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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 口病肺部并发症的 x线影像表现分析 

陈亚明 ，李 猛 ，刘连城 ，吴追文 ，马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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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儿童手足口病肺部并发症的x线影像表现特点。方法：对64例临床诊断为手足口病患儿的胸部 x线 CR 

片进行分析。结果：64例中，肺部 x线表现正常 22例；异常 42例，其中有 37例肺纹理模糊 、肺纹理问散在斑点状及斑片状致 

密影 ，肺叶实变 1例，肺毛玻璃样变 4例。结论：手足口病出现肺部并发症朐片 X线片上有明显异常表现，能了解肺部并发症 

的程度并指导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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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ay manifestation of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in hand—foot—mouth disease 

CHEN Ya—ming ，LI Meng ，LIU Lian—cheng ，WU Zhui—wen ，MA Jin 

(1．Department of Radiology，2．Department of Pediatrics，The Thri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Wanbei Coal—Electricity Group General Ho~ital，Suzhou Anhui 23401 1，China) 

[Abstract]Objective：T0 study the chest X—ray featm'es of children with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due to hand—foot—mouth disease． 

Methods：The X．ray CR chest films of64 children with hand—foot．mouth disease were analyzed．Results：Of the 64 cases，22 manifested 

normal pulmonary features，42 abnormal features and 37 demonstrated fuzzy lung veins，dot—like，patchy dense shadows among lung 

veins．One case revealed pulmonary lobe eonsolidation and 4 cases appeared frosted—glass—like change in the lung fields．Conclusions：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due to hand—foot—mouth disease manifest outstanding abnormal features in the X—ray film，which can help to 

learn the degree of pulmonary complications and guide the clinical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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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 口病是 由肠道病毒引起 的急性传染病， 

以柯 萨奇 病 毒 A 组 16型 (coxsackievirus A16， 

CoxA16)、肠道病毒 71型(EV71)为多见；多发生于 

学龄前儿童，尤以3岁以下年龄组发病率最高。主 

要症状表现为手、足 、口腔等部位的斑丘疹 、疱疹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手足口病诊疗指南(2008 

年版)．2009：39—41．]。患儿肺部的并发症发生率 

高，在 x线片上表现为肺纹理模糊 ，纹理问斑点状 

及斑片状高密度阴影，重症患儿出现神经源性肺水 

肿及肺出血。2009年2～6月，我院诊治 64例手足 

口病，现就其肺部 x线表现作一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男 44例，女 20例；<1岁 

5例，1～2岁 30例，>2—3岁 15例，>3～4岁 

9例，>4～5岁 5例。64例患儿均有发热，口腔黏 

膜疱疹，同时或继后出现手掌、足底皮肤丘疹；咳嗽 

42例；咳泡沫样血痰 3例，考虑为肺出血引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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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血白细胞(10．3～20．2)X 10 ／L 20例，外周血淋 

巴细胞(3．3～10．8)X 10 ／L 22例。心肌酶谱升高 

30例，其中磷酸肌酸激酶 207～1 210 IU／L，肌酸激 

酶同工酶 25～114 IU／L，乳酸脱氢酶250～890 IU／L， 
一 羟丁酸脱氢酶 182—488 IU／L。3例脑脊液中乳 

酸脱氢酶 15～20 IU／L，1例患儿咽拭子经安徽省疾 

病控制中心实验室检查为 EV71抗体阳性。 

1．2 方法 临床诊断手足口病的患儿常规摄胸部 

CR正位片，x线机为北京万东医疗器械公司生产的 

50 kW 高频 x线摄片机及3．6 kW 床边移动高频 x 

线摄片机，胶片为德国爱克法(AGFA)公司生产，所 

有胸片均由2位副主任以上医师阅片。 

2 结果 

64例手足口病患儿胸片中，肺部表现正常的 

22例(34．37％)，异常 42例(65．63％)。肺部表现 

异常中，肺纹理增多模糊 35例，肺内见斑点状致密 

影 l5例，斑片状致密影 8例；其中 1例发病初期表 

现为支气管炎，后发展为右上肺实变，4例大面积两 

肺渗出呈磨玻璃样改变；2例发病初期肺部表现正 

常，随病情进展，肺部出现渗出性斑片状密度增高影 

(见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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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支气管炎 ，两肺纹理增多 、模糊 ，近肺 门处肺纹理问散在斑点状致密影 ，为支气管周 围渗出征象 图 2 右上肺支气管肺炎 ，右上肺 

大片状密度增高影，肺叶分布，右F肺及左肺纹理正常 图3右上肺实变及肺不张，水平裂上移，实变肺密度均匀增高 图4 神经源 

性肺水肿，两肺纹理模糊不清，肺野透亮度降低，呈毛玻璃样改变，肺外带表现明显 图5肺出血，两肺显示大范围密度增高，肺纹理模 

糊，左肺野中外带及右肺野中内带明显 图6肺出血，右侧肺野表现为透亮度降低，密度增高，以外带表现明显 

3 讨论 

3．1 手足口病流行病学及发病机制 手足口病传 

染源为患者和健康带毒者，以粪便排毒为主，也可通 

过鼻咽排毒。易感者感染 EV71发病甚至导致死亡 

的机制目前还不清楚，重症患儿很快出现肺水肿／肺 

出血，可能是因为组织过多释放细胞因子而出现血 

管通透性增高而致 J̈。当病毒累及呼吸系统时，呼 

吸系统小血管内皮受到损害。细胞融合、血管炎性 

变，在血管周围问质内出现淋巴细胞浸润及渗出，部 

分渗出物可进入肺泡以及呼吸性毛细支气管内，呈 

／
．bhi-性肺炎表现。严重病例出现血管坏死，血液渗 

出到肺间质及实质内，出现咯血。 

3．2 手足 口病临床及影像诊断要点 以发热和手、 

足、口、臀部出现斑丘疹、疱疹为主要表现，可伴有上 

呼吸道感染症状；部分病例仅表现为手、足、臀部皮 

疹或疱疹性咽峡炎；重症病例可出现神经系统受累、 

呼吸及循环衰竭等表现，实验室检查可有未梢血白 

细胞增高、血糖增高及脑脊液改变，脑电图、磁共振、 

胸部 x线检查可有异常，异常胸部 x线片表现为两 

肺纹理增多、模糊，自肺门向外周渐减轻，少数表现 

段性肺炎、肺叶实变，重症患者表现肺水肿，肺出血 

患者表现为两肺野中外带肺泡内实变，为出血填充 

肺泡所致。确诊依据是在临床诊断基础上，EV71核 

酸检测阳性、分离出EV71病毒或 EV71 IgM抗体检 

测阳性、EV71 IgG抗体 4倍以上增高或由阴性转为 

阳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手足口病诊疗指南 

(2008年版)．2009：39—41．]。 

3．3 手足口病肺部并发症 x线特点 轻症手足口 

病一般肺部无异常表现，本组有22例轻症手足口病 

患儿肺部表现为正常，中重症手足口病侵犯肺部时 

表现为以下几种不同的 X线征象。(1)支气管炎： 

临床有咳嗽症状，胸部 x线片表现为肺纹理增强， 

肺门增大、模糊，肺纹理间散在斑点状致密影，是肺 

血管炎性变。病理上为支气管周围炎性渗出及淋巴 

细胞浸润，以肺门较重，自肺门向外扩展，比较对称。 

本组 35例患儿表现为支气管炎。(2)支气管肺炎： 

临床有咳嗽、发热症状，支气管、细支气管周围及肺 

泡内炎性渗出，胸部 x线片表现为沿支气管、细支 

气管分布的斑点状致密影，病变较重时呈片状密度 

增高影；1岁以下的幼儿以两上肺，特别是右上肺明 

显，细支气管、支气管腔内阻塞时表现为段或叶肺不 

张；1岁以上的儿童以两下肺野中内带表现明显。 

本组 3例患儿诊断为支气管肺炎，2例表现为肺纹 

理增粗伴斑片状致密影，1例表现为右上肺实变。 

(3)神经源性肺水肿：患儿并发中枢系统病变，因脑 

干脑炎等引起的肺水肿为神经源性肺水肿。x线特 

点是两肺大面积弥漫性渗出，呈毛玻璃样，肺纹理显 

示不清，肺外带表现明显，与心源性肺水肿不同，无 

明显蝶翼状特征。本组有 1例比较典型的神经源性 

肺水肿，患者并发脑干脑炎。wu等 认为，神经源 

性肺水肿是因为 EV71病毒引起脑干脑炎，脑干有 

血管运动中枢，因为血管运动中枢炎性损伤，肺静脉 

血管流体静压增高或肺泡膜渗透性增强所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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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出血：患儿咯出粉红色泡沫样痰时，提示为肺水肿 

患儿合并有肺出血，往往与神经源性肺水肿同时存 

在，病情危急。本组 3例患儿临床出现肺出血症状， 

胸部 x线片表现为两肺散在不规则密度增高影 ，以 

肺野外带明显，内带不明显，病理基础是肺泡内血液 

沉积 。 

3．4 鉴别诊断 手足口病出现支气管炎并发症时 

应与较常见的流感病毒、柯萨奇病毒、腺病毒等感染 

时的肺部 x线表现相鉴别，上述病毒肺部感染时表 

现为肺纹理粗细不均，走行儒直，呈网织样改变 。 

手足口病支气管炎 x线征象是肺纹理走行尚自然， 

纹理间有小斑点状致密影，无明显网织样改变。手 

足口病支气管肺炎还应与禽流感肺炎鉴别，禽流感 

肺炎 x线特点是早期为肺实质内小片状高密度影， 

短期迅速扩散为弥漫性病变、大面积肺实变，逐渐演 

变为肺体积缩小及肺纤维化 j。手足口病肺炎在 x 

线片上病灶密度显示较淡，一般不发牛肺纤维化。 

神经源性肺水肿应与心源性肺水肿鉴别。神经 

源性肺水肿无心脏增大 ，心源性肺水肿患儿多有 

心影增大，因心功能不全引起的肺水肿，水肿 自肺门 

向肺外周扩展，x线片特征是两肺门“蝶翼状”阴 

影，而神经源性肺水肿以肺外带水肿明显为特征，肺 

门病变显示较轻。严重的于足口病发生肺水肿时， 

肺血管壁通透性更高，血液从血管内漏出，肺泡腔内 

被血液填充。气管插管时可从插管导管中吸出血 

液，为泡沫状。x线片特征是在弥漫性密度增高的 

肺野中分布大片状更高密度的出血灶，病灶变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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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局部排气与整体环境排气法 从发生源着手， 

利用局部排气方式将刚挥发出尸体表面的甲醛气体 

在解剖台面上就吸走。该方法足对气体的 卜吹下吸 

的气流控制，使用带有局部下排风系统的解剖台能 

有效减少室内的化学污染。使整个实验室闻不到甲 

醛气味，有利于师生的身体健康；但这种方法投资和 

维护费用高。 

医学院校解剖实验搴是师生教学活动的重要场 

所，对于解剖实验室甲醛污染，许多科研人员做了大 

量的探索。我们期待既高效又经济的控制甲醛污染 

的方法早日诞生，给医学院校解剖室师生一个优良 

的工作和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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