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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对噬血细胞综合征（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ｌｙｍｐｈｏｈｉｓｔｉｏｃｙｔｏｓｉｓ，ＨＬＨ）发病机制研究的热点多集
中 在 家 族 性 噬 血 细 胞 综 合 征 （ｆａｍｉｌｉａｌ
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ｌｙｍｐｈｏｈｉｓｔｉｏｃｙｔｏｓｉｓ，ＦＨＬ）及相关免疫
缺陷病的基因突变方面［１３］，对继发性 ＨＬＨ 的关注
较少。而越来越多的临床资料报道，继发性 ＨＬＨ的
发病率远远高于 ＦＨＬ，除了以往熟知的 ＥＢＶ、ＣＭＶ
等病毒感染外，像利什曼原虫、甲型流感、斑疹伤寒

及其他人畜共患病等少见病原体也可以是 ＨＬＨ 发
生的诱发因素［４］，多种结缔组织病都可能并发

ＨＬＨ，即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ＡＳ）［５］，Ｔ细胞或 ＮＫ细胞来源的淋巴瘤
及白血病同样可并发 ＨＬＨ［６］。继发性 ＨＬＨ 的诱发
因素多样，与 ＦＨＬ 的鉴别困难，治疗效果及预后又
差别很大，部分患儿仅对症治疗即可痊愈［７］，部分

需要应用 ＨＬＨ２００４ 方案才能控制，而还有部分患
儿甚至需要像治疗 ＦＬＨ 那样采用造血干细胞移植
才能挽救性命［８］，给临床工作带来困难。因此，本

文拟对继发性 ＨＬＨ可能的发病机制进行初步探讨，
以期对继发性 ＨＬＨ的临床诊治提供帮助。
１ ＦＨＬ相关基因的杂合突变或单核苷酸多态性与
继发性 ＨＬＨ的发病有关　到目前为止，在 ＦＨＬ 的
发病机制研究中，已经明确有五个致病基因及四个

与 ＨＬＨ相关的免疫缺陷病基因，分别是位于染色体
１０ｑ２１２２ 的 ＰＲＦ１ （ＦＨＬ２）、１７ｑ２５ 的 ＭＵＮＣ１３Ｄ
（ＦＨＬ３）、６ｑ２４ 的 ＳＴＸ１ １（ＦＨＬ４）、１９ｐ１３ 的 ＳＴＸＢＰ２
（ＦＨＬ５）、９ｑ２１３２２ 的 Ｕｎｋｎｏｗｎ（ＦＨＬ１）、１５ｑ２１ 的
ＲＡＢ２７Ａ（Ｇｒｉｓｃｅｌｌｉ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Ｘｑ２４２６ 的 ＳＨ２Ｄ１Ａ
（ＸＬＰ１）、Ｘｑ２５ 的 ＸＩＡＰ（ＸＬＰ２／Ｘｌｉｎｋｅｄ ＨＬＨ）以及
１ｑ４２１４２２ 的 ＬＹＳＴ（ＣｈｅｄｉａｋＨｉｇａｓｈｉ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１］。
除了涉及性染色体的基因外，其他基因引起的都应

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性疾病，临床上也观察到上述

基因的纯合突变或者双重杂合突变的 ＦＨＬ 患儿在

某种感染诱因作用下或者无诱因即发病。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在继发性 ＨＬＨ 的患儿中
存在着上述基因的杂合突变或者某种单核苷酸多态

性（Ｓｉｎｇｌｅ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ＮＰ），使得这类
患儿可能有易感性，遇到强烈的诱发因素后通过与

ＦＨＬ类似的机制而发病。Ｚｈａｎｇ［９］等在 ２００８ 年发表
的研究中，检测了无血缘关系的 １８ 例幼年特发性关
节炎全身型继发ＭＡＳ 患儿 ＭＵＮＣ１３Ｄ 基因序列，既
往检测过这 １８ 例患儿不存在 ＰＲＦ１ 基因的突变，以
无血缘关系的 ７３ 例单纯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
患儿和 ２２９ 例健康人为对照，结果显示 ２ 例ＭＡＳ 患
儿中存在ＭＵＮＣ１３Ｄ 基因的纯合突变，突变导致了
外显子 ９ 的异常拼接，在单纯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
身型及正常对照人群中没有检测出ＭＵＮＣ１３Ｄ 基因
的突变，同时检测出在剩余的 １６ 例继发性 ＨＬＨ 患
儿中有 ９ 例（５７％）存在完全相同的 １２ 种 ＳＮＰ 组
合，进一步研究发现这 １２ 种 ＳＮＰ 组合是从一条单
倍体上遗传的，这种组合在单纯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全身型患儿中出现的几率仅为 ８２％（６／７３），正常
健康对照中为 １２％（２７／２２９），远远低于 ＭＡＳ 患儿。
另外，有 ６ 个患儿还在 ＭＵＮＣ１３Ｄ 的另一条等位基
因上发现有其他的 ＳＮＰ，提示 ＭＵＮＣ１３Ｄ 基因的某
个或某些 ＳＮＰ 可能与继发于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
身型的ＭＡＳ 发生有关。Ｖａｓｔｅｒｔ 等［１０］检测了 ５６ 例
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其中 １５ 例病史中并发
过ＭＡＳ）患儿穿孔素基因突变的情况，结果显示有
２０％（１ １ ／５６）患儿存在穿孔素基因的杂合错义突
变，其中 Ａｌａ９１Ｖａｌ的发生率尤其高，在并发 ＭＡＳ 的
患儿中占 ２０％，在没有并发 ＭＡＳ 的患儿中占
９８％，而在超过 ４０００ 例的正常对照人群中只有
１０％ ～５５％［１ １］，进一步还发现 １ 例患儿存在此突
变且正在并发 ＭＡＳ 时检测其 ＮＫ 细胞穿孔素水平
是明显降低的，提示在幼年特发性关节炎全身型患

儿中存在 Ａｌａ９１Ｖａｌ是并发ＭＡＳ 的一个高危因素。
２ ＮＫ细胞数量减少与继发性 ＨＬＨ 发病相关　
ＮＫ细胞杀伤活性降低是目前 ＨＬＨ诊断的公认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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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１２］，在 ＦＨＬ患儿中存在 ＮＫ细胞和细胞毒 Ｔ淋
巴细胞的穿孔素和颗粒酶被活化、去迁移、停靠并与

细胞膜融合、最终释放等一系列过程中某种蛋白的

原发性、永久性缺失［１３］，不能介导靶细胞的凋亡和

免疫反应下调，即其杀伤功能明显降低，进而导致严

重的、无法控制的过度炎症反应。

与 ＦＨＬ不同，继发性 ＨＬＨ可能存在 ＮＫ细胞数
量的继发性、暂时性减低，即受感染细胞和免疫效应

细胞数量的不平衡导致其杀伤活性降低，最终也表

现为无法控制的过度炎症反应。Ｋｏｇａｗａ 等［１４］在对

ＦＬＨ患儿进行基因研究时意外发现，同期检测的 ４
例 ＥＢ病毒感染的继发性 ＨＬＨ 患儿没有存在相应
的基因突变，但其 ＮＫ细胞所占比例是明显下降的，
其 ＮＫ细胞活性的降低主要是由于 ＮＫ细胞的数量
减少造成的，其中一例患儿经过治疗，ＨＬＨ 临床表
现完全消失后，其 ＮＫ细胞数量又恢复到正常水平。
Ｖｉｌｌａｎｕｅｖａ等［１５］检测了幼年特发性关节炎不同类型

（全身型、少关节型、多关节型）患儿 ＮＫ细胞的穿孔
素、颗粒酶表达情况和 ＮＫ细胞杀伤功能，结果显示
ＮＫ细胞杀伤活性在 １０ 例全身型患儿（１０／２０）和 １
例（１ ／２０）其他类型患儿中明显低于对照组，而各组
ＮＫ细胞穿孔素、颗粒酶的表达情况没有明显差异。
进一步检测全身型患儿中外周血 ＮＫ细胞数量低于
其他类型，推测这可能是全身型容易并发ＭＡＳ 的原
因。孙青等［１６］检测了 ２０ 例 ＨＬＨ患儿外周血 ＮＫ细
胞绝对值计数，其明显低于对照组，随访其中 ３ 例
ＨＬＨ患儿，２ 例治疗有效者 ＮＫ 细胞绝对值计数很
快恢复至对照水平，１ 例治疗部分有效者 ＮＫ 细胞
绝对值数量仅较治疗前稍增加，没有恢复至正常。

３ 不同细胞因子与不同类型继发性 ＨＬＨ 的发病
相关　一般认为，ＦＨＬ和继发性 ＨＬＨ发病的最后共
同通路是产生同样的“细胞因子风暴”［１７］。

但近年来，有研究表明在不同类型的继发性

ＨＬＨ患儿中，升高的炎症因子是不一样的，提示不
同的免疫细胞亚群可能参与了不同类型继发性

ＨＬＨ的发病。Ｍａｓａｋｉ 等［１８］发现在继发于幼年特发

性关节炎全身型的 ＭＡＳ 患儿血清中，ＩＬ１８ 的水平
明显高于继发于 ＥＢＶ 的 ＨＬＨ 患儿、川崎病患儿及
正常对照人群，且和 ＨＬＨ 疾病的活动性相关；在
ＥＢＶ继发的 ＨＬＨ 患儿血清中，新喋呤水平的升高
明显高于其他两种疾病患儿；在代表典型炎症反应

的川崎病患儿中，则是 ＩＬ６ 水平升高最为明显。
Ｍａｒｉａ等［１９］也检测了 ３ 例 ＦＨＬ及 １８ 例继发性 ＨＬＨ

患儿血清新喋呤水平，发现继发性 ＨＬＨ患儿新喋呤
水平较幼年皮肌炎患儿明显升高。

总之，继发性 ＨＬＨ 是一组有明显异质性的疾
病，其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明了。在不同类型的

继发性 ＨＬＨ中发病机制也不完全一样，可能与机体
本身存在 ＦＨＬ 相关基因的杂合突变或特定位点的
ＳＮＰ有关，也可能与患儿继发性或暂时性的 ＮＫ 细
胞数量减少有关，或者是不同免疫细胞亚群分泌的

不同细胞因子风暴，可能还有目前仍不为我们所知

的机制，且多种多样的机制还可能联合作用。但不

同的发病机制最后都是严重的、无法自控的过度炎

症反应，表现出临床类似的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指标

的变化。所以，继发性 ＨＬＨ的治疗在控制过度炎症
反应方面可能是与 ＦＨＬ治疗相同的，但在去除诱因
和免疫调节方面应该是个体化的治疗。随着对继发

性 ＨＬＨ发病机制的深入了解，可能会有新的诊断及
鉴别诊断指标出现，更希望有新的靶向治疗药物的

发现，以期最终提高其治疗效果，挽救患儿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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