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性惊厥 

急症处理 

• 热性惊厥持续状态是一种医学急症 7 

o 如果出现惊厥持续状态（发作超过 5 分钟或到达急诊室时仍有惊厥发作），可使用苯二氮

卓类药物终止惊厥发作 

• 如果根据病史和体格检查怀疑脑膜炎，应给予抗生素治疗 

概要 

要点 

• 热性惊厥是一次热程中出现的惊厥发作，通常发生于 6 个月-6 岁的婴儿和儿童，且除外颅内感染、

代谢紊乱、创伤及无热惊厥史 1 2 

• 热性惊厥是良性疾病，在 6 个月-5 岁儿童中的发病率为 2%-5% 1 3 

• 单纯性热性惊厥是全面性发作，常发生于既往健康的儿童，持续时间少于 15 分钟 1 

• 复杂性热性惊厥的特征是惊厥发作时间长（＞15 分钟），局灶性发作和/或 24 小时内反复出现惊厥 1 

• 首次热性惊厥发作的危险因素包括高热（＞40℃）、病毒感染、发育迟缓和热性惊厥家族史 1 

• 绝大多数单纯性热性惊厥发作能够自行缓解，不需要进行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或治疗；单纯性热

性惊厥发作后应对发热病因进行重点评估 

• 复杂性热性惊厥需要请神经科会诊，可能需要进行影像学和脑电图检查；所有持续时间超过 5-10 分

钟的热性惊厥均应给予劳拉西泮或地西泮治疗 1 4 

• 热性惊厥持续状态患儿需住院治疗；复杂热性惊厥患儿若发作后神经功能状态无法恢复到基线水平，

也需住院治疗 

• 单纯性热性惊厥的总体预后良好，癫痫的发生率较低，无神经认知功能障碍的风险 

• 6 岁以前单纯性热性惊厥的总体复发率约为 33%；复发的危险因素包括阳性家族史、首次惊厥发作

年龄＜18 个月、低热、惊厥发作前发热时间短 1 5 

• 复杂性热性惊厥或伴有神经发育异常的患者发生癫痫的风险较高 6 

易犯错误 

• 未能发现和治疗持续时间较长的热性惊厥发作 

o 即使没有异常的非自主运动，持续性的眼球偏斜或睁眼也是持续惊厥发作的细微体征 

o 惊厥缓解通常以闭眼和深呼吸，然后呼吸节律恢复正常为标志 

• 避免院前通过直肠给予剂量超过 20 mg 的地西泮；较高剂量地西泮通常会导致医源性发作后期延

长，并且在惊厥发作后难以评估患者的精神状态 

• 未完成免疫接种、精神状态持续改变或出现脑膜炎体征的儿童，未考虑到脑膜炎且未给予抗生素治疗 

o 1 岁以下儿童的脑膜刺激征较难评估，因此这个年龄段的患儿应高度警惕脑膜炎 

• 单纯性热性惊厥发作后，没有脑膜刺激征、已免疫接种且状态良好的儿童不需要进行腰椎穿刺 1 

• 进行过免疫接种的单纯性热性惊厥儿童发生严重细菌感染（菌血症）的风险不会增加 

o 发生热性惊厥和未发生热性惊厥的发热患者的诊断性检查相同 

• 积极使用退热药不会降低发病风险或预防单纯性热性惊厥发作 1 

临床定义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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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定义 

• 热性惊厥是一次热程中出现的惊厥发作，通常发生于 6 个月~6 岁的婴儿和儿童，并除外颅内感染、

代谢紊乱、创伤及无热惊厥史 1 2 

• 5 岁以下儿童的发病率为 2%~5% 3 

临床分类 

• 单纯性热性惊厥 

o 发热导致的全面性发作，持续时间＜10~15 分钟，一次热性病程中发作一次，并且在 24 小

时内不会复发 8 

o 不会导致发生癫痫的风险明显增加 

• 复杂性热性惊厥 

o 出现以下任一特征的热性惊厥： 9 

▪ 惊厥发作期间出现部分或局灶性发作特征，或惊厥发作后出现神经功能障碍 10 

▪ 持续时间长（＞15 分钟），一次热程中发作≥2 次 10 

▪ 24 小时内复发 10 

▪ 有些专家认为，对于先前存在神经功能障碍（例如，脑瘫、发育迟缓）的患儿，即

使临床特征提示为单纯性热性惊厥，也应归为复杂性热性惊厥 10 

o 占首次热性惊厥发作的 20%~30% 11 

o 可导致后续发生非诱发性惊厥发作的风险增加 5 倍，尤其是惊厥持续时间长并出现局灶性

特征时 11 

• 热性惊厥持续状态 7 

o 复杂性热性惊厥发作的一个亚型；定义为出现下列任意一项： 

▪ 惊厥发作持续时间≥30 分钟 12 

▪ 反复发作，发作间期意识未恢复达 30 分钟以上 13 

o 占首次热性惊厥发作的 5% 3 

o 多见于婴儿 3 

o 通常由脑病/脑炎和脑膜炎导致 12 

诊断 

临床表现 

病史 

• 发热（＞38℃）14  

o 父母可能会讲述与发热（测量或触摸到）伴随的惊厥 

o 通常在发病 24 小时内出现惊厥 10 

• 不存在下列情况： 15 

o 新生儿惊厥史 

o 既往非诱发性惊厥发作史 

o 惊厥发作符合其他急性症状性惊厥发作的标准 

• 单纯性热性惊厥 

o 既往体健、无神经系统异常的儿童发生全身性非局灶性惊厥发作 

▪ 通常为全身性强直阵挛性发作；偶有失张力发作和阵挛性发作 

• 复杂性热性惊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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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部分发作或局灶性特征，持续时间长（超过 15 分钟），一次热程中发作≥2 次和/或 24 小

时内复发 14 

体格检查 

• 高热，但其他生命体征正常  

• 单纯性热性惊厥发作后就诊 

o 惊厥发作后 1 小时内儿童已恢复正常精神状态 16 

• 复杂性热性惊厥发作后就诊 9 

o 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  

o 惊厥持续时间超过 15 分钟或第二次惊厥  

o 第一次发作后 24 小时内出现第二次惊厥 

o 发作后期会出现过度困乏或难以唤醒 17 

▪ 热性惊厥的发作后期持续时间通常不足 30 分钟 

o 即使没有异常的非自主运动，持续性眼球偏斜或睁眼也是持续性惊厥发作的细微体征 

• 其他检查可能正常或发现潜在感染的体征 

o 感染体征包括： 

▪ 渗出性咽炎 

▪ 口咽部的疱疹 

▪ 中耳炎 

▪ 肺炎体征 

▪ 提示病毒综合征的皮疹（即，变白、无瘀点） 

• 不存在其他可疑诊断（例如，脑膜炎）的特征（例如，瘀点、颈项强直、意识改变、昏迷）10 

病因和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 

年龄 

• 最常见于 6 个月~5 岁的儿童；可发生于 3 个月的婴儿 2 3  

• 发病高峰是 18 个月 3  

遗传 

• 一级或二级亲属有热性惊厥史会增加发病风险 18  

o 有相似热性惊厥史的家庭，发病风险差异很大 10 

o 大约 25%~40%的热性惊厥患儿有阳性家族史 10 

o 热性惊厥患儿的兄弟姐妹发生热性惊厥的风险为 9%~22% 10 

• 遗传性热性惊厥具有高度遗传异质性 2 

o 遗传模式各异，大多数家族性基因型相关分析都没有一个公认的发病机制（OMIM# 

121210）2 19 

o 大多数遗传性热性惊厥似乎假定为多基因或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且外显率各异 20 

种族 

• 日本儿童（高达 7%）和某些太平洋岛国人群（高达 15%）的发病率最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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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危险因素 

• 冬季和夏末为发病高峰季节，与病毒高发季节一致 21  

• 病毒感染通常可导致热性惊厥 

o 可能引起热性惊厥的病毒感染包括： 20 

▪ 人类疱疹病毒 6 型 22  

▪ 流感病毒 A 型 

▪ 人类冠状病毒 HKU1 

• 可导致发热的常用疫苗： 

o 初次接种麻疹疫苗时同时接种水痘疫苗，2 岁以下儿童的发病风险升高 23  

o 细胞型百日咳疫苗 20 

• 围产期因素 

o 低出生体重 24  

o 早产 10 24 

• 首次热性惊厥发作的特定危险因素（除阳性家族史以外）包括： 

o 高热（＞40℃）3  

o 发育迟缓  

o 参加日托 18  

o 新生儿在育婴室内超过 30 天 3  

• 复杂性（尤其长时间的）热性惊厥发作的特定危险因素包括： 

o 首次热性惊厥发作的年龄较小（平均年龄 15 个月 vs 19 个月）8  

o 发育迟缓 8  

o 新生儿在育婴室内超过 30 天 18  

实验室及辅助检查 

主要诊断工具 

   

• 病史和体格检查是诊断热性惊厥的主要工具  

• 单纯性热性惊厥 

o 如果精神状态恢复正常并且没有局灶性神经系统检查异常，大多数儿童单纯性热性惊厥发作

后无需进行诊断性检查 25 

o 如果发作后期持续超过 1 小时，需要考虑其他原因 17 

o 单纯性热性惊厥儿童不推荐常规进行实验室检查 25 26 

▪ 根据发热性疾病的临床表现进行重点评估 27 

▪ 就诊时发生或未发生热性惊厥的发热患者的诊断性检查相同 

▪ 大多数单纯性热性惊厥的儿童，根据病史和体格检查排除脑膜炎的阴性预测价值接

近 100% 10 

▪ 没有脑膜炎特征（例如，瘀点、颈项强直、昏迷、持续性嗜睡、持续惊

厥、Kernig 征、Brudzinski 征、轻瘫或瘫痪）的儿童，可以有效排除脑膜

炎 10 

▪ 临床表现提示轻微脑膜炎的年龄较小的患儿，临床医生在特定情况下应考

虑通过腰椎穿刺排除脑膜炎；美国儿科学会认为下列患者可以选择腰椎穿

刺： 25 

▪ 未能按时接种疫苗的 6~12 个月婴儿发生惊厥和发热 25 

▪ 已使用抗生素治疗的儿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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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明显呕吐、腹泻病史或脱水临床体征的患者应考虑检测电解质和葡萄糖 10 

o 单纯性热性惊厥儿童的常规评估不包括神经影像学检查和脑电图检查 25 28 

• 复杂性热性惊厥 

o 复杂性热性惊厥儿童没有标准化诊断检查 

▪ 需要根据临床怀疑的严重细菌感染（例如，脑膜炎、脑炎、脑脓肿）或结构性或代

谢性异常选择个体化的检测方法 

▪ 请神经科医生会诊治疗 

▪ 部分复杂性热性惊厥患者可能需要腰椎穿刺、神经影像学检查和/或脑电图检查 11 

o 腰椎穿刺 

▪ 12 个月以下婴儿和精神状态未恢复至正常水平或出现颅内感染体征的患者，需要

在复杂性热性惊厥发作后进行腰椎穿刺 11 

▪ 出现热性惊厥持续状态的儿童应考虑腰椎穿刺 

▪ 脑膜炎的发病率约为 0.8%，脑病/脑炎的发病率约为 6.6% 12 

▪ 发生脑病/脑炎的可能性随着热性惊厥持续状态的持续时间延长而增加；

惊厥持续超过 120 分钟，发病率增加至 40% 12 

o 神经影像学检查 

▪ 大多数复杂热性惊厥患儿出现其他需要替代治疗的病变的可能性非常低 11 

▪ 复杂性热性惊厥患者通常不需要进行急诊神经影像学检查（例如，头部 CT、

MRI）11 

▪ 神经影像学检查随访（即，MRI）适用于临床提示神经系统疾病或神经发育障碍、

复发性复杂性热性惊厥、局灶性复杂性热性惊厥、长时间热性惊厥发作或热性惊厥

持续状态的患者 11 

o 脑电图检查 

▪ 门诊脑电图检查有助于对将来发生无热惊厥和/或癫痫风险高的儿童进行分层 11 

实验室检查 

   

• CBC 和血液培养 5  

o 有发生菌血症风险的年龄较小患儿应进行此项检查 

o 需要腰椎穿刺的患儿应进行此项检查 

• 尿液分析和尿培养 

o 有发生尿路感染风险的年龄较小患儿应进行此项检查 

影像学检查 

   

• 急诊头部 CT 扫描 29  

o 考虑行腰椎穿刺或排除占位性病变时，需要头部 CT 确认安全性（即，排除发生脑疝的风

险）11 

▪ 出现颅内压升高体征的儿童应进行此项检查 

▪ 出现持续性局灶性神经功能障碍的儿童应进行此项检查 

▪ 出现持续性精神状态改变的儿童或怀疑外伤的儿童应考虑此项检查 

▪ 如果无法进行头部 MRI 检查，局灶性复杂性抽搐或热性惊厥持续状态患者应考虑

此项检查 

• 头部 MRI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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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对于容易诱发复杂性热性惊厥的既往病变和脑部异常，敏感性高于 CT 扫描 11 

o 神经影像学检查随访可能适用于在下列情况下评估结构性异常： 

▪ 提示神经系统疾病或神经发育障碍的临床特征（例如，小头或巨头畸形、神经皮肤

异常、已有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发作后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持续超过数小时） 

▪ 复发性复杂性热性惊厥 

▪ 局灶性复杂性热性惊厥 11 

▪ 长时间热性惊厥或热性惊厥持续状态 11 

o 热性惊厥儿童更常见海马发育异常，最常见的是海马旋转不良 30 

▪ 长时间或局灶性复杂性抽搐的患者其他常见异常包括皮质下局灶性高信号、白质信

号异常和局灶性皮质发育不良 11 

o 有热性惊厥持续状态史的儿童更常出现海马硬化（中颞叶硬化）30 

▪ 长时间热性惊厥以及发生颞叶癫痫与海马硬化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 31 

▪ 有数据表明，在某些情况下，长时间热性惊厥是颞叶癫痫的标志，而不是导致海马

硬化的直接原因 11 

功能检查 

   

• 脑电图检查 32  

o 热性惊厥发作后 24 小时内的脑电图通常会显示全面背景减慢 11 

▪ 热性惊厥持续状态之后 7 天内可能持续出现异常变化 11 

o 急诊评估 

▪ 如果儿童在热性惊厥发作后仍出现脑病症状，应进行此检查 7 

▪ 如果儿童在热性惊厥发作后精神状态无法恢复正常，应进行此检查（考虑持续性亚

临床癫痫发作）7 

o 门诊评估 

▪ 脑电图检查随访的最佳时机尚不明确 

▪ 复杂性热性惊厥 

▪ 在这个人群中，常规睡眠剥夺脑电图上出现发作间期癫痫样异常

可导致患者发生癫痫或无热惊厥的风险增加 11 

▪ 适用于神经系统异常和发育状态异常的复杂性热性惊厥患者 11 

▪ 出现 1 个以上复杂特征的患者，应考虑进行此检查 11 

▪ 有癫痫家族史的患者，应考虑进行此检查 11 

▪ 单纯性热性惊厥 

▪ 没有证据表明此人群进行脑电图检查可预测未来癫痫或热性惊厥

复发 3 

▪ 不适用于评估神经功能正常的单纯性热性惊厥儿童 25 

有创检查 

腰椎穿刺  

单纯性热性惊厥不常规行此检查 1 

一般说明 

• 目的是明确惊厥发作的原因是否为脑膜炎或脑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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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空心针通过椎体间隙插入蛛网膜下腔，进行下列操作： 

o 采集脑脊液标本 

o 测定蛛网膜下腔的脑脊液压力 

• 患者处于侧卧位（测量压力的首选）或者直立坐位 

• 如果担心占位性病变导致颅内压升高或有发生脑疝的风险，应在腰椎穿刺之前进行影像学检查 11 

适应证 

• 采集和检测脑脊液并测量颅内压 1 

• 绝对适应证包括： 1 

o 根据病史和体格检查发现脑膜炎体征的热性惊厥患儿 

o 精神和神经系统状态未恢复正常的热性惊厥持续状态或复杂性热性惊厥患儿 6 

• 相对适应证包括（下列患者应考虑腰椎穿刺）： 

o 未行乙型流感嗜血杆菌和肺炎链球菌免疫接种（即，发生菌血症和细菌性脑膜炎的风险增

加）或免疫状态未知的出现热性惊厥的 12 个月以下婴儿 25 

o 出现惊厥和发热且已接受抗生素治疗的婴儿或儿童（担心部分治疗的脑膜炎）14 25 

o 出现复杂性热性惊厥的 1 岁以下婴儿 11 

o 出现热性惊厥持续状态的患儿 12 

禁忌证 

• 有颅内压升高的体征 

• 未控制的凝血障碍 

• 穿刺部位皮肤感染 

• 有发生脑疝风险的患者 33 

o 促发脑疝的最佳预测因素（即使 CT 检查结果正常）包括： 

▪ 意识状态恶化（尤其是格拉斯哥昏迷评分≤11 的患者） 

▪ 脑干的征象（例如，瞳孔变化、姿势异常、呼吸不规则） 

▪ 最近发生惊厥 

并发症 34 

• 硬脑膜穿刺后头痛 

• 背痛 

• 神经根损伤 

• 感染 

o 硬膜外脓肿 

o 脑膜炎 

o 椎间盘炎 

o 椎骨骨髓炎 

• 硬膜外血肿 

• 脑疝 

• 表皮样肿瘤形成 

结果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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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性惊厥患儿脑脊液清亮；长时间热性惊厥发作后，患儿脑脊髓液通常正常（96%儿童的白细胞计

数≤5/mm³）35 

• 热性惊厥患儿出现不明原因的脑脊液细胞增多不应归因于惊厥发作，需要迅速评估其他医学解释 35 

• 惊厥且脑脊液白细胞计数≥10/mm³的儿童发生脑膜炎的风险增加 36 

鉴别诊断 

最常见 

• 脑膜炎  

o 最常见的表现是呕吐、头痛、畏光、精神状态改变、脑膜刺激征（例如，中毒外观、易怒、

颈项强直、囱门膨出、Kernig 征、Brudzinski 征、持续嗜睡）、局灶性神经系统体征和/或

瘀点（相关疾病：病毒性脑膜炎） 

o 与单纯性热性惊厥相比，复杂性热性惊厥（例如，长时间或多次抽搐发作）脑膜炎的发病率

更高 11 

o 出现发热和惊厥但没有明显体征（例如，昏迷、迟钝、颈项强直、瘀点）的儿童发生细菌性

脑膜炎的可能性极低（相关疾病：儿童细菌性脑膜炎）37 

o 单纯性热性惊厥儿童可迅速恢复至正常基线状态，没有神经系统异常、没有脑膜征并且可以

与环境正常交流 

o 根据临床表现与热性惊厥进行鉴别 

o 如果怀疑合并脑膜炎，可通过腰椎穿刺和脑脊液检查（例如，病原体培养和病毒聚合酶链反

应）诊断 

o 热性惊厥患者的脑脊液清亮，通常没有细胞增多现象；热性惊厥患者细菌性病原体培养和病

毒聚合酶链反应为阴性 

• Dravet 综合征（即婴儿严重肌阵挛性癫痫）38 

o 是既往健康且发育正常的婴儿出现的罕见的重症难治性癫痫类型，婴儿期（约 6 个月）发

病；起始发病通常就是热性惊厥持续状态 38 

o 热性惊厥通常为偏侧阵挛，也可为全身性发作 

o 癫痫发作可转为慢性，且在出生后的第二年，还会出现其他类型的癫痫发作（例如，局灶性

认知功能障碍性癫痫发作、失神性癫痫发作、肌阵挛性癫痫发作、失张力癫痫发作、非惊厥

癫痫持续状态）和触发癫痫发作的因素（例如，发热、疲劳、光刺激、兴奋、热水 11） 

o 1 岁后出现特征性发育倒退和认知功能下降并出现肌阵挛性抽搐 11 38 

o 根据疾病进展情况与热性惊厥鉴别；Dravet 综合征为慢性和进行性疾病 

o ≥2 岁的患者，可以根据特征性脑电图表现（即，全身性和多灶性癫痫样活动）和 DNA 突变

分析（SCN1A 新生突变或已知与 Dravet 综合征相关的其他病理性变异）确诊 Dravet 综合

征 38 

• 线粒体疾病  

o 线粒体呼吸链缺陷导致的进行性、多系统、遗传性疾病 

o 初期通常表现为热性惊厥；随着年龄增长，发育里程碑开始消失并出现共济失调、行为改变

和无热性癫痫发作 

o 根据疾病是否进展与热性惊厥鉴别；线粒体疾病可导致神经发育倒退、无热性惊厥发作和多

系统疾病 

o 线粒体疾病的诊断非常复杂，需要多名专科医生（例如，神经科医生、心脏科医生、遗传学

家）会诊；评估通常包括： 39 

▪ 评估血液（例如，乳酸、丙酮酸、丙氨酸、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21、生长和分化

因子 15）和尿液中（例如，TCA 循环的中间代谢产物）的线粒体生物标志物 

▪ 通过影像学检查（例如，ECG、脑部 MRI）和神经生理学检查（例如，EEG）评

估受累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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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骼肌和皮肤成纤维细胞活检和组织病理学、免疫组织化学和/或酶学分析 

▪ 通过候选基因或全基因组测序方法进行基因分析 

• 遗传性癫痫伴热性惊厥附加症（相关疾病：儿童癫痫）20 

o 具有表型异质性的一组遗传性癫痫综合征，患者初期通常表现为热性惊厥发作 

o 往往在出生 6 个月内发生热性惊厥，并在热性惊厥发作的典型年龄范围外（即，6 岁以上）

到十几岁之间复发；然而，少数家庭成员只出现一次热性惊厥发作 20 40 

o 大多数患者会出现严重程度不同的无热性惊厥发作（例如全身性强直阵挛性发作、失神性发

作、肌阵挛性发作、局灶性发作） 

o 青春期后惊厥发作通常会减轻；但是，惊厥发作很少能够完全缓解 

o 确定疾病潜在遗传基础的方法不断进步，但尚不能完全明确 20 

▪ 许多家庭可出现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电压门控钠通道 SCN1A 基因病理性变异，导

致表达差异和不完全外显 41 

▪ 多种 SCN1A 病理性变异引起的癫痫样疾病的表型差异极大（即，从轻度

热性惊厥到顽固性癫痫）；存在 300 多种已知的病理性变异 40 

▪ 其他变异之还包括少数其他电压门控钠通道基因（例如，SCN2A、SCN1B、
SCN9A）和 GABAa 受体基因（即，GAVRG2、GABRD）的病理性变异 41 

o 根据疾病进展情况与热性惊厥进行鉴别 

o 可以通过分子诊断技术（即，基因序列分析、缺失/重复分析）确诊 SCN1A 相关性癫痫；

有包括 SCN1A 和其他有关基因的多基因检测板可供选择 41 

治疗 

治疗目标 

• 终止正在发作的惊厥 

• 发热给予对症处理 

• 为患者和/或家长提供或安排咨询、安慰和教育 

住院及转诊 

入院标准 

绝对标准 

• 热性惊厥发作后精神和神经状态未恢复正常 

• 无法鉴别的感染或需要住院的感染 

• 看护人员严重焦虑并且担心在家中应对反复惊厥发作 

• 如果患者在家中发生失代偿，急诊就诊存在交通障碍（例如，恶劣天气、到急症机构的交通时间长） 

• 担心发生脑膜炎 10 

相对标准 

• 需要使用药物终止惊厥发作的热性惊厥 

• 复杂性热性惊厥 

ICU 收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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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性惊厥持续状态 

推荐转诊专科医生 

• 将出现下列任何一种情况的患者转诊至儿童神经科医生进行进一步评估和治疗： 

o 复杂性或长时间热性惊厥发作 4 

o 热性癫痫持续状态 

o 需要使用药物终止惊厥发作的热性惊厥 

o 出现提示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特征（例如，小头或巨头畸形、神经皮肤异常、严重发育迟

滞、既往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发作后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持续超过数小时） 

o 频繁复发的单纯性热性惊厥 

o 单纯性热性惊厥发作后 1 小时未恢复正常精神状态 42 

治疗方法 

已缓解的单纯性热性惊厥不推荐特殊治疗 43 

• 一项 Cochrane 综述报告，间歇性使用地西泮和连续使用苯巴比妥的热性惊厥儿童复发率降低，但不

良反应发生率可达 30% 43 

使用退热药（例如，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治疗发热 

长时间的热性惊厥应紧急终止惊厥治疗 44 

• 到达急诊科时仍持续的热性惊厥 3 

• 持续时间超过 5~10 分钟的热性惊厥 4 7 

o 热性惊厥持续状态具有耐药性，通常需要使用多种药物才能终止惊厥发作 1 

o 早期治疗可使惊厥发作持续时间缩短 1 

• 一线药物是苯二氮卓类药物 44 

o 院前治疗选择包括肌肉注射咪达唑仑；或 100g/L 水合氯醛溶液灌肠 

o 可以静脉注射时，地西泮是首选药物 16 45 

o 无法静脉注射时，咪达唑仑是首选药物 16 46 

• 二线药物是磷苯妥英，仅用于治疗热性惊厥持续状态 44 

• 苯二氮卓类或磷苯妥英仍无法终止的热性惊厥持续状态，可以根据神经科医生的建议使用苯巴比妥和

丙戊酸治疗 44 

• 结合神经科医生的建议，治疗耐药性惊厥持续状态的最后可用药物包括拉考沙胺和左乙拉西坦 44 

药物治疗 

• 治疗热性惊厥持续状态的一线药物 44  

o 苯二氮卓类药物 

▪ 地西泮  

▪ 静脉注射地西泮是首选 47 

▪ 地西泮注射液；新生儿†：在一项对小年龄患儿（最小生后 2

周）进行的回顾性研究中，起始剂量为按体重一次

0.1~0.15mg/kg，静脉注射，单次给药，必要时每 10 分钟重复

给药一次。控制惊厥持续状态所需的平均总剂量为按体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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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8 mg/kg（范围为按体重一次 0.09-0.71 mg/kg，静脉注射，

单次给药）；成功终止了 11/16 名患者的癫痫发作（69%）。 

▪ 地西泮注射液；1 个月-4 岁的婴儿和儿童：按体重一次 0.3-0.5 

mg/kg（最大剂量：一次 10 mg），静脉注射，如推注过程中发

作终止即停止推注，若 5 分钟后发作仍未控制或控制后复发，

可重复一剂。 

▪ 地西泮注射液；5-17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按体重一次 0.3-0.5 

mg/kg（最大剂量：一次 10 mg），缓慢静脉注射，如推注过程

中发作终止即停止推注，若 5 分钟后发作仍未控制或控制后复

发，可重复给药一次。 

▪ 直肠给予地西泮 3  

▪ 结合神经科建议，适用于在家治疗持续时间超过 5 分钟的长时

间或多次热性惊厥发作的儿童 

▪ 地西泮直肠凝胶；2-5 岁儿童：按体重一次 0.5 

mg/kg，经直肠给药。必要时， 可在 4-12 小时后再次

给药。 

▪ 地西泮直肠凝胶；6-11 岁儿童：按体重一次 0.3 

mg/kg，经直肠给药。必要时，可在 4-12 小时后再次

给药。 

▪ 地西泮直肠凝胶；12 岁以上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

按体重一次 0.2 mg/kg，经直肠给药，必要时，可在 4-

12 小时后再次给药。 

▪ 不同年龄的一般剂量为 6~12 个月的婴儿为 2.5 mg，1~5 岁的儿

童为 5 mg，5~9 岁的儿童为 7.5 mg 10 

▪ 直肠给予地西泮的最大剂量为 20 mg 53 

▪ 劳拉西泮  

▪ 静脉注射，与地西泮疗效相似 48 

▪ 劳拉西泮注射液；新生儿†：按体重一次 0.05~0.1 mg/kg，静脉

注射，注射时间 2-5 分钟；可以在 10-15 分钟后重复给药。 

▪ 劳拉西泮注射液；婴儿†，儿童†和青少年†：按体重一次

0.05~0.1 mg/kg（最大剂量：一次 4 mg），静脉注射，单次给

药，注射时间 1-2 分钟；可根据需要在 10-15 分钟后重复给药。

最大速度：2 mg/min。 

▪ 鼻内咪达唑仑 49 50  

▪ 若建立静脉通道困难，可鼻内给药；持续超过 5 分钟的长时间惊厥发作

可在家中给药 

▪ 鼻内给予咪达唑仑可以缩短惊厥发作持续时间，并且安全性优于直肠给予

地西泮（例如，更少发生呼吸抑制和氧饱和度降低）51 

▪ 盐酸咪达唑仑注射液；婴儿、儿童和青少年：鼻内给药，按体重

一次 0.2-0.5 mg/kg（最大剂量：一次 10 mg）；两个鼻孔平分

剂量。使用粘膜雾化装置。52 

• 治疗热性惊厥持续状态的二线药物 44 

o 适用于苯二氮卓类药物治疗后未终止的热性惊厥  

▪ 磷苯妥英  

▪ 由于心血管安全性更好，因此优于苯妥英 

▪ 磷苯妥英钠注射液；婴儿、儿童和青少年：按体重一次 15-20 mg PE/kg

（最大剂量：一次 1,500 mg），静脉注射，单次给药，给药速度为按体

重每分钟 2 mg PE/kg（最大速度：每分钟 150 mg PE）。CYP2C9 酶代

谢中等或较差的患者，给予标准负荷剂量。如果癫痫发作持续，一些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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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再次给予按体重 5-10 mg PE/kg 次 （最大总负荷量：30 mg 

PE/kg）之前或同时给予苯二氮卓类药物。静脉滴注期间，持续监测

ECG、血压和呼吸功能，持续到滴注结束后 10-20 分钟。 

非药物和支持性治疗 

• 治疗发热 

o 布洛芬  

o 对乙酰氨基酚 

• 安慰  

o 教育患者及家属，既往无神经系统异常的儿童单纯性热性惊厥为良性疾病 42 

o 教育患者及家属，可能的复发风险以及如何处理可能的复发 13 

o 为家长提供热性惊厥的书面预期指导 42 

• 向看护人员提供家庭急救药物（例如，直肠给予地西泮、鼻内给予咪达唑仑），以便发作持续时间超

过 5 分钟时使用： 11 

o 持续时间超过 10 分钟的热性惊厥患者 54 

o 无法到医疗机构或急诊就诊的患者 54 

o 热性惊厥导致家长严重的持续性焦虑 52 

特殊人群 

• 12 个月以下儿童 

o 仔细评估可能存在的脑膜炎 

• 未完成免疫接种或无法确定免疫状态的儿童 

o 仔细评估可能存在的脑膜炎 

• 进行过免疫接种的儿童出现单纯性热性惊厥，不会增加发生严重细菌感染（菌血症）的风险 

监测 

• 在出院回家前监测单纯性热性惊厥发作后的临床状态 42 

o 出院标准为满足下列所有条件： 

▪ 患者的精神和神经系统状态已恢复至正常 

▪ 已排除或适当治疗严重细菌感染 

▪ 家长对出院满意，可以进行密切随访 

• 在计划出院回家前监测复杂性热性惊厥发作后的临床状态 

o 由于复发风险增加，复杂性热性惊厥发作后儿童需要更长的监测时间 54 

并发症和预后 

并发症 

• 热性惊厥持续状态  

• 癫痫发作（相关疾病：儿童癫痫） 

o 单次单纯性热性惊厥不会增加癫痫发病风险 

▪ 首次单纯性热性惊厥发作后发生癫痫的风险约为 1%~2% 13 16 

▪ 一般人群的癫痫发病风险约为 0.5% 13 

▪ 多次单纯性热性惊厥儿童的癫痫发病风险略增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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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复杂性热性惊厥发生癫痫的风险增加 5 倍 11  

▪ 首次复杂性热性惊厥发作后发生癫痫的危险因素包括： 

▪ 存在神经发育异常的基础疾病（例如，脑瘫、脑积水）11 

▪ 家长或年长同胞有癫痫的家族史 11 

▪ 发热的时间（惊厥发作前 1 小时内出现发热）7 

▪ 脑电图随访可见局灶性癫痫样活动 4 

▪ 如果儿童出现 1 种以上热性惊厥的复杂特征（例如，长时间和局灶性），发病风

险会进一步增加 11 

▪ 如果出现 2 种复杂特征，发病风险可高达 22%；如果出现 3 种复杂特

征，发病风险高达 49% 16 

o 使用抗癫痫药物治疗不会改变热性惊厥儿童的癫痫发病风险 3 

• 复发性热性惊厥 55  

o 早期复发（首次热性惊厥发作 7 天内）55 

▪ 早期复发的危险因素 

▪ 局灶性或长时间热性惊厥（超过 15 分钟） 

▪ 大约 90%的热性惊厥早期复发患者在首次热性惊厥发作后 24 小时内复发 

▪ 复发的中位时间为 6 小时 

o 远期复发 

▪ 大约三分之一首次热性惊厥儿童会在 6 岁之前复发 1 次，随后出现发热性疾病 7 

▪ 10%会出现 3 次及以上的热性惊厥发作，随后出现发热性疾病 3 

▪ 首次热性惊厥复发的危险因素包括： 57 

▪ 一级亲属有热性惊厥史 

▪ 年龄＜18 个月 

▪ 就诊时低热（＜40℃） 

▪ 发热后 1 小时内发生惊厥 

▪ 危险因素可叠加 7 

▪ 没有危险因素的儿童的复发几率低于 15% 5 

▪ 有 1 种危险因素的儿童的复发几率约为 20% 16 

▪ 有 2 种危险因素的儿童的复发几率约为 30%~60% 16 

▪ 有 3 个危险因素的儿童的复发几率≥60% 16 

▪ 热性惊厥复发的其他危险因素可能包括： 

▪ 首次就诊时即为复发性惊厥发作 57 

▪ 后续频繁出现发热性疾病 57 

▪ 无热惊厥或癫痫家族史 4 58 

o 热性惊厥复发的预防 

▪ 使用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治疗发热不能有效预防热性惊厥复发 4 58 

▪ 持续使用某些抗癫痫药物（例如，苯巴比妥、普立米酮、丙戊酸、左乙拉西坦 11）

可以预防频发热性惊厥复发，但很少适用 3 27 

▪ 出现发热时间歇性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例如，口服或直肠给予地西泮）可以减少

频发热性惊厥复发，但很少适用 27 

▪ 单纯性热性惊厥 

▪ 美国儿科学会建议，发热时不推荐连续或间歇使用抗惊厥药物（例如，地

西泮、咪达唑仑）预防单纯性热性惊厥，原因如下： 27 

▪ 除复发率高外，单纯性热性惊厥没有长期不良影响 

▪ 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的患者与未使用的患者的长期预后没有差异 

▪ 苯二氮卓类药物的镇静作用可能掩盖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临床体

征 

▪ 复杂性热性惊厥 

▪ 长时间复杂性热性惊厥多次复发需要根据神经科建议进行个体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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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I 发现特定异常（例如，颞叶内侧硬化）或脑电图可见发作间期癫痫

样活动的患者，如果药物治疗惊厥发作无效，使用抗癫痫药物治疗或癫痫

手术治疗可能更有效 11 

预后 

• 单纯性热性惊厥 

o 不会导致永久性神经系统后遗症 60 61 

o 死亡率不会增加 61 

• 复杂性热性惊厥 

o 复杂性热性惊厥发作后 2 年内的死亡率略有增加（校正后死亡率比值为 1.99）62 

• 热性惊厥持续状态 

o 尚无证据显示热性惊厥持续状态后会出现永久性认知或神经功能障碍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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