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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血细胞综合征治疗理念的热点问题 

和研究新进展 

王旖旎 王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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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血细胞综合征(HPS)又称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 

细胞增多症(HLH)，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临床上 

以过度活化的免疫系统导致严重的过度炎症反应和病 

态免疫表现为特点。其临床表现由一组非特异性的炎 

症反应构成，但却有不同类型的潜在病因。根据诱因 

不同，一般分为原发性 HLH和继发性 HLH。原发性 

HLH存在遗传性的基因缺陷，而继发性 HLH则由很 

多基础疾病造成，最常见的病因包括感染、恶性肿瘤及 

自身免疫性疾病。HLH的第一个治疗指南于 1994年 

由国际组织细胞协会制定，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治疗方 

案，将 HLH的5年生存率从过去的不足 10％提高到 

50％左右。然而，HLH仍是一种难治性疾病，现有的大 

多数诊断和治疗经验均来自于存在基因缺陷的儿童患 

者。在过去的10多年中，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 HLH 

可以发生于各年龄阶段人群，基因缺陷导致的 HLH仅 

是 HLH各种类型的冰山一角。关于 HLH的治疗观点， 

有很多值得讨论的话题，例如传统治疗手段在不同类型 

HLH中的应用价值、新型的HLH治疗手段以及个体化 

治疗策略等。随着对 HLH认识的不断深入，目前关于 

如何治疗 HLH的观点也在不断更新。 

一

、HLH的传统诱导治疗手段 

在第一个 HLH治疗指南——HLH一1994方案诞生 

前，HLH是一种致死性疾病，平均生存时问仅2个月。 

HLH一1994方案推荐在 8周的诱导治疗期主要应用地 

塞米松(DEX)和依托泊苷(VP．16)两种药物。研究结 

果表明，该方案将 HLH的诱导缓解率从过去的不足 

10％显著提高到70％左右。随之进行的异基因造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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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移植(allo．HSCT)更使得近 50％的患者受益  ̈。 

HLH 2004是基于 HLH．1994的重新修订，将环孢霉素 

(CsA)提前至诱导期与 VP一16同时使用，主要是为了在 

诱导治疗期增强诱导方案抑制活化的免疫细胞增殖并 

阻止细胞因子风暴的能力。2015年国际组织细胞协会 

年会报道了关于 HLH．2004与HLH一1994方案疗效对比 

的初步研究数据，显示 HLH一2004方案的诱导缓解率略 

高于 HLH一1994方案，但并无统计学差异。由于目前尚 

无充分证据支持 HLH患者可以从 HLH一2004方案获得 

更大收益，我们并不推荐对病因尚不明确的 HLH患者 

开始 HLH诱导治疗时使用 CsA，因为并不能除外恶性 

肿瘤的潜在可能性。无论是 HLH一1994还是 HLH一2004 

方案临床试验，其招募的患者几乎都是儿童或原发性 

HLH患者，至今仍缺少关于成人 HLH和各种不同病原 

学类型的继发性 HLH患者的大样本前瞻I生临床研究数 

据。关于传统治疗手段是否适用于继发性 HLH及成年 

患者，逐渐成为值得探讨的话题。 

EB病毒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EBV—HLH)是儿童 

和成年患者中最常见的类型。一项来 自日本的研究数 

据结果表明，90％的EBV—HLH患者经过 HLH一1994或 

HLH．2004方案治疗后获得缓解，并且在确诊后4周内 

使用 VP．16的患者转归优于未使用者 J。VP一16被认 

为在治疗 EBV．HLH中起关键作用，不仅是因为 VP一16 

可以诱导活化的免疫细胞凋亡，还可以抑制 EBV感染 

细胞的EBV核抗原合成和转化 J。但 EBV—HLH是一 

种异质性疾病，从轻症的自发缓解到侵袭性进展甚至死 

亡，尤其在成年患者的临床研究中，并未能得出与儿童 

患者相似的结果。EBV．HLH的疗效受到很多因素的影 

响，如疾病的进程及严重程度、EBV载量以及是否存在 

T细胞克隆性改变等。有研究认为，T细胞克隆的检测 

是预测 EBV．HLH患者对治疗应答反应的有效手段 。 

虽然传统的治疗方案基本适用于 EBV—HLH，但是针对 

难治性 EBV．HLH治疗新手段的研究仍然非常必要。 

Chellapandian等 认为利妥昔单抗对控制 EBV感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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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这与利妥昔单抗作用于 CD20 B细胞的机制一 

致。然而在亚洲 EBV—HLH患者中，EBV更多地感染 T 

细胞。最近的研究认为，培门冬酶、脂质体多柔比星、 

VP—l6联合甲基强的松龙的联合化疗方案(L—DEP)在难 

治性 EBV-HLH患者中的应答率达到 82％ 。 

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MAS)是继发性 HLH的另 
一

种表现形式，由自身免疫性疾病导致。一项全球性 

多中心的关于系统性青少年特发性关节炎(sJIA)导致 

MAS的研究结果显示，所有患者均接受皮质醇治疗 ， 

61％的患者接受了CsA治疗，但是只有 12％的患者使 

用 VP一16。标准的HLH-1994方案并不是 MAS治疗的 
一 线推荐，在某些情况下，甲基强的松龙的脉冲式给药 

方案似乎更好 。对 MAS患者采用不含 VP．16的诱 

导方案，主要是因为这些患者对单纯的糖皮质激素治 

疗即有较好的应答反应，从而也避免了VP一16的潜在 

毒性。然而，对于年龄较大的患者或者使用皮质醇激 

素和 CsA治疗后 MAS持续活动的患者，应考虑采用 

HLH-2004方案 。目前关于恶性肿瘤相关 HLH的研 

究数据较少，CHOP方案在成人淋巴瘤相关 HLH患者 

中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 J。很多研究认为淋巴瘤相 

关 HLH与其他类型的HLH相比，转归极差。 

由于成人HLH在近几年才得到重视，目前尚无针 

对成年患者的治疗指南。关于 HLH-1994方案是否适 

用于成年患者，目前尚无充足的研究数据证实。近来一 

项回顾性研究指出，使用 VP．16作为一线治疗与较好的 

转归相关 。但也有研究认为是否接受含 VP．16的治 

疗方案对总体生存并没有显著影响 J。北京 HLH协作 

组的登记资料显示，含 VP一16的诱导方案和不含 VP一16 

的诱导方案其应答率分别为61．4％和51．9％；从不含 

VP-16的诱导方案获益的大多为MAS患者；成年原发』生 

HLH患者的疗效与儿童相似，但淋巴瘤相关 HLH患者 

的治疗应答率明显低于其他类型的 HLH。另外，成年 

患者的药物剂量通常需要调整，因其对 VP-16的耐受性 

相对较差，主要表现在骨髓抑制方面。Henter等  ̈强调 

了根据年龄调整 VP一16剂量的重要性，在成年患者中根 

据不同年龄可下调剂量至 100 mg／m ，甚至50 mg／m 。 

总的来说，在新的有效治疗方案被证实之前，无论 

在儿童或成年患者，传统的诱导治疗方案(HLH．1994 

和 HLH一2004方案)都是一种相对可靠的治疗手段。 

但在成年患者中，其有效率相对低于儿童患者。这种 

差异可能是由于成年患者存在更复杂的病原学基础和 

更多的诱因。类似 HLH一1994的治疗方案(调整剂量 

及用药时间)常可以个体化应用于不同状态的患者。 

二、新的治疗手段 

尽管 HLH．1994方案明显改善了 HLH患者的转 

归，但仍有约 30％患者对传统治疗方案无应答 ，需要 

开展更多关于新治疗手段的研究以降低 HLH病死率。 
一

项单中心临床研究观察了使用抗胸腺球蛋白(ATG) 

联合传统治疗方案治疗38例 HLH患者的疗效，发现其 

完全应答率达73％；但这些患者的早期复发率也非常 

高，并且在长期生存上未体现优势 。另一项被称为 

混合免疫治疗 的临床试验 (HIT．HLH)正在进行 中。 

DEP方案是由脂质体多柔比星、VP一16和甲基强的松 

龙组成的联合化疗方案，被评价为第一项成人 HLH的 

前瞻l生临床研究 。初步研究结果显示，其总体应答 

率高达 76．2％，并且在成人难治性 HLH患者中有较 

好的耐受性。由于继发性 HLH是成人 HLH最主要的 

形式，DEP方案可能成为HLH诱导治疗向病因治疗过 

渡的桥梁。一些其他治疗手段也在小样本队列中进行 

尝试，如脾脏切除术治疗原因不明的难治性 HLH，在 

这项纳入 19例患者的研究中，7例在脾脏找到淋巴瘤 

证据 。因此脾脏切除术可考虑作为原因不明的复 

发难治 HLH的诊断和治疗手段。 

随着对 HLH发病机制研究的进展，治疗策略也从 

全免疫抑制向生物制剂靶 向治疗转变。阿仑单抗 

(Alemtuzumab)能够迅速有效地消除表达 CD52的细 

胞。由于 T细胞在HLH发病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阿 

仑单抗在难治性 HLH中体现了很好的应答率，适用于 

存在基因缺陷或免疫缺陷的患者  ̈。但 目前尚不明 

确这种强烈的免疫清除是否适用于潜在病因纷繁复杂 

的成人 HLH。动物模型试验证实，干扰素(IFN)一 在 

HLH的发病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被认为在治疗 

难治性 HLH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关于 IFN-̂y 

的Ⅱ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无论是原发性还是继发性 

HLH，在使用 IFN- 中和剂后均达到了较好的应答。 
一 些细胞因子的靶向生物制剂也在 HLH中尝试 ， 

尤其是 MAS患者。肿瘤坏死因子(TNF)- 、白细胞介 

素(IL)-6或者 IL．1 B在一些个例报道中均认为有较好 

的疗效 。然而，HLH患者是否能从生物制剂中获 

益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因为在一些自身免疫 

性疾病和血液系统肿瘤中，它们也可能导致 HLH的发 

生 。我们认为，在潜在病因尚未明确之前，单独的 

细胞因子靶向生物制剂并不推荐于 HLH的一线治疗， 

因为不同类型 HLH的细胞因子谱特征并不相同。最 

近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卢索替尼(Ruxolitinib)可能 

成为原发性 HLH的新的治疗方式，这个观点已经在两 

种不 同类 型 的 HLH基 因缺 陷小 鼠中得 到证实。 

JAK1／2信号途径是许多关键炎症因子受体的下游途 

径，卢索替尼作为 JAK1／2的抑制剂可以阻断多种参 

与 HLH发生发展的细胞因子介导的信号传导。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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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研究应该证实其在 HLH患者中的有效性 。其 

他新的治疗靶点，如高迁移率族蛋白 B1(HMGB1)和 

IL一33也在其他 HLH模型中被证实可能用于 HLH的 

治疗。这些研究结果均显示，作用于细胞因子信号途 

径的药物可以有效控制“炎症因子风暴”。 

三、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 

由于原发性 HLH存在固有的免疫缺陷，因此， 

allo．HSCT是 目前有望治愈原发性 HLH的唯一途径。 

近年来的研究证实，原发性 HLH可以迟至成年期发 

病，免疫学功能检测和基因测序的开展在儿童和成人 

中都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我们决定患者是否必须接 

受 HSCT来延长生存。但是，关于存在 HLH基因缺陷 

的健康未发病人群，是否需要立刻接受 HSCT始终是 
一 个难以抉择的问题，其接受 HSCT的恰当时机至今 

尚无定论。清髓预处理(MAC)方案可能与高移植相 

关死亡率和发病率有关，因此最近的研究集中在减低 

剂量预处理(RIC)方案。与 MAC方案相比，尽管 RIC 

方案降低了毒性反应，但是移植后混合嵌合状态的发 

生率却明显升高。混合嵌合的发生与 HLH的潜在病 

因、干细胞来源以及预处理方案中是否使用阿仑单抗 

有关。移植物为脐带血，以及移植近端使用阿仑单抗 

或高剂量阿伦单抗的患者发生混合嵌合 的机率较 

高_1引。有研究认为，在原发性 HLH患者移植后期，供 

受者的 20％ ～30％混合嵌合即可防止 HLH的再活 

化_2 。这些研究都认为 RIC可能是对 HLH患者进行 

allo．HSCT的合理手段。然而，低水平的混合嵌合状态 

存在 HLH复发的风险。HSCT在成年 HLH患者中的 

应用尚无大样本数据的报道，有研究认为成年患者接 

受 HSCT后的死亡风险较年轻患者明显升高 。最 

近，我们的单中心研究报道了接受 MAC方案的 30例 

成年患者，结果显示 HSCT可能是治疗成人 HLH的有 

效手段 。由于控制 HLH潜在病因是 HLH缓解后 

治疗的关键，移植物不仅可以修复基因缺陷，也可能通 

过移植物抗宿主病效应对抗侵袭性肿瘤。 
一

些个例报道认为，自体 HSCT(auto—HSCT)可用 

于某些类型的HLH，如部分淋巴瘤和 sJIA，但是缺乏相 

关的研究数据支持。一项新的研究倾向于将 auto-HSCT 

与基因治疗联合应用于基因缺陷修复。将有功能的穿 

孔素基因转移到穿孔素基因缺陷小鼠的自体造血干细 

胞，可以恢复穿孔素的表达，部分修复细胞毒缺陷，改 

善 HLH症状 。信号淋巴细胞活化分子相关蛋白 

(SAP)基因转移的疗效在 x连锁淋巴组织增生性疾 

病(XLP)小鼠模型中也得到证实。如果这些研究结果 

在 HLH患者中能够成功复制，将成为 HLH治疗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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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进展。我们认为，特异性的基因修复技术将可能成 

为治疗原发性 HLH的有效手段，与 allo—HSCT相比，其 

系统性毒性和移植相关死亡率较低。但需要注意的 

是，移植后的患者也有发生 HLH的风险。一项关于 

42例移植后 HLH患儿的回顾性研究结果提示，移植 

后早期的 HLH是 HLH的一种特殊形式。感染尤其是 

病毒感染，是移植后 HLH的主要诱因。含有 VP一16的 

预处理方案可能降低发生移植后 HLH的风险 。 

尽管传统治疗方案在不同类型 HLH患者的应答 

率不同，但 HLH-1994方案仍是一种可靠的诱导治疗 

手段。关于难治性 HLH及针对不同类型 HLH新治疗 

手段的研究结果提示，这一致死性疾病的转归有望得 

到进一步改善。在过去的10余年成人 HLH逐渐受到 

关注。由于 HLH的异质性，尤其对于成年患者，临床 

进程更是表现不一，因此，鉴别 HLH的潜在病因从而 

制定分层治疗策略尤为重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个体 

化治疗对于改善预后将起到更重要的作用。由于 

HSCT是目前唯一能够防止 HLH复发的手段，需要更 

多的研究来优化移植方案。HLH应该得到更多的关 

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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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血细胞综合征的骨髓象特征 

陈万新 

[关键词] 噬血细胞综合征； 骨髓象； 细胞形态学 ； 噬血细胞 

噬血细胞综合征(HPS)又称为噬血细胞性淋巴组 

织细胞增多症(HLH)，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淋巴细胞 

和组织细胞过度增殖、活化，分泌大量炎症因子，而引 

起的一种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的过度炎症反应状态， 

是病情凶险、进展迅速、病死率高的临床综合征。HPS 

分为原发性或遗传相关性 HPS(包括家族性 HPS和免 

疫缺陷综合征相关性 HPS)和继发性或获得性 HPS。 

原发性 HPS常见于儿童，继发性 HPS以成人居多。按 

照病因通常将继发性 HPS分为 3类，分别为感染相关 

性 HPS、肿瘤相关性 HPS和其他原因(如幼年性类风 

湿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 、某些药物引起等)相关的 

HPS。肿瘤相关性 HPS可发生于恶性肿瘤治疗前或治 

疗过程中，多见于淋巴瘤、白血病、多发性骨髓瘤、生殖 

细胞肿瘤、胸腺瘤等。血液系统疾病中以淋巴瘤最多 

见，其次为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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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S的病理特征主要是单核巨噬细胞系统中出现良性 

的组织巨噬细胞浸润，组织巨噬细胞呈吞噬血细胞现 

象(噬血细胞)，吞噬最多的是红细胞，也可吞噬血小 

板和白细胞。受累器官有肝、脾、淋巴结、骨髓、中枢神 

经系统，此外，甲状腺、胸腺、肺、心脏、小肠 、肾和胰腺 

等器官亦可受累。HPS是从骨髓细胞形态学角度提出 

来的，其最重要的特征是在骨髓涂片中出现成熟的组 

织巨噬细胞 良性增生伴有活跃的噬血细胞现象 J。 

目前本病的诊断有赖于临床及实验室检查进行综合诊 

断，但骨髓涂片中找到噬血细胞 ，对疾病的诊断至关重 

要。现对文献报道中 HPS的骨髓象特征综述如下。 

一

、骨髓增生程度 

有文献报道，HPS中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活跃和明 

显活跃患者占54．9％ ～100．0％，综合国内文献报道， 

HPS中骨髓增生活跃和明显活跃患者占75．9％，增生 

减低及重度减低患者占24．1％[2-8]。Reiner等 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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