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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已进行了20年，但卵巢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

并未因此而降低[1⋯。因此寻找能早期诊断卵巢癌

的分子标志物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本研究以阳性

细胞百分率>10％者判定为组织RABGEFl蛋白

表达阳性，卵巢恶性肿瘤患者中RABGEFl蛋白

表达阳性细胞率为(51．4±15．6)％；卵巢良性肿瘤

患者中RABGEFl蛋白表达阳性细胞率为(16．7

±3。9)％，RABGEFl蛋白在卵巢恶性肿瘤的表达

率显著高于卵巢良性肿瘤。免疫组化检测RAB—

GEFl蛋白表达阳性细胞率有助于区分卵巢的良

性与恶性肿瘤。本研究将进一步研究免疫印迹法

检测卵巢恶性肿瘤患者、卵巢良性肿瘤患者血清

RABGEFl蛋白的表达水平，探讨RABGEFl蛋白

作为卵巢肿瘤标志物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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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噬血细胞综合征(hemophagocytic syndromes，HPS)是由于机体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导致NK细胞和淋巴细胞的异

常活化、大量细胞因子的释放．引起了组织细胞等吞噬细胞功能过度旺盛，从而出现吞噬大量正常造血细胞的现象。HPS

病情凶险，发展迅速，临床及实验室检查表现多样，该文就近年来国内外对该病的病因、机制、临床表现、实验室诊断等研究

进展做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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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emophagocytic syndromes(HPS)is a phenomenon of normal hematopoietic cells phagocytosis due to the body’s

immune system dysfunction．1eading to abnormal activation of NK cells and lymphocytes，a large number of the release of cy—

tokines，cause the tissue cells，such as phagocytes function excessively strong．HPS is a dangerous illness that rapid develop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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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diversity of clinical mani[estations and laboratory examination．This summarize review the etiology，mechanism，clinical

manifestation，laboratory diagnosis of the HPS in the recent years internal and abroad．

Keywords：hemophagocytic syndromes(HPS)；pathogenesis；laboratory diagnosis

自1979年由Risdall等人首先报道噬血细胞综合征 最常见的是EB病毒引起的HPS。EB病毒相关的

(hemophagocytic syndromes，HPS)后，HPS越来越引起临HPS的流行病学虽然尚不清楚，但是已经报道了两种与

床的关注。HPS又称为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 EB病毒有关的HPS：第一种是发生在初次感染，第二种是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HLH)，是指在骨髓、 慢性感染，即病毒的活化过程[1“。其机制可能与EB病毒

淋巴组织及其他造血器官中出现良性、反应性的组织细胞 的SH2DIA基因突变或其潜在膜蛋白1(LMPl)介导的

并伴随吞噬自身血细胞行为的一组疾病。该病I临床表现复 SH2D1A基因下调[1胡有关。EB病毒感染首先累及B细

杂、病因多样、诊断困难、病情凶险、死亡率高。有报道称， 胞，但B细胞常常不会导致显著的病毒复制和释放，却可

该病三年的生存率仅为55％。目前，HPS的诊断主要靠实 成为病毒的“储藏库”，继而T细胞出现强烈反应。最终过

验室的检查，其中，骨髓等组织活检中查到噬血细胞是确诊 度分泌IL21，IFN和TNF等细胞因子而引发因子风暴，导

HPS的主要依据。 致了HPS的发生。

1 HPS的分类HPS包括遗传相关性和继发性两大类。 有研究报道，CMV引起的HPS，与CMV上调肿瘤坏

有报道称，HPS的发生与NK细胞和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 死因子(TNF-a)的基因表达有关，但是具体机制尚未完全

(CTL)的功能缺陷有关‘”。 清楚。与HHV8有关的HPS也有报道，多数病例发生在

1．1遗传相关性HPS的发病机制 遗传相关性HPS是 淋巴组织免疫功能障碍或低下的患者·很少发生在免疫功

一组少见的常染色体或伴X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包括 能正常的人身上[13’1“，具体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了家族性HPS(已知的基因缺陷包括：穿孔素，Muncl3—4， 上述的研究表明，不管是遗传相关性，还是继发性的

Syntaxinll)和免疫缺陷综合症HPS，其中以前者研究最多。HPS．大多数疾病的发生，都是大量的炎症性刺激物引起的

目前，家族性HPS(FHL)可分为五类，包括FHLl， 细胞因子风暴所导致的，而常见的炎症性刺激物包括：抗

FHL2，FHL3，FHL4和FHL5。FHLI相关的异常基因定 原、超抗原(主要由T细胞受体大量激活所致)、佐剂(如

位于9q21．3—22，其编码的蛋白及功能尚未研究清楚，可能Toll样受体)、过敏原及促炎性因子[1“。有研究也表明·大

是控制吞噬细胞的炎症因子和化学因子下调减少，导致吞 量细胞因子的产生是全血细胞减少和器官衰竭的中间机

噬细胞的功能紊乱，从而导致了HPS的发生‘21。1999年 制。而巨噬细胞增生因子(PIF)是HPS的启动因素，干扰

Stepp等‰·3人报道了10q21—22上的穿孔素基因(PRFl)突 素(IFN一丫)和肿瘤坏死因子(TNF-a)是导致发热的主要原

变是FHL2的主要致病因素，最常见的是第1 122位鸟嘌 因，同时骨髓造血抑制、肝功能异常、高脂血症、凝血异常等

呤突变成腺嘌呤。正常情况下，穿孔素的表达使得相应的 均与其有关。

靶细胞发生凋亡。当PRFl基因异常时，穿孔素表达水平 2 HPS的临床诊断

降低，使得NK细胞和T细胞的细胞毒作用减弱．在病菌 2．1诊断标准根据HLH一2004诊断标准：符合下列1条

和大量炎症因子的刺激下最终导致了HPS的发生。FHL3‘ 即可诊断：(1)家族性／已知遗传缺陷；(2)临床和实验室标

的发病与17q25上的UNCl3D基因有很大的关联， 准(符合以下8条中的5条)：①发热；②脾肿大；③全血细

UNCl3D基因异常时，引起其编码的Uncl3—4蛋白功能受 胞减少，累及≥2个细胞系，血红蛋白<90 g／L，血小板<

损，影响了溶细胞性酶和细胞毒颗粒的释放，导致了FHL3 100X109／L，中性粒细胞<1．0×109／L；④高三酰甘油血症

的发生曲3。-近年来，已有报道FHL4的相关致病基因是 和／或低纤维蛋白原血症，三酰甘油(TO)≥3．0 mmol／L

Sytaxin-ll(STXII)，其被定位于6q24。STXII的突变，导 (或≥265 mg／L)．纤维蛋白原(Fg)≤1．5 g／L；⑤铁蛋白≥

致了CTL介导的细胞毒作用和NK细胞的脱颗粒作用障 500 t-g／L；⑥骨髓、脾或淋巴结活检吞噬血细胞现象；⑦

碍嘲。最终和FHL2一样．在病原和炎症因子的作用下导 sCD25(或slL-2R)明显升高；⑧NK细胞活性减低或缺

致疾病的发生。Vrotsos E等‘73人报道。引起FHL5发病的 乏DB]。其他的一些检查对HPS的诊断也有提示作用，如：

主要原因是位于19p13．2～13．3上的Munc 18—2基因发生 (1)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的症状、皮疹、淋巴结肿大及水肿。

突变，但其具体的发病机制现在尚未完全清楚。研究发现． (2)肝组织活检符合慢性肝炎。(3)转氨酶及胆红素的升

可以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PRFl基因在NK细胞上的表达 高、清蛋白的减低、低钠血症等。(4)极低密度脂蛋白升高，

情况来筛查FHL2的病人‘“。FHL3，FHL4和FHL5的筛 高密度脂蛋白减低。(5)乳酸脱氢酶>1 000 U／L。(6)脑

查，可以通过颗粒释放法检测CTL细胞和NK细胞表面的 脊液单个核细胞增多和(或)蛋白增高。

CDl07a判断其颗粒的迁移、对接、启动或融合功能是否有 2．2 HPS的发病年龄和实验室检查 研究发现，男性、女

缺陷‘“。 性均可发病，而且各年龄段都可以出现，但是未成年人更好

目前，免疫缺陷综合症HPS比较罕见，其主要是介导

细胞毒作用的NK细胞和T细胞功能缺陷，不能及时地去

除抗原，刺激了B细胞的过度活化。引起持续的免疫刺激

反应和高细胞因子血症。最终导致HPS的发生[1⋯。

1．2 继发性HPS的发病机制 临床上以继发性HPS多

见，HPS常可继发于：①病原体感染：常见的如病毒、细菌

等病原微生物的感染；②血液系统或恶性肿瘤的疾病：如白

血病、淋巴瘤等；③内源性产物如组织损伤、代谢产物，器官

移植及风湿性疾病等。但其具体的机制尚未完全清楚，上

述病因中，以感染相关性HPS最常见．其中病毒感染占大

部分．包括EB病毒、巨细胞病毒(CMV)和人类8型疱疹病

毒(HHV8)。

发HPS，以1～2岁儿童常见，其中以女孩好发此病，男女

比率约为0．64，其原因尚不十分清楚，可能与其免疫系统

的发育成熟程度有关[1”。

HPS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均符合HLH-2004

诊断标准(≥5条)，但是，部分项目不是同时符合，邹农

等[183人研究了40例成人HPS发现，TG的符合度较低，

64．4％的患者TG<3．0 mmol／L，平均水平仅为2．656

mmol／L左右，考虑到HPS的标准是以儿童为主要研究对

象，故患儿TG水平要高于成人患者，因此有人提出将TG

>2 mmol／L作为成人HPS的诊断参考标准。研究还发

现，虽然HPS患者中大部分可出现发热、脾大、NK细胞活

性及糖化铁蛋白比例的降低、sCD25和血清铁蛋白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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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且这几项指标的敏感性也较高[1⋯．但是特异度不高，

同时由于仪器、试剂成本问题，所以给基层单位的诊断带来

一定困难．而骨髓细胞等形态学检查更简便，骨髓中找到噬

血细胞的特异性、敏感性及直观性均比其他指标要高，几乎

所有HPS患者的骨髓中都能找到数量不等的噬血缅胞，所

以认为骨髓等形态学的检查有确诊价值。特别是对于一些

初期患者．临床症状不明显。需要动态观察，多次、多部位进

行骨髓、淋巴结、脾脏等组织活检有利于本病的确诊。

3鉴别诊断 临床上需要与HPS鉴别的是恶性组织细胞

病(MH)。近年来，通过细胞免疫表型、分子生物学、染色

体等技术手段检测．目前已证实既往所谓的“恶性组织细胞

病”从本质上讲主要包括两种疾病。即间变性大细胞性淋

巴瘤(ALCL)及噬血细胞综合征(HPS)[2⋯。前者属于恶性

疾病，后者属于相对良性的疾病。ALCL的形态特点是，细

胞体积大，外形多不规则。可见伪足或拖尾，核畸形明显，染

色质呈致密网状，核仁大，H—E染色下，核旁有一嗜酸性

区，但是骨髓中噬血细胞数量不及HPS明显。HPS骨髓

象以大量良性的组织细胞增生为主，同时易见明显的噬血

现象，形态、结构较规则。吞噬有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等。

其他鉴别方法如中性粒细胞碱性磷酸酶积分，HPS常明显

升高，ALCL正常或降低。HPS组织细胞储存铁阳性，

ALCL多为阴性。

4小结综上所述．HPS是由多种不同的因素引起的巨

噬细胞增生性疾病，其病因复杂，病情发展迅速，需要进行

全面的鉴别、诊断。特别是骨髓、脾或淋巴结活检若找到一

定数量的噬血细胞具有明显的提示作用。因此，对于此病

应争取做到早诊断、早治疗，降低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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