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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手足口病脑脊液与脑电图89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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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 医 学 · 

潘 华 

[摘要]目的：观察重症手足口病(hand，foot and mouth disease，HFMD)患儿入院 1～2天内脑脊液(CSF)和脑电图(EEG)的结 

果和特点。方法：对89例重症HFMD患儿CSF进行白细胞计数、蛋白、糖和氯化物测定，并进行EEG检查。结果：重症HFMD 

患儿CSF基本符合病毒性脑炎CSF特点，异常率为74．16％。一般重症患儿与行呼吸机治疗的l3例危重 HFMD患儿在CSF 

细胞数及生化检测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57例HFMD患儿出现EEG异常。CSF异常率高于EEG。结论：有 

神经系统体征的重症HFMD患儿CSF和EEG异常率较高，因此宜及早联合进行 CSF和EEG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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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erebrospinal fluid and electroencephalogram 

in children witlt severe hand，foot and mouth disease：a report of 89 cases 

PAN Hua 

(Department ofPediatrics，Suzhou Municipal Hospital，Suzhou Anhui 23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erebrospinal fluid(CSF)and electroencephalogram 

(EEG)in children with hand，foot and mouth disease(HFMD)within 1 to 2 days after admission．Methods：The white blood cell 

count，protein，sugar and chloride in the CSF of 89 children with HFMD were monitored；at the sanle time，EEG examination Was carried 

out．Results：The CSF of severe HFMD conformed to that of viral encephalitis，and the abnormal rate was 74．16％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SF cell count an d biochemical examination in cases with severe HFMD and grave HFMD receiving 

ventilator treatment(P>0．05)．The EEG of 57 children with HFMD Was abnorma1．The abnormal rate of CSF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EEG．Conclusions：There is a hi sh abnormal rate of CSF and EEG in HFMD children with neurological symptoms，SO early CSF and 

EEG examinations are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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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hand，foot and mouth disease，HFMD) 

是一种由肠道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致病原 

是 A组柯萨奇病毒 A16(CoxA16)型和肠道病毒 7l 

型(Ev71) J，多发生于学龄前儿童，尤以3岁以下 

年龄组发病率最高。主要通过消化道、呼吸道和密 

切接触等途径传播，好发于夏秋季。临床表现多为 

手、足、口腔等部位的斑丘疹和疱疹，重者可出现脑 

膜炎、脑炎、脑脊髓炎、肺水肿、循环障碍等并发 

症_2 J。2008年 3月至 2010年 6月，我科对 89例重 

症 HFMD患儿进行脑脊液(CSF)白细胞计数和脑电 

图(EEG)结果分析，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安徽省宿州市及周边地区重症 

HFMD患儿89例，年龄 6个月至6岁。其中男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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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女 36例，男女性别比为5：1。均按 2008年卫生 

部颁发的《医疗机构手足口病诊疗技术指南》 中 

的标准进行诊断。入院后 1～2天进行腰椎穿刺及 

EEG检查。 

1．2 重型与危重型的定义 重型：出现神经系 

统受累表现。如精神差、嗜睡、易惊、谵妄；头痛、呕 

吐；肢体抖动，肌阵挛、眼球震颤、共济失调、眼球运 

动障碍；无力或急性弛缓性麻痹；惊厥。体征可见脑 

膜刺激征，腱反射减弱或消失。危重型：出现下列情 

况之一者(1)频繁抽搐、昏迷、脑疝；(2)呼吸困难、 

紫绀、血性泡沫痰、肺部罗音等；(3)休克等循环功 

能不全表现。本组重症患儿 76例，危重症患儿 

13例。 

1．3 方法 

1．3．1 CSF白细胞计数及分类 按《现代临床检验 

学》 中规定的CSF细胞计数和分类方法进行操 

作，检验人员经过严格的技术培训。CSF白细胞正 

常参考范围(0～15)×10 ／L；蛋白质正常参考范围 

0．20～0．45 g／L；葡萄糖正常参考范围 2．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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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ol／L；氯化物正常参考范围120～130 mmol／L。 

1．3．2 操作仪器 采用 Olympus AU600型生化分 

析仪检测 CSF的蛋白、糖、氯化物；使用 Neurofax 

EEG仪进行 EEG检测。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和 t检验与秩和检 

验。 

2 结果 

2．1 HFMD患儿临床表现 重症与危重症患儿均 

可出现发热、呕吐、惊厥、呼吸改变、意识障碍及脑膜 

刺激征。其中重症与危重症发热、呕吐症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惊厥、呼吸改变、意识障碍、 

脑膜刺激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见表 

1)。 

表 1 2组患儿临床表现比较(n) 

2．2 CSF检查结果 

2．2．1 CSF外观 呈无色、透明者 85例，无色微混 

浊者 4例，各组病例 CSF外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2)。 

表2 2组患儿 CSF外观检查结果比较 

2．2．2 CSF白细胞计数 白细胞(0—15)×10。／L 

23例；(>15～100)×10。／L 59例；(>100～500)× 

10。／L 7例。白细胞数异常率为 74．16％。一般重 

症患儿与行呼吸机治疗的危重患者 CSF白细胞计 

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表3 2组 CSF白细胞计数(X 10。／L)结果比较(n) 

分组 n 0—15 >15～100 >100—500 H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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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CSF生化检查 葡萄糖增高 7例，正常 82 

例；蛋白增高 14例，正常75例；氯化物增高 8例，正 

常81例。重症与危重症 HFMD患儿 CSF中葡萄 

糖、蛋白与氯化物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05)(见表 4)。 

表4 2组患儿 CSF检查结果比较I ± 】 

2．3 EEG检查结果 EEG异常者 57例，异常率为 

64．04％；其中重症与危重症 HFMD患儿 EEG异常 

分别为 47例和 10例，两者异常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0．54，P>0．05)。CSF细胞数正常的 23例 

患儿中有 6例呈现 EEG异常，而 CSF细胞数明显升 

高的66例患儿中EEG有 12例呈现边缘或正常状 

态 

3 讨论 

HFMD主要特点是发热、手足口皮疹，重者神经 

系统受累以及心肺衰竭 。重症 HFMD患儿起病 

急，进展快，遗留神经系统后遗症多，病死率较高，除 

出现常见的皮肤黏膜症状以外，还可发生脑炎、脑脊 

髓炎、神经性肺水肿和循环衰竭等并发症。重者可 

出现发热、呕吐、惊厥等症状，危重者可出现意识障 

碍、脑膜刺激征甚至肺出血。 

早期发现 HFMD重症病例并给予积极相应综 

合处理是治疗成功的关键。部分患儿仅表现为持续 

性发热，不行 CSF检查难以确诊，说明病原体以侵 

袭脑膜为主，而脑实质病变相对轻微。卫生部颁发 

的《医疗机构手足口病诊疗技术指南(试行)》重症 

病例诊断标准，为广大临床医生及时认识、治疗重症 

患儿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是没有明确提出HFMD 

并发中枢神经系统损害的诊断标准。很多学者 

认为，CSF和 EEG检查对 HFMD中枢神经系统病情 

的判断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结果显示，重症与危 

重症 HFMD患儿 CSF细胞数明显升高(74．16％)， 

但两者白细胞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推测原因可能 

是 CSF白细胞数只能反映脑炎时脑组织渗出性病 

变情况，而这种情况与机体反应性有关。当患儿机 

体反应性弱，则渗出病变轻，CSF白细胞数不增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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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高不明显。与 CSF异常率 比较，EEG异常率稍 

低。本研究中 CSF细胞数正常的23例中有 6例呈 

现 EEG异常，而 CSF细胞数明显升高的 66例患儿 

中 EEG有 12例呈现边缘或正常状态，CSF与 EEG 

结果呈现一定程度的不平行，提示HFMD患儿 CSF 

正常时也不能完全排除神经系统并发症，必须定期 

复查并应结合临床表现以及其他辅助检查(EEG、磁 

共振等)对疾病进行分析。 

近年来报道由EV71引起的症状较重 ，可伴发 

无菌性脑膜炎、脑炎，故在临床上出现精神及神经系 

统症状，有神经系统阳性体征时应警惕伴发脑炎的 

可能，应进行 CSF和EEG检查，及早干预治疗，预防 

重症脑炎和神经源性肺水肿发生。对重症 HFMD 

患儿早期诊断、治疗及对病情、疗效和预后的估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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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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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戊酸钠注射液治疗癫痫持续状态 12例 

方 瑕，赵亚洲，简 维，陈维钧 

·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探讨丙戊酸钠(VPA)静脉滴注治疗癫痫持续状态(sE)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将 24例sE患者随机分为 

VPA治疗组和对照组，比较2组治疗后的控制时问、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2组疗效、控制病例数及控制时间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起效时间及苏醒时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静脉使用VPA能及时有效的控 

制癫痫持续状态，不良反应少，值得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癫痫持续状态；丙戊酸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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癫痫持续状态(SE)是神经科危急重症，致残率 

和病死率均较高。2008年 1月至2010年6月，我科 

应用丙戊酸钠注射液治疗 sE 12例，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4例均符合诊断标准 J。随机分 

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12例。其中治疗组男 

7例，女5例；年龄 19—76岁。对照组男 6例，女 

6例；年龄 18～70岁。治疗组中惊厥性癫痫持续状 

态(CfiE)lO例，非惊厥性癫痫持续状态 (NCSE) 

2例。sE持续时间 15 min至 18 h，其中6例既往有 

癫痫病史，病程在 4个月至 3O年，6例否认有癫痫 

病史。对照组中CSE 9例，NCSE 3例。sE持续时间 

15 min至20 h，其中5例既往有癫痫病史，病程6个 

月至 32年，5例否认有癫痫病史。2组在年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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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病程、发作类型、sE持续 时间均具有可 比性 

(P>0．05)。 

1．2 病因 治疗组中不适当地停药和减量 3例，急 

性脑血管病 2例，病毒性脑炎2例，糖尿病低血糖昏 

迷 1例，脑卒 中后遗症 2例，原因不明和其他原因 

2例。对照组中不适当地停用癫痫药和减量 4例， 

急性脑血管病 3例，病毒性脑炎 1例，糖尿病低血糖 

昏迷 I例，脑外伤术后 1例，原因不明和其他原因 

2例。 

1．3 给药方法 入院后给予去除病因、脑保护、防 

止脑水肿等治疗，同时建立静脉通道控制癫痫发作。 

对照组予地西泮首剂 10～20 mg静脉注射，每分钟 

小于2～5 mg，有效后将 6O一100 mg地西泮溶于葡 

萄糖液中静脉注射滴注12 h。治疗组首剂给丙戊酸 

钠注射液(德巴金，赛诺菲圣德拉堡民生制药有限 

公司，粉针剂，每支400 mg)15—20 mg,／kg，在3—5 

min内静脉注射，而后以0．5—1 mg·kg～·h 持 

续静脉滴注48 h，根据病情调整滴注速度。病情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