治疗后相关炎症因子指标 IL-2尧IL-10 及
TNF-琢 水平低于对照组渊P 均约0.05冤袁试验组治疗后 IFN-酌 水平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遥 结论 对肺结核患者在常

规治疗基础上联合使用胸腺肽+依替米星袁可显著提高患者的痰菌转阴率袁提高治疗有效性袁降低患者发生不良
反应的比率袁值得临床应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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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thymosin combined with etimicin in the treat鄄
ment of tubercu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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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ymosin combined with etimicin in the treatment of tuberculosis.

Methods A total of 104 tuberculosis patients diagnosed and treated from May 2018 to May 2019 were selected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study group using a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52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the study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ymosin
and etimicin.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and th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Changes and dif

ferences of related inflammatory factor indexes, such as interleukin-2 (IL-2), interleukin-10 (IL-10), tumor necrosis factor琢 (TNF-琢) and interferon-酌 (IFN-酌)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negative conversion ratio of sputum bacteria in the study group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treatment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约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study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约0.05).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IL-2, IL-10 and TNF-琢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and the IFN-酌 level of the study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thymosin and etimici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negative

conversion ratio of sputum bacteria,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reatment, and reduce th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of
tuberculosis patients.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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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常见的一种传染病类型就是肺结核袁研究

指出袁在每年临床中有大约 800 万的新增结核病病例曰
而因为肺结核而发生死亡的病例数则约 300 万左右 遥
[1]

导致肺结核发病的主要原因为机体感染结核分枝杆

菌袁引发肺部感染曰肺结核会导致患者的免疫应答发
生紊乱袁免疫功能出现降低等现象袁对肺结核患者的
生命健康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 遥 临床中对肺结核进
[2]

行治疗的主要方式就是使用抗结核药物袁但是随着临
床中逐渐严重的不规范联合用药及药物滥用情况袁使
得目前结核病的耐药程度不断升高袁增加临床医生

治疗肺结核的难度袁降低患者的治疗效果[3]遥 因此袁对

肺结核患者寻求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案袁对提高患者的
临床治疗效果袁改善患者的预后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积
极意义遥 依替米星属于临床中的一种高效尧广谱的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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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糖苷类抗生素药物[4]遥 胸腺肽是提取自动物胸腺当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胞活性功能袁同时还可以对单核巨噬细胞进行激活袁

9 个月尧12 个月的痰菌转阴率来评估两组的有效性遥

中的一种多肽类物质袁能够调节机体的细胞毒性 T 细

1.3.1 两组的有效性 以两组治疗后 3 个月尧6 个月尧

发挥其吞噬功能袁从而增加抗结核药物的使用效果[5]遥

痰菌转阴率越高提示临床治疗效果更好遥 痰菌转阴评

本次研究选取 2018 年 5 月至2019 年 5 月确诊并治疗

估标准[7]院患者接受治疗后袁每天进行 1 次痰结核杆菌

的 104 例肺结核患者袁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合使用胸

涂片检测袁假如患者连续持续 3 d 的痰结核杆菌涂片

腺肽+依替米星袁现报道如下遥

检测结果均提示为阴性时袁可以评估为痰菌转阴遥

1.3.2 两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主要包括肾功能

1 资料与方法

损害尧腹泻腹胀尧皮疹及肝损伤遥

1.3.3 两组治疗前治疗后的相关炎症因子指标 白介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 年 5 月至 2019 年 5 月确诊并治疗的

素细胞-2渊IL-2冤尧白介素细胞-10渊IL-10冤尧肿瘤坏死

104 例肺结核患者袁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

因子-琢渊TNF-琢冤及干扰素-酌渊IFN-酌冤水平变化及差

组和试验组袁每组各 52 例遥 所有患者均符合临床中对

异情况遥 在两组治疗前尧治疗后抽取两组的样本血液

肺结核的诊断标准 [6]曰均为耐药性肺结核患者曰年龄

约 3 mL袁使用酶联免疫渊ELISA冤法对相关指标水平进

22~65 岁遥 排除合并精神异常者曰合并其他免疫功能

行检测袁试剂盒厂家院厦门仑昌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遥

疾病者遥 试验组 52 例袁平均年龄渊44.1依2.1冤岁袁男院女

1.4 统计学方法

28颐24袁平均病程渊6.5依1.3冤个月曰对照组 52 例袁平均

选用 SPSS 22.2 统计学软件分析袁计数资料采用 字2 检

年龄渊44.3依2.2冤岁袁男女比例为 29颐23袁平均病程渊6.6依

验曰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曰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2 结果

1.2 方法

2.1 两组痰菌转阴率比较

用法院力克肺疾片渊Geistlich Pharma AG曰批准文号院

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提示试验组有效性高于对照组遥

1.4冤个月遥 两组患者性别尧年龄尧平均病程等基础资料
对照组应用常规治疗遥 前 3 个月治疗药物及用量

试验组治疗后不同时间点下的痰菌转阴率水平

H20110234冤院0.3 g/次~0.5 g/次袁2 次/d曰利福喷丁渊四

见表 1遥

川省长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袁国药准字 H10800008冤院
450~600 mg/次袁2 次/周曰可乐必妥[第一三共制药渊北

表 1 两组痰菌转阴率比较[n渊%冤]

京冤有限公司曰国药准字 H20040091]院0.2 g/次袁2 次/d曰
吡嗪酰胺渊广东香雪药业有限公司袁国药准字 H4402

2469冤院0.5~0.75 g/次袁2 次/d遥 后 9 个月治疗药物及用

组别

n

对照组

52

试验组

量用法院可乐必妥院0.2 g/次袁2 次/d曰利福喷丁院450~

字2 值

52

2 次/d遥 试验组联合应用胸腺肽渊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

治疗后

治疗后

9渊17.3冤

20渊38.5冤

29渊55.8冤

6.512

5.032

4.816

3 个月

16渊30.8冤
约0.05

P值

600 mg/次袁2 次/周曰力克肺疾片院0.3 g/次~0.5 g/次袁

治疗后

6 个月

29渊55.8冤

37渊71.2冤

约0.05

吉股份有限公司袁国药准字 H20044568冤+依替米星

2.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比率水平比较

H20073085冤遥 常规治疗方法与对照组完全一致遥 前

0.05冤遥 见表 2遥

渊福安药业集团宁波天衡制药有限公司袁国药准字

治疗后

9 个月

约0.05

12 个月

36渊69.2冤
45渊86.5冤
5.021

约0.05

试验组不良反应发生比率水平低于对照组渊P约

3 个月院取依替米星 0.1 g袁跟生理盐水 100 mL 相混合袁

2.3 两组治疗前治疗后的相关炎症因子指标比较

试验组治疗后相关炎症因子指标 IL-2尧IL-10 及

给予患者静脉滴注袁2 次/d遥 胸腺肽肠溶片院口服袁20 mg/次袁

TNF-琢 水平比对照组低渊P 均约0.05冤袁试验组治疗后

3 次/d遥 后 9 个月院不再使用依替米星袁维持使用胸腺

IFN-酌 水平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遥 见表 3遥

肽肠溶片进行治疗遥

表 2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比率水平比较渊n袁%冤
组别
对照组
试验组
字2 值

n

肾功能损害

腹泻腹胀

皮疹

肝损伤

总发生[n渊%冤]

52

1
2

3

1

3

8渊15.4冤

52

0

1

4渊7.7冤
6.152

约0.05

P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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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治疗前治疗后的相关炎症因子指标渊x依s袁ng/L冤
n

组别
对照组

52

IL-2

时间

65.2依17.3

治疗前
治疗后

试验组

52

P值
治疗前
t值

IFN-酌

121.1依38.5

18.032

17.002

19.021

25.1依7.4

约0.05

约0.05

45.2依13.5
约0.05

134.2依36.7
约0.05

65.1依16.2

27.1依8.3

49.2依16.7

122.2依37.2

18.462

19.031

17.254

15.462

60.5依15.3

治疗后

TNF-琢

49.1依16.2

63.1依15.7
16.251

t值

IL-10

27.2依8.2

约0.05

P值

16.315

t 治疗后组间值

约0.05

P 治疗后组间值

3 讨论

22.1依6.2
约0.05

17.021
约0.05

40.5依10.6
约0.05

16.484
约0.05

141.1依35.3
约0.05

17.596
约0.05

有功能的蛋白质袁停止细菌的生长遥 奈替米星与依替

结核病是临床中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袁导致肺结

米星均是临床中新一代的氨基糖苷类抗生素药物袁无

核发生的原因主要为感染结核分枝杆菌袁对人们的身心

论是针对巨噬细胞内的结核杆菌还是巨噬细胞外的

健康产生了十分严重的不良影响 遥 近几年以来袁临床
[8]

中发生结核病的比率逐渐升高袁研究指出袁在全球范

围当中约有 1/3 的人口均合并感染结核分枝杆菌遥 我

结核杆菌均具有十分好的抑菌及杀菌功能遥 与此同
时袁奈替米星跟依替米星不会与临床中其他的氨基糖
苷类药物发生互相交叉的耐药现象袁针对耐丁胺卡那

国是全球范围中结核病的一个高负担国家遥 伴随着临

霉素及耐卡那霉素的相关耐药菌依据具有十分强的

床应用的卡介苗及抗生素袁曾经一度对结核病进行了

抗菌功能袁更适用临床治疗结核病遥 研究指出袁抗结核

有效的控制遥 但是近几年以来袁广泛耐多药结核病及
耐多药结核病在临床中的出现及不断蔓延袁让临床中

药物所发挥的延缓生长效果跟抗生素后效应一致[10]遥
而依替米星是一种对浓度有依赖性的抗生素类药物袁

防治结核病面临十分大的困难及挑战遥 耐多药结核病

用药频率为每日一次袁可以显著增加患者的用药依从

主要指的是因为机体当中的结核分枝杆菌菌株对临

型遥 研究指出袁临床中的氨基糖苷类药物针对机体肾

床抗结核药物院利福平及异烟肼产生耐药性而导致的

脏及耳部所产生的毒性均取决于游离-OH 数目及-

结核病曰而广泛耐多药结核病则指的是不仅对利福平
及异烟肼产生耐药性袁同时还对任何二线注射类药物
及喹诺酮类药物产生耐药遥 研究指出袁耐多药结核患
者中约 50豫左右分布在印度及中国袁及在所有的耐多

药病例中袁5.4豫左右的属于广泛耐药病例 遥与非耐药
[9]

结核病相比袁耐药结核病的临床治疗时间更长尧花费
更高袁且患者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十分易出现相关不良

反应及副作用袁治愈率更低尧致死率更高遥 对肺结核的
治疗及预防是目前医学临床当中的一项关注重点及
难点遥 因此袁选取一种患者用药依从性高尧较少产生毒
副作用且疗效高尧疗程短的肺结核治疗方案曰通过目
前临床中现有药物袁为患者制定全新尧有效的新临床
肺结核治疗策略袁是目前临床医师所关注的一个重要
问题袁且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遥
本研究显示袁试验组治疗后不同时间点下的痰菌
转阴率水平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提示试验组有效性
高于对照组遥 依替米星是临床中一种氨基糖苷类抗生
素药物袁其主要特点为高效尧抗菌谱广遥 依替米星在进
入到菌体内之后袁能够跟核糖体当中的 30S 亚基发生

互相结合袁促使其发生结构方面的改变袁从而导致在

进行翻译过程当中的 mRNA 密码出现错译袁合成不具

YH2 数目袁而在依替米星当中所含有的游离-OH 数目
及-YH2 数目是最少的袁因此袁其对机体产生的毒副
作用就相对更低遥 本次研究提示袁试验组不良反应发
生比率水平低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袁结果提示袁试验组
不良反应发生比率显著更低遥
胸腺肽属于免疫调节剂的一种袁其主要由胸腺素

p 家族及胸腺素 Q 家族等组成[11]遥 胸腺肽能够对 T 淋
巴细胞功能表达尧成熟及分化产生控制及调节作用袁

从而对机体 Thl/Th2 之间的平衡进行调节[12]遥 胸腺肽
是激素样功能的多肽类物质之一袁主要分泌来源为胸
腺袁主要提取自猪胸腺当中袁主要组成成分为多组分
肽及胸腺素 F袁在胸腺肽中富含着很多分子量约6000

的高活性组分[13]遥 胸腺肽还能够对胸腺当中的前 T 细
胞产生刺激作用袁使其分化成为不同亚群的 T 淋巴细
胞曰同时还可以使得成熟 T 淋巴细胞对包括抗原在内
的相关刺激反应增加袁主要作用为对机体的免疫平衡

进行调节 [14]遥 近几年来袁使用胸腺肽对肺结核进行治
疗袁取得了较为理想的临床疗效[15]遥

本研究显示袁试验组治疗后相关炎症因子指标院

IL-2尧IL-10 及 TNF-琢 水平低于对照组渊P 均约0.05冤袁

试验组治疗后 IFN-酌 水平比对照组高渊P约0.05冤遥 IFN-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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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 Thl 型调控因子之一袁是机体对结核感染进行控

制的一个关键因子袁其存在很多不同的生理功能袁主要
产生 IFN-酌 的为 NK 细胞尧CD4 T 细胞及 CD8 T 细
+

+

胞遥 IFN-酌 能够诱导机体表达 MHC-域袁增强表达抗

原袁对 TH0 细胞进行诱导袁使其分化成为 Thl 细胞袁增
加巨噬细胞的活性袁在对结核分枝杆菌进行杀灭的过

程中进行参与遥 TNF-琢 主要分泌产生细胞为单核巨噬

细胞袁但是在其他相关肿瘤细胞当中也能够产生并分

泌 TNF-琢遥 其主要作用机制为院淤与 IL-3 及 TNF-琢

结核合并糖尿病疗效及对患者 CD3 +尧CD4+尧CD8+的影
[4]
[5]
[6]

发生互相协同袁并通过相关免疫细胞袁如中性粒细胞

及巨噬细胞等袁使得炎症反应发生局限化袁促进形成
结核肉芽肿遥于对巨噬细胞产生诱导作用袁使其发生

凋亡袁进而使得巨噬细胞中的结核杆菌被杀灭遥 盂在
结核慢性感染袁使结核杆菌维持休眠状态遥 IL-2 在临

床中又称之为细胞生长因子袁主要由被活化的 CD4 +T
细胞所分泌并产生袁属于 Thl 细胞因子之一袁存在很
多生物学活性遥 IL-2 会与其受体发生互相结合袁促使
活化 T 细胞发生增殖及分化袁同时还能够促使 B 细胞

发生分化及增殖袁分泌免疫球蛋白袁在结核菌的免疫过

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遥 IL-10 属于 Th2 型细胞
因子之一袁属于抑炎因子之一遥 研究指出袁IL-10 能够

对 T 细胞表达趋化因子的方式产生抑制作用袁从而对
T 细胞进入到肺组织当中产生影响遥

综上所述袁给予肺结核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联

合使用胸腺肽+依替米星袁可显著提高患者的痰菌转阴
率袁提高治疗有效性袁降低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的比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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