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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不平衡症候群
恐引發

高眼壓

陳韵臻 振興醫院眼科部住院醫師（審稿／劉榮宏、趙效明 眼科部主任）

位70 歲的婦人，因多囊性腎臟
疾病末期腎病變，2011 年開始
在本院接受透析治療。病人除了多囊
性腎臟疾病之外，亦有囊性肝疾病以
及高血壓。日前因左眼疼痛以及視
力模糊來眼科門診求診，經檢查，眼
壓正常（16 毫米汞柱）及左前房蓄
膿，經診斷為左眼葡萄膜炎（排除
眼內炎）以及白內障，接受眼內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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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comycin, rocephin,avastin and dexamethasone 以及超音波晶體乳化術。
手術過程中，由虹彩新生血管即大
量出血，完成不易。病人手術隔天
開始，每逢洗腎時，會突然覺得頭
痛、噁心嘔吐以及左眼劇烈疼痛，
左眼眼壓高達 60 毫米汞柱（正常
。
眼 壓 通常在 10 至 20 毫米汞 柱）
經腎臟科醫師以及眼科醫師初步排
除其他因素後，確定此位病人為透
析不平衡症候群（Dialysis disequilibrium syndrome）相關的高眼壓症。臨
床處置先給予高張的甘露醇（Mannitol）以及合併降眼壓藥物治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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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症狀有初步的改善。在預防
方面，在下一次洗腎前先給予 20%
高滲透壓的葡萄糖注射液，並且減
慢透析時的血流速度以及縮短透析
時間。最後一次高眼壓症發作，在
前房減壓術抽出 0.1 ml 房水，同時
破裂水晶體後囊袋及後玻璃體膜，
該病患左眼術後眼壓恢復正常，成
功治療也證實前述相關的高眼壓
症為每逢洗腎水份大量進入玻璃體
腔 造 成 的 惡性 青 光 眼（Malignant
glaucoma），往後洗腎時再也 無高
眼壓以及頭痛的狀況。

透析不平衡症候群（Dialysis Dysequilibriumsyndrome，簡稱 DDS）
透析不平衡症候群是一連串以
神經症狀為表現，且發生在透析病
人身上的疾病症候群。當透析治療
中發生神經症狀，例如頭痛、頭暈、
噁心嘔吐、視 力模糊、肌肉 痙攣、
激動、意識模糊、木僵、甚至癲癇
發作或死亡等，在排除其他可能原

低。然而大腦有腦血
管 障壁（Blood–brain
，所以腦
barrier/BBB）
細胞中之尿素（urea）
等小分子會降低比較
慢。如此一來，腦細胞
因後，接下來就要想
滲透壓會高於血漿滲透壓，因
到此診斷的可能性。
此水份大量由血漿進入腦細胞中，可
其危險因子包括：第一
能造成腦水腫。此理論目前有人反駁，
次接受透析治療的病人、老
原因是因為尿素是一種 ineffective os人、小孩、本身有嚴重的代
mole（提供滲透壓但可以自由進出
謝酸血症、血中有高的尿素
細胞膜的溶質）
，因此不會在幾個
氮，本身就有神經方面的疾
小時的透析過程中，就產生足以讓
病（例如：腦部受創、中風、
水分大量進入腦細胞的滲透壓差。
癲癇）
，會造成腦水腫症狀
理論二：血液透析時，因為未
的情況（例如：惡性高血壓、
知的機轉，腦細胞內 pH 值會降低，
低血鈉、肝性腦病變）
，以
導致鈉離子以及鉀離子進入腦細胞
及會增加血 腦屏障通透的
中，增加細胞的滲透壓，水分便會
疾病（例如： 敗血症、血管
進入腦細胞造成腦水腫。
炎、腦膜炎、栓塞性血小板
要診斷這個症候群必須先將其
減少紫斑症 thromboticthrombocytope他可能原因排除，例如：尿毒症腦
nic purpura/TTP、溶血性尿毒症 he病變、藥物引起的腦病變、高血壓
molytic uremicsyndrome/HUS）。
引發的腦病變、顱內出血、硬腦膜
其原因主要是與腦水腫有關， 下出血、腦梗塞、腦膜炎、代謝異
而造成腦水腫的理論有兩種，目前
常（低血鈣、高低血鈉、低血糖）
，
又以第二種最廣為接受。
以及透析相關併發症造成的低血氧
理論一：血液透析時，急速使 （心律不整、過敏反應、嚴重低血
血清尿素 氮（BUN, Blood urea nitro壓及栓塞）
。
gen）於血液中下降，血漿滲透壓降
治療方式以症狀治療為主，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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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給予高張的甘露醇（Mannitol）
或是葡萄糖（Glucose）注射液，原
理是取代尿素等小分子的下降所
導致的腦部及血中滲透壓差。目前
文獻並不建議使用高張鈉以及反
覆使用 mannitol，因為會有高血壓
以及體液滯留的危險。另外，在透
析時應放慢移除尿素的速度、透
析中的血流要放慢，以及縮短透
析時間。若有嚴重的症狀像是癲
癇發作或暈厥等，應先保護呼吸
道，並且立即終止透析治療。
預防方法 ﹕則是降低透析前
之 BUN 濃 度，並以 20% 高滲透
壓的葡萄糖液靜脈緩慢注射，預
防血漿滲透壓急速下降。若要使
用 mannitol 作為預防，必須謹慎
小心，尤其是老人家、中風以及代
謝性酸血症的病人，在初次或前
幾次開始血液透析時應減慢血流、
使用小表面積之透析器以及縮短
透析時間。

透析過程中之高眼壓症
大腦有腦血管障壁（Blood–brainbarrier/BBB）
，眼睛也有血液視網膜
，因
障 壁（Blood retinal barrier/BRB）
此在透析過程中，若血漿滲透壓
急速下降，導致眼睛及血中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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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差，如前述，水分就會從血液進
入眼睛的玻璃體腔，壓迫前房，房
水外流通道受阻，造成眼壓升高。
其原理和透析不平衡症候群是相
似的，亦可當作是腦水腫的一部
分。
一 般 情況下，若房水外流 通
道是正常的，水分便可以快速的排
出，因此不會有高眼壓的情形。若
房水外流通道是異常的，尤其是青
光眼的疾患，或是曾接受眼科手
術的病人，其透析中產生高眼壓症
的風險就會提高。
治療方式 ﹕除上述透析不平
衡症候群的治療之外，可給予降
眼壓藥水，甚至考慮前房減壓術或
房水引流手術。
預防方法 ﹕如同上述透析不
平衡症候群的預防方式。另外，在
透析過程中，若發現病人有視力模
糊、眼 睛疼痛、頭痛、角膜水腫、
瞳孔放大且對光反應不佳時，可
會診眼科醫師作進一步的治療診
斷。尤其在本身是青光眼患者，或
是前房外流通道異常的病人，更需
要留意。如此一來便可做到及時的
眼壓控制，減少視神經受到傷害。
（文章轉載自振興醫訊第 233 期）

抗B 細胞治療

淺談
在異位性皮膚炎的角色

～以莫須瘤 （Rituximab）治療頑固性異位性皮膚炎之臨床試驗
陳明翰 台北榮民總醫院過敏免疫風濕科醫師

異

位性皮膚炎（atopicdermatitis）為

自信與社交也有很大的影響。

一種發癢性的慢性皮膚病，主

要發病期為五歲以下的兒童，但有一
部分的病患在成年後仍受此病所苦，

抗風濕藥物或有不錯的療效
大部分的病人可以藉由正確的

根據統計，約有 15-20% 的兒童會有

保 養與適當 的 治 療，可以 達 到控

異位性皮膚炎，在成人的盛行率約

制病情的目的。日常生活上，我們

1 ∼3%。急性期的異位性皮膚炎的主

建議病人主動避免暴露或接觸過

要的症狀為皮膚搔癢、紅斑，在慢性

敏原，用乳液等保溼性產品來維持

期，經過長期的搔抓，皮膚遭受到反

皮膚的濕潤，預防皮膚的二次感染

覆的微小創傷，最後會有
色素沈 澱，角質增
厚，苔癬化等變

等。藥物治療方面則分為局部
性及全身性。局部性療
法大多使用類固醇藥

化。由於異位性

膏，嚴重 且 大 範圍

皮膚炎很難斷

的異位性 皮 膚炎

根，日夜不停

則可以加以使用免

難以自制的搔

疫抑制劑藥膏，在

癢 的 對患者來

台灣，有 Tacrolimus

說是一 件非常痛
苦的事，且對患者的

（安瑞福或普特皮等）
、

Pimecrolimus（醫立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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