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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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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ＨＬＨ）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随着分层诊疗的进步，其预后明显提高。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根治原发性ＨＬＨ、复发／难治性ＨＬＨ和中枢神经系统受累ＨＬＨ的推荐手段。随着移植
技术的进步，移植相关病死率明显下降。一般移植选在病情缓解后，特殊情况下可以抢先移植。除同胞全相合

供者外，目前ＨＬＡ相合无关供者及单倍体供者移植后的存活率均明显提高。国内大多选择改良的标准方案作
为预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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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噬血细胞综合征（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ｌｙｍｐｈｏｈｉｓｔｉｏｃｙｔｏｓｉｓ，
ＨＬＨ）又称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是以持续
发热、肝脾大、全血细胞减少、骨髓或造血组织中发现

噬血现象等为特征的一组临床综合征。其病理基础为

单核巨噬系统过度活化，细胞毒性 Ｔ细胞（ＣＴＬ）及自
然杀伤（ＮＫ）细胞受损后活性降低，细胞脱颗粒功能
缺陷，从而导致大量炎性细胞因子释放，造成全身症

状。

１　分类
根据病因不同，ＨＬＨ一般可分为原发性ＨＬＨ及继

发性ＨＬＨ两大类。
１．１　原发性ＨＬＨ　原发性ＨＬＨ主要包括家族性ＨＬＨ
（ＦＨＬ）、免疫缺陷综合征相关ＨＬＨ及ＥＢ病毒（ＥＢＶ）驱
动ＨＬＨ，为一组常染色体或Ｘ连锁隐性遗传病。
１．１．１　ＦＨＬ　ＦＨＬ患者发病年龄往往较小，其中大部
分在幼年时出现症状，但也有报道ＦＨＬ２型在老年期发

·９２１１·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２０２０年８月第３５卷第１５期　ＣｈｉｎＪＡｐｐｌＣｌｉｎＰｅｄｉａｔｒ，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２０，Ｖｏｌ．３５，Ｎｏ．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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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的病例［１］。目前已知 ＦＨＬ共分为 ５个亚型，其中
ＦＨＬ１型相关基因缺陷尚未明确，ＦＨＬ２型对应 ＰＲＦ１
基因突变，ＦＨＬ３型对应 ＵＮＣ１３Ｄ基因突变，ＦＨＬ４型
对应ＳＴＸ１１基因突变，ＦＨＬ５型则对应ＳＴＸＢＰ２基因突
变。这些基因突变引起相关蛋白功能缺陷，其通过多种

分子作用，破坏体内细胞凋亡触发机制。

１．１．２　免疫缺陷综合征相关ＨＬＨ　该类型主要包括
契东综合征（ＣｈｅｄｉａｋＨｉｇａｓｈｉ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１，ＣＨＳ１）、格里
塞利综合征Ⅱ型（ＧｒｉｓｃｅｌｌｉｓｙｎｄｒｏｍｅⅡ，ＧＳ２）、Ｈｅｒｍａｎｓｋｙ
Ｐｕｄｌａｋ综合征Ⅱ型（ＨＰＳⅡ）和Ｘ连锁淋巴增殖综合征
（Ⅰ型和Ⅱ型），分别对应的突变基因为 ＬＹＳＴ基因、
ＲＡＢ２７Ａ基因、ＡＰ３Ｂ１基因、ＳＨ２Ｄ１Ａ基因及 ＢＩＲＣ４基
因。前三者突变影响溶酶体转运，后两者分别与信号转

导、淋巴细胞活化及抑制细胞凋亡相关。此外，还有ＩＬ２
诱导的 Ｔ细胞激酶缺乏（ＩＴＫ）及镁离子转运基因
（ＭＡＧＴ１）突变等。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目前ＨＬＨ相关基因缺陷尚未
被全部鉴定，因此，如临床病例未检测到已知的上述基

因缺陷，但有显著的ＨＬＨ相关蛋白表达下降，ＮＫ细胞
活性下降，阳性家族史，或难治／复发的临床症状，无明
确继发性依据时，也需要考虑原发性ＨＬＨ。
１．２　继发性ＨＬＨ　继发性 ＨＬＨ是指继发于感染、肿
瘤、结缔组织病等多种因素，启动免疫系统活化机制，所

引起的反应性疾病状态，通常无已知基因缺陷和家族性

疾病史，往往在年长儿及成人中多见。

１．２．１　感染继发ＨＬＨ　病毒感染是最常见的原因，其
他还有细菌、真菌及原虫感染等也可能会继发ＨＬＨ。病
原体感染机体后可表现为感染触发或宿主免疫损害时

的机会致病。儿童病毒感染诱因中，尤其以ＥＢＶ为主。
持续性ＥＢＶ感染，可能发展为慢性活动性ＥＢＶ感染，导
致继发性ＨＬＨ。在成人病例中也有报道巨细胞病毒、单
纯疱疹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等感染后继发性

ＨＬＨ［２］。
１．２．２　恶性肿瘤继发ＨＬＨ　尽管恶性肿瘤继发ＨＬＨ
的具体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但现有研究表明，肿瘤细胞

或肿瘤细胞激活的淋巴细胞释放大量细胞因子，或恶性

肿瘤时过度增生的组织细胞均可能成为ＨＬＨ的诱因。
此外恶性肿瘤患者在接受放疗或化疗后，机体免疫功能

减退，导致既往已发生的感染进一步诱发 ＨＬＨ［３］。容
易继发ＨＬＨ的恶性肿瘤主要为血液系统肿瘤，可见于
淋巴瘤、白血病及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等，其中淋巴瘤

相关ＨＬＨ最为常见。
１．２．３　自身免疫性疾病继发ＨＬＨ　该类型主要表现
为巨噬细胞活化综合征（ＭＡＳ）。儿童期发病者中最常
见于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ｓＪＩＡ）。
１．２．４　其他继发性 ＨＬＨ　免疫抑制剂药物使用、器
官／造血干细胞移植及罕见的代谢性疾病等也可能诱发

ＨＬＨ。

２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ａｌｌＨＳＣＴ）治疗ＨＬＨ的背
景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是指将他人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到患者体
内，起到重建造血及免疫系统的作用，从而达到治疗疾

病的目的。ａｌｌｏＨＳＣＴ用于治疗 ＨＬＨ患者最早报道于
１９８６年［４］，随后多个研究均证实了ａｌｌｏＨＳＣＴ对于ＨＬＨ
的治疗作用［５７］。然而早期由于经验缺乏，移植相关病

死率（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ＴＲＭ）较高，移植后总
体生存率为４５％～６５％［８９］。在此基础上，催生了预处

理方案的变化：与传统以白消安为基础的清髓性预处理

方案相比，含有氟达拉滨或苏消安的减低强度预处理方

案，药物相关毒性降低，显著提高了患者的生存率［１０］。

随着ＨＳＣＴ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其在ＨＬＨ治疗中的重
要地位被不断认识，移植的供者也从最初的全相合同

胞，逐渐发展为人类白细胞抗原（ＨＬＡ）不全相合的无关
供者。最近的一项关于ＨＳＣＴ治疗儿童ＨＬＨ的多中心
研究中，采用包含马法兰、氟达拉滨以及阿仑单抗的减

低强度预处理方案，选择ＨＬＡ全相合或单位点不合的
亲缘或非亲缘供者，１年总体生存（ＯＳ）率达到８０％［１１］。

２０１８年国际ＨＬＨ指导委员会专家共识认为，ａｌｌｏＨＳＣＴ
是长期治愈原发性ＨＬＨ的唯一方法。对于明确的遗传
相关ＨＬＨ患者，需尽早转诊至有 ＨＳＣＴ技术条件的治
疗中心。

３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指征
依据２０１８年《噬血细胞综合征诊治中国专家共

识》，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治疗ＨＬＨ的指征包括：（１）持续 ＮＫ细
胞功能障碍；（２）证实为家族性／遗传性疾病患者；（３）复
发性／难治性ＨＬＨ；（４）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ＨＬＨ。国
外文献也指出，对于原发性ＨＬＨ（包括ＦＨＬ及遗传性免
疫缺陷综合征相关ＨＬＨ），复发／难治性ＨＬＨ，以及累及
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ＨＬＨ（ＣＮＳＨＬＨ），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是根
本性治疗的唯一方法［１２］。

３．１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治疗原发性ＨＬＨ　原发性ＨＬＨ患者，
多在儿童期发病，因存在相关基因变异，故即使药物治

疗后达到病情缓解状态，仍终生存在疾病复发风险。因

此，通过ａｌｌｏＨＳＣＴ的方法，将具有缺陷的免疫系统重
建，是治愈该类型ＨＬＨ的唯一方法。由于近年来研究
发现，部分原发性ＨＬＨ可能在成年后发病，因此对于任
何年龄发病的患者，使用基因测序的方法排查是否存在

ＨＬＨ相关基因突变均是十分重要的，这将决定患者是否
具有明确的移植指征。

在一项２０１８年意大利报道的研究中［１３］，纳入了

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１４年共１０９例ＨＬＨ患者，其中包括ＰＲＦ１、
ＵＮＣ１３Ｄ、ＳＴＸＢＰ２、ＲＡＢ２７Ａ、ＳＨ２Ｄ１Ａ、ＢＩＲＣ４及 ＬＹＳＴ等
多个基因突变相关ＨＬＨ患者。最终２６例患者死亡，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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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ＯＳ率及无事件生存（ＥＦＳ）率分别达到７１％和６０％。
２０１１年Ｂｏｏｔｈ等［１４］研究发现，在 Ｘ连锁淋巴增殖综合
征１型（ＸＬＰ１）患者中，未出现 ＨＬＨ症状前即进行
ＨＳＣＴ治疗者，其预后显著优于已发生ＨＬＨ者。这也提
示，对于明确基因相关的ＨＬＨ，在临床症状出现之前进
行ＨＳＣＴ治疗，可能获得更好的预后。但因无症状时临
床发现较困难，因此该部分病例仍需进一步积累样本

量，以获得更为有力的临床数据。２０１８年国际ＨＬＨ指
导意见中指出，对于婴儿无症状的ＨＬＨ相关双等位基
因突变携带者，如家族中有表现出ＨＬＨ临床症状的患
者，则推荐尽早行 ＨＳＣＴ治疗。此外，Ｎｉｅｌｓｅｎ和
ＬａＣａｓｓｅ［１５］认为，对于 ＸＬＰ２型患者，ＨＳＣＴ治疗可使得
免疫细胞Ｘ连锁凋亡抑制蛋白（ＸＩＡＰ）表达及功能恢
复，成功实现有肠道症状的ＸＬＰ２患者病情缓解，阻断快
速进展的ＨＬＨ临床症状。
３．２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治疗复发／难治性ＨＬＨ　如经正规治
疗后，ＨＬＨ临床症状未能缓解或症状反复，同时除外明
确的可能被控制的原发性疾病诱因，则推荐行ＨＳＣＴ治
疗。在ＨＬＨ２００４治疗方案中提到，除ＦＨＬ具有明确移
植指征外，严重的持续性非ＦＨＬ，经正规治疗８周疾病
仍然未缓解或缓解后复发者，建议行ＨＳＣＴ。其中疾病
复发是指治疗后临床已达缓解状态，但再次出现３个及
以上诊断指标异常。

对于无明确基因突变的继发性ＨＬＨ，ＨＳＣＴ治疗非
首选。然而，临床中针对继发性ＨＬＨ原发病的治疗，在
部分病例中未能有持续理想的效果，尤其当患者有持续

性的免疫学缺陷，如穿孔素或ＸＩＡＰ表达下调，ＣＤ１０７ａ增
幅降低等情况时，则需考虑行ＨＳＣＴ治疗［１６］，这些患者

中可能存在检测未发现的潜在基因突变［１７］。此外，２０１８
年国际ＨＬＨ委员会指导意见中也指出，难治／复发的继
发性ＨＬＨ中，ＥＢＶ相关ＨＬＨ及淋巴瘤相关ＨＬＨ可能
为主要原因，该部分病例需要考虑行ＨＳＣＴ治疗。
３．２．１　ＥＢＶ相关ＨＬＨ（ＥＢＶＨＬＨ）　ＥＢＶ相关ＨＬＨ
是感染继发性ＨＬＨ中最常见的种类。既往多个研究均
发现ＥＢＶＨＬＨ与其他感染继发性 ＨＬＨ相比，预后较
差，但儿童患者较成人预后稍乐观［１８１９］。ＥＢＶＨＬＨ患
者往往存在多种免疫系统异常，而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治疗重建
患者免疫系统后，可使患者重新获得清除体内 ＥＢＶ的
能力，从而改善预后，延长生存时间［２０］。因此，尽管部

分ＥＢＶＨＬＨ患者对免疫化学治疗有一定反应，对于相
当数量的难治／复发性 ＥＢＶＨＬＨ患者［２１］，仍推荐 ａｌｌｏ
ＨＳＣＴ为必要的挽救治疗手段［２２］。２０１０年一项日本报
道的研究，纳入１４例儿童 ＥＢＶＨＬＨ患者，经 ＨＳＣＴ治
疗后，１０年长期生存率高达８５．７％［２３］。在２０１８年报道
的一项关于ＥＢＶＨＬＨ的研究中［１８］，纳入１３３例成人及
青少年患者，经正规ＨＬＨ９４方案化疗后，疾病未缓解率
高达５２％，经进一步ＤＥＰ等挽救方案治疗后，该研究最

终有３６例患者接受了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治疗（移植时３０例患
者达疾病缓解，６例患者未缓解），移植患者 ＯＳ率达
５２．７８％（其中移植时未缓解患者生存率３３．３３％），而
９７例未接受ＨＳＣＴ治疗的患者，生存率仅为０．６６％。由
于移植患者生存率相对于未移植患者的显著优势，该研

究提出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为 ＥＢＶＨＬＨ唯一的治愈方法，而对
于难治／复发性 ＥＢＶＨＬＨ患者，ａｌｌｏＨＳＣＴ为必要性治
疗。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在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治疗前，如患者经
治疗后达到疾病缓解状态，则移植后长期生存率显著优

于未达缓解状态患者，对于未能理想控制的 ＥＢＶＨＬＨ
患者，（ＴＲＭ）将明显增高［１８，２４］。

慢性活动性ＥＢＶ（ＣＡＥＢＶ）感染是指部分个体感染
ＥＢＶ后，出现持续性或反复发作的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
症（ＩＭ）样症状，伴随ＥＢＶ抗体异常和外周血ＥＢＶ滴度
的增加。在病情控制不理想的情况下，ＣＡＥＢＶ可能继
发ＨＬＨ［２５］，且预后极差。传统的免疫治疗及化学治疗
对ＣＡＥＢＶ疗效不确定，且往往缓解持续时间短，很少能
够彻底根治。目前认为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手
段［２６］。现有研究提示，移植前ＨＬＨ相关指标控制理想
者，其移植后长期生存率远高于移植前ＨＬＨ病情活跃
者。因此建议明确诊断 ＣＡＥＢＶ后，可尽早启动 ａｌｌｏ
ＨＳＣＴ治疗程序，从而把握尚未继发 ＨＬＨ前的治疗时
机［２７］。

３．２．２　淋巴瘤相关 ＨＬＨ（ＬＡＨＳ）　ＬＡＨＳ是继发性
ＨＬＨ中另一常见原因，其中尤其以ＮＫ／Ｔ细胞淋巴瘤更
为多见，约占肿瘤继发ＨＬＨ中的３５％［２８］，但该类型淋

巴瘤在儿童中发病比例不高。研究表明，淋巴瘤患者一

旦合并ＨＬＨ表现，预后极差［３］。无论使用针对淋巴瘤

的诱导化疗方案，还是 ＨＬＨ９４／０４治疗方案，该类患者
疾病缓解率仅能达到３０％～４０％［３］。对于常规化疗及

免疫治疗无效的淋巴瘤相关ＨＬＨ，ａｌｌｏＨＳＣＴ被认为是
唯一可能有效延长生存时间的治愈方法［２９］。而对于儿

童中预后较差的ＮＫ／Ｔ细胞ＬＡＨＳ，适当的免疫化学治
疗，使得疾病缓解，再联合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治疗，可能为最优
治疗方案。

３．３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治疗ＣＮＳＨＬＨ　ＨＬＨ在临床上表现
为全身系统性的免疫炎症反应，常有病例伴有中枢神经

系统受累，可表现为神经／精神症状，脑脊液细胞数轻度
异常，蛋白水平升高，磁共振成像（ＭＲＩ）影像学改变等。
据报道，ＣＮＳＨＬＨ占 ＨＬＨ病例的３０％ ～７３％，可能出
现在ＨＬＨ起病时，也可能在疾病进展过程中出现［３０］。

ＣＮＳＨＬＨ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免疫炎症反应，可导致
严重的脑损伤，成为 ＨＬＨ引起死亡的重要原因［３１］，因

此提示预后较差。ＯｕａｃｈéｅＣｈａｒｄｉｎ等［３２］曾经报道，接

受ＨＳＣＴ的儿童 ＣＮＳＨＬＨ患者中，５５％的患儿长期存
活，无中枢神经系并发症，认为该治疗方法可改善ＣＮＳ
ＨＬＨ患者预后。Ｈｏｒｎｅ等［３３］和 ＳｐａｒｂｅｒＳａｕｅｒ等［３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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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总结相关研究文献并指出，对于ＣＮＳＨＬＨ，无论
病情缓解与否，尽早行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治疗都将使得患者受
益，阻断病情进展。因此推荐在初始化疗及免疫治疗基

础上，对ＣＮＳＨＬＨ患者尽早开展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治疗。同时
需注意，移植后须密切监测患者脑脊液情况，以避免

ＣＮＳＨＬＨ持续存在或病情反复。但由于确诊ＣＮＳＨＬＨ
有时有一定困难，因此仔细鉴别后方可进行ＨＳＣＴ。

４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时机、供体及预处理方案选择
４．１　移植时机选择　目前多项研究已证实，ＨＳＣＴ时
ＨＬＨ病情的活动，可导致植入失败，长期生存率显著下
降［１８，２９，３２］。因此，建议在ＨＳＣＴ治疗前尽可能控制ＨＬＨ
病情活动，而疾病缓解的窗口期被认为是具有移植指征

的患者行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治疗的最佳时机［３５］。Ｊｏｒｄａｎ和
Ｆｉｌｉｐｏｖｉｃｈ［３６］提出，可溶性 ＣＤ２５是移植前阶段监测疾病
活动程度最有价值的指标，对于该指标的密切监测可为

ＨＳＣＴ治疗时机的选择提供有力帮助。
然而对于常规治疗无法理想控制ＨＬＨ病情进展的

患者，尚无统一有效的治疗方案使患者在移植前达到疾

病缓解。一项多中心报道指出ＤＥＰ／ＬＤＥＰ方案可较好
的控制成人难治性ＨＬＨ病情进展，成为ＨＳＣＴ前的理
想桥接手段［２１］，而对于难治性儿童ＨＬＨ，尚无大样本量
的治疗报道；此外，ＩＦＮγ单抗也被认为可能提高难治性
ＨＬＨ移植前病情缓解率［２１］。如何选择二线／挽救治疗
方案提高难治／复发性ＨＬＨ患者移植前的疾病缓解率，
成为决定移植后患者生存率的关键。然而尽管如此，

Ｍｅｓｓｉｎａ等［１３］认为，ＨＬＨ发病至移植的时间间隔与其长
期预后呈负相关，对于难治性ＨＬＨ，因疾病活动而推迟
ＨＳＣＴ，可能导致病情进展，机体状态恶化，影响总体预
后，其价值值得商榷。因此对于多种治疗方法仍无法控

制病情活动的患者，可尽早行 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有可能获
益［１２］。

４．２　移植供体选择　多年来，ＨＬＡ全相合的同胞被认
为是ａｌｌｏＨＳＣＴ的首选供者，主要原因是其移植后发生
移植物抗宿主疾病（ＧＶＨＤ）风险最低［３７］。如果无ＨＬＡ
全相合同胞供者，则ＨＬＡ相合度高的非亲缘供者也可
以作为理想替代。随着近年来抗排异治疗的不断进展，

已有多项研究表明，ＨＬＡ相合非亲缘供者移植的预后与
同胞全相合供者相当［９，１３，３２］。此外，近年来亲缘单倍体

供者移植的预后也明显提高［１３，３８］，Ｍｅｓｓｉｎａ等［１３］报道单

倍体供者移植后植入失败比例增加，ＥＦＳ率下降明显，
但经二次移植后，ＯＳ率较 ＨＬＡ相合供者无显著差别；
王昭等［２２］报道采用亲缘单倍体供者移植治疗成人

ＥＢＶＨＬＨ，３年 ＯＳ率达到６３．３％。因此，２０１８年我国
ＨＬＨ专家共识指出，对于有移植指征的患者，即使只有
单倍体供者，也建议在有条件的移植单位积极进行ａｌｌｏ
ＨＳＣＴ治疗。需要指出的是，在选择亲缘性供者时，应全

面进行供者的 ＨＬＨ缺陷基因筛查，ＥＢＶＤＮＡ检测，以
及ＮＫ细胞活性和脱颗粒功能检测、与ＨＬＨ缺陷基因对
应的蛋白检测等。此外，在减低强度预处理方案（ＲＩＣ）
应用后，患者混合嵌合及植入失败比例增加，而亲缘性

供者可为二次移植或供者淋巴细胞输注（ＤＬＩ）提供机
会［３５］。

４．３　预处理方案选择　传统清髓性预处理方案（ＭＡＣ）
包含白消安、环磷酰胺、依托泊苷、抗胸腺细胞球蛋白

（ＡＴＧ）等药物。然而，多年来研究发现清髓性方案导致
的ＴＲＭ相对较高，且原发性ＨＬＨ中的ＸＩＡＰ缺陷等类
型对ＭＡＣ方案耐受性较差［３９］。因此推动了 ＲＩＣ的应
用，有效降低了预处理相关毒性反应。ＲＩＣ方案的目标
是在保证干细胞植入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减少毒性，降

低ＴＲ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ＲＩＣ方案广泛应用后，移
植失败及移植后混合嵌合比例升高。因此移植后须密

切监测供者／患者嵌合度，以便及时采取二次移植或
ＤＬＩ等干预措施。目前国际应用较多的ＲＩＣ方案，以氟
达拉滨为基础，包含马法兰、阿仑单抗（Ａｌｅｍｔｕｚｕｍａｂ）及
ＡＴＧ等。然而由于阿仑单抗尚未在国内上市，且其混合
嵌合及移植失败风险相对增大，故目前国内儿童治疗中

心大多采用标准ＭＡＣ基础上的改良方案，如依托泊苷
６００ｍｇ／ｍ２＋白消安０．８～１．２ｍｇ／（ｋｇ·次）×１２次＋
氟达拉滨１２０ｍｇ／ｍ２＋ＡＴＧ８～９ｍｇ／ｋｇ。对于ＸＩＡＰ缺
陷等类型，预处理强度需适当降低。此外也可选择马法

兰及环磷酰胺等作为预处理药物。

５　展望
总体来说，随着ＨＳＣＴ技术的进步，ａｌｌｏＨＳＣＴ在儿

童ＨＬＨ的治疗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高发于儿童期的
原发性ＨＬＨ，ａｌｌｏＨＳＣＴ是病情控制后的首选治疗；而对
于难治／复发性ＨＬＨ及ＣＮＳＨＬＨ，ａｌｌｏＨＳＣＴ也是必要
性的治疗。目前关于ａｌｌｏＨＳＣＴ在ＨＬＨ治疗中的时机
选择、供者选择及预处理方案等问题还尚未达成统一共

识，进一步大样本量的临床研究，尤其是在儿童患者中

开展多中心研究，有望提供更为有力的数据支持。随着

全基因组测序技术的普及，更多的原发性ＨＬＨ相关基
因突变可能被发现，将使我们更全面的认识ＨＬＨ发生
的分子机制，并有更多机会寻找基因治疗等新型方法。

此外，如何使得难治性ＨＬＨ在移植前获得病情缓解，从
而显著提高患者长期生存率，仍是需要探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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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Ｊｏｒｄａｎ［Ｊ］．Ｐｅｄｉａｔ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２０１３，１７
（４）：３９４４０２．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ｐｅｔｒ．１２０８１．

［３９］ＭａｒｓｈＲＡ，ＲａｏＫ，ＳａｔｗａｎｉＰ，ｅｔａｌ．Ａｌｌｏｇｅｎｅｉｃ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
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ＸＩＡＰ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ｖｅａｌｓｐｏｏｒ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Ｊ］．Ｂｌｏｏｄ，２０１３，１２１（６）：８７７８８３．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２／ｂｌｏｏｄ２０１２
０６４３２５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２４）
（本文编辑：单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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