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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诱因噬血细胞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杨学兵%

! 陆雯萍!

! 余先球!

! 施小凤!

! 丁宏胜%

! 陆益龙!

!%<南通大学附属海安医院重症医学科# 江苏 海安 !!##$$$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 江苏 镇江 !%!$$%"

!摘要"&目的#探讨不同诱因噬血细胞综合征!W4>(bW,0(965/916+8*(>4#aKJ" 患者临床特征及对预后的影响& 方

法# 收集 BG 例aKJ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原发疾病分为 :E病毒感染组!%! 例"%肿瘤相关组!%B 例"和免疫疾病

组!%$ 例"& 将:E病毒感染组患者aKJ相关临床特征在 ! 周内全面表现者设为早期表现组!G 例"# Q! 周者设为

迟发表现组!S 例"& :E病毒感染组及肿瘤相关组aKJ患者中#对确诊并行干预性治疗 %!$ 8内死亡者设为近期死

亡组#超过 %!$ 8死亡%包括长期存活者为非近期死亡组& 分析 aKJ 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转归等指标&

结果# aKJ患者以发热%白细胞计数及血小板计数减少%肝功能损伤为初发表现多见#病程中多出现脾肿大%进行性

贫血及全身多部位感染#部分患者有胸%腹腔%心包腔积液& :E病毒感染组谷草转氨酶%乳酸脱氢酶水平较肿瘤相

关组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R$<$G"& 免疫疾病组血小板计数较肿瘤相关组和:E病毒感染组升高#谷

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和乳酸脱氢酶较:E病毒感染组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R$<$G"& 早期表现组aKJ患

者乳酸脱氢酶%铁蛋白水平及aKJ患者死亡率明显低于迟发表现组患者& 近期死亡组aKJ患者血清乳酸脱氢酶%

铁蛋白水平较非近期死亡组明显升高%而白蛋白水平较非近期死亡组患者明显降低& 结论# aKJ患者病情发展迅

速#死亡率高#尤其是:E病毒感染aKJ患者#早期诊断%及时治疗至关重要&

!关键词"&噬血细胞综合征$ :E病毒$ 肿瘤$ 自身免疫性疾病$ 乳酸脱氢酶$ 血清铁蛋白$ 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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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血细胞综合征 ! W4>(bW,0(965/916+8*(>4#

aKJ"是一种严重威胁生命的免疫功能紊乱性疾病#

临床主要表现为高热#肝%脾%淋巴结肿大#黄疸#进

行性全血细胞减少& aKJ 分原发性和继发性#成人

以继发性为主#多因不同病因致患者体内炎症因子

高表达并激活单核 L巨噬细胞系统致多脏器损害&

该类疾病早期诊断难%病情发展迅速#临床预后差&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BG 例aKJ 患者临床资料及病情

发展规律#为该类患者早诊%早治#改善患者预后提

供参考依据&

6E资料与方法

%<%&临床资料

收集 !$%B 年 % 月至 !$%P 年 %! 月我院及江苏

大学附属医院诊治的 BG 例 aKJ 患者#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B$ gP$ 岁#中位年龄 #% 岁& 根据

aKJ患者原发疾病分为 :E病毒感染组!%! 例"%肿

瘤相关组!%B 例"和免疫疾病组!%$ 例"& 将 :E病

毒感染组患者 aKJ 相关临床特征在 ! 周内全面表

现者设为早期表现组!G 例"# Q! 周者设为迟发表

现组!S 例"& :E病毒感染组及肿瘤相关组 aKJ 患

者中#对确诊并行干预性治疗 %!$ 8 内死亡者设为

近期死亡组#超过 %!$ 8 死亡%包括长期存活者为非

近期死亡组& 参照 !$$C 年 aKJ 诊断标准'

(

发

热'体温QBP<GvH#持续 QS 8$

*

脾脏肿大$

+

血

细胞减少!累及外周血两系或三系"'血红蛋白 R"$

0F̂#血小板计数R%$$ h%$

"

F̂#中性粒细胞R%<$ h

%$

"

F̂且非骨髓造血功能减低所致$

,

高三酰甘油

血症和 !或" 低纤维蛋白原血症'三酰甘油 Q

B >>(-F̂$

-

骨髓%脾脏%肝脏或淋巴结穿刺可见

噬血细胞$

.

血清铁蛋白
"

G$$

#

0F̂$

/

=m细胞

活性降低或缺如$

0

1HD!G 升高& 符合以上 P 条指

标中 G 条者确诊&

%<!&方法

入院患者当日抽取静脉血检测以下指标'外周

血象!血细胞分析仪"$肝肾功能%血脂及肌酶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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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生化分析仪"$:E病毒AD=@!:E病毒核酸扩增

荧光定量检测法"$淋巴细胞免疫分型!流式细胞

仪"$肿瘤指标!@NK%H:@%H@%!G%H@%""%H@G$"及

血清铁蛋白!同位素法"$凝血指标!凝固法"$自身

抗体!酶标法"等指标检测& 并通过胸腹部 HO平

扫%E超定位明确患者有无肝%脾%浅表淋巴结肿大

及是否合并有肺部感染& 血片%骨髓穿刺涂片检查

通过光学显微镜进行人工观察分析&

%<B&临床治疗

:E病毒感染组及免疫相关组患者均采用 aKJ

!!$$C " 方案治疗& 初始治疗 P 周' 地塞米松

%$ >0F!>

!

08" ! 周 %G >0F!>

!

08"! 周%!<G>0F

!>

!

08"! 周%%<!G >0F!>

!

08"! 周& ;K%# 每次

%G$ >0F>

!

#! 次F周%共 ! 周$% 次F周#共 # 周& 环孢

素@# >0F!c008"#口服#% 周后监测血药浓度#后

每月监测 % 次#维持环孢素@血药浓度在 !$$ >0F̂

左右& aKJ发病过程中有神经系统症状者#行脑脊

液检查#脑脊液检查异常者予甲氨蝶呤%地塞米松二

联鞘注#从第 B 周开始#每周 % 次#共 C 次& 维持治

疗!" gC$ 周"'地塞米松 %$ >0F!>

!

08"#B 8F! 周$

;K%# 每次 %G$ >0F>

!

#% 次F! 周$环孢素 @同初始

治疗#直到 C$ 周后& 肿瘤相关组 aKJ 依据患者原

发性疾病予以相应化疗方案治疗&

%<C&统计学分析

应用 JKJJ%S<$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
!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p标准差!

#

ApC"表

示#多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进一步组间比较采用

ĴDA4检验$两组资料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4检验#

!R$<$G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HE结果

!<%&aKJ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aKJ患者均以发热%脾肿大%外周血象变化%高

乳酸脱氢酶%低纤维蛋白原%高血清铁蛋白%骨髓中

见噬血细胞为主要临床特征& 骨髓涂片检查结果显

示#BG 例 aKJ 患者中#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明显活跃

!! 例#增生活跃 %B 例& 所有病例骨髓涂片中均可

见吞噬细胞#其形态特征为细胞胞质量丰富%并可见

细颗粒%空泡及吞噬的幼红细胞%粒细胞%血小板及

细胞碎片#核不规则型多见#核染色质紧密#核仁不

明显#该类细胞在骨髓涂片中有核细胞占比为

Bj gS<Gj#:E病毒感染组为!C<#% p%<!G"j%肿

瘤相关组为!C<!! p$<"B"j和免疫疾病组为!B<G% p

$<GP"j#B 组噬血细胞占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Kl$<S%G#!Q$<$G"&

!<!&不同诱因aKJ患者临床各指标比较

:E病毒感染组谷草转氨酶%乳酸脱氢酶水平较

肿瘤相关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

$<$G"#免疫疾病组血小板计数较肿瘤相关组和 :E

病毒感染组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R$<$G"#

免疫疾病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和乳酸脱氢酶

较:E病毒感染组均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R$<$G"& 见表 %&

!<B&:E病毒感染 aKJ 患者诊断时期及治疗对患

者预后影响

&&结果表明#迟发表现组患者血清白蛋白水平明

显低于早期表现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P$%"$

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乳酸脱氢酶水平显著高于

早期表现组& 见表 !& 早期表现组血清铁蛋白 Q

!$ $$$ +0F̂患者数 B 例%迟发表现组为 S 例#迟发

表现组患者高血清铁蛋白患者比例显著高于早期表

现组!

!

!

lC<!SP#!R$<$G"$迟发表现组近期死亡

患者数!C 例"明显高于早期表现组!$ 例"!

!

!

l%!#

!R$<$G"&

表 6E肿瘤相关组'R5病毒感染组'免疫疾病组SFX患者各指标比较

&&项目 肿瘤相关组 :E病毒感染组 免疫疾病组 K值 !值

白细胞计数! h%$

"

F̂"

!<P" p$<#! !<S$ p$<"C B<"" pB<P" %<$"S $<BC#

血红蛋白!0F̂" %%!<# pB$<B "#<SG p!$<$B P"<C p%C<!B B<$#G $<$#%

血小板计数! h%$

"

F̂"

G!<!B p!%<%P CS<#S p!B<$B

S!<S pS<$S

,#_

G<!$S $<$%%

谷丙转氨酶!2F̂" %%#<$ p"B<C %PB<%# pPC<GP

#$<CG pC!<S#

_

#<#G" $<$$C

谷草转氨酶!2F̂" %$B<P pP%<B

!P"<C p%P%<#

,

"$<$# pGC<#"

_

"<"%S $<$$%

乳酸脱氢酶!2F̂" P$!<P p!GS<C

% #!S<$P p#!G<G!

,

P"C<# pC"S<B

_

%$<S$! $<$$%

血清白蛋白!0F̂" B$<B pG<B% !"<" p#<BS !S<B pG<%C $<P#$ $<CBB

&&,'与肿瘤相关组比较#!R$<$G$_'与:E病毒感染组比较#!R$<$G

#CG &&&&&&&&&&&&江苏大学学报!医学版"&&&&&&&&&&&&&&&&&第 !" 卷



表 HER5病毒感染相关SFX早期表现组与迟发表现组各指标比较

&&项目 早期表现组!7 lG" 迟发表现组!7 lS" 4值 !值

白细胞计数! h%$

"

F̂"

B<$! p$<GG !<CS p%<!B %<%%C $<!"C

血红蛋白!0F̂" %%$<# p!!<S P#<G p%$<S !<%#G $<$P$

血小板计数! h%$

"

F̂"

GS<P pB$<G C$<C p%C<B %<%PB $<!PS

谷丙转氨酶!2F̂" %!%<! pC!<S !!S<C pP$<% !<"S$ $<$%G

谷草转氨酶!2F̂" %C%<# p#G<G B"G<$ p%#!<C B<S!# $<$$G

乳酸脱氢酶!2F̂" % %BS<P p!#B<$ % "S#<# pGSB<P B<C$$ $<$$P

血清白蛋白!0F̂" BG<"C p!<P% !G<G" pC<%% G<%S# $<$$%

:E病毒AD=@! h%$

G

"

G<P$B p$<S$% %<#G" p$<B!S %<!!" $<!S%

!<C&近期死亡组与非近期死亡组各指标水平比较

比较结果显示#近期死亡组患者谷丙转氨酶%谷

草转氨酶%乳酸脱氢酶水平显著高于非近期死亡组

患者#而血红蛋白水平明显降低& 见表 B& 近期死

亡组及非近期死亡组患者中#血清铁蛋白 Q!$ $$$

+0F̂的患者数分别为 # 例和 P 例#近期死亡组高血

清铁蛋白患者比例显著高于非近期死亡组!

!

!

l

!G<$#!R$<$G"&

表 0E近期死亡组与非近期死亡组各指标水平比较

&&项目 近期死亡组!7 l#" 非近期死亡组!7 l%"" 4值 !值

白细胞计数! h%$

"

F̂"

!<GB p%<$# !<PP p$<#P $<SG# $<CSS

血红蛋白!0F̂" P"<P p%!<" %$"<P p!P<! !<BPC $<$!P

血小板计数! h%$

"

F̂"

G%<$ p!B<S C"<S p!%<S $<%%# $<"%%

谷丙转氨酶!2F̂" !C!<B p"G<! %%P<G pSB<! !<"!! $<$!!

谷草转氨酶!2F̂" B!C<" p%B!<P %G%<! pSC<S !<#P% $<$!G

乳酸脱氢酶!2F̂" % "SB<B p#!$<G "GB<S pBPG<C B<P$$ $<$$P

!<G&aKJ患者预后比较

:E病毒感染组患者近期死亡率!BB<Bj#CF%!

例"明显高于肿瘤相关组!%G<Cj#!F%B 例"#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l!G<$#!R$<$G"& :E病毒感染组

患者死亡原因为感染并多脏器功能衰竭#肿瘤相关

组患者死亡原因为严重低蛋白血症并多脏器功能衰

竭& :E病毒感染组患者中有 ! 例分别于 !# 个月%

B! 个月后并发急性髓系白血病#% 例 %P 个月后并发

O细胞淋巴瘤#现仍接受治疗#另 B 例无病生存&

0E讨论

aKJ属于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系统的过度反应

疾病#早期诊断较难#目前普遍认为继发性 aKJ 以

感染%免疫性疾病及继发肿瘤者多见(%)

& 该类疾病

发生多表现为多脏器损害#这与 aKJ 发病过程中患

者体内HDP

M

O细胞%巨噬细胞过度活化并进而降低

细胞毒性O细胞!HÔ "对抗原提呈细胞的清除#导

致患者体内持续存在 HDP

M

O细胞慢性刺激有

关(!)

& aKJ患者临床表现为血清谷丙转氨酶%谷草

转氨酶%乳酸脱氢酶升高#全血细胞减少及血清白蛋

白降低& 三组aKJ患者中#发热%脾肿大%外周血象

变化明显#:E病毒感染相关 aKJ 患者上述临床特

征表现更为明显& 程艳丽等(B)对 !P 例 :E病毒感

染相关 aKJ 患者临床资料采用 (̂0/15/9回归分析#

显示:E病毒感染%HDCFHDP 比例倒置是aKJ 死亡

的高危因素& 本研究表明#:E病毒感染相关 aKJ

患者肝%脾%淋巴结肿大#多浆膜腔积液的发生率高

于肿瘤相关组和免疫疾病组患者#且 :E病毒感染

组患者死亡率最高&

乳酸脱氢酶为胞内酶#体内组织细胞出现损伤%

破坏增多时会明显升高(C)

#且乳酸脱氢酶升高的水

平及持续的时间反映了组织损伤的程度(G)

& 本资

料显示三组aKJ患者乳酸脱氢酶水平均明显升高#

:E病毒感染相关aKJ患者乳酸脱氢酶升高更为显

著& 有资料显示(#)

'=mFO淋巴瘤相关 aKJ 诊断与

死亡!最后一次接触"时间间隔为 C gS$% 8#中位时

间间隔为 %G 8& 乳酸脱氢酶在 aKJ%低纤维蛋白原

血症和脾肿大与较差的生存率显著相关& 高乳酸脱

氢酶与aKJ患者预后直接相关(S)

& 另有文献报道'

初诊 B 周内aKJ患者血清铁蛋白 Q%% $$$

#

0F̂者

的死亡率是R%% $$$

#

0F̂患者死亡率的 G<# 倍(P)

&

本组病例中#:E病毒相关 aKJ 迟发表现组患者高

死亡率及近期死亡 aKJ 患者血清乳酸脱氢酶及铁

蛋白均显著升高同样说明这一点& 有研究报道#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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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血症会减少患者体内自由基中和作用#降低治

疗中的药物作用(%$)

#因此严重低蛋白血症也是 :E

病毒相关aKJ患者近期高死亡率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aKJ 患者病情发展迅速#死亡率高#

尤其是:E病毒感染 aKJ 患者& 早期明确诊断%尽

早干预治疗是aKJ治疗成功的关键& 因此#临床上

对发热原因不明#合并有白细胞%血小板计数减少#

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及乳酸脱氢酶升高的迟发

表现aKJ患者应及早进行:E病毒筛查及多部位骨

髓穿刺涂片检查#可尽早明确 :E病毒感染相关

aKJ诊断并能得到早期有效治疗%提高该类 aKJ 患

者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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