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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噬血细胞综合征（ hemophagocytic syndrome，HPS），又称噬

血细 胞 淋 巴 组 织 细 胞 增 生 症（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
tiocytosis，HLH），其共同特征为发热、肝脾大、全血细胞减少。

包括彼此难以区分的两个亚型，原发性 HPS 又称家族性 HPS，

及继发性 HPS［1，2］。儿童家族性 HPS 年发病率约 0. 012 / 万，

属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其发病和病情加剧常与感染有关；继

发性 HPS 分 为 感 染 相 关 性 HPS（ infection-associated hemop-
hagocytic syndrome，IAHS），此型多与病毒感染有关。IAHS 的

触发因子以 EB 病毒最多见，EB 病毒相关 HPS 存在明显的免

疫学失衡和预后不良；其他病毒包括人疱疹病毒 6 型、巨细胞

病毒、腺病毒、细小病毒、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单纯疱疹病毒、

O 热病毒和麻疹病毒及细菌、真菌、原虫等；由肿瘤引起者称

肿瘤 相 关 性 HPS（ malignancy-associated hemophagnocytic syn-
drome，MAHS），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急淋）相关的 HPS，急淋治疗前或治疗中可能并感染或无感

染伴发 的 HPS。除 急 淋 外，纵 隔 的 精 原 细 胞 瘤（ mediactinal
germ cell tumor）也常发生继发性 HPS。另一类是淋巴瘤相关

HPS，淋巴瘤常为亚临床型，故往往误诊为 IAHS，特别易误诊

为 EB 病毒相关性淋巴瘤［3，4］。

一、临床表现

家族性 HPS 多数在婴幼儿期发病，也有迟至 8 岁发病者，

但成年发病亦不能排除家族性 HPS。在同一家族中，其发病

年龄相似。继发性 HPS 无明显年龄特征。临床表现多样，早

期多为持续高热、肝脾大明显，且呈进行性；部分病例伴皮疹，

皮疹无特征性，常为一过性，往往出皮疹时伴高热；约有一半

患儿淋巴结大，甚至有巨大淋巴结。中枢神经系统的症状一

般在病程晚期出现，但也可发生在早期，表现为兴奋性增高、

前囟饱胀、颈强直、肌张力增强或降低、抽搐等。亦可有第!
或第"对颅神经麻痹、共济失调、偏瘫或全瘫、失明、意识障

碍、颅内压增高等。肺部症状多为肺部淋巴细胞及巨噬细胞

浸润所致，但难与感染鉴别。其他非特异性表现尚有皮肤黏

膜苍白、食欲减低、黄疸及水肿等［5］。

二、实验室检查

1. 血象：多为全血细胞减少，以血小板减少为明显，白细

胞减少程度较轻；观察血小板变化，可作为本病活动性的一个

指征。病情缓解时，首先可见血小板上升；而在病情恶化时，

亦首先见血小板下降。2. 骨髓像：骨髓在疾病早期表现为中

度增生性骨髓像，噬血现象不明显，常表现为反应性组织细胞

增生，无恶性细胞浸润，应连续多次检查骨髓，以便发现吞噬

现象。该病极期除组织细胞增多外，还有多少不等的吞噬性

组织细胞，主要吞噬红细胞，亦可吞噬血小板及有核细胞。晚

期骨髓增生度降低，很难与细胞毒性药物所致的骨髓抑制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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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部分病例的骨髓像可见大的颗粒状淋巴细胞，胞体延长

如马尾或松粒状，这可能是 HPS 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淋巴细胞。

3. 高细胞因子血症：家族性及继发性 HPS 的活动期常见 IL-1
受体拮抗因子、可溶性 IL-2（ sIL-2）受体、干扰素-!（ IFN-!）、

TNF 等因子增多。4. 血脂：三酰甘油增多，可在疾病早期出

现，脂蛋白电泳常见极低密度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低。当病情缓解时，脂蛋白胆固醇可恢

复正常。5. 肝功能：转氨酶及胆红素可增高，其改变程度与肝

受累程度一致。全身感染时可有低钠血症、低清蛋白血症及

血清铁蛋白增多。6. 凝血像：疾病活动时常有凝血异常，特别

是在疾病活动期，有低纤维蛋白原血症，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延

长，肝受损时其凝血酶原时间可延长。7. 脑脊液：中等量的细

胞增多［（5 ~ 50）X 106 / L］，主要为淋巴细胞，可能有单核细

胞，伴蛋白增高，但很少有噬血细胞。有时即使有脑炎的临床

表现，其脑脊液亦可能正常。8. 免疫学检查：家族性 HPS 常有

自然杀伤细胞及 T 细胞活性降低。9. 影像学检查：部分患儿

胸片可见间质性肺浸润，晚期患儿头颅 CT 或 MRI 检查可发现

异常，其改变为陈旧性或活动性感染，脱髓鞘、出血、萎缩和

（或）水肿。有时亦可通过 CT 检查发现脑部钙化。

病理检查主要发现是在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发现良性的淋

巴组织细胞浸润，组织细胞呈吞噬现象，吞噬最多的是红细

胞，有时也吞噬血小板和白细胞。受累器官为脾、淋巴结、骨

髓、脑、脊髓；此外，还可见于甲状腺、肺、心、肠、肾和胰腺。值

得注意的是，在肝门胆管区可发现大量淋巴细胞，少数组织细

胞浸润，这种组织学所见类似于成人的慢性活动性肝炎，婴儿

见此改变，有力支持家族性 HPS 的诊断。

多数病例可见中枢神经系统外观水肿，进展型病例可见

组织软化和破坏。镜下所见脑膜有淋巴和巨噬细胞浸润或广

泛性组织浸润和多病灶坏死，软脑膜最常见有噬血细胞增多。

继发性 HPS 实验室检查与家族性 HPS 类似，但应作病毒学或

其他感染因子检测。血清铁蛋白有时可超过100 000 "g / L。

三、诊断

由于缺乏特异性实验室诊断方法，诊断 HPS 有时非常困

难，因而误诊和漏诊者较多。有学者估计约半数患儿未能确

诊。为方便诊断，特建立以下指导原则。1. 发热；2. 脾大；3.
血细胞减少（外周血二系或三系减少），血红蛋白 < 90 g / L；血

小板 < 100 X 109 / L；中性粒细胞 < 1. 0 X 109 / L；4. 高三酰甘油血

症和（或）低纤维蛋白原血症（禁食后三酰甘油B2. 0 mmo / L或

B相应年龄正常值的 3S，纤维蛋白原S1. 5 g / L 或S3S）；5. 骨

髓、脾或淋巴结可见噬血细胞，但无恶性表现。

HPS 的诊断需满足上述 5 条标准。血清铁蛋白和乳酸脱

氢酶增高也提示 HPS 诊断。家族性 HPS 诊断尚需依赖阳性

家族史或近亲婚配。应当指出，有些病例的表现与上述标准

并非完全一致，一些不典型的表现可能反映出本病的多基因

缺陷。新生儿起病或以脑膜受累为主者发热可不明显，血细

胞减少、高三酰甘油血症及低纤维蛋白原血症也往往与内脏

受累程度有关。起病时脾大常不显著。此外，起病时并非总

能找到噬血细胞，连续行骨髓检查可能有助于诊断。也可考

虑从其他器官获得标本，应用细针对脾脏抽吸活检常能找到

噬血细胞；肝脏组织学所见如类似于慢性持续性肝炎亦支持

HPS 诊断。脑脊液如见单个核细胞增多亦支持 HPS。所有患

儿均应在起病时和骨髓移植前进行 NK 细胞活性检查。

四、鉴别诊断

最容易混淆的是家族性与继发性 HPS，特别是与病毒相

关性 HPS 的鉴别，因病毒感染不但与病毒相关性 HPS 有关，

家族性 HPS 患者也常有病毒感染，而且家族性 HPS 也常由病

毒感染而诱发。家族性 HPS 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病，常问不

到家族史，更增加了诊断的难度。一般认为，2 岁前发病者多

提示为家族性 HPS，而 8 岁后发病者则多考虑为继发性 HPS。

2 ~ 8 岁发病者则要根据临床表现来判断，如果还难肯定，则应

按家族性 HPS 处理。其次要与恶性组织细胞病（ 恶组）鉴别，

两者在骨髓片上很难鉴别，但 HPS 较恶组常见。但如临床上

呈暴发经过、严重肝功能损害、骨髓组织细胞恶性程度高，特

别是肝、脾或其他器官发现异常组织细胞浸润，则先考虑为恶

组，否则应诊断为 H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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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噬血细胞综合征（ hemophagocytic syndrome，HPS）又称噬

血细 胞 淋 巴 组 织 细 胞 增 生 症（ hemophagocytic Iymphohis-
tiocytosis，HLH），其主要临床表现为持续发热、肝脾大、全血细

胞减少、凝血障碍等。近年来，对 HLH 的病因、发病机制的认

识不断深化，已发现 HLH 患儿的 T 和 NK 细胞的杀伤功能降

低或缺如，体内免疫功能失衡，体内存在高细胞因子血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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