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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他病毒感染及其治療 

病名與發現 

漢他病毒感染在前蘇俄 20 年代中就有，當時被稱之爲“出血性瘧疾”。

1932 年俄國學者發現此病有嚴重的腎臟損害，遂改稱“出血性腎病腎炎”

（hemorrhagic nephroso-nephritis）而後又稱為“遠東出血熱”（fareastern 

hemorrhagic fever）。40 年代以後，在西伯利亞及歐洲部分地區亦有類似疾

病，但腎臟損害輕微，故依地名稱爲鄂木斯克出血熱（Omsk hemorrhagic 

fever）、克里米亞-剛果出血熱（Crimean-Gongo hemorrhagic fever）、中亞出

血熱（Central Asian hemorrhagic fever）、烏茲別克出血熱（Uzbek hemorrhagic 

fever）等。同時，爲了便於區別，將歐洲出血熱稱之爲流行性腎病

（nephropathia epidemica）並歸納爲“有腎臟症候群出血熱”，而將鄂木斯克

出血熱等歸納爲“無腎臟症候群出血熱”，此種分類方法直到現在還經常被

某些學者所引用。 

在中國大陸，1932 年於黑龍江省首次發現此病；而且一直在該省流

行。日本侵華時所發生的孫吳熱、黑河熱、虎林熱、二道崗熱、間島（延

邊）熱等，實質上皆指漢他病毒感染。1942 年日本將發病地區黑帶鼠

（Apodemus agraius）臟器及其體外的蟎製成懸液後，用中國人做試驗，注

射後同樣引起發病，證明了黑帶鼠是本病的傳染源。因此，把孫吳熱……

等一律叫做“滿洲出血熱”或“流行性出血熱”，而且一直沿用至今。 

1982 年 2 月在日本東京召開的西太平洋地區出血熱工作會議上，經討論同

意將漢他病毒感染統一命名爲“腎臟症候群出血熱”（Hemorrhagic fever with 

renal syndrome;HFRS ）。 臺 灣 亦 作 “ 漢 他 病 毒 出 血 熱 ” （ Hantavirus 

hemorrhagic fever;HHF ）； 中 國 大 陸 則 稱 “ 流 行 性 出 血 熱 ” （ Epidemic 

hemorrhagic fever;EHF）或者“腎臟綜合症出血熱”，目前兩者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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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他病毒之病原學  

漢他病毒爲單鏈 RNA 病毒，呈圓形或卵圓形，平均直徑 120 nm

（78~210 nm），多形態性是其特點。病毒複製由感染細胞釋放的方式可多

種多樣，此類病毒具有雙層胞膜，外膜上有纖突。基因 RNA 可分爲大、

中、小（L、M 和 S）三個節段。病毒的膜蛋白具有凝血活性，有利病毒

粘附於受感染的宿主細胞表面，並進而侵入之；核外殼則具有較强的免疫

性，産生的抗體也最早在血清中出現，有助於早期診斷。 

漢他病毒的抵抗力並不很强，對於一些化學物質頗敏感，而且不耐酸、不

耐熱。如對 β-丙內酯（β-propiolactone）或 pH 5.0 的酸性條件下，都會迅

速失去活性；56℃30 分鐘即可將其殺滅（最適溫度爲 4~20℃）。對紫外線、

氯仿、丙酮、乙醚、酒精等，也都非常敏感。 

在過去主要用Vero-E6培養漢他病毒；目前隨著分子病毒學方面的進步，多

聚酶鏈反應（PCR）技術已在腎臟症候群出血熱病毒加以應用。由於PCR

技術比傳統病毒鑑定分型方法簡便、敏感且具特異性，因此可與血清學方

法一起或單獨用於診斷和新分離病毒的鑑定及分型。  

流行病學 

全世界每年因漢他病毒感染而住院的病患約有 15 萬人，死亡率爲 1~10

％不等。目前主要分布於韓國、俄羅斯等 31 個國家和地區。中國大陸至少

有 29 個省市有此病發生，發病數每年大約都 5-6 萬人，居世界出血熱之首

位。 

流行病學特徵 

根據地理的分佈情况，本病大致可以分爲：林間苔草地、江河湖沼地、

水稻田地等幾種主要類型；其共同特徵是地勢低窪潮濕、雜草茂密、灌木

叢生或農作物豐富，適於鼠類及其媒介動物生存繁殖的地方，特別是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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墾或半新開墾的農林地區。 

本病的流行形式主要爲散發，常呈點狀分布且相互間多無相關。在少

數情况下，病例也可呈聚集性（爆發）發生。年度的流行曲線大致分爲雙

峰型及單峰型兩類。雙峰型的表現爲先有一個春季小高峰（三月至六月），

再有一個秋冬季的大高峰（從十一月直至翌年一月份左右）；單峰型爲全年

只有一個秋冬季的大高峰。一般認爲，雙峰型的小高峰是由“家鼠型”所致，

因爲大部分患者都比較輕微；而秋冬季發病者均較為嚴重，是爲“野鼠型”

所致。 

感染年齡層則通常是不分男女老幼，但以從事農業勞動、水利工程及

其它野外作業的 20～40 歲青壯年發病爲最高。 

傳染源 

棕背鼠（Clethrionomys rufocanus）、大林姬鼠（Apodemus speciosus）

等， 可能是本病“原發性”宿主動物。繼發性動物除黑帶鼠和褐家鼠外，有

人懷疑還包括鼠科的黃胸鼠（Rattus flavipectus）、小黃腹鼠（R. losea）、屋

頂鼠（R. rattus）等 21 種。其他如猫、犬、兔、猪、羊、以及實驗用的大

白鼠等 53 種動物，亦可携帶本病病毒，既是宿主動物，又可成爲傳染源。 

傳染途徑 

   對於傳染途徑的問題目前說法不一，有以下幾種說法：（1）接觸傳播：

被鼠咬傷後或接觸帶有病毒的鼠血液時，可以通過傷口而感染；（2）食物

傳播：食入被感染鼠之排泄物污染的食物，可以通過消化道粘膜而發病；（3）

空氣傳播：吸入被感染鼠的糞、尿、唾液等污染塵埃後形成之氣溶膠，經

呼吸道而感染；（4）垂直傳播：由人體胎兒中肺、肝、腎三臟器分離出本

病病毒，說明漢他病毒感染可由母親傳至胎兒；（5）蟲媒傳播：通過鼠體

寄生的革蟎或恙蟲之叮咬，可以由鼠傳播給人。 

人群易感性 

本病在人群中的易感性問題，依據過去流行病學資料分析，已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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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一致的認識。在實際調查工作中，因所見性別、年齡和職業的不同，

則發病存在著一定的差異，例如以 20～49 歲青壯年發病人數最多，且以農

民和野外工人爲最，這主要是由於接觸傳染源或傳播媒介機會不等所造

成；因此認爲，各類人群對於該病具有同等易感性－都是普遍易感。 

近年來，由於血清診斷研究的進展，大陸地區已就人群中免疫水平

以及有無隱性感染等問題，開始進行深入調查。初步資料認爲，人體在感

染漢他病毒後，多半表現爲隱性感染；隱性感染與顯性感染之比例，在野

鼠型平均爲 1:22，家鼠型平均爲 1:42。家鼠型發病無年齡和性別差異，但

女性中以家庭婦女最多，且其發病似乎有家庭聚集現象。調查結果也顯示，

罹患本病之後均能獲得持久的免疫力。 

流行因素 

   自然傳染窩的存在是本病發生和流行的基本因素。因此，凡是影響帶原

動物的分布及其數量變化的各種自然條件，對本病之流行均有一定影響。

例如，當人們進入一些新的地區準備開發時，居住於工棚，便容易感染發

病；地勢低窪的地區，若遇降水量適度，作物豐收，鼠密度增高，則有釀

成流行之可能；若連降暴雨，造成鼠類大批死亡，疫情則可能平息。氣溫

對鼠類有一定影響，在九、十月份溫度適宜，加上食料豐富，鼠類大量繁

殖，人類受感染機會則增多。當氣候轉冷，野外鼠糧缺乏時，鼠類向居民

區遷移，則室內感染機會增多 。 

發病機制及病理解剖 

發病原理    

大陸學者多年來對漢他病毒感染的發病機制進行了大量研究，曾提出

病毒及其毒素直接作用的各種學說，但均不能完全圓滿地解釋本病複雜的

病理生理過程和臨床表現。病毒侵入人體後隨血液及白血球散布全身，在

各臟器組織細胞中增殖，並可通過血腦屏障引起中樞病變。目前僅就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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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與下列因素有關。 

1.病毒直接作用：漢他病毒可導致感染細胞的功能與結構之損害。毛

細血管、血小板和腎臟損害於發病初期就很明顯，早期採用抗病毒治療可

部分中斷病理過程，此亦證明病毒的直接作用。 

2.免疫損傷：（1）尤其是 immune complex 之損傷，顯得特別重要，免

疫複合物可沈積於小血管壁、腎小球基底膜、腎小管和間質血管而造成廣

泛的小血管受損。（2）發病早期就有 IgE 抗體升高，使細胞釋放組織胺，

增加血管通透性。（3）漢他病毒感染患者血小板中存在免疫複合物，而腎

小管基底膜存在著 IgG 沈積，顯示血小板之减少及腎小管之損傷均與 II 型

或 I 型變態反應有關。（4）顯微鏡觀察發現淋巴細胞攻擊腎小管上皮細胞，

認爲病毒可以通過 T 細胞導致損傷身體細胞，顯示存在 IV 型變態反應。 

3.各種細胞因數及介質之作用：漢他病毒能够誘發巨噬細胞及 T 細胞

釋放各種介質和細胞因數，如 interleukin 1 和 tumor necrosis factor 等等，

引起各種病理變化及臨床症狀。 

病理生理 

漢他病毒感染患者，會引起廣泛性全身性小血管損傷，是本病發病的

病理學基礎。 

1.休克：早期發生的低血壓休克爲原發性休克，是由於血管損傷、通

透性增加、血漿外滲、血容量减少所致的失血漿性低血容量性休克；血液

進一步濃縮、發生瀰漫性血管內凝血（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 

DIC）可使休克更形嚴重。早期患者 β-endorphin 即明顯升高，到低血壓期

達高峰，隨後逐漸下降。晚期由於大出血、繼發感染和多尿期從而出現的

休克，稱爲繼發性休克。 

2.出血：本病出血現象極爲普遍，原因也比較複雜，在不同階段，不

同組織，情况也不盡相同。在早期皮膚粘膜的出血點，主要是毛細血管損

傷所致。隨著病情之進展，諸如毛細血管及小靜脈的滲出或破裂、血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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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及功能障礙、肝素（heparin）類物質之增加、凝血因數逐漸耗竭、瀰

漫性血管內凝血等，也都是發生出血的原因所在。  

3.腎功能衰竭：急性腎功能衰竭是本症的最重要之損害，其主要原因

通常認爲是：腎臟血流不足；腎臟的免疫損傷；腎臟間質水腫及出血；腎

小球及腎小管微血栓和缺血性壞死；腎素（renin）、angiotensin 的啓動等。 

病理解剖 

1.血管病變：本病的基本病理改變是廣泛性小血管內皮細胞水腫、變

性和壞死，管壁不規則，管腔有微血栓形成，嚴重者呈纖維樣壞死和崩解。

血管周圍組織可有水腫和出血。 

2.腎臟病變：在諸多臟器中可謂最明顯者之一。大體標本可見腎臟腫

大；切面見皮質蒼白，髓質充血呈暗紅色，並可見出血或缺血性壞死區。

鏡下見腎小球充血，基底膜增厚，球囊內有紅血球及蛋白。腎小管變性壞

死，管腔受壓變形甚至閉塞。間質見水腫、充血、出血和細胞浸潤。腎盂

和腎盞可見大片出血，腎脂肪囊可有水腫和出血。 

3.其他臟器之病理變化：以右心房、垂體前葉和後腹膜最爲明顯；肝、

胰、腦等亦均有顯著改變。上述皆表現爲水腫、充血、出血、壞死和不同

程度細胞浸潤。 

4.病理組織化學檢查：在具有一定嚴密設備的條件下，自血管內皮細

胞、腎、肝、腦等組織臟器中，均能檢出漢他病毒抗原。 

臨床表現 

漢他病毒感染的典型病例，具有“三大主症”和“五期經過”；三大主症

是：（1）感染中毒症狀；（2）充血出血症狀；（3）腎臟損傷症狀；五期經

過是：（1）發熱期；（2）低血壓期；（3）少尿期；（4）多尿期；（5）恢復

期。輕型或即時且正確治療的患者，往往五期過程不明顯，甚至有“跳期”

現象。重症病例則病情險惡，發熱期、低血壓期及少尿期可互相重叠，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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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勢凶猛，變化迅速，且往往預後不佳。 

潜伏期：一般 1～2 週（短者 4 日、長者達 46 日）。少數病例有前驅期表現，

如頭昏、頭痛、腰痛、食欲不振、全身困倦等。 

一、發熱期     

1.感染中毒症狀：絕大多數患者發病急驟，但幾乎百分之百都會發熱，

約有三分之一病例超過 40℃，一般體溫也在 38～40℃。發熱期通常持續 3

～7 日，然後以梯形下降；患者發熱期間可有頭痛、腰痛（如同閃到腰一

樣）、眼眶痛、全身酸痛、及出現神經精神症狀等；此類患者所出現的頭痛、

腰痛及眼眶痛，通常被稱爲“三痛”症狀。一般傳染病熱退後，症狀即會相

繼緩解，但漢他病毒感染體溫下降後，症狀反而加重，是本病的一個重要

特點。 

2.毛細血管中毒症狀（充血出血症狀）：毛細血管中毒性變化，如充血、

出血和滲出現象，是本病早期的特殊表現，具有早期診斷和鑑別診斷的價

值。最突出者是“三紅”症狀（有的稱爲“V”字現象），表現爲顔面部、頸項

部、上胸部三處皮膚顯著充血、外觀潮紅，狀如酒醉；壓之可退色。由於

充血及滲出現象的發生與發展，而出現各種出血現象。最早自病程的兩、

三天起即可見到軟腭有點狀出血；皮膚出血典型者呈抓搔狀或鞭擊樣，多

見於腋下和胸背部。 

3.其他系統改變：若與其他期比較，相對來說腎臟損害還不十分嚴重，

主要表現爲蛋白尿。在消化系統方面，一些患者常伴有食欲不振、噁心、

嘔吐、腹痛、腹瀉（輕者兩三次，重者十餘次）等，因而常懷疑“腸炎”；

有時腹痛劇烈者，也常有壓痛和反跳痛（爲腸膜極度充血、水腫所致），頗

易誤診爲急性腹痛。亦有的病例，常見有腹水；少數患者肝、脾輕度腫大，

質地較軟，有時出現黃疸。 

二、低血壓期 

1.低血壓休克之表現：熱退後症狀繼續加重，首先出現的就是低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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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血壓可於發燒末期或退熱同時發生，一般不超過兩、三天（短暫的低血

壓有時常被忽略），長者也可達六、七天。一般可將低血壓休克分做如下三

類：（1）收縮壓低於 100 mmHg，脈壓差小於 20 mmHg；血色素有增高趨

勢；可伴有噁心、嘔吐、煩躁不安等症狀；脈搏增速但尚可清楚觸及者，

判爲“低血壓傾向”。（2）收縮壓低於 90 mmHg，脈壓差小於 20 mmHg；眼

瞼水腫明顯；血色素增高；噁心、嘔吐、煩躁不安等症狀明顯；脈速而細

弱者，判爲低血壓。（3）收縮壓低於 70 mmHg，脈壓差小於 20 mmHg；

眼結膜水腫加重；血色素高度濃縮；頻繁噁心、嘔吐、煩躁不安、精神神

經症狀較重（如譫妄等）；脈搏弱速甚至摸不清；紫紺、肢端發凉、尿少和

酸中毒等，判爲休克。有部分病例在進入低血壓期前，血壓可有暫時性升

高現象。如患者有高血壓史，比之平常下降超過 20 mmHg 者，也應考量

有低血壓傾向。在低血壓傾向或休克先兆階段，給予及時處理，可以較快

地渡過低血壓期；反之，如不注意則易陷入嚴重的“頑固性休克”。 

2.一般臨床表現：本期“三痛”症狀加重，特別是眼眶痛，連眼球都不

敢轉動；頭痛和腰痛更爲嚴重，甚至於拒絕檢查或移動體位。“三紅”現象，

在大部分患者表現得依然明顯；但休克後則很快消失。眼瞼與四肢水腫多

呈進行性，水腫達高峰時常是低血壓最嚴重時刻，開始消退後血壓也漸趨

穩定。低血壓期由於血漿大量外滲，血液濃縮，血容量减少，相應地引起

腎血流量减少，特別是感染漢他病毒在休克時更加重腎臟的損害，因此很

可能出現少尿甚至無尿。然而，此期的少尿或無尿，究竟是由低血壓或休

克所引起的腎前性少尿，還是本病病程中出現腎功能衰竭的早期表現，應

予以區別。 

三、少尿期 

1.少尿期及腎功能衰竭之發生情况：約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可以跳越低

血壓期，從發熱直接進入少尿期；還有一部分患者少尿與休克同時存在。

少尿期是本病發展的極期，少尿的程度與腎臟損害的程度基本平行。少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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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每日尿量少於 400 毫升者；若尿量少於 50 毫升甚至無尿，稱爲尿閉。

本期多發生在病程的 5～8 日，一般持續 2～5 天。尿內可見大量蛋白與血

球，有的嚴重患者尿中可出現大塊“膜狀物”或“條狀物”。  

2.少尿期臨床表現：本期由於腎臟排泄功能障礙，體內代謝産物瀦留，

非蛋白氮的升高，加之體液的重新分布，水及電解質平衡失調，內環境發

生高度紊亂，酸中毒、尿毒交織在一起，心衰竭肺水腫和腦水腫等繼之而

來。同時一些危及生命的嚴重併發症，如大出血、繼發感染和中樞神經系

統併發症，也極易在此期發生。臨床表現錯綜多變，處理上須特別慎重。

在三分之二的患者少尿期可有“血壓升高”（120~220 / 90~140 mmHg）現

象，持續時間最短一日，多數爲 6~10 天，長者可達數月。一般來說，持

續時間長者多見於腎臟發生器質性病變所致。在少尿的兩、三天以後，有

的患者就可以因高鉀血症，心動過緩且有相應的心電圖改變，甚至可因心

臟驟停而死亡。由於出現代謝性酸中毒，患者呼吸增快，嚴重時可出現

Kussmaul 深且大的呼吸。亦有的病例呼吸音减低或粗糙，多爲繼發感染、

肺出血、尿毒症、原發性或心源肺水腫等所致；此外，尚應特別注意呼吸

困難者，以預防成人呼吸窘迫症候群（adult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 

ARDS）之發生。 

四、多尿期 

1.多尿期之發生情况：患者經過前三期的消耗，身體處於高度衰竭狀

態，腎臟功能尚未完全恢復，水和電解質紊亂等需要逐步調整，如處理不

當仍會出現尿毒症、酸中毒、繼發性感染和繼發性休克等。亦有不經過低

血壓期和少尿期，由發熱期直接進入多尿期者。多尿期主要發生於病程的

9～14 日，一般持續 1～2 周 ，最短者三日，長者數月。平均尿量每日可

達 4000～8000 毫升，最高者竟達 10,000~30,000 毫升。患者尿量增多的程

度及多尿持續時間和腎損害有一定的關係，即病情越重，尿量越多，持續

的時間也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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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尿期之臨床表現：臨床上可將多尿期分爲移行階段、多尿初期和

多尿後期三個不同階段。移行階段是指少尿向多尿的過渡時期，一般需時

2~5 日。在此時期內，原有的血液生化改變，如非蛋白氮繼續上升，二氧

化碳結合力下降，血鉀和其他電解質的改變仍很明顯；少尿期的各種併發

症仍可在此時發生，甚至造成死亡。尿量達 2000 毫升以上時稱爲多尿初

期，在此時期隨著尿量的增多，血壓逐漸下降，尿液改變漸趨正常，尿內

蛋白、紅血球等很快减少以至消失，尿毒症、酸中毒等亦逐漸减輕。多尿

後期是指達 2000 毫升的第三、四天，此時期內一般趨向於低鉀、低鈉、低

氯等，從而使患者會感到衰弱無力、倦怠嗜睡、表情淡漠、精神不振等。

部分病例尚可因三個病期之消耗、攝食不足、大量出血、尿蛋白排出過多

等因素，而産生低蛋白血症，出現明顯的貧血和浮腫。 

五、恢復期 

大多數患者病後 3～4 周 開始恢復，每日尿量降至 2000 ml 以下。隨

腎臟功能趨於好轉，尿量及尿比重接近正常，內環境逐步平衡，各項症狀

消失，精神食欲恢復，體力逐漸增加，化驗檢查基本達到正常範圍，而進

入恢復期。本病全病程約需一、兩個月。亦有部分病例，仍感全身軟弱無

力、食欲不振、腰部酸痛、頭昏、汗多、尿頻等症狀，腎濃縮功能恢復緩

慢，夜尿較多，尿比重低於正常，恢復期的時間較長，甚至可達半年以上。 

併發症 

在本病的病程中，下列有些現象並非併發症，實爲本病之臨床表現，但因

其變化非常突然而嚴重，往往成爲死亡的主要原因，故應注意其發生，細

心觀察，並做到及時處理，以挽救病人的生命。 

常見的有：心力衰竭肺水腫；彌漫性血管內凝血；成人呼吸窘迫症候群；

酸中毒；氮質血症；高血鉀；低血鉀；高血壓；大出血；低鈉低氯症；腦

水腫；繼發感染；中樞神經系統併發症等。少見的有自發性腎破裂、垂體

性出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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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部分患者在病程中，尤其於發病早期，漢他病毒典型症狀尚

未充分展現之前，常以某一臟器損害爲突出表現，容易引起誤診。常見

者有：急性胃腸炎型、急性腹痛症型、腦膜腦炎型、敗血症型、白血病

型、腔道出血型、肝損型、腎盂腎炎型等。 

實驗室檢查 

一、 血液常規檢查 

    在發病之初白血球可爲正常或偏低，但自三、四天以後，白血球突然

升高，常達 15,000~30,000/mm3，淋巴細胞增多，並可出現異型（包括單核

型、漿細胞型、原始型以及其他型）淋巴細胞，出現率 15％以上；特別重

症病人白血球可達 50,000~100,000/mm3，造成類白血病反應。低血壓休克

期血紅蛋白和紅血球明顯升高，少尿期則降低。血小板一開始就下降，在

疾病初期常可達 100,000~60,000/mm3，可以作爲鑑別診斷的一個參考，多

尿期即逐漸恢復。血沈除少數患者於第二、三 周增快外，一般大多正常。 

二、 尿常規檢查 

    顯著蛋白尿是漢他病毒感染的重要特點，從病程的第二、三天即可出

現，而且增加甚快，常可上午“＋”到下午或晚上達“＋＋＋”或“＋＋＋＋”；

但亦有一部分輕型病人，可能由於病情發展緩慢，尿蛋白的出現稍遲。尿

蛋白於少尿期達高峰，多尿期逐漸减輕，遂可自動消失。血尿可爲肉眼性

或在顯微鏡下能找到紅血球，病變越重、血小板計數越低，血尿越明顯。

約三分之一的病例尿中可出現膜狀物或纖維樣物質，此乃本病之特點，其

大小不等，小者如黃豆、大者如雞蛋，外觀呈膠凍、絲狀、絮狀或傘狀等，

白色或淡紅色，乃係蛋白、紅血球與上皮細胞的凝集物。 

三、 血生化檢查 

    血漿非蛋白氮或尿素氮在發熱期末或低血壓休克期即開始增高，在少

尿期或移行階段達高峰。二氧化碳結合力下降。少尿期血鉀明顯升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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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血鉀亦有過低者，宜加注意。大多數患者皆有低鈉、低氯、低鈣。發

熱期多爲呼吸性鹼中毒，休克期後則主要表現爲代謝性酸中毒。 

四、 凝血功能檢查 

    病程中可以發生彌漫性血管內凝血，初爲高凝階段，凝血時間縮短，

繼以低凝階段，凝血酶原時間延長，纖溶亢進階段則纖維蛋白物（FDP）

升高。 

五、免疫功能檢查 

   用酶鏈免疫吸附測定（ELISA）等可以檢測漢他病毒之抗原和抗體。用

漢他病毒的重組 N 蛋白作爲抗原建立的 ELISA，不僅敏感性和特異性高，

而且可以區別不同的血清型病毒。PCR 亦已用於漢他病毒的試驗（見前）。

用免疫酶染 ELISA 檢測法檢測特異性的 IgM 時，血清抗體效價≥1:20 爲陽

性，病後兩、三天即可出現之，第五天可達高峰，以利於早期診斷。特異

性 IgG 抗體 1:40 爲陽性。 

六、其他檢查 

    心電圖在高血鉀時可出現高尖 T 波；而 U 波却提示低血鉀。胸部 X

線檢查時，少尿期約三分之一患者可有肺瘀血或肺水腫改變，個別可有胸

腔積液。重症患者常有眼壓增高、視神經乳頭水腫等。 

鑑別診斷  

診斷 

    主要根據：（1）疑似病例：凡在新、舊疫區及流行季節中，有急起發

熱、全身衰竭、無力，並有頭痛、眼眶痛、腰痛（三痛），以及顔面、頸項、

上胸部漸紅者（三紅），均爲疑似病例。表現爲上列一部分症狀，併有少尿

或低血壓者，亦不應該排除之。（2）臨床診斷：疑似病例出現有發熱過後

病情加重，皮膚粘膜有出血徵象，末梢血小板减少，出現異型淋巴細胞，

尿蛋白陽性者，均爲印象診斷之可靠依據。具備疑似病例條件，併具有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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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五期”經過者，可作爲回顧性診斷。（3）實驗檢查：具有疑似病例條

件，經特異性血清學檢查或檢出病原體者，即可確診。 

鑑別診斷 

    應與以發熱爲主的疾病相鑑別，如上呼吸道感染、流行性感冒、流行

性腦脊髓膜炎、鈎端螺旋體病、登革出血熱、傷寒與斑疹傷寒、金黃色葡

萄球菌敗血症等；其次應與血液病相鑑別，如急性白血病、血小板减少性

紫斑、過敏性紫斑等；最後，還需與急性腎衰少尿爲主症的疾病相鑑別，

如急性腎小球腎炎、急性腎盂腎炎等。 

治療及預後 

目前尚無特異性療法，主要針對各期的病理生理變化進行對症治療；

並應做到“三早一就”－早發現，早診斷，早治療，就地診治。 

一、發熱期治療原則 ：抗病毒療法、退熱及積極補充體液等。  

1.抗病毒治療：ribavirin 有一定效果，但最好是在發病後四天以內給

藥，常用量每天 700~1500 mg，加入 10%葡萄糖液中靜脈點滴，連用三天。

另一種方法較好：首劑 33 mg / kg，靜脈點滴，以後每 6 小時 16mg / kg，

連用四天；第五~七天改爲 8 mg / kg，每 8 小時一次，全療程共七日。 

2.對症治療：臥床休息。對於高熱以物理降溫爲主，如酒精浴、冰敷

等；忌用發汗解熱劑，以防大汗喪失血容量而促使休克發生。早期應用激

素對降溫、減輕中毒症狀均有好處，常用 dexamethasone 5~10 mg 靜滴，熱

退即停。止血用維他命 K 或 etamsylate 等；禁用抗纖溶藥物，以免促發 DIC。

嘔吐頻繁者投給 domperidone 10 mg 口服或 metoclopramide 10 mg 肌注。爲

降低血管通透性，可給予 rutin 和維他命 C。 

在發熱期要充分補充水分，一般補液量約爲每 24 小時 1500 ml， 以

補平衡鹽液（balanced salt solution）爲主；有吐瀉者，補液量可酌情增加。

滲出症狀嚴重者，在發熱後期進行預防性擴容，適當加用低分子 dext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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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鮮血漿等，有助於緩解低血壓休克期之病情或越過此期。 

3.其他治療：可投給恢復期患者的高效價免疫血清或血漿；亦可投給

免疫調節劑，具有增强細胞免疫及調整免疫平衡的作用。發熱晚期可出現

高凝狀態，最簡單的監測手段是檢測凝血時間，如在三分鐘以內，即可給

予小劑量肝素 0.5~1 mg / kg，每 6~12 小時一次，緩慢靜注；但是，每次用

藥前均需檢查凝血時間等指標，以决定是否繼續用藥。 

二、低血壓期治療原則：積極擴容，糾正酸中毒，儘快使血壓穩定。 

1.補充血容量：爲了防止休克，應根據早期、快速、適量的原則進行

補液。並根據收縮壓、脈壓差、心率和血紅蛋白等情况，隨時調整補液速

度和補液量，最好是使血壓能够在四小時或更長時間內保持穩定。 

2.糾正酸中毒：主要爲代謝性酸中毒，用 5%碳酸氫鈉 5 ml / kg 或 1/6

克分子乳酸鈉 3 ml / kg，可根據病情每 4~6 小時投給一次。 

3.强心利尿：於迅速擴容後，應立即投給 lanatoside 或 K-strophanthin

一次，以後可根據心率的情况酌情給予。足量擴容後，還應投給 20％甘露

醇和 furosemide， 以達早期促進利尿之目的。 

4.血管活性藥之應用：只有在已充分擴容及糾正酸中毒後血壓仍不回

升時，方可使用血管活性藥物，包括 aramine、dopamine、noradrenaline、

isoproterenol、phentolamine 等等，而且一定要以小劑量開始，且不應因用

血管活性藥物而影響輸液量。 

三、少尿期治療原則：採用多種方法以穩定身體內環境。 

1.身體內環境之保持：此期維持水和電解質平衡是最重要的。首先在

低血壓休克期之末和少尿期之初，應很好區分少尿的性質，是功能性抑或

器質性者。若爲功能性少尿，可輸注電解質液；若爲器質性少尿，則應控

制入液量，宜掌握在每日按尿量加 500 ml，且以 10%葡萄糖液爲主。此期

病人尚應限制鈉鹽之攝入。發生高鉀血症（多數）或低鉀血症（少數）者，

可根據化驗結果和心電圖所見予以處理。明顯酸中毒者，可適量補充碳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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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鈉。爲控制氮質血症，要保證熱量供給，予高糖、高維他命、低蛋白飲

食；不能進食者，每日靜脈注射葡萄糖不少於 200 克，併加用適量胰島素。

爲控制高血壓，酌情給予降壓藥。 

2.擴張腎血管：少尿期開始即投給酚妥拉明 20~40 mg，加入 10％葡萄

糖液內緩慢靜注（入液量不能超過總控制量）；亦可選用多巴胺，適用於休

克與少尿期重叠之病例。 

3.促進利尿：常用 furosemide 40~100 mg 靜脈注射，每日 2~3 次。早

期利尿以减輕腎間質水腫及腎小管堵塞，故在有少尿傾向時即應開始用藥。 

4.導瀉與透析療法：針對高血容量症候群和高血鉀，可口服 20%甘露

醇 125 ml，每日 2~3 次；亦可應用硫酸鎂或 senna 等導瀉。對於嚴重的氮

質血症、高血鉀或高血容量症候群，可應用腹膜透析或血液透析治療。 

四、多尿期治療原則：注意鉀、鈉、鈣等補充，預防繼發感染。 

1.移行階段治療：此期治療原則同少尿期。 

2.多尿期之治療：每日入液量應爲少尿期的三分之二或更少一些，並以口

服補液爲主（進食差者可靜脈補液）。應隨時注意化驗結果，對鉀、鈉、鈣

等電解質之補充。每日若尿量超過 5000 ml 時，可試用 indomethacin、

dihydrochlorothiazide 或 clofibrate。此期尚應特別注意預防繼發感染。 

五、 恢復期治療 

     與其他病後期一樣，必須注意補充營養。 

六、 預後 

    病人大多能够恢復，只有少數患者可遺留不同程度的腎功能障礙、高

血壓、心肌勞損和垂體功能减退等症狀。病死率的問題各地報告有很大差

別，從 2.2%到 31.8%，最近兩年降爲 1~3%或以下。常見的死亡原因有休

克、尿毒症、大出血、肺水腫、成人呼吸窘迫症候群、繼發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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