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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静脉药物成瘾者有增加的趋势袁而由使
用不洁注射器械导致的感染性心内膜炎也逐渐增
多遥 圆园园员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员园 月期间袁本院共收治 圆怨
例静脉药瘾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袁其中 愿 例经内科
治疗袁圆员 例经外科治疗袁现对外科治疗的 圆员 例进行
回顾性分析袁并总结报告如下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圆员 例患者均有明确静脉药瘾史袁其中男 员愿 例袁
女 猿 例袁年龄 员怨耀猿苑 岁袁平均渊圆猿援远 依 缘援缘冤岁遥 静脉药
瘾时间 猿 个月耀圆援缘 年袁平均渊员援缘 依 园援苑冤年遥
静脉药瘾局部注射以上肢外周静脉血管为主袁
其次是腹部肌肉尧下肢肌肉注射遥 注射部位可见多
处针眼袁无明显充血尧红肿遥 发热时间均超过 员 周袁
超过 猿 个月者 员员 例袁最长 员 例发热超过 缘 个月袁为
不规则发热遥缘 例可闻及心尖区收缩期杂音遥员员 例因
肺炎入住呼吸科袁圆 例因关节痛就诊袁猿 例因贫血就
诊遥 有 员猿 例出现蛋白尿及红细胞管型遥 圆员 例均进行
血培养袁员源 例血培养阳性袁 其中术前检出革兰氏阳
性金黄色葡萄球菌 渊酝砸杂粤冤苑 例袁 草绿色链球菌 圆
例袁肠球菌 员 例袁绿脓杆菌 员 例遥 术后标本检出白色
念珠菌 猿 例遥 丙型肝炎 员源 例袁乙型肝炎 猿 例遥 员园 例
三尖瓣赘生物袁缘 例二尖瓣赘生物袁源 例二尖瓣尧主动
脉瓣同时赘生物袁圆 例主动脉瓣赘生物遥
员援圆 方法
感染性心内膜炎的诊断早期参照 员怨怨源 年 阅怎噪藻
诊断标准 咱员暂袁后期参照 圆园园缘 年 粤匀粤 诊断标准 咱圆暂及
圆园园怨 年欧洲心脏病学会诊断标准咱猿暂遥 圆员 例患者均是
确定戒断后方进行外科治疗遥 患者入院后袁在取得
血培养结果之前袁先经验性使用 茁原内酰胺类联合氨
基糖甙抗菌药物院头孢哌酮钠加舒巴坦联合阿米卡
星治疗遥 待血培养结果回报后袁使用药敏试验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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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药物遥其中 酝砸杂粤 苑 例袁万古霉素加亚胺培南西
司他丁钠或美罗培南曰草绿色链球菌 圆 例袁选用亚胺
培南西司他丁钠曰白色念珠菌 猿 例袁选用氟康唑曰肠
球菌 员 例袁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曰绿脓杆菌 员 例袁选
用头孢拉定遥 无肝功能损害的袁 暂不采用抗病毒治
疗遥
圆员 例通过外科手术治疗袁其中 缘 例行二尖瓣置
换术袁源 例行二尖瓣尧主动脉瓣置换术袁猿 例行主动脉
瓣置换术袁猿 例行三尖瓣置换术袁远 例行三尖瓣赘生
物清除及三尖瓣成形术遥
圆 结 果
圆员 例手术患者均治愈出院遥 无手术并发症遥 随
访 远 个月患者均正常存活遥
猿 讨 论

近年来袁我国静脉药物成瘾者有增加的趋势袁使
用不洁注射器械导致的感染性心内膜炎也在逐渐增
多袁严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遥本类病例多以青壮
年为主袁在出现药物依赖及成瘾前身体健康袁一般无
心脏器质性病变遥静脉吸毒过程中袁由于注射用具消
毒不严格 或根本不 消毒袁 常 合 并 丙 型 肝 炎 病 毒
渊匀悦灾冤尧乙型肝炎病毒渊匀月灾冤尧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渊匀陨灾冤感染遥 全身状况逐渐转差袁营养不良袁免疫功
能低下袁细菌尧真菌及其它微生物直接进入血液袁引
起感染性心内膜炎袁可出现发热综合征袁也可合并多
种症状及体征咱源暂遥 感染性心内膜炎一经诊断明确袁即
需抗生素治疗袁但抗生素难以控制感染的情况下袁应
积极手术曰 如有可能发生栓塞或难以控制的心衰也
应积极手术治疗遥
外科治疗方案的选择院对于二尖瓣尧主动脉瓣病
变瓣膜结构已经损坏者袁 行二尖瓣及主动脉瓣置换
术袁本文选择使用机械瓣袁有文献报告使用同种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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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瓣治疗感染性心内膜炎效果更好遥 三尖瓣主要通
过清除赘生物袁三尖瓣成形袁行 阅藻增葬早藻 环缩或 悦葬则鄄
责藻灶贼蚤藻则 环成形术袁在三尖瓣结构毁损严重的情况下
如瓣环被破坏尧腱索断裂尧成形后效果不佳时袁选择
生物瓣膜如 酝藻凿贼则燥灶蚤糟 生物瓣膜置换遥 为了保证手
术效果袁手术后必须连续血培养监测袁同时使用静脉
用免疫球蛋白 猿园园耀源园园 皂早 辕 噪早袁连续使用 猿 凿遥 而对
于静脉药物成瘾患者还必须动态监测其术后是否有
复吸情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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