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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恙虫病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的临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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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儿童恙虫病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的临床特点。方法　回顾分析1例恙虫病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

患儿的临床资料，并检索国内外期刊数据库，收集32例儿童恙虫病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9个

月女婴，因发热9天伴抽搐1次入院，入院第3天根据其符合HLH-2004诊断标准8条中的5条，即发热、脾肿大、血细胞减少、

血清铁蛋白升高、低纤维蛋白原血症或高脂血症，并有特征性焦痂及血恙虫病抗体阳性，确诊为恙虫病继发噬血细胞综合

征。确诊后予阿奇霉素抗感染治疗，3天后体温降至正常，复查各项指标逐渐改善。文献检索到32例（不含本文1例）恙虫

病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均为亚洲人，男、女各16例，年龄为2个月~ 11岁；24例患儿有焦痂，30例发现脾大，30例血

白蛋白降低，几乎所有患儿都有血细胞减少和血清铁蛋白水平升高。31例患儿病初被误诊。27例采用适当的抗生素治疗，

16例联合使用丙种球蛋白，21例使用激素，1例进行了依托泊苷化疗。多数患儿治疗24小时至4天未再发热，5例死亡。结

论　恙虫病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常常伴有血清白蛋白降低，需要适当的抗生素及免疫调节治疗，多数预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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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features of haemophagocytic syndrome secondary to tsutsugamushi disease 

in children. Method　The clinical data of a child with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secondary to tsutsugamushi disease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Domestic and foreign periodical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and the clinical data of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secondary to tsutsugamushi disease in 32 children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 9-month-old girl was 

admitted due to fever of unknown origin for 9 days with an episode of seizure. She was diagnosed of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secondary to tsutsugamushi disease 3 days after admission because 5 clinical symptoms including fever, splenomegaly, 

hematocytopenia, serum ferritin elevation, hypofibrinogenemia or hyperlipemia were among the HLH-2004 diagnosis criteria (8 

items), together with its characteristic eschar and positive antibodies of scrub typhus. The body temperature dropped to normal 3 

days after anti-infection treatment with azithromycin and all the indicators were gradually improved. In the search, a total of 32 

patients (excluding this child) with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secondary to tsutsugamushi disease were retrieved, all of whom 

were Asians, 16 males and 16 females, aged from 2 months to 11 years. Eschar was found in 24 cases, splenomegaly in 30 cases, 

and decreased serum albumin in 30 cases. Decreased blood cells and elevated serum ferritin levels were observed in almost all 

of the children. Thirty-one children were misdiagnosed at first. Twenty-seven children were treated with appropriate antibiotics, 

16 with a combination of gamma globulin, 21 with corticosteroids, and only 1 with etoposide chemotherapy. Most children no 

longer had a fever after treatment from 24 hours to 4 days, and 5 died. Conclusion　The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secondary to 

tsutsugamushi disease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a decrease in albumin and requires appropriate antibiotic and immunomodulatory 

treatment, and most of the patients have good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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恙虫病是一种东方立克次体感染引起的疾病，主

要通过恙螨幼虫叮咬传播 [ 1 ]。恙虫病主要在亚洲国家

流行，比如中国、印度、韩国等。恙虫病的临床表现非

特异性，包括发热、皮疹、肌痛、胃肠功能紊乱和淋巴

结炎等 [1]。任何诊断上的延误常常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如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多脏器功能损害、弥散性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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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内凝血（DIC）和噬血细胞综合征（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HLH）。

HLH 是一种罕见但危及生命的免疫紊乱，主要

由异常淋巴细胞活化和增殖导致。感染是HLH的重

要触发因素 [ 2 ]，恙虫病相关 HLH 并不常见，尤其是

在儿童中，目前只有少数病例报告儿童恙虫病继发 
HLH[ 3 - 4 ]。因此，儿童恙虫病继发HLH的临床特点在

很大程度上仍不为人们所知。本研究报告1例婴儿恙

虫病继发HLH病例，并检索国内外文献进行综合分

析，以期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供依据。

1　临床资料

患儿，女，9个月，因发热 9天，抽搐 1次就诊。曾

于当地医院诊断“急性支气管肺炎”予头孢噻肟治疗，

效果欠佳，仍发热，并抽搐1次，故转诊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患儿足月分娩，新生儿期因黄疸发现

葡萄糖 - 6 -磷酸脱氢酶缺乏症，除此之外，生长发育

同正常婴儿。入院体格检查：体温 38 . 8 ℃，心率 175
次 /min，呼吸56次 /min，收缩压 /舒张压（SBP/DBP）：
93 / 50 mmHg，体质量10 kg；神志清楚，反应一般，全

身皮肤黏膜稍苍白，右髋部皮肤可见一0 . 5 cm×0 . 5 
cm的焦痂（图1），颈部、腋下、腹股沟区可触及绿豆至

黄豆大小淋巴结，活动度可；前囟平软，心肺未及明

显异常；腹膨隆，肝右肋下6 cm，剑突下6 cm，脾左肋

下6 cm，均质软，边锐，无明显压痛，肠鸣音正常；神

经系统查体无异常体征。入院后前2天患儿仍有反复

抽搐，表现为全面性强直阵挛，持续约1 ~ 2 min，无发

热，缓解后疲乏入睡。入院当天检查，血常规中白细胞

9.16×109 /L，中性粒细胞57.3%，血红蛋白81.0 g/L，
血小板 24× 109 /L；白蛋白 20 . 7 g/L，天冬氨酸氨基

转移酶（AST）272 U/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156 

U/L，三酰甘油（TG）4.94 mmol/L；纤维蛋白原1.26 g/
L，铁蛋白4 006.00 ng/ mL；EB病毒DNA< 5 .00×103 
copies/mL，巨细胞病毒DNA低于检测下限，EB病毒

VCA IgM 6 .36 S/C.O，EB病毒VCA IgG 5 .82 S/C.O，

EB病毒NA IgG 5 .22 S/C.O，EB病毒VCA IgG亲和力

77 . 17 %。腹部彩色超声示脾肿大和肝门淋巴结肿大。

头颅CT正常；胸部CT示双肺炎症，双侧胸膜增厚，

右侧胸腔少量积液。1周后骨髓穿刺检查报告可见噬

血细胞。

患儿符合HLH- 2004诊断标准8条中的6条，即发

热、脾肿大、全血细胞减少、血清铁蛋白升高、低纤维

蛋白原血症或高脂血症和噬血现象。因在髋部发现焦

痂，故疑诊恙虫病，考虑恙虫病继发HLH。入院第1天

即予阿奇霉素抗感染，同时给予甲基泼尼松龙、丙种

球蛋白、苯巴比妥及甘露醇等治疗；入院第 3天恙虫

病抗体检测阳性，证实恙虫病继发HLH的诊断。阿奇

霉素治疗 24小时后患儿体温下降，3天后无再发热，

之后阿奇霉素和甲基泼尼松龙维持治疗1周，患儿恢

复良好。

系统检索建库至 2017年 9月 30日的万方数据服

务平台、中国知网、维普期刊资源整合平台、PubMed
数据库、OVID数据库、EMCC数据库收录的儿童恙虫

病继发HLH的文献，排除综述、重复发表和年龄> 18
岁的文献。总共检索到符合纳入要求的文献7篇 [ 3 - 9 ]，

其中中文文献1篇，英文文献6篇，共报道32例儿童恙

虫病继发HLH的患儿。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治疗

情况见表1、2。
检索到的32例患儿全部来自亚洲，中国28例、印

度2例、韩国 2例，以农村地区多见，国内温州报道较

多，国内流行季节为夏秋明显。32例患儿中男女各占

一半，年龄在2个月~ 11岁之间，中位年龄3岁8个月。

所有患儿均有发热；咳嗽 10 例（31 . 3 %），皮疹 9 例

注：黑色箭头示焦痂

图 1　患儿髋部表现

表1　32例儿童恙虫病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的临床资料 
   

　临床表现 例数 辅助检查 例数

皮疹 9 (28 .1 ) 血红蛋白降低 30 (93 .8 )

水肿 1 (3 .1 ) 血小板减少 31 (96 .9 )

焦痂 24 (75 .0 ) 低白蛋白 30 (93 .8 )

溃疡 7 (21 .9 ) ALT升高 30 (93 .8 )

淋巴结肿大 7 (21 .9 ) 高三酰甘油血症 18 (56 .3 )

肝肿大 1 (3 .1 ) 低纤维蛋白原血症 22 (68 .8 )

脾肿大 21 (65 .6 ) 铁蛋白升高 31 (96 .9 )

肝脾肿大 9 (28 .1 ) 胸部影像学检查 25 (78 .1 )

呼吸窘迫综合征 6 (18 .8 ) 骨髓可见噬血细胞 27 (84 .4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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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32例儿童恙虫病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流行病学资料、治疗及预后

作者 年份 国家
病例数

/性别
年龄 地区 发病季节 恙虫病诊断依据 免疫调节 抗生素 预后

Jayakrishnan等 [ 3 ] 2011 印度 1 / 女 5岁 农村 未提供 外斐试验1 :320，
IgM阳性

－ DOX 治愈

Han 等 [ 4 ] 2012 韩国 1 /女 9岁 未提供 未提供 IgM 1 :640
IgG 1 :4 096

IVIG DOX→CHL 治愈

Kwon 等 [ 5 ] 2013 韩国 1 /女 8个月 农村 未提供 IgM 1 :80 DEX/ETO CLA 治愈

何时军等 [ 6 ] 2014 中国 9 /男，

10 /女
11个月

~10岁
温州 6~10月

及12月
15例外斐试验阳

性，14例 IgM阳性

8例 IVIG/ 
10例DEX/ 
4例MET

8例CHL，3例AZI，
2 例 A Z I 及 1 例

ERY→CHL，5例
误诊，未用针对立

克次体的抗生素

4 例死亡

15例治愈

Pazhaniyandi 等[7] 2015 印度 1 /男 2个月 未提供 未提供  IgM阳性 IVIG及

MET
DOX 治愈

Zhou  等 [ 8 ] 2016 中国 1 /男，

2 /女
3岁、

4岁、

6岁

温州 7~8月 外斐试验1 :160；
1 :320；
1 :320

－ 均为CHL治疗 治愈

Jin 等 [ 9 ] 2016 中国 4 /男
2 /女

8个月

~11岁
广东 夏秋季节 外斐试验和 /或

IgM抗体阳性

6 例 IVIG/   
5例MET

2例AZI，
4例DOX

1 例死亡

5例治愈

注：IVIG．丙种球蛋白； DEX．地塞米松；MET．甲基泼尼松龙；ETO．依托泊苷；CHL.氯霉素；AZI．阿奇霉素；DOX．多西霉素；

CLA．克拉霉素；ERY．红霉素；IgM、IgG．恙虫病抗体

（28 . 1 %），腹部症状7例（21 . 9 %），抽搐4例（19 %），

水肿1例（3 .13 %）。

24 例有焦痂，7 例有皮肤溃疡，而印度报道的 1
例婴儿无焦痂和皮肤溃疡。32例患儿中脾肿大 21例

（65 . 6 %），肝肿大 1例（3 . 13 %），肝脾同时肿大 9例

（28 . 1 %）；6例（18 . 75 %）患儿合并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几乎在所有患儿均观察到血细胞减少、低白蛋白、

高ALT和血清铁蛋白水平升高（93 . 8 %~ 96 . 9 %）；骨

髓中发现吞噬细胞27例（84 . 38 %）。实验室诊断中采

用外斐试验或恙虫病抗体 IgM检测的例数不相上下。

31例（96 .9%）患儿病初被误诊。23例使用了适当

的抗生素治疗（氯霉素11例，阿奇霉素5例，多西环素6
例，克拉霉素1例）。4例初始抗生素治疗未得到改善（阿

奇霉素2例、红霉素1例和多西霉素1例），后换用氯霉

素治疗。16例患儿同时使用丙种球蛋白，21例（65.6%）

同时使用激素治疗（甲基泼尼松龙10例，地塞米松11 
例）。只有1例患儿进行依托泊苷方案的化疗。发热均

在治疗后24小时至4天内消退。5例患儿（15.6%）死亡，

其中4例未用适当的抗生素治疗。

2　讨论

恙虫病的诊断常常依据以下几点 [10 ]：①流行病学

资料，发病前3周内是否到过恙虫病流行区，在流行季

节有无户外工作、露天野营或在林地草丛上坐、卧等。

②临床表现，起病急，高热，颜面潮红，焦痂或溃疡，皮

疹，浅表淋巴结肿大，肝脾肿大，尤以发现焦痂或特异

性溃疡最具临床诊断价值。对怀疑本病的患者应仔细

寻找焦痂或溃疡，它多位于肿大、压痛的淋巴结附近。

③实验室检查，外周血白细胞多减少或正常，重型患儿

或有并发症时可增多，分类中常有中性粒细胞核左移、

淋巴细胞数相对增多；外斐试验效价1 : 160或以上具

有诊断意义，若在病程中隔周进行检查，效价升高4倍

以上诊断意义更大；检测血清中的恙虫病特异性 IgM
或 IgG抗体，其中特异性 IgM抗体的检测有早期诊断

价值；病原学检查分离出恙虫病东方体或PCR检测血

液等标本中的恙虫病东方体基因。

根据 HLH 的诊断标准（HLH- 2004）[ 11 ]。第 1，
发现 HLH 相关的分子遗传学异常。第 2 满足下列诊

断标准 8 条中的 5 条：①发热；②脾肿大；③血细胞

减少（两系或三系），Hb< 90 g/L（新生儿< 100 g/L），
ANG< 1 . 0×109 /L，PLT< 100×109 /L；④高三酰甘油

血症和 /或低纤维蛋白原血症，三酰甘油（空腹）≥3 .0 
mmol/L，纤维蛋白原≤1.5g/L；⑤骨髓检查/活检或脾、

淋巴结、皮肤穿刺/活检发现噬血细胞，无恶性病证据；

⑥NK细胞活性降低或完全缺少；⑦血清铁蛋白增高

（≥500 μg/L)；⑧可溶性CD25（IL-2受体）增高（≥2 
400 IU/mL）。满足以上第1或第2两条中的任1条者可

诊断为HLH。

回顾检索到的恙虫病继发HLH病例资料，发现恙

虫病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的临床特征是非特异性的。

虽然脾肿大、血小板减少、血清铁蛋白升高尤为突出，

根据HLH- 2004的诊断标准，这些也可出现在其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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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HLH，但我们发现除上述改变外，白蛋白减少也

常见于恙虫病继发的HLH。从起病（开始发热）到出

现HLH的临床症状大约（9± 4）天 [ 8 ]。因此，早期诊

断和治疗非常重要，使用适当的抗生素治疗可避免发

展成HLH或其他严重并发症，据报告有严重并发症的

患者病死率高达30%[12 ]。

目前尚无儿童恙虫病继发HLH的明确治疗策略。

高细胞因子血症是严重HLH病理机制的关键因素，因

此控制高细胞因子血症是挽救患儿的第一步 [ 13 ]。免

疫调节治疗是恙虫病继发HLH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检索到的研究中，大多数患者都接受了免疫调节

治疗，无论是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还是激素。虽然免

疫调节很重要，但毫无疑问，首要的是选择合适的抗

生素，5例误诊患儿均使用丙种球蛋白或激素但未用

适当的抗生素，其中4例死亡 [ 8 ]。氯霉素是首选药物，

且有良好的疗效，其次是多西霉素。氯霉素应避免在

G- 6 -PD缺乏症的患儿中使用，因其可能引起溶血，而

多西霉素在我国禁止用于8岁以下的儿童。文献中共

7例患儿，加上本文 1例使用阿奇霉素治疗，其中 2例

无效最后换用氯霉素 [ 8 ]，包括本例在内 6例患儿使用

阿奇霉素治疗均获得满意的效果。表明阿奇霉素可作

为除氯霉素、多西霉素外的另一种选择。在HLH-2004
指南中，地塞米松、依托泊苷、环孢素A被推荐作为初

始化疗方法 [ 14 ]，然而，恙虫病继发HLH似乎没有必要

化疗。在应用合适的抗生素、丙种球蛋白和激素后，大

多数（81 .25%）患者获得缓解。

综上所述，恙虫病的诊断常常被延迟，恙虫病继

发HLH者除HLH的表现外，还常常伴有白蛋白减少。

阿奇霉素可作为除氯霉素外的另一种选择，联合使用

丙种球蛋白或激素有利于减缓病情。适当的抗生素及

免疫调节是治疗恙虫病继发HLH的关键，多数患者预

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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