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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在评估儿童复杂气道的困难程度，尽量避免儿童紧张和哭闹否则加重本已经困
难的气道。
充分利用当地，地区，国家级的指南去制定麻醉管理方案。
提前计划,向高年资医生汇报，早期及时告知患者。

介绍
急性气道阻塞可能发生在任何年龄，并应被视为紧急情况。成人和儿童呼吸道
阻塞的原因有不同。本教程（文章）将重点介绍儿童急性上气道阻塞;读者们可
参考布莱恩特等人对成年人气道阻塞管理的文章。
婴儿和幼儿在解剖学上、生理上和心理上与成人不同。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管
理儿童急性呼吸道阻塞时，尤其是新生儿和婴儿时，要考虑到这些差异，因为
儿童的储备有限，而且可能会迅速发展到完全的气道阻塞。

评估
气道阻塞可能发生在不同的解剖水平，可能是部分或完整的，可能突然发生或
在一个更渐进的过程中发生。急性、完全气道阻塞可能迅速发展为心肺骤停，
应按照标准复苏指南进行管理。部分上气道阻塞最明显的临床症状是哮鸣音:一
种刺耳的、经常是由气流通过狭窄的呼吸道引起的高音调噪音。

阻塞类型

阻塞部位

吸气相哮鸣音

胸腔外/声带上方

呼气相喘息及哮鸣音

胸腔内/声带下方

吸气相呼气相哮鸣音及喘息

在声带上或下方

表 1-哮鸣音的时期及可能的气道阻塞部位的关系

哮鸣音可能是引起临床医生或者家长注意到问题的标志，其鉴别诊断范围较
广，因此需要进行全面的评估，以避免误诊。高级儿童救命术（APLS）指南建
议一种气道和呼吸评估方法，侧重于呼吸做功，呼吸功效或者呼吸衰竭对其他
系统的影响（如表格 2）。然后继续将会对血液循环，器官功能，气道阻塞时间
进行评估，以完成一份完整的 A-E 格式的初级调查。可以协助提升关于对患儿
制定系统性评估的技能的极好资源，在 http://www.spottingthesickchild.comm 的
网站上免费获取。
评估指标
呼吸做功

呼吸频率
异常呼吸音: 哮鸣音 / 喘息 / 鼾声
三凹症
辅助呼吸肌运动
鼻翼扇动

呼吸的功效

胸部扩张/腹部偏移
肺部呼吸音听诊:减少,缺席,对称的
血氧饱和度

呼吸衰竭对其他系统的影 心率
响
肤色
精神状态

表 2 -高级儿童救命术建议呼吸评估方法
无论你用那种系统的方法来完成对小儿阻塞气道的初级调查，都必须遵守“避免
惊扰小儿”的黄金原则，因为这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临床症状的恶化。
初步评估期间：
• 离开父母或其他看护人的小儿宜在一个舒适的环境。
• 在行气道检查时坚决不用压舌板或其他设备。
• 不要尝试静脉注射或者验血。
• 这个阶段不要行 X 射线/成像检查。
• 不要强迫小儿用氧气面罩。
• 记住当小儿吸氧的时候脉搏血氧测量可能是不能准确反应。
在完成你的初步评估后，在进行体格检查或其他的检测前，应先全面了解病
史。

•
•
•

•

•

出生史
新生儿史,免疫接种史
之前呼吸系统疾病
o
持续时间
o
急性恶性加重事件 如.喂养 / 哭闹
伴随症状
o
发热
o
流涎
家族史

表 3—作为二次调查中应该被考虑到的内容。

儿童上气道阻塞的原因及管理
急性上气道梗阻(UAO)的原因可分为先天性或后天性梗阻，再进一步分为感染
性或非感染性。先天性的原因如鼻后孔闭锁和喉软骨化病往往在生命的前几周
出现，并不是本教程的重点。相反，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常见的引起上呼
吸道阻塞的原因上，因为大多数麻醉医生会更普遍地看到这些原因。
病毒性喉炎
急性病毒性喉气管支气管炎（病毒性肺炎）是最常见的哮喘型（3） 。75%的感
染是由副流感病毒引起的，其他病原体包括呼吸道合胞病毒和腺病毒。“气管支
气管炎”每年影响约 3%的儿童，在两岁的时候达到高峰。虽然这种情况在一年
的任何时候都可以看到，但在英国的大多数病例都是在晚秋。
病毒性喉炎通常在 2 岁以下的儿童中引起上呼吸道阻塞。因为小儿的声门下腔隙
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增大，所以由感染引起的水肿对气道的影响减小。如果小
儿年龄超过 3 岁，其他原因造成的气道阻塞比病毒性喉部炎症的诊断更有可
能。
一个有病毒性喉炎的孩子通常会发出像犬一样的咳嗽，刺耳的呼吸声，嘶哑的
声音和哭声，通常在夜间开始，通常在感冒的症状之前出现低烧。呼吸道症状
由声门和气管肿胀引起的。如果上气道的炎症较弱，小儿的喘鸣音只有在近距
离内更急促的呼吸时被听到。如小儿紧张不安，呼气期和吸气期喘息音会明
显，并被闻及，随着气道狭窄的进展，即使在小儿休息的时候，也可闻及哮鸣
音。三凹症，呼吸急促和心动过速等均可表明呼吸做功已经增加了。三凹症在
较小的儿童中很常见，因为他们有柔软的胸腔;这种情况发生在年长的孩子，则
是的不祥征兆。如果感染扩散，孩子可能会气喘，而支气管会受到影响。
病毒性喉炎的治疗取决于观测到体征和症状所显示的气道阻塞的严重程度。各
个医院应该有自己的指导方针来管理这种普遍情况。而，韦斯特利的喉部炎症
得分表和儿童急性运输服务（CATS）流程图。可以在缺乏院内治疗指南的情况
下指导治疗（图 1）

让小儿处于舒适的环境
不用压舌板
不要尝试静脉注射或者验血
不行 X-检查

轻度

中度

重度

评分=0~1
呼吸频率正常
三凹症无
脉搏正常
脉氧饱和度正常
意识状态正常

评分=2~7
呼吸频率正常或增快
轻度三凹症
呼吸声音减少但可闻及
脉率增快
脉氧饱和度>93%
意识状态正常

评分=/>8
呼吸频率增快
中度或重度三凹症
呼吸音减低不易听到
脉氧饱和度>93%
意识状态改变

再确认
遵循当地的出院指南
考 虑 地 塞 米 松
0.15mg/kg 口服

地塞米松 0.6 mg / kg 静
脉 / 口服（8 mg）如果
口服效果不佳单次剂量
或雾化布地奈德 2 mg
续观 2〜3 小时

向高年资医生寻求帮助
高年资儿科医生
高年资麻醉医生
高年资耳鼻喉科医生

如果没有改善或恶化，再评分并对症治疗

韦斯特利肺炎评分
喘鸣
0 =无
1 =静止，用听诊器闻及
2 =静止，不用听诊器也可闻
及
呼吸肌力衰退
0 =无
1 =轻度衰退
2 =中度衰退
3 =严重衰退

紫绀（O2 在空气中的含量<92
％）
0 =无
4 =激动
5 =静止
意识水平
0 =无
5 =精神状态改变

陪伴小儿
给予雾化肾上腺素 0.5 毫
升/公斤 1：1000 的解决
方案，最高达 5 毫升/
秒，这个剂量可以重
孩子可能需要紧急插
管，并转移到儿科重症
监护病房
呼叫儿童急性运输服务

群组评分 0-1 轻度群组
群组评分 2-7 中度群组
群组评分=>8 重度群组

图 1 - 韦斯特利群组评分和儿童急性运输服务（CATS）流程图，以指导患有喉
气管支气管炎小儿的管理（6）。
哮喘的主要治疗方法是糖皮质激素或并用雾化肾上腺素。大部分小孩在 48 小时

内症状会消失。只有 1-3％的儿童入院需要气管插管 4。
对 2013 年文献的系统回顾 4 得出结论：
• 轻度喉炎患儿：
o 与安慰剂相比，单剂量的地塞米松改善了症状。
o 虽然经常使用加湿，但没有高质量的证据支持其在临床实践中的使
用。
• 中度至重度喉炎患儿：
o 肌肉注射或口服地塞米松，雾化肾上腺素和雾化布地奈德减轻症
状，与安慰剂相比。
o 口服地塞米松与雾化布地奈德在减轻症状方面一样有效，并且对于
儿童不太痛 o 0.15mg / kg 的地塞米松剂量可以与 0.6mg / kg 的剂量同样有效
o 与单独使用药物相比，将雾化布地奈德加入口服地塞米松似乎并没
有增强疗效。
o 缺乏证据表明氦气或湿润是否有益
类固醇用于治疗气道水肿/炎症，并可能在 30 分钟内导致临床改善（3）。全身性
地塞米松或雾化布地奈德同样有效（4）。
注射地塞米松比口服地塞米松没有优势，所以用最快和最少的焦虑激发途径给
孩子服用似乎是最明智的方法。我们单位的地塞米松剂量根据病变的严重程度
来选择（8）。
雾化肾上腺素是另一种治疗方法。这通过 α-肾上腺素受体介导的血管收缩减少
了发炎的粘膜的水肿。如果短暂（<2 小时），雾化肾上腺素的影响可以是立竿
见影，而且可能需要重复给药 9。可能发生肾上腺素全身吸收，应考虑心电监
护 ;但是，小心不要打扰一个气道阻塞的孩子。我们使用的雾化肾上腺素的剂量
是 0.5mg / kg 1：1000 溶液，最多 5mg （6,8）。
其他建议的治疗方法包括湿化和氦氖治疗，虽然没有有力证据证明其有效性 4。
加湿提高了患者的舒适度，所以如果需要补充氧气，实用的方法是考虑加湿。
氦氧混合气是氧气和氦气的混合物。氦气是一种低密度气体，理论上如果湍流
通过狭窄的上气道，则会减少呼吸功。在混合物中的氧气百分比通常只有 21％
（有时为 30％或 40％），这对于临床情况可能是不够的。 2013 年发表的
Cochrane 评价表明，口服或肌内注射地塞米松后，吸入氦气对中重度哮喘儿童
有短期益处（10）。
患有哮喘的儿童必须进行连续评估以确定对治疗的反应和进一步干预的需要。
缺乏反应或患者恶化可能是插管的指征，这将在本教程后面讨论。
插管后群组
气管插管术后可能发生声门下的水肿，特别是在反复尝试插管或插入过粗的气
管导管之后。 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在拔管后出现喘鸣或其他呼吸道妥协迹象。
孩子通常对地塞米松和雾化肾上腺素治疗反应良好。
细菌性气管炎

细菌性气管炎是严重的，危及生命的疾病。超过 80％的细菌性气管炎患儿需要
插管 3。它影响六个月至八岁之间的儿童，平均年龄在四至六岁之间 5。儿童通
常比那些患有喉炎患者年龄大，他们看起来“病情较重”，对雾化肾上腺素治疗
没有反应。经典表现为有上呼吸道感染史的儿童 2-3 天，随后快速恶化约 8 小
时，呈现高热和呼吸窘迫的毒性。这些孩子的咳嗽会产生丰富的分泌物，可能
导致胸骨后疼痛。声音可能嘶哑，喘鸣是常见的。
负责细菌性气管炎的病原体包括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和流感嗜血杆菌。
喉，气管和支气管可因炎症，粘稠的脓性分泌物和粘膜坏死而急性阻塞。
插管可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经验丰富的临床应该执行此操作。声带以外可能
有浓厚的脓性分泌物，应将其吸引送去培养。插管后气管插管可能会立即被分
泌物阻塞，因此准备取下管并用干净的管代替。管可能需要更换几次。一旦气
道安全，获得静脉通路，采取血培养，并给予抗生素，如果这还没有做。头孢
曲松是合理的一线抗生素。如果社区获得性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发生
率很高，则可以指示万古霉素和/或克林霉素。
不幸的是气管狭窄是该病的晚期并发症（7）。
脓肿
咽喉或扁桃体脓肿往往是由类似的生物体引起的细菌性气管炎，即葡萄球菌或
链球菌感染（7）。 脓肿可能会引起颈部疼痛和肿胀，吞咽困难，张口和发烧。
此外，水肿可能会导致吸气性喘鸣。所使用的抗生素将与细菌性气管炎相同，
并且在获得必要的培养后应该给予。如果手术被认为是适当的，在气道检查时
必须小心，以避免脓肿破裂和下呼吸道的污染。 欲了解更多信息，读者应参考
以前的 ATOTW 的主题（12）。
会厌炎
会厌的小孩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严重气道阻塞。 根据特征性病史和临床表现作出
诊断，如果怀疑，应立即做好气管插管的准备。
会厌炎是由于会厌，咽喉和杓状软骨的细菌感染引起喉部阻塞而引起的，并且
在 3-6 小时内导致高热，嗜睡，软吸气喘鸣和快速增加的呼吸困难的急性表现。
与小孩出现喉气管炎症相反，通常咳嗽很少，孩子会静止不动，嘴巴张开，舌
头突出，以保持呼吸道通畅。由于严重的喉咙疼痛，孩子不能/不愿意吞咽，流
涎是常见的。一个会厌的孩子比一个患有喉炎的孩子看起来要“病得多”。避免
尝试检查气道或以任何方式压迫儿童，因为气道阻塞恶化可能导致气道阻塞完
全无法恢复的情况。
助记“4D”被描述为辅助诊断会厌炎（13）：
1. 流涎
2. 吞咽困难
3. 发声困难
4. 呼吸困难

导致儿童会厌炎的病原体几乎总是流感嗜血杆菌，所以自 1992 年引入流感嗜血
杆菌疫苗以来，这种情况还是不太常见。然而，会厌炎可以由其他生物体引
起，如链球菌或葡萄球菌感染（7），并且可以看到在那些没有接受过流感嗜血
杆菌疫苗的人群中。
喷雾的肾上腺素可能正在进行插管的准备。由于气管插管可能很困难，理想的
情况下应该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团队，包括高级麻醉师和耳鼻喉科外科医生。对
于一个心疼的孩子，只有在气道受到控制后才能尝试静脉通道。应采取血培养
和静脉注射抗生素（头孢曲松 80mg / kg /天，最多 4g /天，或根据当地指导）。
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IM）
巨大的扁桃体增大和黏膜水肿是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发生率在 1-3.5％的罕见
特征。这种并发症往往会影响年幼的儿童，并出现呼吸困难，喉咙痛，吞咽困
难和流涎。插管将绕过咽部阻塞，并作为这些严重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病例
的有效治疗。
异物吸入
异物吸入高峰期在 1-2 岁，可能是因为他们缺乏有效咀嚼食物的磨牙，在吃东
西的时候玩耍。他们也倾向于用嘴巴探索世界，缺乏区分食用和非食用物体的
能力（14）。尽管有时候异物可能会留在喉或气管中，但是大多数异物会留在远
端的气道中，有可能导致气道阻塞（5）。
异物吸入的典型病史是突然发作咳嗽，窒息或喘鸣，往往是当孩子吃东西或玩
耍时。有一个突然发作的呼吸妥协的历史，在清醒的几个小时，没有任何以前
的发烧或疾病史，应该把一个吸入的异物非常高的（3）;总之，应该鼓励咳
嗽，如果咳嗽无效，应该行背部拍击和胸腹按压交替。
许多儿童不会出现这种急性呼吸衰竭，症状可能很难与哮喘区分开来。有新的
难治性哮喘病史的孩子有时会被证实有未确诊的异物。
手术切取出异物通常需要经验丰富的耳鼻喉科外科医生在全身麻醉下进行硬式
支气管镜检。一种有效的技术是在使用利多卡因 3mg / kg 使气道“局部化”之前，
在刚性支气管镜通过之前进行吸入诱导麻醉，同时小孩自发地呼吸。这是“共享
气道”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硬质支气管镜检查将允许确认和清除异物。静脉注射
地塞米松，有或没有雾化肾上腺素，有助于减轻气道水肿。一般应避免使用硬
质支气管镜检查前的气管插管和正压通气，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异物更大程度地
受到挤压到远端，只能在即将发生气道或心血管塌陷的情况下考虑。
过敏性反应
过敏反应可能会持续数分钟，可能会导致危及生命的气道，呼吸和循环危害。
已经确定了多种触发因素，食物（特别是坚果），药物和毒液是最常见的原因
（3）
。潮红，瘙痒，面部肿胀和荨麻疹的前驱症状通常先于气道妥协和喘鸣。

至于所有危及生命的紧急情况，应遵循结构化的 ABCDE 治疗算法。疑似过敏
反应患者管理的关键步骤包括 3：
• 寻求帮助
• 去除过敏原
• 通过面罩吸氧
• 根据儿童急性运输服务 CATS 准则（15），以 10 微克/ kg3 的剂量或按照儿
童年龄范围调整的特定剂量管理肌注（IM）肾上腺素：
进一步的管理包括适当的气道监测和管理，静脉液体复苏，重复剂量的肌注或
静推肾上腺素，年龄特定剂量的氢化可的松和扑尔敏（15）。
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
遗传性血管性水肿（HAE）的估计流行率为 1：50,000，并且是由 C1 酯酶抑制
剂缺乏引起的。对任何出现血管性水肿的儿童进行鉴别诊断时，应考虑 HAE 作
为症状 HAE 倾向于在生命的第一个或第二个十年开始，大约 75％的受影响个体
在 15 岁以前经历小时候的第一次攻击（16）。
这种情况是由于 C1 酯酶抑制剂（I 型，85％的病例）产生受损或蛋白质功能降
低（II 型）所致。这种酶通常在控制补体级联反应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阻止
经典途径中的第一个因子 C1 的自动激活来实现。缺乏 C1 酯酶抑制剂会导致不
受控制的补体活化，导致血管活性和趋化肽的释放导致血管渗透性增加，血管
平滑肌的血管舒张和收缩增加。临床表现为急性，局部，无凹陷，非瘙痒，非
红斑血管性水肿，可涉及身体的任何部位 （16）。最常见的肿胀部位包括脸部
（特别是眼皮，嘴唇和舌头），四肢和生殖器。
据估计，50％-70％的 HAE 患者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会经历喉部水肿。喉部
发作的常见触发因素是拔牙或口腔手术 （5,16）。气道水肿倾向于发生在喉部或
喉部以上。与其他引起喉头水肿的原因一样，喘鸣，语音变化和吞咽困难的症
状会提醒临床医生。
虽然 I 型和 II 型 HAE 的遗传模式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但大约 25％的病例可能
是由于第 11 号染色体上的自发突变所致。大约 5％的携带者不显示任何临床特
征，因此有血管性水肿可能不存在。
急性管理与急性呼吸道危害的任何儿童一样。应立即进行呼吸道评估，而不会
使儿童感到困扰，必要时应采取措施确保呼吸道通畅。值得注意的是，常用于
治疗变态反应性血管性水肿的试剂，例如肾上腺素，类固醇和抗组胺药将不能
有效治疗 HAE。如果可用的话，治疗需要以血浆衍生形式或重组形式输注 C1
酯酶抑制剂。新鲜冷冻血浆（FFP）已经用于治疗急性发作，但是由于它也含
有 C4，它可以促进补体因子的进一步裂解并偶尔加剧症状。
气道水肿发生在喉部或喉部以上，因此如果气管插管失败，应考虑气管切开
术。因此，管理任何患有继发于 HAE 的血管性水肿的儿童需要外科小组做洗手

上台的准备。在某些情况下，气管切开术可能被认为是应急气道管理的主要手
段。遗传筛查和 HAE 的长期预防性治疗需要专家的意见。
吸入性损伤
热损伤和相关的水肿可能会导致急性呼吸道危害。如果怀疑有热损伤，或者担
心后期恶化，应该由经验丰富的队伍做好气管插管的早期准备（2）。
表明可能的吸入性损伤的因素包括：
•
在狭小的空间内接触烟雾的历史
•
碳和碳沉积在嘴和鼻子周围
•
碳质痰
外伤
气道可能由于水肿，切口或创伤原因的血液而受到损害。创伤可能是偶然的或
医源性的（例如继发于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术）。特别重要的是避免多次尝试插
管婴儿，因为这会导致气道水肿的快速发展。评估和管理因创伤引起的气道损
伤将取决于根本原因。
适用于插管的适应症
在决定是否需要气管插管时，经验非常重要，而且应该紧迫。应考虑立即插管
的情况包括：
•
可疑的会厌炎
•
吸入性损伤
•
意识层次的丧失
•
逐渐呼吸衰竭：标志为：
o 增加 PaCO2
o 呼吸疲惫
o 缺氧（SpO2 <92％，尽管通过面罩给予高流量氧气）
还应该早日决定是否需要外科医生进行紧急气管切开术。
管理
计划应该从早期阶段开始，特别是在需要的人员方面，因为可能需要时间才能
组建一个经验丰富的熟练团队。在麻醉，稳定和转移患者的过程中，良好的沟
通是至关重要的。每个人都需要随时了解并了解计划。
在气管插管时最有经验的麻醉医生必须在场。理想情况下应该有两名经验丰富
的麻醉医生出席，并确定一名麻醉医生领导手术。需要一位熟练的麻醉助手，
而且有一名外科医生在进行紧急气管切开术方面经验丰富。如果存在，应该让
外科医生做好洗手准备，并且如果插管不成功，准备立即进行气管造口术。
所有必要的设备和药物应该组装起来并且可用。准备一个年龄适当的气管导
管，如果气道水肿/变窄，则需要较小的尺寸。 “小管”可能是有用的 - 这些比标
准的气管导管长。理想的情况下，应该提前预计插管困难。 APA / DAS 准则将

有助于管理困难的情况（17）。必须提供患者充氧的备用计划。在很多情况下，
这将包括紧急手术进入呼吸道。
大多数麻醉医生喜欢使用吸入剂（例如七氟烷）在 100％氧气中吸入/吸入气
体。如果气道阻塞，诱导可能会缓慢，需要耐心达到麻醉深度。应该使用标准
麻醉剂监视器。诱导期间，孩子可能会窒息;试着用下巴抬起来保持上呼吸道的
通畅;保持面罩应用，并等待孩子恢复自主通风。由于麻醉加深导致气道阻塞，
气道阻塞可能恶化，但仔细的定位，下颌推力的轻柔应用以及连续气道正压通
气（CPAP）5-10cm 的应用通常会保持气道通畅。
一旦达到合适的麻醉深度，如果在气道检测之前还没有完成，则应该获得静脉
通路。瞳孔缩小且集中时，应该有一个稳定的呼吸模式，并没有反应后，应用
坚定的下巴推力。
在声门上的组织发炎（例如会厌炎）的情况下，可能很难在喉镜下显示声门开
口。气泡的存在可能表明喉的位置;如果孩子被充分麻醉，手动胸部按压手术可
能会暂时打开呼气路径，产生一些呼出的气体气泡。
插管后管理
一旦气道阻塞被绕过，大多数儿童将很容易通风。如果存在肺部受累，吸入性
损伤并发 ARDS 或可发生支气管收缩的过敏反应，则可能包括细菌性气管炎。
气管插管后，只有在有明确的临床原因证明有风险时才应改变气管导管。
插管后：
•
将气管导管牢牢固定在正确的深度
•
在没有内部指导原则的情况下，将儿童缓慢镇静，肌松麻醉，以确保气
道/气管导管的持续安全。请参阅 CATS 药物计算器/镇静机制网站（19）
•
胸部 X 光确认气管导管位置，排除其他气道病变
其他干预措施将由气道阻塞的根本原因决定。如果怀疑有感染，应该采取血培
养方法，对于会厌炎或气管炎或地塞米松（0.15 mg / kg IV QDS）的病例，开始
辅助治疗，如头孢曲松（80 mg / kg IV）患有细菌性气管炎的患者可能出现感染
性休克并需要进一步的复苏。灼伤根据烧伤协议替换液体。
麻醉医生应该留在孩子身边，直到转入适当的重症监护室，最好是通过专门的
运输队。应该对孩子进行充分的监控，并保持清晰的沟通和记录。查看 CATS
关于“等待检索小组”进行干预/管理的指南，同时等待检索（20）。表 4 总结了本
教程中讨论的 UAO 不同原因的临床表现和管理。

诊断

临床症状/体格检查

治疗

病毒性肺炎

通常见于 2 岁以下的儿童。
治疗的中枢是糖皮质激素，有或没有雾
吠声般的密封状咳嗽，严重的吸气喘鸣和嘶哑的声 化肾上腺素
音/哭泣，
（通常在晚上开始） - 通常先有低热症状
缺乏反应或患者恶化可能是插管的指征
可能是呼吸功能增加的迹象，如三凹症，呼吸急促
和心动过速

插管后组

拔管后喘鸣或其他气道受损迹象

通常对地塞米松和雾化的肾上腺素反应
良好。

细菌性气管炎

生病/脓毒症孩子呼吸窘迫。
声音嘶哑，咳嗽，咳嗽，分泌物丰富

80％需要插管 - 尽早组装一支经验丰富
的团队

有 2-3 天上呼吸道感染史，随后迅速恶化至呈现状态 对雾化的肾上腺素没有或很少有反应
对败血症儿童的管理，包括静脉注射抗
生素
脓肿

颈部疼痛和肿胀

细菌培养和静脉注射抗生素

可能会引起吞咽困难，喘鸣，张口和全身性败血症 可能需要手术引流
的迹象
会厌

急性，严重的气道阻塞

组装一支经验丰富的多学科团队，早期
插管通常是必需的，可能很困难

脓毒性小儿有轻柔吸气喘鸣和迅速增加呼吸困难
静脉血培养和静脉注射抗生素
孩子通常会坐着不动，嘴张开，舌头突出，流涎/不
能吞咽
发病高峰 1-2 岁

应该鼓励咳嗽

突然发生的呼吸受损，没有任何先前的疾病或发烧

外科手术切除耳鼻喉科医师可能是必需
的

过敏性反应

暴露于抗原触发后呼吸和/或心血管危害

ABCDE 管理
肌注肾上腺素

遗传性血管性水肿

急性，局部，非凹陷性，非瘙痒性，非红斑性血管 必要时应采取措施确保呼吸道通畅
性水肿 - 通常影响眼睑，嘴唇和舌头
通常用于治疗过敏性血管性水肿的药物
气道水肿倾向于发生在喉部或喉部以上 - 症状包括喘 如肾上腺素，类固醇和抗组胺药将不会
鸣，声音变化和吞咽困难
有效

异物吸入;

治疗需要输注 C1 酯酶抑制剂
吸入性损伤

热损伤后急性气道损害/水肿

早期由经验丰富的团队准备插管

表 4：儿童 UAO 不同原因的诊断，介绍和管理..

概要
•
•
•
•

急性上呼吸道梗阻是一种急症，需要及时的多学科管理，防止临床情况恶
化。
评估或试图治疗这种情况时，应采取措施不要让儿童哭闹，并进一步危及
气道。
尽早通知高级临床医生，因为如果孩子受到严重危害，可能需要时间组装
一支经验丰富的团队。
在管理气道受到损害的儿童时，从儿童的网站上获得指导，儿童重症监护
运输服务可以成为宝贵的电话咨询来源。

估计这个教程需要 1 个小时才能完成。 如果您想申请 CME 积分，请记录下花费的
时间并将其报告给您的认证机构。
参加本教程的在线测试，请点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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