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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共同影响NB预后。因而临床工作中需要完善

患者的细胞遗传学检查，全面评估基因组情况，从而

了解预后情况并制定合适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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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的临床诊断

与骨髓细胞学特点分析

刘楠陈艳玲佟彤 陈悦

临床经验交流·

【摘要】目的探讨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的临床诊断标准及其骨髓细胞学检查结果对于临床诊

断的意义。方法回顾分析2008年5月-2011年5月于我院确诊为噬血细胞综合征的22例患儿的

病历资料及骨髓细胞学特点。结果22例患儿均符合国际组织细胞协会HLH-2004方案诊断标准。

均有发热、脾大及血清铁蛋白增高，18／22例(82％)伴外周血至少两系减低，15／19例(79％)伴低纤

维蛋白原血症，14／20例(70％)伴高三酰甘油血症，14／22例(64％)患儿在初诊时骨髓中找到噬血细

胞。结论骨髓涂片见到噬血细胞不是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临床诊断的必备条件，初诊时进行骨髓

细胞学检查有助于噬血细胞综合征的诊断与鉴别诊断，在治疗过程中复查骨髓有助于指导治疗。

【关键词】 噬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 噬血细胞； 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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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diagnostic standard of childhood hemophagocytic

syndrome(}玎PS)and investigate the significance of bone·InalTOW cytological results to the clinical diagnosis·

Methods A total of 22 children with HI S in Tianjin Children’S Hospital from May 2008 to May 201 1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The bone—malTOW cytological features obtained in their initial diagnosis，and their

clinical data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HLH-2004 is adopted as the diagnosis standard．Results All

patients wel"e presented with fever，splenomegaly and high—level ferrifin；they were in line with the diagnosis

standard of HLI-I-2004．Among them，81．8％of patients(18／22)were combined with peripheral cytopenia in

more than two lineages；78．9％of patients(15／19)had hypofibrinogenemia；70％ofpatients(14／20)had

hypertriglyceridemia and 63．6％had hemophagocytosis．Conclusions Hemophagocytosis of bone malTOW

is not necessary in the clinical diagnosis of HPS based on HLH-2004 protoc01．However，bone—malTow

examination in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is suggested for the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HI S。

Moreover，bone—marrow recheck is helpful for guiding the treatment and evaluat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patients．

【Key words】Hemophagoeytic syndrome；Hemophagocytie Lymphohistiocytosis；Hemophagocytosis；

bone maIT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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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o—

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HLH)，是指一组以良

性组织细胞增生和活化伴噬血细胞现象的一类综合

征。本症以儿童病例报告最多。其显著特征为淋巴

细胞和组织细胞大量活化、增殖伴高细胞因子血症。

感染为此病的主要诱因，最常见的是病毒感染，其中

又以EB病毒(EBV)最为常见。本研究通过回顾分

析22例HI S患儿的临床诊断标准及其初诊时骨髓

细胞学检查结果，探讨其对于临床诊断的意义。

资料和方法

l 临床资料收集2008年5月4011年5月于我

院确诊为HPS，且初诊时行骨髓细胞学检查的22例

患儿的病历资料及骨髓细胞学特点。
2 诊断标准所有患儿诊断符合国际组织细胞协

会HLH-2004诊断指南标准⋯。
3 骨髓细胞学分析方法在普通光学显微镜下仔

细观察经瑞氏染色的骨髓片2张，于油镜下进行细

胞形态学观察分析，于涂片周边及头尾部仔细查找

噬血细胞。

结 果

1 全部患儿中男12例，女10例，年龄8个月～6

岁，其中伴EB病毒感染19例，单纯CMV感染1例，

血培养腐生葡萄球菌阳性1例，原因不明1例。
2 14例患儿的初诊骨髓中检出噬血细胞。噬血细

胞胞体明显大小不一(14～52岬)，形状不规则，胞
浆丰富，胞膜较厚，边界较清晰，核小，单核或双核甚

至多核，多偏旁，核染色质致密；核仁1—2个，较模

糊，可吞噬有核红细胞、红细胞、中性粒细胞、血小

板、其它有核细胞及细胞碎片
3 依据HLH-2004诊断指南，统计22例患儿诊断

相关临床资料、实验室检查结果及观察骨髓中噬血

细胞现象结果，见表1。

表1 22例患儿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结果

观察项目 调查例数阳性例数百分比(％)

注：一表示该项未测

讨 论

HPS患儿临床病程发展迅速，病死率高，近期

国内有学者报道病死率为61．4％[2I，国外有学者报

道为33％[31，虽然因为研究对象的地域、种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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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的影响得出的结果不同，但是均提示该病的

预后不良。早期诊断并给予正规的HLH-94或

HLH-2004方案治疗，可以明显改善患儿的预后H】。

按照HLH-2004诊断指南，对于HPS的临床诊断，需

要满足8条中的5条。而根据本文22例确诊患儿

的临床资料及骨髓涂片观察结果，全部患儿均有发

热、脾脏肿大及血清铁蛋白增高，18／22例(82％)外

周血至少两系减低，15／19例(79％)伴低纤维蛋白

原血症，14／20例(70％)伴高三酰甘油血症。而在

初诊时骨髓中找到噬血细胞者为仅14／22例

(64％)，略高于文献报道的57．1％【5j。提示，骨髓

中检出噬血细胞不是HPS诊断的敏感指标及必备

条件。首先，骨髓穿刺涂片仅能代表当时的骨髓情

况。HPS患儿在疾病发展过程中，骨髓的病理生理

状况是不断变化的。有人对同一HPS患儿连续多

次做骨髓细胞学检查，发现噬血细胞在发病初期可

以不存在，而在疾病进程中出现u J。其次，骨髓穿

刺涂片，只能代表穿刺局部的骨髓情况，不能代表全

部骨髓组织的病理状态。且噬血细胞体积较大，在

制片过程中多不均匀散在分布于片头，片周及片尾

部份，故骨髓分类计数中并不一定能见到噬血细胞，

尤其当噬血细胞少量散在分布时，极易导致对噬血

细胞发现与描述的遗漏。因此，当遇到发热、肝脾大

伴血细胞减少的患儿，临床医师与骨髓细胞学分析

工作人员之间需加强联系，以便有针对性的细致、全

面地观察多张骨髓涂片寻找噬血细胞，及时报告，以

免漏诊。

虽然骨髓中见到噬血细胞现象不是诊断HPS

的必备条件，但在骨髓中找到噬血细胞是HPS临床

诊断重要依据，是HPS的特征性表现之一，在HIS

患儿初诊时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显示，HPS患儿，

噬血细胞更可能在肝脏、脾脏、淋巴结活检组织中出

现K。7l，但骨髓穿刺仍然是目前临床上创伤性小、病

患耐受性较好且普遍采取的操作技术。而且通过骨

髓形态学分析，可以对HPS与T细胞淋巴瘤、恶性

组织细胞增生症、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具有类似临床

表现的疾病进行鉴别诊断。此外，在治疗过程中，若

患儿病情反复，出现血细胞减低，应复查骨穿，可帮

助辨别是骨髓抑制还是病情复发，进一步指导治疗。

此外，临床工作中发现许多其他疾病患儿的骨

髓涂片中亦可见到噬血细胞，这与国内学者的研究

结果相符”J。因而，单凭骨髓中找到噬血细胞现象

并不能诊断HPS，要综合分析患几的临床表现及实

验室检查结果，严格按照HLH-2004诊断标准进行

临床诊断与治疗。

综上所述，初诊时骨髓涂片中见到噬血细胞不

是儿童HPS临床诊断的必备条件和金标准，临床医

师需根据HLH-2004方案综合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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