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哌拉西林/他唑巴坦致白细胞下降
和发热两例病例报告
耿立惠
江苏省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江苏宿迁 223800
[ 摘要 ] 本文通过对两例使用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抗感染，致白细胞下降和发热的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的医
嘱进行回顾和血液学监测，及时发现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对血液系统的不良反应。通过文献复习，了解使用
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用药疗程＞ 10 d，累积量＞ 150 g 的患者需要密切监测血常规变化，并观察临床有无发
热等不适症状，一旦发现药物不良反应，应及时停药，调整治疗方案，避免造成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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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 of two cases of leukopenia and fever caused by piperacillin/
tazobactam
GENG Lihui
Department of Respiratory Medicine, Suqian First People's Hospital, Jiangsu, Suqian 22380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dverse reactions (ADRs) of piperacillin/tazobactam to the blood system were found in time by
reviewing the doctor's advice and hematology monitoring of two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 who
were treated with piperacillin/tazobactam to resist infection, leukopenia and fever.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it is necessary to
closely monitor the blood routine changes of patients with piperacillin/tazobactam treatment course for more than 10 days and
cumulative amount for more than 150 g, and observe whether there is any clinical discomfort such as fever. Once ADRs of drugs
are discovered, the drugs should be withdrawn in time and the treatment plan should be adjusted to avoid adverse consequences.
[Key words] Piperacillin/tazobactam; Treatment course ＞ 10 days; Cumulative dosage ＞ 150 g; Adverse reactions
of blood system

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piperacillin and tazobactam，

镜吸痰及抗感染治疗，抗生素选择为哌拉西林 / 他

P/T）
是广谱 β- 内酰胺类药物。对大多数革兰阳性、

唑巴坦（商品名：凯伦，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

革兰阴性、需氧菌和厌氧菌具有抗菌活性 ，临床上

批号：20064073）
（2020-03-18 至 2020-03-29）
。患 者

广泛用于抗感染治疗。有文献报道，哌拉西林 / 他

咳嗽症状缓解，2020-03-29 发热，体温高达 39℃，

唑巴坦有致白细胞减少、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支

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应用 12 d，考虑哌拉西林 / 他

气管哮喘、双腿疼痛等不良反应的报道

唑巴坦药物副作用，立即停用。复查血常规（2020-

[1]

。2020 年

[2-3]

3— 4 月，江苏省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有两例

04-01）白细胞 2.35×109/L，中性粒细胞 0.34×109/L，

患者因使用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出现白细胞减少和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14.4%，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有

发热，为提醒临床重视，现报道如下。

下降趋势，肌肉注射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1

临床资料

（瑞白）200 μg 一次升高白细胞，
复查血常规（2020-

病 例 1：患 者 女，67 岁，因“咳 嗽 20 d”于

04-03）白细胞 8.75×109/L，
中性粒细胞 6.31×109/L，

2020-03-18 收 住 入 院。20 d 前 患 者 咳 嗽，为 黄 脓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72.10%，患者白细胞恢复正常，

痰，每天量约 10 余口，痰有异味。既往有“阑尾炎

体温正常出院。

手术史”。查体：神清，右肺呼吸音粗，可闻及痰鸣

病 例 2：患 者 女，66 岁，因“咳 嗽 2 周”于

音。胸部 CT（2020-03-18）提示右上肺大片高密

2020-04-22 收住入院。患者近 2 周咳嗽，为黄脓痰，

度影，提示右上肺感染，右侧少量胸腔积液；血常

每天量约 20 口，
有异味，
无发热，
外院用药效果差。既

规（2020-03-18）：白细胞 5.39×10 /L，中性粒细胞

往有慢性胃炎，
反流性食管炎病史。查体：神清，
右肺

3.01×10 /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56%。诊断为社区

呼吸音粗，
可闻及湿罗音。胸部 CT（2020-03-18）提示右

获得性肺炎（非重症）
，
右侧胸腔积液。治疗上予气管

下肺团片影，
右下肺膨胀不全；血常规（2020-04-22）：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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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细 胞 5.23×109/L，中 性 粒 细 胞 2.77×109/L，中 性

度警惕药物对血液系统，特别是白细胞副反应。

粒细胞百分比 52.9%。诊断为社区获得性肺炎（非

根据《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和治疗指

危重）、右下肺不张。给予气管镜吸痰及抗感染治

南 2016 年》[14]，本研究两例患者诊断为社区获得性

疗，抗生素选择为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商品名：凯

肺炎（非重症），均为老年患者（＞ 65 岁）。由于老年

伦，海南通用三洋药业有限公司，批号：20064073）

社区获得性肺炎诊断手段有限，治疗主要为经验治

（2020-04-22 至 2020-05-05）
。患者咳嗽症状缓解，

疗，疗效也有限，病死率很高，给社会和家庭带来越

2020-05-02 复查胸部 CT，提示右下肺团片影稍有吸

来越沉重的卫生经济负担 [15-18]。老年肺炎患者致

收，建议 CT 引导下经皮肺穿刺等检查，患者拒绝，继

病菌多为 G- 杆菌，如肺炎克雷伯杆菌、绿脓杆菌等，

续使用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抗感染治疗。2020-05-05

在初始经验治疗时应考虑覆盖 G- 杆菌等抗菌药。

出现发热，
体温最高 38.3℃，
复查血常规（2020-05-06）

故本研究两例患者均选择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抗感

白细胞 1.83×10 /L，中性粒细胞 0.56×10 /L，中性粒

染治疗。根据指南 [14，19]，抗感染疗程为 5 ～ 7 d，不

细胞百分比 30.70%，考虑出现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

能以肺部阴影吸收程度作为停用抗菌药物的指征。

应用 14 d 后药物副作用，立即停用，并对症处理、注

但对重症或有肺外并发症患者可适当延长抗感染

射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瑞白）升白细胞。复

疗程。本研究两例患者咳痰有异味，有形成肺脓肿

查血常规（2020-05-07）白细胞 8.92×10 /L，中性粒

趋势，一例合并胸腔积液，另一例病灶吸收不明显，

细胞 5.53×10 /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62%，恢复正

故抗感染疗程均超 5 ～ 7 d。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

常。患者 2020-05-09 体温正常出院。

使用时间分别为 12 d 和 14 d，使用累积剂量分别为

2

162 g 和 189 g，
均超过了临床警示累积剂量范围。这

9

9

9

9

讨论
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常见的不良反应有过敏

时患者出现发热、寒战等症状，监测粒细胞 / 白细胞

反应、皮疹、胃肠道反应如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

下降，
首先考虑为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药物热及对血

在药品说明书中出现血液系统副作用少见（＞ 0.1%

液系统不良反应。抗菌药引起药物热比较多见 [20]，
而

或＜ 1.0%），但实际工作中影响到血常规变化的不

且容易与原发病感染导致发热混淆。虽然本研究两

良反应并不少见。刘浩等

发现粒细胞减少和白

例患者停药后发热症状很快缓解，白细胞 1 ～ 2 d 恢

细胞减少的发生率分别为 1.59% 和 1.12%。有文

复，未造成严重后果，但也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担和

献报道 ，大约 5% 使用 β- 内酰胺类药物的人群

痛苦。故临床上应根据患者表现，症状改善，血流动

会引起严重的白细胞减少。具体机制并不明确，可

力学稳定，
尽快改为口服抗生素，
合理使用抗生素。

[4]

[5]

能有以下三个方面：①较大剂量 β- 内酰胺类药

综上，临床上使用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抗感染

物，对髓细胞前体产生可逆的，直接的毒性作用，抑

的患者，需定期监测血常规，并观察有无发热等不适

制骨髓细胞增殖，导致白细胞减少

症状。尤其对于用药疗程＞ 10 d，累积量＞ 150 g

；②与免疫机

[6-7]

制有关，通过免疫介导方式直接损伤骨髓细胞

，

[8-9]

导致白细胞减少；③抗原 - 抗体反应，即药物与白

的患者 [10] 更应警惕，一旦发现药物不良反应，需及
时停药，
调整治疗方案，
避免造成不良后果。

细胞结合形成抗原 - 抗体复合物，破坏或溶解白
细胞，从而白细胞下降 [10]。针对 β- 内酰胺类药
物使用安全剂量，杨媛等

[11]

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

[ 参考文献 ]
[1]Tamura K，Akiyama N，Kanda Y，et al.Efficacy and

哌拉西林钠 / 他唑巴坦钠对血液系统的不良反应，

safety of tazobactam/piperacillin as an empirical treatment

主要表现为剂量依赖，白细胞减少的发生率与药

for the patients of adult and child with febrile neutropenia

物累积量的增加呈正相关，特别是平均用药疗程为

in Japan[J].Journal of Infection and Chemotherapy，

（15.88±4.55）d，
平均累积剂量为（183.60±55.33）g 时
更容易出现。同样国外文献 Scheetz 等

[7]

研究哌拉

西林 / 他唑巴坦疗程≥ 15 d 时粒细胞减少；Lee 等

[12]

报道哌拉西林钠 / 他唑巴坦钠用药时间 16 ～ 28 d，
累积剂量均＞ 150 g 白细胞减少；何忠芳等

[13]

报

2015，21（9）：654-662.
[2] 赵淑兰，张华，李成建 . 哌拉西林的不良反应 [J]. 医
药导报，2002，21（5）：133.
[3] 王存玉，王爱然 . 哌拉西林致白细胞减少高热 1 例 [J].
医药导报，2001，20（11）：686.

道用药时间 10 ～ 20 d，其中 6 例累积量＞ 150 g

[4] 刘浩，安鹏姣，柴栋 . 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致粒细胞 /

出现药物不良反应，故临床上对使用哌拉西林他

白细胞减少文献分析 [A].2018 年中国药学会药物临床

唑巴坦疗程＞ 10 d，累积量＞ 150 g 的患者要高

评价研究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暨临床研究高峰论坛会

CHINA MEDICINE AND PHARMACY Vol.11 No.4 February 2021

237

·病例报告·

2021年2月第11卷第4期

议论文集 [C]. 北京：1994 ～ 2019 中国学术期刊电子

[13] 何忠芳，郑茂华，武新安，等 . 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

出版社，2018：24-35.

钠致白细胞减少 [J]. 药物不良反应杂志，2012，14

[5] 米佳丽，张兴 .β- 内酰胺类药物致患者白细胞减少的相
关因素分析 [J]. 西部医学，2014，26（10）：1369-1370.

（5）：308-309.
[14] 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 . 中国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

[6]Ruiz-Irastorza G，Barreiro G，Aguirre C.Reversible bone

诊断和治疗指南（2016 年版）[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

marrow depression by high-dose piperacillin/tazobactam[J].

志，2016，39（4）：253-279.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1996，95（4）：611-612.

[15] Moine P, Vercken JB, Chevret S, et al.Severe community-

[7]Scheetz MH，McKoy JM，Parada JP，et al.Systematic

acquired pneumonia.Etiology，epidemiology，and

review of piperacillin-induced neutropenia[J].Drug
safety，2007，30（4）：295-306.

prognosis factors[J].Chest，1994，105（5）：1487-1495.
[16]Feldman C.Pneumonia in the elderly[J].Med Clin North

[8]Neftel KA，Wälti M，Spengler H，et al.Neutropenia
after penicillins：toxic or immune-mediated?[J].Klin

Am，2001，85（6）：1441-1459.
[17]Niedeman.MS，Ahmed QA.Community-acquired

Wochenschr，1981，59（16）：877-888.

pneumonia in elderly patients[J].Clin Geriatr Med，

[9] 斯威曼 . 马丁代尔药物大典 [M]. 李大魁，金有豫，汤光，
等 . 译 .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2008：168.

2003，19（1）：101-120.
[18] 郑慧敏 . 莫西沙星治疗老年社区获得性肺炎的效果及相

[10] 裴萌，侯伟 . 哌拉西林钠 / 他唑巴坦钠致严重粒细胞
减少症 1 例 [J]. 安徽医药，2006，10（8）：594.

关因素分析 [J]. 中外医学研究，2019，17（28）：41-43.
[19] 杨凯，朱云颖，肖婷婷，等 .2019 年美国 IDSA/ATS

[11] 杨媛，张威，毛璐，等 . 哌拉西林钠 / 他唑巴坦钠致

成人社区获得性肺炎诊疗指南更新特点 [J]. 中华临床

白细胞减少的临床特征分析 [J]. 中国医院药学杂志，
2014，34（7）：550-552.

感染病杂志，2019，10（12）：339-343.
[20] 张锋，徐琼 . 哌拉西林 / 他唑巴坦联合左氧氟沙星致

[12]Lee KW, Chow KM, Chan NP, et al.Piperacillin/

药物热伴白细胞减少 2 例 [J]. 温州医科大学学报，

tazobactam induced myelosuppression[J].J Clin Med

2015，45（1）：76-77.

Res，2009，1（1）：53-55.

（收稿日期：2020-06-10）

[12]Rampling A, Wiseman S, Davis L, et al.Evidence of

（上接第 229 页）
[4] 唐秀兰 . 医护人员手卫生执行情况调查及预防对策 [J].

hospital hygiene is important in the control of methicillin-

重庆医学，2014（13）：1677-1678.

resistant staphylo-COCCHS aureus[J].J Hosp Infect，

[5] 武迎宏，刘荣，郭沈，等 . 利用网络技术建立地区医
院感染监控管理平台 [J].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12，

2001，49（2）：109-116.
[13] 盛文红，汪金秀，于娜 . 三维质量结构模式为指导的

28（1）：76-78.

持续质量改进对新生儿重症监护护理质量管理的影

[6] 陈金玉，凌月明 . 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的质量控制与管
理 [J]. 中国药业，2012，21（20）：73-75.

响 [J]. 齐鲁护理杂志，2020，26（13）：125-127.
[14] 张贝凝 . 分析持续护理质量改进对提高门诊预检分诊

[7] 顾敏，吴俊 . 静脉药物配置中心信息系统设计问题探

准确率的效果 [J]. 山西医药杂志，2020，49（13）：

讨 [J]. 中国数字医学，2012，7（4）：47-48.

1728-1729.

[8] 高玉华，邱素红 . 消毒供应中心信息化管理的应用 [J].

[15] 范 增 利 . 持 续 性 质 量 改 进 对 药 房 药 品 管 理 质 量 的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3，23（11）：2719-2720.

影 响 观 察 [J]. 数 理 医 药 学 杂 志，2020，33（7）：

[9] 曹力 . 消毒供应科无菌物品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J].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3，23（10）：2506.

1096-1097.
[16] 曹春香，闫向前，朱玉清，等 . 持续质量改进管理

[10] 国畅，刘永华，田丹生，等 . 住院患者医院感染直

在降低院内感染中的应用效果 [J]. 山西医药杂志，

接经济损失的统计与分析 [J].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2012，22（8）：1651-1653.

2020，49（9）：1163-1164.
[17] 王长军 . 持续质量改进在医院感染管理中的应用效

[11] 李兰娟 . 医院感染：现状与对策 [J]. 中华流行病学杂

果 [J]. 中国当代医药，2020，27（5）：193-196.

志，2012，33（1）：9-14.
238

CHINA MEDICINE AND PHARMACY Vol.11 No.4

（收稿日期：2020-08-04）
February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