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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血清铁蛋白对
诊断淋巴瘤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的意义

吴道香 王昭 王晓琳林榕榕刘暖张嘉

【摘要】 目的探讨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sCD。)／血清铁蛋白在诊断淋巴瘤相关性噬血细

胞综合征(LAHS)中的意义，为进一步提高LAHS诊断率，及时诊断和治疗LAHS提供临床依据。

方法 收集2008年10月至2011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经诊的确诊噬血细胞综合征

患者70例，包括3I例LAHS和39例非LAHS。收集所有患者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

其sCD。水平，并于当日检测血清铁蛋白水平，然后计算sCD。和血清铁蛋白的比值，并比较LAHS和非

LAHS之间血清sCD。血清铁蛋白以及sCD：，／血清铁蛋白有无差异。结果LAHS和非LAHS患者

sCD25质量浓度分别为(15760．52±7851．74)、(12727．41±1 1285．28)pg／ml(t=一1．78，P=0．075，血清铁

蛋白中位质量浓度分别为1750．00、2947．00 ng／ml(Z=一1．490，P=0．136)，sCD。／血清铁蛋白中位比值

分别为8．57×10。3、2．84×1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一2．106，P=o．035)。结论sCD。／血清铁蛋白

在LAHS中明显升高，对诊断LAHS具有重要的提示意义，有可能成为诊断LAHS的重要指标。

【关键词】 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噬血细胞性； sCD。； 铁蛋白质量；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Significance of serum CD√serum ferritin in the diagnosis of lymphoma-associated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形U Dao—xiang,WANG Zhao，WANG Xiao—lin，LIN Rong-rong，LIU Nuan，ZHANG五n

Department ofHematalogy,Biting Friendship Hospitai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50，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WA NG Zhao，Email：zhaowww263@yahoo．com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significance of serum CDn／serum ferritin in the diagnosis of

lymphoma—associated hemophagocytic syndrome(LAHS)，SO as to provide the clinical basis for improving its

recognition and giving effective therapy． Methods The serums were collected from 70 patients with

hemophagocytic syndrom in Beijing Friendship Hospital，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during the period from

October 2008 to June 201 1，including 3 1 LAHS cases and 39 other disease—associated HPS cases．The serum

CD25 level in HPS patients was measured with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正LISA)，and the serum

ferritin was measured 0n the same day．Then the serum CDzJferritin ratio was calculated 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erum CD25’serum ferritin and serum CD√ferritin ratio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Results The

variance of serum CD25[(15760．52±7851．74)pg／ml VS(12727．41±11285．28)pg／ml，t=--I．78，P=0．075]and

serum ferritin levels(1750．00 ng／ml VS 2947．00 ng／ml，z=一1．490，P=0．136)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between two groups，while the serum CDJ serum ferritin ratio in LAHS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other group(8．57×10。3 VS 2．84x10-3，Z兰一2．106，P=O．035)．Conclusion The serum CD2，，serum ferritin ratio

is statistically higher in LAHS patients， which might be a novel useful marker for predicting underlying

malignant lymphoma in HPS patients．

【Key words】Lymphohistiocytosis．hemophagocytic；serum CD25；Ferritins；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噬血细胞综合征(hemophagocytic syndrome，HPS)

又称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

DOI：10．3760／cma．j．issn．1009—9921．2012．03．005

基金项目：首都医学发展科研基金(2009—1032)；北京市科技计

划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D101 100050010005)；中华医学会关于『艋

床医学科研专项资金(1 1010020246)

作者单位：100050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血液科

通信作者：王昭，Emaihzhaowww263@yahoo．con

·145·

·论著·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ocytosi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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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它不是一种独立疾

病，而是一组临床综合征。以发热、肝脾大、血细胞减

少为主要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还常出现三酰甘油升

高或纤维蛋白原下降，铁蛋白升高，NK细胞活性下

降，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SIL．2R，sCD笛)水平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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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骨髓、脾脏或淋巴结中发现噬血现象等。根据病

因，HPS可分为原发性HPS和获得性HPS两大类，淋

巴瘤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LAHS)是获得性HPS

的一种类型，也是成年人HPS中较常见的原因，由于

LAHS恶性度高，诊断相对困难，近年来引起广泛重

视，日本学者Tabata等【2]研究sCD笛／血清铁蛋白在

LAHS患者和良性疾病相关的HPS患者的水平，发现

LAHS患者的sCD25／血清铁蛋白明显升高，这提示我

们sCD笛／血清铁蛋白可能在诊断LAHS时具有重要

的意义。本研究先通过ELISA方法对所有HPS患者

sCD笛水平进行测定，并于当13检测血清铁蛋白水平，

计算sCD药和血清铁蛋白的比值，初步研究sCD西／血

清铁蛋白在诊断LAHS的意义，为临床早期诊断和治

疗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收集2008年10月至201 1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经诊的确诊HPS患者70例，包

括北京友谊医院46例，解放军307医院6例，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5例，北京同仁医院4例，北京佑安医院

2例，解放军309医院2例，解放军301医院、空军总医

院、海军总医院、山东省齐鲁医院、山西省肿瘤医院各

1例，诊断均符合HLH一2004诊断标准[3]。31例LAHS，

淋巴瘤具体分型不完全明确，年龄3～63岁，平均

(38．61±18．15)岁，其中男性16例(51．6％)，女性

15例(48．4％)。39例非LAHS，年龄7～62岁，平均

(35．31±16．27)岁，其中男性21例(53．8％)，女性

18例(46．2％)。两组患者性别构成和年龄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0．12、0．089)。70例HPS患者病因

中，LAHS 31例(44．3％)，包括非霍奇金淋巴瘤29例

和霍奇金淋巴瘤2例；非LAHS 39例(55．7％)，包括

感染相关性HPS 23例，风湿免疫相关性HPS 7例，白

血病相关性HPS 2例，MDS相关性HPS 1例，急性妊

娠并脂肪肝诱发HPS 2例，还有4例病因未明。

1．2标本采集及sCDm血清铁蛋白检测

取两组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6 ml，其中3 ml离

心收集血清，一20℃保存检测sCD笛，3 m1检测血清铁

蛋白。Human sCD笛／IL一2R ELISA检测试剂盒(货号：

850．500．096)购自法国Diaclone公司，采用双抗体夹

心法进行检测，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最后

根据试剂盒提供的样本绘制标准曲线，计算每个患者

sCD笛值，每个患者均于采血当日用免疫发光法检测

血清铁蛋白，然后计算两者比值。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l3．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血清

sCD巧浓度符合正态分布，其结果用均数±标准差

(x±s)表示，两个样本均数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的t

检验；血清铁蛋白浓度以及sCD西／铁蛋白值分布属
于非正态分布，其结果用范围、中位数表示，两样本比

较采用秩和检验，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LAHS组与非LAHS组sCD，；水平

70例HPS患者sCD笛平均水平为(13 897．32±

10 147．11)pg／ml。LAHS组与非LAHS组sCD25水平

见表1，两组患者sCD巧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75)。

表1 淋巴瘤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LAHS)与非

LAHS患者血清sCD。水平

2．2 LAHS组与非LAHS组血清铁蛋白水平

70例HPS患者血清铁蛋白水平中位数为

2034．50 ng／ml(300—20 000)ng／ml。LAHS组与

LAHS组血清铁蛋白水平见表2，两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136)。

表2淋巴瘤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LAHS)与非

LAHS患者血清铁蛋白水平

2．3 LAHS组与非LAHS组sCD，。／血清铁蛋白

70例HPS患者sCD笛／铁蛋白比值中位数为

3．35×10。(0．12×10‘3—91．16×10。)。LAHS组血清

sCD笛／血清铁蛋白比值高于非LAHS组(表3)，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35)。

3讨论

HPS是机体免疫调节异常产生的一种过度炎症

反应状态，它可分为两大类：原发性HPS和继发性

HPS，继发性HPS由Chandra等[31于1975年首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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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淋巴瘤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LAHS)与非

LAHS患者sCD。／铁蛋白比值变化

道，包括感染相关性HPS、肿瘤相关性HPS、风湿免疫

相关性HPS、药物相关性HPS、移植相关性HPS等，

成年人发病多见，其中LAHS是成年人HPS的常见

原因之一。LAHS较多见于T细胞、NK／T细胞淋巴

瘤，继发于B淋巴细胞淋巴瘤的HPS相对少见[4】。

LAHS临床表现为持续高热、肝脾大、全血细胞减少

和肝功能及凝血功能异常等。其发病机制为淋巴瘤导

致体内免疫系统异常活化弓f起的一种反应性疾病，主

要由于巨噬细胞被活化了的T淋巴细胞刺激后产生

高细胞因子血症，导致细胞毒T细胞大量增殖活化，

巨噬细胞吞噬功能增强，导致HPS的发生，由于

LAHS患者淋巴瘤的早期临床表现不典型(如无浅表

淋巴结肿大)，且大部分患者在起病时伴有感染，以

EBV感染多见，容易掩盖原发病，诊断非常困难，治疗

过程中病情常常反复，因此如何提高LAHS的早期诊

断率，及时给予有效的治疗，尽可能早期控制炎症因

子风暴对各脏器的损伤，控制其进一步加重，为淋巴

瘤的诊断和治疗创造机会至关重要。

目前对于HPS的诊断标准为国际组织细胞协会

修订的HLH．2004标准【5】，血清sCD25≥2400 U／ml

(约为6400 Pg／m1)是噬血细胞综合征的重要诊断

标准之一，sCD笛(slL一2R)主要由激活的巨噬细胞和

淋巴细胞产生，可与活化细胞表面的mIL．2R竞争结

合IL．2，降低IL．2的活性，使IL．2对靶细胞的作用减

弱，实验证明sCD西的增加常伴有NK细胞活性降

低【q，从而导致机体的免疫功能低下，所以sCD西为免

疫功能的一种负调节因子，sCD峦含量增高与机体免

疫机能低下密切相关。研究表明，血清高水平的

sCD笛与HPS的不良预后具有相关性，且HPS(包括原

发性和继发性)患者发病时，sCD巧异常率约为100％，

并且在疾病早期就有明显升高，因而具有较强的敏

感性门。sCD笛水平升高对于诊断LAHS仍然可作为重

要指标，我们研究发现，sCD笛在LAHS和非LAHS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表明sCD笛可能不能作为诊断

LAHS相对特异的指标。

血清铁蛋白水平的增高也是诊断HPS的一条重

要标准，但由于其升高受较多因素的影响，许多能够

导致铁代谢异常的疾病会出现铁蛋白的升高，因此该

指标在诊断HPS中的特异性并不高，且有研究报道，

在330个铁蛋白>500 Ixg／L的患者中，仅10例患者

被确诊为HPS，但当铁蛋白大于10 000 txg／L时对

确诊HPS有90％的敏感度和96％的特异度[8】。对于

LAHS的诊断，除了HLH．2004的标准外，尚需符合无

感染证据，且组织或器官活组织检查、免疫组织化学、

病理证实有淋巴瘤尚可诊断，所以诊断相对困难，且

缺乏特异性和敏感性指标，故寻找LAHS相对特异和

敏感的指标对诊断LAHS至关重要。

本研究通过检测sCD卧血清铁蛋白以及sCD笛和

血清铁蛋白比值对比两组患者之间的差异，发现

LAHS患者组的sCD笛和血清铁蛋白水平与非LAHS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LAHS患者sCD药／血清铁

蛋白明显高于非LAHS患者。因铁蛋白受较多因素影

响，所以我们考虑LAHS患者sCD西／血清铁蛋白明

显升高主要是因为sCD药升高明显，研究发现在血液

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中，sCD笛升高主要有两种机制共

存[9】：肿瘤细胞持续大量产生sCD笛；肿瘤引起体内激

活的淋巴细胞增多，释放sCD笛增加。Bien等I，o认为肿

瘤细胞持续大量产生sCD笛是大多数恶性血液病患

者体内sCD笛水平升高的主要原因，所以sCD笛在恶

性淋巴瘤患者尤其是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血清中

明显升高，患者在化疗前sCD笛处于高水平，化疗后

达到缓解时其水平下降，复发后再度升高，故sCD巧

能反映非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肿瘤

负荷的高低。但在此研究中发现LAHS组与非LAHS

组sCDm血清铁蛋白水平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所以

不能将sCD笛作为LAHS相对特异的指标。因在血液

系统恶性肿瘤继发的HPS中，继发于淋巴瘤的HPS

多见，而继发于多发性骨髓瘤和白血病以及其他血液

系统恶性肿瘤的HPS相对少见，本研究中的LAHS

组原发病因中，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骨髓增生异常

综合征占的比例相对较少，所以在本研究中LAHS患

者sCD笛／血清铁蛋白高于非LAHS患者。这提示我

们，若患者HPS诊断明确，而原发病暂不明确，如发

现sCD卧sCD西／血清铁蛋白明显升高，应高度怀疑

LAHS的可能；另外，大多数LAHS患者伴有病毒感

染，特别是EB病毒感染，早期可能仅仅表现为感染

症状，而淋巴瘤临床表现不明显，这种患者病情反复

发作，治疗效果不佳，也应怀疑淋巴瘤的可能，应继续

完善PET．CT等检查，以早期明确诊断淋巴瘤，及时给

予化疗。总之，sCD笛／血清铁蛋白在LAHS具有极重

要的意义，有可能成为诊断LAHS的重要指标，具体

机制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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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难治性白血病学术研讨会、第四届全国难治性淋巴瘤学术研讨会、

第四届全国多发性骨髓瘤学术研讨会、第五届钟山国际MDS学术研讨会、

南京2012血液学年会(全国血液肿瘤诊治继续医学教育学习班)

组织机构名单

主办单位：中华医学会白血病·淋巴瘤杂志社、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明基医院

顾 问：陆道培 胡亚美 曹履先 管忠震 朱雄增 姚尔固 孙关林 卞寿庚

大会主席：陈赛娟

名誉主席：郝玉书 王毓銮

共同主席：沈志祥 黄晓军

沈悌 肖志坚

执行主席：王晋芬 陈宝安

秘书长：贾力涛 李东

组织委员会

主 任：冯继锋 李东

委 员(按汉语拼音顺序)：

常乃柏 陈虎

胡建达 江明

潘歧 秦叔逵

王景文 王晓敏

张连生 张伟华

学术委员会

主 任：陈宝安

王国平

王建祥 王健民 石远凯 马军

高子芬 克晓燕 宋永平 梁小波

冯继锋

陈文明

赖永榕

任汉云

王昭

张伟京

方美云

李晓

苏丽萍

肖镇

赵小英

冯建明

李扬秋

孙慧

徐开林

卓家才

冯玫

刘开彦

孙自敏

许小平

周剑峰

委 员(按汉语拼音顺序)：

自润萍 曹志成(中国香港)陈国章(中国香港)陈辉树

傅晋翔 胡亮钉 黄河 贾永前 江滨 姜文奇

刘翠苓 刘德龙(美国) 麻柔 欧阳桂芳 邱录贵

田丁 王琳 汪承亚 魏旭东 文珠 吴德沛

许兰平 严匡华 叶宝国 许晓军 张伯龙 张凤奎

翟明 詹楚生(中国香港) 赵维莅 周晓军 竺晓凡

难治性白血病学术分会执行主席：沈志祥 黄晓军 王建祥 王健民

难治性淋巴瘤学术分会执行主席：克晓燕 朱军 冯继锋 王华庆

多发性骨髓瘤学术分会执行主席：侯健 陈世伦 陈文明 李娟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学术分会执行主席：刘德龙 肖志坚 李 晓

高峰

刘新建

谭获

杨林花

周 民

黄慧强

鹿全意

王椿

姚红霞

周小鸽

侯健

马旭东

王华庆

于力

朱军

胡豫

孟凡义

王季石

余正伟

朱雄鹏

陈世伦 陈元件 陈运贤 董文革

李甘地 李建勇 梁英民 林凤茹

钱军 沈晓梅 苏文 孙淼

吴克复 吴敏媛 乌庆超 徐从高

张建中 张明智 张巧花 张永红

朱平 邹萍

金洁

赵维莅

蔡真

张广森 陈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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