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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动态监测血液病患者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探讨血药谷浓度与不良反应的关系，并根据部分病例探讨不

良反应发生后的干预措施。方法：动态监测血液病患者的伏立康唑的药物浓度；观察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分析药
物浓度与患者临床反应的相关性，并对部分发生不良反应的患者予以维持剂量的调整。结果：①谷浓度在 1.0~5.0 μg/mL 和谷

浓度>5.0 μg/mL 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11%和 41%，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 6）；②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较未出现不
良反应的患者血药浓度高，且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3 6）；③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中，9 例伏立康唑减量，其中 8 例在症

状消失或好转，1 例停药，9 例减量的患者最终均好转出院。结论：伏立康唑血药浓度个体间差异较大且患者药物浓度水平与
不良反应的发生息息相关，根据动态监测患者血药谷浓度结果指导临床用药，
有助于提高疗效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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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患者的增
多以及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器官移植技术和
导管技术等医疗技术的开展，侵袭性真菌感染（IFI）
的发病率和病死率逐年上升［1］。伏立康唑作为三唑
类抗真菌药物，具有抗菌谱广、口服生物利用度高
等特点，主要对曲霉有杀菌作用，对念珠菌属也具
有良好抗菌作用，是治疗或预防侵袭性真菌感染的
首选药物［2］。但在临床应用中却发现，即使以同样
的方式给药，仍有 15%~28%的患者治疗后无效，而
12.5%左右的患者发生严重不良反应，表明伏立康
唑个体差异较大，应加强监测，以保证安全、有效用
药［3-4］。目前合理的治疗浓度未在抗真菌指南中得
到明确的认可，且对于伏立康唑用药后出现不良反
应的患者亦尚未有明确的干预措施，临床上通常选
择停药改予其他抗真菌药，但由于伏立康唑在抗真
菌治疗中的优越性，停药或者换用其他抗真菌药有
可能影响患者抗真菌疗效而导致治疗失败。本文
通过对使用伏立康唑的患者进行动态监测血清药
物浓度，探讨伏立康唑血药浓度与不良反应发生的

关系，并根据血药浓度对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予以
减量治疗，探讨血药浓度监测在抗真菌治疗中发挥
的作用及药物减量治疗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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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象和方法

对象
分析本院血液科 2014 年 7 月—2016 年 9 月收治
的 144 例 IFI 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符合《血
液病/恶性肿瘤患者侵袭性真菌感染的诊断标准与治
疗原则（第 3 次修订）》及《重症患者侵袭性真菌感染
诊断和治疗指南（2007）》中有关 IFI 的诊断标准［5-6］。
其中，
白血病患者 109 例，
淋巴瘤 16 例，
骨髓瘤 10 例，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9 例。IFI 临床诊断 5 例，拟诊
139 例。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所有患
者均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表 1）。
1.2 方法
纳入研究的患者均采用静脉给药方式（药品名
称：注射用伏立康唑，珠海亿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制药厂），2014 年 7 月—2015 年 2 月入组患者使用批
号：14050101；2015 年 2 月以后入组患者使用批号：
14110104。
1.2.1 测定条件
色谱条件：色谱柱 XDBC18（4.6 mm×50.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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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44 例病例资料
临床特征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岁）
疾病类型（n）
白血病
淋巴瘤
多发性骨髓瘤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侵袭性真菌感染（n）
临床诊断
拟诊
给药方式
治疗时间（d）
是否联合质子泵抑（PPI）
是
否

81（56）
63（44）

055.4（13~86）
109（76）0
16（11）0
10（7）0
9（6）0
144

5（3）0

129（97）0
静脉给药

15.22（4~66）0
56（39）0
88（61）0

1.8 μm），流动相为乙腈- 甲酸铵（10 mmol/L，pH=
3.05）
（55∶45），流速 1.0 mL/min，柱温 30 ℃。质谱条
件：毛细管电压为 4 500 V，干燥气流速为 6 min/L，雾
化气压力为 413.7 kPa，干燥气温度为 350 ℃；伏立康
唑：碎裂电压为 100 V，碰撞能量为 15 V，离子对：m/z
350.2/281.2；芬太尼：碎裂电压为 135 V，碰撞能量为
25 V，
离子对：m/z 337.3/188.2。
1.2.2 血标本的采集与处理
在伏立康唑治疗开始后第 1、4、7 天，分别于给
药前及给药 2 h 后进行监测，对于部分疗程长的患
者视情况加测第 10、14 天浓度（144 例中加测第 10
天浓度的有 62 例，加测第 14 天浓度的有 37 例）；当
不良反应出现予以减量治疗后，于减量时间起的第
4、7 天加测减量后血药浓度。抽取静脉血 5 mL，肝
素抗凝，4 000 r/min 离心 8 min，吸取上清液，向血浆
30 μL 中分别加入磷酸盐缓冲液（20 mmol/L 磷酸氢
二钾，pH 8.50）30 μL，0.4 μg/mL 内标 10 μL，涡旋
混匀后加入叔丁基甲醚 300 μL，涡旋混匀 2 min，
15 000 r/min 离心 5 min，吸取上清液，35 ℃氮气吹
干，
置于流动相 200 μL 复溶，取 5 μL 进样测定。
1.2.3 伏立康唑用药方案
本研究纳入的临床病例均为静脉滴注给药。
负荷剂量：每 12 h 给药 1 次，每次 6 mg/kg（第 1 天）；
维持剂量：每 12 h 给药 1 次，每次 4 mg/kg（第 2 天
起）。
本研究将伏立康唑药物浓度治疗窗定为 1.0~

5.0 μg/mL［7］。患者发生不良反应时予伏立康唑单次
给药剂量下调 50 mg 或停药。
1.2.4 疗效评价标准
根据血液病/恶性肿瘤患者侵袭性真菌感染的
诊断标准与治疗原则（第 3 次修订）及《重症患者侵
［5-6］
袭性真菌感染诊断和治疗指南（2007）》
，疗效评
价指标为：有效：完全缓解、部分缓解；无效：稳定、
疾病进展、死亡。
1.3 统计学方法
采 用 GraphPad Prism 7 数 据 分 析 系 统 分 析 数
据。数据资料均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示，非正态
分布计量资料行 Mann⁃Whitney U 检验，正态分布计
量资料行 t 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及百分率表示，采
用卡方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2.1

结 果

伏立康唑血药浓度测定
动态监测伏立康唑血药浓度，结果显示使用推
荐剂量的伏立康唑治疗后，106 例（74％）谷浓度在
1.0~5.0 μg/mL，平 均 浓 度 为 2.669 μg/mL；16 例
（11％）谷浓度＜1.0 μg/mL，
平均浓度为 0.473 μg/mL；
22 例（15％）谷浓度＞5.0 μg/mL，平均浓度为 6.294
μg/mL。谷浓度＜1.0 μg/mL 的 16 例均为拟诊患者，
经验性抗真菌治疗后临床症状好转，故未予药物剂
量的干预。在本研究选取用药后 4~7 d 的血药谷浓
度作为稳态谷浓度，其中有 62 例由于治疗时间较长
加测了第 10 天的血药浓度，排除出现不良反应的患
者，
对于剩余 53 例第 4、
10 天的血药谷浓度分析未发
现统计学差异［（2.923 ± 1.934）μg/mL vs.（2.957 ±
1.745）μg/mL，P=0.924 3］。
2.2 伏立康唑浓度与不良反应的关系
纳入研究的144例中，
出现不良反应21例，
其中肝
功能异常5例［干预前谷浓度为（3.662 ± 2.246）μg/mL］，
视觉异常（幻视、视物模糊）5 例，精神异常（精神亢
奋、失眠、幻觉、反应迟钝、神志不清）10 例，听觉
异常（耳鸣）1 例。血药浓度检测结果显示，在谷
浓度＜1.0 μg/mL 的患者无不良反应，谷浓度在 1.0~
5.0 μg/mL 和谷浓度>5.0 μg/mL 的患者中出现不良
反应分别为 12 例和 9 例，所占比率分别为 11％和
41%，趋势性检验显示谷浓度>5.0 μg/mL 较正常范
围谷浓度不良反应发生率升高且两者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00 6）。21 例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谷
浓度为（3.835 ± 2.267）μg/mL，123 例未出现不良反
应的患者血药浓度为（2.832 ± 1.761）μg/mL，两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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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血药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3 6）。
2.3 基于血药浓度对部分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临
床干预
21 例不良反应中，12 例予以停药后症状消失，9
例予以伏立康唑减量治疗，具体为维持剂量单次给
表2

3

病例

不良反应

1

耳鸣

3

肝功能异常

5

入睡困难

7

视物模糊

9

幻视

2

幻觉

4

入睡困难

6

入睡困难

8

肝功能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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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下调 50 mg，动态监测患者血药浓度结果显示 9 例
中，减量前谷浓度＞5.0 μg/mL 有 4 例，减量后谷浓
度均在 1.0~5.0 μg/mL（其中 1 例结果未测出），9 例
中，8 例经减量后不良反应消失或好转，且未影响患
者治疗疗效，1 例减量后症状未好转（表 2）。

部分减量治疗患者干预治疗信息

出现不良反应时的

减量后血药谷

减量后不良反

血药谷浓度（μg/mL）

浓度（μg/mL）

应的情况

3.667

3.625

消失
消失

好转出院

5.079

4.521

肝酶明显下降但仍偏高

患者症状好转，
要求停药出院

4.825

消失

好转出院

2.505

消失

好转出院

4.855

消失

好转出院

未测

消失

好转出院

1.041

减量后肝酶未下降

更改抗真菌药物后好转出院

消失

好转出院

5.271
6.197
3.642
6.111
1.439
1.539
4.598

2.170

3.826

讨 论

患有血液系统相关的肿瘤、接受化疗后长期处
于粒细胞缺乏状态以及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免疫
受损的患者，是侵袭性真菌感染的高发人群［8］，本研
究中所涉及的对象主要为拟诊患者，其中大部分为
化疗后出现粒细胞缺乏合并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
染症状，
经抗细菌治疗无效的患者。
研究表明伏立康唑口服和静脉给药均有效，平
均约 5 d 能达到稳态血药浓度［9］，故本研究中选取用
药后 4~7 d 检测的浓度作为稳态谷浓度。多项研究
证实伏立康唑的药动学具有非线性特征，由于肝脏
P450 同工酶 CYP2C19 的基因多态性、低蛋白血症等
多种因素影响，导致不同个体之间的血浆药物浓度
存在较大差异［10-12］，因此伏立康唑药物说明中对于
有效的治疗浓度尚没有明确的规定，结合既往的研
究结果本研究设定伏立康唑可能的安全浓度范围
为 1.0~5.0 μg/mL［7］，结果显示谷浓度在安全范围中
有 105 例，但仍有 16 例谷浓度<1 μg/mL，22 例谷浓
度>5 μg/mL，这部分患者中存在潜在治疗失败和发
生不良反应的风险，血药浓度的检测可以及时发现
这些人群而给予相应的剂量调整，
李昊等［13］进行的一
项临床对照研究显示，
和伏立康唑常规治疗组相比，
治疗药物检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组
治疗失败率明显降低（17％ vs. 3％，
P < 0.01），
这体现
出血药浓度检测在治疗有效性方面的重要性。

治疗结果
好转出院

此外，在治疗的安全性方面，研究表明伏立康
唑的血药浓度与其导致的肝功能异常、视觉障碍等
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具有明显的相关性［14-15］，
在近几年
［16］
的报道中，Haiying 等 进行了一项涉及 28 项，纳入
1 158 例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当谷浓度>3.0 mg/L
时，随着浓度的增加，出现肝脏独毒性的风险也逐
渐增加，且这现象对于亚洲人群更显著，当谷浓度>
4.0 mg/L 时则出现神经系统毒性的风险则会增加。
本研究结果显示谷浓度>5.0 μg/mL 的患者中出现不
良反应的人数比例 41%，且发生不良反应的患者与
未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血药浓度存在统计学差异，
和既往的研究结果相符，进一步证实了血药浓度与
不良反应发生密切相关。
目前抗真菌治疗指南及伏立康唑药物说明均
未对伏立康唑用药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提出明
确的干预指导，临床上通常选择停药改予其他抗真
菌药，但是由于伏立康唑在抗真菌治疗选择的优越
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抗真菌的疗效。而当不良反
应发生后，基于血药浓度尝试予以伏立康唑减量治
疗，
这不仅避免了不良反应的再次发生而且避免了采
取其他抗真菌可能导致的治疗失败，
本研究中出现不
良反应予以减量治疗的 9 例中，
在不良反应出现时血
药浓度均符合患者有效治疗浓度范围（>1 μg/mL），
这
种情况下可以更加放心地尝试减量治疗，避免了治
疗浓度未达标而实行减量治疗导致治疗失败，并且
其中有 4 例血药谷浓度超过了 5.0 μg/mL，超过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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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治疗浓度范围（1.0~5.0 μg/mL），更加有理由尝试
减量治疗，减量治疗后动态检测到的药物谷浓度显
示仍符合预期的有效治疗浓度，本研究中参与减量
治疗的 9 例中，8 例不良反应症状消失或好转，且最
终好转出院，证实了减量治疗的可行性。
对于临床实践中使用伏立康唑的患者，其药物
血药浓度与不良反应发生密切相关，当患者在使用
伏立康唑后出现不良反应时，虽然安全有效的治疗
浓度区间以及血药浓度指导下的药物减量治疗，在
伏立康唑抗真菌治疗的指南和药物说明中尚未得
到明确认可，但临床实践的病例提供了参考意义，
基于血药浓度指导下的药物减量治疗，一定程度上
不仅避免了不良反应的再次发生而且为伏立康唑
治疗的效果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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