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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治分析 •

30 例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的临床特点分析
张素娟 1，宋毓青 1，董茜 1，王昭 1，张伟 2，吴其明 1
【摘要】

目的

分析 30 例感染性心内膜炎（IE）患者的临床特点。方法

通过医院计算机病案管理系统检索

2007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的 IE 患者 30 例，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的病历资料，
包括性别、年龄、疾病类型、基础心脏病、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受累瓣膜、并发症、致病菌、治疗及转归。
结果 （1）本组患者中男 26 例（占 86.7%），女 4 例（占 13.3%）；年龄：<20 岁 1 例（占 3.3%），20~40 岁 10 例
（占 33.3%），41~60 岁 13 例（占 43.4%），>60 岁 6 例（占 20.0%）。（2）本组患者中自然瓣膜心内膜炎（NVE）
27 例（占 90.0%），人工瓣膜心内膜炎（PVE）3 例（占 10.0%）。27 例 NVE 患者中 14 例（占 51.9%）存在基础心
脏病。（3）本组患者主要首发临床表现为发热 24 例（占 80.0%）；主要实验室检查结果：27 例检测 C 反应蛋白（CRP）
患者中 CRP 升高 25 例（占 92.5%），24 例检测降钙素原患者中降钙素原升高 18 例（占 75.0%），20 例检测脑钠肽
（BNP）患者中 17 例（占 85.0%）BNP>400 ng/L；本组患者中红细胞沉降率（ESR）增快 23 例（占 76.7%），贫血
22 例（占 73.3%）。（4）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显示，27 例（占 90.0%）患者检出心瓣膜内赘生物。（5）本组患者主
要并发症为充血性心力衰竭 11 例（占 36.7%），神经系统并发症 6 例（占 30.0%）。（6）本组患者血培养阳性 14 例
（占 46.7%）。（7）本组患者中 19 例（占 63.3%）经积极治疗后痊愈，5 例（占 16.7%）转回地方医院继续抗感染治
疗，6 例（占 20.0%）死亡。结论 IE 好发于 20~60 岁男性，主要累及自然瓣膜心内膜，多数患者存在基础心脏病，
主要首发临床表现为发热，且预后较差；超声心动图检查和血培养有助于诊断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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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30 patients with infectious endocarditis. Methods From
December 2007 to December 2017 in Beijing Dit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a total of 30 patients with
infectious endocarditis were searched by Computerized Medical Record Management System，and their medical record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including gender，age，disease types，basic heart diseases，clinical manifestations，laboratory
examination results，affected valves，complications，pathogenic bacterium，treatment and prognosis. Results （1）Of the
30 patients，26 cases were male（accounting for 86.7%），4 cases were female（accounting for 13.3%）；1 case was below
20 years old（accounting for 3.3%），10 cases were 20 to 40 years old（accounting for 33.3%），13 cases were 40 to 60 years
old（accounting for 43.4%），6 cases were over 60 years old（accounting for 20.0%）.（2）Of the 30 patients，27 cases
were natural valvular endocarditis（accounting for 90.0%），thereinto 14 cases existed basic heart diseases（accounting for
51.9%）；3 cases were prothetic valvular endocarditis（accounting for 10.0%）.（3）Of the 30 patients，24 cases primarily
performed as fever（accounting for 80.0%）.Main laboratory examination results：of the 27 patients received detection of CRP，
25 cases occurred elevation of CRP（accounting for 92.5%）；of the 24 patients received detection of PCT，18 cases occur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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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vation of PCT（accounting for 75.0%）；of the 20 patients received detection of BNP，17 cases occurred elevation（>400 ng/L）
of BNP（accounting for 85.0%）；of the 30 patients，23 occurred quicker than normal of ESR（accounting for 76.7%），22
cases occurred anemia（accounting for 73.3%）.（4）Cardiac valve neoplasm was found in 27 cases（accounting for 90.0%）
of the 30 patients by ultrasonic cardiogram examination.（5）Main complications：11 cases（accounting for 36.7%）with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6 cases（accounting for 30.0%）with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6）Of the 30 patients，14 occurred
positive blood culture results（accounting for 46.7%）.（7）Treatment and transfer：of the 30 patients，19 cases（accounting
for 63.3%）were cured after active treatment，5 cases（accounting for 16.7%）were transferred back to local hospitals and
received continuous anti-infection treatment，6 cases（accounting for 20.0%）were died. Conclusion Males with basic
heart diseases from 20 to 60 years old have relatively high risk of infectious endocarditis，which mainly affects natural valvular
endocardium and primarily performed as fever with relatively poor prognosis；ultrasonic cardiogram examination and blood
culture have certain diagnostic value on infectious endocarditis.
【Key words】 Endocarditis，bacterial；Heart valves；Disease attributes
感染性心内膜炎（IE）是病原微生物经血行途径直接侵
袭心内膜、心脏瓣膜或邻近大动脉内膜引起的炎性疾病，常伴

有赘生物，是一种致死性疾病［1］。据统计，欧洲地区 IE 年发
病率为 3~10/10 万，我国尚缺乏确切的流行病学资料

［2］

。近

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剧，老年退行性心瓣膜病患
者数量增加，人工心脏瓣膜置换术、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及各

种血管内检查增多，导致 IE 发生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此外，
静脉用药又增加右心 IE 的发病风险

［2］

。本研究收集了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近 10 年收治的 30 例 IE 患者，旨

在分析 IE 的临床特点，以提高临床医生对 IE 的认识，现报
道如下。
1

1.1

对象与方法
研究对象

通过医院计算机病案管理系统检索 2007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收治的
IE 患者 30 例，均符合改良 Duke 标准中的 IE 诊断标准［3］。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的病历资料，包括性别、年龄、

疾病类型、基础心脏病、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受累瓣膜、
并发症、致病菌、治疗及转归。
2

2.1

结果
性别和年龄

本组患者中男 26 例（占 86.7%），女 4 例

（ 占 13.3%）； 年 龄：<20 岁 1 例（ 占 3.3%），20~40 岁 10
例（占 33.3%），41~60 岁 13 例（占 43.4%），>60 岁 6 例（占
20.0%）。
2.2

疾病类型和基础心脏病

本组患者中自然瓣膜心内膜炎

（NVE）27 例（占 90.0%），人工瓣膜心内膜炎（PVE）3 例

（ 占 10.0%）。27 例 NVE 患 者 中 14 例（ 占 51.9%） 存 在 基

础心脏病，其中先天性心脏病 4 例（包括主动脉瓣关闭不全 1

例、主动脉瓣二叶瓣畸形 1 例、先天性卵圆孔未闭 1 例、法

洛四联症术后 1 例）、退行性瓣膜病 5 例、梅毒性心脏病 3 例、
风湿性心脏病 1 例、左房室瓣脱垂 1 例。
2.3

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检查结果

首发临床表现：发热 24

例（ 占 80.0%）， 喘 憋、 双 下 肢 水 肿 4 例（ 占 13.3%）， 肢
体活动不利 2 例（占 6.7%）；发热者热程 2~365 d，其中热
程≥ 30 d 者 14 例（占 46.7%）。其他临床表现：栓塞 9 例
（ 占 30.0%）， 意 识 障 碍 7 例（ 占 23.3%）， 脾 大 5 例（ 占

16.7%），皮肤黏膜出血 3 例（占 10.0%）。实验室检查结
果：27 例 检 测 C 反 应 蛋 白（CRP） 患 者 中 CRP 升 高 25 例

（占 92.5%），24 例检测降钙素原患者中降钙素原升高 18 例
（ 占 75.0%），20 例 检 测 脑 钠 肽（BNP） 患 者 中 17 例（ 占

85.0%）BNP>400 ng/L； 本 组 患 者 中 红 细 胞 沉 降 率（ESR）
增 快 23 例（ 占 76.7%）， 贫 血 22 例（ 占 73.3%）， 白 细 胞

计 数 升 高 15 例（ 占 50.0%）， 血 小 板 计 数 减 少 11 例（ 占
36.6%），血肌酐升高 9 例（占 30.0%），白细胞计数降低 3
例（占 10.0%）。
2.4

受累瓣膜

超 声 心 动 图 检 查 结 果 显 示，27 例（ 占

90.0%）患者检出心瓣膜内赘生物，其中主动脉瓣 10 例、左

房室瓣 9 例、右房室瓣 3 例、人工心脏瓣膜 1 例、人工心脏

瓣膜瓣周漏 1 例、主动脉瓣联合左房室瓣 1 例、右心房 1 例、
累及 2 处瓣膜 1 例。
2.5

本 组 患 者 并 发 充 血 性 心 力 衰 竭 11 例（ 占

并发症

36.7%）；神经系统并发症 6 例（占 30.0%），包括脑栓塞 4 例、
颅内出血 1 例、脑膜炎 1 例；心包炎 3 例（占 10.0%）；心
律失常 3 例（占 10.0%）。
2.6

致病菌

本组患者血培养阳性 14 例（占 46.7%），其中

金黄色葡萄球菌 4 例、链球菌 4 例、粪肠球菌 2 例、麻疹孪

生球菌 1 例、头状葡萄球菌头状亚种 1 例、大肠埃希菌 1 例、
布鲁杆菌 1 例。
2.7

治疗及转归

本组患者中 19 例（占 63.3%）经积极治疗

后痊愈，其中 12 例采取单纯抗感染治疗、7 例采取抗感染治

疗后行心外科手术治疗；5 例（占 16.7%）转回地方医院继续

抗感染治疗；6 例（占 20.0%）死亡，死因为脓毒性休克 2 例、
心力衰竭 2 例、急性肾衰竭 1 例、脑出血和脑疝 1 例。
3

3.1

讨论

流行病学

本 组 患 者 中 男 性 占 86.7%，20~60 岁 者 占

76.7%，提示 IE 好发于 20~60 岁男性，且随年龄增长其发病

率有增加趋势，究其原因可能与人口老龄化、老年退行性瓣
膜病患者数量增加有关［1］。
3.2

临床表现

IE 患者早期无特异性临床表现，尤其是老年

人及伴免疫缺陷患者。本研究结果显示，发热是 IE 患者的主

要首发临床表现，且热程 >30 d 者占 46.7%，与娄秀芬等［4］

研究结果一致，提示对不明原因长期发热者应考虑 IE 的可
能；此外，大部分 IE 患者伴有 CRP 升高、降钙素原升高、
BNP>400 ng/L、ESR 增快及贫血等，但均缺乏特异性。
3.3

诊断

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显示，心脏内赘生物、环形

实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2018年6月第26卷第6期

脓肿、人工瓣膜部分开裂及新的瓣膜返流是目前诊断 IE 的主
［5］

要证据

。本研究结果显示，本组 90.0% 的患者检出心瓣膜

内赘生物。既往研究结果显示，随着经食管超声心动图（TEE）

的普遍应用，其对赘生物较小、高度怀疑 IE 的诊断价值较高，
但当 TEE 不可行或必须推迟时应立即行早期经胸超声心动图
（TTE），以早期识别高风险 IE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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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Cardio-Thoracic Surgery（EACTS），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Nuclear Medicine（EANM）［J］.Eur Heart J，2015，36（44）：
3075-3128.DOI：10.1093/eurheartj/ehv319.

［2］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 . 成
人感染性心内膜炎预防、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J］. 中华心

。本研究结果显示，

血 管 病 杂 志，2014，42（10）：806-816.DOI：10.3760/cma.

脏病并不知情，故因发热就诊患者若临床未见明显感染灶，

［3］IJ J S，SEXTON D J，MICK N，et al.Proposed modifications to the

［6］

大部分 NVE 患者存在基础心脏病，但部分患者对自己患有心
即使无心脏病病史也应常规行超声心动图和血培养检查，以
排除 IE 的可能，尤其对同时合并贫血、栓塞患者。
3.4

心力衰竭是 IE 的常见并发症之一，也是 IE 的

并发症

手术适应证［7］。本组患者中充血性心力衰竭者占 36.7%。国
外研究结果显示，42%~60% 的 NVE 患者并发心力衰竭，且

累及主动脉瓣患者较左房室瓣患者心力衰竭发生风险更高，
心力衰竭主要临床表现为呼吸困难、肺水肿、心源性休克等［1］。
本组患者中 BNP>400 ng/L 者占 85.0%，BNP 有助于诊断心力
衰竭，且其水平升高与 IE 患者不良预后有关。本组患者中合

并神经系统并发症者占 30.0%，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8］。神

经系统并发症临床表现多样，包括缺血性卒中、短暂性脑缺
血发作、脑出血或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脓肿、脑膜炎、中毒
性脑病，且 35%~60% 的 IE 患者可发生无症状脑栓塞。神经
系统并发症可增加患者病死率及导致患者遗留后遗症，尤其

是并发卒中患者。因此，早期诊断及合理使用抗生素对预防
IE 患者首发或复发性神经系统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
3.5

本组患者中血培养阳性者占 46.7%，与王鹏等［9］

病原体

报道的 IE 患者血培养阳性率为 46.2% 基本一致；本组患者血
培养阴性者占 53.3%，究其原因可能与入院前大部分患者使

用过抗生素或病原体为苛养微生物等非典型病原体有关［10］。
入院前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可阻止病原菌从感染部位释放入血，
但不能完全杀灭病原菌，故患者可能出现间断发热或持续性
低热，提示血培养阴性并不能排除 IE 的可能，必要时可行多
［11］

次血培养或配合其他检查进行诊断
3.6

转归

。

IE 是一种致死性疾病。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发

展，IE 患者预后有所改善，但病死率仍较高［1］。据报道 IE
患者院内病死率为 15%~30%

［12-13］

，本组患者院内病死率为

20.0%。2014 年我国《成人感染性心内膜炎预防、诊断和治
疗专家共识》

［2］

及 2015 年《欧洲心脏病学会感染性心内膜

炎指南》［1］均推荐对抗生素治疗期间仍伴有心力衰竭（急诊）
或感染无法控制 >7 d（亚急诊）的 IE 患者应考虑外科手术，

主要适用对象为左心瓣膜 IE。因此，快速识别高死亡风险 IE

j.issn.0253-3758.2014.10.004.

Duke criteria for the diagnosis of infective endocarditis［J］.Clin
Infect Dis，2000，30（4）：633-638.DOI：10.1086/313753.

［4］娄秀芬，杨德彦，刘正印，等 . 感染性心内膜炎 120 例临床分
析［J］. 中华内科杂志，2009，48（1）：35-38.DOI：10.3760/
cma.j.issn.0578-1426.2009.01.011.

［5］BADDOUR L M，WILSON W R，BAYER A S，et al.Infective

Endocarditis in Adults：Diagnosis，Antimicrobial Therapy，
and Management of Complications：A Scientific Statement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J］.

Circulation，2015，132（15）：1435-1486.DOI：10.1161/
CIR.0000000000000296.

［6］LEE S J，JEON D，CHO W H，et al.The Clinical Impacts of

Apparent Embolic Event and the Predictors of In-Hospital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Infective Endocarditis［J］.J Korean Med Sci，2014，
29（12）：1646-1650. DOI：10.3346/jkms.2014.29.12.1646.

［7］MALHOTRA A，RAYNER J，WILLIAMS T M，et al.Infective

endocarditis： therapeutic options and indications for surgery［J］.
Curr Cardiol Rep，2014，16（4）：464.DOI：10.1007/s11886014-0464-9.

［8］梁峰，胡大一，方全，等 .2015 年欧洲心脏病学会关于感染性

心内膜炎并发症治疗的指南解读［J］. 中国循证心血管医学杂志，
2017，9（5）：513-517.DOI：10.3969/j.issn.1674-4055.2017.05.01.

［9］王鹏，卢静海，王贺玲，等 . 感染性心内膜炎 368 例临床分析［J］.
中 华 心 血 管 病 杂 志，2014，42（2）：140-144.DOI：10.3760/
cma.j.issn.0253-3758.2014.02.009.

［10］BMUQUI P，RAOULT D.New insight into the diagnosis of fastidious
bacterial endocarditis［J］.FEMs Immunol Med Micmbiol，2006，
47（1）：1-13.

［11］KATSOULI A，MASSAD M G.Current issues in the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blood culture-negative infective and non-infective

endocarditis［J］.Ann Thorac Surg，2013，95（4）：14671474.DOI：10.1016/j.athoracsur.2012.10.044.

［12］L E O N E S ， R A V A S I O V ， D U R A N T E - M A N G O N I E ，

患者并及时采取措施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预后。

et al.Epidemiology，characteristics，and outcome of infective

心内膜，多数患者存在基础心脏病，主要首发临床表现为发热，

Infection，2012，40（5）：527-535.DOI：10.1007/s15010-

综上所述，IE 好发于 20~60 岁男性，主要累及自然瓣膜

且预后较差，超声心动图检查和血培养有助于诊断 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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