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52· 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Hematology 2020；28（2）中国实验血液学杂志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Hematology 2020；28（2）：652-656

文章编号（Article ID）：1009-2137（2020）02-0652-05 ·论著·

噬血细胞综合征患者红细胞寿命的检测及其对
患者贫血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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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一氧化碳呼气试验测定噬血细胞综合征患者红细胞寿命，分析其对噬血细胞综合征合并贫

血患者的影响。 方法：对 20 例初诊 HLH 患者进行一氧化碳呼气试验并测定红细胞寿命，并以 20 例健康人的检

测作为对照，对比噬血细胞综合征患者与健康人 2 组间贫血相关指标的差异。结果：噬血细胞综合征患者的平

均红细胞寿命为 45.3 d，比健康人缩短 65%。血红蛋白水平与红细胞寿命呈正相关，sCD25、呼气一氧化碳浓度

和骨髓噬血现象与红细胞寿命呈负相关，胆红素、网织红细胞计数与红细胞寿命无相关性。新发噬血细胞综合

征患者血清中 IL-1β，IL-2，sCD25，IL-6，IL-10，IL-17A，GM-CSF，TNF-α 和 IFN-γ 表达水平较健康人显著升

高（P ＜ 0.05）。结论：一氧化碳呼气试验是一项快速测定红细胞寿命的方法。红细胞破坏增加是噬血细胞综合

征合并贫血的重要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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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etect the erythrocyte life by breath carbon monoxide assay and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erythrocyte life on the anemia in patients with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Methods: The breath carbon monoxide test 
and erythrocyte life assay were performed for 20 cases of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at the same time the detection of 20 
healthy persons was used as control. The difference of anemia-related indexes was compared between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patients and healthy persons. Results: The average erythrocyte life of patients with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was 45.3 days, which was 65% shorter than that of healthy persons. Hemoglobin level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rythrocyte life, while sCD25, breath carbon monoxide concentration and hemophagocytos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erythrocyte life. Bilirubin level and reticulocyte count showed no correlation with erythrocyte life. Serum level of 
IL-1β, IL-2, sCD25, IL-6, IL-10, IL-17A, GM-CSF, TNF-α and IFN-γ 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healthy persons (P＜0.05). Conclusion: Breath carbon 
monoxide assay is a rapid and efficient method to assess erythrocyte life. Increased erythrocyte destruction may be an 
important pathogenic factor for anemia in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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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噬血细胞综合征（hemophagocytic syndrome），

又称噬血细胞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HLH）是一种威胁生命的免疫

性疾病，其实质特征为系统性炎症反应、严重的

细胞因子风暴和免疫过激介导的器官损伤。HLH
病程进展迅速，治疗以“依托泊苷 + 糖皮质激素”

为基础的化疗方案为主，某些亚型对化疗应答率

差，总体死亡率较高 [1]。

　　噬血细胞综合征早期常合并不同程度的贫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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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状态影响患者心、脑、肝、肾等重要脏器的

功能，降低治疗耐受性，影响患者的远期生存。

目前，国内外已有噬血细胞综合征与自身免疫性

溶血性贫血（autoimmune hemolytic anemia, AIHA）

或再生障碍性贫血（aplastic anemia, AA）相伴发

生的一些报道，但其具体机制仍未明确 [2-3]。噬血

细胞综合征的实质是严重的系统性炎症反应，其

进程中合并的贫血可能与慢性病贫血 [4]（anemia of 
chronic disease, ACD）相似。ACD 是一种在慢性炎

症性疾病和肿瘤性疾病中发生的贫血，其发病过程

与促炎细胞因子引起造血原料缺乏、红细胞破坏

增加或骨髓造血抑制等临床状态相关 [5]。多种细胞

因子参与了贫血性疾病的发生和调节过程，包括

IL-1β，IL-2，sCD25，IL-6，IL-10，IL-17，GM-CSF，

TNF-α，IFN-γ 和 MCP-1，其中 TNF-α 能直接抑

制红细胞的生成，IFN-γ 可间接地促进 TNF 相关

的凋亡诱导配体（TRAIL）介导的贫血，其他细胞

因子则可能通过炎症反应、氧化应激作用或诱导

机体对促红细胞生成素（EPO）的耐受来参与贫血

的发展过程 [6-7]。由此推测，噬血细胞综合征合并

的贫血可能与细胞因子风暴下红细胞再生受抑和 /
或破坏增加有关，并伴有红细胞寿命的缩短。

　　一氧化碳（CO）呼气试验是一项快速测定红

细胞寿命的新技术。CO 呼气试验已广泛用于贫血、

溶血、黄疸进行诊断及鉴别诊断、门静脉高压及

糖尿病等慢性病的监测以及血液透析的安全性评

估中 [8-9]。目前，尚无有关测定 HLH 红细胞寿命

的相关报道。本研究通过 CO 呼气试验测定 HLH
患者的红细胞寿命，结合临床资料，分析不同贫

血观测指标对 HLH 患者红细胞寿命的影响。

材料和方法

入选病例

选取 2017 年 10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血液科确诊的 20 例噬血细胞综

合征患者（HLH 组），于治疗前清晨空腹状态下

留取肺泡气和外周血，并于当日留取 20 例健康志

愿者的肺泡气和外周血（对照组）。

　　所有 HLH 患者均为初次诊断未经治疗的新发

患者，其病史及血液学、骨髓检查证实不伴有其

他血液系统恶性疾病。健康对照组经体检均确证

无系统性炎症性疾病。在征得患者同意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后，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按 1∶1 分

为对照组和 HLH 组。本研究经北京友谊医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

HLH-2004 诊断标准

符合下列一项即可诊断 [10]：（1）患者经分子生物

学检查明确存在家族性 / 已知遗传缺陷。（2）以

下 8 条指标中符合 5 条可诊断为 HLH：①发热，

持续＞ 7 天，体温＞ 38.5 ℃；②脾大（肋下≥ 3 
cm）；③血细胞减少（累及外周血 2 系或 3 系），

血红蛋白＜ 90 g/L，血小板计数＜ 100×109/L，中

性粒细胞数＜ 1.0×109/L 且非骨髓造血功能减低

所致；④高甘油三脂血症和 / 或低纤维蛋白原血

症，甘油三酯＞ 3 mmol/L 或高于同年龄的 3 个标

准差，纤维蛋白原＜ 1.5 g/L 或低于同年龄的 3 个

标准差；⑤在骨髓、脾脏或淋巴结里找到噬血细胞；

⑥ NK（自然杀伤）细胞活性降低或缺失；⑦铁蛋

白≥ 500 μg/L；⑧ sCD25（sIL-2R，可溶性白介素 -2
受体）升高。

原发病情况 
原发性 [ 家族性噬血细胞综合征 2 型，c.503G ＞ A
（p.Ser168Asn）、c.1349C ＞ T（p.Thr450Met）]
HLH 1 例；EBV-HLH 11 例；淋巴瘤 -HLH 4 例；

MAS（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1 例；原发病尚不明

确 HLH 3 例。

红细胞寿命和贫血相关细胞因子的检测

采用呼气试验测定红细胞寿命。红细胞寿命测定

仪为中国深圳先亚（SEEKYA）公司产品（型号：

RBCS-01）。检测步骤：①空腹、禁烟时采集肺泡气；

②通过电动气泵采集环境本底气；③气袋连接仪

器；④输入当天 Hb 值启动测定；⑤读取检测结果。

采用 Luminex 技术（仪器为美国 Bio-Rad 公司 Bio-
Plex 200 system）检测血清 IL-1β，IL-2，sCD25，

IL-6，IL-10，IL-17，GM-CSF，TNF-α，IFN-γ 和

MCP-1 的水平。

临床观测指标

收集 HLH 组及对照组以下资料：性别、年龄、白

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水平、血小板计数、血清铁

蛋白水平、NK 细胞活性、总胆红素水平、网织红

细胞计数及网织红细胞百分比、贫血相关细胞因

子（IL-1β、IL-2、sCD25、IL-6、IL-10、IL-17、

GM-CSF、TNF-α、IFN-γ 和 MCP-1）、骨髓噬血

现象、红系增生度及脾脏大小。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分析统计软件。计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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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大占 65%，骨髓红系增生活跃者占 80%。

HLH 临床特征与红细胞寿命的相关性

分析显示，血红蛋白水平与红细胞寿命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r=0.550，提示二者中等正相关；sCD25

与红细胞寿命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r=-0.515，

提示中等负相关；一氧化碳浓度与红细胞寿命的

Pearson 相关系数为 r=-0.587，呈中等负相关；骨

髓噬血现象与红细胞寿命的 Spearman 相关系数为

r=-0.701，提示强负相关。上述相关性系数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年龄、性别、血清铁蛋

白水平、NK 细胞活性、总胆红素水平、直接胆红

素水平、间接胆红素水平、网织红细胞计数和脾脏

大小与红细胞寿命则无相关性（P ＞ 0.05）（表 2）。

细胞因子谱组间差异性的分析

HLH 患者与健康人 2 组间细胞因子谱的差异性分

析 结 果 见 表 3。HLH 患 者 中 sCD25 和 IFN-γ 的

水平显著升高，其中位数分别为 4 117.5 pg/ml 和

107.7 pg/ml；而对照组中，只有 sCD25 可被有效检

测到，其中位数为 533.5 pg/ml，这远低于正常值上

限（6 400 pg/ml），其他细胞因子的中位测定值均

为 0。结果显示，HLH 患者血清中 IL-1β，IL-2，

sCD25，IL-6，IL-10，IL-17A，GM-CSF，TNF-α
和 IFN-γ 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显著升高，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 ± 标准差（x±SD）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以中位数（P25，P75）描述，组间比较采

用 Mann-Whitney U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计量资料相关性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性

检验，计数资料相关性分析采用 Spearman 相关性

检验，相关系数（r）：0.8-1.0 为极强相关；0.6-0.8
为强相关；0.4-0.6 为中等程度相关；0.2-0.4 为弱

相关；0.0-0.2 为极弱相关或无相关。P ＜ 0.05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临床特征

20 例 HLH 患者及 20 例健康对照组的临床特征见表

1。HLH 患者与健康对照者的男女比例均为 1∶1.22

（9∶11），HLH 患者组平均年龄为 37 岁，对照组

平均年龄为 41 岁。经测定，HLH 组平均红细胞寿

命为 45.3 d，较健康人缩短了 65%（P ＜ 0.05），

HLH 组的内源性 CO 浓度（PCO）较对照组升高了

72%（P ＜ 0.05）。HLH 组 Hb 浓度较健康人下降

37%。HLH 患者与健康人平均 NK 细胞活性之间无

显著差异，新发 HLH 患者平均血清铁蛋白水平超

过 6 000 ng/ml，中位总胆红素水平升高，平均网织

红细胞计数和比例均升高，骨穿噬血现象占 85%，

Table 1.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HLH and control groups

Variable HLH patients (n=20) control (n=20) t value P value

Age (y, M) 37.35±18.06 (10-79) 41.60±14.79 (22-63) -0.814 0.421

Sex (n, %)

Male 9 (45.0) 9 (45.0) - -

Female 11 (55.0) 11 (55.0) - -

Erythrocyte life (d, M) 45.30±19.77 (21-98) 129.30±27.32 (76-168) 11.136 0.000

CO concentration (ppm, M) 2.333±0.769 (1.136-3.887) 1.356±0.272 (0.807-1.973) 5.350 0.000

WBC count (×109/L, M) 3.28±1.86 (0.22-7.26) 5.72±0.85 (4.30-7.91) 5.344 0.000

Hemoglobulin concentration (g/L, M) 89.00±18.39 (65-125) 142.10±11.27 (113-160) -11.012 0.000

Plt count (×109/L, M) 27.75, 169.00 (4-329) 216.25, 289.25 (139-367) - 0.000

NK-cell activity (%, M) 14.65±3.02 (8.61-20.16) 16.37±3.38 (9.97-23.55) -1.695 0.098

Total bilirubin（μmol/L, M） 15.22, 33.40 (6.78-439.01) 9.64, 13.74 (4.17-18.26) - 0.000

Direct bilirubin（μmol/L, M） 4.04, 9.08 (1.75-248.01) 1.69, 2.41 (0.88-6.14) - 0.000

Indirect bilirubin（μmol/L, M） 10.64, 24.32(5.03-204.99) 7.62, 11.32 (3.29-15.61) -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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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iable Correlative coefficient (r value) P value Correlation

Age -0.097 0.685 -

Hemoglobulin concentration 0.550 0.012 medium positive correlation

Serum ferritin level -0.306 0.189 -

NK-cell activity -0.050 0.833 -

sCD25 -0.515 0.020 medium negative correlation

Indirect bilirubin -0.437 0.054 -

CO concentration -0.587 0.007 medium negative correlation

Reticulocyte count -0.234 0.321 -

Sex -0.305 0.191 -

Hemophagocytosis in bone marrow (BM) -0.701 0.024 strong negative correlation

Splenomegaly -0.459 0.182 -

Erythroid proliferative degree of BM 0.130 0.584 -

Table 2. Correlation between clinical variables and erythrocyte life in HLH patients

Cytokine (pg/ml) HLH patients (n=20) control (n=20) t P value

IL-1β 1.29±1.02 0 - 0.000

IL-2 4.76±3.64 0 - 0.000

sCD25 13577.55±15536.26 795.65±558.44 - 0.000

IL-6 5.29±0.77 0 - 0.000

IL-10 311.23±642.20 0 - 0.000

IL-17A 1.40±0.68 0 - 0.017

GM-CSF 5.85±1.21 0 - 0.000

TNF-α 6.11±5.88 0 - 0.001

IFN-γ 256.85±462.49 0 - 0.000

MCP-1 88.11±118.08 98.24±48.71 0.283 0.781

Table 3.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nemia-related cytokines between two groups

讨　　论

噬血细胞综合征（HLH）患者在初诊时常合并贫血，

多为轻至中度贫血（血红蛋白 60-120 g/L），贫血

程度可随 HLH 疾病进展而进一步加重。回顾本中

心的既往研究，61 例初诊 EBV 相关 HLH 中 Hb ＜ 90 
g/L 的患者占 67.2%（41/61）。这提示，超过半数

的患者已达中度贫血 [11]。与 HLH 相伴发生的贫血

常为溶血性贫血或再生障碍性贫血。由此说明，

该类贫血的发生可能与红细胞破坏增加或红细胞

再生受抑制有关。本研究中，20 例初诊的噬血细

胞综合征患者中有 19 例（95%）合并贫血，其中

4 例为轻度贫血，15 例为中度贫血。

　　本研究采用一氧化碳（CO）呼气实验测定红

细胞寿命用于验证 HLH 的贫血状态。通过该技术

测定的健康人红细胞寿命为 129.3±27.3 d，这与

国内外相关报道一致 [12]，这说明，CO 呼气试验测

定红细胞寿命的方法不仅较为快速，检验结果也

同样可靠。本研究发现，新发 HLH 患者红细胞寿

命（45.3±19.7 d）较健康人显著减低，同时，总

胆红素（TBil）、直接胆红素（DBil）、间接胆红

素（IBil）和呼气中一氧化碳浓度（PCO）的水平则

显著高于健康人，这说明 HLH 患者的贫血状态与

溶血密切相关。进一步的实验发现，骨髓噬血现

象和红细胞寿命呈强负相关，脾大在初诊 HLH 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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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占 65%。这提示 , 红细胞在脾脏、骨髓中被

巨噬细胞吞噬和过度破坏，即血管外溶血是导致

HLH 早期合并贫血的重要原因。

　　sCD25（sIL-2R，可溶性白介素 -2 受体）是判

定噬血细胞综合征疾病活动状态的重要指标。本

研究中，sCD25 与 HLH 患者红细胞寿命测定值呈

中等负相关。这提示，sCD25 是 HLH 合并贫血的

重要启动因子。sCD25 的高表达与细胞毒性 T 淋

巴细胞（CTL）的过度活化有关，CTL 继发的单

核 - 巨噬系统过度增殖产生了大量的细胞因子 [13]，

细胞因子风暴下的高炎症状态加重了红细胞的破

坏。各种贫血相关的细胞因子谱中，Th1（IFN-γ、

GM-CSF、IL-1β、IL-2、TNF-α）、Th2（IL-6、

IL-10）、Th17（IL-17A）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显著

升高（P ＜ 0.05），其中 Th1 细胞主要诱导巨噬细胞、

NK 细胞、B 细胞和 CD8+T 细胞的活化来促进细胞

介导的炎症反应，Th2 吸引并激活嗜酸性粒细胞和

肥大细胞，参与超敏反应的发生，Th17 分泌 IL-17

与 TNF-α 一起协同促进炎症反应 [14-15]。值得注意

的是，IFN-γ 为 HLH 患者血清中升高幅度最显著

的细胞因子。IFN-γ 既是 CTL 活化巨噬细胞引发

细胞因子风暴的“桥梁”，亦可促进 TNF 相关的

凋亡诱导配体（TRAIL）介导的贫血发生。这揭示

了 IFN-γ 在 HLH 合并贫血启动过程中的重要性 [7]。

总之，上述细胞因子可能在促炎环节中起到推动

作用，继而引发红细胞凋亡增加，最终导致红细

胞寿命缩短以及 HLH 早期贫血的发生。

　　除此之外，本研究还探索了骨髓造血因素与

HLH 相关贫血的相关性。结果提示，骨髓红系增

生活跃者的比例显著升高（占 80%），但相关性

分析却未提示骨髓红系增生度是否与红细胞寿命

具有明确关联。但是尚不能排除因本研究的病例

数较少而未能发现骨髓造血因素与红细胞寿命相

关性的可能。本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没有充足的

数据对造血原料缺乏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例如

血清铁、叶酸和 Vit B12 等，这些因素与 HLH 患

者红细胞寿命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本研究应用了一氧化碳（CO）呼气试

验法来检测噬血细胞综合征（HLH）患者的红细

胞寿命，这种方法较为便利、快速且准确，有助

于判断 HLH 患者合并贫血的状态，在 HLH 的辅

助诊断中具有一定的价值。此外，细胞因子风暴

可能降低 HLH 患者的红细胞寿命。因此有必要通

过大样本、前瞻性、多中心的随机对照研究来进

一步探讨细胞因子影响 HLH 红细胞寿命的病理机

制。

参  考  文  献

  1 Janka GE. Familial and acquired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Eur J Pediatr, 2007; 166(2): 95-109.

  2 Jarchin L, Chu J, Januska M, et al. Autoimmune hemolytic anemia: 

An unusual presentation of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in 

a pediatric post-liver transplant patient. Pediatric transplant, 2018; 

22(7): e13281.

  3 Ikebe T, Takata H, Sasaki H, et al.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following influenza vaccination in a patient with aplastic anemia 

undergoing allogeneic bone marrow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t J 

Hematol, 2017; 105(4): 389-391.

  4 Lee GR. The anemia of chronic disease. Semin Hematol, 1983; 

20(2): 61-80.

  5 Means RT Jr. Pathogenesis of the anemia of chronic disease: a 

cytokine-mediated anemia. Stem Cells, 1995; 13(1): 32-37.

  6 Elmahdi S, Hama A, Manabe A, et al. A cytokine-based diagnostic 

program in pediatric aplastic anemia and hypocellular refractory 

cytopenia of childhood. Pediatr Blood Cancer, 2016; 63(4): 652-

658.

  7 Morceau F, Dicato M, Diederich M. Pro-inflammatory cytokine-

mediated anemia: regard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erythropoiesis. 

Mediators Inflamm, 2009; 2009: 405016.

  8 Strocchi A, Schwartz S, Ellefson M, et al. A simple carbon 

monoxide breath test to estimate erythrocyte turnover. J Lab Clin 

Med, 1992; 120(3): 392-399.

  9 Furne JK, Springfield JR, Ho SB, et al. Simplification of the end-

alveolar carbon monoxide technique to assess erythrocyte survival. 

J Lab Clin Med, 2003; 142(1): 52-57.

10. 10    Henter JI, Horne A, Aricó M, et al. HLH-2004: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guidelines for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Pediatr Blood Cancer, 2007; 48(2): 124-131.

11 曾祥宗 , 魏娜 , 王昭 . 61 例 EBV 相关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

细胞增多症患者的疗效及预后分析 . 中华血液学杂志 , 2015; 

36(6): 507-510.

12 Mitlyng BL, Singh JA, Furne JK, et al. Use of breath carbon 

monoxide measurements to assess erythrocyte survival in subjec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Am J Hematol, 2006; 81(6): 432-438.

13 Brisse E, Wouters CH. Advance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ha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r J Haematol, 2016; 174(2): 203-217.

14 Bettelli E, Carrier Y, Gao W, et al. Reciprocal developmental 

pathways for the generation of pathogenic effector TH17 and 

regulatory T cells. Nature, 2006; 441(7090): 235-238.

15 Usui T. Transcription factors that regulate helper T cell 

differentiation. Nihon Rinsho Meneki Gakkai Kaishi, 2007; 30(6): 

419-4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