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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SH2D1A、XIAP、PRF1、UNC13D、STX11、STXBP2、RAB27A、AP3B1、LYST及 ITK等10种儿童噬

血细胞综合征（HLH）相关突变基因在HLH分布情况及相关临床特点。方法　收集2012年7月－2015年11月期间按照国

际组织细胞协会 HLH- 2004标准确诊为HLH的37例患儿的血液样本并行基因测序，对测序结果进行突变位点分析。结

果　37名HLH患儿的中位年龄为2.6岁，检出基因突变组（22例）与未检出基因突变组（15例）中位年龄分别为2.09岁、2.67

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2例患儿检测出基因突变，均为杂合突变未见纯合突变。UNC13D突变例数最多（50%）

以内含子剪切位点突变为主（38 %），同时存在错义突变和移码突变。多位点突变与单一位点突变、无突变组在发病年龄、

粒细胞及血小板减少程度、NK细胞数量上无明显差异。70 . 3 % HLH患儿同时合并有EB病毒感染。4例复发、1例初诊时

死亡患儿均来源于基因突变组，其中4例存在EB病毒感染，1例疾病初期无EB病毒感染，而复发时检测出EB病毒阳性。

结论　UNC13D突变在中国人群的HLH较多，基因突变与患儿年龄、病情严重程度无明显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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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　To detect gene mutation associated with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HLH) and to 

identify mutation spectrum and clinical feature in HLH in children. Methods　Thirty-seven (37) pediatric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HLH according to 2004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criteria were enrolled from July 2012 to November 2015. Nucleotide 

sequences of all exons and their flanking intronic sequences of ten genes associated with HLH were amplified with PCR followed 

by direct sequencing. Point mut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after the direct sequencing. Results　The median age of all the 

37 patients was 2.6 years. The median ages of patients with gene mutation (n=22) and without gene mutation (n=15) was 2.09 

years and 2.67 years, without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wenty-two patients were identified with gene mutations. All of them were 

heterozygous. UNC13D mutation (50%) is of the highest frequency in the above genes. The splicing mutations (38%) were the 

main type of UNC13D mutations，and missense mutations or frame-shift mutations were also foun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ages of onset and laboratory data of neutrophils, thrombocytes, NK cell activities within the three groups: multi-site 

mutations, single-site mutations and no mutations. EBV infection was detected in 70.3% patients. In mutation group, one patient 

died when he was in the period of inducing remission, and four patients were relapsed. Among them four patients were infected 

with EBV and one patients was negative at the onset while positive in recurrence. Conclusions　UNC13D was the predominant 

causative gene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ccording our data.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relevance between age of onset, severity of 

disease and gene mutations.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a patient with HLH gene mutation infected by EBV,  which it might mean 

a poor pro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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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血细胞综合征（hemophagocytic syndrome，
H P S）又称为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HLH），其病情

进展迅速，死亡发生率高。HLH 分为原发性和继发

性两种类型，其中原发性 HLH 包括家族性（familial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FHL 1 ~ 5）及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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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缺陷相关综合征。其发病机制主要是由于穿孔素活

性、表达及细胞脱颗粒缺陷，导致NK细胞及细胞毒T
细胞杀伤功能减低形成所谓“细胞因子风暴”引起多

器官损伤 [ 1 ]。目前研究有12种基因与HLH发病相关，

包括9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基因及3种X连锁相关基

因 [ 2 ]。纯合子突变或等位基因双重杂合子突变导致原

发性HLH，其发病年龄早，易于复发，最终需要用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才能根治。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

研究证实，HLH存在单基因突变或非等位基因突变，

通过不同作用机制影响NK细胞或细胞毒T细胞功能

导致HLH发病 [ 3 ]。本研究针对确诊为HLH患儿进行

常见的10种已知突变基因检测（包括SH2D1A、XIAP、
PRF1、UNC13D、STX11、STXBP2、RAB27A、AP3B1、
LYST及 ITK），探讨基因突变分布及其临床意义。

1　临床资料

收集 2012年 7月－2015年 11月在武汉儿童医院

住院确诊为HLH 37例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23例、

女14例，中位年龄2 .6岁（0 .2~13 .1岁）。HLH诊断均

符合国际组织细胞协会 HLH 2004诊断标准（至少8条

标准中满足 5条）。

采用EDTA抗凝管采集 2 mL患儿外周血，分离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双色免疫荧光法在6小时内完成

染色，分别标记CD 3 /CD 19、CD 3 /CD 4、CD 3 /CD 8、
CD 16 / 56抗体，采用流式细胞仪（美国BD公司生产，

型号FACS420）检测。PCR体外扩增方法检测EB病毒

DNA。EBV核酸扩增荧光检测试剂盒由广州达安基因

公司提供。按步骤行细胞分离、DNA提取及PCR扩增，

检测范围5 . 0×102 ~ 5 . 0×108 copy/mL，< 5 . 0×102 
copy/mL为阴性。

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和家长知情同意，

采集患儿外周血2 mL利用酚氯仿抽提法提取基因组

DNA样本。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SH2D1A、
XIAP、PRF1、UNC13D、STX11、STXBP2、RAB27A、
AP3B1、LYST及 ITK基因的外显子及其侧翼内含子区

片段进行筛查。PCR产物经纯化后，由生物公司采用

直接测序，测序结果同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NCBI) GeneBank数据库进行突变位点对比。其中26
例患儿因经济原因仅检测 PRF1、UNC13D、STX11、
STXBP2、SH2D1A、XIAP共 6个基因序列，其余 11例

患儿进行全部10个相关基因测序。

37例患儿中起病时有血小板减少者（PLT< 100× 
109 /L）34例（91 . 9 %），仅 8例合并有凝血时间延长。

起病时平均白细胞计数（WBC）为3 .65×109 /L，29例

有粒细胞减少（78 . 4 %），13例粒细胞缺乏（35 . 1 %）。

中位铁蛋白数为 4 757 μg/L，10例患儿铁蛋白指标

> 10 000 μg/L。24例（64 . 8 %）患儿CD 4 /CD 8比例

< 1 . 4 : 1。26例（70 . 3 %）患儿EB病毒DNA阳性，其

EBV DNA载量的中位值为3 .93×104 copy/mL。
37例HLH病患中，22例（男 16例、女 6例）检出

基因突变，共 26个突变，其中有 4例患儿有 2个或以

上突变；其余15例患儿暂未检测出基因突变。22例检

出基因突变的患儿均为杂合突变，未见纯合突变。其

中 8例有错义突变，2例移码突变，12例内含子突变。

UNC13D突变例数最多（13个），并以内含子剪切位点

突变为主10例（38%）。同时包括错义突变和移码突变，

其次是ITK突变4例，LYST突变3例，STXBP2突变2例，

XIAP、PRF1、STX11、AP3B1突变各1例。患儿中未检

出SH2D1A及Rab27a基因突变。

同一基因位点复合杂合突变 2 例（病例 3 0
为 UNC13D  c . 2831 - 27 G>A、UNC13D  c . 1056 -
13 C>A，病例 34 为 UNC13D 3078 del 24、UNC13D 
c. 1055 + 1 G>A），不同基因位点杂合突变2例（病例27
为UNC13D c. 2709 + 1 G>A、LYST c. 10564 + 18 G>A，

病例 32 为 LYST c. 1240 T>C、ITK c. 647 + 28 C>T、
UNC13D c. 754 - 8 C>T、STXBP2 c. 1452 + 38 G>A）。8
例错义突变见表1。

基因突变组与无基因突变组中位年龄分别为2 . 1
（0 . 4 ~ 13 . 1）岁、2 . 7（0 . 2 ~ 6 . 7）岁，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 0 . 05）。存在多位点突变、单一位点突变及无突

变组在中性粒细胞计数、血小板数值、铁蛋白含量和

NK细胞计数上无明显差异（P 均 >0 .05）。
37例患儿中，1例初诊时死亡，4例复发（其中死

亡3例），均为基因突变组患儿，年龄从5个月至13岁。

其突变基因、临床表现及预后见表2。5例患儿均按照

HLH- 2004方案给予治疗。1例（病例2）在初始治疗期

间病情未得到控制死亡，其UNC13D的c. 2825 G>C错

义突变造成 942位丝氨酸转换为半胱氨酸，其父患有

神经纤维瘤，其余病例无HLH及其他肿瘤阳性家族

史。复发的 4例患儿在初次确诊给予 8周的诱导治疗

疾病均缓解，分别于2月－8月后复发，病例27、34、36 
在复发后给予再次诱导治疗效果不佳，合并多器官功

能障碍后死亡。病例35复发后治疗缓解，目前无病生

存。有 2例杂合突变：病例 27和病例 34。除UNC13D 
c.2709+1G>A 突变及UNC13D c.1055+1G>A突变外，

其余基因突变在既往研究中未见报道。5例患儿中EB
病毒感染 4例，其中病例 27在疾病初期无EB病毒感

染（EBV-IgM、IgG均阴性，EBV-DNA阴性），而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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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检测EBV-IgM阳性、EBV-DNA为3 .23×104 /mL提

示新近感染。5例中2例有中枢神经系统改变且均在复

发时出现临床症状，其余 35例HLH患儿无中枢神经

系统症状。

2　讨论

HLH是一类病因及发病机制复杂、临床表现多样

的综合征。现代研究证实HLH与免疫紊乱及免疫缺

陷相关，本研究列出的10种与HLH相关的基因，可导

致促凋亡细胞，NK细胞和细胞毒T细胞杀伤功能减

低及缺乏。PRF1（与FHL- 2相关）基因缺陷与穿孔素

的功能异常有关，而UNC13D（FHL- 3相关）、STX11
（FHL- 4相关）、STXBP2（FHL- 5相关）、RAB27A（2型

Griscelli综合征相关）、AP3B1（Hermansky-Pudlak综

合征Ⅱ型相关）、LYST（Chediak-Higashi综合征相关）

基因缺陷可导致NK细胞和细胞毒T细胞脱颗粒异常。

SH2D1A和BIRC4基因分别参与淋巴细胞活化信号分

子相关蛋白（signaling lymphocyte activation molecule-
associated protein, SAP）、X连锁凋亡抑制蛋白的合成

（X-linked inhibitor of apoptosis protein, XIAP），ITK是

IL- 2诱导的T细胞激酶，以上 3种相关基因缺陷导致

T细胞、NK细胞、B细胞的免疫功能异常，也更易受到

EB病毒感染影响 [ 2 ]。

最近的研究表明，HLH 基因突变在不同人群及

种族中存在差异。德国和中东地区 PFR1 是主要突

变基因，STX11 在土耳其占优势。北欧地区未发现

UNC13D突变 [ 4 ]。而在亚洲地区情况则不同，在日本

HLH 19 %为PRF1突变，20 %~ 25 %为UNC13D[ 5 ]；在

韩国UNC13D突变占绝对优势为 89 % [ 6 ]。本研究中

UNC13D突变发生率最高（50 %），以内含子剪接突变

为主。中国人群中HLH相关基因突变分布情况尚无完

整报告。复习在国内外期刊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人群

文章，共发现原发性HLH 44例，PRF1和UNC13D突变

占优势，其中PRF1突变以 c. 503 G>A为主，UNC13D
以c.766C>T和c.1228A>C为主 [7-9]，与国外报道不同。

在日本PRF1突变以1090_1091delCT和207del常见[10]，

韩国UNC13D以c.754-1G>C剪切突变常见 [6 ]。

既往研究认为，原发性HLH一般发病年龄早，病

情较重。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在成人（> 18岁）中也

存在原发性HLH。有研究在 175例成人HLH中发现

25例（14 %）患者存在PRF1、MUNC13-4、STXBP2 等

突变 [ 3 ]。另有研究在195例成人中也发现10例原发性

HLH [ 11 ]。本研究表明，起病年龄这一因素在无基因突

变、单等位基因或双等位基因突变的患儿中未见明显

差异，并且本研究中 2例死亡患儿均为青少年；同时

还发现 37例HLH中有无基因突变、多位点突变或单

一位点突变与患儿白细胞、中性粒细胞、血小板计数

无明显相关性，在凝血时间及铁蛋白计数上亦无明显

差异。因此从患儿的起病年龄及相关脏器功能障碍的

严重程度上已经很难鉴别原发性及继发性HLH。从临

床角度来说疾病最初缓解后复发支持原发性HLH诊

断，原发性HLH一般会发生与细胞毒T细胞及NK细

表1　8例错义突变的患儿基因

病例 性别 年龄 突变基因 外显子 核苷酸改变 氨基酸改变

2 男 11岁10个月 UNC13D 29 c.2825G>C p.Ser942Cys
10 男 5岁8个月 XIAP 4 c.1091G>A p.Arg364Lys
14 男 1岁7个月 UNC13D 30 c.2972C>T p.Pro 991Leu
19 男 3岁7个月 STX11 1 c.627A>C p.Ser209Arg
22 男 7个月 UNC13D 4 c.267A>C p.Phe89Leu
29 男 8岁2个月 UNC13D 7 c.604C>A p.Leu202Met
31 女 2岁2个月 PRF1 2 c.10C>T p.Arg4Cys
32 女 4岁9个月 LYST 5 c.1240T>C p.Cys 414Arg

表2　预后不佳患儿（复发或死亡）临床资料

病例 年龄 性别 突变基因
内含子 /
外显子

核苷酸改变
诊断至复发或

死亡间隔 /月
结局

有无中枢神

经系统受累

EBV-DNA负荷 /
copy ·mL－1

2 11岁10个月 男 UNC13D Exon29 c.2825G>C 1 .5 死亡 无 1 .85×105

27 5个月 女 UNC13D
LYST

Intron28
Intron46

c.2709+1G>A
c.10564+18G>A

8 复发 (死亡 ) 无 起病阴性，复发时阳性

34 5个月 男 UNC13D
UNC13D

Intron12
Intron31

c.1055+1G>A
3078del24

8 复发 (死亡 ) 有 阴性

35 1岁8个月 女 ITK Intron10 c.985+75G>A 3 复发 无 6 .66×105

36 13岁1个月 男 LYST Intron8 c.3556 - 28A>C 2 复发 (死亡 ) 有 1 .4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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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功能相关的基因出现双等位基因突变、纯合突变或

在家族中有重现HLH表现 [ 12 ]。本研究的4例复发及1
例死亡患儿虽然符合原发HLH表现，然而仅有1例为

双等位基因突变，其余则为单等位基因突变或非等位

基因杂合突变。因此，除了可能存用目前检测手段未

能检查出的HLH相关基因外，单等位基因突变同样也

造成了部分细胞毒T细胞及NK细胞功能缺陷，在感

染的打击下导致严重甚至致死的HLH。有研究认为，

HLH是一种外在触发因素与遗传素质联合作用的结

果，这种联合作用由于外在因素及基因因素的不同权

重最终导致的继发性HLH及FHL的发病[12]。研究证实，

HLH相关基因的不同基因位点突变存在协同效应 [ 13 ]，

STXBP2单等位基因的突变同样导致FHL发病 [ 14 ]。因

此HLH可能不仅仅是一种染色体隐性遗传疾病。

另外，在本研究的 37 例 HLH 患儿中有 70 . 3 % 
EBV感染，EBV感染率在基因突变组为68 . 2 %，而无

基因突变组为73 .3%，两者无显著差异。5例复发或死

亡患儿中4例有EBV感染（伴基因突变），1例无EBV
感染患儿存在等位基因双重杂合突变可能是其死亡

原因。而无基因突变组即使有EBV感染也无一例发

生不良预后。相比无基因突变组存在至少一种基因突

变时合并EBV感染似乎预后更差。EBV感染是HLH
最常见的继发原因，与欧美国家相比亚洲人群的EBV
感染率高。北京友谊医院研究中，246例HLH患儿中

有41 . 6 %的EBV感染率 [ 15 ]。而北京儿童医院的研究

则有82%的儿童HLH有EBV感染，对其中67例EBV-
HLH患儿行PFR1、UNC13D、STX11、SH2D1A、XIAP、
ITK基因测序发现有8例含有错义或剪切突变 [9 ]。随着

对HLH基因测序的重视及开展，越来越多的EBV感

染相关的HLH被证实有遗传或基因缺陷背景。

总之，本研究部分反映了HLH相关基因在中国的

人群分布特点，发现更多的单基因突变位点及非等位

基因双重杂合突变在HLH中存在。对于伴有EBV感

染患儿如果存在基因突变的遗传背景，EBV DNA定

量的持续监测可能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1] 唐雪梅 , 赵晓东 . 噬血细胞综合征遗传特点与免疫发病机

制 [J]. 中国实用儿科杂志 , 2012, 27(10): 744-747.
[2] Filipovich AH, Chandrakasan S. Pathogenesis of Hemo-

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J]. Hematol Oncol Clin 

North Am, 2015, 29(5): 895-902.

[3] Zhang K, Jordan MB, Marsh RA, et al. Hypomorphic 

mutations in PRF1, MUNC13-4, and STXBP2 are asso-ciated 

with adult-onset familial HLH [J]. Blood, 2011, 118(22): 

5794-5798. 

[4] Horne A, Ramme KG, Rudd E,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PRF1, STX11 and UNC13D genotype-phenotype correlations 

in familial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J]. Br J 

Haematol, 2008, 143(1): 75-83. 

[5] Ueda I, Ishii E, Morimoto A, et al. Correlation between 

phenotypic heterogeneity and gene mut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familial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FHL) [J]. 

Pediatr Blood Cancer, 2006, 46(4): 482-488.

[6] Yoon HS, Kim HJ, Yoo KH, et al. UNC13D is the predominant 

causative gene with recurrent splicing mutations in Korean 

patients with familial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J]. 

Haematologica, 2010, 95(4): 622-626.

[7] 童春容 , 刘红星 , 谢建军 , 等 . 难治性病毒感染和原发噬

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相关基因突变研究 [J]. 中

华内科杂志 , 2011, 50(4): 280-283. 

[8] 孙瑞娟 , 肖娟 , 张建平 , 等 .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噬血细胞综合征 [J]. 中华儿科杂志 , 2014, 52(2): 94-98.
[9] Zhizhuo H, Junmei X, Yuelin S, et al. Screening the PRF1, 

UNC13D, STX11, SH2D1A, XIAP, and ITK gene mutations 

in Chinese children with Epstein-Barr virus-associated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J]. Pediatr Blood 

Cancer, 2012, 58(3): 410-414. 

[10] Nagai K, Yamamoto K, Fujiwara H, et al. Subtypes of 

familial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in Japan based 

on genetic and functional analyses of cytotoxic t lymphocytes 

[J]. PLoS One, 2010, 5(11): e14173.

[11] Wang Y, Huang W, Hu L, et al. Multicenter study of 

combination DEP regimen as a salvage therapy for adult 

refractory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J]. Blood, 

2015, 126(19): 2186-2192.

[12] Cetica V, Sieni E, Pende D, et al. Genetic predisposition to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report on 500 patients 

from the Italian registry [J]. J Allergy Clin Immunol, 2016, 

137(1): 188-196.

[13] Zhang K, Chandrakasan S, Chapman H, et al. Synergistic 

defects of different molecules in the cytotoxic pathway lead 

to clinical familial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J]. 

Blood, 2014, 124(8): 1331-1334.

[14] Spessott WA, Sanmillan ML, McCormick ME, et al.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caused by dominant-

negative mutations in STXBP2 that inhibit SNARE-mediated 

membrane fusion [J]. Blood, 2015, 125(10): 1566-1577.

[15] 曾祥宗 , 魏娜 , 王旖旎 , 等 .  61 例 EBV 相关噬血细胞性

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患者的疗效及预后分析 [J]. 中华血

液学杂志 , 2015, 36( 6 ): 507-510.
(收稿日期：2017 -01 -06 )

(本文编辑：邹　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