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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置换对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效果及其对抑郁情绪的影响

秦慧兵 、 张保朝 、 张小林 、 刘红钊

【摘要】目的　探讨血浆置换疗法对神经内科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效果及其对抑郁的影响。

方法　将 2014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在本院治疗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80 例按照治疗方式分为采取

血浆置换治疗的研究组（n=40）和采取注射免疫球蛋白治疗的对照组（n=40），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

后的神经功能及焦虑、抑郁症状的改善状况。结果　治疗完成后 2w 时，研究组神经功能缺陷评分优

于对照组患者（P< 0.05）；研究组各项生化指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 SAS、SDS 评分

低于对照组（P< 0.05）；研究组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P< 0.05）。结论　注射免疫性球蛋白疗法及血

浆置换疗法均为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有效方法，而血浆置换疗法疗效更为显著，对患者抑郁

情绪的改善更为明显。 

【关键词】血浆置换；注射免疫球蛋白；自身免疫性疾病；效果

【中图分类号】R749.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20）03-0590-03

The effect of plasma exchange in patients with neurological autoimmune diseases and its influence on de-
pression　　QIN Huibing，ZHANG Baochao，ZHANG Xiaolin，et al. The Central Hodpital of Nanyang，Nanyang 
473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lasma exchange in patients with neurological autoim-

mune diseases and its influence on depression. Methods　Eighty patients with autoimmune disease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7 were selected.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by plasma exchange as study group

（n=40），and treated by injection of immunoglobulin as the control group（n=40）.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the 

anxiety，depressive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neurological deficit scores，the biochemical indexes，the SAS scores and the SDS scores in study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total efficacy of study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　Injecting immunoglobulin therapy and plasma exchange are effective methods for the treat-

ment of patients with autoimmune diseases，and plasma exchange therapy is more effective to improve the neurological 

function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Key words】Plasma exchange；Injection of immunoglobulin；Autoimmune disease；Efficacy

血浆置换治疗是一种采用手工操作或血细胞分

离机方法，替换患者体内含致病因子的血浆，并利

用相同数量的置换液回输进患者体内的治疗方式，

该种治疗方法目前在重症肌无力、急性格林 - 巴利

综合征、副肿瘤综合征、多发性硬化等疾病中广泛

使用［21-］。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可广泛用于治疗自身

免疫病 ［3］，两者均有良好临床疗效［4-5］。本研究探讨

两者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疗效和抑郁情绪的作

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基本资料

选取 2014 年 1 月 ~2017 年 1 月在本院治疗的自

身免疫性疾病患者 80 例，根据患者的治疗方式分为

采取血浆置换患者为研究组（n=40）：急性格林 - 巴利

综合征 25 例患者，重症肌无力 5 例患者，视神经脊

髓炎 5 例患者，副肿瘤综合征 5 例患者；采取注射免

疫球蛋白治疗的患者为对照组（n=40），性格林 - 巴

利综合征 26 例患者，重症肌无力 4 例患者，视神经

［作者工作单位］南阳市中心医院（南阳，473000）。

［第一作者简介］秦慧兵（1978.08-），男，河南南阳人，硕士，主治医师，研究方向：脑血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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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纳入及排除方法

纳入标准：患者年龄在 23~41 岁之间；无重大家

族遗传病史患者；患者及其家属知情并同意。排除标

准：确诊为非典型急性格林 - 巴利综合征患者；合并

有其他重大疾病患者。 

1.3　方法

血浆置换：对患者的股、颈静脉进行穿刺，血浆

置换液以 l 新鲜冰冻血浆、20％白蛋白液、林格氏

液。注射免疫球蛋白：对患者注射丙种球蛋白静脉注

射 400 mg/kg，5 天一个疗程，若患者使用后吸困难

改善，病情稳定，则不再进行注射，若未得到改善，

则在 3 天后对患者继续进行兵种求带白静脉注射。

治疗过程中需对患者进行支持疗法、并发症预防等

常规治疗，并按照要求指导患者需服用 B1、B12。

1.4　指标观察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1、2w

对所有患者进行评分。具体评分如下：Hughes 评分，

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评分。焦虑、抑郁评分：采用

Zung 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

SAS）评定患者焦虑情况［6-7］。

生化指标：在治疗前及治疗后 1、2w 对患者的补

体（C3、C4）、纤维蛋白原（FIB）、外周血免疫球蛋

白（IgG、IgA、IgM）、单核细胞百分比（MON）［7-8］ 。

疗效评定：治疗后 2w 内 Hughes 评分为 0～1 分，

颅神经麻痹体征消失为显效；②患者在进行 2w 治疗

后，Hughes 评分为 0~1 分，且 2 个以上的肢体 MRC

评分提高 1 分或评分降低 1 分为好转：③无明显成效

为无效［9］。

1.5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20.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

料均数 ± 标准差（x±s）来表示，独立样本 t 检验，

计数资料 χ2 检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对比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可知，2w 时，

研究组患者神经功能缺陷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后神经功能缺损评分比较

组别 Hughes积分 MRC积分

治疗后1w 对照组 3.36±0.79 21.04±6.74

研究组 3.11±0.82 24.57±7.26

治疗后2w 对照组 2.57±0.94 24.63±10.52

研究组 2.04±0.96a 29.58±10.74a

注：aP<0.05，表示治疗后2w与对照组相比。

2.2　两组患者治疗后实验室指标对比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完成 2w 后的各项指标评分可

知，治疗后 2w 时研究组各项指标显著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3。

2.3　两组患者治疗后 SAS、SDS 评分对比

对比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可知，2w 时，

脊髓炎 4 例患者，副肿瘤综合征 4 例患者；两组

患者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或家属知情

并同意。

表1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对比

项目 年龄（岁）
性别

Hughes积分 MRC积分 SAS评分 SDS评分
男 女

研究组（n=40） 43.41±10.33 25 15 3.86±0.77 17.24±6.61 65.23±7.16 64.72±10.38

对照组（n=40） 43.39±10.21 26 14 3.85±0.79 18.12±6.44 64.98±8.37 65.10±9.29

χ2/t 1.511 1.414 1.889 1.291 2.459 2.163

P 0.294 0.288 0.243 0.211 0.465 0.384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后实验室指标对比

组别 C3（g/l） C4（g/l） MON（％） FIB（g/l） IgC（g/l） IgA（g/l） IgM（g/l）

治疗后1w 对照组 0.77±0.11 0.53±0.09 6.92±0.65 2.76±0.43 23.92±1.19 1.68±0.26 1.83±0.25

研究组 0.81±0.13 0.49±0.11 7.05±0.74 2.71±0.37 22.14±1.11 1.63±0.30 2.68±0.38

治疗后2w 对照组 0.67±0.14 0.38±0.09 7.04±0.68 2.89±0.43 21.77±3.77 1.58±0.47 1.66±0.33

研究组 0.46±0.10a 0.29±0.06a 6.24±0.73a 2.54±0.45a 19.03±3.39a 1.14±0.33a 1.38±0.32a

注：aP<0.05，表示治疗后2w与对照组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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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患者 SAS、SDS 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4。
表4　两组患者SAS、SDS评分比较（x±s）

组别 SAS评分 SDS评分

治疗后1w 对照组 58.16±8.04 61.14±10.38

研究组 59.35±8.40 60.05±10.72

治疗后2w 对照组 53.25±6.35 56.71±6.42

研究组 48.12±5.07a 51.36±5.26a

注：aP<0.05，表示治疗后2w与对照组相比。

2.4　两组患者的疗效对比

对比两组患者治疗 1w 及 2w 的效果可知，2w

时，研究组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相见表 5。 
表5　两组患者的疗效对比

组别 有效 无效

治疗后1w 对照组 22（55％） 10（25％）

研究组 30（75％） 19（47.5％）

治疗后2w 对照组 38（94％） 8（20％）

研究组 3（7.5％）a 1（2.5％）a

注：aP<0.05，表示治疗后2w与对照组相比。

3　讨论

血浆置换是指将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血浆替

换成健康人的血浆，进而消除患者血浆内的致病因

子，最终使患者的机体致病性自身免疫反应得以制

止或减少，从而起到缓解患者症状，改善患者预后

的作用［10-13］。

本研究显示治疗 2w 后研究组的神经功能缺陷评

分和生化指标显著优于对照组，分析原因可能为：采

用血浆置换，能够使患者外周血单核细胞得以清除，

从而减少巨噬细胞引起的周围神经损伤，促进患者

神经功能的恢复，神经功能缺陷的状况得以改善，

同时通过对神经功能免疫患者进行血浆置换治疗，

能够极大的清除患者的外周血纤维蛋白，从而改善

患者的各项生化指标 ［14-16］，本研究还发现：两组患者

均存在焦虑、抑郁症状，考虑其原因可能与患者患

病时间较长有关，治疗后 2w 时研究组 SAS、SDS 评

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原因可能为研究组通过血浆置

换治疗，其临床症状改善更明显，从而减缓了患者

的精神心理压力，使得焦虑、抑郁状态得以改善。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包括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

较短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探讨两种治疗的长期

疗效。

综上所述，本研究说明注射免疫性球蛋白疗法

及血浆置换疗法均为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的有

效方法，但血浆置换疗法疗效更为显著，对患者抑

郁症状的改善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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