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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2006年 ，我 们用 中等剂 量丙 

种球蛋白(总剂量 1 g／kg)联合糖皮质激 

素治疗重症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ITP)与单用大剂量丙种球蛋白(总剂 

量 2 g／kg)所取疗效相似，现报告如下。 

1 病例与方法 

1．1 病例：61例 ITP患者中男 18例， 

女 43例 ；年 龄 14～72岁 ，平 均 (28．0土 

2．4)岁；病程<6个月 22例，>6个月 

39例 ；血 小板 计数 (PLT)< 10×10。／L 

34例 ，(1O～40)×109／L 27例 。所有病 

例均有明显的出血症状，诊断均符合文 

献[1]标准。 

1．2 治疗方法：按照随机原则将患者分 

为丙种球蛋白中剂量组(31例)和大剂 

量组(30例)。两组采用相同的对症、支 

持疗法，中剂量组用丙种球蛋白 1 g／kg 

(以 0．2 g·kg ·d 静脉滴注，连用 

5 d)联合糖皮质激素(使用氢化可的松 

琥珀酸钠，天津生物化学制药厂生产， 

100~200 mg／d静脉滴注5～7 d)治疗； 

大剂量组丙种球 蛋 白用量 为 2 g／kg(以 

0．4 g·kg ·d-1静脉滴注，连用 5 d)。 

当两组患者 PLT升至 8O×1O。／L以上 

改用泼尼松 1．5～2．0 mg·kg ·d 

口服 1～2周，然后缓慢减量，维持治疗 

2～4个月 。 

1．3 疗 效判定：①显 效：PI T恢复正 

常，无出血症状；持续 3个月以上；维持 

2年以上无复发者为基本治愈。②良效： 

PLT升 至 5O×1O ／L或 较 原水 平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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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O×109／L以上者，无或基本上无出血 

症状，持续 2个月以上。③进步：PLT有 

所上升，出血症状改善，持续 2周以上。 

④无效：PLT及出血症状无改善或恶 

化 。总有效 =显效+ 良效+进步。 

1．4 统计学处理：率的比较用 x。检验， 

P< 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2 结 果 

2．1 疗 效 比较 (表 1)：中剂量组总有 效 

率与大剂量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 

0．05，P> 0．05)。 

表 1 两组疗效 比较 

组别 例数 疗效(例) 总有效 

(例)显效 良效 进步 无效 [例( )] 

中剂量组 31 1 6 5 2 8 23(74．2) 

大剂量组 30 1 7 3 3 7 23(76．7) 

2．2 病程与疗 效 的关 系(表 2)：病 程< 

6个月者(中剂量组、大剂量组各 11例) 

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病程>6个月者 

(中剂量组 2O例、大剂量组 19例， 一 

7．46，P< 0．01)。 

表 2 病程与疗效的关系比较 

病程 例数 疗效(例) 总有效 

(例)显效 良效 进步 无效 [例( )] 

<6个月 22 16 3 2 1 21(95．5) 

>6个月 39 1 7 5 3 14 25(64．1) 

注 ：与病程<6个月比较： P<0．01 

3 讨 论 

大剂量丙种球蛋 白治疗重症 ITP 

的机制在于能封闭单核／巨噬细胞Fc受 

体，使 PLT破坏减少，又能增加骨髓中 

PLT的产生，与使用常规剂量糖皮质激 

素 的传 统方 法 比较 ，PLT 的上 升 更迅 

速 ；大剂量糖皮质激素的作用机制是 

能抑制单核／巨噬系统吞 噬功能和抗 

PLT抗 体形成 ，从而减少 PLT破坏 ，减 

低毛细血管的脆性。 ；将二者联用可产 

生协同作用“ 。乔丽津等 研究表明，单 

纯使用常规剂量泼尼松 (2 mg／kg)治疗 

小儿重症 ITP可使 PLT回升，但起效 

慢，短期内难以奏效；但由于大量使用丙 

种球蛋白费用较高，且存在血液传播性 

疾病感染的危险；而使用大剂量糖皮质 

激素会增加其不良反应。 

我们先将二者剂量减量后再联用， 

显示联用的总有效率与单用大剂量丙种 

球蛋 白的疗效基本一致；病程<6个月 

者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病程>6个月 

者，说明这种方法既经济又相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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