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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血细胞综合征(HLH)是一种以T淋巴细胞和巨噬细

胞活化的失控以及炎性细胞因子过度生成为特征的免疫紊

乱状态。目前标准的HLH治疗方案，即HLH．94或HLH．04

方案，采用依托泊苷、地塞米松联合或不联合环孢素A治疗

活动期HLH，将疾病的缓解率从过去的不足10％提高到约

70％。HLH．94研究结果提示仍有约30％的患者对标准治

疗方案无应答，大多数死亡发生在开始治疗的最初几周⋯。

Janus激酶1／2(JAKl／2)抑制剂芦可替尼(ruxolitinib)在原发

性和继发性HLH小鼠模型中显示出良好的疗效【2。1。近期，

我们应用芦可替尼挽救治疗3例难治／复发性HLH患者，报

告如下并进行文献复习。

病例资料

例1，男，19岁，反复发热10个月余。实验室检查：WBC

3．17×109／L，HGB 131 g／L，PLT 78×10札，血清铁蛋白l 195

pg／L，甘油三酯1．81 mmol／L，纤维蛋白原1．52 g／L，NK细胞

活性20．77％(参考值／>15．1l％)，sCD25 15 558 rig／L(参考值

<6 400 ng／L)，CDl07a、穿孔素、颗粒酶、SAP和XIAP蛋白

检测均正常，EB病毒(EBv)．DNA 5．17×108拷贝／L；PET-CT：

颈部双侧、颌下、右侧锁骨上区、纵隔、双侧腋窝、肝门、盆壁

以及两侧腹股沟多发代谢增高肿大淋巴结显影，脾大。以更

昔洛韦、膦甲酸钠抗病毒，莫西沙星抗感染治疗效果欠佳。

以HLH．94方案治疗后仍有发热，B超示脾脏18．9 cmx

4．7 cm，全血、血浆EBV-DNA分别为1．3X106、<5×105拷贝／L。

骨髓活检：EBV阳性T细胞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Ⅱ级(交界

性)；腹股沟淋巴结活检：EBV阳性T细胞淋巴组织增殖性疾

病Ⅱ级。诊断：@HLH；②EBV阳性T细胞淋巴组织增殖性

疾病。予L．DEP方案挽救治疗(脂质体多柔比星40 mg第

1天，依托泊苷150 mg第1天，甲泼尼龙80 mg／d第l一5天，

培门冬酶l 500U／m2第3天)。治疗结束第5天患者再次出

现发热(体温38．8℃)。加用芦可替尼20 mg／a治疗，第2天

体温降至正常，后续以芦可替尼维持治疗，2周后复查血浆、

全血EBV-DNA分别为5．8×105、<5x105拷贝／L，WBC 10．03x

109几，PLT 371×109／L，血清铁蛋白806¨g／L，纤维蛋白原

5．40 g／L，甘油三酯0．92 mmoI／L，sCD25 4 335 ng／L，B超示脾

脏16．2 cmx4．3 cm。芦可替尼维持治疗4周后复发，挽救治

疗后疾病未缓解，转归不详。

例2，男，26岁，反复发热3个月余。患者3个月前无明

显诱因出现发热、全血细胞减少、肝功能异常，纤维蛋白原

1．58∥L，血清铁蛋白14 333¨g／L，甘油三酯3．25 mmol／L。

骨髓象：可见多量EBV阳性细胞及噬血现象。NK细胞活性

21．31％。sCD25 39 685 ng／L。CDl07a、SAP、XIAP、穿孔

素、颗粒酶B在NK细胞及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上的

表达未见异常。B超示脾脏14．4 cmx6．0 cm。全血、血浆

EBV-DNA分别为3．9×107、9．5×107拷贝／L。诊断：EBV相

关HLH。患者在HLH．94方案治疗后2周出现HLH复发，以

L．DEP方案挽救治疗[脂质体多柔比星40 mg第1天，依托

泊苷150 mg第l天，甲泼尼龙80 mg／d第1—3天(后逐渐减

量)，培门冬酶1 500U／m2第3天]，HLH完全缓解，后续以

DEP—L．DEP—DEP方案巩固治疗。治疗结束2周后患

者间断发热(体温38．7℃)，血清铁蛋白2 521 gg／L，sCD25

9 805 ng／L，B超示脾脏12．7 cmx4．6 cm，全血、血浆EBV-

DNA分别为<5x105、2．3×106拷贝／L。加用芦可替尼20mg／d

后第2天体温降至正常。2周后复查WBC 11．16x109／L，PLT

232x109／L，血清铁蛋白l 523¨班，纤维蛋白原3．00 g／L，甘

油三酯1．84 mmol／L，B超示脾厚4．7 cm。芦可替尼治疗

2周后患者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目前移植后8个

月，病情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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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女，57岁。患者间断高热1个月余。实验室检查：

全血细胞减少(WBC 2．06×109／L，HGB 99 g／L，PLT 220

109／L)，天冬氨酸转氨酶414．4 U／L，总胆红素69，7 1．tmol／L，直

接胆红素47．2 Ixmol／L，甘油三酯3．66 mmol／L，纤维蛋白原

0．54 g／L，血清铁蛋白152 880 pg／L。B超示脾厚4．3 cm。骨

髓象：组织细胞占5．5％，免疫分型未见异常细胞。自身免疫

系统疾病相关检查未见明显异常。NK细胞活性13．18％(参

考值≥15．1l％)。CDl07a、穿孔素、颗粒酶蛋白在NK细胞及

CTL细胞上的表达未见异常。可溶性CD25 33 082 ng／L。

全血和血浆均未检出EBV-DNA。诊断：HLH。给予HLH．94

方案治疗，体温无下降，症状无好转。予芦可替尼20 mg／d，

第2天体温降至正常，血小板计数逐渐升高，2周后复查

WBC 5．72x109／L，PLT 279×109／L，血清铁蛋白1 635“g／L，纤

维蛋白原0．80 g／L，甘油三酯1．20 mmoVL。芦可替尼单药维

持治疗3个月后疾病复发死亡。

讨论及文献复习

HLH是一种过度免疫活化引起的危及生命的高炎症因

子状态。当患者对目前的标准治疗方案无应答时，往往死于

无法控制的疾病活动。目前国内外缺乏统一推荐的挽救治

疗方案，一线治疗失败后的挽救治疗多为个例报道或小样本

的临床报道。文献检索可以看到英夫利单抗、CD25单抗、阿

那白滞素、长春新碱、托珠单抗、抗胸腺细胞球蛋白、CD52单

抗等作为HLH的挽救治疗的病例报道一”1。本中心曾采用

脂质体多柔比星联合依托泊苷和大剂量甲泼尼龙(DEP方

案)治疗HLH．94方案治疗后疾病未缓解的HLH患者，

76．2％的患者获得部分缓解(PR)及以上疗效⋯1。

目前认为HLH的病理过程是由于NK和(或)CTL细胞

的细胞毒性功能下降或缺失导致不能有效清除被感染的细

胞，持续存在的抗原血症通过树突状细胞激活抗原呈递，由

于细胞毒性功能的缺陷使细胞毒细胞不能清除活化的树突

状细胞，从而导致持续激活T细胞。被激活的T细胞浸润多

个器官并分泌包括IFN．1，在内的细胞因子，升高的IFN吖等细

胞因子水平随之激活巨噬细胞及其他细胞，进而，这些细胞

又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强化了这种正反馈的循环，从而导致

“细胞因子风暴”[1“。HLH的一系列临床表现，如发热、全血

细胞减少、高甘油三酯血症、低纤维蛋白原血症、肝脾肿大、

肝功能异常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症状均由高细胞因子血症和

炎性细胞浸润引起”⋯。HLH的许多关键细胞因子(包括

IFN吼IL．2和IL．6)通过JAK／STAT信号通路来传导信号。
细胞因子与相应的受体结合后引起受体分子的二聚化，这使

得与受体偶联的JAK激酶相互接近并通过交互的酪氨酸磷

酸化作用而活化。JAK激活后催化受体上的酪氨酸残基发

生磷酸化修饰，继而这些磷酸化的酪氨酸位点与周围的氨基

酸序列形成“停泊位点”，同时含有SH2结构域的STAT蛋白

被招募到这个“停泊位点”。最后，激酶JAK催化结合在受体

上的STAT蛋自发生磷酸化修饰，活化的STAT蛋白以二聚

体的形式进入细胞核内与靶基因结合，调控基因的转录“”。

JAK／STAT信号通路在细胞因子传导信号中发挥重要

作用，JAK已经成为多种炎性疾病的治疗靶点。美国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FDA)已经批准JAKl／2抑制剂芦可替尼用

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髓增殖性疾病等¨5““。最近，

芦可替尼在原发性和继发性HLH小鼠模型中显示出了良

好的疗效[2。31。芦可替尼可抑制穿孔素缺陷的HLH小鼠

IFN．1，、IL一6、IL．12的产生，并改善HLH相应的临床症状。基

于芦可替尼在HLH小鼠模型中的良好疗效，国外已有芦可

替尼治疗HLH的个案报道。Broglie等¨8]报道应用芦可替

尼治疗l例ll岁男性难治性HLH患者，取得了很好的临床

疗效。Sin等“9。应用芦可替尼治疗1例地塞米松、静脉丙种

球蛋白、依托泊苷和利妥昔单抗治疗无效的38岁EBV相关

HLH女性患者，血清铁蛋白、乳酸脱氢酶、纤维蛋白原和肝

功能等疾病活动指标明显改善。

本组3例HLH患者中，2例为EBV相关HLH，1例为不

明原因HLH。以HLH．94方案或DEP／L．DEP挽救方案治疗

后不缓解或复发，均在加用芦可替尼的第2天体温降至正常

且炎性标志物和器官功能显著改善。2例EBV相关HLH患

者中，1例患者接受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目前仍存

活。此结果提示对于难治／复发EBV-HLH患者，芦可替尼可

以作为通往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桥梁。例3以芦可替

尼维持治疗3个月后HLH复发死亡。本组3例患者对芦可

替尼均耐受良好，例3加用芦可替尼前血小板计数为22x

109／L，治疗过程中未出现血小板计数下降。

芦可替尼挽救性治疗HLH的疗效已在本组3例患者

中得到初步显示，尚需进行前瞻性多中心临床研究进一

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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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红蛋白HGB

红细胞计数RBC

白细胞计数WBC

血小板计数PLT

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ANC

丙氨酸转氨酶Aul

天冬氨酸转氨酶AST

谷氨酰转移酶GGT

碱性磷酸酶ALP

乳酸脱氢酶LDH

凝血酶原时间PT

部分激活的凝血活酶时间APTT

红细胞生成素EPO

血小板生成素TPO

乙型肝炎病毒HBV

丙型肝炎病毒HC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核因子一r．B NF．r．B

辅助性T淋巴细胞Th细胞

调节性T淋巴细胞Treg细胞

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TL细胞

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

白细胞介素IL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细胞

肿瘤坏死因子TNF

干细胞生长因子SCF

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

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

粒．巨噬细胞集落形成单位CFU．GM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

实时荧光定量PCR RQ-PCR

磁共振成像MRJ

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

荧光原位杂交FISH

(1，3)．B．D葡聚糖检测G试验

·读者·作者·编者·

半乳甘露聚糖检测GM试验

酶联免疫吸附实验ELISA

噻唑蓝实验MTT实验

磷酸盐缓冲液PBS

胎牛血清FBS

乙二胺四乙酸EDTA

二甲基亚砜DMSO

十二烷基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SDS．PAGE

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CCN

国际预后积分系统IPSS

国际预后指数IPI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

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

人类白细胞抗原HLA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

常见不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CTCAE

本刊编辑部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