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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患儿为学龄前女童，主因“抽搐、意识障碍伴发热２ｄ”首次住院，诊断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
（ＡＤＥＭ）”。予免疫治疗后症状恢复，头颅影像学表现有所好转，激素减量过程中头颅磁共振成像示病变加重，
随后出现神经系统症状。患儿曾有一过性血常规三系降低，再次应用激素治疗病情好转，但颅内病变仍呈现进

行性加重。患儿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原因不明，在其同胞弟弟以“发热、肝脾大、三系降低”起病后，考虑“家族

性噬血细胞综合征（ＦＨＰＳ）”，经病情分析及基因检查最终本患儿明确诊断“以中枢神经系统起病的 ＦＨＰＳ”。
提示不明原因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病变，无论是否存在血液系统异常，均应注意考虑噬血细胞综合征的可能

性，明确诊断后积极免疫治疗，并尽快行干细胞移植以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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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儿为学龄前女童，主因“抽搐、意识障碍伴发热
２ｄ”入院，首次诊断为急性播散性脑脊髓炎（ＡＤＥＭ）。
予免疫治疗后症状恢复，头颅影像学表现有所好转，激

素减量过程中头颅磁共振成像（ＭＲＩ）示病变加重，随后
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再次应用激素治疗病情好转，但颅

内病变仍呈现进行性加重。经病情分析及基因检查最

终明确诊断“以中枢神经系统起病的家族性噬血细胞综

合征（ｆａｍｉｌｉａｌｈａ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ｏｓｉ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ＦＨＰＳ）”。现
报告如下。

１　临床资料
１．１　第１次住院
１．１．１　现病史　患儿，女，４岁１１个月，主诉“抽搐、意
识障碍伴发热２ｄ”入院。入院前２ｄ，患儿突发头痛，随
即抽搐，表现为意识丧失，双眼左斜，四肢僵硬，１～２ｍｉｎ

后缓解。缓解后患儿神志清，反应差，自诉视物不清，体

温３７．５℃ 。２ｈ后患儿视物如常，４ｈ后再次意识不清
伴烦躁。当地查血常规、血生化、头颅ＣＴ“未见异常”。
予抗感染（头孢噻肟），甲泼尼龙３００ｍｇ／次（１次），丙种
球蛋白１５ｇ／次（１次）及对症治疗。患儿未再抽搐，但
仍意识不清、发热，体温最高３８．６℃。
１．１．２　既往史　发病前１０ｄ患儿有呕吐、腹泻史，口服
药物（不明）２ｄ好转，１周前有手足口病接触史。否认
近期疫苗接种史，否认特殊饮食史及毒物接触史。

１．１．３　个人史、家族史　患儿为第１胎，第１产，足月自
然分娩，新生儿期体健，按时接种疫苗。无神经、精神性

疾病等家族史。

１．１．４　体格检查　身高１１０ｃｍ，体质量１５ｋｇ，血压
１００／６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呼吸２２次／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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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搏１００次／ｍｉｎ。浅昏迷，烦躁，Ｇｌａｓｇｏｗ评分７分（睁
眼１分，语言２分，运动４分）。面纹对称，双瞳孔等大等
圆，对光反应迟钝，后滴状征（＋），余颅神经粗查阴性。四
肢肌张力减低，可沿床面平移。四肢腱反射正常。病理

征及脑膜刺激征阴性。内科查体及皮肤阴性。

１．１．５　辅助检查　血尿便常规、血电解质、肝肾功能、
凝血五项、血氨、血乳酸、血同型半胱氨酸、尿代谢筛查、

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红细胞沉降率、Ｉｇ系列、ＣＤ系列、自
身抗体均未见异常。脑脊液常规、生化、乳酸、寡克隆区

带、髓鞘碱性蛋白、细胞学分析均未见异常。血及脑脊

液巨细胞病毒、风疹病毒、单纯疱疹病毒、弓形虫、ＥＢ病
毒ＩｇＭ抗体阴性。大便肠道病毒７１型ＩｇＭ抗体阴性。
视频脑电图示背景活动减慢，醒睡各期弥散性慢波发

放。视觉诱发电位、听神经脑干反应阈值＋潜伏期及体
感诱发电位（上下肢）均未见异常。心电图、心脏彩超、

腹部Ｂ超、眼底检查未见异常。
头颅ＭＲＩ示大小脑半球、右侧桥臂、脑干及右侧内

囊后肢多发异常信号、弥散受限（图１）。２周后复查
ＭＲＩ示大小脑半球、脑干及右侧内囊后肢多发异常信
号，范围减小（图２）。头颅磁动脉成像（ＭＲＡ）未见异
常。脊髓ＭＲＩ示颈５～１２水平点、片状稍长Ｔ２信号。

　　注：ＭＲＩ：磁共振成像；Ａ、Ｂ：横断位Ｔ２压水相；Ｃ、Ｄ：横断位弥散相　
ＭＲＩ：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Ｂ：ａｘｉａｌＴ２－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ｆｌａｉ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Ｃ，
Ｄ：ａｘｉａｌ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
图１　患儿入院后行头颅ＭＲＩ检查示大小脑半球、右侧桥臂、脑干及右侧
内囊后肢多发异常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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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ａｉｎｓｔｅｍ，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ｃａｐｓｕｌｅｏｆｒｉｇｈ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ａｐｓｕｌｅ

１．１．６　入院后治疗　阿昔洛韦静脉滴注［１０ｍｇ／
（ｋｇ·次）］，每８ｈ１次（ｑ８ｈ），共２周。甲泼尼龙静脉
滴注［２０ｍｇ／（ｋｇ·ｄ）］，２ｄ后降为１０ｍｇ／（ｋｇ·ｄ），３ｄ
再降为 ５ｍｇ／（ｋｇ·ｄ），３ｄ最后泼尼松 ２０ｍｇ／ｄ
［１．５ｍｇ／（ｋｇ·ｄ）］口服。丙种球蛋白７．５ｇ／ｄ静脉滴
注，２ｄ。口服奥卡西平１ｍＬ／次，１２ｈ１次（ｑ１２ｈ）。

　　注：ＭＲＩ：磁共振成像；Ａ、Ｂ：横断位Ｔ２压水相；Ｃ、Ｄ：横断位弥散相　
ＭＲＩ：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Ｂ：ａｘｉａｌＴ２－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ｆｌａｉ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Ｃ，
Ｄ：ａｘｉａｌ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
图２　患儿治疗２周后复查头颅ＭＲＩ病变范围缩小，弥散受限减轻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Ａｆｔｅｒ２ｗｅｅｋ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ＲＩｓｈｏｗｅｄｌｅｓ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ｄ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ｒｅｒｅｄｕｃｅｄ

１．１．７　首次出院诊断、转归及随诊　患儿经治疗
（１５ｄ）神志转清，体温正常，活动如常，出院时一般情况
可，查体无明显阳性体征。出院诊断为ＡＤＥＭ。出院继
续口服泼尼松（逐渐减量）及奥卡西平，无不适症状。出

院１个月及４个月复查血常规、血生化、心电图未见异
常。出院１个月头颅ＭＲＩ颅内病变范围缩小，４个月头
颅ＭＲＩ示大脑半球各叶皮质及皮质下、小脑半球、侧脑
室旁、基底核、丘脑、桥脑、中脑、海马可见广泛大片状、

斑片状、点状及结节状长Ｔ１长Ｔ２信号，部分病变呈点
灶状短Ｔ１信号灶状出血（图３）。

　　注：ＭＲＩ：磁共振成像；Ａ：横断位 Ｔ１相；Ｂ：横断位 Ｔ２压水相　ＭＲＩ：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ａｘｉａｌＴ１－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Ｂ：ａｘｉａｌＴ２－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ｆｌａｉｒｉｍａｇｉｎｇ
图３　患儿第１次出院４个月随访头颅ＭＲＩ示大脑半球各叶皮质及皮质
下、小脑半球、侧脑室旁、基底核、丘脑、桥脑、中脑、海马可见广泛大片状、

斑片状、点状及结节状长Ｔ１长Ｔ２信号，部分病变呈点灶状短Ｔ１信号灶
状出血

Ｆｉｇｕｒｅ３　Ｆｏｕｒ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ＭＲＩｓｈｏｗｅ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ａｔｃｈｙ，ｐｕｎｃｔａｔｅａｎｄｎｏｄｕｌａｒｌｏｎｇＴ１／Ｔ２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ｔ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ｃｏｒｔｅｘａｎｄ
ｓｕｂｃｏｒｔｅｘ，ｃｅｒｅｂｅｌｌａｒ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ｒａｌｖｅｎｔｒｉｃｌｅ，ｂａｓａｌｇａｎｇｌｉａ，ｔｈａｌａｍｕｓ，
ｐｏｎｓ，ｍｉｄｂｒａｉｎ，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Ｓｏｍｅｌｅｓ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ｄｌｏｗＴ１ｓｉｎｇａｌ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ｆｏ
ｃ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１．２　第２次住院　
１．２．１　辅助检查　血常规提示白细胞一过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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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４．４３）×１０９／Ｌ］，分类正常。骨髓穿刺未见异
常。血电解质、肝肾功能、凝血五项、ＣＲＰ、自身抗体、抗
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补体、Ｉｇ系列未见异常。自然杀
伤细胞（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ｉｌｌｅｒｃｅｌｌ，ＮＫＣ）２．５％（正常 ７％ ～
４０％）。腹部Ｂ超示肝肋下２．４ｃｍ，脾肋下３．８ｃｍ。心
电图示窦性心律，室性期前收缩。２４ｈ心电图示窦性心
律，部分窦性心动过速，单发室性期前收缩，共７０３３跳，
未见成对及成串，部分三联律。心脏彩超未见异常。Ｂ
型尿钠肽、肌钙蛋白、肌酸激酶同工酶正常。脑脊液常

规（－）；蛋白４６６ｍｇ／Ｌ，糖及氯化物正常；细胞学检查
可见散在红细胞及淋巴细胞，个别单核细胞；病原学及

免疫检查未见异常。

头颅增强 ＭＲＩ双侧大脑半球皮质及皮质下、侧脑
室旁、基底核、丘脑、中脑、小脑半球、桥脑可见散在多发

点片状、结节样轻度强化，双侧额顶部脑膜局部轻度增

厚强化（图４）。

　　注：ＭＲＩ：磁共振成像；Ａ，Ｂ：横断位 Ｔ１增强相　ＭＲＩ：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
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Ｂ：Ｔ１ｇａｄｏｌｉｎｉｕｍ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ｉｍａｇｉｎｇ
图４　患儿再次入院头颅增强ＭＲＩ示双侧大脑半球散在多发轻度强化，
双侧额顶部脑膜局部轻度增厚

Ｆｉｇｕｒｅ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ＭＲＩｓｈｏｗｅ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ｉｌ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ｃｅ
ｒｅｂｒａｌｈｅｍｉｓｐｈｅｒｅ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ｆｒｏｎｔａｌａｎｄｐａｒｉｅｔａｌｍｅｎｉｎｇｅｓ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ｔｈｉｃｋｅｎｅｄｗｈｅ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ｗａｓ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ｉｍｅ

１．２．２　入院后治疗　泼尼松０．５ｍｇ／（ｋｇ·ｄ）口服。因
多次查血常规白细胞及中性粒细胞降低，停用奥卡西

平，予左乙拉西坦３００ｍｇ口服，ｑ１２ｈ［３３ｍｇ／（ｋｇ·ｄ）］。
予营养心肌及升白细胞治疗。

１．２．３　第２次出院诊断、转归及随诊　患儿首次诊断
ＡＤＥＭ，于激素减过程中复查头颅ＭＲＩ，病变范围增大，
且累及深部脑白质、胼胝体，存在强化病灶、弥散受限，

复查腰椎穿刺（腰穿）相关检查仅蛋白稍升高，余均阴

性。其他检查无明确异常提示，无异常临床症状及体

征。诊断为脑脊髓病变性质待查、特发性免疫性脱髓

鞘、多发性硬化？出院继续口服泼尼松及左乙拉西坦。

２周后患儿出现语音减低，语速减慢，口角左歪，步态不
稳，持物抖动。

１．３　第３次住院　
１．３．１　体格检查　神志清，反应稍弱，语音低，吐字含
糊，语速减慢。醉酒步态。右眼睑下垂，眼裂６ｍｍ，闭
合无力。双瞳孔对光反射迟钝。右侧额纹及鼻唇沟浅，

示齿口角左歪。右侧转头力弱。余颅神经检查正常。

四肢肌力肌张力大致正常。双侧膝腱反射亢进，双巴氏

征（－），双侧踝阵挛（＋）。双上肢指鼻、轮替试验（＋），
Ｒｏｍｂｅｒｇ征（＋）。余神经系统查体（－）。
１．３．２　辅助检查　血常规、血电解质、肝肾功能及心肌
酶大致正常。增强头颅ＭＲＩ示：颅内多发异常强化灶明
显增大、增多；双侧顶部脑膜局部轻度增厚强化，较前变

化不显著（图５）。

　　注：ＭＲＩ：磁共振成像；Ａ、Ｂ：横断位 Ｔ１增强相　ＭＲＩ：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
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Ｂ：Ｔ１ｇａｄｏｌｉｎｉｕｍ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ｉｍａｇｉｎｇ
图５　患儿第３次入院头颅增强ＭＲＩ示颅内多发异常强化灶明显增大、
增多

Ｆｉｇｕｒｅ５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ＭＲＩｓｈｏｗｅ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ｌｅｓｉｏｎｓｗｅ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ｌａｒｇｅｒｗｈｅ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ｗａｓ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ｔｉｍｅ

１．３．３　治疗　甲泼尼龙静脉滴注［２０ｍｇ／（ｋｇ·ｄ），
３ｄ］，口服泼尼松２７．５ｍｇ／ｄ［１．５ｍｇ／（ｋｇ·ｄ）］。左乙
拉西坦口服液３ｍＬ，ｑ１２ｈ［３３ｍｇ／（ｋｇ·ｄ）］。
１．３．４　本次诊断及转归　脱髓鞘脑病性质：多发性硬
化？结缔组织病？其他？出院时（图６Ａ）及出院后３个
月（图６Ｂ）复查头颅 ＭＲＩ，病灶范围缩小。出院后６个
月头颅影像学检查病情再次加重（图６Ｂ）。期间患儿临
床持 续 好 转，泼 尼 松 序 贯 减 量 为 １２．５ｍｇ／ｄ
［０．６ｍｇ／（ｋｇ·ｄ）］，血常规及血生化正常。

１．４　家族史　患儿弟弟２月龄，第２胎，第２产，主因
“发热７ｄ，发现血细胞异常、肝脾大３ｄ”入院，初步考虑
诊断“ＦＨＰＳ”。
１．５　提交查房时诊断　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病因待
查：ＦＨ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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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儿科查房讨论　
２．１　杨欣英主治医师（小儿神经内科，主治医师）　患
儿为学龄前女童，既往体健，急性起病，病初以惊厥、意

识障碍为主要表现。首次行头颅ＭＲＩ示大小脑半球、右
侧桥臂、脑干及右侧内囊后肢多发异常信号、弥散受限。

经抗感染、免疫及对症治疗后患儿临床恢复正常，颅内

病灶改善。激素减量过程中先后出现影像学及临床病

情反复，颅内病变范围增大，累及深部脑白质、胼胝体，

存在强化病灶、弥散受限、出血灶；临床表现为周围性面

瘫及共济失调。再次应用免疫治疗临床症状好转趋势，

影像学一过性好转后再次加重。结合其临床及影像学

改变，考虑诊断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关于患儿病因分

析如下：患儿既往体健，急性起病，以惊厥及意识障碍症

状首发，影像学检查提示皮质、皮质下白质、内囊、小脑、

脑干、脊髓病变。脑脊液常规、生化、病原学、免疫抗体、

病理（－）。完善肿瘤学、免疫学、代谢病筛查均未见异
常。应用免疫治疗临床（明显）、影像学（稍显）好转。

激素减量中头颅 ＭＲＩ示病变范围增大，累及深部脑白
质、胼胝体，病灶相对对称，部分弥散受限，可见出血灶

及强化病灶。再次应用免疫治疗，症状有所恢复，影像

好转３～４个月后再次复发。因此诊治过程中首先考虑
特发性免疫性脱髓鞘因素，如多发性硬化。但患儿起病

年龄小，多次完善影像学检查其颅内病灶虽呈现空间、

时间的多发特点，但其病灶形态并非经典的雪球样改

变。免疫治疗后临床虽明显恢复，但影像恢复不显著。

另患儿在１年２个月的病程中出现其他系统病变，如肝
脾大、心律失常（室性期前收缩）、血细胞减低，多发性硬

化无法解释。患儿病情反复复发，病初曾有一过性视物

障碍，存在脑脊髓病变，应用免疫治疗病情有所缓解，同

时伴有消化系统、心血管系统及血液系统检查／检验异
常，注意视神经脊髓炎及谱系疾病。但患儿视觉障碍仅

一过性，意识恢复后未再诉视物障碍，眼底检查及视觉

诱发电位检查无视神经受累依据，临床及查体亦无脊髓

炎表现。颅内病灶非视神经脊髓炎典型区域及形态，脊

髓ＭＲＩ非长节段病变，血及脑脊液水通道蛋白４抗体阴
性。综上，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诊断依据不足。其他

病因方面，如感染因素，患儿仅首次发病伴发热，体温很

快恢复，病程中后期体温平稳，炎性指标及病原学检查

均无现症感染证据。患儿病情反复时未应用抗感染治

疗临床及影像学均有好转，故考虑感染因素不支持。其

他病因，如先天遗传代谢性疾病、肿瘤因素、血管因素

等，因患儿既往体健，无肿瘤原发病史，在完善代谢产物

筛查、肿瘤筛查及头颅ＭＲＡ检查后基本除外。
在患儿诊治过程中，对于患儿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

的病因分析，多发性硬化的诊断显牵强，并未得到明确

结论。患儿病程１年２个月时，其同胞弟弟因“发热、肝

脾大、血细胞减少”住院，考虑为ＦＨＰＳ，患儿是否为中枢
神经系统起病的ＦＨＰＳ？患儿病程中出现ＮＫＣ减低，血
细胞减少，肝脾大及心律失常都可得到合理解释。

２．２　韩彤立主任医师（小儿神经专业，病房主管主任）
　患儿不明原因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关于其病因方
面：首次住院时频繁抽搐、昏迷状态，完善感染、代谢、肿

瘤、风湿免疫等相关检查均未见异常，结合其既往体健，

无肿瘤病史及多系统受累表现，其家族史无异常。头颅

及脊髓ＭＲＩ检查提示颅内及脊髓多发异常信号，应用免
疫治疗有效，故考虑诊断ＡＤＥＭ。后续病情反复复发过
程中，出现血细胞减少、肝脾大、ＮＫＣ活性降低，曾考虑
噬血细胞综合征（ｈａ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ｏｓｉ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ＨＰＳ）可
能性。但患儿血细胞减少仅一过性，骨髓穿刺未见异常

征象，结合患儿停用奥卡西平后血细胞监测始终正常，

故考虑不除外药物相关不良反应。患儿发热、肝脾大及

ＮＫＣ活性降低亦为一过性，多次完善肝功能、三酰甘油
及凝血功能始终正常，考虑未达ＨＰＳ诊断标准，未进行
基因检查。现患儿同胞弟弟因“发热、血细胞减少、肝脾

大”高度怀疑ＦＨＰＳ，结合本患儿临床、化验检查资料，提
供了新的思路及证据，如用“一元论”解释姐弟病情最为

合理。

复习既往文献，有以“不明原因脱髓鞘脑病”、“惊

厥”、“视力下降”等单纯中枢神经系统症状起病甚至为

唯一症状ＦＨＰＳ的报道。早期诊断困难，多依据阳性家
族史提供线索，进行基因检查方得确诊。患儿中枢神经

系统、血液系统、消化系统及心血管系统均受累，注意与

其他疾病，如特殊感染、遗传代谢病、肿瘤等恶性疾病、

结缔组织病鉴别。但患儿已进行病原学、代谢性疾病筛

查、肿瘤学、风湿免疫相关抗体、补体检查均未见异常，

目前无依据。仍需动态观察患儿病情，随诊。

关于进一步检查：（１）建议与患儿弟弟、父母共同完
成ＦＨＰＳ相关基因检测；（２）请血液专业医师会诊，完善
其他与ＨＰＳ相关检查；（３）监测血常规、肝功能、凝血功
能、三酰甘油、ＮＫＣ活性；（４）定期监测头颅及脊髓影像
学检查。

关于进一步治疗：（１）患儿目前临床病情相对平稳，
但头颅影像学监测已有病灶增多加重趋势，进一步完善

检查如确诊为ＦＨＰＳ，可请血液专业医师制定化疗方案，
尽早行骨髓移植治疗。（２）必要时行脑活检进一步检查。
２．３　张蕊主任医师（小儿血液专业）　ＨＰＳ是一种由遗
传性或获得性免疫功能异常导致的以病理性炎症反应

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综合征。主要由淋巴细胞、单核细胞

和吞噬细胞系统异常激活、增殖、分泌大量炎性细胞因

子，引起一系列炎性反应。临床以持续发热、肝脾大、全

血细胞减少及骨髓、肝、脾、淋巴结组织发现噬血现象为

主要特征。本例患儿急性起病，首次发病时有高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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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ＮＫ细胞减低，血细胞减少，肝脾大，结合同胞弟弟
“发热、血细胞减少、肝脾大、肝功能异常”，考虑 ＦＨＰＳ
可能性大。本例患儿各种诊断指标如血液指标异常、

肝、脾及淋巴结大等在病程中一过性出现或未曾出现，

可能是自身病情体现，亦可能与应用激素后掩盖部分病

情有关。

ＨＰＳ临床表现错综复杂，尤以神经系统症状首发时
易误诊。尽管本病一直以来以噬血现象作为特点而命

名，但噬血现象不能作为排除和诊断ＨＰＳ的必要条件。
王昭教授在“我如何诊断噬血细胞综合征”一文中强调，

目前本病诊断标准中各项指标对诊断都有一定价值，但

不能成为唯一特异标准，本病诊断仍需根据各种临床线

索进行综合判断［１］。

２．４　程华主任医师（小儿神经影像专业）　患儿病程中
多次行头颅及脊髓ＭＲＩ检查，首次头颅ＭＲＩ提示大小
脑半球、右侧桥臂、脑干及右侧内囊后肢长 Ｔ１及长 Ｔ２
信号，部分病变可见弥散受限，部分脑膜强化。病情复

发时头颅ＭＲＩ，病灶主要累及深部侧脑室旁脑白质、胼
胝体，部分弥散受限，可见出血灶及强化病灶。应用免

疫治疗病灶有所吸收，但反复复发。分析患儿影像学特

点，病变主要位于幕上，病灶多发、范围广、相对对称，部

分病灶弥散受限，可见强化及出血灶。结合其病史及相

关检查，目前临床考虑为 ＦＨＰＳ。ＨＰＳ影像学改变可为
局灶性或弥散性，主要累及幕上结构。尽管影像学改变

形式不一，但与神经病理改变存在密切关系。病理分

期：Ⅰ期病变为柔脑膜淋巴细胞受累及组织细胞浸润；Ⅱ
期进展至脑实质受累，侧脑室旁浸润；Ⅲ期大部分组织
浸润，血管破坏，胶质增生，组织坏死。Ⅰ期病变时头颅
ＭＲＩ可为弥散性柔脑膜强化，强化范围与淋巴组织细胞
浸润脑膜程度有关；Ⅱ期及Ⅲ期影像学表现为弥散性白
质改变伴不同程度强化、出血和弥散受限，提示广泛脑

室浸润，并可能与脱髓鞘、水肿和胶质增生有关。本例

患儿早期影像学可见软脑膜强化，首次发病皮质下白质

病变为著，部分弥散受限；病情复发时以侧脑室旁白质

大范围病变为主，伴有强化、出血灶。病初曾诊断为

ＡＤＥＭ，本病与 ＡＤＥＭ鉴别之处在于：前者病变多为对
称性，不伴脑干和丘脑受累，罕见低Ｔ１信号。

应强调的是，ＨＰＳ神经影像学改变非特异，需与血
管炎、脱髓鞘病变、多灶性脑梗死及感染性病变进行鉴

别。随着对更多病例ＭＲＩ总结及分析，当出现脑膜和／
或血管周围强化，脑实质强化伴或不伴弥散受限时更应

高度警惕。当然，ＭＲＩ检查亦需与临床及其他实验室检
查相结合，以缩小鉴别诊断范围。

２．５　方方主任医师（小儿神经内科）　患儿表现为不明
原因反复复发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免疫治疗临床可恢

复，影像学病灶有好转。其颅内病灶多发，病变主要累

及皮质、皮质下及脑室旁白质，病灶弥散范围大，双侧基

本对称，早期有弥散受限，病灶及软脑膜强化。结合患

儿曾有一过性血细胞减低、肝脾大、ＮＫＣ活性减低，同胞
弟弟“发热、肝脾大、血细胞减少”病史，高度怀疑ＦＨＰＳ。
通过文献复习，７％的ＦＨＰＳ患儿仅存在中枢神经系统症
状，早期诊断十分困难。其影像学存在一定特点，其中

最显著特点为侧脑室旁对称性大范围病变，丘脑及脑干

病变少见，Ｔ１相低信号少见，可作为线索之一。低年龄
起病，近亲婚配及阳性家族史是重要线索。在临床工作

中，ＨＰＳ应作为儿童中枢神经系统炎性疾病的常规鉴别
诊断，尤其是伴有发热、血细胞减少、肝脾大等症状、体

征时应高度重视。ＨＰＳ诊断标准中各项指标对诊断有
一定价值，但不能成为唯一特异标准，当临床怀疑时应

尽早进行基因检查。

文献报道中，ＦＨＰＳ患儿通常发病早，７０％～８０％为
１岁内发病，其中出生后６个月内发病小婴儿占多数。
本例患儿出生后４岁起病，应注意除外继发因素如感
染、结缔组织病、恶性肿瘤等。目前检查及病史不支持

上述因素，结合患儿同胞弟弟病史，高度考虑遗传因素。

等待基因结果，如为阴性仍需动态观察，长期随访；如基

因明确诊断，需尽早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改善预后。

３　查房后检查结果
患儿及同胞弟弟基因检查均提示存在ＰＲＦＩ基因复

合杂合突变。

４　最终诊断
以中枢神经系统起病的ＦＨＰＳ。

５　目前随诊
１年后随诊，患儿服用泼尼松０．５ｍｇ／（ｋｇ·ｄ），病

情基本平稳。醉酒步态，吐字欠清，语速稍慢。右眼睑

下垂，右侧额纹及鼻唇沟浅，右侧转头力弱。四肢肌力

肌张力大致正常。双侧膝腱反射亢进，双巴氏征（－），双
侧踝阵挛（＋）。双上肢指鼻、轮替试验（＋），Ｒｏｍｂｅｒｇ征
（＋）。余神经系统查体（－）。头颅ＭＲＩ未见明显变化。

６　讨论
本例患儿有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病变，免疫治疗有

效但反复复发，最终经基因确诊为ＦＨＰＳ。当患儿出现
不明原因神经系统症状，尤其伴有发热、肝脾大及血细

胞减少时应该度注意ＦＨＰＳ，尽快进行相关检查。本病
经治疗后临床及血液指标恢复明显，影像学恢复缓慢。

确诊后尽早化疗及骨髓移植，改善预后。

７　链接：ＦＨＰＳ简介
ＨＰＳ分为遗传性及继发性：ＦＨＰＳ是常染色体隐性

遗传或 Ｘ染色体连锁遗传，其中 ＰＲＦ１基因突变占
２０％～４０％，其他基因突变包括 ＵＮＣ１３Ｄ（１７ｑ２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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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Ｘ１１（６ｑ２４），分别占２０％和１０％；继发性ＨＰＳ包含感
染相关性、肿瘤相关性及自身免疫相关性ＨＰＳ［２］。

发病机制［３］：（１）基因缺陷。与ＦＨＰＳ相关的常染
色体缺陷基因，破坏诱导凋亡的免疫机制。（２）细胞因
子风暴。ＨＰＳ以人体内巨噬细胞、组织细胞、ＣＤ８＋Ｔ淋
巴细胞等过度活化造成多系统炎性反应为特征。同时

各种类型ＨＰＳ患者均存在ＮＫＣ功能不全。患儿体内不
断活化的组织细胞和Ｔ淋巴细胞产生大量细胞因子，形
成“细胞因子风暴”，从而导致严重炎性反应，引起淋巴

结大、肝脾大、血细胞减少等临床表现。最后导致全身

器官进行性功能障碍甚至死亡。２００４年国际组织细胞
协会制定诊断标准如下［４］：（１）符合ＨＰＳ分子诊断学，
主要为引起ＦＨＰＳ的几种基因突变；（２）满足以下８项
诊断标准中的５项：①发热；②脾大；③至少两系或三系
外周血细胞减少，其中血红蛋白（Ｈｂ）＜９０ｇ／Ｌ（４周内
新生儿Ｈｂ＜１００ｇ／Ｌ），血小板＜１００×１０９／Ｌ，中性粒细
胞＜１．０×１０９／Ｌ；④高三酰甘油血症和／或低纤维蛋白
原血症，禁食后三酰甘油≥３ｍｍｏｌ／Ｌ，纤维蛋白原≤１．５
ｇ／Ｌ；⑤骨髓、脾或淋巴结发现噬血细胞，但可除外恶性
疾病；⑥ＮＫＣ活性减低或缺失；⑦血清铁蛋白水平≥５００
μｇ／Ｌ；⑧可溶性ＣＤ２５（可溶性 ＩＬ２受体）≥２４００Ｕ／Ｌ。
满足以上（１）或（２）任何一项，即可诊断为 ＨＰＳ。此外
应密切联系临床，发现淋巴结大、出血、黄疸、皮疹、水肿

或慢性肝炎等也可作为诊断依据。继发性及遗传性

ＨＰＳ均有感染激发，临床症状相似，确诊有赖于起病年
龄、家族史、基因检查。

ＦＨＰＳ多在婴儿期发病，发病率约为１／５００００［５］。
１０％～７３％的ＨＰＳ患儿疾病初期或疾病发展过程中出
现非特异神经系统症状，包括惊厥、易激惹、脑膜刺激

征、颅神经麻痹、肌张力增高、意识障碍等。多数患儿伴

发热、肝脾大、淋巴结大等多系统症状，血液指标出现异

常［６７］。但研究显示，７％的患儿仅存在神经系统症状，
如以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为首发或唯一表现时易误诊。

虽然神经系统症状并非ＨＰＳ经典症状，一旦出现，提示
预后不良［８］。

ＨＰＳ患儿脑脊液检查多数异常，可见细胞数增多及
蛋白增高，泡沫组织细胞，罕见噬血细胞。脑脊液异常

可伴或不伴神经系统症状［３］。头颅影像学可表现为局

灶性或弥散性病灶，早期多为幕上病变［９］。儿童病例

中，中枢病理改变依据严重程度分为：Ⅰ期，柔脑膜淋巴
细胞及组织细胞浸润；Ⅱ期，进展至脑实质受累，侧脑室
旁浸润；Ⅲ期，大部分组织浸润，血管破坏，胶质增生，组
织坏死。患者脑组织病理学分期与影像学之间存在平

行关系。Ⅰ期影像表现为弥散性柔脑膜强化，Ⅱ～Ⅲ期表

现为弥散性白质改变伴不同程度强化、出血及弥散受

限。其他关于影像学改变包括幕上脑萎缩、基底核病

变、脑积水、硬膜下积液、脑实质出血、梗死、髓鞘化延

迟、脑实质钙化、视神经病变等，在 ＨＰＳ病例中均有报
道。ＨＰＳ中枢神经受累程度不一，影像学改变与临床有
相关性，有助于监测病情［１０］。

对于ＦＨＰＳ，目前唯一根治方法是化疗缓解后进行
造血干细胞移植。国际组织细胞协会于２００４年公布的
治疗方案（ＨＰＳ２００４），关于骨髓移植，只要供体嵌合率
高于１０％～２０％，部分 ＨＰＳ患者疾病完全缓解持续时
间可长达２０年［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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