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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治指南·
银屑病关节炎诊断及治疗指南
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
１概

述

银屑病关节炎（Ｄｓｏｆｔａｔｉｃ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ＰｓＡ）是一种与银屑病相

节病变的脊柱病型。
２．２皮肤表现

关的炎性关节病，具有银屑病皮疹并导致关节和周围软组织

根据银屑病的临床特征，一般可分为寻常型、脓疱型、关

疼痛、肿、压痛、僵硬和运动障碍，部分患者可有骶髂关节炎

节病型及红皮病型４种类型。皮肤银屑病变好发于头皮及四

和（或）脊柱炎。病程迁延、易复发、晚期可关节强直，导致残

肢伸侧，尤其肘、膝部位，呈散在或泛发分布，要特别注意隐藏

疾。约７５％ＰｓＡ患者皮疹出现在关节炎之前，同时出现者约

部位的皮损如头发、会阴、臀、脐等；皮损表现为丘疹或斑块，

１５％．皮疹出现在关节炎后者约１０％。该病可发生于任何年

圆形或不规则形，表而有丰富的银白色鳞屑，去除鳞屑后为发

龄，高峰年龄为３０～５０岁，无性别差异，但脊柱受累以男性较

亮的薄膜，除去薄膜可见点状出血（Ａｕｓｐｉｔｚ征），该特征对银

多。美国的ＰｓＡ患病率为０．１％，银屑病患者约５％～７％发生关

屑病具有诊断意义。存在银屑病是与其他炎性关节病的重要

节炎。我国ＰｓＡ患病率约为１．２３％ｏ。

区别，皮肤病变严重性和关节炎症程度无直接关系，仅３５％

２临床表现

二者相关。

本病起病隐袭，约ｌ，３呈急性发作，起病前常无诱因。
２．１关节表现

２．３指（趾）甲表现
约８０％ＰｓＡ患者有指（趾）甲病变，而无关节炎的银屑病

关节症状多种多样，除四肢外周关节病变外，部分可累

患者指甲病变为２０％，因此指（趾）甲病变是ＰｓＡ的特征。常

及脊柱。受累关节疼痛、压痛、肿胀、晨僵和功能障碍，依据临

见表现为顶针样凹陷。炎症远端指间关节的指甲有多发性凹

床特点分为５种类型。６０％类型问町相互转化，合并存在。

陷是ＰｓＡ的特征性变化，其他有甲板增厚、浑浊、色泽发乌或

２．１．１单关节炎或少关节炎型：占７０％，以手，足远端或近端

有白甲、表面高低不平、有横沟及纵嵴，常有甲下角质增生，重

指（趾）间关节为主，膝、踝、髋、腕关节亦可受累，分布不对

者可有甲剥离。有时形成匙形甲。

称，因伴发远端和近端指（趾）１９关节滑膜炎和腱鞘炎，受损

２．４其他表现

指（趾）可呈现典型的腊肠指（趾），常伴有指（趾）甲病变，此

２．４．１全身症状：少数有发热、体质量减轻和贫血等

型患者约１／３．１／２可演变为多关节炎类型。

２．４．２系统性损害：７％．３３％患者有眼部病变，如结膜炎、葡

２．１．２远端指间关节炎型：占５％一１０％，病变累及远端指问

萄膜炎、虹膜炎和干燥性角膜炎等；接近４％患者出现主动脉

关节，为典型的ＰｓＡ，通常与银屑病指甲病变相关。

瓣关闭不全，常见于疾病晚期，另有心脏肥大和传导阻滞等；

２．１．３残毁性关节炎型：占５％。是ＰｓＡ的严重类型，好发年

肺部可见上肺纤维化；胃肠道可有炎性肠病，罕见淀粉样变。

龄为２０。３０岁，受累指．掌，跖骨可有骨溶解，指节为望远镜

２．４．３附着点炎：特别在跟腱和跖腱膜附着部位。足跟痛是

式的套稷状，关节可强直、畸形，常伴发热和骶髂关节炎，皮

附着点炎的表现。

肤病变严重。

３诊断要点

２．１．４对称性多关节炎型：占１５％，病变以近端指（趾）间关

３．１症状和体征

节为主，可累及远端指（趾）间关节及大关节如腕、肘、膝和踝

３．１．１皮肤表现：皮肤银屑病是ＰｓＡ的重要诊断依据，皮损

关节等。

出现在关节炎后者诊断嘲难，细致询问病史，银屑病家族史，

２．１．５脊柱关节病型：约５％，男性。年龄大者多见，以脊柱和

儿童时代的滴状银屑病，检查隐蔽部位的银屑病（如头皮、脐

骶髂关节病变为主，常为单侧。下背痛或胸壁痛等症状可缺

周或肛周）和特征性放射学表现可提供重要线索，但应除外其

如或很轻，脊柱炎表现为韧带骨赘形成，严重时可引起脊柱

他疾病，并应定期随访。

融合，骶髂关节模糊．关节间隙狭窄其至融合，可影响颈椎导

３．１．２指（趾）甲表现：顶针样凹陷（＞２０个），指甲脱离、变色、

致寰椎和轴下不全脱位。

增厚、粗糙．横嵴和甲下过度角化等。指（趾）甲病变是银屑病

也有学者将ＰｓＡ分为３种类型：①类似反应性关节炎伴

可能发展为ＰｓＡ的重要临床表现。

附着点炎的单关节和寡关节炎型；②类似类风湿关节炎的对

３．１．３关节表现：累及１个或多个关节，以指关节、跖趾关节

称性多关节炎型；③类似强直性脊柱炎的以中轴关节病变为

等手足小关节为主。远端指间关节最易受累，常不对称，关节

主（脊柱炎、骶髂关节炎和髋关节炎），伴有或不伴有周围关

僵硬、肿胀、压痛和功能障碍。
３．１．４脊柱表现：脊柱病变可有腰背痛和脊柱强直等症状。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７—７４８０．２０１０．０９．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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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辅助检查
３．２．１实验室检查

本病无特殊实验室检查，病情活动时红细胞沉降率
（ＥＳＲ）加快，ｃ反应蛋白（ＣＲＰ）增加。ＩｇＡ、ｌｇＥ增高．补体水平

增高等；滑液呈非特异性反应，白细胞轻度增加，以中性粒细

适当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和关节损伤，注意关节功能锻
炼，忌烟、酒和刺激性食物。
５．２药物治疗
参照类风湿关节炎用药。
５．２．Ｉ非甾体抗炎药（ＮＳＡｌＤｓ）

胞为主；类风湿因子（ＲＦ）阴性，少数患者可有低滴度的ＲＦ和

适用于轻、中度活动性关节炎者．具有抗炎、止痛、退热和

抗核抗体。骶髂关节和脊柱受累的患者中约半数患者人类自

消肿作用，但对皮损和关节破坏无效。治疗剂量应个体化；只

细胞抗原（ＨＬＡ）一Ｂ２７阳性。

有在一种ＮＳＡＩＤｓ足量使用ｌ～２周无效后才更改为另一种；

３．２．２影像学检查

避免２种或２种以上ＮＳＡＩＤｓ同时服用，因疗效不叠加，而不

３．２．２．１周围关节炎：周嗣关节骨质有破坏和增生表现。末节

良反应增多；老年人宜选用半衰期短的ＮＳＡＩＤｓ药物，对有溃

指（趾１骨远端有骨质溶解、吸收而基底有骨质增生；可有中间

疡病史的患者，宜服用选择性环氧化酶（ＣＯＸ）一２抑制剂以减

指骨远端因侵蚀破坏变尖和远端指骨骨质增生，两者造成铅

少胃肠道的不良反应。ＮＳＡＩＤｓ的不良反应主要有胃肠道反

笔帽（ｐｅｎｃｉｌ—ｉｎ－ｃｕｐ）样畸形；或望远镜样畸形；受累指间关节

应：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食欲不佳，严重者有消化道溃疡、

间隙变窄、融合、强直和畸形。长骨骨干绒毛状骨膜炎。

出血、穿孑Ｌ等；肾脏不良反应：肾灌注量减少，出现水钠潴留、

３．２．２．２中轴关节炎：表现为不对称骶髂关节炎，关节间隙模

高血钾、血尿、蛋白尿、间质性肾炎，严蕈者发生肾坏死致肾功

糊、变窄、融合。椎间隙变窄、强直，不对称性韧带骨赘形成，

能不全。ＮＳＡｌＤｓ还可以引起外周血细胞减少，凝血障碍、再生

椎旁骨化，其特点是相邻椎体的中部之间的韧带骨化形成骨

障碍性贫血、肝功能损害，少数患者发生过敏反应（皮疹、哮

桥，并呈不对称分布。

喘）以及耳鸣、听力下降，无菌性脑膜炎等。常用ＮＳＡＩＤｓ见类

３．３诊断依据

风湿关节炎。

银屑病患者有上述炎性关节炎表现即可诊断。因部分

５．２．２改善病情的抗风湿药（ＤＭＡＲＤｓ）

ＰｓＡ患者银屑病出现在关节炎后，此类患者的诊断较困难，应

防止病情恶化及延缓关节组织的破坏。如单用１种

注意临床和放射学线索，如银屑病家族史，寻找隐蔽部位的

ＤＭＡＲＤｓ无效时也町联合用药，以甲氨蝶呤（ＭＴＸ）作为联合

银屑病变，注意受累关节部位，有无脊柱关节病等来作出诊

治疗的基本药物。

断并排除其他疾病。

５．２．２．１

ＭＴＸ：对皮损和关节炎均有效，可作为首选药。可口

关于ＰｓＡ的诊断标准，目前尚未统一，较简单而实用的

服，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开始７．５—２５ ｍ异。每周１次，宜从小

标准有Ｍｏｌｌ和Ｗｒｉｇｈｔ的ＰｓＡ分类标准：①至少有１个关节
炎并持续３个月以上；②至少有银屑病皮损和（或）１个指

剂量开始。病情控制后逐渐减量。维持量５。１０ ｍｇ每周１次。
常见不良反应有恶心、口炎、腹泻、脱发、皮疹，肝功能受损，少

（趾）甲上有２０个以上顶针样凹陷的小坑或甲剥离；③血清

数出现骨髓抑制，听力损害和肺间质病变。也可引起流产、畸

ＩｇＭ型ＲＦ阴性（滴度＜１：８０）。

胎和影响生育力。服药期间应定期查血常规和肝功能。

４鉴别诊断

５．２．２．２柳氮磺吡啶（ＳＳＺ）：对外周关节炎有效。从小剂量逐

４．１类风湿关节炎（ＲＡ）：二者均有小关节炎，但ＰｓＡ有银屑

渐加量有助于减少不良反应，使用方法：每日２５０～５００ ｍｇ开

病皮损和特殊指甲病变、指（趾）炎、附着点炎，常侵犯远端指

始，之后每周增加５００ ｍｇ，直至２．０ ｇ。如疗效不明显可增至每

间关节。ＲＦ阴性，特殊的Ｘ表现如笔帽样改变，部分患者有

日３．０ ｇ。主要不良反应有恶心、厌食、消化不良、腹痛、腹泻、

脊柱和骶髂关节病变；而ＲＡ多为对称性小关节炎，以近端指

皮疹、无症状性转氨酶增高和可逆性精子减少．偶有白细胞、

间关节和掌指关节，腕关节受累常见，可有皮下结节，ＲＦ阳

血小板减少，对磺胺过敏者禁用。服药期间应定期查血常规和

性。，Ｘ线以关节侵蚀性改变为主。

肝功能。

４．２强直性脊柱炎（ＡＳ）：侵犯脊柱的ＰｓＡ，脊柱和骶髂关节

５．２．２．３硫唑嘌呤（ＡＺＡ）：对皮损也有效，常用剂量为ｌ一２

病变不对称，可为跳跃式病变，发病常在年龄大的男性。症状

ｍｇ·ｋｇ＇·ｄ－－，一般１００

较轻，有银屑病皮损和指甲改变；而ＡＳ发病年龄较轻，无皮

皮疹、骨髓抑制（包括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贫血）、胃肠反

ｍ州。维持量５０ ｍ州。不良反应有脱发、

肤、指甲病变，脊柱、骶髂关节病变常呈对称性。

应有恶心、呕吐、可有肝损害、胰腺炎，对精子、箩日子有一定损

４．３骨关节炎（ＯＡ）：二者均侵蚀远端指间关节，但ＯＡ无银

伤，出现致畸，长期应用致癌。服药期间应定期查血常规和肝

屑病皮损和指甲病变，可有赫伯登（Ｈｅｂｅ耐ｅｎ）结节，布夏尔

功能等。

（Ｂｏｕｃｈａｒｄ）结节，无ＰｓＡ的典型ｘ线改变，发病年龄多为５０

５．２．２．４环孢素Ａ（ＣｓＡ）：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ＦＤＡ）已

岁以上老年人。

通过将其用于莺症银屑病治疗，对皮肤和关节型银屑病有效，

５治疗方案及原则

ＦＤＡ认为１年内维持治疗，更长期使用对银屑病是禁止的。

ＰｓＡ治疗目的在于缓解疼痛和延缓关节破坏，应兼顾治

常用量３－５ ｍｇ·ｋｇ－Ｉ·ｄ一，维持量是２．３ ｍｇ·ｋ一·ｄ一。ＣｓＡ的主

疗关节炎和银屑病皮损，制定的治疗方案应因人而异。

要不良反应有高血压、肝肾毒性、神经系统损害、继发感染、肿

５．１一般治疗

瘤及胃肠道反应、齿龈增生、多毛等。不良反应的严重程度、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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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节腔注射长效皮质激素类药物：适用于急性单关

续时间均与剂量和血药浓度有关。服药期间应查血常规、血

５．２．６．１

肌酐和血压等。

节或少关节炎型患者，但不应反复使用，１年内不宜超过３４

５．２．２．５来氟米特（ＬＥＦ）：对于中、重度患者可用ＬＥＦ，２０，－ｇ／ｄ。

次，同时应避开皮损处注射，过多的关节腔穿刺除了易并发感

越来越多的国际资料显示ＬＥＦ治疗ＰｓＡ有较好疗效，使用方

染外，还可发生类同醇晶体性关节炎。

法同ＲＡ。主要不良反应有腹泻、瘙痒、高血压、肝酶增高、皮

５．２．６。２局部治疗银屑病的外用药：以还原剂、角质剥脱剂以

疹、脱发和一过性自细胞下降等。服药期间应定期查血常规

及细胞抑制剂为主。根据皮损类型、病情等进行选择。在疾病

和肝功能。

急性期，以及发生在皱褶处的皮损避免使用刺激性强的药物。

５．２．３依曲替酯

稳定期可以使用作用较强的药物，如５％水杨酸软膏、焦油类

属芳香维甲酸类。开始０．７５～１ ｍｇ·ｋｇ一·ｄ一，病情缓解后

油青、Ｏ．１％～０．５％蒽林软膏等。稳定期皮损可以选用的药物还

逐渐减量，疗程４－８周．肝肾功能不正常及血脂过高和孕妇，

有钙泊＝三醇（ｃａｌｃｉｐｏｔｒｉｏｌ，一种维生素风的衍生物）、他扎罗丁

哺乳期妇女禁用。用药期间注意肝功能及血脂等。长期使用

（ｔａｚａｒｏｔｅｎｅ，维甲酸类药）等。稳定期病情顽阎的局限性皮损可

可使脊柱韧带钙化，因此中轴病变应避免使用。

以配合外用皮质类同醇激素，可以在外涂药物后加封包以促

５．２．４糖皮质激素

进疗效，能够使皮损较快消退，但应注意应用本药需注意激素

用于病情严重．一般药物治疗不能控制时。因不良反应

的局部不良反应，以及在应用范围较广时可能发生的全身吸

大，突然停用可诱发严重的银屑病，且停用后易复发，因此一

收作用。

般不选用，也不长期使用。但也有学者认为小剂量糖皮质激

５．３物理疗法

素可缓解患者症状，并在ＤＭＡＲＤｓ起效前起“桥梁”作用。

５．３．１紫外线治疗：主要为Ｂ波紫外线治疗，可以单独应用，

５．２．５生物制剂

也可以在服用光敏感药物或外涂焦油类制剂后照射Ｂ波紫

近年来用生物制剂治疗ＰｓＡ已有大量报道，也取得了很

外线，再加水疗（■联疗法）。

好的疗效，也可与ＭＴＸ合用。目前在国内应用的生物制剂主

５．３．２长波紫外线照射（ＰＵＶＡ）治疗：即光化学疗法，包括口

要有下列两种。依那西普（ｅｔａｎｅｒｃｅｐｔ）、注射用重组人Ⅱ型肿

服光敏感药物（通常为８一甲氧补骨脂，８一ＭＯＰ），再进行ＰＵＶＡ。

瘤坏死因子受体一抗体融合蛋白：用于中、重度或其他药物治

服用８－ＭＯ期间注意避免日光照射引起光感性皮炎。有人认

疗疗效不佳的ＰｓＡ患者．每次２５ ｍｇ皮下注射，每周２次。另

为长期使用ＰＵＶＡ可能增加发生皮肤鳞癌的机会。

一类为抗肿瘤坏死因（ＴＮＦ）一ｄ的单克隆抗体，包括注射用英

５．３．３水浴治疗：包括温泉浴、糠浴、中药浴、死海盐泥浸浴治

夫利西单抗（ｉｎｆｌｉｘｉｍａｂ），本品首次３。５ ｍｇ／ｋｇ静脉滴注后，第

疗等，有助于湿润皮肤、祛除鳞屑和缓解干燥与瘙痒症状。

２，６周及以后每８周给予相同剂量各１次。注射用阿达木单

６外科治疗

抗（ａｄａｌｉｍｕｍａｂ）。每２周１次４０ ｍｇ皮下注射。以卜药物使用

对已出现关节畸形伴功能障碍的患者考虑外科手术治

前应检查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肝炎及结核等相

疗，如关节成形术等。

关检查，应用过程中也应定期检查。常见不良反应主要有注

７预

射部位的局部反应，如红斑、瘙痒、疼痛和肿胀等，一般持续
３。５

ｄ，其他有头疼、眩晕、皮疹、咳嗽、腹痛、血液系统受损、感

染、过敏反应等。对于活动性感染、活动性结核、肿瘤、充血性

后

一般病程良好，只有少数患者ｆ＜５％）有关节破坏和畸形。

家族银屑病史、２０岁前发病、ＨＬＡＤＲ３或ＤＲ４阳性、侵蚀性
或多关节病变、广泛皮肤病变等提示预后较差。

心力衰竭及对本品成分过敏者应禁用。
５．２．６局部用药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８一ｌｏ）

（本文编辑：臧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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