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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性噬血细胞综合征研究进展

王晓琳王昭

噬血细胞综合征(HPS)又称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

增多症(HLH)，是由淋巴细胞和组织细胞非恶性增生，分泌

大量炎性因子所引起的严重甚至致命的炎症状态⋯，它分为

两大类：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和获得性噬血细胞综合征。

原发性HPS发病年龄多<2岁，大多伴有常染色体或性染色

体隐性遗传。获得性HPs可出现于任何年龄阶段，以>8岁

多见，目前尚没有找到明确存在的免疫缺陷旧J。

一、获得性HPs的病因

获得性HPS较常见的病因有感染、恶性肿瘤(以恶性淋

巴瘤多见)、自身免疫病、药物等，目前也有移植术后相关

HPS的报道¨]。感染相关性HPS多由病毒感染所致，其中

又以EB病毒感染最为常见⋯。一些非病毒性病原体如细

菌、真菌、原虫等也可引起HISpl，此外也有结核诱发HPS

的报道【4剖。恶性肿瘤相关性HPS多数发生于成人，以恶性

淋巴瘤相关HPS居多HJ。风湿性疾病也可继发HIS，有人

将其称为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MAS)。

二、获得性HPs的病理生理机制

目前我们已经认识到，免疫调节异常、免疫活性细胞积

聚、炎性细胞因子大量产生，在获得性噬血细胞综合征发病

机制中起核心作用。感染等因素作用于机体，导致T淋巴细

胞过度活化，产生白细胞介素(IL)-l、IL-6、肿瘤坏死因子

(rI’NF)-q和干扰素(IFN)-．y等大量细胞因子，IL一1和IL-6

可通过血．脑脊液屏障直接作用于下丘脑的体温调定点，引

起发热¨】。TNF．a和1FN一1等则对骨髓造血起到负调控作

用，即抑制骨髓造血功能，从而导致各类血细胞减少。研究

发现，TNF．a和IFN．1等炎症因子的升高是导致血细胞减少

的最主要原因，而巨噬细胞和组织细胞过度活化，吞噬血细

胞引起的血细胞减少只起到次要作用¨1。同时，TNF一俚升高

也可以抑制脂蛋白脂肪酶水平，导致甘油三酯水平升高。活

化的巨噬细胞不仅能分泌铁蛋白，还可激活纤溶酶原，导致

低纤维蛋白原血症。活化的淋巴细胞则可产生大量可溶性

IL-2受体(sCD25)。所以在HPS患者中可以检测到高水平

表达的血清铁蛋白和sCD25【l引。大量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

浸润器官，最终发展至HPS的严重状态"1。

三、获得性HI S的临床表现、实验室及辅助检查

1．临床表现：获得性HIS临床表现多样。王旖旎等一。

曾对多中心来源的72例确诊HPS患者进行诊疗分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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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患者出现发热，其余依次为脾脏肿大(83．3％)、呼吸系

统症状(63．9％)、肝脏肿大(54．2％)、浅表淋巴结肿大

(48．6％)、黄疸(38．9％)、皮疹(34．8％)、浆膜腔积液

(33．3％)、皮肤淤斑或出血点(33．3％)、中枢神经系统症状

(5．6％)、肾功能损害(4．2％)等。国外也有类似报道¨⋯，

如主要临床表现为持续发热，血细胞减少，脾大。但皮疹、淋

巴结病和腹泻较少见。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可发现于超过半

数的患者，可能与这些文献多报道儿童病例有关。

2．实验室检查：包括对HPS各种诊断特异性指标的检

测等。研究证实，HPS患者多数有肝功能损害，其中以门冬

氨酸转氨酶(AST)升高最为显著H]，可能与患者多脏器功能

受损，肝脏损害严重，累及线粒体，同时心肌细胞受到破坏有

关。噬血现象在开始时常不出现，到疾病进展期才会出现。

HPS中淋巴细胞和组织细胞也可以浸润中枢神经系统，出现

脑脊液改变，因此可以行腰穿做上述指标的检测。Okamom

等一1研究发现，随着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肝脾大的出现频

率和铁蛋白水平也随之升高，HPS也就更典型。提示甘油三

酯水平的监测也日渐重要。

3．辅助检查：胸片可表现为肺部病变，如肺间质改变、

肺水肿和胸腔积液等。腹部超声可提示有腹水、胆囊壁增厚

和肾脏增大等表现⋯。在肝脏则类似于慢性持续性肝炎的

组织学表现心】。CT和MRI提示可能有大脑白质萎缩和钙

化等。

四、获得性HPS的诊断标准

根据HLH-2004诊断标准¨01，分子生物学诊断符合HI S

或者以下指标8条中符合5条即可诊断：(1)发热：持续>7

d，体温>38．5℃；(2)脾脏肿大(肋缘下I>3 cm)；(3)血细胞

减少(外周血中三系中至少有两系以上减少)：血色素<90 g／

L(<4周的婴儿：血色素<100 g／L)，血小板<100×109／L，

中性粒细胞<1．0×109几且非骨髓造血功能减低所致；(4)

高甘油三酯血症和(或)低纤维蛋白原血症：空腹甘油三酯

≥3．0 mmoL／L，纤维蛋白原≤1．5∥L；(5)骨髓、脾脏或淋巴

结中发现噬血现象；(6)NK细胞活性减低或缺失；(7)铁蛋

白>t500斗g／L；(8)可溶性IL-2受体(scms)水平明显升高。

如果患者持续发热，抗生素治疗2周无效，同时伴有其他系

统临床表现且无法用原发病解释，就可高度怀疑HPS的

诊断。

2009年美国血液病学会(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在HLH-2004诊断标准的基础上，做了适当的修

改邛]：(1)分子生物学诊断符合HPS或x·连锁淋巴组织增

生综合征(XLP)；(2)以下指标4条中至少符合3条：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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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②脾大，③血细胞减少(外周血中三系中至少有两系以上

减少)，④有肝炎表现；(3)以下指标4条中至少符合1条：

①骨髓、脾脏或淋巴结中发现噬血现象，②铁蛋白升高，③可

溶性IL-2受体(sCD25)水平升高(有年龄相关性)，④NK细

胞活性减低或缺失；(4)其他可支持HLH诊断的指标：①高

甘油三酯血症，②低纤维蛋白原血症，③低钠血症。

国外有研究曾对HPS患者的外周血NK细胞活性和血

清sCD25的水平进行检测⋯，结果发现，确诊组患者的NK

细胞活性和血清sCD25水平在疾病早期100％出现异常。

说明NK细胞活性减低及sCD25水平升高可以作为获得性

HPS早期诊断的敏感指标。血清铁蛋白水平的增高也是诊

断HPS的一条重要标准，但有研究报道¨“，在330个铁蛋

白>500彬L的患者中，仅10例患者确诊为HPS，而只有当
铁蛋白>10 000斗g／L时才对确诊HPS有90％的敏感性和

96％的特异性。同时，血清铁蛋白的升高受很多因素的影

响，可发生在所有能够导致铁代谢异常的疾病，因此在诊断

获得性HPS的过程中也缺乏特异性。铁蛋白中的氨基酸侧

链被糖基化修饰后叫做糖化铁蛋白。王昭等¨24列运用植物

血凝素吸附法研究确诊HPS患者和正常对照组发现，确诊

为获得性HPS的患者糖化铁蛋白百分比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出现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且确诊为获

得性HPS的患者，其糖化铁蛋白的比值均低于20％。由此

可见糖化铁蛋白可能成为早期诊断获得性HPS的更可靠的

实验室指标，如果血清铁蛋白增高而糖化铁蛋白比值下降，

则对疾病的诊断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HPS的发病机制是高细胞因子血症的形成，所以对各种

重要细胞因子的研究至关重要。T淋巴细胞产生的TNF哏

可引起HPS患者血细胞减少，持续释放还会引起机体发热、

休克、恶病质和组织损伤。有人曾对确诊HPS患者及正常

对照者进行血清TNF．d水平检测，发现确诊HPS的患者该

细胞因子水平显著升高，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诊

断HI S中的敏感性为63．9％【4】，提示TNF—Ot水平的升高或

许可以成为诊断HPS的敏感指标之一。

疑为HPS的患者应行骨髓穿刺和腰椎穿刺。有研究曾

对获得性HPS患者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在疾病早期噬

血细胞现象仅发生在少数患者，其在诊断HPS时的敏感性

为76．7％，特异性为77．8％【l“。由此可知，噬血细胞现象

在诊断获得性HPS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没有噬血细胞现象

并不能排除HPs的诊断。

五、获得性HPs的鉴别诊断

多种疾病可产生HPS的l临床表现，如塞迪埃克-东综合

征(Chediak．Higashsi syndrome，CHS)、格里西综合征

(Griscelli syndrome。GS)、X·连锁淋巴组织增生综合征(X-

linked lympholiferative syndrome，XLP)、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

胞增生症等。原发性HI S与获得性HI S的临床表现有很多

相似之处，其二者的鉴别也是一个难点。穿孔素基因突变是

导致患者罹患原发性HIS的重要原因伸1，另外还有

MUNCl3-4、STXll等基因在其发病机制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l005·

因此可以通过基因检测作为鉴别诊断的指标之一。MAS是

在风湿免疫病中出现的一类疾病表现，是HPS的一种特殊

类型，多发生于系统性青少年类风湿性关节炎和成人Still

病。与经典HPS不同，MAS主要引起心血管系统疾病和凝

血机制障碍‘15-16]。

六、获得性HPS的治疗

近年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HPS的病例数逐年上升。

该病病情凶险，如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很高。目前对于HPS

的治疗主要依据HLH．2004治疗方案¨o|，诱导治疗为第l～

8周，基本方案为依托泊苷+地塞米松+环孢素方案，诱导

治疗结束后还有维持治疗。对于儿童和年轻人的EB病毒

相关性HPS，应用包括依托泊苷和皮质激素在内的免疫化学

疗法，可取得不错的预后。环孢素是一种强效的免疫抑制

剂，对T细胞有明显抑制作用，皮质激素联合环孢素可控制

高细胞因子血症，在治疗MAS中有显著疗效11“。若出现神

经系统症状，可用地塞米松联合甲氨蝶呤鞘内注射治疗，另

外，口服或静脉注射地塞米松可透过血脑屏障，其疗效优于

泼尼松龙¨⋯。

HLH-2004治疗方案在原发性HPS患者中取得了一定

的疗效。但是该方案诱导治疗周期为8周，维持治疗周期为

32周，对于原本脏器功能较差的获得性HPS患者，可能无法

耐受如此长的治疗周期，从而延误原发病的治疗。现在人们

认识到，治疗获得性HPS的关键是首先要控制高细胞因子

血症这一危及生命的病理状态，消除其对T淋巴细胞和巨噬

细胞的持续活化，降低炎症风暴对机体各个脏器的损害。在

高细胞因子血症得以控制之后，立即开始针对原发病的治

疗。Wang等Ⅲ1在HLH-2004治疗方案原理的基础上进行改

进，采用大剂量甲泼尼龙联合氟达拉滨的治疗方法，取得了

较好疗效。氟达拉滨是一种抗代谢类抗肿瘤药，可以抑制T

细胞的活化，避免产生过量细胞因子而造成巨噬细胞和CTL

的活化。甲泼尼龙能杀伤淋巴细胞，抑制过餐细胞因子的产

生。另外还可辅助性加用丙种球蛋白，主要作用于巨噬细胞

的Fc受体，减少其吞噬白细胞的作用，同时下调辅助性T细

胞活性，并可增强机体免疫力。采用该方案治疗HPS，可在

短期内控制住高细胞因子血症和与之相关的炎症因子风暴，

从而大大提高HPS患者15周的总体生存率(63．O％)，高于

采用各个不同方案治疗HPS的总体生存率(46．8％)。

七、获得性HPS的预后

HPS病情凶险，诊断困难，如不经治疗，患者可很快死于

感染和多器官功能衰竭。研究发现，HPS死亡组患者的血小

板计数和纤维蛋白原水平明显低于存活组患者，提示两者可

能是HIS的不良预后因素Hj。该研究同时指出，大多数

HPS病例死亡均发生于前8周，虽然15周后也有个别病例

死亡，但死亡原因均为原发病的恶化，与HPS无关。由此可

知，及时正确治疗原发病，可明显改善HPS患者的预后，为

HPS患者获得长期生存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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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读者与作者联系，沟通信息，互相探讨，共同提高。作者

姓名在文题下按序排列，排序应在投稿时确定，在编排过程

中不应再作更改；作者单位名称及邮政编码脚注于同页左

下方。

2．作者应具备下列条件：(1)参与选题和设计，或参与

资料的分析和解释者。(2)起草或修改论文中关键性理论

或其他主要内容者。(3)能对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核修，

在学术界进行答辩，并最终同意该文发表者。以上3条均需

具备。仅参与获得资金或收集资料者不能列为作者，仅对科

研小组进行一般管理者也不宜列为作者。其他对该研究有

贡献者应列入志谢部分。对文章中的各主要结论，均必须至

少有1位作者负责。在每篇文章的作者中需要确定l位能

对该论文全面负责的通讯作者。通讯作者应在投稿时确定，

如在来稿中未特殊标明，则视第一作者为通讯作者。第一作

者与通讯作者不是同一人时，在论文首页脚注通讯作者姓

名、单位及邮政编码。作者中如有外籍作者，应附本人亲笔

．读者．作者．编者．

签名同意在本刊发表的函件。集体署名的论文于文题下列

署名单位，于文末列整理者姓名，并于论文首页脚注通讯作

者姓名、单位和邮政编码。集体署名的文章必须将对该文负

责的关键人物列为通讯作者。通讯作者只列l位，由投稿者

决定。

二、志谢

在文后志谢是表示感谢并记录在案的意思。对给予实

质性帮助而又不能列为作者的单位或个人应在文后给予志

谢。但必须征得被志谢人的书面同意。志谢应避免以下倾

向：(1)确实得到某些单位或个人的帮助，甚至用了他人的

方法、思路、资料，但为了抢先发表，而不公开志谢和说明。

(2)出于某种考虑，将应被志谢人放在作者的位置上，混淆

了作者和被志谢者的权利和义务。(3)以名人、知名专家包

装自己的论文，抬高论文的身份，将未曾参与工作的，也未阅

读过该论文的知名专家写在志谢中。被志谢者包括：(1)对

研究提供资助的单位和个人、合作单位。(2)协助完成研究

工作和提供便利条件的组织和个人。(3)协助诊断和提出

重要建议的人。(4)给予转载和引用权的资料、图片、文献、

研究思想和设想的所有者。(5)作出贡献又不能成为作者

的人，如提供技术帮助和给予财力、物力支持的人，此时应阐

明其支援的性质。(6)其他需志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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