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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卡病毒及腺病毒混合感染儿童肺炎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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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患儿袁男袁员岁源个月袁因野发热猿凿袁咳嗽尧气促圆凿冶入
院遥入院前猿凿无明显诱因始发热袁体温猿怨郾远益袁家长予
野小儿氨酚黄那敏颗粒冶员辕圆袋袁日猿次袁热退遥咳嗽袁阵咳袁
气促袁家长予止咳药渊具体不详冤口服圆次袁效不显袁遂来我
院儿科急诊就诊袁由儿科门诊以野肺炎喘嗽冶收入院遥现症
状院咳嗽袁气促袁喉间痰鸣袁发热曰无腹痛呕吐曰病来精神尚
可袁食少纳呆袁睡眠不实袁小便正常袁大便正常遥既往史院曾
患过幼儿急疹曰否认肝炎及结核曰按计划接种遥无其他过敏
史遥个人史院足月袁顺产袁第一胎袁人工喂养袁正常出生体重袁
生长发育良好遥家族史院否认家族遗传病史遥

查体及辅助检查院体温 猿愿郾缘益袁呼吸猿源次辕皂蚤灶袁脉搏
员圆园次辕皂蚤灶遥神志清楚袁面色红润袁形体适中袁抱入病房袁哭
声有力袁气息略急促袁舌红苔黄袁指纹紫达风关袁无发绀 袁无
皮疹袁咽部轻度充血袁双侧扁桃体玉毅肿大袁口腔黏膜光滑袁
无溃疡袁眼睑无水肿袁结膜无充血遥颈软袁双肺呼吸音粗袁可
闻及少量湿啰音伴喘鸣音曰心音有力尧律齐袁腹平软袁肠鸣音
正常遥四肢活动自如遥血常规院宰月悦缘郾猿源伊员园怨辕蕴袁晕
圆园郾远豫袁蕴远怨郾怨豫袁悦反应蛋白 员员郾缘园皂早辕蕴渊正常参考值
园耀愿皂早辕蕴冤遥血氧饱和度怨愿豫遥尿尧粪常规均正常遥肝功
及肾功均正常遥心肌酶谱院乳酸脱氢酶 猿园园哉辕蕴渊正常参考
值员园怨耀圆源缘哉辕蕴冤袁肌酸激酶同工酶 圆怨哉辕蕴渊正常参考值
园耀圆缘哉辕蕴冤袁羟 丁 酸 脱 氢 酶 圆苑苑哉辕蕴渊正 常 参 考 值
苑圆耀员愿圆哉辕蕴冤袁提示心肌酶谱异常遥葡萄糖源郾猿园皂皂燥造辕蕴遥
抗野韵冶试验院员郾圆园陨哉辕皂造遥载线胸片院右心缘旁纹理模糊尧
密集袁见图员遥

病毒病原学检测院副流感病毒 陨早酝抗体尧呼吸道合胞
病毒陨早酝抗体尧腺病毒 陨早酝抗体尧流感病毒 陨早酝抗体测定
阴性 渊德国 维 润赛 润 试剂 盒 增蚤则蚤燥灶鄄泽藻则蚤燥灶 耘杂砸员圆远员郧
耘杂砸员员猿粤耘杂砸员圆愿粤耘杂砸员圆猿员粤冤遥肺炎支原体员院愿园阳性
渊云哉允陨砸耘月陨韵 陨晕悦郾肺炎支原体抗体检测试剂盒遥再在月辕
允粤孕愿园猿猿鄄圆园员猿宰孕悦园猿在冤遥人博卡病毒渊澡怎皂葬灶遭燥糟葬增蚤则怎泽袁
匀月燥灾冤核酸检测阳性曰人偏肺病毒核酸检测阴性咱中山大
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袁病毒核酸提取渊离心柱法冤试剂

盒 悦葬贼郾裕阅粤鄄在员源远渊员猿园员园缘园缘园员园圆冤暂袁提示匀月燥灾感染遥腺
病毒抗原阳性渊免疫荧光法冤曰呼吸道合胞病毒抗原尧流感
病毒抗原粤尧流感病毒抗原月尧副流感病毒抗原员尧副流感病
毒抗原 圆尧副流感病毒抗原 猿测定阴性渊美国 阅蚤葬早灶燥泽贼蚤糟
匀赠遭则蚤凿泽陨灶糟苑砸园缘员怨员源月再在月辕哉杂粤园怨愿怨鄄圆园员园冤袁提示腺病毒
感染遥

入院诊断及治疗院肺炎喘嗽渊痰热闭肺证冤曰急性支气
管肺炎曰匀月燥灾感染曰腺病毒感染遥治疗经过院入院后给予
红霉素尧喜炎平抗感染袁盐酸氨溴索尧万托林雾化吸入以止
咳平喘袁予中药小儿清肺饮口服渊麻杏石甘汤基础方冤遥予
磷酸肌酸钠静点营养心肌治疗遥第圆天袁患儿不配合袁停万
托林尧盐酸氨溴索注射剂雾化吸入遥第猿天患儿咳嗽袁频
咳袁夜间重袁频咳时伴呕吐袁为胃内容物夹带痰涎袁予敷胸散
外敷双背以清肺化痰曰阿米迪贴袁日员次外用以助止咳平
喘遥第远天袁患儿咳嗽及喉间痰鸣减轻袁气促好转袁热退袁睡
眠可袁饮食尚可袁二便正常遥查体院舌红苔薄黄袁指纹浮紫未
达风关遥全身浅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遥咽部无充血袁双侧
扁桃体无肿大遥听诊双肺呼吸音粗袁未闻及干湿性啰音遥
心音有力袁律齐袁心率怨愿次辕皂蚤灶袁各瓣膜听诊未闻及病理性
杂音遥腹部平坦袁腹部无压痛及反跳痛袁肝脾肋下未触及遥
血生化回报院心肌酶谱院乳酸脱氢酶 猿苑源哉辕蕴袁肌酸激酶同
工酶 远圆哉辕蕴遥患儿于第 愿天好转出院遥嘱避风寒尧慎起
居尧防外感曰出院后口服希舒美干混悬剂针对肺炎支原体治
疗曰口服果糖口服液营养心肌治疗袁择期复查心肌酶谱曰病
情变化随诊遥
摇摇出院后第 圆天患儿出现发热及胃肠道症状袁体温
猿愿郾园益左右袁排水样便猿耀源次袁呕吐袁为胃内容物袁非喷射
状袁圆耀猿次辕凿袁予召回入院遥患儿即时体温猿愿郾园益袁大便稀
水样袁日 苑次袁恶心袁呕吐日猿次袁偶咳遥病来精神状态欠
佳袁睡眠不实袁饮食尚可袁小便略少遥查体院舌红苔薄黄袁指
纹紫达风关遥听诊双肺呼吸音粗袁未闻及干湿性啰音遥心
音有力袁律齐袁心率员园圆次辕皂蚤灶遥腹部平坦袁腹部无压痛及
反跳痛袁肝脾肋下未触及遥予急检血常规尧肾功能尧心肌酶
谱尧粪常规尧便轮状病毒袁以明确病情遥血常规院宰月悦
苑郾远园伊员园怨辕蕴袁晕远猿郾园豫袁蕴圆猿郾缘豫袁酝 员园郾圆豫渊正常参考值
猿豫 耀愿豫冤袁悦反应蛋白员猿郾苑园皂早辕蕴遥心肌酶谱院乳酸脱氢
酶圆愿猿哉辕蕴袁肌酸激酶同工酶 愿怨哉辕蕴袁羟丁酸脱氢酶
圆远源哉辕蕴袁提示心肌酶谱异常遥粪常规院隐血试验弱阳性遥
轮状病毒渊便冤院阴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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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员摇患儿载线胸片

摇摇重整医嘱袁予域级护理尧幼儿饮食袁给予 郧晕运液静点
以补液治疗袁予磷酸肌酸钠静点以营养心肌治疗遥予头孢
甲肟静点抗炎治疗第猿天袁患儿双上肢皮肤起多个荨麻疹袁
不除外药物过敏袁故停用头孢甲肟静点袁予扑尔敏片员郾猿皂早
渊员辕猿片冤口服脱敏治疗遥同时予以参苓白术散基础方免煎
颗粒剂口服袁配合小儿推拿袁密切观察变化遥二次入院第缘
天袁患儿临床治愈出院遥出院时无热袁无恶心呕吐袁偶咳袁大
便软便袁病来精神状态可袁睡眠实袁饮食可袁小便正常遥补充
诊断院小儿腹泻遥

讨论摇匀月燥灾是粤造造葬灶凿藻则等咱员暂圆园园缘年在呼吸道标本大
量筛查中发现的一种新病毒袁迄今为止 匀月燥灾共有源个基
因型袁分别命名为匀月燥灾员耀源咱圆暂遥目前 匀月燥灾的致病机制
尚未明确袁匀月燥灾员主要存在于呼吸道分泌物中袁引起婴幼
儿呼吸道感染咱圆暂曰匀月燥灾圆耀源主要是在粪便标本中被检出袁
其中匀月燥灾圆及 匀月燥灾猿被证实与急性胃肠炎有关袁又以
匀月燥灾圆的检出率最高咱圆暂遥匀月燥灾阳性患者出现的消化道
症状主要有恶心尧呕吐尧腹泻渊水性腹泻和出血性腹
泻冤咱猿原怨暂遥大量研究表明匀月燥灾袁尤其是圆型 匀月燥灾与消化
道疾病密切相关咱员园原员员暂遥最初的 匀月燥灾感染病例大多数集
中于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遥粤造造葬灶凿藻则等咱员暂报道袁在已知呼
吸道病毒检测阴性的下呼吸道感染病例标本中袁匀月燥灾的
检出率明显高于其他病毒袁因此认为 匀月燥灾可能是下呼吸
道感染的新病原 遥

匀月燥灾的感染人群基本为圆岁左右儿童袁导致的相关
呼吸道疾病主要有肺炎尧毛细支气管炎尧喘息性支气管炎尧
支气管炎尧鼻炎尧中耳炎尧扁桃体炎尧咽炎尧喉炎等袁也有少数
研究报道匀月燥灾感染导致了结膜炎尧皮疹袁还可诱发哮喘发
作咱员袁员园原员圆暂遥主要临床表现为咳嗽尧流涕尧气喘尧呼吸困难和
发热袁以高热为主袁阵发性咳嗽较为突出遥载线胸片的影像
学改变与其他病毒所致的肺炎相比较无特异性袁白细胞总
数大多不增高袁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例因年龄不同有
所差异遥值得注意的是袁匀月燥灾在世界范围内腹泻患者的
检出率为园郾愿豫 耀圆缘郾远豫咱员猿原员愿暂袁我国首次于上海地区圆园园愿
年腹泻标本中检测到 匀月燥灾圆袁其匀月燥灾员和 匀月燥灾圆的检出
率分别为缘郾猿豫和缘郾园豫咱员缘暂遥运葬责燥燥则等咱员怨暂研究 匀月燥灾感
染机制推测袁该病毒感染途径与细小病毒科其他病毒类似袁
首先通过呼吸道侵入袁在周围淋巴组织进入血液袁可以导致
除呼吸道以外的其他症状袁匀月燥灾可能随血液到达胃肠袁引
起腹泻症状遥本例患儿临床症状在疾病后期出现低热尧腹
泻尧恶心等消化系统症状袁导致召回住院遥再次入院后检测

白细胞计数尧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均正常袁除外细菌性腹泻遥
粪便检测轮状病毒呈阴性袁除外轮状病毒性腹泻遥因此通
过鉴别诊断认为与 匀月燥灾感染和渊或冤腺病毒感染有关遥
根据文献报道 匀月燥灾除引起呼吸道症状外袁还可引起消化
道症状咱员原员怨暂遥本病例与文献报道中出现的症状尧体征相
似袁即先出现呼吸道症状后出现消化道症状袁诊断可能与本
病原感染有关遥根据文献报道腺病毒感染引起的消化道症
状主要表现为腹泻尧呕吐尧发热袁部分患儿有腹痛等袁潜伏期
猿耀员园凿袁病程约缘耀怨凿左右曰常见呕吐员耀圆凿后见水样腹
泻袁每日数次至数十次袁持续员耀圆周袁平均缘耀怨凿袁少数可
延长猿耀源周袁近半数患者在发病初期伴有圆耀猿凿低热咱圆园暂遥
结合本病例袁不排除腺病毒感染的可能性遥而目前尚无文
献研究鉴别 匀月燥灾引起腹泻之间的差异袁本病例由于未在
患儿二次入院时经粪便标本行 匀月燥灾尧腺病毒砸栽鄄孕悦砸检
测袁临床表现也无法鉴别是匀月燥灾尧腺病毒中的一种或共同
感染引起的腹泻遥因此诊断是员例混合病原感染肺炎的
案例遥

此例患儿的临床表现符合 匀月燥灾感染袁既出现了呼吸
道感染的咳嗽尧流涕尧气喘尧呼吸困难和发热袁以高热为主袁
阵发性咳嗽较为突出曰又出现了肠道感染的腹泻尧呕吐等急
性胃肠炎的典型症状遥治疗原则为对症处理及预防继发感
染遥早期中医辩证施治内外合治尧综合防治方案对预防并
发症很关键遥本例患儿治疗采用内外合治综合治疗方案袁
对治疗小儿肺炎和后期出现的肠炎症状有良好效果遥此例
患儿出现的匀月燥灾及腺病毒混合感染可能也是由于 匀月燥灾
感染人体后导致免疫失调而引起腺病毒感染遥中西医结合
治疗 匀月燥灾及腺病毒混合感染性肺炎袁其优势主要体现在
肺炎初期明显改善热咳痰喘四大主症及促进肺部炎症吸

收遥在肺炎后期改善胃肠道症状疗效确切遥
随着疾病谱的变迁袁病毒感染的增加和变异袁病毒感染

类疾病在逐年增多遥国内医学研究越来越重视病原学的应
用研究袁目前病毒病原临床检测试剂的研发上市袁使得大部
分的病毒感染性疾病可以明确病原学诊断遥该患儿的
匀月燥灾及腺病毒混合感染性肺炎过去很少见袁本病例采集
患儿鼻咽分泌物袁利用小儿肺炎病毒病原谱检测七种呼吸
道病毒袁同时检测匀月燥灾尧偏肺病毒袁其中 匀月燥灾抗原阳性尧
腺病毒抗原阳性袁其他为阴性袁提示该患儿感染初期有
匀月燥灾感染尧腺病毒感染遥由于病原学的明确袁匀月燥灾肺炎
患儿引起临床医生高度重视袁对该病的病情发生发展密切
观察和有效干预袁有利于提高疗效及预后判断袁特别是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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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混合感染性肺炎的发病特点和规律袁从而指导临床医
疗决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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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源猿缘页冤
摇摇我科经过对员愿例儿童芋级脾破裂保守治疗总结以下
几点体会院渊员冤密切监护生命体征变化院本组病例全部收入
陨悦哉袁严密监测生命体征袁稳定员周后可转入普通病房袁并
继续生命体征监测袁以便及时发现病情变化遥渊圆冤密切注
意腹部情况院如出现明显腹膜炎尧休克不能纠正或发现腹腔
内存在其他脏器合并伤时应立即中转手术遥渊猿冤应绝对卧
床圆周以上院在外伤后 苑圆澡内患儿被迫卧床是不现实的
渊特别是圆耀缘周的患儿冤袁而这一时间段是保守治疗成败
的关键时期袁有时需要给予适量镇静剂袁我们较常使用的镇
静剂有员园豫水合氯醛袁有时可结合苯巴比妥二联使用袁但
使用时要注意对患儿生命体征及腹部情况的密切观察袁警
惕使用镇静剂后掩盖病情的变化曰渊源冤超声或悦栽动态观察
脾脏血肿变化院床边超声动态监测血肿变化具有准确率高尧
可重复尧廉价的优点袁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搬动患儿造成再
出血遥另外袁患儿出院后健康宣教非常重要袁避免剧烈活动
或再次外伤后引起脾脏破裂出血袁保守治疗失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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