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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链球菌诱发噬血细胞综合征 1 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单鸣凤　周　凯　田　野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感染科（江苏南京　210008）

摘要：　目的　探讨肺炎链球菌感染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HPS）的临床特点。方法　回顾分析1例肺炎链球菌感

染相关性HPS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复习国内外相关文献。结果　患儿，男，12个月。以发热、咳嗽、气促、肝脏肿大为主要

临床表现，伴血细胞减少，铁蛋白、可溶性 IL- 2受体和C反应蛋白异常升高；骨髓见噬血现象；影像学提示肺部感染。病

原为多重耐药肺炎链球菌。予抗感染、免疫球蛋白、地塞米松、对症治疗后好转。文献复习共检索到4例相似病例，男3例、

女1例，年龄分别为3、8、25、37岁。均伴发热，以肝脏肿大、血细胞减少、C反应蛋白明显升高及噬血现象多见；肺部感染

2例，耳部感染1例，脓毒症1例；2例伴有严重基础疾病者预后差，另2例预后较好。结论　当发生肺炎链球菌感染，尤其

是多重耐药菌，经有效抗感染治疗后仍高热不退、肝脾肿大、血细胞减少、C反应蛋白异常升高时，应高度怀疑HPS，尽早

行相关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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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ophagocytic syndrome induced by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SHAN 

Mingfeng, ZHOU Kai, TIAN Ye (Department of Infection, Children's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8, 

Jiangsu,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HPS) associated with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one child with HPS associated with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relevant literatures were reviewed. Results　A 12-months boy presented with fever, cough, 

shortness of breath, hepatomegaly as the mai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accompanied by cytopenia, hyperferroteinemia, high 

level of soluble IL-2 receptor and C-reactive protein, and phagocytes were observed in bone marrow. Lung imaging examination 

indicated lung infection, and multidrug-resistant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was detected. After the treatment of antibiotics, 

immunoglobulin, dexamethasone, etc, the condition was improved. Four cases with relatively complete clinical data were 

retrieved from literature. There were three males and one female aged 3, 8, 25 and 37 years old respectively. All of the cases were 

accompanied by fever, and other common features include hepatomegaly, cytopenia, abnormally elevated C-reactive protein 

and hemophagosis. The reported infection includes two in the lung, one in the ear and one as sepsis. Two patients with severe 

underlying diseases had poor prognosis and the other two had better prognosis. Conclusions　When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Streptococcus pneumoniae infection should be highly suspected of HPS, particularly with multi-resistant bacteria after effective 

antibiotic therapy, high fever, hepatosplenomegaly, cytopenia, abnormally elevated C-reactive protein. Immediate laboratory 

investigation is highly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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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血细胞综合征（hemophagocytic syndrome， 
HPS）又称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emo-
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HLH），是一类由免疫

系统功能紊乱所致的综合征，其显著特点是骨髓或其

他淋巴组织器官中出现异常增多的组织细胞并伴有

活跃的吞噬血细胞。HPS分原发性（遗传性）和继发性

（反应性）两种。原发性是由于NK细胞和细胞毒性T
淋巴细胞的遗传缺陷引起；继发性是由于感染、自身

免疫性疾病、恶性肿瘤或代谢性疾病等引起。感染相

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IAHS）临床表现复杂，起病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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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容易误诊，病死率高；但如能早期诊断及时治疗则

可以改善预后。肺炎链球菌（streptococcus pneumonia，
SP）为革兰阳性菌，目前为止其引起相关性HPS报道

甚少。现回顾分析收治的1例SP感染相关性HPS患儿

的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复习以提高认识。

1 临床资料

患儿，男，12 个月。因“发热 5 天，咳嗽 2 天”于

2017年2月3日入住南京市儿童医院。患儿为G 2 P 2，
足月剖宫产，出生史及生长发育史无特殊，既往体健，

有一个姐姐体健，9岁，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史。患儿

于入院前 5天，无明显诱因下出现发热，热峰 40 ℃，

热型不规则，无寒战，于当地抗感染（具体不详）3天，

仍高热不退，且出现咳嗽，初为单声咳，后逐渐加重。

入院前 2 天，至我院就诊检查血常规示白细胞计数

（WBC）23 . 75×109 /L，中性粒细胞（N）56 . 0 %，血红

蛋白（Hgb）100 g/L，C-反应蛋白（CRP）160 mg/L；降

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14 . 71 ng/mL；胸片示左

下肺片状密度增高影。门诊予拉氧头孢联合阿莫西

林抗感染2天，仍伴弛张高热，咳嗽加重伴喘息，故收

治入院。入院时体格检查：体温 39 . 3 ℃，呼吸 45次 /
min，脉搏156次 /min，收缩压（SBP）/舒张压（DBP）：
77 / 50 mmHg；神志清，精神萎靡，呼吸急促，有鼻翼

煽动，三凹征阴性，面色无发绀，全身未见皮疹，浅表

淋巴结未扪及明显肿大；颈软，双肺呼吸音粗，左下肺

呼吸音减低，右侧呼吸音正常，均未闻及明显干湿性啰

音；心脏无异常；腹平软，无拒按，肝右肋下约2 cm，质

软边锐，无压痛，脾肋下未触及；四肢肌力及肌张力

正常，病理反射未引出。入院诊断为支气管肺炎。予

美罗培南联合夫西地酸抗感染，对症支持治疗。入院

后血WBC及Hgb开始下降（WBC 6 . 66×109 /L, Hgb 
86 g/L↓）；血呼吸道病原九项抗体 IgM均阴性（表1）；
痰 MP-DNA 阴性；血 EB 病毒衣壳抗原、核抗原、早

期抗原 IgG均阳性；血清EB病毒DNA阴性。经上述

治疗 3 天后，患儿仍高热不退，故进一步完善检查：

铁蛋白 833 . 9 ng/mL↑；可溶性白介素 - 2受体（sIL-
2 R）6 547 U/mL( 223 ~ 710成人 )↑；血常规及CRP：

WBC 3 . 88× 109 /L↓，N 0 . 58，Hgb 78 g/L↓，PLT 
265×109 /L，CRP 194 mg/L↑。腹部超声示肝脏较入

院时略增大（肝右肋下30 mm）。骨髓细胞形态学 (入
院第4天 )：骨髓增生明显活跃，粒系占82 . 80 %，红系

占7 . 20 %，粒 :红= 11 . 50 : 1；粒系增生明显活跃，早中

晚幼粒、杆状核比例增高，中性粒细胞胞浆内可见中

毒颗粒；红系增生减低，中晚幼红比例减低，形态大致

正常，成熟红细胞形态大致正常；淋巴细胞比例减低，

形态大致正常；阅全片见巨核细胞275个，分类25个，

其中幼稚巨核细胞 3个，颗粒型巨核细胞 11个，产血

小板型巨核细胞 11个，裸核型巨核细胞 0个，血小板

成簇可见；未见血液寄生虫及异常细胞；阅片可见组

织细胞及吞噬细胞现象（图1）。胸部CT平扫 (入院第

4天 )：左肺内示斑片状密度增高影，两侧胸腔内见水

样密度影（较前进展）。入院时采集痰培养回报：SP，
菌量+++，对红霉素、克林霉素、复方磺胺甲噁唑耐药，

对万古霉素、氯霉素、青霉素G敏感。入院第4天复查

痰MP-DNA及肺炎支原体 IgM均阴性，并同时复查痰

培养及降钙素原，痰培养结果仍为肺炎链球菌，降钙

素原0.92 ng/mL（较前明显下降）。血培养结果阴性（门

诊抽血）。入院第4天腰椎穿刺脑脊液常规及生化均未

见异常。头颅CT未见明显异常。

注：箭头所示组织细胞及吞噬细胞现象

图 1　骨髓形态学示 ( 瑞氏染色×1 000)

根据上述结果，按国际组织细胞协会定义的

HLH- 2004诊断标准 [ 1 ]，患儿于入院第 5天明确诊断

HPS。诊断后立即予免疫球蛋白1 g/(kg · d)，连用2天，

同时予地塞米松 10 mg/m 2，连用 3天后病情好转，逐

渐减停地塞米松，继续抗感染、对症支持治疗，地塞米

松于 10天后停用。入院第 13天复查各项检验指标均

基本恢复正常；胸片示胸水完全吸收，左下肺心影后

可见小片絮状密度增高影（较前明显改善）。由于在病

程中反复检测病原，均提示肺炎链球菌感染，故考虑

SP感染为诱发因素。出院后1个月复查胸片纹理清晰，

未见密度增高影。患儿门诊随访6个月，病情稳定，无

特殊。

2　讨论

在临床中，IAHS较其他类型继发性HPS更为常

见。SP是儿童社区获得性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之一。近

年来，由于耐青霉素SP及多重耐药菌株增加，给临床

治疗带来困难，导致严重并发症的发生。本例患儿经

过反复多种病原学检测，最终确认SP为本例HPS的

诱因。SP感染相关性HPS报道甚少 [ 2 - 6 ]，经过文献复

习共检索出4例患者具有相对完整的临床资料。本例

患儿为多重耐药性SP感染，感染部位为肺部。检索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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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同有关，有待进一步证实。故对 IAHS的治疗不应

拘泥于HLH- 2004推荐的治疗方案，应根据具体情况

选择个体化治疗方案。

综上，HPS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及时诊治是改

善预后的关键。本研究提示，当患者发生多重耐药性

SP感染，经有效抗感染后仍高热不退、肝脾肿大、血

细胞减少、CRP异常升高时，应高度怀疑HPS，尽早行

相关生物学检测及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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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2例（1例数据缺失）感染多重耐药性SP，肺部感

染 2例，耳部感染 1例，脓毒症 1例。提示多重耐药性

SP诱发HPS多见，因此临床中遇到多重耐药SP感染

时，需保持警惕。

IAHS主要病理生理包括：①T淋巴细胞和巨噬

细胞的过度增殖和活化；②细胞因子风暴的形成 [ 7 ]。

本例患儿炎症因子 IL- 1 β、sIL- 2 R、IL- 6、IL- 10、
TNF-α均明显高于正常，提示炎症因子风暴参与了疾

病的发展。本例患儿病初CRP及PCT异常升高，在有

效抗生素治疗后，PCT明显下降，但临床症状无好转，

CRP持续升高。提示CRP可反映 IAHS的病情变化，

而PCT则可作为较理想的感染控制观察指标。在检索

病例中，除1例数据缺失，余均显示CRP明显升高，进

一步提示CRP可作为 IAHS的病情观察指标。

HPS早期症状不典型，通常以发热为首发症状，

其次肝脾肿大最为常见 [ 8 - 10 ]。本例患儿及检索病例均

伴发热，其中 4例出现肝肿大，同时伴脾肿大 1例，提

示此类患者可能更易出现肝肿大。有学者在15例HPS
儿童病例中，发现 13例在确诊时 SF≥ 500 μg/L，6
例纤维蛋白原≤ 1 . 5 g/L，7例三酰甘油≥ 3 . 0 mmol/
L [ 11 ]。本例患儿伴高三酰甘油血症、纤维蛋白原 > 
1 .5 g/L；检索病例中3例出现高三酰甘油血症，1例出

现纤维蛋白原≤1 .5 g/L。提示高三酰甘油血症较低纤

维蛋白原血症易出现，但需要大样本来证实。本例患

儿及检索病例中1例患儿行SF检测，血清浓度分别为 
833 . 9 μg/L和> 1 500 μg/L，提示SF检测的重要性

及实用性。文献报道，HPS 患者血细胞减少普遍存 
在 [ 8 - 9 ]。本例患儿白细胞总数及血红蛋白降低；检索

病例中3例患者血细胞数据完整，三系均降低者1例，

血小板和中性粒细胞同时降低者1例，血红蛋白和血

小板同时降低者 1例，因此监测血常规极其重要。另

外，噬血现象在所有病例中均可见到，提示及早行骨

髓检查的必要性。除了临床表现和骨髓检查外，在检

验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血常规和 SF可能是诊断HPS
的经济而有效的指标。

本例患儿及检索病例均未行化疗，最终3例好转，

2例死亡，死亡者均伴有基础疾病，1例伴有厌食症，

严重营养不良，另 1例伴有脾切除，提示可能细菌感

染相关HPS多数无需化疗，预后较好，但若伴有严重

基础疾病的患者预后较差。但也有报道，93例HPS中

23例细菌相关HPS患者多数使用HLH- 2004治疗方

案 [ 8 ]。这可能与细菌种类、毒力不同，或与研究的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