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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氧氟沙星联合抗结核药物治疗肺结核合并肺部
感染的效果及并发症发生率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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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左氧氟沙星联合抗结核药物治疗肺结核合并肺部感染患者的疗效及对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遥
方法 选取我院结核科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7 月收诊的肺结核合并肺部感染患者 149 例为对象袁以电脑随机法
分组袁对照组渊n=75冤应用抗结核药物和青霉素类尧头孢菌素类抗感染治疗袁试验组渊n=74冤应用左氧氟沙星和抗结

核药物治疗袁比较两组的治疗总有效率尧痰菌转阴率尧并发症发生率等遥 结果 试验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5.95%袁高于对照组的 85.33%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治疗 14 d 后的痰菌转阴率袁试验组为 94.59%袁对照

组为 81.33%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曰试验组的痰菌转阴时间短于对照组渊P约0.001冤曰两组患者的治疗疗程比

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试验组的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渊P约0.001冤曰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渊9.46%冤
与对照组渊12.00%冤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随访观察 1 年袁试验组的肺部感染复发率为 5.41%袁低于对

照组的 16.00%渊P约0.05冤遥 结论 左氧氟沙星联合常规抗结核药物治疗肺结核合并肺部感染疗效满意袁 有助于缩
短住院时间袁促进患者早日康复袁且并发症少袁复发率低袁值得推广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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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and complication rate of levofloxacin combined
with anti -tuberculosis drugs in the treatment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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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levofloxacin combined with anti-tuberculosis drugs in the treatment of

pulmonary tuberculosis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infect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Methods
A total of 149 patients with pulmonary tuberculosis and pulmonary infection admit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8
to July 2019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and were grouped by the computer random method. Seventy-fiv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anti-tuberculosis drugs,penicillins,and cephalosporins. Seventy-four patients in the ex鄄

perimenta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evofloxacin and anti-tuberculosis drugs.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sputum
negative conversion rate,the complication rat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
men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5.95%,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85.33%) of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14 days of treatment,the negative rate of sputum bacteria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94.59%, which was shorter than that (81.33%)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 differ
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跃0.05). The hospital sta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hor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约0.001).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mplication rate of 9.46%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mplication rate of 12.00% in the control group(P跃0.05). After a 1-year follow-up,the recur鄄

rence rate of lung infection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5.41%, lower than that (16.00%)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levofloxacin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anti-tuberculosis drugs in the treatment of pulmonary tuber鄄
culosis complicated with pulmonary infection has a satisfactory effect,which can help shorten the length of hospitaliza鄄

tion, promote the patient忆s early recovery, and has fewer complications and low recurrence rate. It is worthy of promo鄄
tion.

[Key words] Levofloxacin; Anti-tuberculosis drugs; Tuberculosis; Pulmonary infection; Sputum conversion rate; Com鄄
plications; Recurrenc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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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结核是常见的呼吸系统传染病袁由于患者免疫
力尧抵抗力降低袁很多患者易合并肺部其他致病菌的
感染袁尤其是复治肺结核患者袁更易并发肺部感染袁且
肺部感染迁延不愈尧反复发作袁进而又影响肺结核的
治疗效果袁影响患者康复[1-2]遥 因此针对肺部感染抗生

素的选用对于改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遥 临床上对于肺
结核合并肺部感染患者在选用抗生素时以经验性用
药为主袁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较为常用遥 但随着近年来
临床上耐药问题日益突出袁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在肺结
核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中的耐药情况也逐渐增多袁合理
选择抗生素成为临床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遥 本院对肺
结核合并肺部感染患者应用左氧氟沙星联合抗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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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化钠注射液渊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袁国药准字

H20043407冤0.2 g/次静脉滴注袁每天 2 次袁连续用药
14 d遥 两组患者的抗结核治疗疗程均为 6 个月袁治疗
期间每个月检测一次肝肾功能尧血尿常规尧血沉袁若发

现异常情况及时对症处理袁并记录并发症发生情况曰
在用药后第 2尧5尧6 个月进行痰菌培养袁用药后第 2尧
4尧6 个月拍摄胸片袁停药后每半年复查一次遥
1.3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3.1 疗效 显效院治疗 14 d 后患者的发热尧咳嗽尧
咳痰等症状体征基本消失袁 且肺啰音消失袁X 线胸片

显示肺部炎症病灶吸收跃70%遥 有效院治疗 14 d 后患
者的发热尧咳嗽尧咳痰等症状明显缓解袁肺啰音明显减

药物治疗取得满意疗效袁现报道如下遥

轻袁胸片显示肺部炎症病灶吸收 30%耀70%遥 无效院治

1 资料与方法

肺部炎症病灶吸收不足 30%遥 总有效率=显效率+有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8 年 1 月至 2019 年 7 月诊治的肺

结核合并肺部感染患者 149 例袁纳入标准院淤符合肺结
核尧肺部感染的诊断标准遥 于肺部感染为细菌性感染遥

盂年龄 18耀79 岁袁性别不限遥榆签署知情同意书遥排除
标准院淤合并肺源性心脏病尧肺外感染尧严重心肝肾等

重要脏器功能障碍等疾病患者遥 于合并肺部基础疾病
渊如慢性支气管炎冤的患者遥 盂病毒性肺炎尧非典型病

原体肺炎患者遥榆妊娠期尧哺乳期患者遥虞近 4 周内应
用过抗生素的患者遥 愚对本研究药物过敏者遥 将经筛
选后的患者以电脑随机法分组袁对照组 75 例袁男 40 例袁

女 35 例袁年龄 28耀72 岁袁平均渊44.3依9.5冤岁曰初治肺结

核 49 例袁复治肺结核 26 例曰浸润性肺结核 52 例袁空
洞型肺结核 23 例遥 观察组 74 例袁男38 例袁女 36 例袁年
龄 26耀75 岁袁平均渊44.7依9.8冤岁曰初治肺结核 50 例袁复治
肺结核 24 例曰浸润性肺结核 50 例袁空洞性肺结核 24 例遥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袁

疗 14 d 后肺部感染症状依然无明显好转袁胸片显示
效率[3]遥

1.3.2 痰菌转阴率和痰菌转阴时间 治疗期间每 3 天
采集痰液样本进行病原菌的培养袁观察病原菌清除情
况袁观察培养结果袁分为清除尧部分清除尧无变化尧新病
原菌替代袁其中当培养结果为清除或部分清除时袁表

明痰菌转阴遥 统计治疗 14 d 后的痰菌转阴率袁并计算
两组患者的痰菌转阴时间遥

1.3.3 并发症发生率 收集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的并发

症发生情况袁主要有胃肠道不适尧过敏症状尧肝损害尧
神经症状遥

1.3.4 治疗疗程和住院时间 比较两组的治疗疗程和
住院时间遥

1.3.5 复发率 随访观察 1 年袁统计两组患者的肺部感

染复发率袁经胸片检查显示肺部有炎性浸润性病变袁

持续发热尧咳黄痰袁且经痰标本连续 2 次培养分离得
到同种细菌或真菌者即可诊断为肺部感染复发[4]遥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 24.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袁计量

具有可比性遥

资料用渊x依s冤表示袁采用 t 检验袁计数资料用[n渊%冤]表

1.2 方法
对照组院抗结核药物治疗和抗感染治疗袁其中抗
结核治疗为根据患者的病情制订抗结核治疗方案袁主
要药物为乙胺丁醇尧利福平尧异烟肼尧吡嗪酰胺等袁按
照说明书的用法用量服药袁连续服药 6 个月遥 抗感染

治疗为选择青霉素类尧头孢菌素类抗生素治疗袁主要
有第三代头孢菌素尧第四代头孢菌素尧头孢西丁尧阿米
卡星等遥 观察组院抗结核药物治疗方案与对照组一致袁

示袁采用 字2 检验袁P约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2 结果
2.1 两组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试验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1遥

表 1 两组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n渊%冤]

抗感染治疗为应用左氧氟沙星袁对于肺部感染症状较
为轻微的患者袁选用左氧氟沙星片渊海南海力制药有
限公司袁国药准字 H20067913冤袁口服 0.2 g/次袁每日 2 次曰

对于肺部感染症状较重的患者应用乳酸左氧氟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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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n

74
75

显效

有效

31渊41.89冤 40渊54.06冤

无效

总有效

3渊4.05冤

71渊95.95冤*

25渊33.33冤 39渊52.00冤 11渊14.67冤 64渊85.33冤

注院两组的总有效率比较袁字2=4.928袁*P=0.026约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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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的痰菌转阴率和转阴时间比较

试验组患者治疗 14 d 后的痰菌转阴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渊P约0.05冤曰且试验组患者的痰菌转阴时间短于
对照组渊P约0.001冤遥 见表 2遥

组别

n

试验组

74

70渊94.59冤

字 /t 值

[n渊%冤]

75

感染袁且以真菌感染为主袁合并糖尿病尧空洞性肺结
痰菌转阴时间

核尧复治肺结核尧长期使用广谱抗生素尧长期使用糖皮

8.5依2.5

质激素尧侵入性操作尧血清白蛋白水平低都是影响肺

渊x依s袁d冤

61渊81.33冤

11.9依3.2

0.013

约0.001

6.167

P值

7.221

0.05冤曰但试验组的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渊P约0.001冤遥
见表 3遥

t值

侵袭肺腑袁导致肺部和支气管的结构破坏袁甚至出现

其他病原菌侵袭肺部引起肺部感染遥 除此之外袁肺结
核患者需长期服用抗结核药物袁干扰体内正常的微生
态平衡袁降低抵抗力袁易出现菌群紊乱现象袁使得正常
菌群变成条件致病菌袁因而患者更易出现肺部感染遥

表 3 两组的治疗疗程和住院时间比较渊x依s袁d冤

对照组

性消耗性疾病袁患者的免疫功能受损袁结核分枝杆菌

管尧肺组织解剖结构的破坏和免疫功能损伤袁易导致

两组的治疗疗程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

试验组

结核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因素遥 肺结核是一种慢

结核菌耐药尧结核分枝杆菌全身播散现象袁导致支气

2.3 两组的治疗疗程和住院时间比较

组别

咳痰等[7]遥

因素调查分析发现袁肺结核患者住院期间易并发肺部

治疗 14 d 后的痰菌转阴

2

者可出现月经失调等袁呼吸症状则主要为发热尧咳嗽尧
蔡穆等[8]进行的肺结核患者并发肺部感染的危险

表 2 两组痰菌转阴率尧转阴时间比较

对照组

时更易发病遥 患者主要临床症状为乏力尧消瘦尧女性患

如初治肺结核患者早期症状不明显袁病程长袁易误诊袁

n

治疗疗程

住院时间

75

13.4依2.5

10.2依2.1

常应用二线抗结核药物如阿米卡星等治疗曰耐多药肺

0.137

约0.001

常菌群袁破坏机体的屏障功能袁使得真菌移位尧定植尧

74

P值

12.8依2.4
1.494

6.9依1.7

很多患者长时间应用广谱抗菌药物治疗曰复治患者则

10.534

结核患者应用介入治疗时对人体的损伤等袁干扰了正
感染袁因此肺结核患者易并发肺部真菌感染遥
3.2 肺结核合并肺部感染的病原菌

2.4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和复发率比较
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临床研究指出袁肺结核合并肺部感染中袁病原菌

渊P跃0.05冤曰两组的并发症均较轻微袁未影响治疗疗程遥

以革兰阴性菌为主袁是革兰阳性菌的 2耀3 倍[9]遥出现这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约0.05冤遥 见表 4遥

药物治疗袁虽然有效的抑制了革兰阳性菌袁但是对革

随访 1 年袁试验组的肺部感染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袁

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肺结核患者长时间应用抗结核

兰阴性菌如肺炎克雷伯菌尧假单胞菌等的抑制能力较

3 讨论

弱袁甚至出现菌群失调现象袁因此革兰阴性菌引起的

3.1 肺结核合并肺部感染的发病机制

肺部感染较为多见遥

肺结核是一种慢性呼吸道传染疾病袁其传染性较

3.3 左氧氟沙星对肺结核合并肺部感染的治疗效果

高袁经咳嗽尧咳痰尧近距离飞沫传播扩散袁近年来感染

本研究中袁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抗结核药物治疗的

肺结核患者逐渐增多袁且近年来在全球肺结核的疫情

基础上应用青霉素类尧头孢菌素类药物抗感染治疗袁

较为严重袁已经成为一项影响人类健康的公共卫生问

试验组患者则应用抗结核药物和左氧氟沙星治疗袁根

题[5-6]遥在我国袁每年结核病患者新增人数 800~1000万袁
每年约有 300 万人死于结核病袁是导致人口死亡最多

的一种传染病遥 肺结核是由于患者的肺部感染结核分
枝杆菌后引起的袁一般在抵抗力低下尧变态反应升高

据患者肺部感染的严重程度选择左氧氟沙星片口服
或乳酸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静滴袁 结果显示袁试
验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袁且试验组治疗

14 d 后的痰菌转阴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曰试验

表 4 两组的并发症发生率尧复发率比较[n渊%冤]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字2 值
P值

n

胃肠道不适

过敏反应

75

4渊5.33冤

2渊2.67冤

74

3渊4.05冤

1渊1.35冤

肝损害

神经症状

2渊2.67冤

1渊1.33冤

1渊1.35冤

2渊2.70冤

总发生

7渊9.46冤

复发

4渊5.41冤

9渊12.00冤

12渊16.00冤

0.616

0.037

0.251

4.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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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渊P约0.001冤曰两组的治疗疗程
和并发症发生率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跃0.05冤曰随
访 1 年试验组的肺部感染复发率低于对照组渊P约0.05冤曰提
示左氧氟沙星的应用能有效促进肺部感染病情康复袁

[2]

有抗菌谱广尧抗菌活性高等优点袁其作为一种广谱抗
生素袁对细菌的 DNA 复制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细
菌旋转酶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袁抑制细菌 DNA 的合成袁

促进其降解袁从而达到显著的抑菌效果遥 左氧氟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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