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陣發性夜間血紅素尿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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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H 疾病病理與流行病學
陣 發 性 夜 間 血 紅 素 尿 症 (paroxysmal nocturnal haemoglobinuria,
PNH) 是一種罕見的造血幹細胞疾病，因後天基因突變而造成 1。一
般來說，正常紅血球的細胞膜上有幾種保護性蛋白質，例如：蛋白
衰變加速因子 (decay accelerating factor, CD55) 以及溶解細胞膜抑
制物 (membrane inhibitor of reactive lysis, CD59)，使紅血球不會因
補體 ( 免疫系統的一部分 ) 的攻擊而破裂 1。然而，PNH 患者因為在
X 染色體上的 phosphatidylinositol glycan A (PIG-A) 基因發生突變，
造成某些醣脂質，例如 glycosylphosphatidylinositols (GPI) 無法形
成，而使紅血球上的保護性蛋白質無法藉著 GPI 結合在紅血球的細
胞膜上 1。紅血球沒有這些蛋白質的保護就容易因人體內補體系統
的攻擊而破裂，引起持續、慢性的血管內溶血性疾病，這也是造成
疾病症狀及後續嚴重併發症的原因 2-4。

正常的紅血球，表

PNH 紅血球，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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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及後續的併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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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發性夜間血紅素尿症一開始被命名時，大家對此疾病的認識不
多。從病名的字面意思來看，指的是夜間發生血紅素蛋白尿。但事
實上，PNH 是一種相當複雜的疾病，影響人體多種器官，且持續引
起溶血，並非只出現於夜間。
PNH 非常罕見，在美國的發生率為 0.0002%~ 0.0005%。無論何種
性別、種族和年齡都可能罹患此病 5。PNH 雖然罕見，但世界上許
多族群都有相關報告：發病年齡從 6 到 82 歲都有可能，最常見的
族群集中在 30 到 50 歲；女性患者似乎比男性略多一些 5。此疾病
多半是後天造成，由於體細胞發生突變，使骨髓裡的造血幹細胞製
造異常的血球。
從遺傳病學來說，PNH 沒有家族遺傳的傾向，不會傳染也不會遺傳
給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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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H 疾病造成的影響
在醫學上，我們把「紅血球被破壞」稱為溶血。若您或是您的家人
罹患 PNH，您的紅血球因為缺乏保護性蛋白質，會導致血管內溶血。
當溶血發生時，紅血球內的物質會進入血液循環，而可以影響全身。
如果不好好照護，PNH 可導致嚴重和危及生命健康問題，這些問題
包括：引起不適的症狀、影響生活品質；肺部問題，例如肺動脈高壓；
腎功能損傷；血栓。罹病後無論您有無感到任何不適現象，溶血是
會一直持續發生的。部份 PNH 患者經歷了無預警加重的症狀，甚至
危害生命 2,6-8。因此，當您的 LDH ( 乳酸脫氫酶，一種存在於紅血
球內的酶，是檢測溶血程度的指標 ) 升高，且有某些 PNH 相關症狀
時，一定要提高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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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溶血是引發 PNH 相關的重大健康問題的主要原因

血栓
●

引發心臟病、中風和器官損傷 9-11

●

首次發生血栓就可能會造成生命威脅 3,4

●

不論 clone size 大小、輸血病史、貧血嚴重度、有無血液稀釋
劑治療、或溶血程度，都有發生的風險 9,12,13

肺部問題
●

起因於肺部高血壓或肺動脈高壓

●

肺動脈高壓的症狀為呼吸困難，或呼吸短促 14

腎臟損傷
●

PNH 患者的發生風險高於一般族群 15

●

近 2/3 的 PNH 患者都會發生 15

●

如果沒有好好控制，腎臟損傷會造成腎衰竭或死亡

生活品質受損
●

患者會感到虛弱、疲倦，每日的活動都需要花很多力氣完成

●

常見症狀包括 16：胃痛、呼吸短促、倦怠、吞嚥困難、勃起功
能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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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H 疾病症狀
您或許會覺得自己的症狀很模糊且與 PNH 不相關，但事實上，許
多症狀是因 PNH 溶血所引起的 17。以下就介紹幾種 PNH 患者常見
的症狀 :

疲倦
可能會感到非常疲倦而無法完成平時能做的事，甚至無法工
作或照顧小孩。

頭痛或難以專注
或許會無法理解您閱讀的內容，或在工作時無法集中注意力，
甚至可能在外出或回家的路上迷路。

呼吸短促 ( 呼吸困難 )
可能會有呼吸困難的經驗，甚至只是做些簡單的活動也會如
此，例如：爬樓梯、散步。有時候坐在沙發上時也會感到呼
吸短促。
吞嚥困難或吞嚥時疼痛
可能對於吞嚥食物、藥丸，甚至是液體都感到困難。嘗試吞
嚥時，或許會覺得好像有東西卡在喉嚨裡。

5

腹部疼痛或胃痛
腹部或許會有疼痛的感覺。這種疼痛可能一下有、一下沒有，
也可能一直持續發生。有時會感覺到強烈疼痛，但有時又沒
有那麼痛。
腿部、背部或胸部疼痛
當感到疼痛時請記得疼痛的部位、疼痛程度，以及在什麼樣
的情況下會感覺疼痛。

勃起障礙 ( 男性 )
PNH 男性患者經常會有勃起方面的問題。

深色尿液
有時尿液的顏色看起來比正常尿液深，可能是紅色、深茶色，
甚至是黑色，尤其是剛睡醒後第一泡尿。由於溶血現象時好
時壞，所以小便顏色異常現象會反覆發生。
皮膚或眼睛泛黃 ( 黃疸 )
眼白 ( 鞏膜 ) 泛黃或皮膚可能呈現蠟黃色。顏色的變化可能很
細微，也可能需要經由旁人提醒才會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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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H 的診斷及追蹤
PNH 的診斷主要是根據臨床特徵及實驗室檢驗數據。當醫師懷疑您
有出現血尿或溶血現象時，會進一步進行詳細的問診及身體檢查。
初步的抽血檢查包含全血球計數與白血球分類 (CBC/DC)、網狀紅
血球計數 (reticulocyte count)、溶血相關檢查 ( 包括乳酸去氫酶，
LDH)、腎功能檢查、鐵含量、尿液分析等。一旦懷疑是 PNH，需要
再抽血做「流式細胞儀 (flow cytometry)」分析，檢查紅血球、白血
球細胞表面是否缺乏 CD55 和 CD59 等用來穩定補體系統的蛋白質。
此外，可能需透過醫學影像觀察血管是否有血栓的症狀。對於合併
血球異常的患者也可能需要做骨髓穿刺或切片以查明是否合併其他
病因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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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H 實驗室診斷方法與數據分析
( 一 ) 血液常規檢查
全血球計數及白血球分類檢驗是抽取患者少量 (3~5cc) 的血液，以
檢測每種血球的數量及類型。人體的血球分為紅血球、白血球及血
小板三大類，而白血球可再細分為嗜中性球、嗜酸性球、單核球等。
PNH 患者會發生溶血、貧血的現象，所以血液常規檢查會發現 5：
●乳酸脫氫酶 (LDH) 偏高
●血紅素 (hemoglobin, Hb) 偏低
●血紅素結合蛋白 (haptoglobin, HPT) 偏低
●網狀紅血球計數 (reticulocyte count) 異常。這是反應骨髓造血功
能的重要指標，溶血性貧血與急性大出血時會升高，再生不良性
貧血時則會降低
●血球容積比 (hematocrit, Hct) 偏低
●紅血球數目偏低
●膽紅素 (bilirubin) 偏高
如果 PNH 發生在已有 ( 或疑似 ) 再生不良性貧血的情況下，血液檢
查中的血小板數值偏低，或白血球數值異常都有可能發生 5。
由於溶血會造成鐵質慢性流失，因此驗血時會發現血清鐵飽和度
(serum iron saturation) 及血清含鐵蛋白 (ferritin) 低下 5。

8

PNH

疾病衛教手冊

( 二 ) 尿液常規檢查
PNH 患者因為體內發生溶血現象而導致在患者的尿液中會出現血紅
素，甚至伴隨有血鐵質出現。因此，醫師會開立尿液檢查。檢查結
果通常會發現尿中血紅素、尿膽紅素原 (urobilinogen)、尿中血鐵質
(hemosiderin) 數值升高 5。另一方面，為監測 PNH 引起腎功能損害，
也可能會進行尿蛋白的檢驗，並合併進行血液中血清肌酸酐 (serum
creatine) 檢查。

( 三 ) 庫氏試驗 (Coombs test)
庫氏試驗 (Coombs test) 主要用於檢查溶血是否和體內產生抗體，
破壞血球有關。直接庫氏試驗是將抗球蛋白試劑與被測者血球做
反應，若血球表面有 IgG 或 C3 即可造成凝集，反之則不會。因為
PNH 的溶血不是抗體造成的，所以 PNH 患者的庫氏試驗結果會呈
現陰性反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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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骨髓檢查
部份 PNH 患者可能合併其他血球細胞的異常低下，甚至出現相關症
狀，如血小板低下使皮膚出現瘀斑等，這時需要再做骨髓檢查，因
為可能是合併骨髓造血機能異常，例如再生不良性貧血或骨髓生成
不良症候群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MDS) 等 19。另一方面，因為
骨髓是生產血球的工廠，假如在血液常規檢查中發現血球有不正常
的變化，有時候需要從源頭去追查病因來確定診斷，進一步需要抽
骨髓 (bone marrow aspirate) 或做骨髓切片 (bone marrow biopsy) 5。
骨髓切片示意圖：用骨髓切片針在髂前或髂後上棘取出一小塊骨髓組織做
病理切片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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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流式細胞儀分析
近期，大部分的實驗室運用流體細胞學分析抽血樣本，透過流式細
胞儀偵測細胞標記，檢測紅血球及白血球細胞膜上是否缺乏用來穩
定補體系統的 GPI 連結蛋白以診斷陣發性夜間血紅素尿症。此外，
這個方法也可以測定異常細胞的比例，判斷疾病發展程度。最常測
定 的 GPI 連 結 蛋 白 是 CD59， 而 CD55、CD14 、CD16 及 CD67 也
可用來確立陣發性夜間血紅素尿症的診斷 5,18。
此外，FLAER (fluorescein-labeled proaerolysin variant) 常與單株抗
體合併應用於流式細胞分析來診斷陣發性夜間血紅素尿症。FLAER
是一種螢光標示流式細胞技術，會選擇性標定 GPI 連結蛋白，使陣
發性夜間血紅素尿症的診斷更加準確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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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H 治療方法簡介
陣發性夜間血紅素尿症的治療依據疾病的分類及嚴重度而有所差異 5,18。
●對於沒有症狀或症狀極輕微的患者，醫師會採取保守的觀察性等
待 (watchful waiting) 方式。
●對於有症狀的患者，除了依據症狀給予治療外 ( 如：貧血、血栓 )，
患者通常還會需要補體抑制劑或甚至骨髓移植的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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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H 症狀治療：貧血的治療 18
造成 PNH 患者貧血的原因有很多，因此貧血的治療也因病源而有不同。
●如果是骨髓造血功能衰竭所引起，通常免疫抑制治療會有效果。
●如果是血管內溶血所引起，選擇末端補體抑制劑治療 PNH，可顯
著降低或減少患者溶血現象。但如果沒有末端補體抑制劑可用，
可嘗試類固醇，或是雄性素治療，也可能可以減少溶血現象。
●血管內溶血也可能造成缺鐵而導致貧血，此時就需要使用口服鐵
劑治療。
●由於 PNH 患者的紅血球容易受到破壞，所以建議每日補充葉酸
1-2 毫克。
●嚴重貧血時通常會需要紅血球的輸血治療。

PNH 症狀治療：血栓的治療 18
● 血栓是 PNH 患者最嚴重，且最常發生的併發症，若發生急性血栓
時，應考慮使用血栓溶解劑治療，隨後可能需長期使用抗凝血劑。
9
●末端補體抑制劑 eculizumab 能有效預防血栓再次發生 。

●懷孕、手術或使用口服避孕藥都會增加血栓的風險，應盡量避
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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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移植 18
骨髓移植是唯一一個能治癒 PNH 的方法，但移植過程有相當高的併
發症率和死亡率。因此，骨髓移植並非初始治療的選項。若是患者
的症狀嚴重，其他的治療無效且有適合的骨髓捐贈者，才考慮進一
步接受骨髓移植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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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H 的照護與監測
陣發性夜間血紅素尿症是一種持續性溶血疾病，有時疾病狀況穩定
沒有太大變化，但有時又會無預警地瞬間惡化。因此，您需要學習
隨時監測疾病的徵候和症狀。首先，您需要回想未發病前的身體狀
況，例如可以作一整天的家事、或是可以運動打球一個小時。接著，
定期或隨時紀錄發病後的任何感覺與症狀，包括從事家事和運動的
時間是否減少？更容易累？記憶力是否減退等等，並在回診時與醫
師討論自己所紀錄的變化。此外，要學習了解一些檢驗數據的意義，
例如：乳酸脫氫酶 (LDH)。這些數據能顯示您的 PNH 併發症之風險
是否增高 17。如果記錄下來的症狀和數據有很大的變化，或有其他
不尋常的地方，都請隨時與您的主治醫師討論。
除了注意身體變化與症狀的監測外，接受不同治療後也各有需要注
意的地方。治療後症狀是否得到緩解？ 藥物是否有效？藥物使用多
久後需要減量或停藥？飲食上與多種藥物的合併使用有哪些要注意
的事？這些都是在接受治療後需要留意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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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H 相關資源與協助
●中華民國血液病學會：
http://www.hematology.org.tw/web2/project/index.php
●罕見遺傳疾病一點通：
http://www.genes-at-taiwan.com.tw/genehelp/
●社團法人台灣弱勢病患權益促進會：
http://www.rare.org.tw/index.php
●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
http://www.tfrd.org.tw/tfrd/
●陣發性夜間血紅素尿症 (PNH）病友聯誼會：
http://www.tfrd.org.tw/tfrd/link_b/content/id/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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