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感染禽流感：H5N1 

急症处理 

• 所有呼吸窘迫患者应补充吸氧；如果吸氧后病情无改善，推荐进行呼吸机支持

• 严密监测血压，如经过充分液体复苏，患者仍然存在低血压，应进行抗脓毒症休克治疗

概要 

要点 

• 禽流感是由高致病性甲型禽流感（H5N1）导致的动物源性感染

• 感染常表现流感样症状，也可能无症状症状轻微，但病程也可快速进展并恶化

• 对肺抽吸液进行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是唯一能够确诊的检查；呼吸道、支气管肺泡或气管内

抽吸液送检州或其他地方公共卫生实验室后，要及时通知对方

o 如果结果为阳性，将标本送至 CDC 进行确认

• 在临床病情稳定之前，建议对疑似或确诊感染的患者收入院治疗

• 奥司他韦是推荐治疗

• 并发症包括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和死亡

• 预后不良；H5N1 感染的死亡率为 60%

易犯错误 

• 疑似 H5N1 感染患者立即开始奥司他韦治疗，无需等待确诊性检测结果

临床定义及分类 

临床定义 

• 禽流感：H5N1 是由高致病性甲型禽流感病毒亚型（血凝素第 5 型，神经氨酸酶第 1 型）导致的动物

源性感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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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鸟类中具有高传染性；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人群长时间密切接触感染鸟类后，发生了散发性病

例。人际传播非常罕见 1 

• 人类的临床表现多样，轻微结膜炎、多个器官受累的严重呼吸系统疾病都可出现 2 

临床分类 

• 美国 CDC 的病例定义 

o 用于指导治疗 3 

▪ 确诊病例 

▪ 在 CDC 实验室或 CDC 认证的公共卫生实验室，使用 CDC 批准的方案或

FDA 批准的 H5N1 专用检测方法确认感染 

▪ 疑似病例 

▪ 符合暴露标准的患者出现流感样疾病，并且 

▪ 使用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甲型流感为阳性、H1 为阴性、

H1pdm09（常见的病毒表型）为阴性、H3 为阴性，并且无法确定病毒亚

型 

▪ 观察病例 

▪ 符合暴露标准的患者出现流感样疾病，并且 

▪ 无确诊性检测结果或确诊性检测结果待定 

o CDC 暴露标准 3 

▪ 在发病 10 天内前往出现人类 H5N1 病例的地区或已知动物之间传播病毒的地区，

或 

▪ 实验室内发生 H5N1 无防护暴露 

▪ 近期密切接触 10 天内发病的确诊或疑似 H5N1 感染患者 

▪ 密切接触定义为感染者患病期间（包括发病前一天到疾病治愈时），距离

确诊或疑似 H5N1 感染者 2 米以内 

▪ 包括下列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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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确诊或疑似患者的医务人员 

▪ 确诊或疑似患者的家庭成员 

▪ 确诊或疑似患者的共同居住者或过夜者 

▪ 其他相似的密切接触者 

诊断 

临床表现 

病史 

• 暴露史（根据 CDC 暴露标准） 

o 10 天内前往出现人类 H5N1 病例的地区或动物之间传播病毒的地区，或 3  

o 密切接触（10 天内）确诊或疑似 H5N1 感染患者，或 3  

o 实验室内发生 H5N1 无防护暴露 3  

• 潜伏期通常≤7 天，但是经常只有 2~5 天 4 

• 早期出现流感样症状，但可能伴有更严重的下呼吸道表现以及意识改变和癫痫发作  

o 就诊时的典型症状（可见于大多数病例）包括： 5 

▪ 发热（通常高于 38℃）  

▪ 咳嗽和/或咳痰（可能为血性）  

▪ 呼吸困难  

o 疾病早期常见胃肠道症状  

▪ 水样泻、呕吐和腹痛 5  

o 上呼吸道症状不太常见 5  

▪ 流涕和咽痛  

o 肌痛  

o 其他不太常见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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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嘶哑  

▪ 胸痛 5  

▪ 头痛  

▪ 鼻衄  

▪ 便秘  

体格检查 

• 体征，按出现频率降序排列 

o 呼吸窘迫的体征 6  

▪ 呼吸急促  

▪ 双肺吸气性啰音 6  

▪ 心动过速  

o 精神状态改变  

o 活动性癫痫发作 

o 牙龈出血 5  

o 结膜充血  

病因和危险因素 

病因 

• H5N1 感染  

o 通过接触感染鸟类或家禽发生人类感染 7 

o 罕见情况下，长时间与重病患者密切接触可能导致人际传播 

危险因素 

年龄 

• 89%的病例小于 40 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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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的病例小于 20 岁 8  

• 10~19 岁患者的病死率最高，可达 76% 8  

• 50 岁以上患者的病死率最低，可达 40% 8  

性别 

• 女性并发症发生率更高的原因是近期疾病爆发期间女性的职业暴露增加 9  

o 收入 ICU：可能性增加 3.7 倍 9  

o 肺炎：可能性增加 3.03 倍 9  

o 需要呼吸机支持：可能性增加 2.94 倍 9  

o 死亡：可能性增加 1.75 倍 9  

其他危险因素 

• 前往或居住在疫病流行地区，风险按降序排列： 8  

o 越南 

o 印度尼西亚 

o 泰国 

o 埃及 

o 中国 

o 土耳其 

o 阿塞拜疆 

o 柬埔寨 

o 伊拉克 

• 最常见的危险因素是在出现症状前一周处理患病或死亡的家禽 4  

o 大多数患者因饲养家禽导致感染 4 

• 不太常见的危险因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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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屠宰鸟类  

o 拔鸟类羽毛  

o 烹饪家禽（含清洗、切割等）  

o 进食生的或未煮熟的家禽  

实验室及辅助检查 

主要诊断工具 

• 美国 CDC 的暴露标准（患者必须符合 1 项标准）3  

o 在发病 10 天内前往发现人类 H5N1 病例的地区或已知动物种群中发生病毒流行的地区，或 

o 在发病 10 天内密切接触（2 米内）仍在患病（从发病前一天直到疾病治愈）的确诊或疑似

H5N1 病例，或者 

o 实验室内发生 H5N1 活病毒的无防护暴露 

• 如果符合 H5N1 暴露标准，可诊断为疑似病例 10 

o 根据发现流感样疾病（和非典型特征）并对正确采集的呼吸道、支气管肺泡或气管内抽吸液

检测进行确诊 

▪ 由于支气管镜采集抽吸液的微生物检出率高于鼻气管或气管内抽吸物，因此下呼吸

道感染患者可能需要使用支气管镜采集抽吸液进行分析 

o 对抽吸液进行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H5N1 是唯一可以确诊的检查；H5N1 患者进行

甲型流感快速检测呈现阳性结果 

• CDC 推荐临床医生在怀疑患者感染 H5N1 时，应通知所在州的卫生部门 10 

o 首先将标本（即，呼吸道、支气管肺泡或气管内抽吸液）发送至州或地方公共卫生实验室

（而非 CDC），在这些实验室使用 FDA 批准的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进行检测 

o 如果标本检测结果为阳性，应立即通知 CDC 并将标本送至 CDC 进行确诊 

• 所有疑似 H5N1 感染患者都进行胸部 X 线检查 11 

• 如怀疑继发其他社区获得性肺炎，要进行相关肺炎评估检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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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血液培养 

o 痰液革兰染色和培养 

o 胸腔积液检测（如有胸腔积液） 

o 尿液抗原检测 

实验室检查 

• 人类流感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诊断检测 10  

o 发病后尽快采集标本，最好在 7 天内 

▪ 如果可能，至少连续 2 天从同一患者的不同部位采集多个呼吸道标本，增加检出

H5N1 的可能性 

o 在发病早期，提供鼻咽拭子、鼻腔抽吸液或冲洗液，或将 2 个拭子（例如，鼻咽和口咽拭

子）插入一个含有病毒运输介质的小瓶中 

o 如果出现下呼吸道症状，对支气管肺泡或气管内抽吸液进行检测 

o 将标本置于无菌的病毒运输介质；立即使用冰袋冷藏或放入 4℃的冰箱 

▪ 如果在 72 小时内检测标本，应在 4℃保存标本（2~8℃）并使用制冷剂凝胶袋运

输 

▪ 如果不在 72 小时内检测标本，应在-70℃或低于-70℃冷冻保存标本，并使用干冰

运输 

o 发现 H5N1 亚型流感病毒可以确诊 

影像学检查 

• 胸部 X 线检查操作性检查 

支气管肺泡灌洗  

一般说明 

• 将纤维支气管镜通过鼻腔或口腔，沿气管进入肺部 

• 直接观察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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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无菌盐水注入肺内，然后吸出并进行分析 

适应证 

• 需要采集深部分泌物进行分析和致病微生物鉴定的严重下呼吸道感染，气管内抽吸液无法提供足够取

样进行检测 

• 对气管和肺泡组织进行观察 

禁忌证 

• 操作过程中无法进行通气支持的患者 

• 血流动力学不稳定 

结果解读 

• 通过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在支气管抽吸液中检出 H5N1 可以确诊 10 

气管内抽吸  

一般说明 

• 通过气管插管缓慢滴入少量盐水；抽吸液体进行检查 12 

• H5N1 感染患者通常已经插管并进行通气治疗 

适应证 

• 已插管的下呼吸道感染患者 10 

禁忌证 

• 病情不稳定的患者（例如，近期发生心肌梗死、存在不稳定心绞痛）13 

结果解读 

• 应用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在抽吸液中检出 H5N1 可以确诊 10 

鉴别诊断 

最常见 

• 细菌性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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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可出现与 H5N1 相似的呼吸系统症状和发热，但是严重程度较低 

o 可导致 CBC 中的白细胞计数升高（大于 11000/ml）；而 H5N1 患者则呈现白细胞减少、淋

巴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的趋势 

o 细菌性肺炎患者的胸部 X 线检查经常可见肺叶实变和胸腔积液 

o 痰液革兰染色培养通常可以诊断细菌性肺炎 

• 季节性流感（相关疾病：流行性感冒） 

o 出现与 H5N1 相似的症状（例如，发热、肌痛、头痛、咽痛、咳嗽、流涕），但是通常更

轻微并且发生于每年的发作期 

o 患者通常无鸟类或家禽接触史 

o 无胃肠道症状 

o 快速流感诊断检测结果通常为阳性；如果需要，可使用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与

H5N1 进行鉴别 

• 呼吸道合胞病毒（相关疾病：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 

o 呼吸系统症状与流感相似，通常会出现喘息 

o 更多见于儿童，但是任何年龄都可发病，特别是免疫功能低下患者 

o 快速呼吸道合胞病毒抗原检测可以鉴别 

不常见 

• 禽流感：H7N9  

o 症状和危险因素相同，但是中国以外尚无报告病例 

o H7N9 的实时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可以鉴别 

治疗 

治疗目标 

• 预防 H5N1 导致的严重并发症和死亡 

• 预防 H5N1 扩散至无症状家庭或确诊及疑似病例的家庭接触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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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及转诊 

入院标准 

因为病程进展迅速，WHO 建议所有患病初期患者住院治疗，以便在临床病情稳定前监测临床状态 15 

ICU 收治标准 

• 补充吸氧后呼吸道症状仍然加重，尤其是需要进行气管插管和通气支持的患者 

• 血流动力学不稳定 

• 出现单器官或多器官衰竭 

推荐转诊专科医生 

• 如果补充吸氧后患者的呼吸状态仍然恶化，请重症监护科医生会诊，为有创呼吸支持做好准备 

• 对于所有疑似、可能或已确诊的 H5N1 感染患者，需要传染科医生会诊 

治疗方法 

住院患者 15 

• 评估呼吸和血流动力学状态 

o 通过鼻导管或面罩开始补充吸氧，维持在 SaO₂ 90%以上 

▪ 建议使用有创正压通气进行早期干预，使用肺保护性低压和低潮气量通气来预防气

压伤 

o 维持限制性液体管理 

• 因为有气溶胶传染的风险，应进行正确的感染防控 16 

o 使用防护口罩（N95、FFP2 或等效产品）、护目镜、防护服、手套、空气传播预防措施或

负压室 

• 尽快开始抗病毒治疗，口服或肠道内给予奥司他韦 17 

o 重症患者不推荐使用吸入性扎那米韦，因为缺乏证实性数据 

o 静脉注射帕拉米韦治疗住院患者的疗效数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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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由于疑似或已知的胃潴留、吸收不良或胃肠道出血，而无法耐受或吸收口服或肠内奥司他韦

的患者，应考虑使用静脉注射帕拉米韦或试验性静脉注射扎那米韦 

• 对出现肺炎的疑似或可能 H5N1 感染患者，指南推荐在获得痰液和培养结果之前，使用社区获得性

肺炎的经验性治疗方案治疗数天 15 

o 典型的经验性抗生素应包括作用于呼吸系统的氟喹诺酮类抗生素，或联合使用 β内酰胺药

物和大环内酯类药物 18 

▪ 如果胸部 X 线检查未见肺炎并且没有肺炎的临床适应证，不应使用抗菌药物进行

预防性治疗 15 

门诊治疗 

• 推荐使用奥司他韦，用于严重、进行性或复杂性疾病患者的门诊治疗 17 

• 其他门诊患者可以使用口服奥司他韦、吸入性扎那米韦或静脉注射帕拉米韦 17 

其他暴露 17 

• 奥司他韦抗病毒治疗用于以下情况： 

o 确诊或疑似病例的无症状的家庭成员或密切接触的家庭成员 

o 实验室内无防护暴露者 

药物治疗 

• 抗病毒药物 15  

o 神经氨酸酶抑制剂 15  

▪ 奥司他韦  

▪ 超说明书使用 

▪ 主要推荐的抗病毒治疗药物，特别是重症患者 15 

▪ 磷酸奥司他韦口服混悬剂；婴儿：按体重一次 3 mg/kg，口服，每日 2

次，持续 5 天；重症住院患者或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可以考虑使用更长的

疗程（例如，10 天）。对于 9~11 个月的婴儿，美国儿科学会（AAP）推

荐每次给药 3.5 mg/kg，口服，每日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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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磷酸奥司他韦口服混悬剂；体重≤15 kg 的儿童：一次 30 mg，口服，每

日 2 次，持续 5 天；重症住院患者或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可以考虑使用更

长的疗程（例如，10 天）。 

▪ 磷酸奥司他韦口服混悬剂；体重 16~23 kg 的儿童：一次 45 mg，口服，

每日 2 次，持续 5 天；重症住院患者或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可以考虑使用

更长的疗程（例如，10 天）。 

▪ 磷酸奥司他韦口服混悬剂；体重 24~40 kg 的儿童：一次 60 mg，口服，

每日 2 次，持续 5 天；重症住院患者或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可以考虑使用

更长的疗程（例如，10 天）。 

▪ 磷酸奥司他韦口服混悬剂；体重大于 40 kg 的儿童和青少年：一次 75 

mg，口服，每日 2 次，持续 5 天；重症住院患者或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可

以考虑使用更长的疗程（例如，10 天）。 

▪ 磷酸奥司他韦口服混悬剂；成人：一次 75 mg，口服，每日 2 次，持续 5

天；重症住院患者或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可以考虑使用更长的疗程（例如，

10 天）。 

▪ 下呼吸道感染的免疫抑制患者（即，干细胞移植受者）和重症患者，推荐

使用更大剂量（例如，一次 150 mg，每日 2 次），持续 10 天 17 

▪ 等待实验室检测结果时，也要及时使用奥司他韦 17 

▪ 即便发病已超过 48 小时，仍然应该使用奥司他韦治疗 17 

▪ 危重症患者可以通过口胃管或鼻胃管给予奥司他韦 17 

▪ 帕拉米韦 17  

▪ 适用于口服或肠内给予奥司他韦治疗无效的重症患者 

▪ 帕拉米韦注射液；新生儿：按体重一次 6 mg/kg，静脉注射，每日 1 次，

持续 5 天，作为无法耐受或吸收奥司他韦的患者的替代方案。重症住院

患者或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可以考虑使用更长的疗程（例如，10 天）。 

▪ 帕拉米韦注射液；30~90 天的婴儿：按体重一次 8 mg/kg，静脉注射，每

日 1 次，持续 5 天，作为无法耐受或吸收奥司他韦的患者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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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住院患者或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可以考虑使用更长的疗程（例如，10

天）。 

▪ 帕拉米韦注射液；＞180 天的婴儿和≤5 岁的儿童：按体重一次 10~12 

mg/kg，静脉注射，每日 1 次，持续 5 天，作为无法耐受或吸收奥司他韦

的患者的替代方案。重症住院患者或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可以考虑使用更长

的疗程（例如，10 天）。 

▪ 帕拉米韦注射液；≥6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按体重一次 10 mg/kg（最大

剂量为 600 mg/次），静脉注射，每日 1 次，持续 5 天，作为无法耐受或

吸收奥司他韦的患者的替代方案。重症住院患者或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可以

考虑使用更长的疗程（例如，10 天）。 

▪ 帕拉米韦注射液；成人：一次 600 mg，静脉注射，每日 1 次，持续 5

天，作为无法耐受或吸收奥司他韦的患者的替代方案。重症住院患者或免

疫功能低下患者可以考虑使用更长的疗程（例如，10 天）。 

▪ 扎那米韦  

▪ 不推荐用于治疗有基础气道疾病的患者 17 

▪ 可用于治疗门诊患者 17 

▪ 因为缺少数据，不适用于治疗重症患者 17 

▪ 扎那米韦吸入粉剂；7~17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一次 10 mg，经口吸入，

每 12 小时一次，持续 5 天。 

▪ 扎那米韦吸入粉剂；成人：一次 10 mg，经口吸入，每 12 小时一次，持

续 5 天。 

非药物和支持性治疗 

• 因为呼吸功能障碍和缺氧，大多数住院患者需要吸氧治疗 15  

o 使用面罩（而非鼻导管）进行高流量吸氧（10 L/分钟） 

o 使用脉搏血氧仪进行监测  

o 维持氧饱和度 9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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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人群 

• 使用奥司他韦治疗妊娠患者，抗病毒药物剂量与非妊娠患者相同 19 

并发症和预后 

并发症 

• 延迟就诊患者的并发症通常更严重 

• 肺炎  

o 大多数 H5N1 感染患者就诊时可出现肺炎的影像学证据 15 

o 通常会导致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死亡 20 

o 在明确肺炎病因之前，按照社区获得性肺炎治疗指南进行经验性抗生素治疗；无肺炎证据的

患者，不推荐使用抗生素进行预防性治疗 15 

•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o 肺部损伤或感染可能导致肺部出现危及生命的炎性病程 21 

o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通常是死亡的前兆，死亡率可达 40% 20 

o 不要使用大剂量皮质类固醇激素预防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因为皮质类固醇无效并且会增加

H5N1 患者发生机会性感染的风险 15 

• 脓毒症休克  

o 伴循环、细胞/代谢功能障碍的脓毒症患者的死亡风险更高 22 

o 严密监测血压，如充分液体复苏后患者血压仍然降低，应开始抗脓毒症休克治疗 

• 多器官功能障碍 20  

o 经常由脓毒症休克导致，主要累及肺部、肾脏和肝脏 

o 通常是 H5N1 患者死亡的前兆 

• 继发性感染（细菌性和真菌性）  

o 不太常见的并发症；可能导致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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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炎 4  

o 罕见，但可能为死亡前兆 

o 尚不清楚是否由 H5N1 病毒感染、H5N1 炎症反应或其他感染（例如，继发性细菌性肺炎）

导致 

• 死亡  

预后 

• 预后不良，死亡率为 60% 23 

筛查和预防 

预防 

• 一般人群应避免： 24 

o 接触患病或死亡家禽，特别是 H5N1 大流行的国家  

o 接触野生或家养鸟类的粪便  

o 在 H5N1 大流行国家，无防护接触可能被野生或家养鸟类的粪便和其他分泌物的土壤、

水、笼子、工具和其他媒介感染 

o 前往禽流感已导致鸟类和人类发病的国家的家禽农场和鸟类市场  

o 在 H5N1 流行国家，饮用或接触污染的水（可能含有感染鸟类粪便的淡水）  

• 确诊或疑似病例的无症状接触者 14 

o 公共卫生人员会尝试追踪先证病例的所有明确接触者 

o 密切接触者需要监测 10 天，观察体温是否≥38℃或出现任何新发的呼吸系统症状 

▪ 评估出现发热或症状的患者，并检测 H5N1 

o 使用抗病毒药物对无症状密切接触者进行预防性治疗 14  

▪ 如果为高风险（明确传播风险），应使用抗病毒药物进行预防性治疗 

▪ 如果为中等风险（未知传播风险），可考虑使用抗病毒药物进行预防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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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为低风险（不太可能传播），不常规推荐进行预防性治疗 

▪ 最好在暴露 48 小时内开始预防性治疗 

▪ 建议口服使用治疗剂量的奥司他韦或吸入性扎那米韦（每日 2 次），替代常规的

预防性治疗剂量  

▪ 疗程 5 天（限时性、非持续性暴露）；如果持续暴露（例如，家庭暴露），建议

治疗 10 天 

• 实验室内的无防护暴露 14 

o 实验室环境中的无防护暴露人员可能发生高风险或中等风险暴露，应根据具体情况评估 

▪ 如果为高风险（明确传播风险），应使用抗病毒药物进行预防性治疗 

▪ 如果为中等风险（未知传播风险），可考虑使用抗病毒药物进行预防性治疗 

• H5N1 疫苗 25  

o 美国国家流感疫苗储备包括了针对不同 H5N1 病毒株的 4 种疫苗 

o 尚无商用疫苗 

o 美国储备这些疫苗以供发生病毒变异和大流行的可能事件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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