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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 (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HLH) ，也被称为噬血细胞 综 合 征

( hemophagocytic syndrome，HPS) ，是一类多器官、多系

统受累且危及生命的高炎症反应综合征，受浸润组织出

现噬血细胞现象是其最大特点。HLH 临床表现形式多

样，诊断困难，病情进展迅速，病死率高，早期进行诊断、
制定合理治疗策略至关重要。虽然目前用于 HLH 诊断

的临床以及实验室诊断指标众多，如铁蛋白、SF、sCD25、
血清新喋呤和腺苷脱氨酶等，但是这些指标均可见于多

种疾病，在寻找继发性 HLH 病因以及评估 HLH 患者预

后和治疗效果方面仍存在灵敏度不高、缺乏特异性、操

作复杂等问题，HLH 的诊断和预后评估仍为目前研究

热点。氟代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 /计
算机 体 层 摄 影 术 ( fluorodeoxy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computed tomography，FDG PET /CT) 作为一

种无创的全身性影像学检查手段，将功能显像与解剖显

像融合在一起，在 HLH 的诊断和治疗评估中显示出了

初步的价值，本文就 FDG PET /CT 在 HLH 诊治中的临

床应用进展进行综述。
1 噬血细胞综合征概述

HLH 是一种罕见疾病，1939 年由 Scott 等首次报

道，每年发病率约为 1 /800 000，男女比例约为 1 ︰ 7，平

均发病年龄约为 50 岁［1］，Henter 等( 1991) 研究指出，不

同国家、地区发病率可能存在差异［2，3］。HLH 分为原发

性或家族性噬血细胞综合征 ( primary HLH，PHLH) 和

继发性或获得性噬血细胞综合征 ( secondary /acquired
HLH，SHLH ) ，前 者 包 括 家 族 性 HLH ( familial HLH，

FHL) 以及免疫缺陷综合征，儿童多见，主要由基因缺陷

引起，基因测序是诊断原发性 HLH 的金标准; 继发性
HLH 可由多种因素诱发，包括感染相关性 HLH ( infec-
tion － associated HLH，IAHS) 、恶性肿瘤、风湿免疫相关

HLH 即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 macrophage activation syn-
drome，MAS) 、获得性免疫缺陷、药物等，病毒是最常见

的感染诱发因素，主要包括 EB 病毒、疱疹病毒、巨细胞

病毒等，结核杆菌感染是细菌感染继发 HLH 的最主要

诱发因素，而在中国，肿瘤继发 HLH 可达 60% 以上，主

要原发疾病为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尤其是淋巴瘤，又称

淋巴瘤相关 HLH( lymphoma － associated HLH，LAHS) ，

这可能与肿瘤本身与某些病毒相关有关［4］。儿童风湿

免疫相关 HLH 多见于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 ( sys-
temic juvenile idiopathic arthritis，SJIA) ，成人 Still 病( a-
dult onset still disease，AOSD) 和系统性红斑狼疮 ( sys-
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 ) 是成人风湿免疫相关

HLH 的主要原发疾病。杀伤细胞中颗粒介导的细胞毒

功能缺陷，被认为是两者的共同潜在发病机制［1］。
2 噬血细胞综合征的临床和实验室诊断

HLH 是一种临床表现形式多样的综合征，进展迅

速，多以死亡告终，病死率可达 40%［5］。患者主要临床

症状以及体征包括发热、肝脾肿大、全血细胞减少等，临

床表现错综复杂，并且不是所有诊断指标在最初都出

现，因此诊断困难，反复检查临床特征和实验室指标对

于诊断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大多数临床指南、前瞻性研

究以及治疗试验都集中在儿科患者，而近期研究报道指

出，40%的 HLH 患者为成人，不同类型 HLH 治疗策略

和转归存在差异，因此早期正确诊断、鉴别诊断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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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预后评估，以制定精准的治疗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

临床意义。
国际组织细胞学会 HLH － 2004 诊断标准指标包

括: 体温、脾脏体积、外周血常规、甘油三酯血症和( 或)

纤维蛋白原、骨髓或脾脏或淋巴结中噬血细胞，NK 细胞

活力、血清铁蛋白、可溶性 CD25 等［6］。2009 年 Filipovich
将成人 HLH 患者纳入研究，提出了新的诊断体系，但尚

未被广泛采纳［7，8］。HLH 的诊断基于一系列的临床、实
验室、免疫学以及组织病理学的检测，但每一项单独的

检查结果都缺乏特异性，尤其是对继发性 HLH 患者的

原发疾病诊断及预后评估。有研究指出，部分指标可用

于 HLH 治疗后临床有效、疾病缓解、曾经缓解和疾病活

动等疾病状态的评估，例如: 体温、脾脏体积、外周血常

规、铁蛋白、空腹甘油三脂、SF、sCD25、组织细胞噬血现

象等［9 － 11］。以往诸多研究表明，往往疾病进展或症状加

重或某一指标增高，都能够帮助临床医师作出诊断，而

如何更为准确的诊断和评估仍为目前的研究热点。
Kalyoncu 等［12］研究发现，血清维生素 B12 水平诊

断 AOSD 继发 HLH 的灵敏度 100%，特异度 75%。肝功

能损害可作为诊断的重要指标之一，越来越广泛地被重

视［13］; Lin 等提出［14］，虽然 HLH －2004 指南基于儿童患

者数据分析提出以 sIL － 2r≥2 400 U /ml 作为截断值，

诊断 HLH 的敏感性为 93%，特异性为 100%。但是对

于 MAS 合并 SJIA 的 2 项研究以 sIL － 2r≥2 400 U /ml
作为截断值，得出诊断敏感性为 89% 的结论，急性衰竭

诊断继发性 HLH 敏感性为 88% 的结论。20 项研究对
sIL － 2r 进行了动态随访，结果表明 sIL － 2r 降低与治疗

有效相关，并且 15 项研究得出结论 sIL － 2r≥10 000 U /
ml 可以预测预后较差; Bay 等［15］研究指出，血浆 miＲ －
205 － 5p、miＲ － 194 － 5p 和 miＲ － 30c － 5p 对诊断 HLH
具有一定的意义; Chen 等［16］研究发现，血清 Npt 截断值

为 148． 1 nmol /L，诊断 LAHS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0． 0% 和 78． 9% ; 腺 苷 脱 氨 酶 ( adenosine deaminase，

ADA) 截断值为 103． 1 U /L，诊断 LAHS 的敏感性和特异

性分别为 75． 0% 和 84． 2%，两者联合诊断的敏感性和

特异 性 分 别 为 90． 0% 和 94． 7%，因 此，血 清 新 喋 呤
( Npt) 和 ADA 在继发性 HLH 诊断中具有重要意义，并

且为疑似 LAHS 患者的诊断提供依据; Jenkins 等［17］对

分泌型鞘磷脂酶( secretory sphingomyelinase，S － SMase)

的研究发现，神经酰胺和鞘氨醇的平衡可能决定了 HLH
的临床转归; 血清高迁移率蛋白 － 1( serum 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HMGB － 1 ) 亦显示出了在继发性 HLH 诊

断、治疗效果评估中存在一定的价值［18］; 另外也有研究

对可溶性人类白细胞抗原 G( sHLA － G) ［19］、血清促红

细胞生成素［20］、血清血红素氧合酶 － 1［21］的临床价值进

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尽管临床以及实验室诊

断指标众多，但是，目前各项诊断指标均可见于多种疾

病，在寻找继发性 HLH 病因以及评估 HLH 患者预后和

治疗效果方面仍存在灵敏度不高、缺乏特异性、操作复

杂等问题。
3 FDG PET /CT 在 HLH 诊治中的临床应用

HLH 作为一种临床综合征，并非单个疾病，常常累

及全身多系统以及器官。FDG PET /CT 作为一种全身

性检查方法，在 HLH 的诊断、分期、治疗后随访、评估预

后中具有很大优势［22］:①FDG PET /CT 是一种无创性检

查手段; ②FDG PET /CT 是全身扫描，可以对病变所累

及的范围进行准确评估，从而有助于继发性 HLH 病因

的诊断和鉴别诊断，如在各种原因无法获得病理证据的

情况下，FDG PET /CT 检查可更好地识别淋巴瘤，从而

为选择 淋 巴 瘤 化 疗 还 是 免 疫 抑 制 治 疗 提 供 重 要 依

据［22］;③FDG PET /CT 显像剂为18 F － FDG，进行功能显

像，可准确评估病灶的代谢活跃程度，从而较为准确地

评估全身范围内肿瘤或者炎症负荷情况; ④PET /CT 检

查在评价患者骨髓浸润、淋巴结受累程度等方面，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22，23］。
FDG PET /CT 在 HLH 诊治应用中亦存在一定局限

性，如: HLH 的影像学表现并不特异，HLH 患者的 FDG
PET /CT 表现特点仍待进一步研究; FDG PET /CT 对中

枢神经系统是否累及的诊断作用并不明确，而 MＲI 能

够更好地发现头部异常，并且能够从影像学角度显示出
HLH 患者早期软脑膜和血管周围间隙淋巴细胞浸润，

病情进展时壳核、内囊、丘脑和齿状核钙化和坏死，脑白

质脱髓鞘，脑萎缩以及脑室扩张。
虽然有研究表明，通过 FDG PET /CT 扫描后所获得

的半定量参数在肿瘤性疾病以及炎性疾病的预后评估

中具有重要作用［24］，并且其在 SHLH 患者寻找潜在原

发疾病的应用中已经显示出潜在临床应用价值［25］，但

在 SHLH 诊治方面，仍缺少准确进行生存状况评估的手

段。近期部分研究将 FDG PET /CT 检查后所获得的半

定量数据与反映患者炎症状态的一些实验室指标进行

相关性分析［26，27］，部分指标显示出较好相关性，但是此

类研究较少，而且缺少大样本量的研究; 有研究尝试性

采用 SUVmax、SUVBM、脾脏 SUV 值( SUVSp) 、骨髓与肝

脏的平均 SUV 值比值( BM /L) 、脾脏与肝脏的平均 SUV
值比值( Sp /L) 、骨髓与肝脏的 SUVmax 值比值、脾脏与

肝脏的 SUVmax 值比值等半定量参数用于 HLH 患者的

预测预后研究中，认为有一定临床应用价值，并且有研

究指出骨髓以及脾脏的摄取与中性粒细胞以及 C 反应

蛋白呈正相关，并且这些参数均与患者的预后相关［22］。
但这些参数都是基于 SUV 的半定量参数，而 SUV 用于

全身性疾病评估时，具有以下局限性:①SUVmax 是一种

代表 FDG 最高代谢活性的单像素值，不能够代表肿瘤

或者病灶的生物学行为;②病灶越大，SUVmax 的统计偏

差越大;③SUVmax 受很多因素影响，如 ＲOI 的勾画、部
分体积效应、图像分辨率、重建方法、注射间隔时间和血

浆葡萄糖水平;④SHLH 是一种多器官组织受累的高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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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反应综合征，单像素值 SUVmax 不能够反映全身的炎

症状态。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敏感性和特异性更高的

半定量参数用于 HLH 患者的预后评估，并建立更为精

准的 HLH 患者预后预测模型。
肿瘤代谢体积( metabolic tumor volume，MTV) 是基

于肿瘤代谢信息所获得的体积参数，其在 FDG PET /CT
检查图像上将 SUV 处于某给定范围的全部体素分割出

来，并计算这些体素的体积，相对于提供单一代谢信息

的参数 SUV 来说，其更接近肿瘤负荷的概念。病灶糖

酵解总量( total lesion glycolysis，TLG) 是既包含了病灶

体积信息，又包含了病灶的代谢信息的另外一个参数，

与肿瘤负荷概念的距离又更近了一步。近期研究指出，

MTV 以及 TLG 用于肺癌、淋巴瘤、食管癌等肿瘤性病变

的生存状况评估中，是较 SUVmax 更好的、更有前景的

预后预测因子［28，29］。因此，MTV、TLG 有可能成为对多

器官、多系统受累的 HLH 生存状况进行评估的更为准

确的参数，是较为有前景的用于建立精准 HLH 患者预

后预测模型的半定量参数。
4 小结

FDG PET /CT 在 HLH 诊治策略制定中具有重要的

临床应用价值，但 HLH 患者的 FDG PET /CT 影像学表

现仍待进一步研究，探索更为准确评估 HLH 患者预后

的半定量指标以及建立精准预后预测模型仍将是今后

研究的热点和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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