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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首次详细描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者合并细菌和真菌感染的现状；

研究分析表明新型冠状病毒重症患者使用抗真菌药的比例高于非重症患者，同时皮

质类固醇药物在重症患者中的应用也远高于非重症患者，这也加大了重症患者后期

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的风险。这也提醒我们，在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中，真菌这

个投机取巧的敌人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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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合并真菌感染的现状  
1 月 24 日，武汉金银潭医院联合多家研究机构人员在《The Lancet》杂志发表的一篇

论文，对武汉 41 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进行了回顾性研究，其中对患者进行

的检测包括通过 RT-PCR 方法检测鼻和咽拭子、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痰等上呼吸道和

下呼吸道标本中常见的病毒，同时对这些患者进行常规细菌和真菌筛查。  结果表

明，合并细菌和真菌感染率高达 4%。 

1 月 30 日，武汉金银潭医院专家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了对 99 例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肺炎患者的回顾性分析，首次详细的描述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

者合并细菌和真菌感染的现状。在 99 例患者中，合并真菌感染者 4 例（4%），高于

合并细菌感染者（1 例，1%）。4 例真菌感染中，1 例被诊断为光滑念珠菌（Candida 
glabrata）感染，3 例被诊断为白色念珠菌(Candida albicans)感染，其中患者使用抗真

菌药物的比列高达 15%。 



2 月 9 日，以钟南山院士为通讯作者的论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研究”在
medRxiv 平台发表，这项研究收集了从发病到 2020 年 1 月 29 日，全国 552 所医院，

1099 例确诊的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急性呼吸道疾病（ARD）的患者。该研究将

这些确诊患者分为两个组：非重症组（n=926）和重症组（n=173）。研究分析表明重

症患者使用抗真菌药的比例高于非重症患者（7.5% vs 1.8%，p＜0.001），同时皮质

类固醇药物在重症患者中的应用也远高于非重症患者（44.5% vs 13.7%，p＜
0.001），这也加大了重症患者后期合并侵袭性真菌感染的风险。 
 
侵袭性真菌感染的危害  
真菌感染中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侵袭性真菌病（Invasive Fungal Disease），常在各种器

官移植、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AIDS)、肿瘤等免疫性缺失病人中发生，可以通过

血液播散至全身各个器官，每年可导致大约 150 万人死亡。 
抗击新冠病毒肺炎，要警惕肺部条件致病真菌感染，肺部最常见的病原真菌为曲

霉、念珠菌和隐球菌。肺部条件致病真菌感染通常发生在有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 ,因
此有着预后差 , 病死率高的特点：念珠菌病病死率 30%-40%，曲霉病病死率高达

50%-100%。 
对于真菌感染，如能充分利用实验室检测手段，早期快速精确诊断，及时进行治

疗，可以有助于提高患者生存率并改善患者预后。但是，目前真菌的检测仍缺乏一

种简便、快速、敏感、特异的诊断方法。 
首先，真菌感染后的症状和体征没有特异性 ,往往易被原发病或已存在的细菌、病毒

感染所掩盖；其次，真菌感染的影像学改变呈多形性 ,尽管高分辨薄层 CT 给临床以

提示,但有一定局限性 ,除典型的肺曲菌球外,由于混合感染的存在,有时也难与结核杆

菌、病毒感染相鉴别；再次，病原体检测不敏感 ,传统真菌培养的阳性率较低,有时即

使是阳性 ,但若是从非无菌部位(如咽拭子、痰等)分离出来的,也难以确定是污染、定

植还是侵袭；最后，真菌感染的治疗以及抗真菌感染药物的消耗已成为住院患者医

疗费用支出的重要组成之一，但另一方面，抗真菌治疗药物十分有限，且现有的任

何一种抗真菌药都不能对所有真菌具有抗菌活性。 
 
理性看待糖皮质激素的使用  



世界卫生组织（WHO）近期发布的指南提出：除非在临床试验的前提下，否则不应

将糖皮质激素应用于 2019-nCoV 引起的肺损伤或休克中。 
对此，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团队持有不同的看法。在临床实践中，医生倾向于在

危重症患者中使用糖皮质激素，尚无定论的临床证据不应该成为在新冠肺炎治疗中

放弃使用糖皮质激素的依据。 
此外，有研究支持在冠状病毒感染的患者中使用低到中等剂量的糖皮质激素，例如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SARS）患者。而甲型流感病毒肺炎患者、重症社区获得性

肺炎患者在使用糖皮质激素后，死亡率亦显著降低。 
2 月 11 日，国际顶级学术期刊《柳叶刀》上发表了 2 篇通讯文章，分别从糖皮质激

素治疗新冠肺炎的可行性、治疗急性呼吸衰竭如何预防院内感染两个方面进行了探

讨和分析，研究组一致反对滥用激素，推荐对于重症患者可尝试短程、中小剂量激

素。 
由于当前证据的方法学局限性，糖皮质激素的使用仍存在争议。大剂量糖皮质激素

治疗新冠肺炎患者确实存在继发感染、远期并发症和排毒时间延长等风险。 
过高的真菌继发感染率是新冠病毒患者的主要特点，这与患者广泛使用糖皮质激素

有密切关系，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糖皮质激素是诱发真菌感染、特别是机会性真菌

感染重要的因素 ,可通过抑制免疫反应的多个环节而影响真菌感染的发生与进程。内

源性激素相关的疾病如库欣综合征以及医源性皮质激素使用的患者均可成为真菌感

染的易感人群。 
由于新冠病毒肺炎患者使用大量激素治疗，机体免疫力降低，易引起二重感染，治

疗过程中应及时检测痰标本，监测其他病原菌合并感染，对症治疗。正确理解糖皮

质激素免疫抑制作用和真菌感染发生的相互关系 ,可以提高对相关真菌感染的认识并

针对性开展防治策略 ,改善激素应用条件下发生真菌感染的预后。 
 

前车之鉴  
SARS 合并真菌感染发病率、死亡率高  
在 2003 年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疫情中,不少患者由于病情危重或不恰

当地使用过量糖皮质激素造成真菌感染 ,且诊断不及时，导致全身真菌播散而死亡。 
根据 2003 年间多项研究发现，SARS 患者并发侵袭性真菌感染发病率为 14.8-27%，

占所有并发感染的 44%，其中重症 SARS 患者侵袭性真菌感染发病率高达 21.9%。

一项对 19 例 SARS 死亡病例的分析表明有 73.7%死亡病例有合并真菌感染。其中，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研究团队的回顾性分析发现 9 例重症 SARS 急性期

后患者，其中 7 例发生院内获得性肺炎，其中 3 例确诊为真菌感染，致病菌分别为

曲霉菌、白念珠菌和克柔念珠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9 医院检验科对 33 例  SARS 
患者进行痰培养，结果显示细菌阳性 7 例（21.2%）；真菌阳性 6 例（18.2%）；细

菌、真菌同时阳性 3 例, 占 9.1%，检测出的真菌包括白色念珠菌 5 株、曲霉菌 3
株、克柔念珠菌 1 株，且分离出的克柔念珠菌显示出较强的耐药性。多项研究均显

示重症患者接受抗真菌药治疗均高于轻症患者组，这可能是由于重症患者接受激素

治疗后导致机体免疫力进一步降低，更容易发生各种感染，特别是侵袭性真菌感

染。 
 
应对方案：早期筛查真菌感染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尚无特效药，临床治疗方案包括：氧疗；抗病毒治疗；抗

菌药物治疗；同时根据患者呼吸困难程度、胸部影像学进展情况使用糖皮质激素。



这些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由于激素、广谱抗生素、机体免疫力下降使微环境改变，同

时基于 2003 年 SARS 治疗的经验和重症流感继发侵袭性真菌感染的案例报道，病毒

感染后会显著提高并发或继发真菌感染的可能性，并显著提高病死率。 
当然, 至今还没充分证据证实是新冠病毒肺炎病程加重导致感染增加, 还是继发感染

加重了病程, 但考虑到在治疗实践中干预性治疗如广谱抗生素、皮质激素使用可能过

多 , 因此真菌感染的早期筛查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目前真菌感染的早期诊断仍缺乏一种简便、快速、敏感、特异的诊断方法，但在组

织中证实真菌成分的存在是深部真菌感染的“金标准”。有关侵袭性真菌感染(IFI)的
诊疗指南中均强调 ,确定侵袭性真菌感染一定要具备真菌向组织内侵入、增殖的直接

依据,否则只能是疑诊而不能确诊。因此收集患者深部组织标本十分重要 ,对于高度怀

疑肺部感染的患者 ,建议行纤维支气管镜(简称纤支镜)或经皮肺穿刺活检。这样既可

以获得组织学证据 ,又可以进行真菌和其他病原学培养,可为尽早确诊肺部真菌感染提

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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