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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疾病研究．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噬血细胞综合征

孙瑞娟 肖娟 张建平卢岳魏志杰朱会丽孙媛

【摘要】 目的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噬血细胞综合征的预处理方案、疗效及移植相

关副作用。方法2010年2月至2012年9月于北京市道培医院1 1例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的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其中8例为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艘用基因突变2例，UNCl3D基因突
变3例，STXBP2基因突变2例，XIAP基因突变1例)，3例没有查到免疫缺陷相关基因，诊断EB病毒

相关的噬血细胞综合征。移植前达到缓解期的患儿仅1例。选用非血缘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

8例，HLA配型7／10～10／10相合，半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3例。采用以依托泊苷／马利兰／氟

达拉滨／抗淋巴细胞球蛋白(VP一16／Bu／Flu／ATG)为主的预处理方案7例，采用以依托泊苷／氟达拉

滨／马法兰／抗淋巴细胞球蛋白(VP一16／Flu／Mel／ATG)为主预处理方案4例。11例患儿预防移植物抗

宿主病(GVHD)采用环孢菌素或普乐可复、骁悉、短疗程甲氨蝶呤，其中4例加用抗CD25单抗，7例

辅助输注非血缘脐带血，1例辅助输注半相合骨髓预防GVHD。结果11例患儿中有3例死亡。可

评估的8例患儿总生存中位时间585 d(154～1 115 d)。11例患儿均骨髓顺利植入。供受者嵌合率

均为100％供者型，其中2例在首次骨髓评估供受者嵌合率时分别为80．14％、97．76％。急性移植物

抗宿主病(aGVHD)8例，其中aGVHD I一Ⅱ。3例，aGVHDⅢ～IV。5例。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cGVHD)4例。巨细胞病毒血症7例，其中发展为巨细胞病毒病3例。结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是治疗原发性及难治、复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的有效手段。缓解期患儿的移植疗效明显高于非缓

解期患儿，重视移植后病毒的激活，合理的预处理方案可以减少移植风险。

【关键词】 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嗜血细胞性； 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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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0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onditioning regimen，efficacy and side effects of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for hemophagoeytic lymphohistiocytosis(HLH)．
Method From 2010 to 2012．a total of 11 cases after allo．HSCT were evaluated including 8 cases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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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darabine(Flu)and antilymphocyte globulin(ATG)and 4 cases with Flu，melphalan(Mel)and ATG．

Cyclosporine(CsA)or tacrolimus，mycophenolate(MMF)and methorexate(MTX)were used for prevention

of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GVHD)．Four cases received anti．CD25 MoAbs，7 cases received cord blood

and 1 of them received haploidentical bone marrow to prevent GVHD．Result Three cases died after allo-

HSCT．The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time of the 8 cases evaluated was 585 days(154—1 1 15 d)．A1l the

patients were successfully engrafted．Acute GVHD(aGVHD)occurred in 8 cases，including 3 cases of

grade I／11 and 5 cases of grade HI／IV．Chronic GVHD(cGVHD)occurred in 4 cases．Seven cases had

cytomegalovirus(CMV)reactivation．Conclusion r11Ile allo·HSCT was successful in treating primary and

refractory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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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血细胞综合征亦称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

增生症，又称噬血细胞性网状细胞增生症，是一种多

器官、多系统受累，并进行性加重伴免疫功能紊乱的

巨噬细胞增生性疾病，代表一组病因不同的疾病，其

特征是发热、肝脾肿大、全血细胞减少，可伴随黄疸、

肝炎、肝衰竭、皮疹，严重的可影响智力，造成中枢神

经系统发育退化等。目前主要以推荐的噬血细胞综

合征HLH．2004方案治疗，对于确诊家族性噬血细

胞综合征、难治性以及治疗反复的噬血细胞综合征

患儿积极推荐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引。

目前国际上对于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噬血细胞综合

征多有报道，疗效肯定H。1⋯。国内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噬血细胞综合征起步较晚，本文总结了北京市

道培医院2010年2月至2012年9月的1l例噬血

细胞综合征患儿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的情

况，探讨移植的疗效、影响疗效的相关因素及移植后

生存情况。

对象及方法

一、对象

2010年2月至2012年9月在我中心接受异基

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的l 1例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

本组疾病诊断均符合国际组织细胞协会2004年修

订的噬血细胞综合征的诊断标准¨引。其中男性

9例，女性2例，移植时中位年龄9岁(5一13岁)。

8例为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包括7例家族性噬

血细胞综合征(艘F』基因突变2例，UNCl3D基因
突变3例，STXBP2基因突变2例)，另外XIAP基因

突变1例。3例没有查到免疫缺陷相关基因，诊断

为EB病毒相关的噬血细胞综合征。11例患儿中

10例在移植前查血EB病毒DNA 104～108拷贝／ml

(表1)。移植前达到缓解期的患儿仅1例。中位随

访时间为20个月(5～36个月)。

二、移植方式

非血缘外周血干细胞移植供者8例(HLA高分

辨配型7／10位点相合1例，8／10位点相合2例，

9／10位点相合2例，10／10位点相合3例)；HLA配

型亲缘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3例，HLA高分辨配

型均为5／10位点相合，其中1例供者为患儿堂姐。

三、造血干细胞移植方法

1．预处理方案：采用以足叶乙甙、马利兰、氟达

拉滨、抗淋巴细胞球蛋白(VP-16／Bu／Flu／ATG)为主

的预处理方案7例[VP-16 900 mg／m2，分3—6 d给

予，白舒非(Bu)3．2～4．8 mg／(kg·d)一9至一7 d

或一9至一6 d；Flu 30 mg／(m2·d)一6至一2 d；

ATG(费森尤斯)5 mg／(kg·d)一5至一2 d]。采用

以足叶乙甙、氟达拉滨、马法兰、抗淋巴细胞球蛋白

(VP．16／Flu／MeL／ATG)为主预处理方案4例[VP一16

900 mg／in2，分3～6 d；Flu 30 mg／(m2·d)一6至一

2 d；ATG 5 mg／(kg·d)一5至一2 d；Mel 125～140

mg／(in2·d)一2 d]。白舒非剂量依据不同患儿体

重调整。马法兰剂量在非血缘供者中采用125

me,／(In2·d)，在亲缘半相合供者中采用140

mg／(in2·d)。

2．造血干细胞动员及采集：亲缘性供者接受粒

细胞集落刺激因子5斗g／(kg·d)，连续皮下注射

5 d，第4天在持续硬膜外麻醉下采髓，3例半相合

移植供受者血型相同，无需处理。第5天使用血细

胞分离机采集外周干细胞。非血缘供者粒细胞集落

刺激因子5—10斗g／(kg·d)，连续皮下注射5 d，第

5天采集外周干细胞。骨髓加外周干细胞或单输外

周干细胞总单个核细胞数(7．17～9．25)×108／kg。

CD34+细胞计数(3．07～8．89)×106／kg，所有采集

物立即回输给患儿。

3．造血重建或植活指标：移植前后患儿的DNA

指纹图对比检查，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的患儿对

比移植前后的基因突变。造血重建或植活的标准：

中性粒细胞绝对值>0．5×109／L，无需注射粒细胞

集落刺激因子。血小板>20×109／L，无需血小板输

注2周以上。

四、合并症的预防

1．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预防方法均采用

环孢菌素或普乐可复、吗替麦考酚酯、短疗程甲氨蝶

呤。环孢菌素2．5 mg／(kg·d)从一10 d开始静点；

普乐可复0．02 mg／(kg·d)从一10 d开始静点，根

据血药浓度调整用药剂量。吗替麦考酚酯从一10 d

开始口服，植活减半，28 d停用。甲氨蝶呤+1 d

15 mg／m2，+3 d、+6 d及+11 d 10 me,／m2。其中4

例加用CD25单抗(+1 d，10 mg／次)，7例辅助输注

非血缘HLA配型低分辨4／6～5／6位点相合的脐带

血1份，1例辅助输注半相合母亲的骨髓预防

GVHD。发生Ⅱ。或Ⅱo以上aGVHD后，应用甲泼尼

龙及其他免疫抑制剂(如：CD25单抗、重组人肿瘤

坏死因子仪单克隆抗体)治疗。

2．肝静脉栓塞病：前列地尔静脉预防，剂量为

5—10¨g／d(一10 d至+30 d)。

3．出血性膀胱炎：预防措施为大量输液，碱化

尿液及预防性应用前列地尔和美司钠。治疗措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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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膀胱冲洗和局部用药。

4．感染的防治：预处理开始抗细菌、抗真菌、抗

病毒预防。白细胞植活后停用抗细菌用药。移植后

常规以PCR方法检测巨细胞病毒及EB病毒，拷贝

数增高给予抗病毒药物或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治

疗，直至病毒转阴。

5．疾病的监测：患儿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后定期监测骨髓形态、供受者嵌合率。存在原发性

噬血细胞综合征相关基因突变者定期检测基因

突变。

结 果

一、干细胞植入及供受者嵌合率

11例患儿干细胞均顺利植入。其中，中性粒细

胞≥O．5×109／L的中位时间16 d(14～22 d)；血小

板≥20×109／L且无需血小板输注的中位时间23 d

(9～86 d)。11例患儿的供受者嵌合率均为100％

供者型，其中2例在首次骨髓评估供受者嵌合率时

分别为移植后25 d为80．14％，移植后20 d为

97．76％。目前可评估的8例患儿无移植物排斥和

疾病复发，没有因混合嵌合状态而行淋巴细胞或干

细胞再次输注。

二、GVHD

发生aGVHD 8例，其中aGVHD I。～Ⅱ03例，

aGVHD m。～Ⅳ。5例。发生cGVHD 4例，其中1例

为局限型，主要为肝脏受累；3例为广泛型，主要表

现为皮肤粗糙、肝功能异常、腹泻，经调整免疫抑制

剂后上述症状均得到缓解(表1)。

三、病毒血症及病毒病

发生巨细胞病毒(CMV)血症7例，发生的中位

时间52 d(27～76 d)，其中发展为CMV病3例，

1例为CMV脑炎，2例为CMV肠炎。发生EB病毒

血症4例，发生的中位时间51 d(16～143 d)，无一

例进展为EB病毒病。1例患儿发生人类疱疹病毒

7型(HHV-7)肠炎。

四、疗效

表1 1 1例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移植前后临床特征及转归

注：VP一16：足叶乙甙；Flu：氟达拉滨；Bu：马利兰(白舒非针剂)；ATG：抗淋巴细胞球蛋白(费森尤斯)；CD20：利妥昔单抗(美罗华)；Ara．e

阿糖胞苷；Mel：马法兰；CMV：巨细胞病毒；EBV：EB病毒；HHV-7：人类疱疹病毒7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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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生存时间：截至2013年2月28日，11例

患儿中有3例死亡。可评估的8例患儿总生存中位

时间585 d(154～1 1 15 d)。

2．不同疾病类型的疗效比较：①原发性噬血细

胞综合征患儿8例，1例因急性心衰于+54 d死亡。

②EB病毒相关的噬血细胞综合征3例，死亡2例。

其中1例移植后114 d死于病毒性脑炎，1例移植后

1年2个月死于CMV肺炎。

3．不同移植方式的疗效比较：①非血缘供者8

例，2例死亡，1例为HLA配型9／10位点相合，l例

为HLA配型10／10位点相合。②HLA配型不合的

半相合移植3例，死亡1例，供者为其表姐。

讨 论

噬血细胞综合征病因多样，临床表现各异。目

前诊断及初始治疗推荐HLH-2004方案，疗效肯定。

而对于家族性、难治及复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的患

儿，因为是先天性免疫缺陷导致疾病的发病及进展，

HLH．2004方案往往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此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被认为是目前唯一根治性治疗的有

效手段。对于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HLH国

际多有报道，并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其疗效趋于更

佳。3引。目前国际上的报道得到比较肯定的是缓解

期移植的疗效明显好于非缓解期患儿，不同供者类

别与移植关系各家报道不一门圳。本组11例HLH

患儿，包括8例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3例没检测

到噬血相关基因突变诊断EB病毒相关性噬血细胞

综合征，目前存活8例，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8例

仅死亡1例。3例EB相关性HLH死亡2例。11例

患儿仅有1例处于疾病缓解期，其他患儿都错过了

最佳移植时期。从疗效上看，虽然与国际上最佳的

疗效略有差异，但由于这11例患儿移植前大多处于

未缓解状态，总体疗效仍然值得肯定。1例缓解期

病例移植过程顺利，没有并发移植相关合并症，目前

生活质量良好。所以对于确诊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

征的患儿，推荐在HLH-2004方案达到缓解后尽早

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而对于难治特别是复发

HLH在患儿疾病状态良好时及时进行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可以明显提高移植疗效。对于需要行

干细胞移植治疗的患儿，HLH-2004方案的应用只是

为移植提供最佳条件的途径，所以时间不宜过长，也

无需用满疗程。

噬血细胞综合征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

疗，国际上推荐减低强度预处理，目的是减少移植相

97

关死亡率。总体疗效的评估减低强度预处理患儿明

显好于标准强度预处理o?-10]。由于阿伦单抗国内尚

未上市，另外我们中心目前收治的移植病例中大多

数处于非缓解期，所以仍然以VP一16／Bu／Flu／ATG

或VP一16／MeL／Flu／ATG标准方案作为预处理方案，

取得的疗效是令人鼓舞的。干细胞均顺利植入，粒

细胞及血小板植入时间相似。前者截至目前有3例

无病生存，后者5例无病生存。但前者出现aGVHD

Ⅲ。～Ⅳ。3例，且均累及肠道。后者2例出现

aGVHD III。，1例累及肠道，1例累及肝脏。因为病

例数尚少，无法评估两种预处理方案与预后的关系。

11例患儿中8例在移植前血EB病毒DNA阳

性，移植后发生EB病毒血症仅4例，无EB病毒病

发生。移植前CMV—DNA均为0，移植后发生CMV

血症7例，其中发展为CMV病3例。故移植前的病

毒种类与病毒拷贝数与移植后病毒血症或病毒病发

生的关系不大。移植后EB病毒病的发生几率并不

高，推测其原因：(1)预处理药物的应用清除了EB

病毒存在的宿主细胞，使病毒在预处理中尽可能地

清除；(2)移植后+1 d开始即给予病毒的预防治

疗；(3)植活后以PCR方法严密监测病毒激活，发现

病毒激活时及时给予相应的免疫抑制剂、药物抗病

毒或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治疗。

4例患儿死亡原因分析，仅1例因移植相关合

并症在100 d内死亡。该患儿病史3年10个月，持

续应用HLH．2004方案治疗，激素依赖，移植前多脏

器功能差，进行挽救性移植。该患儿细胞虽然顺利

植入，但在移植后54 d死于心力衰竭。因此推测移

植前病程过长，激素长期应用，脏器功能较差，大大

增加了移植的风险。另外3例患儿死于移植后

CMV病，因为HLH患儿长期免疫功能缺陷，移植后

免疫重建之前病毒病的发生仍然是移植失败的高危

因素。

综上所述，对于有移植指征的噬血细胞综合征

患儿，积极推荐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作为治疗选

择。对于这类病例HLH-2004方案的应用目的是尽

可能使患儿达到缓解期，为造血干细胞移植提供最

佳条件。缓解期患儿的移植疗效明显高于非缓解期

患儿一引，因此推荐具有移植指征的HLH患儿在缓

解期尽早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我国是病毒大

国，CMV、EB病毒携带人群达到90％以上，HLH患

儿长期免疫功能缺陷，移植后免疫重建之前病毒病

的发生仍然是目前HLH移植失败的主要原因，因此

要重视移植后病毒的激活。合理的预处理方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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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移植风险，改善长期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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