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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小葵，泰迪，雌性，未绝育，4 岁，体重 4kg，免疫完全，

体内外驱虫完全每月都做（犬心宝和福来恩），就诊时间

2019.1.15.

 1.1 主诉病史

今天突然尿血，没有尿频，前两泼尿有点黄，去家

附近医院检查血常规有轻度贫血，没有进一步检查和治

疗转诊到这里，没有明显其他临床症状，仔细回想最近

两天精神状态和食欲欠佳，饲养和饲喂比较细心，犬粮

为主食，不乱吃东西也从来不乱饲喂，没有用药史，近

期没有注射过疫苗，未更换过生活环境。

1.2 临床检查

精神状态一般，BCS 4/9，被毛尚可，皮肤弹正常无

脱水表现，口腔和眼粘膜轻度黄

疸，少量牙结石 ；整体意识正常，

步 态 尚 可 ；HR ：150次/min，T ：

39.2℃，RR:36次/min，心肺听诊 ：

心律心音正常，呼吸音正常 ；体

表淋巴结未见肿大 ；触诊腹部膀

胱轻度充盈，腹部触诊正常，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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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免疫介导性溶血性贫血（IMHA）是犬自身对红细胞产生了抗体，导致这些细胞被自身免疫体统摧毁，

犬猫红细胞上最常见的抗体是IgG和IgM，补体通常也可见于红细胞，红细胞出现抗体和/或补体最终导致血管内

或血管外溶血。IMHA是临床中犬溶血性贫血常见病因之一，但在猫不常见。在犬原发性的IMHA比继发性的常

见，猫则相反。原发性IMHA犬通常见于青至中年犬，范围1~13岁，平均年龄6岁，雌性动物更高发，死亡率高达

25%~80%，死因常和血栓有关。近两年笔者接触的IMHA爆发性溶血占比越来越高，以近期接诊的为例进行分析和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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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肢髌骨内侧二级脱位，外阴无分泌物，就诊时在医院

内排红色尿液一次总量约 40ml 左右（图 1）。

2.鉴别诊断及思路

2.1 思路

红尿（血尿、血红蛋白尿、肌红蛋白尿、色素尿）

没有更换食物，肌肉不发达短时间无剧烈运动，色

素尿和肌红蛋白尿可能性较低，血尿没有尿频最常见来

自于肾脏或凝血不良，之前检测有贫血血红蛋白尿可能

性较高。

黄疸（肝前性、肝性和肝后性）

肝后性黄疸（堵塞性黄疸）一般临床不会引起红尿，

黄疸由严重肝病引起可能导致凝血酶生成和维生素 K 吸

收不良引起凝血功能障碍导致血尿，肝前性黄疸由急性

亚急性溶血导致急性溶血大多会导致血红蛋白尿。

2.2 鉴别诊断

（1）溶血性贫血血红蛋白尿（免疫介导性溶血、药

物氧化物、血液寄生虫、低血磷等）。

（2）凝血不良。

（3）肾出血。
图1  排红色尿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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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室检查

3.1 血常规检查

表1  血常规检查

血液检查项目和单位 结果 参考值

WBC（×109/L） 27.18 5.05~16.67

LYM（×109/L） 4.95 1.05~5.10

MONO（×109/L） 0.83 0.16~1.12

NEU（×109/L） 21.29 2.0~15

RBC（×1012/L） 4.67 5.65~8.87

HGB（g/L） 10.6 13.1~20.5

RETIC(k/ul) 183 10~110

RETIC（%） 3.9

RPI 2.94

HCT（L/L） 34.4 37.3~61.7

MCV（fL） 73.7 61~73.5

MCH（pg） 22.7 21~226

MCHC（g/dl） 30.8 32~38

PLT（×109/L） 186 148~484

注 ：RPI（网织红细胞生成指数）。

（1）细胞分类计数见表 2 所示。

表2  细胞分类计数

细胞类别 计数值 参考范围

淋巴细胞 20 (20-55)

单核细胞 2 (0-4)

中性粒细胞 70 (35-75)

杆状中性粒细胞 6 （0-3）

嗜酸粒细胞 0 （0-12）

嗜碱性粒细胞 0 （0-8）

有核红细胞（NRBC） 2

（2）血涂片如图 2~5 所示。

血常规及血涂片判读 ：血常规白细胞总数升高，以

中性粒细胞升高为主，表示机体里可能存在炎症反应 ；

红 细 胞 压 积（HCT）、红 细 胞 总 数（RBC）、血 红 蛋 白

（HGB）下降表示存在贫血的情况，网织红细胞（RETIC）

明显升高，平均红细胞体积（MCV）、网织红细胞百分比

(%RETIC) 以及网织红细胞生成指数（RPI ＞ 1）表示骨髓

造血良好贫血为再生性的表现 ；血涂片可见红细胞大小

不等、多染性红细胞、有核红细胞 ( 图 2)，亚甲蓝染色

可见大量网织红细胞（图 4），也证明贫血为再生性贫血，

大量体积小中央缺乏淡染区的球形红细胞（犬大量出现

常见于免疫性的溶血）以及中央缺乏血红蛋白的影细胞

（常见于血管内溶血，图3），未见血液寄生虫，偶见裂细

胞和豪-乔小体，未见海因茨小体和偏心红细胞 ；血小板

高倍视野下数量正常，偶见个别体积增大 ；细胞分类计数

可见杆状中性粒细胞轻度升高但无明显核左移表现，分

类计数可见有核红细胞(2/100WBC)，有核红细胞会被计

数为白细胞类，校正后白细胞总数26.7×109/L。自体红细

胞凝集试验阳性（室温生理盐水和血液4 ：1）（图5）。

3.2 生化检查

生化检查结果见表 3 所示。

表3  生化检查结果

血液项目和单位 结果 参考值

GGT(U/L) 0 0~11

TBIL（umol/L) 67 0~15

ALT(U/L) 148 10~125

ALKP（U/L） 17 14~212

TP（g/L） 85 52~82

GLU（mmol/L） 6.29 3.98~8.84

GLOB（g/L） 44 25~45

ALB（g/L） 41 23~40

Crea（umol/L） 48 44~159

Urea（umol/L） 11.7 5.7~12.9

Ca（mmol/L） 2.30 1.95~2.83

Phos（mmol/L） 1.55 1.00~2.42

CHOL（mmol/L） 5.83 2.84~8.26

LIPA（U/L） 1760 200~1800

AMYL（U/L） 876 500~1500

图2

图4

图3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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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化 总 蛋 白（TP）和 白 蛋 白 (ALB) 升 高，球 蛋 白

（GLOB）处于正常范围上线，脱水可以导致其相对性的

升高但临床检查水合状态尚可，可由溶血红细胞破裂血

红蛋白释放导致其升高 ；总胆红素（TBIL）明显升高说明

可能存在胆红素生成过多（溶血）、摄取转化不良（肝脏）

以及排泄障碍（胆道堵塞）的问题存在 ；丙氨酸转移酶

（ALT）主要来源于肝脏和肌肉轻度升高无指导性的意义。

3.3 血凝检查  

部分凝血致活酶时间和活化部分凝血致活酶时间见

表 4 所示。

表4  部分凝血致活酶时间和活化部分凝血致活酶时间

血液项目和单位 参考值 结果

PT 6~15 7.8

APTT 16~42 18.6

临床检查、血小板数量、注射部位、凝血检查结果

未见有明显凝血不良表现，凝血酶反应检查正常，但均

处于正常范围的低值。

3.4  爱德式犬胰腺特异脂肪酶检查

表4  爱德式犬胰腺特异脂肪酶检查

血液项目和单位 结果

CPL 正常

爱德式犬胰腺特异脂肪酶检查可用于筛查犬胰腺

炎，当结果为正常（没有典型临床症状）时可以暂时排除

胰腺炎的可能性，结果为异常时不能作为胰腺炎的诊断

检查，需要结合其他检查和临床症状进行评估。

3.5 尿常规检查

表5  尿常规检查结果

检查项目     结果

尿液来源     自然排尿

尿液颜色

离心后

红色

上清液红色

尿比重    1.048

潜血    +

PH     6.5

尿胆原    +

胆红素 +++

蛋白质    ++

葡萄糖    +

酮体    -

尿沉渣      未见细胞和管型

尿液离心后上清液仍为红色、胆红素 +++、沉渣未

见红细胞表明红尿为血红蛋白尿。

3.6  影像学检查

影像检查 ：超声肝脏回声正常密度均匀（图 6），和

肝脏相比脾脏整体回声降低，脾体厚度 2.1cm（图 7），脾

尾部顿圆（图 8），X 线检查右侧位可见腹侧脾尾主观判

断增大，幽门位置点状高回声影像结合正位判读为右侧

第十肋与肋软骨交接处的钙化（图 9- 图 10）。

图6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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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初步诊断

经过临床问诊症状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患犬存

在典型的溶血性贫血，同时伴有球形红细胞（每个高倍

视野＞ 5 个）和自体凝集，排除其他原因初步诊断为原发

性免疫介导性溶血性贫血（IMHA）。

5.治疗及监控

泼尼松：2mg/kg，PO，BID，连续口服2周当HCT30%以

上稳定后每三周降低用药剂量25%三个月后降至0.5mg/kg，

PO，SID，HCT 仍 维 持 正 常 尝 试 停 药 ； 氯 吡 格 雷 ：

4mg/kg，PO，SID. 连续一周，HCT 和自体凝集好转后，

剂量减半 2mg/kg，PO，SID 口服 10 天后停药 ； 奥美拉

唑 ： 1mg/kg，PO，SID. 连用 2 周 ；补血肝精 ： 2ml，PO，

BID ；第一次输血溶血后添加环孢素 5mg/kg，PO，SID

连用两周停药 ；DEA1.1 阴性血输血三次 ；吸氧 ；静脉补

液营养支持治疗。

治疗期间血常规（WBC\HCT\RETIC）走势图见图 11

所示。

从 表 6 可 见，从 15 号 开 始 治 疗 17 号（HCT14%）19

号（HCT8%）红细胞压积（HCT）降低分别输血 150ml，21

号（HCT8%）再次进行输血，前两次输血前网织红细胞

（RETIC）并无明显升高，原因是急性溶血骨髓造血反应

需要时间，第三次输血（21 号）后可见网址红细胞明显升

高，输血后白细胞明显升高可能与输血的反应有关，当

网织红细胞（RETIC）明显上升后红细胞压积（HCT）和

白细胞总数开始稳定和回升。

可见治疗过程中自体凝集程度和球形红细胞数量

逐渐在恢复，虽然前二次输血后均出现了严重的溶血情

图10

图9

图11   治疗期间血常规（WBC\HCT\RETIC）走势图

右侧

左

表6

项目/日期 15 17 18 19 21 23 25 26 29
球形细胞 ＞ 50% 30% 20% 30% 30% 10% 10% ＜ 5%
自体凝集 ＞ 50% 20% 30% 20% ＜ 5%

胆红素（0~15umol/L） 67 32 18 7
ALT （10~125U/L) 148 266 382 427

AKLP（23~212U/L） 17 378 556 745
血凝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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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但总胆红素没有升高而是逐渐恢复到了正常值，证明

肝脏表现出了强大的摄取转化和排泄的功能，ALT 和

ALKP 逐渐升高和缺氧肝细胞的损伤以及糖皮质激素治

疗有关，血凝在治疗过程中未出现明显变化。

6.预后

此病例停药后至今已有 10 个月，期间间断性复查未

见反复和复发的情况。

犬原发性 IMHA 报道死亡率为 26~70%，血栓栓塞是

死亡的病因，至少占 30~60% 病例。其它常见死亡的病因

包括感染、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以及控制贫血失败。IMHA

犬治疗临床上暗示预后较好的因素包括糖皮质治疗反

应快速、单独使用糖皮质激素能维持血细胞比容高于

25~30% 以及查出可治疗的继发病因。患犬存在以下异

常则预后谨慎，需要使用多种药物控制、持续性自体凝

集、胆红素浓度升高、显著的血小板减少症和严重的白

细胞增多。如果 IMHA 患犬发生血栓栓塞，特别是提供

的血液被破坏，长期预后通常较差。与通常的观点相反，

IMHA 可卡犬预后与其它犬种并无不同。在逐渐减少剂

量后，大约 60%IMHA 患犬最终能停止给药，其它犬需要

长期免疫抑制治疗。

7.讨论和小结

犬 IMHA 临床包括急性和亚急性的，急性的可能出

现明显的血红蛋白尿而亚急性的病例缺乏特异性的临床

症状可能仅为精神状态和食欲不振。急性的 IMHA 多数

是血管内溶血和血管外溶血同时存在，血管外溶血主要

发生在脾脏和肝脏，和抗体结合的红细胞经过脾脏时巨

噬细胞仅去除一部分红细胞膜而不是吞噬整个细胞时，

就形成了球状细胞。球形红细胞、自体凝集和库姆斯试

验是诊断本病的主要检查。

犬 IMHA 分为继发性和原发性的，继发性的原因主

要包括感染、寄生虫、肿瘤、药物，疫苗注射可引起本

病的说法目前还存在争议，在确诊原发性的 IMHA 之前

需要进行全面的检查排除可能存在的潜在的病因。细心

调查和治疗 IMHA 犬潜在疾病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继发

性 IMHA 犬免疫抑制治疗通常仍然是必要的。不过，如

果潜在疾病能找到并进行治疗，免疫抑制周期较短。如

果感染性疾病被查出，细胞毒性药物（例如，硫唑嘌呤、

环磷酰胺）应该避免给予。

对于怀疑和确诊的 IMHA 病例，建议进行自体凝集

试验来评估自凝程度，自体凝集试验室温生理盐水和血

液 4 ：1 肉眼和显微镜观察凝集程度，也可以离心血液分

离血清，清洗红细胞三次在与血清进行混合之后进行观

察凝集程度。自体凝集程度比较重要，因为当自体凝集

很严重时输血后产生血栓及风险就会增高，对于中重度

贫血没有造成临床症状的同时自体凝集很严重的病例建

议先用药，临床贫血症状明显需要紧急输血的需要给抗

血栓药物同时和主人进行恰当的沟通，因为这样的输血

可能导致动物因血栓而死亡。

因为红细胞表面抗体的存在自体都会出现凝集，所

以需要输血的病例配型很难成功，建议使用 DEA1.1 阴

性 犬 进 行 输 血，DEA1.1 阴 性 犬 可 给 DEA1.1 阴 性 犬、

DEA1.1 阳性犬和 DEA1.2 阳性犬输血，故也称为“通适

供血犬或万能供血犬”。目前临床上有 DEA1.1 的血型

卡，只对供血犬进行检测就可以，患有 IMHA 的犬进行

DEA1.1 血型卡检测可能出现假阳性的结果。配型很难

成功，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做配型，可以将自体凝集实验

结果和交叉配血后的结果的凝集程度进行比较，如果配

型后的凝集程度和自体凝集程度相差不多便可以进行输

血。

对于第一次输血后很快出现溶血的病例，当动物没

有临床贫血缺氧表现（喘、精神状态差、走路不稳）或

红细胞压积（HCT）不低于 12% 的时候不要进行频繁的

输血，治疗药物起效大概需要 1~2 周，在这期间输血后

都可能短时间溶血掉，这样就会增加血栓风险、增加黄

疸程度、增加血源供应和主人费用，笔者之前接诊反复

输血的病例大多都是因为血源和费用导致主人放弃了治

疗。当 HCT 低于 12% 或者临床出现相应的症状（需要医

生的经验）时需要及时输血，因为严重组织缺氧可能恶

化 IMHA 并发症，诸如肝坏死、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和血

栓栓塞。笔者建议如果第一次输血后很快出现溶血并没

有临床症状的病例需要严密观察，为了能及时提供血源

建议采集供血犬的血后进行储存随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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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抑制仍然是 IMHA 的主要治疗方法。 一旦诊

断出疾病，类固醇仍然是一线用药它可以减少与红细

胞膜抗体和补体结合并减少抗体和细胞因子的产生。药

物起效需要时间，严重情况常配合其他免疫抑制药物使

用如硫唑嘌呤、环孢素、麦考酚酸酯、来氟米特等，环

磷酰胺研究表明 IMHA 很少或没有益处可能抑制骨髓导

致网织红细胞生成障碍，对于硫唑嘌呤和环孢素笔者跟

建议使用环孢素，硫唑嘌呤虽然对犬的骨髓抑制很少没

有猫那么严重但仍有可能存在。人静脉内免疫球蛋白可

能是有用的，但是昂贵且临床经验有限。没有伴有免疫

介导性血小板减少 (Evan’s 综合征 ) 的 IMHA 诊断后就

建议给予抗血栓的治疗，因为血栓栓塞是犬 IMHA 常见

并发症和重要的死亡病因。尸体剖检显示血栓栓塞占比

29~80%。静脉导管放置以及认出某些实验室异常，血栓

形成病理机制不清，有效预防措施仍未建立，常用的是

阿司匹林和氯匹格雷。积极的支持治疗对于 IMHA 患犬

的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认出并治疗潜在疾病，检查并发

症并给予免疫抑制药物治疗，好的护理均能提高治疗效

果。除了输血治疗，对于脱水犬给予液体治疗能改善组

织灌注。对于脱水犬，液体治疗将降低检测的血细胞比

容，但并不改变总的红细胞数量。液体治疗不要因为害

怕恶化贫血而停止进行。实际上，液体治疗能揭示贫血

的真正程度。脾脏切除可以减少球形红细胞的形成和破

环但一般临床不作为首先考虑的措施。

   犬 IMHA 有很小部分病例可能需要终身用药，临

床治疗后复发大多和突然的降低用药剂量和不恰当的突

然停药有关，当疾病控制良好后（HCT ＞ 30%）至少两周

球形红细胞、自体凝集和胆红素明显改善后每三周减少

25% 的类固醇使用剂量，当两种免疫抑制剂合用时类固

醇没有明显副作用，先减少非类固醇药物，类固醇有明

显副作用时，优先减少类固醇的剂量。HCT 正常持续 3 个

月以上球形红细胞、自体凝集、胆红素以及网织红细胞

均恢复正常方可尝试停药，临床常见用药时间不足或者

HCT 正常网织红细胞高的时候停药，虽然 HCT 正常但网

织红细胞高时证明还没有满足机体需求机体还在积极造

血，所以建议网织红细胞回到正常值时再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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