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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重症肺炎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的病原、临床特点及预后，分析与死亡相关的危险
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０９年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２月深圳市儿童医院收治的诊断重症肺炎相关性噬血细胞综
合征患儿的临床资料，包括患儿的一般资料、病原学、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和转归，对死亡组和生存组一

般资料和实验室检查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进行分析。结果　１．一般情况：３０例患儿年龄３个月 ～８岁７个月，
男１５例，女１５例，重症肺炎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占同期重症肺炎２．７４％（３０／１０９６例）。２．病原学：肺炎支
原体感染８例（８／３０例，２６．６７％），病毒感染（腺病毒感染５例，ＥＢ病毒感染１例，巨细胞病毒感染１例）７例
（７／３０例，２３．３３％），肺炎支原体合并腺病毒感染４例（４／３０例，１３．３３％），细菌感染３例，真菌感染２例，结核
感染１例，病原不明确５例。３．临床特点：均有发热、肝大，８６．６７％（２６／３０例）患儿热程＞１０ｄ，８３．３３％（２５／３０
例）有咳嗽症状，７６．６６％（２３／３０例）患儿伴脾大，３３．３３％（１０／３０例）患儿合并神经系统症状，８０．００％（２４／３０
例）患儿实验室检查提示不同程度的两系及三系减少，５０％患儿伴肝功能损害，患儿均有血清铁蛋白异常及乳
酸脱氢酶升高。４．９例（９／３０例，３０．００％）患儿死亡，生存组和死亡组年龄、最高三酰甘油、最高血清铁蛋白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重症肺炎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是一种高死亡率疾病，肺炎支
原体及腺病毒肺炎更容易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年龄小、血清铁蛋白及三酰甘油明显升高的患儿预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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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ＬＨ）是一种由原发或继发性免疫异常导致全身过度炎

症反应的危及生命的高病死率综合征，后者常被报道为

与多种原因致免疫失衡有关［１］。ＨＬＨ是重症肺炎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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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严重并发症。目前报道感染相关ＨＬＨ的常见病原体
包括ＥＢ病毒、巨细胞病毒、肺炎支原体、细菌、寄生虫、
分枝杆菌和真菌等，但多为ＥＢ病毒相关ＨＬＨ报道［２３］，

关于重症肺炎引起的噬血细胞综合征国内外报道文献

均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重症肺炎相关性ＨＬＨ患者的
病原、临床特点，并分析与死亡相关的危险因素，以加强

临床医师对重症肺炎相关性ＨＬＨ的认识，从而早期诊
断和治疗，以降低病死率。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收集２００９年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２月深圳
市儿童医院收治的同时诊断重症肺炎及ＨＬＨ的患者。
本研究通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文号：

２０１９０２７），患儿监护人对所做研究均知情同意，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

１．２　纳入标准　符合２０１３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指南
中重症肺炎的诊断［４］：存在以下任何１项：一般情况差、
有脱水征或拒食、有意识障碍、呼吸频率明显增快、发

绀、有呼吸困难（呻吟、鼻翼扇动、三凹征）、肺浸润范围

（多肺叶受累或≥２／３的肺）、有胸腔积液、脉搏血氧饱
和度≤０．９２、有肺外并发症。

病程中继发ＨＬＨ，ＨＬＨ诊断标准（国际组织细胞协
会于２００４年修订）［５］，符合以下２条中的１条即可诊断。
（１）符合ＨＬＨ的分子诊断；（２）符合以下８条中的５条也
可以诊断：①发热：体温＞３８．５℃，持续＞７ｄ；②脾大；③
血细胞减少（累及外周血两系或三系）：血红蛋白 ＜
９０ｇ／Ｌ，中性粒细胞＜１．０×１０９／Ｌ，血小板＜１００×１０９／Ｌ；
④高三酰甘油血症和／或低纤维蛋白原血症：三酰甘油＞
３．０ｍｍｏｌ／Ｌ或纤维蛋白原＜１．５ｇ／Ｌ；⑤在骨髓、脾脏或淋
巴结里找到噬血细胞现象而无恶变证据；⑥血清铁蛋白
升高：铁蛋白≥５００μｇ／Ｌ；⑦自然杀伤（ＮＫ）细胞活性降低
或缺如；⑧可溶性白细胞介素２受体≥２４０００００Ｕ／Ｌ。
１．３　排除标准　排除ＨＬＨ疾病本身继发的肺部损害
或／和治疗过程中继发严重的肺部感染患儿。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独立样本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一般临床资料　
２．１．１　发病率　２００９年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２月因重症肺
炎在深圳市儿童医院住院的患儿共１０９６例，其中４４例
同时诊断为重症肺炎及ＨＬＨ，排除１４例ＨＬＨ后继发的
肺损害或治疗过程中出现的继发感染，共纳入重症肺炎

相关ＨＬＨ患儿３０例，占同期重症肺炎的２．７４％（３０／
１０９６例）；确诊为重症肺炎相关ＨＬＨ的患儿从第１个５
年（２００９年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２月）９例（９／３０例，３０．００％）

增加到第２个５年（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２月）的２１例
（２１／３０例，７０．００％）。
２．１．２　年龄及性别　３０例重症肺炎相关性ＨＬＨ患儿
的年龄分布为：３个月～８岁７个月，中位年龄１７个月，
≤３岁患儿 ２０例（６６．６７％），＞３岁儿童 １０例
（３３．３３％）。男１５例，女１５例。６例患儿合并基础疾
病，患儿的ＨＬＨ家族史均为阴性。
２．１．３　病死率　２００９年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２月１０９６例重
症肺炎患儿中有７６例死亡，重症肺炎相关性ＨＬＨ死亡
９例（９／３０例，３０．００％），占同期重症肺炎死亡患儿的
１１．８４％（９／７６例）。死亡患儿前５年５例（２０１０１例，
２０１３年４例），后５年４例（２０１５年２例，２０１６年１例，
２０１８年１例）。死亡患儿中４例合并基础疾病，其中２
例合并癫痫，１例合并免疫缺陷，１例合并２１三体综合
征及先天性心脏病。

２．２　病原学　３０例重症肺炎相关性ＨＬＨ均与多种感
染有关，以肺泡灌洗液或咽拭子 ＰＣＲ检测方法阳性作
为病原阳性诊断依据。包括肺炎支原体感染８例（８／３０
例，２６．６７％），病毒感染（腺病毒感染５例，ＥＢ病毒感染
１例，巨细胞病毒感染１例）７例（７／３０例，２３．３３％），肺
炎支原体合并腺病毒感染４例（４／３０，１３．３３％），细菌
（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１例，鲍曼不动杆菌１
例，大肠埃希菌１例）感染３例，真菌感染２例（其中曲
霉菌１例）结核感染１例，病原不明确５例。

死亡组：为肺炎支原体感染３例，腺病毒感染１例，
铜绿假单胞菌＋肺炎克雷伯菌感染１例，鲍曼不动杆菌
感染１例，真菌感染１例，病原不明确２例。
２．３　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　所有患儿发热，热程
（１６．９±８．５８）ｄ，其中热程 ＞１０ｄ２６例（２６／３０例，
８６．６７％），发病至确诊 （１３．７±６．８３）ｄ，３３．３３％（１０／３０
例）患儿合并神经系统症状，包括脑病、惊厥、癫痫、嗜

睡，７例诊断为脑病（表１）。出现神经系统症状患儿中３
例为腺病毒感染，２例为肺炎支原体感染，３例为两者混
合感染；两系减少 ９例（３０．００％），三系减少 １５例
（５０％），５０％患儿ＮＫ细胞比例减少，２５％患儿（８例）完
善细胞因子检测，７例均表现为白细胞介素（ＩＬ）６，
ＩＬ１０，干扰素α（ＩＦＮα）同时升高，１例 ＩＬ１０，ＩＦＮα升
高。

２．４　影像学特点　影像学检查提示９３．３３％患儿（２８／
３０例）出现两肺肺实变，３３．３３％（１０／３０例）合并肺不
张，合并胸腔积液２３例（占６５．７１％），２例合并纵隔气
肿，２例合并肺水肿。
２．５　生存组及死亡组的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指标比较　
对生存组与死亡组的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指标进行比较，

２组年龄、最高三酰甘油、最高血清铁蛋白比较，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表２）。

·００２·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２０２１年２月第３６卷第３期　ＣｈｉｎＪＡｐｐｌＣｌｉｎＰｅｄｉａｔ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１，Ｖｏｌ．３６，Ｎｏ．３



表１　重症肺炎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临床表现 ［例（％）］
Ｔａｂｌｅ１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ｌｙｍｐｈｏｈｉｓｔｉｏｃｙｔｏｓｉｓ ［ｃａｓｅ（％）］

组别 例数 发热
热程

＞１０ｄ
咳嗽 肝大 脾大

神经系

统症状

ＷＢＣ
（＜４×１０９／Ｌ）

Ｎｅｕ
（＜１×１０９／Ｌ）

Ｈｂ
（＜９０ｇ／Ｌ）

ＰＬＴ
（＜１００×１０９／Ｌ）

生存组 ２１ ２１（１００．０） １８（８５．７） １７（８０．９） ２１（１００．０） １７（８０．９） ７（３３．３） １５（７１．４） １４（６６．７） １７（８０．９） １８（８５．７）
死亡组 ９ ９（１００．０） ８（８８．９） ８（８８．９） ９（１００．０） ６（６６．７） ３（３３．３） 　９（１００．０） ５（５５．６） ８（８８．９） ７（７７．８）
合计 ３０ ３０（１００．０） ２６（８６．７） ２５（８３．３） ３０（１００．０） ２３（７６．７） １０（３３．３） ２４（８０．０） １９（６３．３） ２５（８３．３） ２５（８３．３）

组别 例数
ＡＳＴ

（＞８０ＩＵ／Ｌ）
ＡＬＴ

（＞８０ＩＵ／Ｌ）
ＴＢＩＬ

（＞１１．７μｍｏｌ／Ｌ）
ＬＤＨ

（＞５００ＩＵ／Ｌ）
三酰甘油

（＞３ｍｍｏｌ／Ｌ）
铁蛋白

（＞５００μｇ／Ｌ）
铁蛋白

（＞３０００μｇ／Ｌ）
Ｆｉｂ

（＜１．５ｇ／Ｌ）
骨髓可见

噬血细胞

生存组 ２１ ２１（１００．０） １０（４７．６） ８（３８．１） ２１（１００．０） １８（８５．７） ２１（１００．０） １２（５７．１） １５（７１．４） ２０（１００．０）
死亡组 ９ ９（１００．０） ５（５５．６） ３（３３．３） ９（１００．０） ５（５５．６） ９（１００．０） ７（７７．８） ７（７７．８） ７（８７．５）
合计 ３０ ３０（１００．０） １５（５０．０） １１（３６．７） ３０（１００．０） ２３（７６．７） ３０（１００．０） １９（６３．３） ２２（７３．３） ２７（９６．４）

　　注：ＷＢＣ：白细胞；Ｎｅｕ：中性粒细胞；Ｈｂ：血红蛋白；ＰＬＴ：血小板；ＡＳＴ：天冬氨酸转氨酶；ＡＬＴ：丙氨酸转氨酶；ＴＢＩＬ：总胆红素；ＬＤＨ：乳酸脱氢酶；Ｆｉｂ：
纤维蛋白原　ＷＢＣ：ｗｈｉｔｅ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ｓ；Ｎｅｕ：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Ｈｂ：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ＰＬＴ：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ｓ；ＡＳＴ：ｇｌｕｔａｍｉｃｏｘａｌｏａｃｅ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ＡＬＴ：ｇｌｕｔａｍｉｃｐｙｒｕｖｉｃｔｒａｎｓａｍｉ
ｎａｓｅ；ＴＢＩＬ：ｔｏｔａｌ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ＬＤＨ：ｌａｃｔａｔｅ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Ｆｉｂ：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

表２　重症肺炎相关性噬血细胞综合征生存组及死亡组的临床症状及实验室指标比较 （珋ｘ±ｓ）
Ｔａｂｌｅ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ａｔｈｇｒｏｕｐ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ｌｙｍｐｈｏｈｉｓｔｉｏｃｙｔｏｓｉｓ （珋ｘ±ｓ）
危险因素 总数（３０例） 生存组（２１例） 死亡组（９例） ｔ值 Ｐ值
年龄（月） ３２．２７±２８．８３ ３９．７６±３１．８１ １４．７８±９．７３ ２．２９０ ＜０．０５
热程（ｄ） １６．９０±８．４４ １６．４８±８．８４ １７．８９±８．３９ ０．４０７ ＞０．０５
最低ＷＢＣ（×１０９／Ｌ） ２．６１±２．４０ ２．８８±２．７３ １．９６±１．２７ ０．９６４ ＞０．０５
最低Ｎｅｕ（×１０９／Ｌ） １．２４±１．６４ １．３９±１．９１ ０．９０±０．６８ ０．７３１ ＞０．０５
最低Ｈｂ（ｇ／Ｌ） ７５．５５±１６．０８ ７９．１９±７８．９５ ６３．４４±１５．５１ ２．８８５ ＞０．０５
最低ＰＬＴ（×１０９／Ｌ） ６８．９３±７０．９３ ７６．１９±７８．９５ ５２．００±４６．８６ ０．８５２ ＞０．０５
最高超敏ＣＲＰ（ｍｇ／Ｌ） ５１．１２±７３．０６ ４２．７１±５０．４８ ７０．７４±１１１．１７ ０．９６２ ＞０．０５
最高ＡＳＴ（ＩＵ／Ｌ） ５７２．３０±１０８６．７９ ５０１．３３±１００３．３５ ７３７．８９±１３１１．７６ ０．５４０ ＞０．０５
最高ＡＬＴ（ＩＵ／Ｌ） １９８．３７±３２６．９０ ２１８．４３±３６８．６８ １５１．５６±２０９．８９ ０．５０７ ＞０．０５
最低ＡＬＢ（ｇ／Ｌ） ２４．７９±６．３７ ２５．６０±７．１３ ２２．９０±３．７８ １．０６６ ＞０．０５
最高总胆红素（μｍｏｌ／Ｌ） １４．４６±１１．３８ １５．０３±１３．００ １３．１３±６．６５ ０．４１２ ＞０．０５
最高ＬＤＨ（ＩＵ／Ｌ） ３１８５．０７±４０２０．６２ ３０５７．９１±４５８１．１４ ３４８１．７８±２４４７．６３ ０．２６０ ＞０．０５
最低Ｆｉｂ（ｇ／Ｌ） １．３８±０．６９ １．４０±０．７２ １．３１±０．６５ ０．３２７ ＞０．０５
最高铁蛋白（μｇ／Ｌ） ８７５３．８３±９１９０．５２ ６２１４．８１±５８２５．８９ １４６７８．２２±１２８４２．４２ ２．５１５ ＜０．０５
最高三酰甘油（ｍｍｏｌ／Ｌ） ４．８６±３．１４ ４．７１±２．０７ ５．２３±４．９７ ０．４１５ ＜０．０５
诊断天数（ｄ） １３．６７±６．８３ １３．７６±７．６５ １３．４４±４．８０ ０．１１５ ＞０．０５

　　注：ＷＢＣ：白细胞；Ｎｅｕ：中性粒细胞；Ｈｂ：血红蛋白；ＰＬＴ：血小板；ＣＲＰ：Ｃ反应蛋白；ＡＳＴ：天冬氨酸转氨酶；ＡＬＴ：丙氨酸转氨酶；ＡＬＢ：血清白蛋白；
ＬＤＨ：乳酸脱氢酶；Ｆｉｂ：纤维蛋白原　ＷＢＣ：ｗｈｉｔｅ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ｓ；Ｎｅｕ：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Ｈｂ：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ＰＬＴ：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ｓ；ＣＲＰ：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Ｔ：ｇｌｕｔａｍｉｃｏｘａｌｏａｃｅ
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ＡＬＴ：ｇｌｕｔａｍｉｃｐｙｒｕｖｉｃ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ＡＬＢ：ｓｅｒｕｍａｌｂｕｍｉｎ；ＬＤＨ：ｌａｃｔａｔｅ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Ｆｉｂ：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

２．６　治疗及预后　住院时间（２３．８３±１３．８６）ｄ，
８６６７％（２６／３０例）入住儿科重症监护病房（ＰＩＣＵ），其
中气管插管占５７．６９％（１５／２６例）；使用丙种球蛋白２８
例，使用糖皮质激素２９例，为地塞米松或甲泼尼龙，使
用激素患儿平均６ｄ热退，死亡组平均８ｄ，死亡组有４
例持续未热退。激素联合环孢素、依托泊苷（ＶＰ１６）５
例；激素联合环孢素２例；激素联合ＶＰ１６２例。行支气
管镜＋肺泡灌洗术１７例，其中塑型性支气管炎６例。２０
例（６６．６７％）患儿好转出院，１例转院治疗后好转；随访
患儿中３例出现闭塞性细支气管炎。死亡人数９例，占
３０％，死亡原因：６例肺出血，２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１例呼吸衰竭。

３　讨论
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仍然是全球儿童死亡的主要

原因，临床上对重症肺炎的并发症及死亡原因多关注在

呼吸衰竭及器官功能障碍，但近年来的研究及本研究发

现ＨＬＨ是重症肺炎的一种致死性并发症，ＨＬＨ是由原

发或继发性免疫异常导致的过度炎症反应综合征，由淋

巴细胞、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系统异常激活、增殖，分泌

大量炎性细胞因子而引起的一种全身超炎症反应［６］。

研究表明宿主因感染而产生免疫失衡是重症感染发生

发展的重要机制之一，在致病原刺激下，单核巨噬细胞

及中性粒细胞持续激活，并分泌大量促炎因子如肿瘤坏

死因子α（ＴＮＦα）、ＩＬ１β及ＩＬ６等，同时ＴＮＦα进一步
促进巨噬细胞的活化并延长其生存时间，从而使重症感

染炎症反应出现“瀑布式爆发”［７８］。诸多研究也证实炎

症因子异常的程度与社区获得性肺炎的严重程度有

关［９１０］，Ｂａｃｃｉ等［１１］的研究表明ＩＬ６和ＴＮＦα血清水平
与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的早期死亡有关。本研究７例
患儿行辅助性Ｔ淋巴细胞（Ｔｈ）检查均提示为ＩＬ６、ＩＬ
１０、ＩＦＮα同时升高，支持重症肺炎合并ＨＬＨ发病的炎
症风暴及免疫失衡的发病机制理论。

目前国内外暂无重症肺炎继发ＨＬＨ的发病率及死
亡率统计数据。本研究结果显示近１０年内重症肺炎相
关性ＨＬＨ与同期诊断重症肺炎相比，发病率为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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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０９６例），每年发病病例呈总体上升趋势，分析可
能与对疾病的认识提高或免疫应答的方式改变有关。

３０例诊断重症肺炎相关ＨＬＨ的死亡率为３０．００％（９／
３０例），既往研究发现因为各种原因导致ＨＬＨ的总体死
亡率在２０％ ～５０％［１２１４］。一项对２４９例使用 ＨＬＨ９４
治疗方案的 ＨＬＨ患者≥５年多中心随访研究，１１４例
（４６％）患者死亡，其中６４例（８９％）发生在第１年［１４］。

ＨＬＨ是儿童重症肺炎的一种严重并发症，进展快且死亡
率高，临床医师需提高对该并发症的早期认识，争取早

期诊断早期治疗。

国内外有个案或小样本病例报道肺炎支原体、细

菌、病毒或结核感染的肺炎可能继发 ＨＬＨ［３，１５１６］，深圳
市儿童医院曾报道３例肺炎支原体并发ＨＬＨ［１７］。本研
究同样发现多种病原感染所致重症肺炎可能并发ＨＬＨ，
其中肺炎支原体、腺病毒以及肺炎支原体混合腺病毒为

儿童重症肺炎引起ＨＬＨ的主要病原体，占５６．６７％（１６／
３０例）。研究显示患儿临床症状均有发热及肝大，平均
热程１６．９ｄ，值得注意的是出现神经系统症状患儿的肺
部感染多为腺病毒，肺炎支原体或两者混合感染。这与

肺炎支原体、腺病毒造成宿主机体免疫应答紊乱的致病

机制有关［１８］，肺炎支原体感染可导致多种肺外表现。

已有研究显示，在５岁以下的儿童，肺炎支原体组的血
清ＩＬ６、ＴＮＦα，ＩＦＮγ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病原感染
组［１９］。因此，对于重症肺炎尤其难治性支原体、腺病毒感

染患者，发热病程长疗效不佳及出现神经系统症状时，需

警惕继发ＨＬＨ，动态监测ＨＬＨ相关临床指标，早期诊断
及早期使用激素抑制炎症因子风暴，可能改善预后。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儿铁蛋白均＞５００μｇ／Ｌ，超过半
数以上患儿＞３０００μｇ／Ｌ，高于诊断ＨＬＨ的标准。北京
儿童医院为评估疑似ＨＬＨ患者找到更合适的阈值，得
出临界值铁蛋白９３４μｇ／Ｌ具有最佳的敏感性、特异性
和阳性预测值（ＰＰＶ）［２０］。Ａｌｌｅｎ等［２１］回顾分析在儿科

患儿铁蛋白水平发现血清铁蛋白１００００μｇ／Ｌ，诊断
ＨＬＨ敏感性９０％，特异性９６％。重症肺炎患者建议动
态监测铁蛋白水平，辅助早期发现继发 ＨＬＨ。ＨＬＨ常
见的临床表现为合并肺损害，巴黎路易医院回顾了１４
年间２１９例诊断ＨＬＨ的患儿［２２］，５４％（１１８例）出现了
肺损害，影像学主要表现为间质浸润伴小叶中央结节、

界限不清实变或局部毛玻璃样阴影，２８．８％患儿出现肺
水肿。本研究中重症肺炎继发ＨＬＨ患者的肺部影像学
表现主要与相关病原体感染有关，以两肺肺实变为主要

表现，３３％（１０／３０例）合并肺不张，６５．７１％（２３／３０例）
合并胸腔积液，区别于原发ＨＬＨ所继发的肺损害。本
研究３例患儿影像学随访遗留闭塞性细支气管炎，但由
于大部分患儿未规律随访，对于肺部病变的恢复时间及

后遗症尚不了解。

儿童重症肺炎并发ＨＬＨ的死亡率高，既往研究报
告了继发性ＨＬＨ死亡相关的因素包括ＥＢ感染、发病年
龄、血小板减少及高血清铁蛋白水平［２３］。本研究发现

儿童重症肺炎相关性ＨＬＨ死亡组与生存组年龄、最高
三酰甘油、最高血清铁蛋白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死

亡组的三酰甘油平均值５．２３ｍｍｏｌ／Ｌ、最高铁蛋白平均
水平１４６７８．２２μｇ／Ｌ，均明显高于ＨＬＨ诊断阈值。Ｌｉｎ
等［２４］发现治疗开始后铁蛋白下降的水平同样影响预

后，铁蛋白水平下降低于５０％的患者的死亡概率增加了
１７倍。动态监测铁蛋白有助于评估重症肺炎相关ＨＬＨ
病情，血三酰甘油及血清铁蛋白水平越高提示病情重及

预后差，死亡风险大。

ＨＬＨ的治疗包括针对ＨＬＨ病因的治疗和针对细胞
因子风暴的免疫调节剂，如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依托

泊苷、地塞米松、环孢素等。在继发性ＨＬＨ的一些研究
中，治疗潜在的疾病被认为是治疗继发性ＨＬＨ最有效
的方法。早期使用激素阻断炎症因子瀑布及丙种球蛋

白调节免疫，可能改善预后。

综上所述，儿童重症肺炎继发ＨＬＨ的发病数逐年
增加，病原学以肺炎支原体及腺病毒为主，年龄小、铁蛋

白及三酰甘油显著升高的患儿死亡风险高、预后差。本

研究回顾的样本量较小，存在一定局限性，对于儿童重

症肺炎继发ＨＬＨ的发病机制及危险因素分析仍需多中
心、大样本病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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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１１１７）
（本文编辑：单卫华）

·读者·作者·编者·

欢迎订阅２０２１年《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

　　《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原《实用儿科临床杂志》）是由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华医学会主办、新乡医学院承办的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是以儿科临床与基础研究为主要报道内

容的儿科学类核心期刊。本刊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ＣＳＣＤ）
来源期刊，儿科学类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

科技核心期刊），ＲＣＣＳＥ中国核心学术期刊，中国精品科技期
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精品科技期刊，被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ＳｉｎｏＭｅｄ）、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清华大学
ＡＭｉｎｅｒ数据平台、《中国学术期刊文摘》、Ｓｃｏｐｕｓ数据库、美国
《化学文摘》、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数据库、波兰《哥白尼文

摘》、英国农业与生物科学研究中心文摘、剑桥科学文摘

ＰｒｏＱｕｅｓｔ数据库、ＷＨＯ西太平洋地区医学索引（ＷＰＲＩＭ）、美国
《乌利希期刊指南》等国内外数十家权威数据库收录。本刊以

贯彻党和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贯彻理论与实践、普及与

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反映国内外儿科医疗、科研等方面的新理

论、新技术、新成果、新进展，促进学术交流为办刊宗旨。辟有述

评、专家论坛、论著、小儿神经基础与临床、中西医结合、实验研

究、儿童保健、药物与临床、综述、小儿外科、病例报告、临床应用

研究、标准·方案·指南、指南解读等栏目。以各级医院儿科医

务工作者，各高等医学院校、科研院所儿科医教研人员，各级图

书馆（室）、科技情报研究院（所）研究人员等为读者对象。欢迎

广大儿科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科教研人员踊跃投稿。本刊为半月

刊，Ａ４开本，８０页，无光铜版纸印刷，每月 ５日、２０日出版。
ＣＮ１０１０７０／Ｒ，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４２８Ｘ，ＣＯＤＥＮＳＥＬＺＢＪ，Ｄｅｗｅｙ＃：６１８．９２。
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邮发代号：３６－１０２，国外邮发代号：
ＳＭ１７６３。可通过全国各地邮局订阅，也可与本刊编辑部直接联
系订阅邮购。国内定价：３０．００元／期，７２０００元／年；国外定价：
３０００美元／期，７２０．００美元／年。

欲浏览本刊或有投稿意向，请登录本刊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
ｚｈｓｙｅｋｌｃｚｚ．ｃｏｍ）注册，网站提供免费全文阅读。联系地址：４５３００３
河南省新乡市金穗大道６０１号新乡医学院《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
志》编辑部。联系电话：０３７３－３０２９１４４，０３７３－３８３１４５６；传真：
０３７３－３０２９１４４；电子信箱：ｚｈｓｙｅｋｌｃｚｚ＠１６３．ｃｏｍ；ｃｊａｃｐ＠ｃｍａｐｈ．
ｏｒｇ。请登录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远程稿件管理系统（ｈｔｔｐ：／／
ｃｍａｅｓ．ｍｅｄｌｉｎｅ．ｏｒｇ．ｃ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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