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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源 例腹型过敏性紫癜的临床尧内镜及病理学特征分析
马晶晶袁朱 宏袁徐顺福袁施瑞华
渊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袁江苏

咱摘

要暂

南京

圆员园园圆怨冤

目的院探讨腹型过敏性紫癜的临床尧内镜及病理学特征袁为该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遥 方法院回顾性分析 圆园园缘 年 远

月耀圆园员圆 年 远 月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 圆源 例腹型过敏性紫癜患者的临床资料遥 结果院圆源 例腹型过敏性紫癜患者常
见的消化道症状依次为腹痛渊怨缘援愿豫冤尧消化道出血渊愿苑援缘豫冤尧恶心呕吐渊猿苑援缘豫冤和腹泻渊愿援猿豫冤遥 员源 例患者紫癜样皮疹晚于消化道

症状 员耀猿园 凿袁平均渊员猿援苑 依 怨援愿冤凿 出现遥 圆源 例患者中 员怨 例行内镜检查袁苑猿援苑豫渊员源 辕 员怨冤患者见十二指肠受累袁其余依次为胃 猿员援远豫
渊远 辕 员怨冤尧回肠 猿员援远豫渊远 辕 员怨冤尧空肠 圆远援猿豫渊缘 辕 员怨冤尧食管 员园援缘豫渊圆 辕 员怨冤尧结直肠 员园援缘豫渊圆 辕 员怨冤遥 内镜下病变主要表现为黏膜弥漫性充

血水肿曰出血点曰黏膜下出血及血肿曰点片状糜烂曰多发形状不规则溃疡袁沿皱襞环行分布曰结节样改变遥 内镜活检病理主要表现
为院消化道黏膜及黏膜下层见大量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浸润袁黏膜固有层见红细胞渗出袁并可见溃疡形成遥 仅 员 例出现毛细
血管炎症性改变袁血管壁可见灶性坏死遥 结论院腹型过敏性紫癜患者的紫癜样皮疹晚于消化道症状出现较为多见袁为早期诊断
带来困难遥 典型的临床特征及内镜表现对早期诊断治疗有一定帮助遥
咱关键词暂

过敏性紫癜曰临床表现曰内镜检查

咱中图分类号暂

R缘缘源援远

凿燥蚤院员园援苑远缘缘 辕 晕再阅载月晕杂圆园员猿园员员怨

咱文献标志码暂

月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猿冤园员鄄0怨园鄄园源

悦造蚤灶蚤糟葬造 皂葬灶蚤枣藻泽贼葬贼蚤燥灶袁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葬灶凿 澡蚤泽贼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枣藻葬贼怎则藻泽 燥枣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贼赠责藻 匀藻灶燥糟澡鄄
杂糟澡燥灶造藻蚤灶 责怎则责怎则葬
酝葬 允蚤灶早躁蚤灶早袁在澡怎 匀燥灶早袁载怎 杂澡怎灶枣怎袁杂澡蚤 砸怎蚤澡怎葬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郧葬泽贼则燥藻灶贼藻则燥造燥早赠袁贼澡藻 云蚤则泽贼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燥枣 晕允酝哉袁晕葬灶躁蚤灶早 圆员园园圆怨袁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葬灶葬造赠扎藻 贼澡藻 早葬泽贼则燥蚤灶贼藻泽贼蚤灶葬造 皂葬灶蚤枣藻泽贼葬贼蚤燥灶 燥枣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贼赠责藻 匀藻灶燥糟澡鄄杂糟澡燥灶造藻蚤灶 责怎则责怎则葬 渊匀杂孕冤袁蚤灶糟造怎凿蚤灶早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袁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葬灶凿 澡蚤泽贼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枣藻葬贼怎则藻泽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栽澡藻则藻 憎藻则藻 圆源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葬 枣蚤灶葬造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燥枣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贼赠责藻 匀杂孕 葬凿皂蚤贼贼藻凿
贼燥 燥怎则 澡燥泽责蚤贼葬造 枣则燥皂 允怎灶藻 圆园园缘 贼燥 允怎灶藻 圆园员圆援 栽澡藻蚤则 皂藻凿蚤糟葬造 则藻糟燥则凿泽袁蚤灶糟造怎凿蚤灶早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责则藻泽藻灶贼葬贼蚤燥灶袁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凿葬贼葬袁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赠 葬灶凿
责葬贼澡燥造燥早赠 则藻责燥则贼泽袁憎藻则藻 则藻增蚤藻憎藻凿 则藻贼则燥泽责藻糟贼蚤增藻造赠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栽澡藻 糟燥皂皂燥灶 早葬泽贼则燥蚤灶贼藻泽贼蚤灶葬造 泽赠皂责贼燥皂泽 燥枣 匀杂孕 憎藻则藻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责葬蚤灶
渊怨缘援愿豫冤袁早葬泽贼则燥蚤灶贼藻泽贼蚤灶葬造 遭造藻藻凿蚤灶早 渊愿苑援缘豫冤袁灶葬怎泽藻葬 葬灶凿 增燥皂蚤贼蚤灶早 渊猿苑援缘豫冤葬灶凿 凿蚤葬则则澡藻葬渊愿援猿豫冤援 陨灶 贼澡藻 糟葬泽藻泽 燥枣 员源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贼澡藻 泽噪蚤灶

藻则怎责贼蚤燥灶泽 燥糟糟怎则则藻凿 葬枣贼藻则 贼澡藻 燥灶泽藻贼 燥枣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泽赠皂责贼燥皂 枣则燥皂 员 贼燥 猿园 渊皂藻葬灶 员猿援苑 依 怨援愿冤 凿葬赠泽援 栽澡藻则藻 憎藻则藻 员怨 燥枣 圆源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怎灶凿藻则憎藻灶贼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赠援 阅怎燥凿藻灶葬造 造藻泽蚤燥灶泽 憎藻则藻 枣燥怎灶凿 蚤灶 员源渊苑猿援苑豫冤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袁枣燥造造燥憎藻凿 遭赠 泽贼燥皂葬糟澡 造藻泽蚤燥灶泽 蚤灶 远渊猿员援远豫冤袁蚤造藻怎皂 造藻泽蚤燥灶泽 蚤灶
远渊猿员援远豫冤袁躁藻躁怎灶怎皂 造藻泽蚤燥灶泽 蚤灶 缘渊圆远援猿豫冤袁藻泽燥责澡葬早怎泽 造藻泽蚤燥灶泽 蚤灶 圆渊员园援缘豫冤 葬灶凿 糟燥造燥则藻糟贼葬造 造藻泽蚤燥灶泽 蚤灶 圆渊员园援缘豫冤援 栽澡藻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造藻泽蚤燥灶泽
蚤灶糟造怎凿藻凿 皂怎糟燥泽葬造 凿蚤枣枣怎泽藻 澡赠责藻则藻皂蚤葬 藻凿藻皂葬袁遭造藻藻凿蚤灶早 泽责燥贼泽袁泽怎遭皂怎糟燥泽葬造 澡藻皂燥则则澡葬早藻 葬灶凿 澡藻皂葬贼燥皂葬袁藻则燥泽蚤燥灶袁皂怎造贼蚤责造藻 蚤则则藻早怎造葬则 怎造糟藻则泽
葬灶凿 灶燥凿怎造葬则 糟澡葬灶早藻泽援 匀蚤泽贼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皂葬灶蚤枣藻泽贼葬贼蚤燥灶泽 泽澡燥憎藻凿 泽憎燥造造藻灶 增葬泽糟怎造葬则 藻灶凿燥贼澡藻造蚤葬造 糟藻造造泽 燥枣 糟葬责蚤造造葬则赠 增藻泽泽藻造泽袁灶燥灶泽责藻糟蚤枣蚤糟

蚤灶枣造葬皂皂葬贼蚤燥灶 憎蚤贼澡 蚤灶枣蚤造贼则葬贼蚤燥灶 燥枣 灶藻怎贼则燥责澡蚤造 葬灶凿 造赠皂责澡燥糟赠贼藻泽援 栽赠责蚤糟葬造 增葬泽糟怎造蚤贼蚤泽 憎葬泽 枣燥怎灶凿 蚤灶 燥灶藻 糟葬泽藻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栽澡藻 泽噪蚤灶 藻则怎责贼蚤燥灶泽
皂葬赠 燥糟糟怎则 葬枣贼藻则 贼澡藻 燥灶泽藻贼 燥枣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泽赠皂责贼燥皂袁憎澡蚤糟澡 则藻泽怎造贼泽 枣则燥皂 贼澡藻 凿蚤枣枣蚤糟怎造贼赠 燥枣 藻葬则造赠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燥枣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贼赠责藻 匀杂孕援 栽赠责蚤糟葬造
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皂葬灶蚤枣藻泽贼葬贼蚤燥灶泽 葬灶凿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枣藻葬贼怎则藻泽 糟葬灶 遭藻 澡藻造责枣怎造 蚤灶 贼澡藻 藻葬则造赠 凿蚤葬早灶燥泽蚤泽 燥枣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贼赠责藻 匀杂孕援
咱Key words暂 匀藻灶燥糟澡鄄杂糟澡燥灶造藻蚤灶 责怎则责怎则葬曰糟造蚤灶蚤糟葬造 皂葬灶蚤枣藻泽贼葬贼蚤燥灶曰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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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紫癜渊匀藻灶燥糟澡鄄杂糟澡燥灶造藻蚤灶 责怎则责怎则葬袁匀杂孕冤也

型 匀杂孕 临床并不少见袁多数患者皮肤紫癜的出现常

反应性出血性疾病袁典型表现为四肢皮肤紫癜遥 腹

诊误治遥 本文旨在探讨腹型 匀杂孕 的临床表现和内镜

称为 匀藻灶燥糟澡鄄杂糟澡燥灶造藻蚤灶 综合征袁 属于毛细血管变态

晚于消化道症状袁早期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袁极易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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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在正常范围曰悦原反应蛋白为 猿援源耀员园源援园 皂早 辕 蕴袁 平均

特点袁为该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依据遥
员
员援员

原 怨员 原

马晶晶等院圆源 例腹型过敏性紫癜的临床尧内镜及病理学特征分析

渊猿怨援缘 依 猿猿援园冤 皂早 辕 蕴遥

对象与方法

圆援猿

对象

回顾性分析 圆园园缘 年 远 月耀圆园员圆 年 远 月消化科收

治的 圆源 例腹型 匀杂孕 临床资料遥 其中男 员愿 例袁女 远 例袁

男女比例 猿颐员袁 发病年龄 员圆耀苑员 岁袁 平均 渊圆苑援猿 依

影像学检查结果

圆 例 渊愿援猿豫冤 患者的腹部立位平片提示有肠梗

阻袁远 例渊圆缘援园豫冤患者腹部 悦栽 提示小肠管壁增厚遥
圆援源

内镜检查结果

圆源 例中 员怨 例接受了内镜检查遥 员愿 例行胃镜检

员缘援怨冤岁遥 圆源 例患者中 苑缘豫渊员愿 辕 圆源冤发病年龄约 猿园岁遥

查袁源 例行经口推进式小肠镜袁缘 例行结肠镜袁圆 例行

化道出血等消化道症状曰于血小板无明显减低袁凝血

员员 例渊缘苑援怨豫冤内镜检查见多部位病变遥 苑猿援苑豫渊员源 辕 员怨冤

匀杂孕 的诊断依据为院淤典型皮肤紫癜袁伴有腹痛尧消
功能正常曰盂排除其他原因所致的血管炎和紫癜 遥
员援圆

咱员暂

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检查血常规尧尿常规尧粪便常

规尧悦原反应蛋白尧凝血功能及肝肾功能遥 部分患者依
据具体病情特点行腹部立位平片尧 腹部 悦栽 等影像
学检查遥 员愿 例上腹症状明显者行胃镜检查袁缘 例以

血便为主要症状者行结肠镜检查遥 部分患者依据影
像学及胃镜尧结肠镜检查结果进一步行胶囊内镜尧推

胶囊内镜检查袁员 例完成上消化道超声内镜检查 遥
的患者见十二指肠受累袁其中十二指肠降部受累

员员 例渊缘苑援怨豫冤袁 其余受累部位依次为胃 猿员援远豫尧 回肠

猿员援远豫尧空肠 圆远援猿豫尧食管 员园援缘豫尧结直肠 员园援缘豫渊表 员冤遥
内镜下病变的主要表现院黏膜弥漫性充血水肿曰出血

点曰黏膜下出血及血肿曰点片状糜烂曰溃疡袁常多发袁
形状不规则袁沿皱襞环行分布曰结节样改变渊图 员冤遥
表 员 员怨 例腹型 匀杂孕 患者内镜检查结果

栽葬遭造藻 员

进式小肠镜或超声内镜检查遥完成内镜检查的患者中

员怨 糟葬泽藻泽

员愿 例行活检取胃肠黏膜 匀耘 染色行组织病理检查遥
圆

圆援员

结

栽澡藻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则藻泽怎造贼泽 燥枣 葬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贼赠责藻 匀杂孕 蚤灶

病变部位
食管

果

胃
十二指肠

临床特点

淤诱因院圆源 例中仅 源 例渊员远援苑豫冤发病前有较为

空肠
回肠

明确的诱因袁其中 员 例与进食鱼虾等异种蛋白有关袁
猿 例与抗生素类药物应用相关袁其余 圆园 例无明确诱

结直肠

例数

构成比渊豫冤

园圆

员园援缘

员源

苑猿援苑

园远
园缘
园远
园圆

猿员援远
圆远援猿
猿员援远
员园援缘

因遥 于消化道症状院腹痛尧消化道出血为 匀杂孕 患者最

圆援缘

组 圆源 例中有 圆猿 例渊怨缘援愿豫冤出现腹痛曰圆员 例渊愿苑援缘豫冤

查遥主要表现为院消化道黏膜及黏膜下层见大量中性

为黑便袁缘 例为便血袁源 例为隐血便曰怨 例 渊猿苑援缘豫冤患

红细胞渗出袁并可见溃疡形成遥 员 例出现毛细血管炎

常见的消化道症状袁其次为恶心尧呕吐尧腹泻等遥 本
出现消化道出血袁其中 员苑 例为显性出血袁员圆 例表现

者出现恶心尧呕吐曰圆 例渊愿援猿豫冤出现腹泻曰低热 员 例
渊源援员豫冤遥 盂皮疹与消化道症状的关系院圆源 例中仅有
员园 例渊源员援苑豫冤紫癜样皮疹先于或与消化道症状同时

病理检查结果
完成内镜检查的患者中袁员愿 例取活检行病理检

粒细胞和淋巴细胞等炎性细胞浸润袁 黏膜固有层见
症性改变袁血管壁可见灶性坏死渊图 圆冤遥
圆援远

误诊情况

圆源 例中仅 员园 例渊源员援苑豫冤初诊时拟诊为 匀杂孕袁其

出现袁 其余 员源 例的紫癜样皮疹晚于消化道症状 员耀

余 员源 例待紫癜样皮疹出现后确诊 匀杂孕袁误诊时间为

圆援圆

性胃炎尧胃癌尧肠梗阻尧炎症性肠病尧阑尾炎袁其中 员例

猿园 凿袁平均渊员猿援苑 依 怨援愿冤凿 出现遥
血常规检查结果

白细 胞计数为 愿援猿 伊员园 辕 蕴耀圆猿援园 伊员园 辕 蕴袁 平 均
怨

怨

渊员源援圆 依 源援苑冤伊员园 辕 蕴袁其中 圆员 例渊愿苑援缘豫冤白细胞计
怨

数 逸员园 伊 员园 辕 蕴曰 血红蛋白为 怨怨耀员愿猿 早 辕 蕴袁 平均
怨

员耀猿园 凿袁误诊率为 缘愿援猿豫遥 误诊疾病为急性出血糜烂
误诊行切除阑尾手术遥
圆援苑

治疗与转归

员园 例患者紫癜样皮疹先于或与消化道症状同

渊员猿源援圆 依 员愿援愿冤 早 辕 蕴袁猿 例渊员圆援缘豫冤血红蛋白水平低于正

时出现袁入院后即予以糖皮质激素尧保护胃黏膜尧抗

渊圆愿缘 依 员园猿冤伊员园 辕 蕴袁 其 中 员园 例 渊源员援苑豫 冤 血 小 板 计

肤紫癜出现前予以质子泵抑制剂尧胃黏膜保护剂尧解

常值曰血小板计数为 员源怨伊员园 辕 蕴耀远员员伊员园 辕 蕴袁平均
怨

怨

怨

数逸猿园园 伊 员园 辕 蕴曰圆源 例患者嗜酸细胞计数尧凝血功能
怨

过敏及对症处理袁症状迅速改善遥 其余 员源 例患者皮
痉剂尧抗生素及口服抗过敏药物等治疗袁效果不佳遥

原 怨圆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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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院胃黏膜出血斑曰月院十二指肠黏膜结节样改变曰悦院空肠溃疡伴黏膜下出血曰阅院回肠末端溃疡伴出血曰耘院十二指肠溃疡渊胶囊内镜冤曰云院回肠

黏膜糜烂渊胶囊内镜冤遥

图员

腹型过敏性紫癜内镜下表现

云蚤早怎则藻 员 粤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贼赠责藻 匀杂孕 藻灶凿燥泽糟燥责蚤糟 枣藻葬贼怎则藻泽

粤

月

粤院血管炎曰月院胃黏膜红细胞外渗曰悦院胃黏膜淋巴细胞浸润遥

云蚤早怎则藻 圆

悦

图 圆 腹型过敏性紫癜病理特征 渊匀耘袁伊源园园冤

粤遭凿燥皂蚤灶葬造 贼赠责藻 匀杂孕 澡蚤泽贼燥造燥早蚤糟葬造 枣藻葬贼怎则藻泽 渊匀耘袁伊源园园冤

待皮肤紫癜出现袁明确诊断 匀杂孕 后立即加用肾上腺

匀杂孕 分为 远 型院单纯型尧腹型尧关节型尧肾型尧混合型

猿

和青少年患者多见袁男性多于女性咱圆暂遥 本组资料显示

糖皮质激素袁症状才得以迅速改善遥
讨

论

匀杂孕 是一种以皮肤紫癜尧出血性胃肠炎尧关节

炎及肾脏损害为特征的综合征遥 临床特点为血小板

不减少性紫癜袁常伴有关节肿痛尧腹痛尧便血尧血尿
和蛋白尿等遥 临床上根据患者的症状尧体征不同将

和其他类型遥 匀杂孕 患者的发病年龄跨度较大袁儿童
患者发病年龄从 员圆耀苑员 岁不等袁但 苑缘豫的患者发病
年龄小于 猿园 岁袁男女比例 猿颐员遥

腹型 匀杂孕 临床上并非少见袁 除皮肤紫癜之外袁

还表现为腹痛尧消化道出血尧恶心呕吐尧腹泻等遥 与

文献报道一致 咱猿原源暂袁 本组资料提示腹痛为腹型 匀杂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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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怨猿 原

马晶晶等院圆源 例腹型过敏性紫癜的临床尧内镜及病理学特征分析

患者最常见的消化道症状遥 此外袁消化道出血亦是

现袁 其余仅见非特异性间质水肿袁 红细胞外渗等改

出现少到中等量的消化道出血袁多数患者血红蛋白

腹型 匀杂孕 单纯应用抑酸剂尧黏膜保护剂及抗过

匀杂孕 住院患者的主要症状袁本组 圆员 例渊愿苑援缘豫冤患者

变遥 因此袁病理组织检查对 匀杂孕 的诊断价值有限遥

水平未见异常遥 尽管 圆源 例无典型的感染症状袁但实

敏治疗效果不佳遥 一旦确诊 匀杂孕袁应立即用肾上腺

应蛋白升高遥 文献报道袁腹型 匀杂孕 患者急性期外周

状咱员员暂遥 但是多数引起消化道出血和腹痛的消化系统

验室检查可见白细胞明显升高袁部分患者伴有 悦原反

白细胞增高及血管周围多形核白细胞浸润是其特征

性表现 遥 本组资料表明 愿苑援缘豫渊圆员 辕 圆源冤的腹型 匀杂孕
咱缘暂

患者出现白细胞升高袁提示白细胞计数对辅助诊断
匀杂孕 有重要价值遥

紫癜样皮疹是腹型 匀杂孕 的诊断标准之一袁也是

最有助于确诊 匀杂孕 的临床症状袁 但是腹型 匀杂孕 常
以消化道症状为首发表现袁紫癜样皮疹可以迟于消

化道症状数天乃至数十天才出现袁往往导致误诊误

糖皮质激素治疗袁可以迅速缓解腹痛尧消化道出血症
疾病袁禁忌使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遥 因此袁对于消化
道症状渊如腹痛尧消化道出血尧恶心呕吐等冤明显袁体
征轻微袁一般治疗效果不佳袁拟诊 匀杂孕 的患者袁应尽

早行内镜检查遥 年轻患者袁无明确感染症状袁伴有白
细胞显著升高袁存在典型的 匀杂孕 内镜表现袁有助于
匀杂孕 的早期诊断和治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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