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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人嗜粒细胞无形体病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一例
张仁雯　 刘永哲　 于晓敏　 谷丽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感染和临床微生物科　 １００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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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研究报道１例人嗜粒细胞无形体病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患者，以发热为首发症状，伴有
血小板减少，多发淋巴结肿大和血清铁蛋白异常增高等表现，最终经嗜吞噬细胞无形体核酸、抗体检测，
骨髓穿刺涂片等检查确诊，予以口服多西环素，治疗后患者病情缓解。
　 　 【关键词】　 无形体科；嗜吞噬细胞；发热；血小板减少；噬血细胞综合征
　 　 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ｃｎ３１１３６５２０２０１００５００８０４　 　 中图分类号：Ｒ５１３

　 　 患者男，３９岁，长期从事狐、貂皮毛相关工作。因“发热
７ ｄ”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４日入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
医院感染和临床微生物科。患者于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３日在处
理狐狸皮毛时左手被狐狸爪子划伤，４ ｄ后出现发热，体温最
高为３８． ９ ℃，伴有明显畏寒、寒战，头晕、头痛，肌肉、关节酸
痛，腹胀，偶有干咳，当日自行口服布洛芬，症状未见改善。
１０月１７日就诊于当地社区医院，查血、尿、粪便常规未见异
常，予以静脉滴注阿奇霉素和庆大霉素各１ ｄ（具体剂量不
详），症状未见改善。１０月１９日患者因体温持续升高就诊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患者出现间断性牙龈出
血，腹胀较前加重，并出现恶心、干呕，体格检查发现左肘窝
处有一为７ ｃｍ × ４ ｃｍ大小的肿块，有压痛。血常规检查示
白细胞计数为４． ３４ × １０９ ／ Ｌ，中性粒细胞比例为０． ７１２，血红
蛋白为１６６ ｇ ／ Ｌ，血小板计数为１２７ × １０９ ／ Ｌ。降钙素原为
０． ０８ ｍｇ ／ Ｌ。布鲁菌凝集试验阴性。胸部ＣＴ平扫检查未见
异常。诊断为发热待查，病毒感染可能性大，予洛索洛芬钠
（６０ ｍｇ ／次，３次／ ｄ）口服对症治疗，但仍有反复发热。１０月
２４日因再次发热（体温最高为３９． ６ ℃）就诊，复查血常规示
白细胞计数为２． １２ × １０９ ／ Ｌ，中性粒细胞比例为０． ８０２，血红
蛋白为１７２ ｇ ／ Ｌ，血小板计数为６５ × １０９ ／ Ｌ。因患者白细胞计
数和血小板计数较前明显下降，故收治入院。既往无慢性基
础疾病。入院后体格检查：体温为３８． ６ ℃，心率为
１０２次／ ｍｉｎ，呼吸为２１次／ ｍｉｎ，血压为１１９ ／ ７４ ｍｍＨｇ（１ ｍｍＨｇ ＝
０． １３３ ｋＰａ），咽红，扁桃体不大，颈部淋巴结未触及肿大，左
肘窝内侧有一７ ｃｍ × ４ ｃｍ大小的肿块，左侧腋窝下可触及
一５ ｃｍ × ２ ｃｍ大小的肿块，两处肿块均有触痛，边界清楚，
质韧，活动度尚可。双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音及胸膜
摩擦音。心脏、腹部等未见异常。实验室检查示铁蛋白为
２ ８８３． ２０ ｍｇ ／ Ｌ，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Ｖ血清学检查（ＨＢｓＡｇ、抗
ＨＢｓ、ＨＢｅＡｇ、抗ＨＢｅ、抗ＨＢｃ）、ＨＣＶ表面抗体、梅毒螺旋体
抗体、ＨＩＶ抗体、肿瘤标志物（ＡＦＰ、癌胚抗原、糖类抗原、糖
链抗原）、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测定、风湿类风湿指标（包
括ＣＲＰ、类风湿因子、抗链球菌溶血素Ｏ）、甲状腺功能３项
（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游离甲状腺素、促甲状腺激素）、宏
基因组学第二代测序检测均未见明显异常，肥达试验、外斐

试验、布鲁菌凝集试验阴性。外送北京市朝阳区ＣＤＣ进行
外周血嗜吞噬细胞无形体核酸和抗体、外周血新型布尼亚病
毒核酸检测。骨髓穿刺结果回报：① 吞噬细胞多见并可见
噬血现象；②淋巴细胞占１７％，可见异型淋巴细胞，部分细胞
形态改变；③粒系占７４％，红系占４％，巨核细胞１４６个／（１． ５ ×
２． ２）ｃｍ２。骨髓穿刺涂片可见噬血现象，骨髓活组织检查结
果：可见骨皮质，不完整的骨小梁及造血组织，骨髓增生大致
正常，造血组织约占６０％，以中、晚幼粒细胞和红细胞占优
势，巨核系可见。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结果：髓过氧化物酶（部
分阳性），ＣＤ７１（少量阳性），ＣＤ６１（散在巨核系阳性），ＣＤ３４
（个别阳性）。特殊染色结果：网状纤维染色１级；可溶性
ＣＤ２５为１６ ３７６ ｎｇ ／ Ｌ（正常参考范围＜ ６ ４００ ｎｇ ／ Ｌ）；自然杀
伤细胞活性为３０． ００％（正常参考范围≥１５． １１％）。淋巴结
多普勒超声检查示左侧肘窝低回声结节，考虑滑车上淋巴
结、左侧腋窝淋巴结肿大。ＣＤＣ结果回报嗜吞噬细胞无形体
核酸阳性，ＩｇＧ抗体阳性，新型布尼亚病毒核酸阴性，确诊为
人嗜粒细胞无形体病（ｈｕｍａｎ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ｉｃ ａｎａｐｌａｓｍｏｓｉｓ，
ＨＧＡ）。结合患者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结果，根据《噬血细
胞综合征诊治中国专家共识》及２００４年国际组织细胞协会
修订的噬血细胞综合征（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ＨＰＳ）诊断
标准［１２］，该病例诊断为ＨＰＳ。根据患者病程，ＨＰＳ的发生考
虑可能与患者全身炎症反应过度相关，为ＨＧＡ继发。最终
诊断为ＨＧＡ合并ＨＰＳ。予多西环素（１００ ｍｇ ／次，２次／ ｄ）口
服３ ｄ后体温降至正常，血小板计数开始升高，口服多西环素
６ ｄ后血小板计数恢复正常。同时左侧滑车上淋巴结及腋窝
淋巴结较治疗前明显缩小。患者症状好转后于１１月１日出
院。出院后继续服用多西环素２周后停药，复诊送北京市朝
阳区ＣＤＣ完善恢复期ＩｇＧ抗体检测，结果较急性期升高４倍
以上。患者体温、血小板计数均正常。

讨论　 ＨＧＡ是由嗜吞噬细胞无形体感染引起的一类人
畜共患病［３４］。其１９９４年由美国首次报道，随后在各大洲均
有相关报道，呈世界性分布，目前已发展成为美国和欧洲各
国第三大常见的媒介传播感染性疾病［５］。２００６年，我国诊
断出首例ＨＧＡ，且在国际上首次证实ＨＧＡ可以人传人形式
传播，而随着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鉴定手段的不断更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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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例数也逐年上升且分布广泛［６７］。
ＨＧＡ常见症状包括发热（９２％ ～ １００％）、头痛（８２％）和

全身不适（９７％），伴有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和转氨
酶升高等，多数为自限性，但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和老年人
群感染后病情较为危重［３４］。ＨＰＳ因免疫失调可导致高细胞
因子血症、全身炎症反应和多器官衰竭，常继发于恶性肿瘤、
自身免疫病或感染等［８］。症状性无形体病通常与巨噬细胞
过度活化有关，而巨噬细胞过度活化是ＨＰＳ的前兆［３，９１０］。
通常其他继发原因引起的ＨＰＳ病死率为５０％ ～ ８０％，但由
ＨＧＡ引起的ＨＰＳ可以应用抗菌药物治疗而完全逆转，予患
者多西环素（１００ ｍｇ ／次，２次／ ｄ）口服２ ～ ３ ｄ症状迅速好转，
因此多西环素试验性治疗可作为诊断的替代方法［１０］。

本例患者由于工作接触动物而感染嗜吞噬细胞无形体，
尽管合并ＨＰＳ，但及时予以多西环素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
贾莹等［１１］曾报道１例伴有ＨＰＳ的ＨＧＡ病例，治疗过程中针
对ＨＰＳ使用多西环素加用糖皮质激素的治疗方案，患者转归
良好。本病例及相关研究表明，严重感染的ＨＰＳ患者，即使
不使用免疫抑制剂或糖皮质激素，仅用多西环素也能迅速改
善症状［９，１２１３］。而在Ｄｕｍｌｅｒ等［３］和Ｙｉ等［１０］的研究中，尽管
予以免疫抑制剂和糖皮质激素，但未使用多西环素的患者其
病死率也大大增加。

ＨＧＡ合并ＨＰＳ的病理生理机制至今仍不明确。动物实
验和临床试验均发现ＨＧＡ的发病机制可能主要是由免疫功
能障碍驱动的［３，５］。研究表明，ＨＧＡ通过减少ＣＤ８ ＋ Ｔ淋巴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的细胞毒性反应阻碍病原体的清除［３］。
抗原的持续存在驱动正反馈回路，大量γ干扰素从Ｔ淋巴细
胞中释放出来，引起巨噬细胞的活化，导致多种促炎细胞因
子的产生失调，最终导致ＨＰＳ［３，１４］。这种免疫介导的发病机
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表明免疫抑制疗法与抗菌药物联合
应用可能对严重的ＨＧＡ有益。除了使用多西环素、地塞米
松外，也有个别病例使用ＩＬ１受体拮抗剂，这是因为其已被
证实对以严重巨噬细胞活化为特征的其他病因有效［１３］。Ｙｉ
等［１０］和Ｒｏｃｃｏ等［１３］均使用了免疫抑制剂联合的治疗方案，
由于是否使用多西环素会造成患者最终结局不同，所以这种
联合治疗方案能否提供额外的益处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通过本病例的诊治，提示临床医师在实际临床工作中，
对于从事动物皮毛加工行业的人员，若出现发热、血小板计
数减少和淋巴结肿大等症状需要高度考虑ＨＧＡ的可能性，
及时予以四环素多西环素治疗。早期经验性使用多西环素
可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

综上所述，对于ＨＧＡ合并ＨＰＳ，控制原发病、抑制炎症
反应可逆转继发性ＨＰＳ，明显改善患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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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Ｓ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ｌｙｍｐｈｏｈｉｓｔｉｏｃｙｔｏｓｉｓ （ＨＬＨ） ｉｎ
ａｄｕｌｔ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ｓｃｏｐｉｎｇ ｒｅｖｉｅｗ［Ｊ］． Ｂｌｏｏｄ Ｒｅｖ，２０１６，３０（６）：
４１１４２０．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ｂｌｒｅ． ２０１６． ０５． ００１．

［９］Ｔｓｉｏｄｒａｓ Ｓ， Ｓｐａｎａｋｉｓ Ｎ， Ｓｐａｎａｋｏｓ Ｇ， ｅｔ ａｌ． Ｆａｔ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ａｐｌａｓｍｏｓ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ｉｎ

Ｇｒｅｅ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Ｊ］． Ｊ Ｉｎｆｅｃｔ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７，１０（６）：８１９８２３． ＤＯＩ：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ｊｉｐｈ． ２０１７． ０１． ００２．

［１０］Ｙｉ Ｊ，Ｋｉｍ ＫＨ，Ｋｏ ＭＫ，ｅｔ 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ｇｒａｎｕｌｏｃｙｔｉｃ ａｎａｐｌａｓｍｏｓｉｓ ａｓ
ａ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ｆｅｂｒｉｌｅ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ｉｎ Ｋｏｒｅａ ｓｉｎｃ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２００６［Ｊ］． Ａｍ Ｊ
Ｔｒｏｐ Ｍｅｄ Ｈｙｇ，２０１７，９６（４）：７７７７８２． ＤＯＩ：１０． ４２６９ ／ ａｊｔｍｈ． １６０３０９．

［１１］贾莹，王军，于岩岩，等． 伴有嗜血细胞综合征的人粒细胞无形
体病一例［Ｊ］．中华传染病杂志，２０１１，２９（３）：１８８． 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 ／ ｃｍａ．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６６８０． ２０１１． ０３． ０１５．

［１２］Ｊｏｈｎｓｏｎ ＴＭ， Ｂｒｏｗｎ ＭＳ， Ｒａｂｂａｔ Ｍ，ｅｔ ａｌ． 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ｌｙｍｐｈｏｈｉｓｔｉｏｃｙｔｏｓ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ａｐｌａｓｍｏｓｉｓ［Ｊ］． Ｊ Ｇｌｏｂ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２０１７，９（２）：７６７８． ＤＯＩ：１０． ４１０３ ／ ｊｇｉｄ． ｊｇｉｄ＿１１６＿１６．

［１３］Ｒｏｃｃｏ ＪＭ， ＭａｌｌａｒｉｎｏＨａｅｇｅｒ Ｃ， ＭｃＣｕｒｒｙ Ｄ，ｅｔ ａｌ． Ｓｅｖｅｒｅ
ａｎａｐｌａｓｍｏｓ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ｔｒｅａｔａｂｌ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ｈｅｍｏ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 ｌｙｍｐｈｏｈｉｓｔｉｏｃｙｔｏｓｉｓ： ｔｗｏ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 ／ ＯＬ］． Ｔｉｃｋｓ Ｔｉｃｋ Ｂｏｒｎｅ Ｄｉｓ，２０２０，１１（５）：１０１４６８
（２０２００５２３）［２０２０１００５］． ｈｔｔｐｓ：∥ 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ｔｔｂｄｉｓ．
２０２０． １０１４６８．

［１４］Ｓｃｏｒｐｉｏ ＤＧ，Ｃｈｏｉ ＫＳ，Ｄｕｍｌｅｒ ＪＳ． Ａｎａｐｌａｓｍａ 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ｏｐｈｉｌｕｍ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Ｄ８，ＮＫＴ，ａｎｄ ＮＫ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Ｊ ／
ＯＬ］． Ｆｒｏｎｔ Ｉｍｍｕｎｏｌ，２０１８，９：７１０ （２０１８０４０９）［２０２０１００５］．
ｈｔｔｐｓ：∥ｄｏｉ． ｏｒｇ ／ １０． ３３８９ ／ ｆｉｍｍｕ． ２０１８． ００７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００５）
（本文编辑：贺立羽，蒋蔚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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