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崎病 

概要 

要点 

• 川崎病是一种常见于儿童的急性、自限性、免疫性血管炎，以中小血管受累为特征，可导致冠状动脉

瘤 

• 根据发热，并且出现下列 5 项主要临床表现中的 4 项进行诊断 66： 

o 皮疹（多形性，但并非水疱或大疱状） 

o 口唇和口腔改变 

o 双侧球结膜充血 

o 四肢末梢改变 

o 颈部淋巴结肿大 

• 不完全性川崎病是指发热≥5 d，但主要临床特征不足 4 项 66 

• 如果因为首诊时未满足部分标准（5 个主要标准中的一些体征可能在后期出现）而导致鉴别诊断困

难，可以根据多次体检和支持性实验室结果（例如，C 反应蛋白和红细胞沉降率等炎症标志物水平升

高）做出不完全性川崎病的诊断 

• 所有怀疑川崎病的儿童都需要进行 ECG、超声心动图检查并咨询儿童心脏科医生 

• 主要治疗是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和阿司匹林。发生冠状动脉瘤风险较高的患者（即出现长时间发热

和/或治疗延迟的患者），建议增加糖皮质激素治疗并咨询专科医生 

• 如果在发热 10 天内进行有效治疗，大多数冠状动脉受累轻的川崎病患儿可恢复至正常健康状态 

• 川崎病患者的超声心动图检查出现冠状动脉瘤时，根据发生心肌梗死的风险分层及冠状动脉受累程度

和类型进行个体化监测和治疗 1 

易犯错误 

• 任何不明原因发热超过 5 天的儿童，都应将川崎病作为鉴别诊断 

• 症状可能依次而非同时出现，首诊时可能并不会出现所有体征；因此，详细和准确采集病史对避免漏

诊至关重要 

• 临床表现与出现血管炎体征的许多其他疾病重叠；出现不明原因的长期发热儿童应考虑川崎病 

• 首诊时，炎症标志物（例如 C 反应蛋白、红细胞沉降率、白细胞计数）水平可能正常，可能需要多

次检测才能确诊不完全性川崎病 

• 低龄儿童可能仅出现发热和很少的临床特征；6 个月以下婴儿若发热≥7 天、具有全身性炎症的实验

室证据且无其他可以解释的发热原因时，应考虑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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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因为治疗延迟，不完全性川崎病患者发生冠状动脉瘤的风险增高，应高度警惕 

急症处理 

• 虽然本病为自限性疾病，但应在明确诊断后尽早开始治疗，将冠状动脉瘤形成的风险降至最低 

• 川崎病患儿可以出现由心脏或心脏周围血管炎症导致的心肌炎、休克、心力衰竭、心室功能障碍和缺

血性心脏病的体征。出现这些体征的患儿应迅速给予对症治疗以稳定病情 

临床定义及分类 

临床定义 

• 川崎病是一种常见于儿童的急性、自限性、免疫性血管炎，中小血管最常受累，可导致冠状动脉瘤 

临床分类 

• 完全性川崎病 

o 发热，满足以下 5 项主要诊断标准中至少 4 项 66： 

▪ 皮疹：弥漫性斑丘疹、猩红热样和多形性红斑样皮疹 

▪ 口唇红、干燥、皲裂、 脱皮和出血；草莓舌；口咽黏膜弥漫性充血 

▪ 双侧球结膜充血，无渗出 

▪ 急性期出现手掌、足底潮红和指（趾）硬性水肿，有时伴有疼痛；2~3 周手指和脚

趾出现从甲周开始的脱皮（膜状脱皮），并可能延伸到手掌和脚底 

▪ 颈部淋巴结非化脓性肿大（直径≥1.5 cm）；常为单侧 

• 不完全性川崎病 1 

o 发热持续时间≥5 天，未能满足完全性川崎病 5 项诊断标准中的至少 4 项 

o 占川崎病的 15%~20% 2 

• 根据疾病分期分类 3 

o 急性期：10 天以内 

▪ 开始并且持续发热；开始出现皮肤、口唇、口咽黏膜、双侧球结膜、四肢末梢、颈

部淋巴结受累 

o 亚急性期：第 10 天~ 6.5 周 

▪ 如果未给予有效治疗，发热可能持续到亚急性期；皮肤、口唇、口咽黏膜、双侧球

结膜、四肢末梢、颈部淋巴结症状可逐渐消退 

▪ 动脉瘤通常在发病第 2 周左右开始出现，到亚急性期结束时，动脉瘤形成、炎症

逐渐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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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期发生猝死的风险最高 

o 恢复期：6.5~9 周 

▪ 发热和其他急性炎症变化消退 

▪ 罕见发病 8 周后出现新发动脉瘤 

诊断 

临床表现 

 

川崎病：双侧球结膜炎。非渗出性、非溃疡性双侧球结膜炎。未累及边缘和虹膜周围的无血管区。 

From Torok K et al: Rheumatology. In: Zitelli BJ et al, eds: Zitelli and Davis’ Atlas of Pediatric Physical 

Diagnosis. 6th ed. Philadelphia, PA: Saunders; 2012:259-98, Figure 7-69. 

 

川崎病：口唇和口腔粘膜表现。A，口唇充血、干燥、皲裂。B，草莓舌。 

From Torok K et al: Rheumatology. In: Zitelli BJ et al, eds: Zitelli and Davis’ Atlas of Pediatric Physical 

Diagnosis. 6th ed. Philadelphia, PA: Saunders; 2012:259-98, Figure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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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病：躯干荨麻疹样皮疹。 

From Torok K et al: Rheumatology. In: Zitelli BJ et al, eds: Zitelli and Davis’ Atlas of Pediatric Physical 

Diagnosis. 6th ed. Philadelphia, PA: Saunders; 2012:259-98, Figure 7-71. 

 

川崎病：会阴部皮疹和颈部皮疹。A，会阴部皮疹伴脱皮。B，颈部皮疹伴脱皮。摩擦部位皮疹脱皮早于肢端

脱皮。 

From Torok K et al: Rheumatology. In: Zitelli BJ et al, eds: Zitelli and Davis’ Atlas of Pediatric Physical 

Diagnosis. 6th ed. Philadelphia, PA: Saunders; 2012:259-98, Figure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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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病：手部肿胀、红斑。可见纺锤形外观。 

From Torok K et al: Rheumatology. In: Zitelli BJ et al, eds: Zitelli and Davis’ Atlas of Pediatric Physical 

Diagnosis. 6th ed. Philadelphia, PA: Saunders; 2012:259-98, Figure 7-73. 

 

川崎病： 手指端膜状脱皮。 

From Torok K et al: Rheumatology. In: Zitelli BJ et al, eds: Zitelli and Davis’ Atlas of Pediatric Physical 

Diagnosis. 6th ed. Philadelphia, PA: Saunders; 2012:259-98, Figure 7-74. 

 

川崎病：疾病恢复期指甲 Beau′s 线。 

From Torok K et al: Rheumatology. In: Zitelli BJ et al, eds: Zitelli and Davis’ Atlas of Pediatric Physical 

Diagnosis. 6th ed. Philadelphia, PA: Saunders; 2012:259-98, Figure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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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崎病：尿道口炎症。 通常可导致无菌性脓尿。 

From Torok K et al: Rheumatology. In: Zitelli BJ et al, eds: Zitelli and Davis’ Atlas of Pediatric Physical 

Diagnosis. 6th ed. Philadelphia, PA: Saunders; 2012:259-98, Figure 7-76. 

 

川崎病：面部和颈部炎症。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治疗之后，淋巴结肿大消退，面部水肿消退。 

From Gitomer SA et al: Pediatric lymphedema caused by diffuse cervical lymphadenopathy: 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nt J Pediatr Otorhinolaryngol. 87:67-70, 2016, Figure 3. 

病史 

• 症状通常依次出现，而非同时出现 4 

o 有些临床特征在就诊时已经消失，而另一些特征在首诊后仍会进展 

o 常见轻度、非特异性上呼吸道或胃肠道前驱症状 

• 几乎所有患者都会出现发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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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体温通常较高（高于 39℃，甚至 40℃） 

o 通常持续到急性炎症期后才会退热。如果未予治疗，发热可能持续长达 6 周 

o 退热药治疗发热效果不佳 6 

• 易激惹非常常见，可能在发热前出现  

o 哭闹 

o 阵发性易激惹 

• 皮疹  

o 通常为全身性皮疹，最长持续 2 周 3 

• 口唇和口腔改变 

o 口唇充血、干燥、皲裂、疼痛；常于发病后 2-3 天出现 3  

o 口咽粘膜弥漫性充血、草莓舌 

• 眼部 

o 眼部症状通常在出现发热后不久出现 3 

o 眼睛发红，没有分泌物  

o 畏光和流泪  

o 视力模糊  

• 四肢末梢 

o 通常从第 4 天开始出现症状，第 10 天最严重，2~3 周消退 3 

o 手掌、足底潮红和指（趾）端硬性水肿，有时伴有疼痛 66  

o 2~3 周手指和脚趾出现从甲周开始的脱皮（膜状脱皮），并可能延伸到手掌和脚底 66  

o 可因疼痛而拒绝负重或行走  

• 颈部淋巴结肿大可导致颈部肿胀 3  

• 通常发病最初几天内关节疼痛和肿胀轻微，但是发病 14~16 天时症状可能加重，3~4 周逐渐缓解 3  

• 胃肠道症状 

o 呕吐是常见的非特异性症状  

o 可能出现腹泻和腹痛  

• 疾病早期偶可出现流涕和咳嗽  

体格检查 

• 多形性皮疹通常在病程早期出现，可见于大约 80%~90%的患者 6 7 

o 可见多种皮疹类型：斑丘疹、猩红热样皮疹、荨麻疹样、多形红斑、弥漫性红皮病和/或鳞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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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几乎不会出现大疱或水泡样皮疹 

o 分布广泛；在躯干、四肢和会阴区域密集 

▪ 67%的患者会出现肛周红斑 7  

o 卡疤红肿是指原卡介苗接种处急性炎症，是川崎病的一项相对特异的早期表现 66 

• 80%~90%的患者会出现口唇和口腔表现 6 7 

o 口唇充血、干燥、皲裂 

o 草莓舌  

o 口咽黏膜弥漫性充血  

o 可伴发口腔溃疡和咽部渗出，但不是川崎病特征性表现 66 

• 80%~90%的患者可出现球结膜充血 6 7  

o 结膜炎通常为双侧、无痛，无渗出 

o 通常为不累及边缘的球结膜充血 

• 眼科检查显示高达 83%的患者会出现前葡萄膜炎或急性虹膜睫状体炎 8  

o 视力下降  

o 畏光 

o 边缘充血 

o 瞳孔缩小  

o 裂隙灯检查结果异常，偶有结膜下出血及点状角膜炎 

• 80%~90%的患者出现四肢末梢变化 6 7 

o 可能表现轻微，表现为手掌和足底水肿、红斑，持续 1~3 天 9 

o 可能进展，累及整个手足，踝部和腕部出现明显的红斑分界线 

o 5 个主要症状中，通常最后出现四肢末梢变化 6 

o 病程晚期常见手指和足趾膜状脱皮（2~3 周） 

▪ 脱皮通常从手指和足趾的甲周区域开始 

o Beau′s 线是横穿指甲的横向深沟，可在出现发热后 1~2 个月时出现 1  

• 大约 50%的患者出现颈部淋巴结肿大 6 7 

o 通常为单个淋巴结，单侧，位于颈前区，质硬，固定，直径＞1.5 cm 

o 弥漫性淋巴结肿大不符合此诊断 

• 心脏体检结果通常异常，可以反映出心肌炎（常见）、心包炎、心内膜炎和瓣膜或冠状动脉受累 1  

o 心动过速  

o 心前区心音亢进  

o 奔马律 10  

o 心包摩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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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新出现的心脏杂音  

o 心音低沉  

• 50%的患者可见无菌性脑膜炎体征 11  

o 少动  

o 轻度颈项强直  

o 克尼格征和布鲁津斯基征阳性  

• 其他常见临床表现包括： 

o 既往卡介苗注射部位出现红斑和硬结 

o 7.5%~30%的患者可见少关节型或多关节型关节炎/关节痛 7 

▪ 关节肿胀、发红、压痛 

▪ 最常累及下肢 

▪ 第一周通常为小关节的多关节炎 

▪ 1~2 周后，出现典型少关节的大关节炎 

o 胆囊积水的体征 1  

▪ 右上腹疼痛 

▪ 黄疸 

• 其他少见临床表现包括： 

o 休克（通常为心源性）  

▪ 细脉、毛细血管再充盈时间延长、心动过速和低血压 

▪ 心脏杂音和/或奔马律 

o 肝脏肿大和黄疸  

o 外周面神经麻痹的体征  

▪ 半侧面部麻痹  

o 脑病体征  

▪ 精神状态改变和意识障碍 

▪ 共济失调 

诊断方法 

主要诊断依据 

• 如果符合完全性川崎病的诊断标准，可根据病史和体格检查做出诊断 1  

o 首诊时检查血常规、红细胞沉降率和 C 反应蛋白，随访也要检测这些指标来评估炎症变化

和治疗效果 

o 如有指征，进行肝功能检测、脑脊液分析和尿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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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所有患者进行基线 ECG 和超声心动图检查，评估心脏受累程度 

o 根据临床表现，可以完善其他检查（例如，快速病毒检测、血液培养、可疑感染的特殊血清

学检测） 

▪ 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病毒性病原体的结果为阳性（例如，鼻病毒、肠病毒）不能完全

排除川崎病的诊断 24 

• 不完全性川崎病的诊断 

o 随时咨询专家（通常指儿童心脏科医生或儿童感染科医生）1 

o 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颈部淋巴结肿大（通常为单侧）和四肢末梢变化（这些表现在不完全性

川崎病中的发生率低于完全性川崎病）16。卡疤红肿是指原卡介苗接种处急性炎症，是川崎

病的一项相对特异的早期表现 66 

o 其他可疑的临床表现包括胆囊水肿、无菌性脑脊液细胞数异常增加、B 型脑钠肽或 N 末端 B

型脑钠肽水平升高、低钠血症、左心室体积增大和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 16 

o 发热持续≥5 天且出现 2 或 3 个川崎病典型特征的儿童以及不明原因发热持续≥7 天的 6 个月

及以下婴儿需进一步完善实验室检查 1 66： 

▪ C 反应蛋白≥30 mg/L 和/或红细胞沉降率≥40 mm/h1： 

▪ 如果下列实验室检测结果有 3 项及以上为阳性或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阳

性，开始治疗 1： 

▪ 贫血 1 

▪ 血小板计数≥ 450×10⁹/L（发热 7 天后）1 

▪ 白蛋白水平≤30 g/L 1 

▪ ALT 水平升高 1 

▪ 白细胞计数≥15×10⁹/L 1 

▪ 出现脓尿（每个高倍视野中的白细胞≥10 个）1 

▪ 如果出现下列任何一项，认为超声心动图为阳性 1： 

▪ 冠状动脉左前降支或右冠状动脉的 Z 值≥2.5 1 

▪ 可见冠状动脉瘤 1 

▪ 以下特征性变化≥3 项，包括 1： 

▪ 左心室功能下降 

▪ 二尖瓣反流 

▪ 心包积液 

▪ 冠状动脉左前降支或右冠状动脉 Z 值为 2 ~ 2.5 

▪ C 反应蛋白＜30 mg/L 并且红细胞沉降率＜40 mm/h1： 

▪ 如果持续发热，重新进行临床和实验室评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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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出现从甲床开始的典型脱皮，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 1 

• 其他生物标志物异常可能增加川崎病急性期的诊断，包括： 

o N 末端 B 型脑钠肽、载脂蛋白 B、结合珠蛋白、肌酸激酶 MB 和血清肌钙蛋白 I 水平升高；

中性粒细胞表达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纤维蛋白原相关性血浆蛋白水平升高 20 

o 载脂蛋白 A-I 水平下降 20 

o 遗传关联的和 HLA 多态性 20 

• 其他实验室异常包括： 

o 低钠血症（血钠＜135 mmol/L）25 

▪ 可能是巨大冠状动脉瘤的一个危险因素 

o 血脂异常（例如，甘油三酯水平升高、HDL 和总胆固醇水平降低）26 

• 辅助诊断流程的详细指南包括： 

o 日本循环学会联合工作组 2013 年指南 27 

o 日本儿童心脏科和心脏外科学会 2012 年指南 28 

o 美国心脏协会 2017 年指南 1 

实验室检查 

• C 反应蛋白水平 1 11 

o 通常≥30 mg/L 

o 急性期普遍升高 1  

o 炎症消退过程中，比红细胞沉降率更快恢复正常 

o 首诊时如果不升高；需要连续检测 

• 红细胞沉降率 1 11 

o 通常≥40 mm/h  

o 普遍升高 

o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治疗后可能假性升高 

o 首诊时如果不升高；需要连续检测 

• 血常规  

o 白细胞计数＞15×10⁹/L 

▪ 至少 50%的患者升高 11 

▪ 首诊时如果不升高；需要连续检测 

▪ 急性期以中性粒细胞为主 

▪ 血小板计数＞500×10⁹/L ~1000×10⁹/L，从发病第二周开始血小板增多，第三周达

到峰值，第 4~8 周恢复正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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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病 7 天后的血小板计数通常＞450×10⁹/L 

▪ 血小板减少是消耗性凝血功能障碍的指标，与冠状动脉瘤形成的风险增加有关 

o 血红蛋白水平降低，红细胞计数正常 

▪ 与更长的活动性炎症有关 

▪ 50%的儿童发病前 2 周血红蛋白水平低于该年龄段正常水平 2 个标准差以上 6 

• 肝功能 

o ＞40%的患儿血清氨基转移酶轻度至中度升高 11 

o 大约 10%的患儿轻度高胆红素血症 

o 低蛋白血症常见，与急性期严重且延长有关 

• 大约 30%患儿尿液分析可见间歇性轻度至中度无菌性脓尿 11  

o 白细胞通常为单核细胞，尿液试纸无法检测到白细胞酯酶 6 

• 疑似脑膜炎患者大约 50%可发现无菌性脑膜炎 11 

o 以单核细胞为主 

o 脑脊液中的白细胞计数为 7~320 个/高倍视野 29（中位数，22.5 个细胞） 

o 通常糖和蛋白质水平正常 

• B 型脑钠肽或 N 末端 B 型脑钠肽  

o B 型脑钠肽由心室肌组织合成，在心室壁应力、炎症和缺血时释放；N 末端 B 型脑钠肽是 B

型脑钠肽的失活裂解产物 

o 尽管功能性血流动力学改变的证据有限，B 型脑钠肽水平升高可见于心室壁应力和炎症患者 

o 近期有限数据提示 N 末端 B 型脑钠肽水平升高可见于长久无法鉴别的发热性疾病患者 30 

▪ 在川崎病人群中，N 末端 B 型脑钠肽水平升高的阈值尚未确定 30 

▪ 临界值范围为 98~260 pg/mL 时，阳性似然比为 3.2，阴性似然比为 0.15 

30 

▪ meta 分析预估敏感性为 89%，特异性为 77% 30 

▪ 川崎病急性期，当临界值为 1025 pg/mL 时，敏感性为 88%，特异性为

96%；临界值为 514 pg/mL 时，敏感性为 100%，特异性为 80%31 

▪ 冠状动脉异常患者的水平往往高于无冠状动脉异常者 31 

影像学检查 

• 经胸超声心动图  

o 所有确诊或疑似川崎病患者都应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并由儿童心脏科医生进行评估 1 

o 若疑诊川崎病，应尽快进行首次超声心动图检查，不应因等待检查或检查后等待结果而延误

治疗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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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发病后一周内首次超声心动图检查结果正常，不能排除川崎病的诊断 1 

o 首次评估的冠状动脉病变发生率为 34%~44% 32 33 

o 超声心动图异常表现包括： 

▪ 冠状动脉扩张、动脉瘤 28 

▪ 异常定义为出现下列任一表现 2 8：  

▪ ＜5 岁的儿童，管腔内径＞3 mm，≥5 岁的儿童，管腔内径＞4 

mm 

▪ 血管内径≥邻近节段内径的 1.5 倍 

▪ 明显的管腔不规则 

▪ 节段性冠脉瘤可分为小型冠脉瘤（＜5 mm）、中型冠脉瘤（5~8 mm）

和巨大冠脉瘤（＞8 mm）4 

▪ 冠状动脉扩张定义为左前降支或右冠状动脉 Z 值≥2.5 4 

▪ 急性期常见心肌炎所致的心肌收缩力下降（局限性室壁运动异常）16 

▪ 其他急性心脏改变，包括轻度二尖瓣或主动脉瓣反流、主动脉根部扩张、心包积液

和冠状动脉血管周围高亮 

o 符合下列任一条件，考虑不完全性川崎病的超声心动图诊断标准 1： 

▪ 冠状动脉左前降支或右冠状动脉的 Z 值≥2.5 1 

▪ 冠状动脉瘤 1 

▪ 其他≥3 项的特征性改变，包括 1： 

▪ 左心室功能降低 

▪ 二尖瓣反流 

▪ 心包积液 

▪ 冠状动脉左前降支或右冠状动脉 Z 值为 2~2.5 

o 心肌的血流动力学和冠状动脉炎症性改变可随有效治疗而迅速改善 

功能检查 

• 心电图 1 

o 提示心肌或心包受累的表现，包括心律不齐、PR 间期延长、低电压和非特异性 ST 段和 T

波改变 

o 提示左室扩张的 QT 离散度增加、心室复极化异常 

o 罕见心肌炎或心肌缺血所致的恶性室性心律失常 

操作性检查 

腰椎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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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明 

• 通过椎体间隙将空心针插入蛛网膜下腔，采集脑脊液标本并测量颅内压力 

• 患者取侧卧位（测量颅内压首选体位）或者直立坐位 

适应证 

• 诊断性：采集和检查脑脊液 

• 患者不满足完全性川崎病诊断标准，而有发热、易激惹和/或明显的脑膜刺激征（例如，颈项强直、

克尼格征和布鲁津斯基征阳性、精神状态改变） 

• 年龄小于 60 天发热的小婴儿 

禁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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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o 发生脑疝的最佳预测因素（CT 检查结果正常）包括： 

▪ 意识水平下降 

▪ 特别是成人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11 

▪ 使用格拉斯哥昏迷量表的儿童修订版（例如詹姆斯量表）评估儿童的意识

水平 

▪ 脑干损伤的体征（例如，瞳孔变化、姿势异常、呼吸不规则） 

▪ 近期癫痫发作 

并发症 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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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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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膜外血肿 

• 脑疝 

• 表皮样肿瘤形成 

结果解读 

• 川崎病患者常见表现包括： 

o 脑脊液细胞数略增多（主要为单核细胞）或正常 

o 细菌性病原体为革兰氏染色阴性 

o 细菌培养和病毒 PCR 均为阴性 

其他诊断依据 

• 裂隙灯检查  

o 发热第一周内，裂隙灯检查可发现前葡萄膜炎 1 

• 可使用对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耐药性评估的临床预测和风险分层评分工具 28 

o Kobayashi 评分、Egami 评分和 Sano 评分工具在初始研究人群以外验证时，敏感性与特异

性下降 

鉴别诊断 

最常见 

• 腺病毒  

o 可出现明显的眼部充血和分泌物、鼻炎、发热和咽痛 

o 不会出现皮疹、口唇或四肢末梢变化 

o 典型病程 3~5 天 

o 红细胞沉降率和 C 反应蛋白水平非特征性升高 

o 使用 PCR 检测腺病毒进行鉴别 

• 肠病毒  

o 肠病毒导致的疾病种类很多，最常表现为持续长达 1 周的不明原因发热 

o 一些肠病毒疾病可导致心肌心包炎和无菌性脑膜炎 

o 可能出现手足口病典型的口腔水疱样病变 

o 肠病毒导致的皮疹多为水疱样皮疹，主要位于手掌、足底和尿布覆盖区域 

o 四肢末梢变化和眼部受累不常见 

o 红细胞沉降率和 C 反应蛋白水平非特征性明显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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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使用 PCR 在脑脊液中检测出病毒进行鉴别 

• EB 病毒（相关疾病：EB 病毒感染） 

o EB 病毒感染的发热往往为低热，但是可能持续数周 

o EB 病毒感染儿童的乏力更明显，易激惹比川崎病患者少见 

o EB 病毒感染通常无四肢末梢、口唇和眼部改变 

o 弥漫性颈部淋巴结肿大和渗出性咽炎伴腭弓部出血点是 EB 病毒感染的特征性表现 

o 脾脏肿大常见 

o 白细胞计数显示淋巴细胞增多，出现异型淋巴细胞 

o 红细胞沉降率和 C 反应蛋白水平明显升高并非特征性表现 

o 嗜异凝集抗体试验或 EB 病毒抗原滴度检测可以确诊 

• 猩红热 36 

o 可出现皮疹、发热和淋巴结肿大 

o 不会出现口唇、眼部和四肢末梢变化 

o 快速链球菌检测或培养结果阳性可以确诊 

• 风湿热  

o 常发生于 5 岁以上儿童 

o Jones 标准有助于与川崎病进行鉴别 37 

o 链球菌抗体检测、快速抗原检测或 A 组 β 溶血性链球菌的咽拭子培养结果为阳性 

• 细菌毒素介导性疾病  

o 葡萄球菌性烫伤样皮肤综合征  

▪ 通常出现严重水泡样皮疹，之后出现片状表皮脱落 

▪ 不累及黏膜；通常没有关节体征 

▪ 皮肤活检可以确诊 

▪ 从鼻部或伤口采集标本进行产毒素金黄色葡萄球菌培养，阳性结果可以诊断 

o 中毒性休克综合征  

▪ 残留异物病史，例如棉条或鼻腔填塞物 

▪ 常见低血压、血小板减少、中枢神经系统受累（例如意识错乱）和肾功能衰竭 

▪ 水肿通常为弥散性，不限于手足；通常无关节体征 

▪ 诊断标准包括分离出 A 族链球菌、低血压和多系统受累 

• 细菌性颈部淋巴结炎  

o 较大儿童的不完全性川崎病常以发热和颈部淋巴结肿大为首发临床表现 

o 细菌性淋巴结炎患儿通常没有川崎病典型的心脏和眼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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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患儿可能因疼痛而颈部活动受限，但是没有在川崎病患者中表现的中枢神经系统易激惹或颈

项强直体征 

o C 反应蛋白水平、红细胞沉降率和血小板计数并无明显升高 

o 红细胞指标、肝功能和尿液分析结果正常 

• 药物超敏综合征  

o 血清病  

▪ 1~2 周前接触过药物或抗毒素/抗血清/抗动物毒素的病史 

▪ 与川崎病相比，炎症标志物水平仅轻度升高 

▪ 补体水平较低，可能出现嗜酸性粒细胞增多 

o 重症多形性红斑（相关疾病：重症多形性红斑和中毒性表皮坏死松解症） 

▪ 服用药物、既往感染或恶性肿瘤病史 

▪ 皮疹可进展为破裂的大疱，出现与烧伤类似的皮肤剥脱表现 

▪ 可见低血压 

▪ 皮肤活检有助于确诊 

• 幼年型类风湿关节炎（幼年型特发性关节炎）（相关疾病：类风湿关节炎） 

o 在出现慢性症状和明显的多关节炎表现之前，与急性期川崎病鉴别困难 

o 大多数患者抗核抗体检测阳性 

o 通常不会出现川崎病典型的口咽、结膜和四肢末梢改变 

o 通常会出现全身性淋巴结肿大和脾脏肿大 

• 系统性红斑狼疮 38 

o 儿童往往出现明显的肾脏、中枢神经系统和血液系统受累表现以及累及心脏和肺的多浆膜腔

炎症 

o 多为隐匿性发病，可出现发热、全身不适、关节痛和皮疹 

o 皮疹通常对光敏感；面颊红斑是特征性表现 

o 口腔溃疡是典型表现 

o 全血细胞减少 

o 常见蛋白尿 

o 补体水平降低 

o 无溶血性贫血时，直接抗球蛋白试验阳性 

o 抗核抗体、抗双链 DNA 抗体、抗 Sm 抗体或抗磷脂抗体阳性（包括狼疮抗凝物）；出现抗

核抗体是主要特征，几乎所有患者都为阳性 

o 根据特征性症状、体征和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诊断 

• 白血病、淋巴瘤或其他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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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症状缓慢出现 

▪ 出血 

▪ 瘀伤 

▪ 骨骼疼痛 

o 肝脾肿大和淋巴结肿大是特征性表现 

o 典型表现是血常规明显变化 

▪ 白细胞计数非常低或高 

▪ 严重贫血 

▪ 血小板减少 

o 大多数患者可以通过骨髓活检或淋巴结活检确诊 

• 麻疹 

o 出现发热、结膜炎和全身性红斑性斑丘疹 

o 皮疹从面部和颈部开始，并向远端（躯干和四肢）扩散 

o Koplik 斑（在红斑基底上无压痛的蓝白色病变）是疾病的特征性表现，可见于第二磨牙附近

的颊黏膜 

o 位于疾病暴发地区、有疾病暴露史、到过疾病流行区以及未进行麻疹免疫接种的患者应高度

怀疑本病 

o IgM 抗体检测可以确诊 

• 蜱传斑疹伤寒  

o 高热、剧烈头痛、皮疹、血小板减少、低钠血症和蜱虫暴露史 

o 皮疹初始为四肢的凸起红斑；逐渐变为斑丘疹、然后变为瘀斑，同时向中心（躯干）扩散 

o 免疫荧光检测或皮肤活检可以确诊 

• 钩端螺旋体病 

o 由钩端螺旋体的致病血清型导致的人畜共患传染病；肝脏和肾脏是主要靶器官，疾病严重程

度从轻度自限性疾病到危及生命的多系统器官功能障碍 39 

o 流行区包括热带气候；大雨或雨季洪水后可发生季节性流行 39 

o 大部分病例表现为轻度、自限性、非特异性发热性疾病；少数患者病情严重，表现为黄疸和

肝功能障碍、肾功能不全和出血倾向 

o 不常见皮疹 39 

o 根据发现钩端螺旋体抗体进行鉴别；因为单个检测方法的阳性窗口较窄 40，有时需要联合多

项检测方法确诊 

病因和危险因素 

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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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因未明 6  

o 未明确发现致病的病毒、细菌、立克次体、螺旋体、真菌或寄生虫 

o 未发现明确的环境触发因素 

o 可能因为对一种或多种感染性抗原发生免疫应答而发病 12 

o 自身免疫可能参与了免疫炎症反应过程 9 

o 基因易感患者因有害的宿主反应可能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 10 

• 在病理未知患者中，有时也被称为川崎综合征 

危险因素 

年龄 

• 典型发病年龄为 6 个月~5 岁 13  

o 85%的患儿年龄＜5 岁 14 

o 成人罕见 15 

o 年龄＜6 个月或＞5 岁的儿童不太常见，但是这些年龄组发生冠状动脉瘤的风险更高 14 

• 年龄＜6 个月或＞5 岁的儿童，病情通常更为严重  

• 典型发病年龄之外（≤1 岁或≥5~9 岁的儿童）更容易出现不完全性川崎病 16 

性别 

• 男孩发病率高于女孩（1.5:1）3  

遗传 

• 没有明确的遗传模式 

o 呈家庭聚集性 17  

o 父母曾患川崎病的儿童发病风险稍高 18 

o 患病儿童的兄弟姐妹的发病风险增加 10 倍 19 

• 几种遗传关联：  

o MICA 等位基因（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 1 型多肽相关性序列 A）20 

▪ 等位基因*A5 的频率增加 

▪ 等位基因*A5.1 和*A4 的频率减少 

o I 类 HLA 基因多态性 20 

▪ HLA-B35、HLA-B75、HLA-Cw09、HLA-DRB1*11 和 HLA-DRB1*04 的频率增加 

▪ HLA-A26 的频率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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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ITPKC 基因（肌醇 1,4,5-三磷酸 3-激酶 C）单核苷酸多态性 20 

▪ ITPKC-3 的频率增加 

o 在多个易感基因中发现了单核苷酸多态性异常，包括： 

▪ BLK（B 淋巴细胞酪氨酸激酶）9 

▪ CASP3（胱天蛋白酶 3）9 

▪ FCGR2A（低亲和性免疫球蛋白 γ Fc 区受体 IIa）9 

▪ CD40 信号传导通路基因 9 

▪ 转化生长因子和受体基因（例如，TGFB2、TGFBR2、SMAD3）9 

▪ ABCC4（ATP 结合盒子家族 C 成员 4，一种环核苷酸转运蛋白）21 

▪ ANGPT1（血管生成素 1）22 

▪ VEGFA（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A）22 

种族 

• 东北亚人群的发病率比白种人高 20 倍 9 

• 日本人和太平洋岛民的发病率最高 1 

其他危险因素 

• 最常见于冬季和春季 23  

• 流行病学分析发现日本、夏威夷和圣地亚哥的川崎病发病率与来自中国东北的对流风有关，提示风载

物质可能触发此病 1 

治疗 

治疗目标 

• 减轻发热和急性炎症性改变 10 

• 减少血小板激活 

• 预防可能发生的心脏后遗症 

住院及转诊 

入院标准 

所有川崎病（完全性或不完全性）患儿均应收入院 

ICU 收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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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怀疑心肌炎 

o 心室功能障碍 

o 心力衰竭 

o 休克 

• 超声心动图可见巨大的冠状动脉瘤 

o 定义为最大直径＞8 mm 1 

• ECG 显示 ST-T 段改变或 Q 波，提示缺血性心脏病 

推荐转诊专科医生 

• 将所有川崎病患儿紧急转诊至儿童心脏科医生进行评估和随访 

治疗方法 

川崎病的主要治疗方法是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和大剂量阿司匹林 41 42 43 

• 如果发生下列情况，应立即开始治疗（减少冠状动脉瘤形成的风险）10： 

o 符合完全性川崎病的标准 

o 如果出现下列一项或两项并且发热超过 5 天，应考虑不完全性川崎病： 

▪ 出现冠状动脉瘤或冠状动脉炎的体征 

▪ 不明原因的炎症标志物水平持续升高（例如，C 反应蛋白水平升高、红细胞沉降率

增加、白细胞计数增多） 

• 20%的患者首次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和阿司匹林治疗无效 10 11 44 

o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耐药定义为首次给药后至少 36 小时后仍出现持续性或反复发热 4 

• 可能发生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耐药和冠状动脉瘤风险较高的患者，在儿童心脏科医生的建议下，可以

在初次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和阿司匹林治疗中添加糖皮质激素 10 45 46 47 

o 对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发生耐药风险较高的患者和诊断时出现冠状动脉瘤的患者，初次静脉

注射免疫球蛋白时加糖皮质激素可改善临床和冠状动脉结局 28 

o 几种评分系统可用于帮助预测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耐药性； 但是，这些评分系统在初始研

究人群以外的用途受限 28 48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耐药患者的治疗 

• 再次注射免疫球蛋白加/不加糖皮质激素 10 28 

o 首次给药发生耐药的患者中，约 50%的患者再次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治疗有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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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二线治疗（最佳选择和顺序未知）包括：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例如，英夫利西单抗、依那西

普）、免疫抑制剂（例如，环孢菌素 A、甲氨蝶呤）和血浆置换 28 

专家建议的亚急性和恢复期的治疗方法如下 10： 

• 应咨询儿童心脏科医生后制定治疗方案 

• 将阿司匹林的剂量降至 3~5 mg/kg，持续≥7 周，直至随访超声心动图结果正常 

• 如果 7 周后仍有冠脉瘤，可以使用低剂量阿司匹林或氯吡格雷继续抗血小板治疗 

o 如果冠脉瘤消失，可以停用抗血小板治疗 

• 冠状动脉瘤患者可以考虑使用阿昔单抗 

• 发生巨大冠脉瘤、多个大型冠脉瘤或冠状动脉梗阻的儿童，应使用华法林加阿司匹林 4 

o 开始肝素治疗，直到华法林产生治疗作用（达标 INR 为 2~3） 

• 如果出现冠状动脉梗阻的体征，加用 β 受体阻滞剂可减少心肌耗氧量 4 

• 如果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可以开始溶栓治疗 

急性期冠脉瘤的治疗方法尚未标准化，必须咨询儿童心脏科医生进行个体化治疗 

• 需要长期监测，包括定期进行超声心动图、负荷试验、心脏灌注试验 4 

• 高危心脏缺血的患者可以进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例如，冠状动脉内溶栓、球囊血管成形术、植

入支架、旋磨术）4 

• 严重冠状动脉梗阻或侧支循环受损需要进行冠状动脉旁路手术 4 

• 如果出现梗阻或缺血，应紧急进行冠状动脉血管成形术或其他血运重建手术 1 

川崎病后的免疫接种 

•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之后延迟疫苗接种 3~11 个月，因为这个时间段内接种活疫苗（例如，麻疹、水

痘-带状疱疹）可能无效 49 

• 长期使用阿司匹林治疗的患者应谨慎接种水痘-带状疱疹活疫苗，因为有发生瑞氏综合征的风险 1 

• 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的儿童，每年接种灭活流感疫苗 1 

指导治疗流程的详细指南包括： 

• 日本循环学会联合工作组 2013 年指南 27 

• 日本儿童心脏科和心脏外科学会 2012 年指南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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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心脏协会 2017 年指南 1 

药物治疗 

• 阿司匹林 41 50  

o 超说明书使用 

▪ 阿司匹林片；婴儿、儿童和青少年：按体重一日 80~100 mg/kg，口服，分 4 次给

药，持续给药至热退后 24~72 小时（最长 14 天），然后剂量降至按体重一日 3~5 

mg/kg，口服，一日 1 次，持续 6~8 周。另外，急性期也可以给予 IVIG，按体重

一次 2 g/kg，静脉注射，单次给药（症状发作后 10 天内）。冠状动脉异常的患者

可能需要终生使用低剂量阿司匹林治疗。阿司匹林的最佳剂量尚存争议。ACCP 和

AHA 临床指南推荐使用高剂量。但是，全球范围内最常使用中等剂量（一日

30~50 mg/kg）以减少阿司匹林的毒性。有些中心在诊断时使用低剂量阿司匹林

（一日 3~5 mg/kg）。 

• 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 43 51  

o 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婴儿、儿童和青少年：按体重一次 2000 mg/kg，静脉注射，发病

10 天内单次给药，应在诊断后尽快给药。如果患者出现不明原因的持续性发热或冠状动脉

异常伴持续性全身炎症，10 天后也可使用。如果首次给药后至少 36 小时患者仍持续发热或

发热再次出现，考虑再次给药（一次 2000 mg/kg）。 

• 糖皮质激素 1 52  

o 超说明书使用 

o 泼尼松龙和大剂量甲泼尼龙冲击治疗 28 

o 发生冠状动脉瘤风险较高的患者和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耐药者，可使用糖皮质激素 45 47 

53  。剂量和治疗持续时间应咨询专科医生 

• 英夫利西单抗（抗肿瘤坏死因子 α）10  

o 超说明书使用 

o 英夫利西单抗适用于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耐药的患者 54 55。剂量和疗程应咨询专科医生 

• 阿昔单抗  

o 超说明书使用 

o 阿昔单抗适用于冠脉瘤患儿的辅助治疗 56。剂量和疗程应咨询专科医生 

• 氯吡格雷  

o 超说明书使用 

o 氯吡格雷可用于辅助治疗。剂量和疗程应咨询专科医生 1 

• 依那西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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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超说明书使用 

o 可以考虑用作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耐药患者的二线治疗药物。剂量和疗程应咨询专科医生 

非药物和支持性治疗 

• 急性期冠状动脉受累的川崎病患儿，告知家长必须减少或避免加重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例如，

肥胖、高脂血症、吸烟）4 

监测 

• 治疗过程中监测 

o 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之后监测是否发热 

o 住院期间发热未消退或治疗后数天内再次发热，需要仔细评估病情复发 

• 推荐的超声心动图监测计划 10 

o 急性期、亚急性期和恢复期均无冠脉瘤 

▪ 诊断时 

▪ 发病后 10~14 天 

▪ 发病后 6~8 周 

▪ 持续性活动性炎症患者，应每周进行一次超声心动图检查 

▪ 如果整个病程中，所有超声心动图正常，急性期过后 1 年时应再次进行超声心动

图检查 

o 有冠脉瘤 

▪ 每周进行一次超声心动图检查，监测冠脉瘤的进展情况 

▪ 如果 8 周后冠脉瘤稳定且没有持续性炎症，每 6~12 个月进行一次超声心动图检查 

• 诊断 6 周后仍有冠脉瘤的患者，应进行长期心血管随访 1  

o 基于未来发生心肌缺血的风险等级，美国心脏协会声明列出了详细的随访指导和长期建议。  

并发症和预后 

并发症 

• 继发于冠状动脉血管炎的冠状动脉瘤  

o 未予治疗的患儿有 15%~25%可发生 44 

▪ 2%~3%的未治疗患者死于未治疗的冠状动脉血管炎 44 

o 在出现发热后的 10 天内开始治疗，发生率低于 5% 57 

▪ 尽管给予适当治疗，仍有 3%~5%的儿童会发生一过性冠状动脉扩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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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给予适当治疗，仍有 1%的患者会发生巨大冠状动脉瘤 58 

o 发生冠状动脉瘤的危险因素包括： 

▪ 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耐药（最强的危险因素）10 

▪ 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治疗延迟（发病 7 天以后）以及治疗前发热持续时间更长 4 

59 

▪ 不完全性川崎病（可能因为诊断和治疗延迟而风险较高）59 

▪ 年龄＜1 岁或＞5 岁 4 

▪ 男性，首诊时出现低钠血症或为易感种族（例如，亚裔、太平洋岛民、西班牙裔）

25 60 61 

▪ 血小板增多和白细胞计数增高增加严重程度 62 

• 心肌梗死  

o 最高死亡率在发热后的 15~45 天；死亡原因通常是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和缺血 57 

o 冠状动脉血管炎，伴血小板计数明显升高和高凝状态 

o 起病后第一年发生血栓性血管闭塞或狭窄导致的心肌梗死的风险最高 63 

• 非冠状动脉血管受累 

o 最常累及中等大小的肌性动脉（例如，腋动脉、髂动脉、肱动脉和肠系膜动脉）  

o 罕见中枢神经系统或肾脏、胃肠道或皮肤器官系统的缺血性后遗症 

• 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继发性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  

o 可导致血细胞减少、肝脾肿大、低纤维素原血症和肝功能障碍 

o 罕见发生于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耐药的患儿或长时间发热患儿（＜1%）64 

• 死亡  

o 亚急性期和 1 岁以下儿童的猝死风险最高 

预后 

• 儿童的预后主要取决于心脏受累的程度和可能发生的心脏后遗症 

• 川崎病第一个月内未出现心脏后遗症的患儿可以恢复至正常健康状态，不会出现心脏受损的症状或体

征 57 

• 川崎病导致的冠状动脉病变会随时间动态变化 57 

o 大约 50%~67%的血管在发病后 1~2 年动脉瘤消失 57 

o 冠脉瘤消失的可能性取决于初始大小；病变越小，越有可能消失 57 

o 巨大冠脉瘤患儿的预后最差（直径＞8 mm），这些冠脉瘤易形成血栓，且不会完全消失 65 

o 冠脉瘤消失的患儿在成年后发生早发性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仍然较高 

• 日本的死亡率低于 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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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住院死亡率约为 0.17% 1 

• 儿童期发生冠状动脉瘤和/或狭窄的患者，多年后可能发生心肌梗死导致的猝死 57 

• 复发 

o 复发率较低（2%~4%）；首诊时＜3 岁的儿童最常复发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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