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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紫癜是常见毛细血管变态反应性疾病，发

病率较高，临床表现为出血性皮疹、腹痛、关节或软

组织肿痛，部分患儿容易合并肾损伤，对患儿身心健

康伤害极大 [1]。发病早期，患儿出现典型紫癜样皮疹，

实验室检查血小板计数正常即可诊断 [2]，糖皮质激素

治疗能够有效控制消化道症状、关节症状，病情严重

者可联合使用人血丙种球蛋白治疗，但部分患儿会出

现大剂量激素不能撤减，或在药物减量过程中出现病

情反复的情况 [3]。我院以激素撤减困难小儿重症过敏

性紫癜患儿为例，采用血液灌流治疗，并与常规治疗

进行对比，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 月我院

收治的激素撤减困难小儿重症过敏性紫癜患儿 68 例，

患儿均符合重症过敏性紫癜诊断标准，皆存在高剂量

激素撤减困难或减量过程中病情反复的情况。根据随

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 34 例。对照组男 20

例，女 14 例；年龄 2~12 岁，平均（5.8±1.1）岁。研

究组男 19例，女 15例；年龄 2~11岁，平均（5.7±1.0）岁。

入选患儿家长均知情本次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两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对症治疗，使用抗生素清

除感染，地塞米松抗炎，葡萄糖酸钙抗过敏对症处理。

研究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血液灌流治疗，进行

单针双腔颈内静脉置管，血流量为 80~120 ml/min，使

用低分子肝素钙抗凝，每位患儿血液灌流 3~5 次。两

组连续治疗 2 个疗程，1 个疗程 7 d。

1.3   观察指标   氧化应激状态：使用紫外分光光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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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研究组MDA、XOD水平高于对照组（均

P<0.05），T-AOC 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研究组 TNF-α、IL-1、IL-6 水平低于对照组（均 P<0.05）。研究组激素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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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过敏性紫癜能够快速缓解患儿病情，清除炎性介质，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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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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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血清丙二醛（maleic dialdehyde，MDA）水平，总

抗氧化能力（total antioxidative capacity，T-AOC）、

黄嘌呤氧化酶（xanthine oxidase，XOD）活性进行检测。

细胞因子水平：ELISA 法检测 TNF-α、IL-1、IL-6 水平。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7.0 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用 x±s 表示，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

分比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氧化应激状态比较   研究组 MDA、XOD 水

平高于对照组（t=6.594、7.521，均 P<0.05），T-AOC

水平低于对照组（t=10.95，P<0.05）。见表 1。

2.2   两组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研究组 TNF-α、IL-1、

IL-6 水 平 低 于 对 照 组（t=6.582、7.822、9.647， 均

P<0.05）。见表 2。

2.3   两组临床转归与不良反应比较   研究组激素依

赖、复发情况均低于对照组（χ2=7.503、4.839，均

P<0.05），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χ2=4.839，

P<0.05）。见表 3。

3  讨   论

过敏性紫癜主要以小血管病变为主，发生机制目

前还不明确，发生人群以小儿为主，表现为出血性皮疹，

伴有持续腹痛，或严重消化道出血 [4]，部分重症患儿

还会并发肠梗阻、肠坏死等。糖皮质激素治疗属于常

规疗法，但对于重症患儿则起效较慢，且部分患儿在

使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后会出现激素依赖症，病情容易

反复 [5]。相关研究认为静脉注射丙种球蛋白能够有效

控制重症过敏性紫癜患儿的病情 [6]，但部分患儿仍存

在不能撤减激素的情况，提示重症过敏性紫癜急需一

种有效、可行的治疗方法 [7]。

血液灌流可通过灌流器的吸附作用有效清除血液

炎性介质，进而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有效减轻肾脏病

理损伤 [8]。血清丙二醛在过敏性紫癜急性期处于升高

状态，而总抗氧化能力下降，从而反应出脂质过氧化

的程度，并且间接地反映出活性氧的生成和细胞损伤

的程度 [9]。黄嘌呤氧化酶是机体内活性氧的来源，若

其活性增强，则会诱导产生炎症因子 [10]。本研究中研

究组 MDA、XOD 水平高于对照组，T-AOC 水平低于

对照组；研究组 TNF-α、IL-1、IL-6 水平低于对照组。

研究组激素依赖、复发情况均低于对照组，不良反应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提示血液灌流不仅清除了机体内

的炎性介质，还改善了机体内的氧化应激状态，利于

激素撤减。

综上所述，血液灌流治疗激素撤减困小儿重症过

敏性紫癜效果显著，有效改善机体氧化应激状态，清

除血液中炎性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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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临床转归与不良反应比较 [ 例（%）]

表 2    两组细胞因子水平比较（x±s，ng/L）

组别 n TNF-α IL-1 IL-6

对照组 34 110.53±20.15 124.89±20.71 110.44±19.42

研究组 34   81.15±16.47   90.21±15.47   68.47±16.32

组别 n
临床转归 不良反应

激素依赖 复发 血压下降 胸闷 合计

对照组 34   9（26.5）   7（20.6） 3（8.8）   4（11.8）   7（20.6）

研究组 34 1（2.9） 1（2.9） 1（2.9） 0（0.0） 1（2.9）

表 1   两组氧化应激状态比较（x±s）

组别 n MDA（μmol/L） T-AOC（KU/L） XOD（U/L）

对照组 34 6.11±1.21 13.54±3.26 8.74±1.33

研究组 34 4.23±1.14 23.41±4.12 6.35±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