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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丈夫都很爱小孩。
我 们 有 一 个 2 岁 的 儿
子，而且即将迎接我们
小公主的到来。

太棒了！

我正在建造
城堡。

我们的小公主终于诞生了。西蒙和我都非常   
感恩能握着这双可爱的小手。但是，我的手指
开始变得肿胀和非常疼痛，即使她正在哭泣   
我也很难抱着她。

2个星期后…
让我帮你拿一些

止痛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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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
我的手指还是非常僵硬，尤其早晨    
时段更是感觉特别疼痛。我的手指看
起来也很肿胀。我很难扭转水龙头，
甚至连握牙刷都成问题。我必需会诊
医生找出解决方法。

抵达家庭医生诊所

医生告诉我无需担心，而且我可以
服用止痛药来缓解疼痛2。

别担心, 生产后出现
疼痛或肿胀是正常的。

服用这些药物后，
你会感觉好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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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止痛药。它们能
够帮助你快速缓解疼痛和       
肿胀。1 你的医生也同时给 
你开了一些类固醇和非类固
醇抗发炎药物(简称NSAIDs)
的处方。

类固醇可以让你的免疫系统变得稳定并减少发炎情况。当病情发作时，             
类固醇能快速发挥作用。由于副作用(例如：体重增加、骨质流失和肌肉衰弱)
的关系，这类药物不适合长期服用。如果你需要长期服用类固醇，则必需确
保服用低剂量。3,4

亲爱的兄弟
姐妹们，请保持
冷静及稳定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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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类固醇消炎药物(NSAIDS)会干扰你的免疫系统，减少免疫系统的
发炎现象。这些药物很普遍，你也可以直接购买非处方的非类固醇
消炎药(例如：ibuprofen)。它们能缓解症状，但是无法保护你免受类
风湿性关节炎的长期性侵害。除此之外，长期服用这些药物也可能
会导致肠胃问题。5

对不起，你现在
不能过去那边。

服用药物后，我的情况还是没有改善。
我再次会诊医生寻求第二意见，由于      
我的关节严重疼痛，因此医生将我转介
给风湿免疫学专科医生。

第二次前往家庭医生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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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光检查是一种快速且无痛的检查，用于检测      
骨骼或关节是否有任何受损情况或变形 4,6,7。

医生要求我进行一些检查，其中包括血液检查、X光检查和超音波
检查，以检查我的整体健康状况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疾病活动度4,6,7。

根据你的症状，
结合影像学检查和血液

检查，我们将能够更了解
你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简称RA)疾病活动度4,6,7

风湿免疫学专科医生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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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音波检查能通过骨骼和器官的声波反弹创建出图像。这种技术能够
很好地检测关节是否有肿胀情况4,6,7。

炎症

血液检查可能会显示出炎症标记水平升
高–ESR(红细胞沉降率)/CRP(超敏C反应
蛋白)水平升高，以及存在RF(类风湿因子)
和/或抗CCP(抗环瓜氨酸化多肽)抗体。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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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据 检 查 结 果 和
你 所 经 历 的 症 状
( 例 如 ： 关 节 疼 痛
和手指肿胀 )，我们
可以确诊你患上了
类风湿性关节炎。6

类风湿性关节炎？ 
这不可能！

我太年轻了。

风湿免疫学专科医生进一步解释，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免疫系统错误攻击自己身体组
织的一种疾病。完全不同于一般关节磨损情况。6

什么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显然地，如果完全不治疗，症状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恶化。这可能
会导致你的关节受损，或身体其他部位出现长期性问题。6

药物可以帮助解决
我的疼痛问题吗?

目前没有治愈类风湿性关节炎
的方法，但是我们能够帮助你改善

情况，并且让病情得到缓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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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调节性抗风湿药物(DMARDs)治疗方法
非常广泛，它们能抑制最常见的免疫细胞制
造问题。2,9,10

嘿！
让我出去 ！

免疫系统

我发现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不仅用于治疗症状，
更重要的是，它也能阻止免疫系统攻击关节。2,6,9

缓 解 症 状1

预 防 攻 击2

一般上，我会先给你一种药物处方。这种药物称为传统
疾病调节性抗风湿药物(csDMARDs)。这类药物会抑制你
的免疫系统以阻止炎症。这将会减轻你的疼痛和肿胀。
它能防止你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继续恶化。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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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调节性抗风湿药物(DMARDs)已经使用
很多年。它们通常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
开始发挥作用，所以即使你没有马上看到
明显的改善，也应该继续使用这类药物，
这是非常重要的。2,9,10

你可以快点吗？

我才刚到这里。
不要催我！

疾病调节性抗风湿药物(DMARDs)会有一些副作用，你可能会感觉恶心、肠胃不适、
口腔溃疡或内脏器官受到影响(例如：肝脏)1。因此，你需要定期进行血液检查以监测
这些情况，如果使用药物后出现任何问题，你应该通知你的医生。大部分患者都对
疾病调节性抗风湿药物(DMARDs)耐受性良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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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症状和体征包括关节疼痛、酸痛和
僵硬。6 当病情变得更加活跃且症状恶化时，会被称
为 “发作期” (flare) 或 “突然发作期” (a  flare-up)。6,8 
其他时候，患者也可能会进入完全没有症状的平静
时期，我们将其称为 “缓解期” (remission)。6,8

类风湿性关节炎 正常关节

肿胀发炎
的关节内层

(滑膜)

正常情况

当天晚上...

我决定搜寻更多
有关类风湿性关
节炎的资讯。

如果不及时治疗且病情恶化时，
类风湿性关节炎可能会侵入体内并
造成破坏，它会侵入并破坏关节内
的软骨和骨骼。6 它也可能会导致
固定关节的肌腱和韧带变得脆弱，
最终导致这些组织变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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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你的免疫系统产生混乱，并且开始攻击
你的关节。无论如何，还是有一些可能的诱发因素，其中包括常见
的感染、过敏、怀孕，甚至也可能存在家族遗传因素。4,6,11

在少数的严重情况下，如果你没有阻止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发生，它可能会影
响你的肺部、心脏、眼睛或血管。6

肺部 心脏 眼睛 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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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我们会一起
度过这个难关。我有信心
风湿免疫学专科医生能够

帮助你。

两个月后...

你好吗？
经过治疗后，

你感觉好些了吗?

虽然我遵照医嘱服用目前的
药物，但还是无法控制我

的症状。我的情况还是一样，
我感到非常疲劳。我很沮丧，
而且保持积极心态真的很难。

即使到现在，我的关节仍然肿胀疼痛。但是，我的风湿免疫
学专科医生仍然有信心可以帮助我改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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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医生向我保证，如果第一线治疗方案不
适合我，我还有更多选择。10

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
建议。我会尝试并且搭配

服用我的新药物。

在风湿免疫学专科医生的建议下，
我也开始寻找不同替代治疗方案，
帮助改善我的症状。 

目前有各种类型的新一代药物。它们
能从初始阶段就阻断所有途径，从而
阻止攻击过程的发生。你通常必需先
尝试使用传统疾病调节性抗风湿药物
(csDMARDs)，如果这类药物不见效或 
产生副作用，那么接下来的治疗方案就
是生物制剂(biologics)或者标靶合成疾病
调节性抗风湿药物(tsDMARDs)。2,6,9,10

治疗选项还包括其他生物制剂(biologics)或者标靶合成疾病调节性抗风湿
药物(tsDMARDs)，这类药物能针对特定的免疫细胞而不是所有的免疫
细胞，因此免疫细胞甚至根本不会开始攻击过程。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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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我尝试过几种治疗方案。新一代的药物对我非常
有效。最重要的是，你必需遵循风湿免疫学专科医生的药物
处方。遵照医嘱并根据处方服用药物。12

我在诊所等待区遇到了另一位  类风湿性
关节炎患者。她分享了自己尝试不同药物
的经历。

我的风湿免疫学专科医生说得对！复建治疗和职能治疗都有助于
增强肌肉力量，从而减轻我的关节压力。我的疼痛减轻了。13

嗨！我是莎拉。
我也确诊患上

类风湿性关节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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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星期后...

我再度在诊所遇见莎拉。

现在，我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得到良好控制。
所以，我目前积极参与类风湿性关节炎支持
小组，帮助其他跟我们有相同遭遇的患者。

为了认识新朋友，我和西蒙加入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支持小组。
结交了解我的感受，并且能够体会我过去经历的朋友，感觉    
太棒了！甚至连西蒙都认识了一些能够支持他的新朋友。

1 个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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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会从每年接种流感疫苗
开始。我的治疗会导致免疫系统
变弱，所以我必需避免受感染。9

我拥有关心我、爱我的家
人朋友，所以我不会让类风
湿性关节炎妨碍我拥有美好  
人生。我必需从现在开始更
加倍照顾自己！

我和西蒙有了新嗜好。我们
一起   烹饪并寻找新的健康
食谱。我们选择低脂肪、高
纤维的饮食，同时摄取大量
绿色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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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我并不认为自己能够运动。但是，保持活跃和健康其实非常重要。我只需
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休息静止不动会使我的关节僵硬，而且难以活动，所以我
必需找到合适的平衡点。6  全家人一起到泳池游玩太完美了！

足球或某些武术之类的高冲击力运动需要避免，但是，游泳、散步和踏脚车都
非常好！14

无论是什么运动，寻找一些自己喜欢并会继续做的运动。因为，保持活跃非常
重要！每次都要先热身才循序渐进开始运动14。如果你发现某些运动会导致病
症发作，或造成关节发热和肿胀，请停止这项运动并休息。6



19

两种治疗方法都有助于减轻关节疼痛、
提高关节强度和柔韧性。现在，你的     
关节可以得到全方位的伸展活动。13

职 能 治 疗 15 复 建 治 疗 16

手腕：主动关节活动度锻炼

手腕伸展

手腕屈伸

手腕屈伸运动 手腕拉伸运动 增强握力

前臂的旋前和旋后

手腕伸展拉伸

坐/站登阶运动

直腿抬高
(卧姿)

双腿交叉

腿部伸展直腿抬高(坐姿)

膝盖蹲

有时候，继续服用药物确实非常具有挑战性。
但是，在医生的支持下，我知道遵照医生处方
服用药物是非常重要的。12

我一直都担忧药物的副作用。但是，我的医生向我
强调，预防损害的好处远大过于药物相关风险。医生将
会监控我的病情、关注我的担忧，以及可能出现的任何
副作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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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关节疼痛改善了，而且再也不会
干扰我的日常生活。现在，我可以  
自己驾车，无需我的丈夫接送了！

接受并继续坚持治疗是非常
重要的，因为，通过治疗能
够预防长期性损伤，让你的
病情进入缓解期。8

保持适当的
运动、维持
健康生活! 
你可以学会与
这个病共存，
拥有健康活跃
的美满人生！6

类风湿性关节炎是一种长期性
的自身免疫疾病，你身体的免
疫系统会攻击关节。6

目前有很多治疗方案！它们都
能通过阻断不同途径阻止炎症
发生。治疗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才会见效，但你最终会找到最
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案！6

记得经常与你的医生讨论
服 药 后 的 副 作 用 、 疲 劳
现象或发作期，这样他们
才能帮助你。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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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如果我们
想要生育更多孩子，
你有什么建议吗？

1 年后...

选 择 正 确 的 治 疗 和 产 前 护 理 ， 即 使 是 患 有
类 风 湿 性 关 节 炎 的 母 亲 ， 也 能 生 下 如 同
其他人般健康快乐的宝宝。19

如果你打算生儿育女，请与你的医生讨论以找到治疗
类风湿性 关节炎的最佳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18,19

现在，她的类风湿性关节炎
已经得到良好控制, 所以
怀孕应该不成问题。很多
女性在怀孕期间会进入

缓解期，甚至在婴儿出生后
也继续保持良好状态。无论

如何，某些药物在怀孕
期间服用并不安全。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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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这本
《类风湿性关节炎知识指南》

手册能够帮助你，同时也
让你学到新知识。

最后，请勇敢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发声！

勇敢发问并与你的医生分享勇敢发问并与你的医生分享，双方共同努力管理你的类风湿性关节炎20

事先准备并整理问题的优先顺序事先准备并整理问题的优先顺序
- 每次会诊医生咨询前，记得更新并准备问题20

你最了解自己你最了解自己
- 感谢你的专科医生相信你的直觉，同时诚实地与医生分享你的病情和症状。20

明确描述、坦诚相告明确描述、坦诚相告
- 尝试描述并阐述你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症状，而不只是用“很好”、“好”、“不错”

等词汇带过，这样你的医生才能更了解你的症状。20

设定目标设定目标
- 每次会诊医生都讨论实现目标的进度，这样才能更好地追踪管理你的类风湿性

关节炎病情。20

这份指南能帮助你在会诊医生时得到最好的这份指南能帮助你在会诊医生时得到最好的
解答和帮助，而不是“退而求其次”！解答和帮助，而不是“退而求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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