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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淀粉样变性85例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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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淀粉样变性的临床特点,提高对此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2004年2月至2014年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确诊的淀粉样变性成人患者85例。结果:系统性淀粉样变性38例,常见的临床特点为下肢水肿、体重减轻、劳
力性呼吸困难、肝大。38例患者中12例接受化疗,多应用马法兰联合泼尼松(MP方案)或以万珂为主的化疗方案。局限性淀

粉样变性47例,以喉、皮肤最多见,临床表现以受累器官功能障碍为主。能行手术切除病灶的患者均获得痊愈。结论:系统性

淀粉样变常累及多系统多器官,常见累及肾脏、心脏、肝脏。误诊率高,预后差,临床医生应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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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淀粉样变性是一组因折叠错误的蛋白质聚集成不溶性

原纤维在细胞外沉积于不同组织器宫,导致相应的器官或组

织功能障碍的少见疾病,既可只累及单个也可累及多个器

官,临床表现多种多样,常导致误诊。因此及时而正确的诊

断尤为重要。本文总结本院确诊淀粉样变性成人患者的临

床资料,有助于临床医生提高对该病的诊断和治疗的认识。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4年2月至2014年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经病理活检证实为淀粉样变性的患者85例,病理显

示为刚果红染色阳性,在偏振光下呈绿色双折光。其中男54
例,女31例,男 女 比 例 为1.74∶1,年 龄29~88岁,平 均

(53.3±1.4)岁,中位发病年龄53.0岁。所有患者诊断符合

国内统一诊断标准[1],同时行各项检查判断器官受累情况,
评价标准采用第10届国际淀粉样变性研讨会制订的 标

准[2]。评判结果为系统性淀粉样变38例,局限性淀粉样变

47例。

1.2 方法

  回顾性分析8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从患者的发病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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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比例、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活检、治疗及预后等方面

进行总结。

2 结 果

2.1 系统性淀粉样变

2.1.1 一般情况:85例淀粉样变性患者中,系统性淀粉样变

38例(44.7%),男22例,女16例,男女比例为1:0.73,年龄

30~79岁,平均(55.1±1.9)岁,中位年龄55.0岁。系统性

淀粉样变患者中16例经免疫组化检查确定为免疫球蛋白轻

链淀粉样变性,其余22例患者未行免疫组化检查未能确定

类型。发病至确诊时间为2周至6年(平均13.2个月)。

2.1.2 临床特点:主要为受累器官或系统功能障碍的表现,
最常见的依次为下肢水肿(84.2%)、体重减轻(31.6%)、劳
力性呼吸困难(23.7%)、肝大(18.4%)等。最常见的实验室

异常为蛋白尿(>+,84.2%)、血清白蛋白降低(<35g/L,

71.1%)。受累 的 器 官 和 系 统 依 次 为:①肾 脏 损 害38例

(100%):双下肢水肿及蛋白尿均32例,以肾病综合征为首

诊而最终诊断为此病的27例,14例合并肾功能不全,其中

5例诊断为尿毒症。超声显示双肾弥漫性病变16例。②循

环系统:心脏损害9例(23.7%),均出现心功能不全(表现为

劳力性呼吸困难,双肺底湿罗音),4例发展为心力衰竭。38
例患者中14例心电图检查异常,其中肢导联低电压5例,房
室传导阻滞4例。R波上升不良2例。11例做心脏超声心

动图检查,6例主要表现室间隔与左室后壁均匀增厚、室壁收

缩运动弥漫性稍减弱,4例可见心肌细颗粒状回声增强,合并

心包积液1例。③消化系统损害7例(18.4%):主要以腹胀、
纳差、消瘦、皮肤巩膜黄染表现,经超声检查证实存在肝大并

腹水征阳性7例,其中4例CT可见肝硬化,肝弥漫性病变伴

脾大。1例血氨升高,病情发展至肝性脑病。胃肠道受累1
例,表现为腹胀、便秘,腹部平片示机械性肠梗阻,胃镜见胃

潴留。巨舌1例。④神经系统损害: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如体

位性低血压6例。38例系统性淀粉样变的临床特征及实验

室检查结果,见表1。

表1 38例系统性淀粉样变的临床特点和实验室检查

受累器官 临床特点 n(%) 实验室检查 n(%)
全身 体重减轻 12(31.6) 贫血 15(39.5)

乏力 5(13.2) 蛋白尿 32(84.2)
肾脏 下肢水肿 32(84.2) 白蛋白降低 27(71.1)

泡沫尿 4(10.5) 碱性磷酸酶 7(18.4)
循环系统 心衰 4(10.5) 血清肌酐升高 14(36.8)

劳力性呼吸困难 9(23.7) 血清免疫固定电泳 11(28.9)
消化系统 腹胀 5(13.2) 尿本周氏蛋白电泳 16(42.1)

肝大 7(18.4) 血λ链升高 12(31.6)
脾大 4(10.5) 血K链升高 5(13.2)
腹水征阳性 7(18.4) ECG异常 14(36.8)

神经系统 肢体麻木 2(5.3) 骨髓浆细胞增多 9(23.7)
体位性低血压 6(15.8) 超声心动图异常 6(54.5)

2.1.3 活检部位:38例系统性淀粉样变患者均经过活组织

病理检查确诊。活检部位有:肾脏38例,肝脏3例,淋巴结3
例,皮肤2例,腹部脂肪2例,心肌1例,唇腺1例,纵隔1例,
舌1例。5例患者进行多部位活检。

2.1.4 治疗:38例系统性淀粉样变患者中只有12例接受化

疗,其中以马法兰联合泼尼松(MP方案)为主9例,以万珂化

疗方案为主3例,其余患者对症治疗或放弃治疗。

2.1.5 预后:38例系统性淀粉样变患者中有4例在诊断后

病情进展迅速死亡,死因是心力衰竭。12例接受化疗,以
MP方案为主治疗组中2例治疗后生存期超过3年,4例2年

内死亡,3例失访;以万珂化疗方案为主的3例至今存活,生
存期均超过5年。

2.2 局限性淀粉样变

2.2.1 一般情况:局限性淀粉样变性患者47例(55.3%),
男32例,女15例;男女比例1∶0.47,年龄29~88岁,平均

(51.8±2.1)岁,中位年龄50.0岁。均经手术活检病理证实,
但都未行免疫组化检查。

2.2.2 临床特点:局限性淀粉样变临床表现以局部器官功

能障碍为主。辅助检查以内窥镜、影像学为主,异常表现常

为受累器官肿大、新生物,血生化检查未见其他脏器功能异

常。其中皮肤淀粉样变26例,以局部皮肤瘙痒、颗粒状丘

疹、色素沉着为主要临床表现。14例喉受累患者均有声嘶表

现,个别患者伴有咯血、说话费力、咽痛症状。电子喉镜检查

可见喉部有新生物。累及鼻咽部、支气管、肺脏、眼睑、颈部、
淋巴结各1例,1例累及骨和骨髓,表现为腰痛、放射痛,全身

骨ECT显示全身多处骨代谢异常。

2.2.3 治疗:26例皮肤淀粉样变患者经过抗过敏、糖皮质激

素外用治疗,效果不一,5例反复迁延不愈,10例失访。其余

局限性淀粉样变患者经手术切除病灶后获得痊愈。累及骨

和骨髓的1例患者放弃治疗失访。

3 讨 论

  淀粉样变性是一种少见的疾病,其特点是淀粉样变蛋白

在组织内沉积导致器官结构和功能改变,1922年Bennhold
发现该淀粉样变蛋白在刚果红染色呈砖红色,在偏光显微镜

下出现苹果绿双折光现象,因而随后就以此特性作为诊断本

病的组织学染色特征[3]。本组85例患者组织活检,刚果红

染色均表现以上特征。本病发病率很低,在我国发生率仅有

1.6%[4],但近年来诊出率正在逐年提高。文献报道男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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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高于女性,诊断时年龄多数在40岁以上。国外 Kyle等

报道[5],淀粉样变性患者确诊时平均年龄48岁。李晓亮

等[6]报道,75例淀粉样变性患者男女比例为2.41∶1,平均

发病年龄53岁。钟玉萍等[7]报道71例患者的男女比例为

2.55∶1,平均发病年龄48岁。本组患者中男女比例为1.74
∶1,平均发病年龄53岁,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

  淀粉样变性病有多种分类方法,可以根据受累部位分为

系统性和局限性;由于两者的治疗和预后存在很大差异,因
此临床上对于确诊淀粉样变的患者,应进行全面检查以了解

各器官受累情况,判断是系统性还是局限性淀粉样变。本组

病例中系统性淀粉样变38例,占44.7%,其中16例经免疫

组化确定为免疫球蛋白轻链淀粉样变性;局限性淀粉样变占

55.3%。与赵新颜等[8]报道系统性淀粉样变占40%,局限性

淀粉样变占60%,两者结果相似。

  系统性淀粉样变往往累及全身多个器官,其临床特点主

要与受累器官密切相关。由于临床表现复杂,误诊率高,常
常需要多科会诊。本组38例患者平均确诊时间为13.2月,
表明确诊有一定难度。体重减轻、乏力往往是最常见的症

状,肾脏为最易受累的器官,本组中有84.2%的病人出现下

肢水肿及一个(+)以上的尿蛋白,42.1%肾脏超声显示弥漫

性病变。文献报道即使少量的淀粉样物质沉积也可以导致

严重的肾病综合征[9]。本组中32例(84.2%)诊为肾病综合

征,高于国外报道淀粉样变性肾综占40%[10]及国内报道淀

粉样变性肾综占54%[11]。

  心脏受累的临床表现早期为心脏舒张功能障碍,部分患

者发展为难治性充血性心力衰竭。本组中23.7%的患者出

现劳力性呼吸困难,4例就诊时已表现为心衰。目前研究认

为,心外活检、典型的异常心电图及超声心动图可以对淀粉

样变 性 作 出 诊 断[11]。本 组 36.8% 的 患 者 心 电 图 异 常;

54.5%的患者超声心动图检查异常。与文献[7]报道心脏淀

粉样变患者超声心动图异常为56%,心电图异常为43.9%的

结果相似。

  消化系统受累最常见的表现是肝肿大,脾肿大、腹水,以
肝脏淀粉样变发病率最高,本组中肝大并腹水占18.4%,与
李晓亮报道13.6%相似[6]。Mcmahan等[12]报道碱性磷酸酶

进行性升高可能预示肝脏受累,本组中有18.4%出现碱性磷

酸酶升高。

  系统性淀粉样变的常规治疗主要采用全身化疗及对症

支持治疗。化疗方案包括 MP,秋水仙碱、环磷酰胺等,但由

于个体差异大,反应所需时间长,尚无确切证据表明这些治

疗能够有效地延长患者生存期。有资料显示应用 MP方案

的患者中位生存期为18个月[13],本组9例应用 MP方案患

者,2例生存期超过3年,4例2年内死亡。近年提出自体造

血干细胞移植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目前以万珂、沙利度胺

为代表的新药研究报道已初步显示良好疗效[14]。本组患者

中3例应用万珂治疗,生存期均超过5年,由于病例数少,还
需进一步积累观察。

  局限性淀粉样变多见于上呼吸道、泌尿道、消化道、皮
肤。本组患者中喉受累14例,皮肤受累26例。Buxbaum
等[15]发现喉淀粉样变患者喉部都有浆细胞浸润和淀粉样成

分的单克隆表达,但这些患者均未发展成为浆细胞瘤或系统

性淀粉样变,其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原发性皮肤淀粉样变

目前治疗上仍予复方氟米松为主的局部外用治疗方法。

  综上所述,淀粉样变性确诊依靠活组织检查,系统性淀

粉样变累及多系统多器官,误诊率高,目前无特效疗法,预后

差。局限性淀粉样变经受累器官组织活检确诊后手术切除

可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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