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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mmon causes of diffuse alveolar hemorrhage (DAH) in children. Methods: Clinical data, etiology analysi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autopsy results of 1 child who died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DHA is rare in older
children, but the mortality rate in acute phase is higher. Conclusion: DAH is a life-threatening
acute and severe disease with complex etiology and high mortality in acute stage. Clinicians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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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儿童弥漫性肺泡出血(DAH)的临床特点及其常见病因。方法：回顾性分析1例儿童死亡临床资
料、病因分析、诊疗经过、尸检结果分析。结果：DAH患儿在大龄儿童较为少见，但急性期病死率。结
论：DAH是危及生命的临床急重症，病因复杂多样，急性期病死率高，应需临床医师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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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弥漫性肺泡出血是一种以肺泡毛细血管基底膜广泛破坏，终末细支气管以远的肺腺泡内广泛出血，
充满了含铁血黄素的巨噬细胞在间质内堆积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1]。主要表现为呼吸困难、咯血、进行
性贫血、胸部 X 线及肺部 CT 常呈弥漫性肺泡浸润或磨玻璃样影为特征。因其病因复杂，临床发病率较
低，即可缓慢进展，又可急骤起病，任何年龄均可发生，包括儿童，一旦发生，病情大多危重，临床表
现复杂，进展迅速，常危及生命。给临床诊断带来困难，常常延误病情，本患儿因临床表现不特异，病
情发展快，短时间发生死亡，引起医疗纠纷，现病史汇报如下：

2. 病例资料
患儿，女，12 岁，以“胸闷 2 天伴咳嗽、呕吐 1 天”主诉，急诊以“胸闷待查”收住院。患儿入院前 1
天在当地医院输液治疗 1 次(具体用药不详)，体格检查：
T 36

，
℃
P100 次/min，R 24 次/min。
BP110/80 mmHg。

神志清楚、精神反应弱，扶入病房，口唇红润，呼吸稍促，咽红，扁桃体无肿大。颈软，气管居中，甲
状腺不肿大，颈静脉无怒张，双胸廓对称无畸形，双肺呼吸动度正常，未见三凹征，听诊双肺未闻及明
显干湿性啰音。心尖搏动明显、触诊无猫喘，叩诊心界正常，心率 100 次/min，律齐，心音可，未闻及
显明的病理性杂音。腹部平软，全腹压痛反跳痛(一)，肝脾肋下未及，墨菲氏征(一)，麦氏点压痛反跳痛
(一)、移动性浊音(一)，听诊肠呜音减弱 3~5 次/min。四肢肌力及肌张力正常。神经系统检查未见阳性体
征。既往体健，无家族遗传及代谢疾病史。入院后急诊辅助检查：化验检查：WBC 26.89 × 109/L(4 − 10 ×
109/L)，N：88.7%(40%~75%)，L：3.4%(20%~50%)，RBC 4.41 × 1012/L(3.8 − 5.1 × 1012/L)，Hb 137 g/L(115
− 150 g/L)，PCT：357 × 109／L(125 − 350 × 109/L)。生化全套：肝肾功能、血脂全套：未见异常，碱性磷
酸酶：446 u/L(42 − 141)，肌酸激酶：228.20 U/L(25 − 196)，血糖：9.42 mmol/L，C 反应蛋白：9.73 mg/L(0
− 8.5)，电解质：血钠：132 mmol/L，CO2-CP：15.91 mmol/L，余未见异常。胸片提示：支气管炎；心电
图显示：窦性心律变化，ST 段轻度改变。入院后即刻给予氧气吸入，纠酸补液等对症处理，入院 2.5 小
时后，患儿突然出现口唇青紫，双眼凝视，心跳呼吸停止，立即予以心脏按压、清理呼吸道、气管插管、
气囊辅助呼吸，静脉使用 1:10,000 肾上腺素、地塞米松、阿托品、纳洛酮等。抢救过程中患儿始终无自
主呼吸及心跳，最终宣布死亡。法医病理诊断为：1) 灶性支气管炎伴双肺急性弥漫性肺出血；2) 急性肺
水肿；3) 指甲及口唇紫绀。镜下：双肺肺泡弥漫性出血，个别细支气管管腔及管壁内可见中性白细胞、
淋巴细胞及单核细胞浸润，肺泡腔及间质可见水肿液。尸检推断为: 患儿系灶性支气管炎伴双肺急性弥
漫性肺出血致呼吸衰竭而死亡。

3. 讨论
弥漫性肺泡出血并非是临床一种独立的疾病，常是一系列原发疾病的严重并发症和终末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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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确切的发病机制不明确，无特异性的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检查方法。故给临床诊断、治疗带来困难。
目前儿童 DAH 诊断标准[2]：① 年龄 1 月龄~18 岁；② 有咳嗽、咯血、呼吸困难等呼吸道症状，伴急性
贫血；③ X 线或 CT 上表现为弥漫性肺浸润，如磨玻璃样影、斑片影等；④ 痰液、胃液及支气管肺泡
灌洗液找到含铁血黄素巨噬细胞(hemosiderin-laden macrophages, HLMs)；⑤ 除外支气管扩张、创伤、异
物、气道肿瘤等引起的肺出血。

3.1. 儿童 DAH 常见病因
儿童的弥漫性肺泡出血是由多种疾病及多种原因造成，常见有感染、自身免疫、药物、中毒及凝血
功能障碍等原因。新生儿窒息会导致组织缺氧，血管壁的渗透性增加，尤以毛细血管更显著，易发生肺
水肿和肺出血。严重肺部感染如肺炎等可直接损伤肺组织，包括肺血管和毛细血管，或通过免疫复合物
与毛细血管壁基底膜的结合造成损伤，引起血管渗透性增加而发生肺水肿和肺出血[3]。近年来重症手足
口引起肺出血导致患儿死亡，常见是 EV71 病毒感染，一旦发展为重症，短时间内迅速发展为神经源性
肺水肿、循环衰竭，甚至肺出血，来势凶险，病死率高[4]。据国外文献报道[5]：引起弥漫性肺出血患儿
在感染性疾病中，免疫功能低下者常见的病原体为巨细胞病毒、腺病毒、侵袭性真菌、肺炎支原体及军
团菌等；免疫功能正常者常见的病原体为甲型流感病毒、登革热、钩端螺旋体、疟疾及金黄色葡萄球菌
等。而国内相关文献报道常见病原的种类有：流感嗜血杆菌、假单胞菌、金葡菌、禽流感 H5N1、肠病毒
71 (EV71)、某些真菌等感染引起的。故临床这些病原体严重感染时需警惕弥漫性肺出血的发生。
弥漫性肺泡出血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常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严重并发症，于其发病机制不明确，可
能与免疫复合物沉积于肺泡壁，导致细胞坏死，引起微血管炎特别是毛细血管炎有关。临床表现包括咯
血、呼吸困难、血红蛋白下降和双肺浸润[6]。肺肾综合征(PRS)是在儿科较少见的疾病、其具有弥漫性肺
泡出血及肾小球联合病变的疾病，且其病情较重，预后较差，而儿童部分肺肾综合征与 ANCA 相关性血
管炎有关，提高对儿童 ANCA 相关性血管炎等系统性血管炎疾病的认识有利于改善此病的预后[7]。特
发性肺含铁血黄素沉着症也是儿科引起弥漫性肺泡出血常见原因，临床发病少，病因不明，主要以弥散
性肺泡毛细血管反复出血、肺间质含铁血黄素沉着为特点的疾病。临床特征反复咯血、缺铁性贫血和弥
散性肺浸润三联征。在痰、胃液、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或肺组织检测到大量含铁血黄素巨噬细胞可确诊，
高分辨率 CT 对此病诊断有一定的临床价值[8]。弥漫性肺泡出血还并发于血液系统疾病如：急性白血病、
噬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淋巴瘤等。临床研究发现严重感染性疾病及血液系统相关疾病出现 DAH
病死率最高[2]。

3.2. 儿童 DAH 治疗
儿童弥漫性肺泡出血是儿科疾病中最严重的症候之一，极易造成死亡，抢救难度大，目前我国现有
的儿科教科书及参考著作基本没有专门的章节介绍，故对本病的诊断与救治缺乏指引，更加大了治疗难
度。因其来势凶猛，临床抢救思考时间有限，需迅速减低肺静脉压及维持足够的血气交换是抢救成功的
关键。措施如下：① 一旦怀疑肺出血且低氧在一般吸氧下不能改善，即应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模式
是以定压通气为主，选择 SIMV 加 PSV 通气模式，呼吸机撤机时间依据急性肺出血情况及原发病对呼吸
的影响综合考虑[9]。② 维持循环稳定，严重肺泡出血可引起低血容量休克及贫血，故维持有效循环血量，
必要时使用血管活性药物及输血纠正贫血。③ 药物治疗主要气管内局部使用立止血、1:1000 肾上腺素；
静脉使用糖皮质激素(甲基泼尼松龙)等治疗。④ 病因治疗，根据病情需要使用抗生素及对因治疗。⑤加
强护理，掌握吸痰时机，保持气道通畅同时避免过于频繁。
总之，儿童急性弥漫性肺出血为多种原发疾病发展到终末期的表现，本例患儿入院时间短，临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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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无咯血、及贫血，胸片无明显影像学支持，仅有咳嗽、胸闷及低氧血症，突然出现猝死，故相关病原
学未得到及时检测，故尸检弥漫性肺出血病因不明，根据患儿病史及病情发展考虑感染因素引起(流感病
毒、细菌等)。故临床医师对此病需深刻了解，尽早确诊，早期、合理的采取有效措施可降低死亡率，减
少医疗纠纷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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