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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分析女性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渊贼澡则燥皂遭燥贼蚤糟 贼澡则燥皂遭燥糟赠贼燥责藻灶蚤糟 责怎则责怎则葬袁栽栽孕冤的临床特征遥 方法院泰州市人民

医院和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圆源 例女性 栽栽孕 患者的病因尧诱因尧临床表现尧实验室检查尧治疗方法及治疗效果进行回顾性
分析遥 结果院女性 栽栽孕 患者病因主要为特发性袁临床表现主要为皮肤黏膜瘀斑袁月经增多袁神经系统症状袁微血管溶血性贫血袁血小板

及血红蛋白降低袁间接胆红素尧血肌酐部分升高曰凝血功能正常曰血浆置换和皮质类固醇治疗有效遥 结论院栽栽孕 是一种少见的微血管
血栓原出血综合征袁女性多发袁正确认识女性 栽栽孕 的特点袁做到早期诊断尧早期治疗袁能很大程度提高疗效袁降低病死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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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渊贼澡则燥皂遭燥贼蚤糟 贼澡则燥皂鄄
遭燥糟赠贼燥责藻灶蚤糟 责怎则责怎则葬袁栽栽孕冤 是一种临床少见的严重的
微血管血栓原出血综合征遥 以女性居多袁 好发于育龄
期遥 因此袁为加深对女性 栽栽孕 患者临床特征的认识袁
提高早期诊断水平袁降低患者病死率袁现对泰州市人
民医院和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女性
栽栽孕 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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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和方法

对象
收集 圆园园远 年 愿 月耀圆园员猿 年 员圆 月期间在泰州
市人民医院和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断为
栽栽孕渊均符合叶血液学曳咱猿暂 诊断标准冤袁而接受治疗的
女性患者遥 在收集的女性 栽栽孕 患者中袁其 悦燥燥皂遭爷泽
试验尧匀葬皂泽 试验尧猿孕 试验尧云阅孕尧阅原二聚体为阴性袁
葬孕栽栽 及 孕栽 在正常范围内遥
员援圆 方法
收集每例女性 栽栽孕 患者入院后的各项临床数
据遥 对入选的 圆源 例女性 栽栽孕 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
回顾性观察和分析袁比较患者年龄尧病因尧诱因尧临
床表现渊如皮肤黏膜瘀斑尧月经量尧微血管性溶血性
贫血尧血小板减少尧肾脏损害及神经系统损害等冤袁
实验室检查渊如血小板计数尧血红蛋白数值尧网织红
细胞比例尧红细胞碎片比例尧血尿素氮数值尧血肌酐
数值尧尿蛋白尧血清乳酸脱氢酶数值尧间接胆红素数
值等 冤袁 影像学资料 渊头颅 酝砸陨 和 悦栽冤袁 治疗方法
渊患者接受血浆置换及皮质类固醇治疗冤 及治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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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特点遥
血浆置换治疗袁 每次置换血浆量为 员援园耀员援缘 倍
血浆容量渊约 圆 园园园 皂造冤袁每日 员 次袁监测血小板计
数遥 血浆置换同时予甲强龙 园援缘耀员援园 早 辕 凿 或地塞米
松 缘耀员缘 皂早 辕 凿 静脉滴注袁连用 苑耀员源 凿 后改为口服袁
病情好转逐渐减量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将患者病史尧临床表现和体征尧实验室检查尧影
像学资料尧 治疗经过等数据袁 应用统计分析软件
杂孕杂杂 圆园援园 进行正态性检验袁数据如符合正态分布袁
以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 当不符合正态分布
时袁数据用中位数渊四分位数冤及百分比表示遥
圆
圆援员

结

果

一般资料
本组诊断为 栽栽孕 而接受治疗的女性患者共 圆源
例袁年龄渊员愿耀远缘冤岁袁平均渊源远援园 依 圆援园冤岁遥 目前根据
病因袁栽栽孕 主要分为遗传性和获得性袁 获得性根据
诱发因素是否明确袁分为特发性渊无明显诱因冤和继
发性遥 本组遗传性 圆 例曰特发性渊即病因不明确冤员圆
例袁可见女性 栽栽孕 患者以特发性渊即病因不明确冤
为主曰在继发性中袁使用奎宁和氯吡格雷各 员 例曰继
发于系统性红斑狼疮者 圆 例袁 干燥综合征者 员 例袁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员 例曰妊娠 辕 产后 猿 例曰出血性腹
泻的前驱症状 员 例遥
圆援圆 临床表现
本组患者首诊科室不同袁员圆 例就诊于急诊科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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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 例就诊于妇产科曰猿 例就诊于神经科曰远 例就诊于

血液科遥 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紫癜袁多表现为四肢
及躯干散在皮肤瘀点瘀斑遥有 员愿 例出现月经增多袁
占患者总数 苑缘援园豫袁因 源 例患者已绝经袁实际比例

为 怨园援园豫遥 员缘 例出现头痛尧嗜睡尧谵妄尧抽搐及昏迷
等神经系统症状袁占 远圆援缘豫袁其中有 圆 例同时出现

抽搐和昏迷曰 有 圆 例出现头痛和嗜睡曰员 例出现头
痛和谵妄遥有 员圆 例出现不规则发热袁以中低度发热
为主遥 有 员愿 例出现黄疸袁全身皮肤和巩膜黄染遥
圆援猿

实验室检查
本组实验室检查结果袁患者入院时均出现血小
板减少袁中位数渊四分位数冤为 员愿渊愿袁圆猿冤伊员园怨 个 辕 蕴曰

圆源 例患者均出现贫血袁 中位数 渊四分位数冤 为 远园
渊缘园袁远怨冤早 辕 蕴曰员愿 例患者出现血尿袁中位数渊四分位
数冤为 猿渊圆袁猿冤垣曰员园 例患者出现血肌酐升高袁中位
数渊四分位数冤为 员员园渊远猿援缘袁员苑园援圆冤 滋皂燥造 辕 蕴曰圆源 例患
者乳酸脱氢酶均中重度升高袁中位数渊四分位数冤为
员 园源园渊苑愿员袁员 缘愿猿冤 滋 辕 蕴遥
圆援源 影像学检查
怨 例因无神经系统症状未进行头颅影像学检
测遥 远 例行头颅 悦栽 检查袁源 例正常袁圆 例为基底节区
斑片状低密度影遥 怨 例行头颅 酝砸陨 检查袁员 例正常袁圆
例为陈旧性病变袁表现为 栽圆宰陨 低信号影曰远 例出现急
性期影像学改变袁其中 源 例表现为额叶尧顶叶等多发
性条片状 栽圆宰陨 高信号影袁员 例表现为桥脑尧中脑和基
底节区斑点状 栽圆宰陨 高信号影曰员 例为双侧脑室旁和
双侧额顶叶皮层下斑片状 栽圆宰陨 高信号影遥
圆援缘 疗效
本组中袁圆园 例进行血浆置换治疗遥 未进行血浆
置换的 源 例袁 其中 圆 例因经济原因袁员 例因血浆缺
乏袁员 例因病情危重袁确诊后 猿 澡 即死亡遥 未进行血
浆置换的 源 例均死亡遥 有 圆园 例患者进行了血浆置
换和糖皮质激素治疗袁 血浆置换次数为 猿耀怨 次遥 员
例为复发性栽栽孕袁入院后行血浆置换 远 次袁同时予糖
皮质激素尧长春新碱治疗袁患者达到缓解袁血小板跃
员园园伊员园怨 个 辕 蕴遥 员 例患者行血浆置换 怨 次及皮质类固
醇治疗袁考虑为难治性 栽栽孕袁第 远 天加用美罗华治疗袁
在入院第 员园 天死亡遥 员 例入院时即昏迷袁行 圆 次血浆
置换后袁在入院第 猿 天死亡遥 员愿 例得到完全缓解袁存
活率为 苑缘豫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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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性和特发性 栽栽孕 多与金属蛋白酶粤阅粤酝栽杂员猿
活性改变有关袁 在严重 粤阅粤酝栽杂员猿 缺乏患者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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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缘豫耀员园豫袁复发率为 猿园豫耀缘园豫咱圆暂遥 该类型患者
病情较重袁且易反复遥 本组中袁有 圆 例为遗传性袁有

员圆 例为特发性袁员园 例为继发性遥在继发性患者中袁猿
例发生于妊娠和产后袁圆 例 继发于系统性红斑狼

疮袁而系统性红斑狼疮也是女性多发遥有研究显示袁
在 粤阅粤酝栽杂员猿 缺乏患者中袁 妊娠期 栽栽孕 的发生率
显著高于普通成年人 栽栽孕 的发病率咱猿暂遥 来自美国的
一项调查显示袁妊娠是女性 栽栽孕 的一个病因袁但妊
娠引起 栽栽孕 复发较为少见袁栽栽孕 患者治愈后再次妊

娠时出现先兆子痫的概率多会增加遥 而妊娠晚期
栽栽孕 治愈后袁一般能够分娩出正常婴儿咱源暂遥
栽栽孕 典型的五联征是血小板减少尧微血管性溶

血性贫血尧神经损害尧发热和肾功能损害袁然而五联
征同时出现的发生率仅 源园豫遥 本次研究中袁所有患
者均出现贫血及血小板减少袁同时出现不同程度皮
肤瘀点尧瘀斑遥 有 员愿 例出现月经增多袁且因 源 例已
绝经袁 实际比例为 怨园豫遥 有 员缘 例出现神经系统症
状袁有 员圆 例出现发热遥 应注意袁栽栽孕 和另一种疾病
阅陨悦 在病理上均表现为血栓性微血管病袁临床表现
主要都为血小板减少尧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和多
脏器功能衰竭 咱员员暂袁但 栽栽孕 无凝血因子消耗或纤溶
异常袁可有助于与 阅陨悦 相鉴别遥 同时 粤阅粤酝栽杂员猿 活
性降低袁是诊断特发性 栽栽孕 的重要依据袁这也有助
于与溶血尿毒症综合征渊匀哉杂冤相鉴别遥 耘增葬灶泽 综合
征也可以有血小板减少和溶血改变袁但其 悦燥燥皂遭泽 试
验阳性遥目前有临床研究认为袁血小板减少尧破碎红细
胞增多及血清乳酸脱氢酶 渊蕴阅匀冤 增高袁 已能提示
栽栽孕 的诊断 咱远暂遥 对于女性患者袁出现皮肤黏膜瘀点
瘀斑尧月经增多尧贫血尧血小板减少及血清 蕴阅匀 增
高等袁应高度警惕患 栽栽孕 可能遥
在急性 栽栽孕 患者中袁神经系统症状的特点是多
样性尧可变性尧反复性和一过性袁以轻微脑卒中为主
要表现的神经系统病变多见咱苑暂遥 本组中有 员缘 例出
现神经系统症状袁经头颅 酝砸陨 和头颅 悦栽 检查袁有 愿
例出现急性期影像学缺血性改变袁以多部位缺血性改
变为主袁 其中 源 例出现皮质和皮质下病变曰圆 例为基
底节区病变曰员 例病变部位在脑干和基底节区袁员 例病
变部位在双侧脑室旁和双侧额顶叶遥 栽栽孕 患者神经系
统症状的严重程度一般决定了患者预后咱愿暂遥 因此对于
这些以神经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袁同时有贫血及血小
板减少的患者袁一定要及时诊断袁及时治疗袁避免误诊
和漏诊袁提高治疗的疗效袁改善预后遥
在 栽栽孕 治疗方面袁血浆置换是最基本和最佳的
渊下转第 员苑圆苑 页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