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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临床医学 学 号 201630001109

班 级 2016 级临床 2班

设计作品类型 产品设计□ 工艺设计□ 方案设计☑

设计作品名称 大叶性肺炎患者的诊疗方案设计

一、前 言

大叶性肺炎（lobar pneumonia）主要是肺炎链球菌引起的以肺泡内纤维蛋白原大

量渗出为主的急性纤维蛋白炎。本病好发于青年人，起病急。临床上出现寒战、高热、

胸疼、咳嗽、呈铁锈色痰，呼吸困难并有实变体征及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增高等。大叶性

肺炎 95%以上是由肺炎链球菌感染引起。在受寒、疲劳、醉酒和麻醉等使呼吸道防御功

能减弱或机体抵抗力降低时，口腔及鼻咽部的细菌乘虚而入，沿气管、支气管到达肺泡，

在肺泡内迅速生长繁殖，并通过肺泡间孔或呼吸性细支气管向邻近肺组织蔓延，累及部

分或整个肺大叶，也可以通过叶支气管引起肺大叶间的播散。大叶性肺炎的主要病变为

肺泡腔内的纤维蛋白性炎。常累及单侧肺，多见于左叶下肺；其次为右下叶肺。典型的

自然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 4期：充血水肿期、红色肝样变期、灰色肝样变期、溶解消散

期。大叶性肺炎也有少数出现肺肉质变、胸膜肥厚和粘连、感染性休克等并发症。

二、住院病历

姓名：田** 出生地：湖南省宁乡市

性别：男 职业：司机

年龄：32岁 家庭住址：宁乡县贺石桥***

民族：汉族 联系电话:1893244****

婚姻：已婚 入院日期：2018-11-15 15:47

病史陈述者：患者本人 记录日期：2018-11-15 17:14

入院方式：平车推入

主诉 发热4天，咳嗽伴胸痛3天

现病史 患者于11月11日下午因淋雨后出现发热、咳嗽伴胸痛症状，在家自测体温

达39℃，自服阿司匹林片后感体温稍下降，但未降至正常。次日上午出现寒战、高热伴

咳嗽、胸痛，咳嗽呈持续性，有少许白色粘稠痰，痰液无血丝。伴胸部阵发性疼痛，不



蔓延至肩、背，无呼吸困难、无脸色苍白、无发绀。当日上午自测体温达39.5℃，咳嗽

和胸痛加剧。求治来我院急诊就诊，急诊胸部X光片示：“右上肺野大片致密阴影，密

度均匀”，收治我院呼吸内科。患者起病以来，食欲下降，尿量稍减、色深黄，大便秘

结，体重无明显减轻。

既往史：平素身体一般。否认“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病史。既往无伤寒、

结核、疟疾、痢疾等病史，无结核病接触史，无药物及食物过敏史，无外伤及手术史。

系统回顾

呼吸系统 有胸痛、咳嗽、痰少，为白色粘稠痰，无长期低热、盗汗、消瘦史

循环系统 无心前区疼痛、心悸、胸闷、气急、发绀、下肢水肿、心脏病史等。

消化系统 无呕血、无腹胀、腹痛、腹泻、反酸、嗳气、黑便、黄疸、便秘等

泌尿系统 无尿频、尿急、尿痛、血尿、腰痛、排尿困难、水肿及下疳、梅毒、淋

病等性病史。

造血系统 无皮肤苍白头晕、眼花、耳鸣、记忆力减退、心悸、舌痛、皮肤黏膜出

血、黄疸、淋巴结肝脾大、骨骼痛史。

内分泌及代谢系统 无畏寒、怕热、多汗、食欲异常、口干、多饮、多尿、消瘦、

视力障碍、肌肉震颤及性格行为、体重、皮肤、毛发和第二性征改变等。

神经精神系统 无头晕、晕厥、瘫痪、嗜睡、狂躁、昏睡、记忆力、注意力、定向

力减退及幻视、幻听、性格行为改变等。

肌肉骨骼系统：无疼痛、关节红肿、关节畸形、肢体活动障碍及肌无力、肌肉萎缩

等。

个人史 出生于湖南宁乡，常住本地，无粉尘放射性物质接触史，否认疫区居住史，

无烟酒嗜好，否认性病及冶游史。

婚育史 29岁结婚，配偶体健，未孕。

家族史 父母健在，直系亲属体健。无遗传倾向疾患。

体 格 检 查

T39℃ P104 次/分 R30 次/分钟 BP100/70mmHg

一般情况 发育正常，营养良好，体型正常，呈急性病容，神智清楚。推入病房，

检查合作。

皮肤粘膜 全身皮肤、黏膜温度较高，干燥。无肝掌，无蜘蛛痣。皮肤弹性正常,

无潮湿。毛发及指甲无异常。

浅表淋巴结 全身浅表淋巴结无肿大。



头部及五官

头颅：五官无畸形，无肿块、压痛、瘢痕、头发量多、色泽光亮、分布均匀、无秃

发。

眼：眉毛无脱落，无倒睫，眼睑水肿，睑结膜无充血，眼球运动正常，结膜正常、

巩膜无黄染，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3mm，形态对称，对光反射灵敏。

耳：无畸形、外耳道无异常分泌物，乳突无压痛，听力正常。

鼻：无畸形、分泌物、无出血、无鼻中隔偏曲、无鼻窦压痛.

口腔：唇红干裂，无发绀，唇周可见数个针尖大小小水疱。牙齿排列整齐，牙龈无

红肿溢脓。咽部充血，两侧扁桃体Ⅰ度肿大，声音无嘶哑。

颈部 颈软，气管居中，颈静脉无怒张，肝-颈静脉回流征阴性，甲状腺无肿大。

胸部 胸廓对称、无畸形，腹式呼吸为主，呼吸促，节律规整。

肺部

视诊：右侧呼吸运动减弱，呼吸较浅快，节律规则。

触诊：右侧呼吸运动减弱，右上语音震颤增强，无胸膜摩擦感。

叩诊：右上肺呈浊音，肺下缘位于右侧锁骨中线上第5肋间，肩胛下角线上第9肋间，

左侧肩胛线第10肋间，移动度为3cm。

听诊：右上肺呼吸音减弱，可闻及支气管呼吸音及少许湿性啰音。

心脏

视诊：心前区无隆起

触诊：心尖搏动无震颤，心尖搏动第5肋间左锁骨中线内1.0cm处，律齐，心脏各瓣

膜区未扪及震颤，无心包摩擦感。

叩诊：心浊音界正常，如下：

左锁骨中线至前正中线的距离8cm，心脏大小正常。

听诊：心界不大，心率 104 次/分钟，心律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杂音。

桡动脉：搏动有力，节律整齐，无奇脉或脉搏短绌、水冲脉，血管壁弹性正常，脉

率 104 次/分。

右（cm） 肋间 左（cm）

2 II 3

3 III 4

3 IV 5

V 7



腹部

视诊：平坦，腹壁静脉无曲张，无胃肠型和蠕动波。

触诊：全腹柔软，腹部无压痛，腹部无反跳痛，肝脾肋下未扪及，Murphy征(-)。

叩诊：呈鼓音，肝区无叩痛，肾区无叩痛，移动性浊音(-)。

听诊：肠鸣音正常，无气过水声。

肛门、直肠 无肛裂、脱肛、瘘管和痔疮，直肠指检括约肌紧张度正常，未发现肿

物，无狭窄和压痛。

外生殖器 阴毛分布正常，外阴发育正常。

脊柱四肢 弯度正常，无畸形，活动度正常，无压痛或叩痛。无畸形、杵状指、趾，

无静脉曲张、肌肉萎缩及骨折，运动正常，无红肿、压痛和畸形、关节活动不受限。

神经反射 皮肤划纹征阴性。腹壁反射，二头肌、膝腱及跟腱反射正常，Babinski

征（-），Oppenheim 征（-），Gordon 征（-），Chaddock 征（-），Hoffmann 征(-)，Kernig

征（-），Brudzinski 征（-）。

实验室检查及特殊检查

2018 年 11 月 15 日 宁乡人民医院

实验室检查：

血细胞分析+细胞形态检测：白细胞 18.2×10^9/L、中性细胞比率 92 %、嗜酸性

粒细胞 1%，淋巴细胞 6%。红细胞 4.0×10^12/L、血红蛋白 120 g/L、血小板 158×

10^9/L。

特殊检查：

胸部 X光片：右上肺野大片致密阴影，密度均匀。

病历摘要

患者田**，男，32岁。患者于11月11日因下午外出淋雨后出现发热、咳嗽伴胸痛症

状，在家自测体温达39℃，自服阿司匹林片后感体温稍下降，但未降至正常。次日上午

出现寒战、高热伴咳嗽、胸痛，咳嗽呈持续性，有少许白色粘稠痰，痰液无血丝。伴胸

部阵发性疼痛，不蔓延至肩、背，无呼吸困难、无脸色苍白、无发绀。当日上午自测体

温达39.5℃，与之前无明显下降，咳嗽和胸痛加剧。于11月15日急诊入院。病后食欲下

降，尿量稍减、尿深黄、大便秘结、睡眠差。既往体健，无结核病及结核病接触史。个

人史、婚育史、家族史无特殊。体格检查：体温39℃，脉搏104次/分，呼吸30次/分，

血压100/70mmHg。急性病容，神志清楚，呼吸促，颜面口唇无发绀，皮肤温度较高，干

燥。胸廓对称，呼吸促，右侧呼吸运动减弱，语音震颤增强。右上肺叩呈浊音，呼吸音



减弱，可闻及支气管呼吸音及少许湿性啰音。心前区无隆起，无震颤，心率104次/分，

心率整齐。腹平软，无包块、压痛及无反跳痛，叩诊无移动性浊音，肝脾肋下未触及。

实验室及特殊检查：血细胞分析细胞形态检测：红细胞 4.0×10^12/L、血红蛋白 120

g/L、血小板 158×10^9/L，白细胞 18.2×10^9/L、中性细胞比率 92 %、嗜酸性粒细

胞1%，淋巴细胞6%。；胸部X光片：右上肺野大片致密阴影，密度均匀。

入院诊断 ： 1.右上肺大叶性肺炎

2.单纯性疱疹

三、诊断依据

1. 右上肺大叶性肺炎: 患者病史；因淋雨后出现发热、咳嗽伴胸痛症状，在家自

测体温达39℃，查体：右上肺叩呈浊音，呼吸音减弱，双肺可少许湿性啰音。查血象白

细胞、中性粒细胞百分数明显升高，提示炎症，查胸部X光片：右上肺野大片致密阴影，

密度均匀。结合患者症状、体征、辅助检查，可明确诊断。

2.单纯性疱疹：唇周可见数个针尖大小小水疱。

四、鉴别诊断

1.干酪性肺炎

2.肺癌继发性感染

3.急性肺脓肿

五、诊疗计划

1.呼吸内科护理常规，Ⅰ级护理，营养饮食，卧床休息,监测BP、P、R，吸氧。

2.予以完善相关检查:完善三大常规、心电图、C反应蛋白、病原学检查及药敏等。

3.暂予以抗感染、退热、止咳化痰等对症支持治疗。

4.根据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方案，请上级医生指导治疗。

指导老师签名:伍梅芳、谢晓婷/蔡盛鑫

日期：2019 年 0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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