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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nine distemper is an acute infection caused by the canine distemper virus, highly contagious
disease. This article took anti-viral, rehydration, anti-inflammatory, detoxification, heat and cooling and other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one case of pneumonia
and distemper cases were cured after 16 days. Generally, the cured dogs that had suffered from
canine distemper needed a long time to expel the virus, mostly from one month to six months. But
in my experiment, the cured dog had a short time to expel the canine distemper virus. When the
cured dog and the 6-month-old dogs that hadn’t been vaccinated lived together, the non-vaccinated dogs hadn’t been affected. The experiment shows that it is worthy to be recommended to
combine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for canine diste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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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犬瘟热是由犬瘟热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本文对一例肺炎型犬瘟热病例采取抗病
毒、补液、消炎、清热解毒、清热凉血等中西医结合疗法综合治疗，经过16天治疗后痊愈。一般治愈的患
犬排毒期长，多在1个月到半年之间，但本文中患犬的康复排毒期很短，将治愈后的患犬和6月龄未免疫的
犬放在一起生活，未免疫犬没有患犬瘟，此次实验说明中西医结合治疗犬瘟热的这种方法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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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犬瘟热病(Canine distemper disease, CD)是由犬瘟热病毒(Canine distemper virus, CDV)引起的犬科、猫
科及鼬科等动物高度感染性和致死性的传染性疾病[1] [2]。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多发于比较寒冷的
冬季和春季，CD 的发生有一定的周期性，通常每 2~3 年流行一次，目前许多地区这种周期性不明显，呈
现常年不定时发作。8 到 11 月是毛皮动物发病和死亡的高峰时期，主要是断乳后的幼崽由于母源抗体消
失，成为极易感染动物，所以预先做好免疫工作非常重要[3]-[5]。犬瘟热可经消化道和呼吸道进行传播，
也可通过飞沫、食物或不洁的医疗器械等而感染[6]。据丹麦报道，风亦是本病传播的主要媒介，本病可
借风力使半径 100 m 内的邻近饲养场动物发病[7]。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养犬户逐年大幅度增加，区域间的犬类买卖与运输不断的增加，犬瘟热在我国
犬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现升高的趋势。目前治疗该病最常用的是使用各种抗病毒药物(如病毒灵、犬瘟
单克隆抗体)及对症治疗，但临床效果不是很好。因此提高犬瘟治愈率是目前犬瘟热防治研究的重要方向。
中医重在治本，西医重在治标，中西医结合，疗效显著。本文将对一例肺炎型犬瘟热病例采取中西医结
合疗法综合治疗进行详细描述。

2. 病例介绍
2015 年 12 月 30 日，动物医院收治犬瘟患犬一例，患犬为 2 个月龄的小金毛，名叫 Lucky，雄性，
体重 5 kg。
主诉：已经有两天不吃东西，呕吐，精神差，发病前一直吃狗粮，发病前曾带其去某地散步，散步
后的两天患犬出现咳嗽，流脓鼻涕，鼻部干燥，眼角有脓性分泌物等症状。排少量稀粪。腹部，后腿有
红色疹子。脚掌变硬。患犬从未做过疫苗，驱虫的防疫工作。

3. 临床检查
患犬体温：39.5 度。呼吸：48 次/min，脉搏：150 次/min。经犬瘟热病毒抗原检测(CDV) (韩国安捷
公司)为阳性。

4. 诊断
根据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检查，确诊为犬瘟热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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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治疗方法
5.1. 对因治疗
使用抗病毒，提高免疫功能的中药：清开灵颗粒(广州白云山明兴制药有限公司)。
清开灵颗粒主要成分为胆酸、珍珠母、猪去氧胆酸、桅子、水牛角、板蓝根、黄苷、金银花等，这
些成分具有清热解毒、化痰通络、镇静安神、醒神开窍及改善脑循环、抑制病毒复制、增强机体抗病能
力等作用。

5.2. 对症治疗
输液，减少患犬脱水程度，提高机体免疫。
止咳用强力琵琶露(山东健民药业有限公司)，其主要成分是枇杷叶、罂粟壳、百部、白前、桑白皮、
桔梗、薄荷脑、辅料为蔗糖、防腐剂(苯甲酸钠)。功能：养阴敛肺，止咳祛痰。
保护胃肠道，增强免疫力，用西咪替丁片(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

6. 治疗结果
12 月 30 号到 31 号这两天 Lucky 无食欲，呕吐，较虚弱，排少量稀粪，眼鼻分泌物为脓性，鼻子干
燥。则按体重输液：Vc 和 50%葡萄糖，早，晚用温水各冲一袋(10 g)清开灵颗粒口服。强力琵琶露(一天
3 次)口服，西咪替丁片(一天一片，分两次)口服。
第三天 Lucky 开始吃东西，则停止输液和口服西咪替丁片。则继续口服清开灵颗粒和强力琵琶露。
到第 12 天眼角分泌物渐渐减少，鼻子渐渐湿润，粪便成型。第 13 天狗狗食欲正常，脓鼻涕再次出现，
湿咳，换用 0.5 ml 利巴韦林滴鼻，停用强力琵琶露。第 17 天后停药，鼻镜干，有少量的鼻涕，腹部的疱
疹减少。第 22 天鼻子完全湿润，用犬瘟热病毒抗原检测试纸检测，结果为阴性。
Lucky 用犬瘟热病毒抗原检测试纸检测后的第 15 天，将之与 6 月龄未免疫的犬放在一起 1 个月，未
免疫犬没有患犬瘟，说明 Lucky 治愈后未散毒。

7. 讨论
现在药理研究表明，清开灵注射液可以增强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同时抑制肥大细胞释放组胺
等炎性介质，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和抗炎作用，抑制炎性渗出、增生，进而促进了白细胞的吞噬作用，
具有广谱抗菌和抗病毒的作用[8]。现代医学证实，清开灵注射液对金黄色葡萄球菌、链球菌、肺炎双球
菌等细菌有明显抑制作用，并且能够减少氧自由基、保护肝细胞[9]。
清开灵注射液的不良反应主要有过敏性休克、皮肤反应、喉阻塞、精神症状及药疹等，个别患畜用
药后有高热或拉稀症状。由于清开灵注射液是中药复方制剂，所含成分复杂，所以临床上与除说明书规
定的 5%，10%葡萄糖溶液以外的注射剂药液配伍时，应当慎重。尤其在与某些抗生素(卡那霉素、青霉
素、林可霉素等)或维生素(Vc, Vb6)配伍使用时，容易出现药液混蚀或不稳定等现象，应避免配合使用，
以免出现由于使用不当发生用药事故，产生不必要的医疗纠纷[10]。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占中药不良反应
的 70%以上，而类过敏反应是中药注射剂主要不良反应之一[11]。相比较中药注射剂，口服中药较为安
全。
俗话说，“是药三分毒”。不能一味的追求彻底治愈而长时间用药。长时间用药更是损害机体内的
器官，治疗期用药不宜过长，治疗后期尽量使用狗狗自身免疫力扛过犬瘟期。如果狗狗过早地出现呕吐
症状，建议先止吐，再口服中药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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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狗狗患病期间，应提高狗狗自身的免疫力，有食欲的狗狗尽量喂易消化的食物，补充维生素和钙
制剂。一般得犬瘟的狗狗年龄较小，免疫力低下，本人认为还可以注射或口服脾抗转移因子。紫外线可
以杀死病毒，多让狗狗在阳光下适度活动。多跟狗狗进行感情交流，保持干净的环境，可达到较为满意
的康复治疗效果。
犬瘟热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自然感染宿主范围不断扩大，不同物种间可交叉感染，且可种间传播，
所以很难完全消灭[12]。CD 无特效的治疗药物，唯一有效的防治措施就是疫苗接种[13]。本病是犬类间
的传染病，为了防止大规模的疫情发生，应向群众普及给狗狗接种疫苗的知识。犬瘟热病毒病采用定期
接种疫苗的方法进行免疫。首免时间 50 日龄；二免时间 70 日龄；三免时间 90 日龄。三次免疫后，每年
免疫一次。目前，可按以上程序进行免疫的疫苗有进口二联苗、四联苗、五联苗和六联苗[14]。一旦发生
犬瘟热，为了控制疫情，必须将病犬迅速隔离，犬舍用来苏儿、火碱、次氯酸钠等彻底消毒，禁止健康
犬和病犬接触[15]。本病应及时发现，及时治疗。若无法治疗，应及时焚烧，深埋，防止病毒传播。

8. 结论
清开灵颗粒药性温和，疗效显著，通过配方组分的协同作用，大大提高了每种药物的药效。在杀灭
犬瘟病毒的同时，用西医补充体液和营养，止吐等的方式，缓解病痛，增加机体的免疫机能。用中西医
结合的方式治疗犬瘟热病毒病，可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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