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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藥視界

蕁麻疹性血管炎的病理探討
蕁麻疹血管炎並不同於蕁麻疹，無論是臨床特點還是治療原則都與蕁麻疹有較大的差異。因此，

瞭解和掌握二者之間的區別有助於正確診斷及合理治療，以防止誤診與誤治。

林世昌　國泰綜合醫院過敏免疫科醫師

蕁麻疹性血管炎（urticarial vascu-
litis）是和蕁麻疹 （urticaria） 不同

的一種皮膚病變。蕁麻疹是因皮膚血

管反應造成血管通透性增加的一種

皮膚變化，臨床上蕁麻疹的皮膚表現

為紅斑和風疹塊 （wheal） 且常伴有瘙
癢或燒灼感，蕁麻疹的紅斑和風疹塊

通常只持續從幾分鐘到幾小時就消

失，一般不會超過 24小時就消失且
不會留下痕跡，但紅斑和風疹塊可能

在全身輪流出現。

相反地，蕁麻疹性血管炎是因為

有小血管的發炎，而造成血管內的紅

血球滲漏到血管外面，其病理變化是

屬於 leukocytoclastic vasculitis（過敏性
血管炎），蕁麻疹性血管炎的皮膚紅斑

通常不會瘙癢且會持續超過 24 小時，
而且在紅斑緩解後常會留下褐色的色

素沉著情形，蕁麻疹性血管炎的皮疹

在壓迫皮膚檢視法 （diascopy） 時，會
顯示中央的紅斑，如此可以簡單地區

別蕁麻疹性血管炎和一般的蕁麻疹。 
　　

蕁麻疹性血管炎之臨床特點

蕁麻疹性血管炎的臨床表現可以

很多樣化，一般常見的輕度蕁麻疹性

血管炎，通常只有侵犯皮膚而出現皮

膚的紅疹，但沒有其它器官侵犯，少

數較嚴重的蕁麻疹性血管炎可能會有

輕微的其它器官侵犯，包括出現反覆

性的關節炎和腹痛，最嚴重的全身性

蕁麻疹性血管炎會稱為 hypocomple-
mentemic urticarialvasculitis syndrome 
（HUVS） （低補體性風疹塊樣血管炎
症候群） 。
引起蕁麻疹性血管炎的原因很

多，蕁麻疹性血管炎常常是起因於免

疫複合體相關的免疫反應，而被歸列

為第三性過敏反應（type III hypersen-
sitivity reaction） 的臨床表現，但蕁麻疹

前使用莫須瘤治療抗磷脂抗體症候

群的臨床試驗進行到第二期。

標靶治療 2  NF-kB與MAPK抑制劑

抗磷脂抗體結合β2GPI後，會
引發細胞膜上的受器進行後續的細

胞內訊息傳遞。目前認為相關的受器

包含 Toll likereceptor(TLR) 4 等；而
引發的訊息傳遞主要是透過 NF-kB
與MAPK途徑改變細
胞激素的轉錄與轉譯，

而引起發炎和血栓。在

體外試驗已證實阻

斷 NF-kB 後，IL-1 與
TNFa等發炎激素會
減少，另外，參與凝血

反應的 tissuefactor 也
會減少。在第一期臨

床試驗中，正常人接

受MAPK抑制劑後再
注射脂多糖，發現凝

血反應被抑制。

標靶治療 3 補體抑制劑

抗磷脂抗體與β2GPI結合後會
造成補體路徑活化並產生C5a，C5a
可以使細胞製造更多的 tissuefactor，
因而引起凝血反應。動物實驗顯示

C5nuckoutmice對抗磷脂抗體有抗性
而不會產生過度的凝血反應；小鼠接

受 C5aReceptor的抗拮劑後也同樣對
抗磷脂抗體產生抗性。Eculizumab為

抗 C5的單株抗體，過去用來治療陣
發性夜間血紅素尿症，近期曾被嘗試

用來治療對Rituximab（莫須瘤）反應
不佳的災難性抗磷脂症候群，個案報

告顯示其有明顯的效果。

標靶治療 4  β2GPI類似物

β2GPI為蛋白質，可以分成五個
domains，第一個 domain被抗磷脂抗

體攻擊後最容易引發

後續的細胞內訊息傳

遞，而第五個 domain
則為其與細胞膜受器

結合的位置。人工合

成類似第一 domain
的胜肽會與β2GPI
競爭結合抗磷脂抗

體，因而減少後續的

反應。人工合成類似

第五 domain的胜肽
會與β2GPI競爭受

器，使能結合到細胞膜上的β2GPI
減少，因而減低抗磷脂抗體造成的反

應。

由於對目前抗磷脂抗體症候群治

療狀況的不滿意，與對致病機轉的進

一步瞭解，治療方向漸漸從「抗血栓

治療」轉成「免疫調解治療」。未來

還有待相關的臨床試驗結果發表，讓

醫師能在實證醫學的立足點上提供

病人更好的治療。 （文章轉載自中華民
國風濕病醫學會網站）



16 17

性血管炎也可能和其它疾病有關， 例
如 SLE、薛尼玆勒氏徵候群、血清病
和傳染病，因此當發現有蕁麻疹性血

管炎時，應評估是蕁麻疹性血管炎單

獨出現還是合併其它疾病或症候群。 

蕁麻疹性血管炎與 SLE的聯想

HUVS  是一種較少見但可能會嚴
重到危及生命的全身性蕁麻疹性血管

炎，第一次關於HUVS的文獻病例報
告是在 1973 年（McDu�e FC, et al. Hy-
pocomplementemiawith cutaneous vascu-
litis and arthritis. Possible immune com-
plexsyndrome. Mayo Clin Proc 1973；48
（5）:340-348），其確切的發病率並不
清楚，但較常發生在女性。HUVS 主
要的的臨床表現和診斷標準，是慢性

蕁麻疹性血管炎、血中補體下降（Hypo-
complementemia）和皮疹皮膚病理切片
發現 過敏性血管炎 （leukocytoclastic vas-
culitis and a perivascularneutrophilic infil-
trate），病理切片如以免疫組織化學染

色，會呈現免疫球蛋白和補體在血管

壁或內皮細胞的沉積。HUVS 的其
它次要的臨床表現和診斷標準包括

關節痛和關節炎、眼部發炎 (葡萄膜
炎、episcleritisorconjunctivitis)、腎小
球腎炎、漿膜炎、腹痛和 positiveant-
C1q antibody，也可能出現血管性水
腫、發燒、淋巴結腫大和阻塞性肺炎，

嚴重的HUVS可能會發展為全身性
血管炎而危及生命。

HUVS的臨床表現很像 SLE，因
此有人認為HUVS是 SLE的一種 
subtype(亞型 )，但文獻上有越多的
HUVS 病例報告其抗核抗體（ANA）
和 anti-dsDNA 抗體皆為陰性，而
HUVS病人即使 ANA陽性，其 anti-
ds DNA 和 anti-ENA抗體都為陰性，
因此有越多證據顯示HUVS是另一
種有別於 SLE的疾病。因為HUVS
常有全身侵犯，因此在治療方面常需

要類固醇和免疫抑制劑的治療。  （文
章轉載自中華民國風濕病醫學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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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塵蟎過敏原－
降低 SLE之自體免疫反應
臨床上過敏疾病與自體免疫疾病相關之研究很多，但與環境中塵蟎一起研究者，尚無相關報導。

但我們研究發現：自體抗原及自體抗體增加與紅斑狼瘡之疾病嚴重程度有關；本文詳述環境衛

生的監控並降低塵蟎過原的接觸，如何在疾病之預防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蔡肇基　台中榮民總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醫師

全身性紅斑狼瘡又被簡稱為紅斑

狼瘡，是一種好發於東方人的

疾病，也是種會侵犯全身各組織器官

的慢性發炎性疾病，其病因是病人血

清中含有許多自體抗體，當過量的抗

體與組織細胞上之抗原結合後，就

會引起免疫發炎反應，並導致組織器

官的傷害。會誘發病人細胞產生免

疫反應，並且製造自體抗體的原因很

多，除了病人需有疾病感受基因之外，

內分泌及環境荷爾蒙也會影響，病人

使用的某些藥物與環境中的細菌及

病毒，都有報導會刺激細胞製造自體

抗體。

幾種常見的家塵抗體

家庭中之塵蟎是國人居家環境

中最主要的過敏原，文獻記載過敏性

鼻炎、異位性皮膚炎及氣喘都與接觸

到塵蟎有關，我們收集家塵來分析

塵蟎種類，可以發現歐洲室塵蟎Dp、
美洲室塵蟎Df、腐食酪蟎 Tp及熱帶
無爪蟎 Bt四種最為常見，雖然塵蟎
有很多種，但過敏原的成份及種類相

似，都會引起過敏。這些過敏成份中，

以含有蛋白質溶解酶活性的第一類，

及結構近似細胞表面分子的第二類

最為主要，因為第一類過敏原成份會

破壞呼吸道上皮，而第二類過敏成份

會促進細胞活化，這兩類過敏成份都

有刺激人體產生先天免疫反應及後

天免疫反應之能力，有 80%至 90%
過敏病人都含有這兩類過敏成份的

IgE抗體，我們研究發現台灣地區過
敏性氣喘病人家裡的地毯、墊被、枕

頭， 幾乎都可以找到塵蟎的踨跡，病
人的血清中都有塵蟎的 IgE抗體，其
中又以第二類過敏成份的 IgE抗體
最特別，因為家中的所有病人不論年

齡、性別、父母或小孩都有第二類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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