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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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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 患者，一 個 臨 床 試 驗 設 計了 莫

以第二型輔助 T 細胞（type2Thelper-

須 瘤 和 omalizumab（樂 無 喘 anti-IgE-

cells）為主的疾病，為什麼抗 B 細胞

monoclonalantibody）的混和治療。樂

治療對部分異位性皮膚炎會有療效

無喘 雖 然已被 證實在 嚴重氣喘

呢？是否是莫須瘤影響 B 細胞產生

有療 效， 但在異位性 皮 膚炎 是 否

抗原專一性免疫球蛋白 E（allergen-

有助益 仍未有定 論。病人 總共 有

specificIgE）的能力，從而造成過敏

六位， 他們 都使 用過 一種 以 上 的

程度下降，但上述研究顯示病人血

DMARD 卻無法達到控制的嚴重

液中 IgE 的濃度並無顯著變化。因

患者。對其中症狀相對輕微的 4 位，

此，比較有可能的是莫須瘤殺死作

先給予樂無喘再給予莫須瘤，結果

為抗原呈現細胞的 B 細胞，使得 T

有 3 位反應良好且有長時間的維持

細胞在病灶皮膚的浸潤減少，活性

。對 2
效果（最久的維持 47 個月）

下降，其分泌過敏介質 IL-5、IL-13

以選擇。全身性的治療則以口服的

為隔兩週各打 1000mg。結果患者

抗組織胺藥物為主，必要時可以給

的異位性皮膚炎嚴重程度減緩，而

位最嚴重的病患，決定先給予莫須

的能力也降低，這樣的假設已經由

予短時間的口服類固醇。

且病人的皮膚切片的組織染色也發

瘤以求得最快的緩解，接著才使用

病人的皮膚切片的免疫組織化學染

現原有的過度角質增生（hyperkera-

樂無喘，結果其中一位反應良好且

這時則可嘗試使用疾病修飾的抗風

tosis）、棘狀層肥厚（acanthosis）、海

色以及 mRNA 的表現量得到證實。

濕藥物（disease-modifyingantirheu-

、真皮層中的
綿狀水腫（spongiosis）

效果持久，前後維持了 27 個月。另

抗 B 細胞療法對頑固性異位性皮

一位嚴重患者則反應不佳，從開始

膚炎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然而

maticdrugs，DMARDs）來治療，目

發炎細胞浸潤都得到改善。有趣的

如何選擇適當的病人，予以多少才

前以 cyclosporin（環孢靈）最廣為

是，在同一年也有人發表使用莫須

治療後 10 個月中只有部分緩解，且

是合理安全的劑量，這些仍需要進

使用，其他藥物如 methotrexate（滅

瘤治療兩位異位性皮膚炎患者而失

在第 10 個月被判定這樣的混和治
療無效。

一步的研究來確認。（文章轉載自中

、
殺 除 癌）
、azathioprine（ 移 護 寧）

敗的案例。但比較起來，這兩位失

mycophenolatemofetil（ 山 喜 多） 都

敗的病患異位性皮膚炎的嚴重程度

有零星的報告，都有不錯的效果。

都較高，且施打的莫須瘤劑量較低

在 2008 年，有人嘗試使用抗 B 細

，所以其效果
（隔兩週各打 500mg）

但仍有部分病人無法得到控制，

胞療法來治療頑固性異位性皮膚

仍有爭議。

炎，對六位嚴重異位性皮膚炎患者
給予靜脈注射的莫須瘤（anti-CD-

20monoclonalantibody），注 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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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尋求新的治療可能性
接著，針對難治性異位性皮膚

一般認為異位性皮膚炎是一個

華民國風濕病醫學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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