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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方案．指南．
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管理指南（２０１３修订）（上）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呼吸学组
《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
撰写指南概要，适合于基层卫生人员使用。参与此次修订和
审议的专家来自儿童呼吸科、感染科、重症监护等专业，并广
目

录

泛征求了包括放射科、检验科、胸外科、药剂科、公共卫生和
社区儿科等专业人员的意见和建议。

·前言
·定义

定

义

·指南的证据水平和推荐等级
ＣＡＰ是指原本健康的儿童在医院外获得的感染性肺炎，

·病原学

包括感染了具有明确潜伏期的病原体而在人院后潜伏期内

·临床特征

发病的肺炎，是相对于医院获得性肺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严重度评估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ＨＡＰ）而言。该定义强调：（１）肺炎，而不是通常

·放射学诊断评估

泛指的“下呼吸道感染”。ＣＡＰ是肺实质和（或）肺间质部位

·实验室检查

的急性感染，引起机体不同程度缺氧和感染中毒症状，通常

·治疗

有发热、咳嗽、呼吸增快、呼吸困难、胸壁吸气性凹陷、肺部湿

·特异性预防

性哕音和管状呼吸音等呼吸道征象，并有胸部ｘ线片（以下

·概要

简称胸片）的异常改变。本指南不涉及吸人性、过敏性、尿毒

·附表
表１不同年龄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病原情况
表２社区获得性肺炎患儿病情严重度评估
表３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常用抗微生物药物的

症性等非感染性肺炎；（２）ＣＡＰ是在院外发生的、又有与住
院关联的时间概念，其包括肺炎发生在社区，但发病在医院，
也即人院时处于肺炎潜伏期内的肺炎；（３）原本健康的儿
童，这是出于ＣＡＰ病原学评估的考虑，免疫抑制患儿的ＣＡＰ

剂量和用法
·指南执笔者和参与审定人员

病原学有所不同。此外，鉴于新生儿肺炎的病原学及临床表
现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指南不涉及小于２８ ｄ的新生儿。

·参考文献
刖

社区获得性肺炎（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指南的证据水平和推荐等级

昌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ＣＡＰ）

是儿童期尤其是婴幼儿常见感染性疾病，是儿童住院的最常
见原因，也是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的首位病因。中华医学会儿

本指南的概要是全文各部分的要点，列上推荐等级，分
为３级：等级Ａ的证据来自随机对照研究（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ＲＣＴｓ）及高质量的系统综述；等级Ｂ的证据

科学分会呼吸学组和《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于

来自一项或多项研究；等级Ｃ则是专家观点及其他资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制定了儿童ＣＡＰ管理指南的上、下部分¨“，该

料Ⅲ１，但可供儿科临床参考。

指南在循证医学基础上对儿童ＣＡＰ管理的相关问题制定了
科学性、实用性较强的规范。近年来，由于ＣＡＰ病原体变
迁、细菌病原抗菌药物耐药率上升、医学界对肺炎并发症的
认识不断加深等原因，ＣＡＰ的诊治面临许多新问题。为此，
我们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有关儿童ＣＡＰ病原学、临床特征、严
重度评估、放射学诊断评估、实验室检查、治疗、特异性预防
等最新进展的基础上，对原有指南进行重新审议和修订，并

病原学
ＣＡＰ常见病原包括细菌、病毒、支原体、衣原体等，此外
还有真菌和原虫。肺炎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

ＭＰ）、衣原体和嗜肺军团菌等又称为非典型肺炎病原。区别
于肺炎链球菌（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ｅ，ＳＰ）等典型肺炎病
原。由于真菌及原虫感染的特殊性，本指南不作叙述。
根据年龄能很好地预示儿童ＣＡＰ可能病原。在年幼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５７８—１３１０．２０１３．ｔＯ．００６

儿，约５０％ＣＡＰ由病毒引起；在年长儿常由细菌、ＭＰ感染所

通信作者：陆权，２０００４０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呼吸科

致，不同年龄组ＣＡＰ病原谱参见表１【１’３‘５ ３。影响ＣＡＰ病原

（Ｅｍａｉｌ：ｌｕｑｕａｎ—ｓｈ＠ｒｉｐ，ｓｉｎａ．ｃｏｒｎ）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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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６

异性；（２）地域、年代、卫生环境及社会经济；（３）新发病原出

ＲＲ还有助于提示肺炎严重度：ＲＲ＞７０次／ｍｉｎ与低氧血症

现、病原的变异、抗菌药物使用及耐药性等。我们提倡采用

的相关敏感度为６３％、特异度为８９％１１５］。同样也需除外因

先进分子生物学技术及多病原联合检测，提高我国儿童ＣＡＰ

发热或哭吵等因素对ＲＲ的影响。

病原学诊断、研究水平，为科学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
１．病毒病原病毒是婴幼儿ＣＡＰ常见病原，也是儿童
ＣＡＰ病原学区别于成人的重要特征，病毒病原的重要性随年
龄增长而下降。呼吸道合胞病毒（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ｓｙｎｃｙｔｉａｌ ｖｉｒｕｓ，

３．胸壁吸气性凹陷

胸壁吸气性凹陷不仅提示肺炎，

还提示病情严重。
４．呼吸困难呼吸困难对肺炎的提示意义比呼吸增快

更大㈣。

ｒＩ＿ｓｖ）是引起ＣＡＰ的首位病毒病原，其次是副流感病毒

５．喘鸣病毒性肺炎和ＭＰ肺炎常出现喘鸣¨“”Ｊ，因

（Ｉ型、Ⅱ型、Ⅲ型）和流感病毒（Ａ型、Ｂ型）帕。７ Ｊ，其他包括：

此无胸部影像证据支持的ＭＰ肺炎要注意与哮喘相鉴别。

腺病毒、巨细胞病毒、鼻病毒、人类偏肺病毒、ＥＢ病毒等。近

喘鸣对判定婴幼儿期肺炎的严重度没有帮助。１…。

１０年来新发与儿童ＣＡＰ相关的病毒有：肠道病毒如Ｅｖ７ｌ
等、新型冠状病毒、人禽流感病毒如Ｈ７Ｎ９、Ｈ５Ｎ１等。
２．细菌病原¨。叫

常见革兰阳性细菌病原包括：ｓＰ、金

黄色葡萄球菌（Ｓｔａｐｈｙｌｏｃｏｃｃｕｓ ａｕｒｅｕｓ，ＳＡ）、Ａ群链球菌等；常

６．湿性哕音等体征对于３岁以上儿童，胸部湿性哕音和
管状呼吸音对诊断肺炎有较高敏感度（７５％）和特异度（５７％）。
二、临床征象对病原学的提示
１．细菌性肺炎特征¨ｏ

（１）腋温≥３８．５℃；（２）呼吸增

见革兰阴性细菌病原包括：流感嗜血杆菌（Ｈａｅｍｏｐｈｉｔｕｓ

快；（３）存在胸壁吸气性凹陷；（４）可有两肺干湿哕音，喘鸣

ｂ彤ｕｅｎｚａ，ＨＩ）、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卡他莫拉菌

症状少见；（５）临床体征和胸片呈肺实变征象，而不是肺不

（ＭｏｒａｘｅＵａ ｃａｔａｒｒｈａｌ如，ＭＣ）等。其中ｓＰ是儿童期ＣＡＰ最常

张征象；（６）可并存其他病原感染。

见的细菌病原，该病原可导致重症肺炎、坏死性肺炎；ＳＰ和

ＳＰ肺炎汹。２２］：表现为发热、咳嗽，可有畏寒、呼吸增快，

病毒的混合感染常见，使病情加重。近年陆续有社区相关性

甚至呼吸困难、胸壁吸气性凹陷和严重中毒症状等，要警惕

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ＣＡＰ的报道，多发生在年

超抗原反应所致的ｓＰ休克。ｓＰ肺炎可并发坏死性肺炎和

幼儿，应引起重视。

脓胸。

３．非典型病原ＭＰ是儿童ＣＡＰ重要病原之一，ＭＰ不

葡萄球菌肺炎心“］：起病时与ＳＰ肺炎不易区分，发热、

仅是学龄期和学龄前期儿童ＣＡＰ常见病原，在１～３岁婴幼

中毒症状明显。易在短时间内形成肺脓肿，早期胸片征象

ＪＬ＠亦不少见、３’ｏ。肺炎衣原体（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 ｐｅｎｕｍｏｎｉａｅ，ＣＰ）

少，而后期胸片的多形性则是其特征：可同时出现肺浸润、肺

多见于学龄期和青少年。此外，嗜肺军团菌可能是重症ＣＡＰ

脓肿、肺大疱、脓胸或脓气胸等。它也可以是年长儿流行性

的独立病原或混合病原之一。

感冒的合并症。同样要警惕超抗原反应所致的休克。

４．混合感染儿童ＣＡＰ可由混合感染所致，年龄越小

ＨＩ肺炎忙…：以婴幼儿为主，起病较缓，常有痉挛性咳

越易发生。婴幼儿常见有病毒一细菌、病毒一病毒混合感染，

嗽，可有喘鸣，全身症状重、中毒症状明显，小婴儿多并发脓

年长儿多为细菌和非典型病原混合感染。常见与细菌感染

胸、脑膜炎甚至脓毒症等，胸片可示粟粒状阴影。常继发于

相关的病毒有ＲＳＶ、流感病毒Ａ型和鼻病毒等。与单独细

流行性感冒。

菌或者病毒感染相比，混合感染可导致更严重的炎症反应及

大肠埃希菌肺炎、２…：常见于小婴儿，多为双侧支气管肺

临床表现。尽管个别病毒性肺炎本身可以导致死亡，但大部

炎，全身症状极重，常并发脓毒症及休克，体温与脉率不成比

分病毒性肺炎死于继发性细菌性肺炎，最常见的是继发ｓＰ

例，常有脓胸，但肺脓肿少见，这有别于ｓＡ肺炎。

感染，其次是继发ｓＡ和ＨＩ感染¨’３。““。
临床特征
ＣＡＰ患儿可有发热、咳嗽、喘呜、呼吸增快、呼吸困难、胸
壁吸气性凹陷、屏气、胸痛、头痛或腹痛等症状。

百１３咳肺炎：可以是百日咳杆菌导致原发性肺炎，也可
以并发或继发其他病原肺炎‘２“，尚有部分病例系痉咳后的
吸人性肺炎口…。
２．病毒性肺炎特征（１）多见于婴幼儿；（２）喘鸣症状
常见；（３）腋温一般＜３８．５℃；（４）明显胸壁吸气性凹陷；

一、临床征象诊断价值

（５）肺部多有过度充气体征；（６）胸片示肺部过度充气，可存

１．发热是ＣＡＰ的重要症状…。１…，腋温＞３８．５ ｃｃ伴三

在斑片状肺不张，严重者可出现大叶肺不张。

凹征，尤其胸壁吸气性凹陷和呼吸增快（除外因哭吵、发热等
所致者）应视为病情严重。
２．呼吸频率（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ｒａｔｅ，ＲＲ）增快ＲＲ增快提示
肺炎，尤其是５岁以下儿童。呼吸增快的判定标准（平静时
观察１ ｍｉｎ）０１３］：＜２月龄≥６０次／ｍｉｎ；２月龄～≥

腺病毒肺炎旧副

多见于２岁以下婴幼儿，发病有一定

季节性，表现为持续高热，与ｓＰ性肺炎等严重细菌感染不同
的是，多伴有喘鸣，以精神萎靡、面色不佳、肺部密集湿哕音
为突出表现，典型的胸部影像学表现为大片肺实变。
３．ＭＰ肺炎特征‘３

（１）多见于学龄期儿童；（２）主要

７次．／ｒａｉｎ；１～５岁≥４０次．ｆｆｍｉｎ；＞５岁≥３０次／Ⅱｌｉｌｌ。在所

表现为发热、咳嗽，部分患儿有喘鸣，肺部可出现哕音；（３）

有临床征象中，呼吸增快对放射学已诊断肺炎的患儿有最高

胸片呈肺间质浸润性、小叶性、大叶性肺实变和肺门淋巴结

的敏感度（７４％）与特异性（６７％）”“；对１岁以下肺炎患儿

肿大。经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正规治疗７ ｄ及以上，临床征

５０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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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加重、仍持续发热、肺部影像学所见加重者，可考虑为难治
性ＭＰ肺炎担…Ｊ。

对于一般状况良好且可以在门诊治疗的疑似ＣＡＰ患
儿，无需常规行胸片检查旧”“。对于初始抗菌药物治疗失

４．沙眼衣原体肺炎特征’３ ｏ

患儿常有咳嗽，典型者类

败，需要判断是否存在肺炎并发症或病情加重的患儿应及时

似百日咳样咳嗽，细湿哕音比喘鸣多见，胸片有浸润阴影。

做胸片检查。２０ Ｊ。根据胸部影像学的特征，可判断肺内炎症

常无发热或仅有低热，部分患儿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升高。

的范围（大叶性、小叶性、肺段）、可能的性质（实质性、间质

三、并发症‘２０１

性、肺不张等）及有无肺部并发症（叶间或胸腔积液、气胸、

分肺部和肺外并发症，肺部并发症包括胸腔积液或脓
胸、脓气胸、肺脓肿、支气管胸膜瘘、坏死性肺炎以及急性呼
吸衰竭。肺外并发症包括脑膜炎、脑脓肿、心包炎、心内膜
炎、骨髓炎、关节炎以及脓毒症、溶血尿毒症综合征等。
严重度评估

坏死等），对抗菌药物的合理选择及其他对症和支持治疗均
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二、胸片检查所见与临床诊断的关系
临床已确诊肺炎而胸片无异常者较少见，也有一些ＣＡＰ
患儿仅有异常胸片所见却无发热或无呼吸增快。胸部ＣＴ
检查较普通胸片可提供更多的诊断信息，以下情形需要行胸

一、严重度评估ｈ

３０‘３１］

部ＣＴ检查¨’”’：（１）临床高度怀疑肺炎而普通胸片未能显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推荐２月龄～５岁儿童出现胸壁

示肺炎征象；（２）胸片难以明确肺炎部位和范围者；（３）需同

吸气性凹陷或鼻翼扇动或呻吟之一表现者，提示有低氧血

时了解有无纵隔内病变；（４）胸片显示大叶性肺炎或肺不

症，为重度肺炎；如果出现中心性紫绀、严重呼吸窘迫、拒食

张；（５）临床怀疑间质性肺炎；（６）鉴别诊断需要。但需注

或脱水征、意识障碍（嗜睡、昏迷、惊厥）之一表现者为极重

意，胸部ｃＴ扫描和胸部侧位片不宜列为常规。３１。虽然不同

度肺炎，这是重度肺炎的简易判断标准，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及基层地区＿３“。对于住院患儿或条件较好的地区，ＣＡＰ严
重度评估还应依据肺部病变范围、有无低氧血症以及有无肺
内外并发症表现等判断（表２）口，玑３３］。
二、住院指征

儿科医生以及儿科医生与放射科医生之间对同一胸部影像
学特征的评价有差异，但均认可在除外肺不张、肺梗死、肺出
血等之后，胸片实变征象可诊断肺炎＂…。胸片征象不能鉴
别不同病原的肺炎㈣ｏ。即使同一病原的ＣＡＰ，胸片所见亦
无固定模式，如ＭＰ肺炎胸片可显示闾质浸润、小叶浸润、大

收住院的关键指征是低氧血症。参考国外指南∞，３０圳：、
ＷＨＯ推荐‘３１。２１以及其他文献Ⅲ。３“，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拟
定下列指征。具备Ｉ项者就可收住院：
１．呼吸空气条件下，动脉血氧饱和度（ＳａＯ：）≤０．９２
（海平面）或≤０．９０（高原）或有中心性紫绀；
２．呼吸空气条件下，婴儿ＲＲ＞７０次／ｍｉｎ，年长儿ＲＲ＞
５０次，．／ｍｉｎ，除外发热、哭吵等因素的影响；
３．呼吸困难：胸壁吸气性凹陷、鼻翼扇动；
４．间歇性呼吸暂停，呼吸呻吟；
５．持续高热３—５ ｄ不退者或有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先天性呼吸道畸形、重度贫血、重度营养

叶实变、肺门淋巴结肿大等，还可出现胸腔积液等。
三、胸片的复查
对临床上已经康复，一般状况良好的ＣＡＰ患儿，无需反
复胸片检查旧’４“。对于肺炎并发胸腔积液，经放置胸腔引
流管或电视胸腔镜手术后，若病情稳定，不需每１３复查胸
ＬＬ［２０］
厅。。ｏ

下列情况之一者应强调复查胸片。１’３。…：
１．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且有加重或在初始４８—７２ ｈ内
抗菌药物治疗无效，病情恶化、持续发热；
２．所有肺叶不张患儿，应接受胸片检查的全程随访和
观察；

不良等基础疾病者；
６．胸片等影像学资料证实双侧或多肺叶受累或肺叶实
变并肺不张、胸腔积液或短期内病变进展者；

３．有圆形病灶的患儿，以确保不漏诊儿童肺部肿瘤；
４．同－－Ｎ叶反复性肺炎，怀疑解剖异常、胸部肿块或异

７．拒食或有脱水征者；

物的患者，在确诊ＣＡＰ后４周左右应复查胸片，必要时应有

８．家庭不能提供恰当充分的观察和监护，或２月龄以

ＣＴ复查；
５．问质性肺炎应有ＣＴ复查。

下ＣＡＰ患儿。
三、收住院或转至ＩＣＵ的指征。具备下列１项者：

实验室检查

１．吸人氧浓度（ＦｉＯ：）Ｉ＞０．６，ＳａＯ：≤０．９２（海平面）或
一、一般检查

０．９０（高原）；
２．休克和（或）意识障碍；
３．呼吸加快、脉速伴严重呼吸窘迫和耗竭征象，伴或不

传统的判断ＣＡＰ患儿是否为细菌感染的筛查工具，但近来
研究证实单独应用外周血ＷＢＣ计数与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作

伴ＰａＣＯ，升高；
４．反复呼吸暂停或出现慢而不规则的呼吸。
放射学诊断评估
一、拍摄胸片的指征及意义

万方数据

１．外周血白细胞（ＷＢＣ）计数与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是

为细菌或病毒感染的筛查工具既不敏感，也非特异。因此对
于ＣＡＰ患儿，不能单独应用二者来预测细菌或病毒感染，需
结合临床病史及其他实验室检查综合判断。
２．急相期反应指标轻度门诊ＣＡＰ患凡无需常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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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相期反应指标检查；需要住院或有肺炎相关并发症的患儿

是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或反转录ＰＣＲ（ＲＴ—ＰＣＲ）检测呼吸

应做该项检查，结合临床可评估对治疗的反应。红细胞沉降

道分泌物中的病毒特异性基因片段，具有很高的敏感性，特

率（ＥＳＲ）、Ｃ反应蛋白（ＣＲＰ）或血清降钙素原（ＰＣＴ）浓度，

异性强，有早期诊断价值。近年来，实时ＰＣＲ（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也不能单独或联合用以区分细菌性或病毒性ＣＡＰ；使用这些

ＰＣＲ）等技术的发展不但提高了检测敏感性，同时减少了操

非特异性的炎症指标去区分细菌及非细菌病原的敏感性和

作步骤与污染机会【４９ Ｊ。多重ＰＣ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 ＰＣＲ）可同时检

特异性均低，难以得出一个折点标准ｍ“。当ＣＲＰ和ＥＳＲ

测多种病毒，提高了检测效率”…。

都增高，而ＷＢＣ不增高时，应该考虑ＭＰ肺炎的可能。３…。
３．血氧饱和度测定

（３）病毒特异性抗体测定

机体感染病毒后首先出现

低氧血症是ＣＡＰ死亡的危险因

特异性ＩｇＭ反应，随后ＩｇＧ抗体水平升高，因而病毒特异性

素¨“，住院ＣＡＰ患儿常存在低氧血症，因此所有住院肺炎

ＩｇＭ水平的升高对病毒感染的早期诊断有一定的价值。更

和疑似低氧血症的患儿都应监测动脉血氧饱和度闭Ｊ。脉搏

有价值的是抗体水平的进行性升高，急性期和恢复期（间隔

血氧饱和度的测定提供了非侵入性检测动脉氧和的手段，动

１０～１４

脉血气分析为侵人性检查，是判断呼吸衰竭类型、程度及血

的升高可作为病毒感染诊断的可靠指标。但双份血清在临

液酸碱失衡的关键指标，可据病情需要选择。

床上采集较困难，可行性差，且无法进行早期诊断。免疫功

４．血清尿素和电解质对重症和有脱水征的ＣＡＰ患儿
应检测血清电解质，以评估水电解质失衡状态。ＣＡＰ患儿可
以存在抗利尿激素异常分泌，可见稀释性低钠血症。４”“。

ｄ以上）双份血清特异性ＩｇＧ抗体比较有４倍以上

能低下、应用糖皮质激素等免疫抑制剂者及婴儿病毒感染时
常不能产生或延迟产生特异性抗体而导致假阴性。
（４）培养分离通过感染肺组织或呼吸道标本（如鼻咽

二、ＣＡＰ特异性病原微生物检测

分泌物、肺泡灌洗液）对病毒进行培养分离是诊断肺部病毒

不推荐对所有ＣＡＰ患儿常规开展病原微生物检测，但

感染的金标准，但病毒培养技术要求较高，耗时较长，不适宜

对住院ＣＡＰ患儿、尤其是经验治疗无效及有并发症的重症

临床患儿的早期诊断。

患儿应积极开展微生物诊断寻找病原，指导进一步合理使用

２．细菌病原的检测

抗菌药物。

（１）细菌涂片染色与培养分离

①具有确诊价值的标

（一）微生物学检查原则Ｈ’驯

本：包括肺穿刺、血和胸腔积液。从感染的肺组织中分离出

１．拟诊细菌性ＣＡＰ，病情严重，或有并发症的住院患儿

细菌是细菌性肺炎的金标准，可通过经皮肺穿刺抽吸液涂片

应常规进行血培养；

染色找细菌和培养分离检出病原菌，但风险较大，可行性差。

２．住院儿童有痰者应常规痰涂片染色与细菌培养；

部分细菌性肺炎患儿可有菌血症过程，因而血培养阳性对细

３．拟诊病毒性ＣＡＰ应常规检测流感病毒和其他常见呼

菌性肺炎的诊断与治疗有重要意义。重度细菌性ＣＡＰ尤其

吸道病毒；

是有并发症的住院患儿应常规进行血培养；阳性者经治疗后

４．临床怀疑ＭＰ感染者应进行ＭＰ检测；

应复查，但ｓＰ菌血症患儿经治疗临床改善明显者可不复

５．有胸腔积液者应尽可能进行胸腔积液涂片染色与细

查ⅢＪ。为提高阳性率，应同时送需氧菌和厌氧菌培养，最好

菌培养；

在使用抗菌药物之前采集标本。对胸腔积液者应作胸腔穿

６．气管插管患儿应常规抽取痰液进行涂片革兰染色、
细菌培养及病毒检测；

刺或引流获取胸腔积液标本进行细菌涂片和培养；②有一定
价值或价值有限的标本：有痰的住院患儿应采集痰标本作细

７．重症ＣＡＰ病原不明，经验治疗无效者可根据病情进

菌学检查心…，但直接通过鼻咽部吸痰或咽拭子对肺炎病原

行支气管镜下毛刷涂片、吸痰、肺泡灌洗液培养检查，必要时

学判断价值很小。由于咽部寄居正常菌群，从咽拭子或鼻咽

经皮肺穿刺、开胸肺活检等方法取材进行病原学诊断。

部标本培养出ＳＰ、ＨＩ等并不能代表下呼吸道感染的病菌。

（二）微生物学检查方法

儿童咯痰困难，不可避免地受到咽部正常菌群的影响．因而

１．病毒学检测

呼吸道标本的采取方法、培养前标本处理及培养结果的正确

（１）病毒抗原测定

呼吸道标本病毒抗原的快速检测

解读对正确判断肺炎病原学很重要。

是病毒感染早期诊断的主要方法之一。较成熟的方法包括

气管穿刺吸引、气管切开吸痰、支气管镜下吸痰或肺泡

免疫荧光法检测呼吸道脱落上皮细胞内的病毒抗原、酶免疫

灌洗液对细菌眭肺炎病原学诊断有一定的价值。标本采集

法或金标法检测呼吸道分泌物中的病毒特异性抗原等。尤

后应及时送检。常规涂片革兰染色找细菌，并进行血琼脂平

其是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试剂盒在国内和国外实验室普遍

板和巧克力平板培养，必要时加其他选择性培养基。合格的

应用，可快速检测４种７型常见的呼吸道病毒，如ＲＳＶ、腺病

痰标本应含白细胞、脓细胞或支气管柱状上皮细胞较多，而

毒、流感病毒（Ａ型、Ｂ型）、副流感病毒（Ｉ型、Ⅱ型、Ⅲ型）。

受污染的标本则以扁平鳞状上皮细胞为主。痰涂片细胞学

方法简便，设备要求低，适合临床实践中病毒感染的早期快

检查：中性粒细胞＞２５个／低倍视野（Ｘ １００倍），鳞状上皮

速诊断，对临床决策指导合理用药意义较大，但标本来源与

细胞＜１０个／低倍视野（×１００倍）或白细胞／鳞状上皮细

质量、取材时机均可影响检测结果”…。

胞≥１０为高质量痰标本。４…。为鉴别感染与污染或定植，最

（２）病毒特异性核酸检测

万方数据

通过分子生物学手段尤其

好对呼吸道标本进行定量培养，但由于操作复杂费时，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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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多采用半定量培养。为减少口咽部分泌物的影响，用无菌

疗中心管理。要注意定期随访，但同时应向家长宣教ＣＡＰ

生理盐水漂洗痰标本后再培养可明显提高其诊断价值，尤其

护理、预防脱水、病情观察等，如治疗４８ ｈ无效、高热不退，

是经漂洗的痰标本病菌生长量明显多于鼻咽或咽拭子标本

或病情恶化出现呼吸急促、呼吸困难、紫绀等，必须及时转诊

培养结果时常提示病原菌¨…。漂洗痰标本涂片革兰染色如

治疗。

发现在肺泡巨噬细胞周围或细胞内有病菌常有较高的诊断

价值㈨。

２．重度ＣＡＰ应收住院治疗，选择区／县级及以上医
院。住院标准包括转入ＩＣＵ标准详见“病情评估”节。

（２）细菌抗原检测通过对非呼吸道标本如尿、胸腔积

二、对症支持治疗

液进行细菌抗原检测诊断细菌性肺炎已有相关文献报道，也
有相关的商品化试剂盒，如ＳＰ荚膜多糖抗原、溶血素抗原、

３

１．氧疗。３’３０

ＣＡＰ患儿出现烦躁不安提示很可能缺

氧，而缺氧者可以无紫绀。

ＨＩ抗原心０’５“。尿ｓＰ抗原与痰ｓＰ培养结果有较好的相关

（１）吸氧指征海平面、呼吸空气条件下，ＳａＯ：≤０．９２

性。但儿童上呼吸道ＳＰ携带率高，而尿ｓＰ抗原阳性并不能

或ＰａＯ，≤６０

完全鉴别带菌者与感染旧０’”。ｏ，ｓＰ疫苗接种后４８ ｈ内亦可

心性紫绀作为吸氧的提示，应结合下胸壁吸气性凹陷、烦躁

阳性＂“，因而临床应用价值不大。

不安、呼吸呻吟和呼吸急促等征象，并应注意有无严重贫血、

（３）细菌ＤＮＡ检测对非呼吸道、无菌标本如血、胸腔

（１）血清学检测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５’”１。如以中

有无变性血红蛋白血症以及外周循环等情况。

积液进行细菌特异性基因扩增有助于细菌性肺炎的诊断。
３．ＭＰ检测

ｍｍ

（２）给氧方法可以选择鼻导管、面罩、头罩等方法，无
证据支持哪一种方法为优∞３’５ ４Ｉ，根据缺氧严重程度选择。

急性期和恢复期双份血清特异性ＩｇＧ

注意气道分泌物的堵塞会影响吸氧效果。常规给氧方法仍

抗体比较有４倍以上的升高或下降到原来的１／４是ＭＰ感

难以纠正的低氧血症可使用无创正压通气给氧。不推荐常

染的确诊依据，但双份血清检查可行性差，且没有早期诊断

规呼吸道湿化疗法，吸氧尤其氧流量＞２ ＩＭｍｉｎ时应注意吸

价值，因而单份血清特异性ＩｇＭ抗体的明显升高是目前临床

人氧的湿化。

诊断ＭＰ感染的主要实验室依据。

（３）对氧疗患儿应至少每４小时监测１次体温、脉搏、

目前常用的血清学方法包括颗粒凝集试验、酶联免疫吸

ＲＲ和脉搏血氧饱和度。

附试验、快速酶免疫分析法等。近年来临床上较多采用颗粒

２．液体疗法口，２３’州

轻度ＣＡＰ患儿不需要常规静脉

凝集法测定ＩｇＭ抗体，一般认为ＭＰ—ＩｇＭ≥１：１６０，有较高的

补液，饮水和摄食可以保证液体入量。因呼吸困难或全身衰

诊断价值＿３ ３Ｉ。ＭＰ感染早期、６个月以下的婴儿、重复感染、

弱导致难以进食或频繁呕吐者可经鼻胃管喂养，注意鼻胃管

抗菌药物早期应用及体液免疫缺陷或受抑制可影响ＩｇＭ的

可能影响小婴儿的呼吸，尽可能选择小号胃管。５”…。少量

检测阳性率。

多次喂食可减轻对呼吸的影响。不能进食者需予液体疗法，

传统的冷凝集素试验对ＭＰ感染的诊断有一定的价值，

总液量为基础代谢正常需要量的８０％。补液种类为５％～

但其敏感性与特异性均不足，其他呼吸道病原感染、肝病、溶

１０％葡萄糖溶液与生理盐水（比例为４—５：１），补液速度应

血性贫血、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患儿亦可能出现假阳性结

２４

果。２…，一般不推荐。

上脱水者，补液总量可先按脱水分度推荐量的１／２～２／３给

（２）特异性基因检测根据ＭＰ特异性Ｐ１蛋白基因或
１６ＳｒＲＮＡ等基因设计引物，采用ＰＣＲ技术对临床标本中的

予，含钠溶液同样应酌减。监测血清电解质，要辨认抗利尿
激素异常分泌致稀释性低钠血症的可能，并予纠正。

ＭＰ进行检测，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佳，尤其是荧光定量实时
ＰＣＲ，可对ＭＰ感染做出早期诊断，适用于年幼儿童、免疫功

ｈ匀速，控制在５ ｍｌ／（ｋｇ·ｈ）以下。患儿同时有中度以

３．胸部物理疗法。３’３０１

无证据支持胸部物理疗法对住

院天数、发热、胸片肺炎吸收的改善有效，胸部拍击和头低位

能低下等无法产生ＩｇＭ者。鼻咽标本、痰及肺泡灌洗液、胸

引流在危重ＣＡＰ患儿并不适宜”７－５９］，但定期更换体位仍是

腔积液均可用于ＰＣＲ。ＰＣＲ结果受靶基因选择、引物设计、

有益的。

ＰＣＲ方法、取材质量与时机及实验操作技术等因素的影响。

三、糖皮质激素治疗。２３。

（３）培养分离从咽拭子、痰、胸腔积液及肺泡灌洗液
中培养分离出ＭＰ是诊断最可靠的依据。但技术要求高，且

１．ＣＡＰ患儿无常规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指征，更不能将糖
皮质激素作为“退热剂”。

耗时长，至少７ ｄ，因而缺乏早期诊断价值。

２．下列情况可以短疗程（３—５ ｄ）使用糖皮质激素：喘

总之，任何一种检查方法均需结合临床综合考虑。同

憋明显伴呼吸道分泌物增多者；中毒症状明显的重症肺炎，

时，儿童ＣＡＰ混合感染率并不低，某一病原的检出并不意味

例如合并缺氧中毒性脑病、休克、脓毒症者，有急性呼吸窘迫

着排除其他病原的感染，因而多病原学检查很重要。

综合征者；胸腔短期有大量渗出者；肺炎高热持续不退伴过

治

疗

强炎性反应者‘５”“。有细菌感染者必须在有效抗菌药物使
用的前提下加用糖皮质激素。

一、原则
１．轻度ＣＡＰ可以在门诊／家中治疗，由社区／乡镇医

万方数据

３．糖皮质激素的剂量：泼尼松／泼尼松龙／甲泼尼龙１—
２

ｒａｇ／（ｋｇ·ｄ）或琥珀酸氢化可的松５—１０ ｍｇ／（ｋｇ·ｄ）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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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米松０．２—０．４ ｍｇ／（ｋｇ·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ＬＳＩ）修订了ｓＰ

四、抗病原微生物治疗

青霉素折点判定标准，口服青霉素沿用原先标准，即敏感

ＣＡＰ患儿抗病原微生物疗法包括使用指征、选择药物和

（Ｓ）≤０．０６ ｍｇ／Ｌ，中介（Ｉ）０．１２～１ ｍｇ／Ｌ，耐药（Ｒ）≥

剂量、使用途径和方法、疗程和药物联合治疗、药物对机体不

２

良作用以及用药依从性等，这一切也构成了合理使用的原

本（呼吸道，血流）来源菌株Ｓ≤２

则。此外，还涉及ＣＡＰ常见病原微生物的耐药现状、ＭＰ及

８ ｍｇ／Ｌ（７５］。

ｍｇ／Ｌ；而对胃肠道外使用青霉素的折点标准：非脑膜炎标

３．抗菌药物的选择ｈ

衣原体病原学地位和ＣＡＰ常见病毒病原治疗等。
１．抗菌药物指征ＣＡＰ抗菌药物治疗应限于细菌性肺
炎、ＭＰ和衣原体肺炎、真菌性肺炎等，单纯病毒性肺炎无使

ｍｓ／Ｌ，Ｉ ４

２邺ｏ＇６３。６９’７６－７７１

ｍｇ／Ｌ，Ｒ≥

初始治疗均是经

验性选择抗菌药物，有效和安全是选择抗菌药物的首要原
则。

用抗菌药物指征‘６ ２Ｉ，但必须注意细菌、病毒、ＭＰ、衣原体等

（１）轻度ＣＡＰ可在门诊治疗，可以口服抗菌药物治

混合感染的可能性。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细菌病原构成和耐

疗，不强调抗菌药物联合使用，过多考虑病原菌耐药是不必

药可能会有不同，而且各地经济水平、药源供应差别较大，因

要的。
对１～３月龄患儿：首选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

此抗菌药物推荐是原则性的。

对４月龄～５岁患儿：首选口服阿奠西林，剂量加大至

２．抗菌药物选择中的几个具体问题
（１）病原治疗还是经验治疗正确诊断、尽可能确立病

８０～９０

ｍｓ／（ｋｇ·ｄ），也可以选择阿莫西彬克拉维酸（７：１

原学是合理选用抗菌药物的基础。但是，无论发达国家或发

剂型）、头孢羟氨苄、头孢克洛、头孢丙烯、头孢地尼等。如怀

展中国家，初始治疗均是经验性的，不能因等待病原学检测

疑早期ｓＡ肺炎，应优先考虑口服头孢地尼。我国ｓＰ对大

而延误治疗。

环内酯类抗菌药物耐药突出，阿奇霉素作为替代选择＂…。

（２）经验选择抗菌药物的依据除个人经验外，更重要

对＞５岁～青少年：首选大环内酯类Ｅｌ服，８岁以上儿童

的是文献资料的经验总结，尤其是ＲＣＴｓ和系统综述中的经

也可以Ｅｌ服多西环素或米诺环素。若起病急、伴脓痰，应疑

验推荐。选择依据是ＣＡＰ的可能病原、严重度、病程、患儿

及ｓＰ感染所致，可联合阿莫西林Ｅｌ服。

年龄、之前抗菌药物使用情况、当地细菌耐药的流行病学资

（２）重度ＣＡＰ应该住院治疗，初始经验性选择胃肠道

料和患儿肝、肾功能状况等。根据抗菌药物一机体一致病菌三

外抗菌药物治疗，多选择静脉途径给药。要考虑选择的抗菌

者关系，择优选取最适宜的、有效而安全的抗菌药物，要兼顾

药物能够覆盖ｓＰ、ＨＩ、ＭＣ和ｓＡ，还要考虑ＭＰ和ＣＰ的可能

个体特点。经验选择抗菌药物要考虑能覆盖ＣＡＰ最常见病

和病原菌耐药状况。可以首选下列方案之一：

①阿莫西彬克拉维酸（５：１）或氨苄西林／舒巴坦

原菌‘６３训。
（３）Ｂ内酰胺类和大环内酯类∞”¨

均是儿童ＣＡＰ最

（２：１）或阿莫西彬舒巴坦（２：１）；

常用的抗菌药物。首选哪一类应根据年龄及其ＣＡＰ可能的

②头孢呋辛或头孢曲松或头孢噻肟；

优势病原：３个月以下儿童有沙眼衣原体肺炎可能，而５岁

③怀疑ＳＡ肺炎，选择苯唑西林或氯唑西林，万古霉素

以上者ＭＰ肺炎、ｃＰ肺炎比率较高，故均可首选大环内酯
类，尤其是新一代大环内酯类，其抗菌谱广，可以覆盖大部分
儿童ＣＡＰ病原菌。对４月龄一５岁ＣＡＰ，尤其重症患儿时，
应考虑病原菌是对大环内酯类耐药ｓＰ［６８。７０］，可首选大剂量
阿莫西林或头孢菌素（详见下述）。

不作首选；
④考虑合并有ＭＰ或ｃＰ肺炎，可以联合使用大环内酯
类＋头孢曲松／头孢噻肟‘７“”ｏ；

（３）目标治疗——病原菌一旦明确，选择抗菌药物就应
针对该病原。

（４）根据《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氨基糖苷

ＳＰ：ＰＳＳＰ首选青霉素或阿莫西林，ＰＩＳＰ首选大剂量青霉

类抗菌药物有明显耳、肾毒性，儿童ＣＡＰ者应尽量避免使

素或阿莫西林，ＰＲＳＰ首选头孢曲松、头孢噻肟，备选万古霉

用。喹诺酮类抗菌药对骨骼发育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应避免

素或利奈唑胺。

用于１８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四环素类抗菌药物引起牙齿黄

ＨＩ、ＭＣ：首选阿莫西彬克拉维酸、氨苄西彬舒巴坦或

染及牙釉质发育不良，不可用于８岁以下患儿。根据

阿莫西林／舒巴坦，备选第２～３代头孢菌素或新一代大环内

２０１０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所

酯类。

示：＜６个月ＣＡＰ儿童，阿奇霉素疗效和安全性尚未确立，应

慎用㈨。
（５）青霉素不敏感肺炎链球菌（ＰＮＳＳＰ）尤其青霉素耐药

葡萄球菌瑚彤】：ＭＳＳＡ、ＭＳＣＮＳ首选苯唑西林或氯唑西
林、第１—２代头孢菌素，备选万古霉素。ＭＲＳＡ、ＭＲＣＮＳ首
选万古霉素，备选利奈唑胺，严重感染可联合用利福平睇“。

肺炎链球菌（ＰＲＳＰ）对治疗结局究竟有无影响？多数研究认

肠杆菌科细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等）：不产

为只要使用适当剂量的青霉素或阿莫西林依然有效＂３。”。。

ＥＳＢＬｓ菌应依据药敏选药，首选第３代或第４代头孢菌素或

为了提醒临床医生不要过分关注实验室的最小抑菌浓度

哌拉西林等广谱青霉素，备选替卡西彬克拉维酸、哌拉西

（ＭＩＣ）值而忽视了患者的实际情况，避免在初始治疗时就选

彬他唑巴坦；产ＥＳＢＬｓ菌轻中度感染首选替卡西彬克拉

择广谱抗菌药物，２００８年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化委员会

维酸、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重症感染或其他抗菌药物治疗疗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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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不佳时选用厄他培南、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和帕尼培南。

对流感病毒Ａ型、Ｂ型均有效‘９“。儿童口服奥斯他韦

产ＡｍｐＣ酶者可首选头孢吡肟，备选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和

２

帕尼培南。

受性好，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轻度恶心和呕吐，要警惕可能

Ａ群链球菌：首选大剂量青霉素、阿莫西林、氨苄西林，
备选头孢曲松、头孢噻肟。

ｍｇ／（蛞·次），每日２次，连服５ ｄ。儿童口服奥斯他韦耐

引起的精神障碍等不良反应。扎那米韦可用于８岁以上的
青少年患者，每次２喷（每次总剂量ＩＯ ｍｇ），每日２次，

ＭＰ、衣原体、百日咳杆菌＂“：首选大环内酯类，８岁以上
可选择多西环素。

共５ ｄ。强调在发病３６～４８ ｈ内用药‘９…，但病情严重或正在
进行性恶化者在症状出现４８ ｈ后进行治疗仍有效凹９‘ｍ］。

嗜肺军团菌：首选大环内酯类，可联用利福平。

金刚烷胺（ａｍａｎｔａｄｉｎｅ）和金刚乙胺（ｒｉｍａｎｔａｄｉｎｅ）是Ｍ２

４．抗菌药物剂量、用药途径抗菌药物剂量、途径及用

膜蛋白离子通道阻滞剂，仅对Ａ型流感病毒有效¨０３１。金刚

药次数详见表３。ＣＡＰ患儿口服抗菌药物是有效而安全

烷胺剂量５ ｍｇ／（ｋｇ·ｄ），最大剂量不超过１５０ ｍｇ／ｄ，分２次

的惭ｏ，对重症肺炎或因呕吐等致口服难以吸收者，可考虑胃

口服，疗程５～７ ｄ；金刚乙胺在儿童无足够使用经验。这类

肠道外抗菌药物疗法。要注意抗菌药物血清浓度和感染组

药物可引起中枢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如焦虑、头晕、共济失调

织部位浓度呻“，所有Ｂ内酰胺类抗菌药物都每日１次静脉

等，高浓度时还可致幻觉和惊厥，不良反应及近年出现的耐

使用的状况不符合该类药物的药效学’８８｛…，除头孢曲松半

药问题使其在儿科的应用受到限制。

衰期达６～９ ｈ可以每日１次用药外，其余Ｂ内酰胺类抗菌药
物的半衰期均仅１～２ ｈ，必须每６～８小时用药１次。
５．抗菌药物疗程日０’７６，９０－９１］

ＣＡＰ抗菌药物一般用至热

退且平稳、全身症状明显改善、呼吸道症状部分改善后３～
５

（２）ＲＳＶ ｏ１０４］利巴韦林（ｒｉｂａｖｉｒｉｎ，病毒唑）对ＲＳＶ有体
外活性，但吸人利巴韦林治疗ＲＳＶ所致ＣＡＰ婴儿的有效性
仍存在争议，考虑到气溶胶管理、该药对健康护理提供者潜
在的毒性作用及其疗效等问题，不推荐用于ＲＳＶ肺炎治疗。

ｄ。病原微生物不同、病情轻重不等、存在菌血症与否等因

（３）巨细胞病毒¨叫

更昔洛韦（ｇａｎ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ＧＣＶ）即丙

素均影响ＣＡＰ疗程，一般ＳＰ肺炎疗程７～１０ ｄ，ＨＩ肺炎、

氧鸟苷，是儿童ＣＭＶ感染的一线用药。儿童ＣＭＶ肺炎可先

ＭＳＳＡ肺炎１４ ｄ左右，而ＭＲＳＡ肺炎疗程宜延长至２１～

作诱导治疗，５ ｍｇ／（ｋｇ·次），每１２小时１次，静脉滴注，持

２８

ｄ，革兰阴性肠杆菌肺炎疗程１４—２１ ｄ，ＭＰ肺炎、ＣＰ肺炎

续２周后再维持治疗：１０ ｍｇ／（ｋｇ·次），每周３次，或

疗程平均１０～１４ ｄ，个别严重者可适当延长，嗜肺军团菌肺

５

炎２１～２８

注意该药的骨髓毒性，可致粒细胞、血小板减少，当外周血中

ｄ。

６．抗菌药物疗效评估∽２

ｏ

初始治疗４８ ｈ后应作病情

ｍｇ／（ｋｇ－次），每日１次，根据病情持续治疗至少１０ ｄ。要

性粒细胞≤０．５

Ｘ

１０９／Ｌ或血小板≤２５

Ｘ

１０９／Ｌ时必须停药。

和疗效评估，重点观察体温的下降，全身症状包括烦躁、气促

五、胸腔积液的治疗

等症状是否改善，而外周血ＷＢＣ和ＣＲＰ的恢复常常滞后，

欧美国家前瞻性研究发现，有２％一１２％的ＣＡＰ患儿并

胸片肺部病灶的吸收更需时Ｅｔ，因此不能作为抗菌药物疗效

发有胸腔积液¨“１０８ Ｊ，最常见于细菌性肺炎（包括ＳＰ、化脓性

评估的主要依据。初始治疗７２ ｈ症状无改善或一度改善又

链球菌以及ｓＡ等）患者中¨…。当出现脓胸时，在充分有效

恶化，应再次进行临床或实验室评估，确诊肺炎而初始治疗

的抗感染治疗基础上需要脓液的引流。感染性胸腔积液的

无效者可能是初选抗菌药物未能覆盖致病菌或抗菌药物浓

引流可以减少发热、炎症和住院天数０１１０－１１１］。另外，积液的

度处于有效浓度之下或细菌耐药；也要考虑特殊病原体感染

多少和患儿呼吸窘迫的程度也是决定治疗方案的重要因素。

的可能性，如真菌、某些特殊病毒、卡氏肺孢子菌等以及患儿

少量积液往往对抗菌药物治疗反应良好，通常不需要进一步

存在免疫功能低下或免疫缺陷可能；还要警惕有无并发症或

的干预。大量积液（受累面积超过胸腔１／２）或中等量积液

医源性感染灶存在。要审慎调整抗菌药物，强调因人而异，

（受累面积超过胸腔１／４）伴有呼吸窘迫时应及时予以引流。

有条件者应做抗菌药物血浓度测定并重复病原学检查。

包裹性积液引流困难可局部给予纤维蛋白溶解剂改善引流，

７．关于抗菌药物序贯疗法（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ＳＡＴ）［９０－９１，９３别是指在感染初期阶段经胃肠道外（主要是

包括尿激酶或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有条件者可予电视胸
腔镜手术‘１１２－１１４］。

静脉途径）给予２—３ ｄ抗菌药物，待临床感染征象明显改善

六、儿科软式支气管镜术在ＣＡＰ诊治中的价值

且基本稳定后及时改为口服抗菌药物。ＳＡＴ的实质是确保

儿科软式支气管镜术已成为儿科呼吸疾病诊治中安全、

抗感染疗效的前提下同种抗菌药物或抗菌谱相仿抗菌药物

有效和不可缺少的手段…５，能直接镜下观察病变、钳取标

之间用药途径和剂型的及时转换。改口服治疗的同时可以

本、行支气管肺泡灌洗术（ｂｒｏｎｃｈｏａｌｖｅｏｌａｒ ｌａｖａｇｅ，ＢＡＬ）和直

考虑出院并ＳＡＴ家庭治疗。

接吸取肺泡灌洗液进行病原检测，也能在支气管镜下进行局

８．病毒性肺炎的治疗目前有肯定疗效的抗病毒药物

部治疗。多项临床研究表明儿科支气管镜术对于儿童重症

较少。中医药治疗病毒性ＣＡＰ有广阔领域，本指南限于篇

或难治性肺炎的诊治是有帮助的。１”‘１”Ｊ，尤其对痰液堵塞合

幅不涉及。

并肺不张患儿疗效显著。文献报道对ＭＰ肺炎合并肺不张，

（１）流感病毒ｍ１

奥斯他韦（ｏｓｅｈａｍｉｖｉｒ）、扎那米韦

经常规静脉抗感染治疗胸部影像学无明显好转，甚至肺不张

（ｚａｎａｍｉｖｉｒ）和帕那米韦（ｐｅｒａｍｉｖｉｒ）是神经氨酸酶的抑制剂，

阴影更加密实的患儿，建议早期行支气管镜下局部灌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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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可有效解除气道阻塞、控制体温，有利病情恢复……。

（ＰＲＰ—Ｔ）、基因重组白喉类毒素（ＰＲＰ—ＣＲＭｌ９７）、脑膜炎球菌
外膜蛋白复合物（ＰＲＰ—ＯＭＰＣ）结合物疫苗。在美国，推荐免

特异性预防

疫程序为：生后６个月以内接种３针或２针（仅限ＰＲＰ—

一、ＲＳＶ单克隆抗体’１”４”１

ＯＭＰＣ），之后在１岁半左右加强１针。目前全球已有１００多

是抗ＲＳＶ的人源单克隆ＩｇＧ抗体，可以特异性抑制

个国家将该疫苗纳入计划免疫，使用近１０年的结果显示，

ＲＳＶ病毒Ｆ蛋白Ａ抗原位点上的抗原决定簇，阻止病毒融

Ｈｉｂ疾病包括Ｈｉｂ肺炎的发病率在这些国家已明显下

人细胞和胞体的形成。美国儿科学会（ＡＡＰ）推荐对高危婴

降‘１…。

幼儿可给予Ｐａｌｉｖｉｚｕｍａ预防治疗，剂量为ｔ５ ｍｇ／（ｋｇ·次），
每月１次肌注，连用５个月，多始于每年１１、１２月份‘１…。

３．流感病毒疫苗

目前在我国使用的流感病毒疫苗有

３种：全病毒灭活疫苗、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ＷＨＯ根据

二、疫苗

当年全球流感流行毒株型别，推荐下～年流感疫苗所含的亚

疫苗的预防接种对减少ＣＡＰ患病率效果肯定，我国今

型，每种疫苗均含有Ａ型流感病毒２个亚型和Ｂ型流感病

后同样应该推广接种，针对ＣＡＰ的某些常见细菌和病毒病

毒或其抗原组分。年龄在６个月以上者可以接种流感疫苗，

原，目前已有的疫苗如下：

在流感流行高峰前１—２个月接种流感疫苗能更有效发挥疫

１．ＳＰ疫苗现有２种剂型，即单纯细菌荚膜多糖疫苗

苗的保护作用¨…。推广流感疫苗接种，可降低各年龄段儿

（ＰＰＶ）和荚膜多糖蛋白结合疫苗（ＰＣＶ）。单纯细菌荚膜多

童病死率、住院率ｕ２７］，还可直接和间接降低流感相关疾病

糖疫苗有１４价和２３价血清型两种，这种疫苗在２岁以内的

费用‘１２

８Ｉ。

儿童免疫效果差，多用于２岁以上人群‘１２“。荚膜多糖蛋白

４．百Ｅｔ咳疫苗与儿童ＣＡＰ相关的疫苗还有百日咳疫

结合疫苗有较好免疫原性，对２月龄以上的儿童接种后可产

苗，有全细胞型和无细胞型两种，后者更安全、且免疫原性

生较好保护性抗体反应。我国目前上市的是ＰＣＶ７，国家食

强ＥｌＷ］。我国基本上用的是无细胞型并已列入计划免疫，免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通用名是“七价肺炎球菌结合疫

疫程序是在生后３月龄第１次接种，４月龄、５月龄复种，

苗”。ＰＣＶ７包含４、６Ｂ、９Ｖ、１４、１８Ｃ、１９Ｆ、２３Ｆ血清型，北美

１．５岁时加强。百日咳疫苗免疫保护期并非终生，从血清抗

洲、欧洲和大洋洲某些国家已将这种疫苗纳入计划免疫，对

体检测，虽全细胞型疫苗至少持续３年，而无细胞型疫苗可

ＳＰ性ＣＡＰ产生很好的预防作用Ｅ１２２］。ＷＨＯ推荐将ＰＣＶ纳

达４～６年，但新生儿、青少年和成人仍有可能感染百日咳并

入免疫规划，尤其是那些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超过５０％０活

成为该病的主要传染源，故有主张对成人进行无细胞型疫苗

产婴儿的国家。１ ２３１。在我国，中华预防医学会推荐ＰＣＶ７的

的加强接种，以切断百日咳的传播¨”１。

标准免疫程序：基础免疫为３、４、５月龄各接种１剂（每次至

５．其他疫苗其他疫苗如ＲＳＶ疫苗、腺病毒疫苗、ＭＰ

少间隔１个月）；加强免疫为１２一１５月龄接种１剂（与上次

疫苗、ＳＡＲＳ冠状病毒疫苗、人禽流感病毒疫苗等均处于研发

接种至少间隔２个月）；及时和全程接种能为儿童提供更多

阶段，用于临床尚待时Ｅｔ。

（未完待续）

保护。１…。ＰＣＶｌ３含有１、３、４、５、６Ａ、６Ｂ、７Ｆ、９Ｖ、１４、１８Ｃ、
１９Ａ、１９Ｆ和２３Ｆ共１３种血清型，也已在北美洲、欧洲某些国
家及我国台湾、香港地区上市。
２．ｂ型流感嗜血杆菌结合疫苗（Ｈｉｂ结合疫苗）

（李昌崇

尚云晓

沈叙庄

陈志敏赵顺英执笔）
疫苗

的抗原成分是Ｈｉｂ荚膜多糖（ＰＲＰ），目前有４种商品疫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０９）

ＰＲＰ分别化学结合于白喉类毒素（ＰＲＰ．Ｄ）、破伤风类毒素

（本文编辑：江澜）

．会议．征文．消息．
欢迎参加２０１３年新生儿学术讨论会
经中华医学会核准，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

ｃｎ／ｉｎｄｅｘ／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点击页面中部的“会议·征文·消息”

与《中华儿科杂志》编辑委员会拟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３１日一

栏目的会议名称“２０１３年新生儿学术讨论会”即可进入网

１１月２日在江苏省吴江市召开“２０１３年新生儿学术会议”

站。（２）通过电子邮箱来函：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ｅｒｋｅ＠１６３．ｃｏｒｎ（主题

［医学会继教备字【２０１３】１１０号］。届时将邀请国内外著名

请写明“参加２０１３年新生儿学术讨论会”）。（３）拨打《中华

新生儿专家作专题学术讲座，欢迎广大新生儿专业和相关专

儿科杂志》编辑部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５８２２０，联系人：覃明博老师。

业同道踊跃参加会议。
欢迎您通过如下途径索取开会通知：（１）登录《中华儿
科杂志》网站自行下载开会通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ｍａｐｅｄ．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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