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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性造血与髓系肿瘤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肖志坚 

 

选择适当标志[包括与疾病本身无关的标志，如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同工酶、某些X染色体

上的基因等；或疾病本身固有的标志，如非随机性染色体异常、体细胞基因突变等]，使用相应的分

析方法证实大部分成熟血细胞来源于单个占优势的造血干细胞系别则称为克隆性造血（clonal 

hemotapoiesis,CH），现有研究发现CH是一种恶性和非恶性年龄相关性疾病相关的常见现象。 

1. 克隆性造血研究的方法学 

1.1 基于 X 染色体失活的 CH 分析 

基于 X 染色体失活的克隆性分析（clonality analysis based on X chromosome inactivation patterns 

(XCIP) )以“Lyon 假说”为理论依据，认为所有女性体细胞 2 条 X 染色体中的 1 条在胚胎发育早期随

机失活，正常女性个体是父源性 X 染色体（Xp）失活的体细胞和母源性 X 染色体(Xm)失活的体细

胞构成的嵌合体，而单细胞起源的肿瘤组织中所有细胞只携有一条失活的 X 染色体（Xp 或 Xm），

借此区分肿瘤性（单克隆性）病变和非肿瘤性（多克隆性）病变。基于 XCIP 的克隆性检测仅可分析

女性患者，从蛋白水平、DNA 水平发展到 RNA 水平，检测方法越发简单。逆转录检测法（TCA）

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目前该法可应用的 X-连锁基因外显子多态性位点共 5 个，包括 G6PD 基因

（C/T, cds NO.1311）、P55 基因（G/T, cds NO.358）、BTK 基因（C/T, cds NO.1899）、FHL-1 基因

（G/A,cds NO.1958）、IDS 基因（C/T,cds NO.438）,仅 P55、G6PD、BTK、FHL-1 等 4 个多态性位点

在亚洲女性中存在一定的杂合率。 

1.2 基于疾病细胞/分子遗传学标志的 CH 分析 

自首次在 CML 发现 Ph 染色体，现已对髓系肿瘤，如 CML、AML、MDS 等的细胞遗传学异常

谱系得以阐明，克隆性染色体核型异常是 CH 的最常用标志。近年，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日瑧完善，

髓系肿瘤的基因突变谱系也陆续得以揭示，基因突变由于其检测敏感性高而日渐成为了 CH 的首选

方法。 

2. CML 是首个证实为克隆性造血的疾病 

1967年Fialkow等在3例CML患者采用G-6-P-D同工酶分析方法首次证实CML的克隆性起源。随着

研究病例的不断累积，于1982年Martin PJ, Najfeld V和Fialkow PJ提出了一个CML多步多击的发病机

制假设（图1），该假设为随后髓系肿瘤的发病机制研究奠定了基础。 

3. AML 克隆性缓解及 CH 与 AML 发生之间的预测 

1987年Fialkow等采用G-6-P-D同工酶作为标志，在27例AML患者中发现5例患者在达完全缓解后

骨髓仍为克隆性造血（N Engl J Med,1987,317:468-473），1991年该作者提出了AML克隆性缓解（clonal 

remission）的概念（Blood,1991, 77: 1415-1417），认为AML克隆性缓解为AML治疗后返回到白血病

前期状态（preleukemic state），类似于CML从急变期返回至慢性期。Gale RE的研究证实AML的克隆

性缓解率为34%（26/77例）（Lancet, 1993, 341:13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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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Ph 染色体（+）CML 的多步多击发病机制假设 

（Martin PJ, Najfeld V，Fialkow PJ. Cancer Genet Cytogenet,1982, 6: 359-368） 

 

最近Jongen-Lavrencic等采用二代测序方法对482例AML患者在诊断及完全缓解后进行基因突变

分析，完全缓解患者基因突变检出率为51.4%（也就是说存在克隆性造血，即克隆性缓解），基因

突变负荷（VAF）为0.02%~47%，进一步分析克隆性缓解患者中，哪些与衰老相关性克隆性造血

（ARCH）相关的DAT突变（DNMT3a,ASXL1和TET2）与患者是否复发无关，其他患者的复发率

则显著高于其他缓解（55.4% vs 31.9%,P<0.001）（N Engl J Med, 2018, 378: 1189-1199）。 

另一特别有意思的研究，近期刚在Nature杂志在线发表，作者报道TP53、U2AF1和高VAF的

SRSF2基因突变可以提前预测AML的发生，而ARCH相关的基因突变DNMT3a和TET2突变则预测效

力较低（https://doi.org/10.1038/s41586-018-0317-6）。 

4. CHIP、CCUS 和 MDS 

上世纪80年代采用X染色体失活的克隆性分析发现正常健康人群中约40%存在有克隆性造血

（图2）。 

 
图2  在不同年龄组健康人克隆性造血的发生率（Busque L,et al. Blood,1996, 88: 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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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随着SNP-Array和二代测序等细胞和分子遗传学新技术在临床的转化应用，几个大系列研

究证实健康人也存在基因突变等克隆性造血证据，并提出了潜质未定的克隆性造血（Clonal 

hematopoiesis of indeterminate potential，CHIP）(亦称衰老相关性克隆性造血，ARCH)的新概念。CHIP

的主要特征有：①无血液肿瘤细胞形态学证据；②不符合阵发性血红蛋白尿症（PNH）、意义未定

的单克隆丙种球蛋白血症（MUGS）和单克隆B淋巴细胞增多症（MBL）的诊断标准；③存在血液肿

瘤相关基因突变阳性（VAF≥2.0%）；④每年有0.5%~1%的几率进展为肿瘤。 

2006年维也纳MDS工组会议提出了 “意义未定的特发性血细胞减少（Idiopathic cytopenia of 

uncertain（undetermined）significance,ICUS）”新术语。Cargo等回顾性分析初诊为ICUS 患者69 例，

经过随访观察后确诊为MDS或AML的患者诊断ICUS时及MDS/AML时的基因突变结果，发现63 例

（91%）患者初诊时已经存在MDS相关基因突变，中位突变负荷达到40%，2个及以上基因突变患者

比例高达64%，TET2、SRSF2、ASXL1、IDH2和TP53突变与更快进展为MDS/AML相关，TP53、U2AF1

及超过3个以上突变与预后不良有关。据此研究提出了意义未定的克隆性血细胞减少症（Clonal 

cytopenias of undetermined significance，CCUS）。CCUS是在ICUS的基础上得以提出，其建议诊断标

准为：①髓系细胞中一系或多系血细胞减少，持续≥6个月：红细胞（HGB<110 g/L）；中性粒细胞

（ANC<1.5×109/L）和（或）巨核细胞系（PLT<100×109/L）；②骨髓细胞形态学不够MDS发育异常

最低诊断标准（红系、粒系和巨核细胞系发育异常细胞均<10%），且无MDS特征性细胞遗传学异常；

③存在髓系肿瘤相关基因突变阳性（VAF≥2.0%）或非重现性血液肿瘤染色体异常；④除外可作为

初始原因导致血细胞减少/发育异常的其他所有造血组织或非造血组织的疾病。CCUS是否为早期

MDS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意见。 

5. 结语 

自上世纪 60 年代开启克隆性造血的研究，特别是近年二代测序的应用，使我们对克隆性造血的

认识有了革命性的变化：①早期克隆性造血常被作为恶性血液病的标志，但现今的认识应更改为“恶

性血液病必须是克隆性造血性疾病，但克隆性造血在健康正常人群也很常见”；②对克隆性造血的研

究提出的一些新概念，如 AML 的克隆性缓解、CHIP（ARCH）等，不仅改变了我们对髓系肿瘤发病

分子机制的认识，也定将改变这些疾病的早期预测、预防、诊断标准、疗效标准和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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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染色体样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刘霆 

 

近年来，随着分子生物学基因组测序技术的进步，在儿童和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患者中发现了一个高危的 B-ALL 亚型，其基因表达谱与费城染色体阳

性 ALL（Philadelphia chromosome positive ALL, Ph+ALL）患者相似，但无费城染色体异常或 BCR-

ABL 基因突变。从而提出了费城染色体样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Philadelphia chromosome-like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Ph-like ALL）亚型的概念，此亚型的临床预后差，异质性很大，涉及一系列

细胞因子受体基因及激酶信号通路异常活化的相关基因改变，常伴淋系发育相关转录因子异常。2016

年世界卫生组织“髓系肿瘤和急性白血病分类”正式命名为 B-ALL 的一种特殊亚型[1]。 

1. Ph-like ALL 的遗传学异常 

2009 年，美国 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 (SJCRH) 的 Mullighan [2]和荷兰的 Den Boer[2]

两个研究组分别首次在 B-ALL 中发现了一个新的亚型，其基因表达谱与 Ph+ALL 高度相似，伴有淋

巴转录因子基因异常（常见 IKZF1 缺失或突变、PAX5、EBF1 基因突变等），其通常缺乏 B-ALL 的

典型基因和遗传学异常，如 BCR-ABL1、ETV6-RUNX1、TCF3-PBX1、KMT2A（MLL）重排，和超

二倍体等[3]。这种类型的患者预后不良，称为 Ph-like 或 BCR-ABL1-like ALL。 

    Ph-like ALL 具有多种细胞因子受体和激酶的基因改变，根据受累的细胞因子受体或激酶的类型

可分为 5 类：（1）CRLF2 (cytokine receptor-like factor 2)基因重排；（2）ABL 类基因重排，包括 ABL1、

ABL2、CSF1R 和 PDGFRB 基因；（3）JAK2 及 EPOR 重排；（4）JAK-STAT 信号通路异常；（5）其

他激酶的基因改变，包括 BLNK、DGKH、FGFR1、IL2RB、LYN、NTRK3、PDGFRA、PTK2B、TYK2

及 RAS 信号通路相关基因异常。这些基因改变可引起细胞因子受体或酪氨酸激酶信号的激活，使下

游底物磷酸化，影响 JAK-STAT、PI3K/mTOR、MAPK/ERK、RAS 等多种信号通路，导致细胞异常

存活、增殖和分化[4]。此外，Ph-like ALL 同时还高频合并淋系转录因子基因的异常。 

1.1 CRLF2 基因重排 

约 50%的 Ph-like ALL患者具有CRLF2 基因突变。CRLF2 基因位于性染色体Xp22.3 或Yp11.3，

编码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受体（thymic stromal lymphopoietin receptor, TSLPR）。与配体 TSLP 结

合后可与白介素 7 受体（interleukin-7 receptor，IL-7R）的 α 链形成异源二聚体，启动下游的 JAK-

STAT 信号通路，参与早期 B 淋巴细胞增殖的调控 [5]。常见的 CRLF2 基因异常有：（1）易位：包括

CRLF2 基因易位到 14 号染色体（14q32）免疫球蛋白重链的转录强化子，形成 IGH-CRLF2 融合基

因；性染色体 Xp22/Yp11 上 CRLF2 基因上游的 G 蛋白嘌呤受体 R2RY8 基因部分缺失，与 CRLF2

基因形成 P2RY8-CRLF2 融合基因[6]；以及 CRLF2 与 CSF2RA 基因形成 CSF2RA-CRLF2 融合基因

[7]。（2）点突变：CRLF2 F232C 突变（半胱氨酸替换第 232 个氨基酸苯丙氨酸），从而激活 CRLF2 

基因[8]。约 50%的 CRLF2 重排伴随 JAK1 或 JAK2 突变，常见 JAK2 R683G（甘氨酸替换第 683 个

氨基酸精氨酸）突变。CRLF2 过表达及 JAK2 突变引起下游 JAK-STAT 信号通路持续活化，导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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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病细胞持续增殖。 

CRLF2 重排和 JAK2/JAK1 突变也常见于唐氏综合征 B-ALL 患儿中，30%~50%的唐氏综合征患

儿存在 CRLF2 重排，而非唐氏综合征的 ALL 患者中仅有 5%~10%存在 CRLF2 重排[9]。 

1.2 ABL 激酶基因重排 

ABL 基因异常主要涉及 ABL1、ABL2、CSF1R 和 PDGFRB 基因重排，见于约 14%的儿童 Ph-

like ALL 患者和 9%~10%的成人 Ph-like ALL 患者[10-11]。这些基因存在众多且不确定的伙伴基因（表

1），但其转录产物的结构与功能均与 BCR-ABL 融合蛋白类似，所有融合基因都完整保留了 ABL 基

因羧基端的激酶结构域，可使酪氨酸激酶异常活化，导致细胞持续增殖。 

CSF1R（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1 receptor）基因是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受体的编码基因，其

激活常见于粒-单核细胞白血病，而在 Ph-like ALL 中 CSF1R 可与单链 DNA 结合蛋白基因 SSBP2 

形成 SSBP2-CSF1R 融合基因，持续的细胞因子受体信号可使 SSBP2 被 ABL1 磷酸化而参与白血

病发病[12]。PDGFRB（platelet-derived growth factor receptor β）基因编码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受体 β，

为Ⅲ型受体酪氨酸激酶家族。PDGFRB 重排最早在骨髓增殖性肿瘤中发现，目前也在 B-ALL 中发现

PDGFRB 的特征性重排，以 EBF1（early B-cell factor 1）-PDGFRB 融合基因最常见。EBF1 是 B 系

淋巴细胞分化必需的转录因子，EBF1 的编码区与 PDGFRB 的羧基端融合，影响 EBF1 的正常功能，

使细胞分化停滞于淋系 B 前体细胞阶段，同时致 PDGFRB 过表达，导致细胞持续增殖[13]。 

 

表 1 Ph-like ALL 中 ABL 家族基因及其伙伴基因 

伙伴基因                 靶向治疗药物 

ABL1          CENPC, ETV6, FOXP1, LSM14A, NUP153, 

NUP214, RANBP2, RCSD1,SFPQ, SNX1, 

SNX2, SPTNA1, ZMIZ1 

 

 

 

TKI 抑制剂-伊马替

尼、达沙替尼 

 

 

 

ABL2          PAG1, RCSD1, ZC3HAV1 

CSF1R         MEF2D, SSBP2, TBL1XR1 

PDGFRA       FIP1L1 

PDGFRB       ATF7IP, EBF1, ETV6, SNX29, SSBP2, TNIP1, 

ZEB2, ZMYND8 

CRLF2         IGH, P2RY8, CSF2RA  

 

JAK2 抑制剂-鲁索利

替尼 

JAK2          PAX5, ETV6,ATF7IP, BCR, EBF1, PPFIBP1, 

SSBP2, STRN3, TERF2, TPR, GOLGA5, 

HMBOX1, OFD1, PCM1, RFX3, SMU1, 

SNX29, ZBTB46, ZNF274, ZNF340, USP25 

EPOR          IGH, IGK, LAIR1, THADA 

 

1.3 JAK2 和 EPOR 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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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K2 和 EPOR 重排占 Ph-like ALL 中的 11%，在年轻成人患者中 JAK2 融合基因明显多于儿

童。JAK2（Janus kinase 2）基因位于染色体 9p24，编码的蛋白是一种非受体胞浆蛋白酪氨酸激酶，

在羧基端的同源结构域 1（JAK homology domain，JH1）有酪氨酸激酶活性，JH2 为类激酶（也称假

激酶）结构域，无激酶活性，但对保持 JH1 激酶活性是必需的。JAK2 重排通常保留了 JAK2 基因的

激酶结构域，破坏了假激酶结构域，解除其对前者的抑制作用，使 JAK2 持续活化，JAK-STAT 信号

通路异常激活，导致细胞恶性增殖[14]。目前已报道了 21 种伙伴基因可与 JAK2 形成融合蛋白。红细

胞生成素受体（erythropoietin receptor，EPOR）基因重排在 Ph-like ALL 患者中约占 4%。主要涉及 4

个伙伴基因，即 IGH，IGK，LAIP1 和 THADA，形成相应的融合基因 [15]。EPOR 重排使失去负调控

域的顿挫型 EPOR 过表达，导致 JAK-STAT 信号通路异常激活。伴有 JAK2/EPOR 重排的患者较其

他 Ph-like ALL 患者预后更差[16]。 

1.4 JAK-STAT 活化通路的突变 

除上述融合基因异常外，基因序列突变页可以导致 JAK-STAT 通路异常激活，见于 13%的 Ph-

like ALL 患者。包括 SH2B3 缺失、IL7R 插入或缺失、及 TSLP、TYK2、IL2RB、FLT3 突变等。SH2B3

基因编码的蛋白 LNK 是 JAK2 通路的负调节因子，SH2B3 基因缺失可解除其对 JAK 活化的抑制作

用而影响 JAK-STAT 通路[15]。上述改变均可影响 JAK-STAT 通路，故治疗方面对 JAK 抑制剂敏感。 

1.5 其他激酶融合基因突变 

    在 Ph-like ALL 中存在一些少见的相关激酶融合基因，包括 NTRK3、BLNK、DGKH、FGFR1、

IL2RB、LYN、PTK2B、TYK2 和 RAS 通路相关基因，约占 4%[16]。目前这些罕见的融合基因的功能

暂不清楚，其中 ETV6-NTRK3 也可见于婴儿纤维肉瘤与分泌性乳腺癌[17-18]，针对该靶点的 TRK 抑

制剂正在进行临床试验（NCT02576431），在伴有 TRK 融合基因的成人和儿童实体肿瘤中有很好的

应用前景。RAS 通路基因突变包括 NRAS、KRAS、PTPN11 和 NF1 突变，有小部分 Ph-like ALL 患

者只存在 RAS 通路突变，也可见 RAS 通路突变与 CRLF2 过表达同时出现，伴或不伴 JAK 突变[19]。 

1.6 淋系转录因子基因异常 

淋系转录因子基因主要包括 IKZF1、PAX5、EBF1。IKZF1（Ikaros family zinc finger 1）基因位

于染色体 7p12.2，编码的锌指转录因子 IKAROS 是淋巴细胞发育、分化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肿瘤抑

制因子。50%~70%的 Ph+ALL 和 Ph-like ALL 患者中存在 IKZF1 基因异常[20]。最常见 IKZF1 基因异

常是外显子 4~6 缺失，使其表达产物 IK6 蛋白丢失全部 N 端锌指结构，DNA 结合能力减弱；其他

突变，如单等位基因丢失、移码、错义突变（G158S 丝氨酸替换第 158 个氨基酸甘氨酸），可导致

IKROS 剂量不足或产生突变型 IKROS，使 B 细胞发育停滞，增强激酶依赖的细胞增殖和更新[21]。

此外，突变型 IKROS 自身蛋白功能受损的同时还可以显性失活的方式影响正常 IKAROS。Witkowski

等[22]研究发现 IKZF1 基因突变可激活 B-ALL 中大量与细胞增殖和耐药相关的基因，但具体机制仍

不明确。PAX5 和 EBF1 基因是早期 B 细胞发育所需的转录因子，与激酶基因如 JAK2、PDGFRB 形

成融合基因，阻碍细胞分化，促进细胞增殖[23]。 

    GATA3 蛋白是一种具有两个 GATA 序列结合相关的高度保守的锌指结构的转录因子，全基因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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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分析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表明，儿童 Ph-like ALL 中 GATA3rs3824662 

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明显不平衡，伴随 CRLF2 异常、JAK 突变及 IKZF1 缺失，出现 Ph-like ALL

的风险高[24]。     

2. Ph-like ALL 的临床特点 

    Ph-like ALL 在高危组儿童 B-ALL 的比例高达 15%，其临床特征与不良预后相一致。Ph-like ALL

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儿童、青少年、年轻成人、成人、和老年人不同年龄段的发病率分别为：

10%~15%，21%，27.9%，20.4%和 24% [11]；不同年龄段的基因表达谱不同，JAK2 融合基因、EPOR

重排、CRLF2 重排中的 IGH-CRLF2 更常见于成人；男性比女性更易患病，拉美裔和印第安族更多

见。 

    Ph-like ALL 患者临床表现较严重。初诊时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偏高，多超过 100×109/L [15]。早期

治疗反应不佳，诱导化疗结束时 MRD 水平均较非 Ph-like ALL 更高[25]。存在 EBF1-PDGFRB 重排

的 Ph-like ALL 患者更易发生诱导化疗失败[26]。多项研究证实，所有年龄段 Ph-like ALL 的疗效比非

Ph-like ALL 都差，年轻成人 Ph-like ALL 预后最差，复发率高。成人 Ph-like ALL 患者 5 年无事件生

存率（event-free survival, EFS）明显低于非 Ph-like ALL（22.5% vs 49.3%），5 年总生存率（overall 

survival, OS）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儿童、青少年、年轻成人分别为 58%，41%，24%[27]。不同治疗

方式对这种差异无影响，说明 Ph-like ALL 分子生物学异常是独立预后因素。各种类型基因改变的

Ph-like ALL 预后以发生 JAK2 和 EPOR 重排的生存率更低，伴随 IKZF1 异常的 Ph-like ALL 预后更

差[15]。美国 St. Jude 儿童医院依据诱导化疗第 19 天和 46 天 MRD 水平调整危险度，高危组患儿优先

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结果显示 Ph-like ALL 组与非 Ph-like ALL 组相比，EFS 无统计学差异，

但是 Ph-like ALL 患儿进入高危组以及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比例较高[25]。 

3. Ph-like ALL 的诊断 

    Ph-like ALL 的分子生物学改变呈现高度异质性使其诊断充满挑战，目前尚无统一的诊断标准，

各研究机构的诊断方法也不尽一致。最早美国 COG/SJCRH 和荷兰研究组均采用 110 探针分层聚类

分析发现在 B-ALL 中有一类基因表达谱类似 Ph+ALL 的“B-other”ALL 亚型，这些患者的复发风险

高，更差的生存[28]。这较大程度依赖基因探针的选择，选择不同基因组分析表达谱的结果将会不一

致，使其临床应用受到限制。近年来，SJCRH 对所有新诊断的 ALL 采用二代测序方法筛选 Ph-like 

ALL，高通量测序虽可检测出完整的基因突变，展示基因表达谱，但其昂贵的费用及高度依赖生物

信息技术使其不能广泛推广。美国 COG 推荐采用低密度基因表达芯片（Low Density Microarray cards，

LDA）选择 Ph-like ALL 的常见特殊基因表达谱，对高危 B-ALL 患者进行初始筛查，然后再进行相

关激酶和细胞因子受体基因检测，再利用 RT-PCR、免疫荧光检测（FISH）、DNA 测序等方法对 Ph-

like ALL 相关基因异常进行进一步检测[11]。Yap 等[29]针对一些常见的靶向融合转录子做 RNA 测序

(RNAseq)有效检测到 Ph-like ALL 众多异常基因。目前多数临床研究中心则针对化疗效果差和早期

复发的 B-ALL 患者进行 Ph-like ALL 相关重排基因检测，这也是一种可行的策略。此外，采用流式

细胞术分析 JAK2 下游的 STAT5 和 ABL 下游的 CRKL 磷酸化水平不仅可明确异常激活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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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同时分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TKIs）治疗前后的相关下游分子磷酸化水

平，预测 TKIs 治疗的疗效。Ph-like ALL 最常见的分子遗传学改变为 CRLF2 的异常表达。正常情

况下 CRLF2 蛋白不会在 B 细胞中表达，因此可将 CRLF2 抗体加入到 ALL 免疫表型的分析中，通

过 FISH、多重 PCR、多重交联探针扩增以及基因组芯片等验证其基因改变类型[30]。 

4. Ph-like ALL 的治疗 

如前所述，传统化疗对所有年龄段 Ph-like ALL 的疗效比非 Ph-like ALL 都差，MRD 持续阳性者

多见，复发率高。成人 Ph-like ALL 患者 5 年 EFS 明显低于非 Ph-like ALL（22.5% vs 49.3%），5 年

OS 随年龄增长逐渐下降[27]。与其他 B-ALL 一样，Ph-like ALL 患者尽早达到 MRD 阴性对预后是至

关重要的，由于预后不好，一旦达到 CR，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应该作为后续治疗的首选[25]。 

除了传统化疗外，TKIs 联合化疗显著改善 Ph+ ALL 患者预后提示基于 Ph-like ALL 分子遗传学

异常的精准靶向治疗具有良好的研究前景。在 Ph-like ALL 的诊断中明确异常活化的激酶信号通路有

助于靶向药物的选择。约 91%的 Ph-like ALL 存在激酶活化异常，主要为 ABL、JAK 激酶通路基因

异常，可作为激酶抑制剂治疗的潜在靶点。研究表明，存在 ABL1、ABL2、CSF1R、PDGFRB 重排

者，对 ABL 抑制剂伊马替尼（imatinib）、达沙替尼（Dasatinib）敏感[15]。在接受 ABL 抑制剂治疗的

患者中，带有 EBF1-PDGFRB 融合基因的患者具有较持久的治疗反应。JAK 抑制剂鲁索替尼

（Ruxolitinib）能够有效抑制 JAK2/EPOR 重排及 JAK-STAT 通路的异常活化[31]。ETV6-NTRK3 融合

基因对 ALK 抑制剂克里唑替尼（Crizotinib）敏感[32]。此外，还有针对 PTKB2 的 FAK 抑制剂，和针

对 TYK2 融合基因的 TYK2 抑制剂[15]。COG 目前正在进行两项研究，在新诊断的 Ph-like ALL 患者

中针对存在ABL激酶通路加入达沙替尼或CRLF2/JAK通路异常使用鲁索替尼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 

Ph-like ALL 中除了上述常见的信号通路异常外，还有 PI3K/mTOR、BCL2、RAS 信号通路异常

激活，针对这些通路的抑制剂正在研究中。尽管不能直接抑制 RAS 基因，但针对其下游分子丝裂原

细胞外激酶（mitogen extracellular kinase，MEK）的抑制剂，如曲美替尼（trametinib）和司美替尼

（selumetinib）已被批准应用。曲美替尼已应用于 BRAF 突变型黑色素瘤，COG 正在进行一项 II 期

临床试验，研究曲美替尼治疗 Ras/MAPK 通路异常导致的青少年型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的疗效及

安全性。Tasian 等[33]发现 PI3K/mTOR 抑制剂 Gedatolisib 联合达沙替尼或鲁索替尼的疗效优于单药

治疗，可更大程度抑制白血病细胞增殖。在细胞株和小鼠模型中发现，对于 JAK 抑制剂治疗效果差

者使用热休克蛋白 90（heat-shock protein 90, HSP 90）抑制剂可成功抑制白血病细胞增殖及下游信号

通路活化[34]。在 IKZF1 突变致白血病的小鼠模型中，维 A 酸可改善 TKIs 的耐药并同时增强 TKIs 

的活性[20]。 

    近年来对于复发难治或 MRD 持续阳性的 Ph-like ALL 患者，除了激酶抑制剂外，还可考虑 CD3-

CD19 双抗、CD22 单克隆抗体、CAR-T 等免疫治疗。因为 CD19、CD22 表达于包括 Ph-like ALL 在

内的大多数早期 B-ALL 患者白血病细胞[35]，免疫治疗对于 Ph-like ALL 的疗效仍需进一步的临床研

究。 

5. 总结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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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like ALL 是一种具有独特基因表达谱的 B-ALL，通常标准化疗下预后很差。大部分 Ph-like 

ALL 存在激酶通路异常活化，为靶向治疗提供了新靶点。由于 Ph-like ALL 的基因改变类型繁多，难

以针对每种异常基因进行随机对照研究。 Ph-like ALL 目前尚无统一诊断标准，如何高效、低价地识

别 Ph-like ALL 仍是需要探索的问题。同时，随着 TKIs 更广泛应用于 Ph-like ALL 治疗，激酶结构域

可能发生突变而耐药，因此对 TKIs 耐药机制的研究同样重要。在靶向药物治疗过程中联合多种靶

向药物治疗的疗效是否优于单药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免疫治疗等能否改善 Ph-like ALL 患

者的预后也需进一步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该群高危 B-ALL 患者的预后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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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髓系白血病的分子异常及靶向治疗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魏辉 

 

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是一组高度异质性的克隆性疾病，获得性体细

胞突变在造血干祖细胞中不断累积是其主要的发病基础[1-2]。对于 AML，最初学者们提出“双打击模

型”。随着 DNMT3a、IDH1/2 等基因突变的发现，表观遗传学异常在白血病发病中的作用得到了认

识，学者们进一步提出了第三类突变。利用深度测序技术，German-Austrian AML 研究小组鉴定出了

5234 种 AML 驱动基因突变，并首次将其分为 11 个独立亚型[1]，更是让我们对 AML 的基因突变谱

从宏观上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3-4]。这些研究不仅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 AML 发病机制的复杂性，也

为实现 AML 的精准预后分层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依据。本文将重点就 AML 相关分子突变的预后价

值以及靶向治疗进展进行探讨。对于涉及 PML-RARα, AML-ETO, CBFβ-MYH11 及 MLL 重排的融合

基因改变已被探讨多年，本文将不再赘述。 

一、核仁磷酸蛋白突变  

NPM1  核仁磷酸蛋白（nucleophosmin-1, NPM1）基因突变是 AML 最常见的基因突变之一，约

占所有 AML 的 35%，在正常核型 AML（normal karyotype-AML，CN-AML）中突变率为 50%~60%。

NPM1 突变可导致 NPM1 蛋白胞浆异常定位，进而影响细胞正常的信号通路及增殖发育，促进白血

病的发生发展。目前发现 NPM1 基因有超过 40 种突变亚型，其中以 A 型突变最为常见，且常伴随

着 DNMT3A、IDH1/2、TET2 等表观遗传修饰因子突变[5]。既往研究证实，单纯 NPM1 突变是 CN-

AML 患者预后良好的独立影响因素[6]。近期有研究指出，NPM1 突变伴有低等位基因比 FLT3-ITD

突变患者仍预后良好，且不受合并其他的染色体异常影响，也就是这种突变即使出现在正常核型以

外的 AML 中，也应归入预后良好组，无需常规推荐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7-8]。NPM1 突变的 AML

患者若同时合并高等位基因比 FLT3-ITD 突变，其预后也优于单纯 FLT3-ITD 突变的患者[9]。因此，

最新的 ELN 及 NCCN 危险度分层系统均将合并 FLT3-ITD 高等位基因比突变的 NPM1 突变 AML 患

者划为预后中等组[10-11] 。但是，NPM1 突变患者若同时合并 DNMT3A 和 FLT3-ITD 突变则常预示

着极差的预后[1,12]。现在，诊断时高 NPM1 突变负荷是否为 AML 预后不良的独立预测因子仍需要大

样本前瞻临床试验的证实[13]。对于老年患者，大多数临床试验发现，即使总体预后逊于年轻患者，

携带 NPM1 突变的 CN-AML 患者较野生型患者具有更好的治疗反应和更长的总体生存时间[14-15]。

然而，这种良好的预后影响并未在另一些临床试验中得到证实[15]。而这些差异可能主要是由治疗方

案的不同所导致的。在治疗方面，ECOG 的 E1900 临床试验更新的数据显示，接受高剂量柔红霉素

（90 mg/m2）的 NPM1 突变患者与标准剂量柔红霉素（45 mg/ m2）治疗相比，中位生存时间明显延

长（16.9 个月 vs 75.9 个月），提示携带 NPM1 突变的患者可以从高剂量柔红霉素治疗中获益[16]。而

NPM1 突变患者能否从联合全反式维甲酸的治疗中受益仍需要大量临床试验的证实[17-18]。 

二、信号及激酶通路突变 

导致细胞信号及激酶通路异常激活的基因突变，如 FLT3, KRAS, NRAS, PTPN11, NF1 和 KIT 等



白细胞疾病 

- 13 - 

 

突变也是 AML 中最为常见的突变形式之一。约 2/3 的 AML 患者中合并信号及激酶通路突变。 

FLT3  fms 样酪氨酸激酶 3（fms-like tyrosine kinase 3, FLT3）基因突变主要包括两种形式：FLT3

跨膜区的内部串联重复突变（FLT3 internal tandem duplication, FLT3-ITD）和累及酪氨酸激酶结构域

的点突变（FLT3 tyrosine kinase domain mutations，FLT3-TKD），两种突变均可活化 FLT3 酪氨酸激

酶。多项研究证实，合并高等位基因比的 FLT3-ITD 突变的 AML 患者，复发率高且总体生存期短，

预后差[19]。近年来，靶向 FLT3 受体激酶抑制剂的研发取得了长足进展，使得 FLT3-ITD 突变 AML

患者预后得到了较大改善。其中第一代 FLT3 抑制剂主要包括：Sorafenib、 Sunitinib、Midostaurin 和

Lestaurtinib.等。由于为多靶点抑制剂，作用机制并不限于抑制 FLT3，这些药物对 FLT3-ITD 野生型

的 AML 患者可能也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如来自德国的 SORAMLⅡ期临床试验证实，Sorafenib 可

以提高初治 AML 患者的 3 年无事件生存率（40% vs 22%，HR=0.64，n=267）[20]。Ⅲ期全球多中心

前瞻性 RATIFY 研究证实，在标准化疗中加用 Midostaurin，可以显著提高成人 FLT3 突变 AML 患者

的中位 OS （74.7 个月 vs 25.6 个月，HR=0.78，n=717）[21]。基于这项研究的良好结果，FDA 于 2017

年批准 Midostaurin 用于初治 FLT3-ITD 突变的 AML 患者的治疗。同时，在最新的 ELN 以及 NCCN

指南中，化疗联合 Midostaurin 也被推荐作为 FLT3 突变成人 AML 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10-11]。但遗

憾的是，该研究并没有发现 Midostaurin 维持应用可以降低患者的复发率。近期，关于第二代 FLT3

抑制剂如 Quizartinib （AC220），Crenolanib（CP-868596）和 Gilteritinib（ASP-2215）的临床试验取

得了较好的进展。在Ⅰ期和Ⅱ期临床试验中，FLT3 激酶抑制剂 Quizartinib 的单药治疗 FLT3-ITD 突

变复发或难治性急性髓细胞白血病（recurrent or refractory AML, R/R AML）的总体有效率为 50％22。

QuANTUM-R 临床试验显示，Quizartinib 单药治疗复发难治性 FLT3-ITD 突变 AML 的与挽救化疗

相比，OS 分别为 27 周与 20.4 周。这也是首次证实 FLT3 抑制剂能够延长复发难治性 FLT3-ITD 突

变 AML 总体生存时间的 III 期临床研究[23]。同样令人鼓舞的是，2018 年 EHA 报道的Ⅰ期临床研究

的中期结果报告显示，化疗联合 Gilteritinib 治疗初治 FLT3 突变的 AML（ n=21）的总体有效率为

100％。而 Crenolanib 联合标准诱导化疗治疗初治 FLT3 突变阳性 AML 的临床试验证实，联合

Crenolanib 诱导治疗，尤其是后期接受 HSCT 移植的患者，复发率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Gilteritinib

和 Crenolanib 不仅显示出对抗 FLT3-ITD 的强大活性，而且还显示出对 FLT3-TKD，如 D835 突变的

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其耐药减少的主要机制[24]。目前，多项关于探讨 FLT3 抑制剂在 AML 维持治

疗、清除 MRD 及联合化疗中作用的临床试验正在开展（NCT02421939, NCT02752035, NCT02927262, 

NCT03070093）。 

KIT  KIT 突变经常发生在核心结合因子 AML（Core-binding factor AML, CBF-AML），即伴有

t(8;21)或 inv(16)/t(16;16)重排的 AML 中。CBF-AML 遗传异质性较强，中国人和日本人 CBF-AML 中

inv(16)/t(16;16)AML 的比例低于高加索人群中[25]。 CBF-AML 中，KIT 突变常发生在第 8 外显子的

免疫球蛋白样结构域和第 17 外显子的 KI 结构域。尽管有报道指出合并 KIT 外显子 17 突变的

t(8;21)AML 患者复发风险较高且 OS 较差。KIT 突变对 inv(16)/ t(16;16)AML 的预后影响仍存在争议

26。我们最近的研究发现伴有 KIT-D816 突变的 t(8;21)白血病复发，其再缓解率要低于没有 KIT-D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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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的患者，因此，对于这类患者我们在首次完全缓解（first complete remission, CR1）期应进行更

加积极的治疗。在治疗方面，与 NPM1 突变能够从高剂量蒽环类药物治疗中获益不同（前文已提及），

一些研究表明，CBF-AML 患者主要获益于大剂量阿糖胞苷的治疗[27]。此外，CALGB10801 临床试

验表明，应用化疗联合具有抗 KIT 突变活性的多激酶抑制剂达沙替尼治疗 CBF-AML 患者后，KIT

突变患者与野生型患者具有相似的 2 年 DFS 及 OS，侧面提示达沙替尼可能能够改善 KIT 突变 CBF-

AML 患者预后[28]。不幸的是，对于形态学完全缓解但微小残留病（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

下降不良或出现分子学复发 CBF-AML 患者，达沙替尼单药治疗无法减少复发及改善患者生存[29]。

迄今为止，达沙替尼对 CBF-AML 患者的治疗作用仍需要通过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来证实。中国上海

瑞金医院（ChiCRT-IPR-15006862）及其他中心（NCT00850382，NCT0211331，NCT03560908）开展

的试验结果将备受期待。 

三、转录因子突变 

RUNX1   Runt 相关转录因子 1（Runt-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1, RUNX1）在 AML 中的发生

率为 5％~10％，其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及继发性 AML 中比例较高[30-31]。 2016 年修订的 WHO 的

AML 分类体系中增加 AML 伴 RUNX1 突变作为暂定类型[32]。既往大量研究证实，合并 RUNX1 突

变是 AML 预后不良的独立预后因素[30-31]。近年来究指出，合并 ASXL1，SF3B1，SRSF2 或 PHF6 突

变较单纯 RUNX1 突变患者预后更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合并 IDH2 突变可改善 RUNX1 突变患

者的预后[30]。此外，除了伴随突变，RUNX1 突变的数量和野生型等位基因丢失也会影响成人 RUNX1

突变患者的预后。与仅有 1 个 RUNX1 位点突变相比，伴随野生型 RUNX1 等位基因丢失及> 1 个

RUNX1 突变位点均显示出对预后的不利影响（OS 5 个月 vs 22 个月，14 个月 vs 22 个月，P=0.002

和 0.048）[33]。 

CEBPA  CCAAT /增强子结合蛋白 α（CCAAT/enhancer binding protein α, CEBPA）基因突变在

AML 中的发生率为 5%~14％，在 CN-AML 中多见，常提示预后良好。有研究指出，其对预后的有

利影响主要与 CEBPA 双等位基因突变（CEBPA dm）有关[34-35]。因此，2016 年版 WHO 分类系统将

原 2008 年版中“具有 CEBPA 突变的 AML”修订为“具有 CEBPA 双等位基因突变的 AML”[32]。尽管

CEBPA dm 的患者预期 5 年 OS 高达 50％~70％，但复发仍然是其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Richard 等

[36]分析了 124例伴随CEBPA dm且处于CR1期的AML患者，结果发现与化疗相比接受异基因 HSCT

或自体HSCT患者的无复发生存率明显增高，但两组患者总体生存率没有显著差异。这可能与CEBPA 

dm AML 患者复发后较易再次诱导缓解有关。  

四、表观遗传修饰因子突变 

近年来，编码表观遗传调节因子的基因的发现为 AML 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认识。其中一些基

因的突变，如 IDH1/2，DNMT3A，TET2，ASXL1 和 EZH2，可通过影响 DNA 甲基化和染色质修饰

的过程，进而改变细胞的表观遗传学水平，导致造血干细胞扩增和分化障碍。表观遗传修饰因子相

关突变的研究对危险度分层提供了依据，对个体化治疗决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37-38]。 

IDH1/2  异柠檬酸脱氢酶 1/2（Isocitrate dehydrogenase1/2，IDH/2）的基因突变位点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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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H1-R132、IDH2-R140 和 IDH2-R172。IDH1 和 IDH2 更易发生在高龄、CN-AML 患者中，并且常

合并 NPM1 突变[39]。IDH1/2 突变在 AML 中的预后影响至今一直存在争议，虽然有研究认为发生

IDH 突变提示预后不良，但另有研究发现合并 IDH 突变的患者预后良好[2,40]。这些差别可能与基因

突变位点不同有关。如有研究指出，若 NPM1 突变合并 IDH1 基因突变的患者预后不良，而合并 IDH2 

R140 突变则提示预后良好。这些结果提示，IDH1/2 突变对 AML 中的预后影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加

以阐明。几种靶向 IDH1/2 的小分子抑制剂（IDH1：AG120、IDH305 和 FT-2102，IDH2：AG221，

pan-IDH1/2：AG881）在临床前研究中已经显示出强大的治疗活性。他们中的大多数目前正在进行临

床试验，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前期结果。一项 Enasidenib （AG221）治疗 IDH2 突变的复发/难治性

IDH2 突变 AML 患者的 I/II 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总体有效率（ORR）为 40.3％，CR 率为 19.3％，

中位有效持续时间为 5.8 个月（NCT01915498）41。AG120-C-001 报道的 Ivosidenib （AG-120）在合

并 IDH1 突变 R/R AML 患者中的结果显示有类似 IDH2 抑制剂的疗效，CR+CRh 为 32.8%，其中

CR 率为 8.2 个月。基于其令人信服的治疗效果及其良好的耐受性，AG-120 与 AG221 分别获 FDA

批准用于治疗合并 IDH1 或 IDH2 突变的成人 R/R AML 患者。而多项 IDH 抑制剂作为单药治疗和

联合治疗方案的评估仍在进行中（NCT02632708, NCT02677922, NCT01915498,  NCT02577406, 

NCT02719574, NCT03127735, NCT02492737）。除了 IDH 靶向抑制剂，有研究发现 BCL-2 抑制剂

（Venetoclax）对 IDH 突变的患者可能也具有较好的治疗作用。 

DNMT3A ， TET2 和 ASXL1  表观遗传调节因子中的突变还包括 DNMT3A （DNA 

methyltransferase 3a）, TET2（Ten-eleven-translocation gene 2）和 ASXL1（Additional sex comb-like 1）

突变，这三种突变也称为 DTA 突变。DNMT3A 突变的预后意义目前没有确定的结论，尽管许多证

据提示 DNMT3A 突变的 AML 预后不良[42]，但一些研究认为 DNMT3A 并不具有预后意义[43]。现有

资料来看，DNMT3A 主要是影响了 NPM1 突变 AML 的预后[44]。尤其 NPM1、FLT3-ITD 和 DNMT3A

同时存在时，其预后尤其不佳[1]。最近，NCCN、ELN 指南和国内的指南把 ASXL1 突变也作为预后

不良因素纳入危险度分层系统，但是 ASXL1 突变若发生在预后良好组，则并不具有预后意义[11,45]。

最近的一系列研究表明，DTA 的突变，尤其是 DNMT3A，与年龄相关的克隆性造血有关，且在遗传

异常的早期阶段发生，可能是一种白血病前体突变[46-48]。一项纳入 482 例新诊断的成人 AML 患者

的研究结果显示，DTA 突变在完全缓解期间可持续存在。其中 DNMT3A 突变持续存在的比例为

78.7％，TET2 为 54.2％，ASXL1 为 51.6％。但这种 DTA 突变持续存在与更高的 4 年复发率无明显

相关性（P=0.29）[49]。这些结果也提示我们克隆性造血与白血病的发生有关[50]。而最近的一项研究

显示，包括 DNMT3A 在内的白血病前体突变持续存在可能预示着不良预后[51]。因此，DNMT3A 基

因突变持续存在于 CR 患者对白血病治疗疗效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五、RNA 剪接体突变 

RNA splicing factor mutations  剪接体突变（RNA splicing factor mutations）定义为发生在调控

RNA 剪接的基因（SF3B1，SRSF2，U2AF1 和 ZRSR2）上的突变，其发生率占所有 AML 患者的 10%。

剪接体突变可能导致 RNA 的异常剪接，进而影响细胞的转录组和蛋白质组结构与功能。越来越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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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表明，剪接体突变常发生在年龄较大患者及低增殖性疾病中。最近的研究已经发现，合并 RNA

剪接相关的突变如 SRSF2 和 U2AF1 的患者，对标准治疗的反应率减低，生存时间缩短，预后不良

[52]。多种抑制剂在剪接体突变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中显示出治疗潜力。H3B-8800，一种口服可用的

SF3b 复合物调节剂，在临床前研究中显示出对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具有调节剪接的作用[53]。目前 H3B-

8800 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的Ⅰ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NCT02841540）。 

六、肿瘤抑制因子突变 

TP53  肿瘤抑制因子 P53（Tumor suppressorp53, TP53）是一种关键的抑癌基因，其突变占 AML

患者的 8％，与复杂核型、原发耐药、复发率高和较差的生存密切相关[5,43,54]。鉴于现有的靶向药物

多为基因抑制剂，TP53 突变作为功能丧失的突变，治疗上具有很大难度。标准剂量方案化疗治疗后，

患者的一疗程 CR 率仅为 20%~30%，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生存期约 10 个月。有报道称地西

他滨可能改善TP53突变AML患者的预后，中位生存期可达12.7个月[55]。而BCL-2抑制剂（Venetoclax）

对 TP53 突变的患者可能也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七、结论 

综上所述，AML 的基因突变谱的深入研究不仅使我们更好地了解 AML 的发病机制，还细化了

患者的风险度分层体系，提供治疗的靶点并指导制定精准的治疗方案。而随着研究的进展，研究者

们发现特定突变的预后影响及治疗反应可能受到其他分子遗传学特征及临床特征的影响。因此，尚

有许多工作等待研究者去探讨和证实。此外，靶向基因突变的小分子抑制剂的长足发展也为 AML 治

疗带来了巨大的进步。除了 IDH 和 FLT3 抑制剂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令人鼓舞的结果外，2018 年

EHA 报道的结果显示，接受 BCL2 抑制剂（Venetoclax）联合阿扎胞苷治疗的老年 AML 患者中位生

存时间可达 12 个月以上，这项结果可能改变我们关于老年 AML 患者难以治愈的认识。我们相信在

不久的将来，随着 AML 的基因突变研究的完善，靶向及免疫治疗的不断发展，AML 治疗将取得长

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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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髓性白血病：治疗目标的演变和管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江倩 

 

2000 年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问世显著改变了慢性髓性白血病（CML）的预后。在

国内外多项临床试验或规范管理的临床实践中，采用 TKI 作为一线治疗，可以使绝大部分 CML 患

者的生命不再受到威胁，生存期与同龄常人非常接近，生活质量也明显提高。CML 的治疗目标也从

缓解疾病相关症状，演变为追求通过减少疾病进展来延长生存期，同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随着

长期用药所致的 TKI 不良反应和经济毒性导致患者生活质量下降越来越受到重视，近年，追求无治

疗疾病缓解（TFR）也成为部分 CML 患者的追求。 

但是在真实世界中，CML 的治疗状况并不尽如人意。近几年，在全国范围内的绝大多数 CML

患者中，TKI 药物的可及性刚刚开始逐步达到，临床医师、特别是基层医院的医生对 CML 规范化诊

治的理念迫切需要普及和提高。现阶段，仍有不少患者因为主观或客观的原因导致 TKI 用药和监测

依从性差，医生对疾病专业知识的认识和管理水平有限，导致 CML 的治疗结果不满意。因此，减少

疾病进展、延长生存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仍是当今中国 CML 的主要治疗目标。 

尽管 TFR 逐渐成为 CML 关注的焦点，但西方国家开展的多项大规模、前瞻性研究显示停药成

功率仅在 40%左右，远低于预期。目前，西方国家对于 CML 患者停药仍持谨慎态度，究竟哪些患者

能够成功停药，预测停药的指标是什么，还有待开展更多和更长时间的研究。停药研究对深度分子

学反应水平的检测技术和达到时间、停药后监测和随访具有严格的要求。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精

准的深层分子学反应检测技术仅在少数中心能够达到，而且适合停药标准的长期 TKI 用药人群有限。

因此，在我国临床实践中实施停药的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当今中国，将追求停药作为 CML 的主要

治疗目标为时尚早，但并不意味为未来不尝试停药，更重要的是应该关注 CML 规范化诊疗：如何让

更多患者接受长期的 TKI 治疗和良好的管理，获得持久、稳定、深刻的分子学反应。只有更多患者、

经历更长时间的、规范的 TKI 治疗和监测，才有可能追求 TFR。 

目前，国际公认的 CML 优化治疗目标依次为：①延长生存期；②减少疾病进展；③改善生活质

量；④治疗具有良好的耐受性；⑤缺乏严重的长期不良反应；⑥有机会停药并维持疾病缓解；⑦性

价比高的 TKI 药物。当今，CML 领域面临的挑战包括：①如何克服 TKI 耐药，减少疾病进展，从而

延长生存期；②如何正确选择并合理用药，减少 TKI 相关不良反应，改善患者生活质量；③如何使

更多的人获得成功停药；④如何让患者参与到 CML 的管理中，配合医生的规范诊疗，做到持续用药

和定期监测。 

只有通过规范化化的诊疗和管理，才有望实现 CML 的治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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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巴瘤治疗小分子新药临床研究进展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建勇  范磊 

 

淋巴瘤分为霍奇金淋巴瘤（HL）和非霍奇金淋巴瘤（NHL），发病率在所有在恶性肿瘤中占到第

6~8 位，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生活方式改变，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近年来随

着淋巴瘤基础和临床领域研究的突破，淋巴瘤临床治疗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 B 细胞非霍奇

金淋巴瘤（NHL）。目前以小分子化合物、抗体类药物和细胞治疗为代表的新型治疗药物/模式显著提

升复发难治、乃至初诊 NHL 患者的临床疗效和生存，甚至正在改变淋巴瘤的治疗模式。其中小分子

化合物类新药由于靶向性强、生物利用度高、加之后期生产周期短、生产成本较低等优点使得小分

子化合物在近十年获得了迅猛发展。 

B-NHL 领域是目前小分子新药发展最为快速的领域，以 BTK 抑制剂（伊布替尼、BGB3111、

ICP022等）、PI3K抑制剂（Idelalisib 、SHC014748）、BCL2抑制剂（ABT-199）、SYK抑制剂（fostamatini）、

BRAF 抑制剂（dabrafenib）等为代表的新型药物逐渐从基础研究走向临床应用，多种药物已经获得

美国 FDA、中国 SFDA 批准临床用于治疗 B-NHL。以伊布替尼为代表的 BTK 抑制剂，不仅在复发

难治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套细胞淋巴瘤（MCL）、巨球蛋白血症（WM）等疾病获得突出疗

效，并且已经应用到初诊 CLL 患者的一线治疗，彻底改变以往 CLL 一线治疗联合免疫化疗的模式，

不仅显著提高临床疗效和患者生活治疗，并且大幅降低治疗相关毒副作用。 

T-NHL 领域从临床前期到已经获批的药物有 HDACi（西达本胺、Panobinostat）、PI3K 抑制剂

（duvelisib）、JAK 抑制剂（Cerdulatinib）等，其中我国自主研发 HDAC 抑制剂西达本胺已经获批并

应用于复发难治外周 T 细胞淋巴瘤（PTCL）和皮肤 T 细胞淋巴瘤（CTCL），在此类高度难治、临床

治疗手段有限的病种取得明显疗效。 

安全性方面小分子药物虽然具有较高的靶向性，传统化疗药物相关的骨髓抑制、感染、出血等

化疗相关并发症较少，但是亦会出现房颤、腹泻、自身免疫性疾病等以往较少出现的治疗相关并发

症，并且目前大多数小分子药物应用周期较短、应用人群较少，一些长期毒性和罕见并发症尚未可

知。因此治疗相关的安全性和毒性管理必须重视并加强多学科沟通和交流，加之目前我国小分子新

药价格相对较高，临床可及性差，真正获益的患者数目有限。 

虽然近年来小分子新药在淋巴瘤领域发展迅猛，但是也有较大提升空间，首先限于前期基础研

究积累较少，我国小分子新药基础研发多紧跟国际步伐，处于 me too，me better 阶段，源头创新较

少；其次临床试验方面目前大多数小分子新药治疗淋巴瘤注册临床试验多由国外团队发起和领导，

国内团队多处于参与者角色，而由国内牵头开展的临床研究屈指可数，因此需要我国基础科学家和

临床医生共同努力和加强合作将小分子新药治疗淋巴瘤领域的发展进一步向纵深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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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瘤新药研究进展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沈莉菁  侯健 

 

近年来，随着多发性骨髓瘤（MM）潜在病生机制研究的深入，药物治疗“空间”正在持续扩大。

过去 5 年，FDA 陆续批准上市了 III 代 IMiD 泊马度胺，II 代 PIs 卡非佐米和伊莎佐米，HDACi 帕比

司他，以及 2 个单抗 elotuzumab 和 daratumab。其他的免疫疗法，小分子靶向药物和表观遗传学调控

等正广泛展开临床试验。随着治疗方案的频繁更替和生存期的延长，ORR（加速审批）和 TTP/PFS

（常规通道）已替代“金标准”OS，成为了 FDA 批准新药的衡量指标。 

PIs 仍为 MM 治疗的主流药物。硼替佐米、卡非佐米、伊沙佐米、Oprozomib 等均优先抑制 20S

蛋白酶体的胰凝乳蛋白酶样（β5）位点，Marizomib 是唯一非肽基 PI，从海洋放线菌中分离得到，对

半胱天冬肽酶样（β1），胰蛋白酶样（β2）和（β5）等位点的活性均抑制。硼替佐米、伊沙佐米与 20S

结构可逆结合，卡非佐米、Marizomib 为不可逆结合，所以更加稳定。Endeavor Ⅲ期临床试验（929

例 RRMM）显示，与 BD 组相比，卡非佐米联合 Dx 的中位 PFS 显著延长（18.7 vs 9.4 mos），ORR

更佳（77％vs 63％）。Tourmaline- MM1 显示，RD 方案联合伊沙佐米后，可提高 ORR（78% vs 72%）

和中位 PFS（20.6 vs 14.7 mos）。Marizomib（唯一非肽基 PI，海洋放线菌中分离得到）和 oprozomib

（口服的卡非佐米的衍生物）的Ⅰ~Ⅱ期临床正在进行中。但 PIs 的特异性和安全性仍有待提高。 

免疫疗法在 MM 治疗中具有独特前景，主要包括各种单抗、CAR-T 和疫苗治疗等。CD38 介导

与内皮细胞黏附，促进淋巴细胞增殖及细胞因子释放，除了Dara单抗，人源化CD38单抗 Isatuximab，

单药治疗 5 线 RRMM 患者的Ⅱ期研究，36.5%达 SD 及以上疗效，联合 RD 方案，ORR 为 56%，

mPFS 为 8.5 个月；MOR202 的中位起效时间为 4 周，单药 ORR 为 32%，联合 Dx/RD/PD 的 ORR 分

别为 28%、71%、46%。CD138 介导细胞黏附，且是 MM 生长因子的共同受体，其单抗 BT062 联合

RD 治疗 RRMM（来那度胺耐药占 30%）的 ORR 达 78%。靶向 SLAMF7 的埃罗妥珠，单药疗效不

佳，联合 BD、RD 或 PD（ELOQUENT-3），抗瘤活性显著。IL-6 促进浆细胞存活和增殖，其嵌合型

单抗 Siltuximab，单药无效，但联合 RD 治疗 RRMM，ORR 达 88%。免疫检查点 PD1/PDL1 在肿瘤

细胞对宿主免疫侵害起到重要作用，Pembrolizumab（派姆单抗）治疗 RRMM，联合帕马度胺+Dx 的

ORR 60%，三线用药反应率为 55%；联合 RD 的 ORR 为 50%，三线应答率 38%。BCMA 表达于

pDCs，促进 MM 生长及耐药，人源化 BCMA 单抗偶联 MMAF 形成 GSK2857916，后者特异性结合

MM 细胞表面 BCMA，MMAF 被释放入细胞中引起细胞周期 G2-M 停滞，促进 caspase3/7 途径依赖

的凋亡，并抑制 BCMA 与 APRIL 结合，抑制 NF-κB 传导，增强 ADCC 及 ADCP 途径，从而抗 MM

进展。CAR-T 细胞可以在一次注射后建立对目标抗原的长期免疫，目前针对 BCMA、CD38、CS1、

CD138、kappa 轻链、NKG2D 和 CD44v6 的 CAR-T 细胞均已显示了临床前抗 MM 活性，宾夕法尼

亚大学应用 CAR-T-BCMA 治疗 6 例 9 线 RRMM 的 I 期临床（NCT02215967）显示，有 2 例分别获

得 sCR 和 VGPR。疫苗接种可调节患者的抗肿瘤免疫反应，特别是在早期疾病（如冒烟型 MM）或

微小残留的背景下，疫苗 PVX-410 由 HLA-A2 特异性多肽组成，该多肽来源于 X-box 结合蛋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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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138 和 slam -7 MM 抗原，可触发 HLA 限制性扩增和活化 MM 特异性 T 细胞，联合 IMiDs 和/或

抗 PD-1 单抗可能进一步增强 MM 特异性免疫反应。 

靶向 MM 发病机制中各种异常信号通路中小分子的药物研发，亦是当前热点。Venetoclax（ABT-

199）为强效、选择性的口服 BCL-2 抑制剂，可选择性杀伤 MM 细胞，单药治疗 RRMM 的 ORR 为

21%，联合 BD 的总 ORR 为 68%，40%达 VGPR 以上，t（11;14）与 BCL2 的高表达相关，对该药

更敏感。Kap 蛋白家族在保持细胞平衡过程中的细胞核质调节运输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转出蛋白

XPO1 与肿瘤抑制因子及生长调节因子（包括 p53、p21、FOXO 等）相关，KPT (Selinexor)为选择性

的口服 XPO1 抑制剂，并已经展示出较好的临床前疗效，治疗 RRMM（STORM Study）的中位 OS

达 9.3 个月，对细胞遗传学高风险患者的应答率仍达 38%。另外还有 AKT 抑制剂（Afuresertib）、PIM

酶抑制剂（LGH447）、MEK 抑制剂（Trametinib）、BRAF 酶抑制剂（Vemurafenib）等正处于临床前

研究。 

表观遗传学失调在 MM 进展及耐药起到重要作用。HDACi 制剂包括帕比司他、伏林司他和

Ricolinostat（ACY1215），前两种是非选择性。应用于 RRMM 患者的研究，Panorama-1 Ⅲ期临床显

示，帕比司他联合 BD 方案，可提高 ORR（61% vs 51%）和中位 PFS（12 vs 8.1 mos）；伏林司他单

药无效，但联合硼替佐米的Ⅲ期临床，可改善 PFS (7.6 vs 6.8 mos)和 ORR (56% vs 41%)；Ricolinostat

选择性抑制 HDAC6，联合 RD 方案的 ORR 55%（21/38 例患者）；联合 BD 方案的Ⅱ期（57 例患者）

的 ORR 29%。 

总之，在新药时代，如何应用预后参数，根据生物学异质性，进行不同机制药物的有效组合，

制定涵盖 CAR-T 技术和干细胞移植的整体治疗，使新诊断和复发 MM 患者获得“MRD 阴性”完全缓

解和长期生存，乃是当前的主要目标。 

 

  



白细胞疾病 

- 25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26 - 

 

  

  

  

  



白细胞疾病 

- 27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28 - 

 

  

  

  

  



白细胞疾病 

- 29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30 - 

 

  

  

  

  

 



白细胞疾病 

- 31 -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 CAR-T 治疗：现状和未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周剑峰 

 

近年，以免疫细胞治疗为代表的细胞治疗方法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取得了惊人的临床疗效。2017

年，美国 FDA 已经正式批准 2 个 CAR-T 细胞治疗产品上市。以 CAR-T 为代表的细胞治疗技术是

临床医学和研究领域颠覆性的技术，是肿瘤治疗和再生医学领域的必争之地。本题将回顾 ASH 中

CART 研究的部分关键的临床研究结果，报告同济医院血液科进年开展临床试验治疗复发难治性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和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疗效、安全性、副作用综合处理体

系以及长期随访的临床结果。并基于国内外最新进展和同济的临床实践，综述目前 CAR-T 治疗面临

的主要挑战和解决途径。最后，报告 CAR-T 未来的主要发展趋势，发展前景和国内相关领域应该重

视的新的技术布局和临床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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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诊断现状和进展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邵宗鸿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是一种造血干细胞恶性克隆性疾病，一系或多系血细胞减少、发

育异常（病态造血）和无效造血为特征。少部分患者转化成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大部分患

者 AML 转化前死于血细胞减少导致的各种并发症。近年来，新一代测序技术、基因剪切技术和转

基因动物模型的发展，深入揭示了 MDS 的疾病本质，推进了以此为基础的精确诊断方法的建立。 

一、MDS 最低诊断标准 

MDS 最低诊断标准分为三个部分：（1）必要条件（两者必须满足）：持续一系或多系血细胞

（红细胞、粒细胞、血小板）减少至少 4 个月（若存在原始细胞增多及 MDS 相关的细胞遗传学异

常，可以直接诊断，无需 4 个月）；排除其他可以导致血细胞减少或者发育异常的血液病或者其他

疾病。（2）主要标准（至少满足 1 条）：一系或多系（红系、粒系、巨核系）骨髓细胞发育异常

≥10%；环形铁粒幼细胞≥15%或环形铁粒幼细胞≥5%伴 SF3B1 突变；骨髓涂片显示骨髓原始细

胞 5%~19%或者外周血涂片原始细胞 2%~19%（无急性白血病特异性基因重排存在）；典型染色体

异常。（3）辅助标准：骨髓病理或/和免疫组化支持 MDS，如幼稚前体细胞异常定位 （ALIP）、

CD34+ 原始细胞成簇分布和发育异常的微小巨核细胞≥10% （免疫组化方法）；骨髓细胞免疫表

型存在多个 MDS 相关异常，支持单克隆髓系细胞；分子学方法（测序）发现髓系细胞存在 MDS

相关突变，支持克隆造血。满足两条必要条件及至少 1 条主要标准，可以确诊为 MDS，对于满足

两条必要条件不满足主要标准，但患者具备 MDS 典型临床表现，如输血依赖性大细胞贫血的患

者，满足两至 3 条辅助标准，也可以暂定为 MDS，定期随访。 

二、MDS 的诊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形态学是诊断的基础，但是不特异。MDS 克隆细胞发育异常表现在形态学上就是病态造血。红

系常见病态造血包括巨幼样变、畸形核、奇数核、核出芽、环形铁粒幼细胞等；粒系病态造血包括

核发育不良（P-H 畸形）、Auer 小体和胞浆颗粒减少或消失；巨核细胞病态造血包括淋巴样微小巨核

细胞和单圆核、双圆核和多元核巨核细胞等。当形态学出现病态造血，尤其是多种病态共存，比例

较高（至少大于 10%）时，需要考虑 MDS 的可能性。但病态造血不是 MDS 特异性表现，我们临床

实践中发现，再生障碍性贫血、溶血性贫血、巨幼红细胞贫血、感染（细菌、病毒、结核等）、中毒

等都可以出现病态造血，有时甚至比例很高。因此，发现病态造血，在诊断 MDS 前，需要做好排除

诊断，最好找到 MDS 的其他证据。 

细胞遗传学异常是辅助诊断的重要指标。细胞遗传学异常能反映 MDS 恶性克隆的本质，受外界

因素影响少，不容易产生主观偏倚，因此是诊断 MDS 的重要可靠指标。40%~70%的 MDS 患者存

在常规染色体异常，常见特异性改变包括：5q-、-5、7q-、-7 等。如果常规染色体检查无法获得满意

结果，荧光原位杂交(FISH)可以提高检测的阳性率。MDS 染色体异常主要以缺失为主，而 AML 以

染色体异位为主。有些染色体异常，如+8、20q-等可以出现于多种血液系统疾病，主要结合其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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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 

病理学、免疫表型和突变检测是重要辅助指标。对于病态造血不明显，染色体正常或者非 MDS

特异性改变的血细胞减少患者，病理、免疫表型和基因突变检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骨髓组织学及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有助于发现巨核系病态造血或原始细胞增多，以支持 MDS 的诊断。组织学检测可

以排除明显的骨髓肿瘤（如多发性骨髓瘤等）和其他疾病如感染或骨髓转移癌（肺癌、胃癌等实体

瘤浸润骨髓）。在 MDS 患者，骨髓组织学和免疫组化提供重要的诊断信息和/或可以揭示预后特征还

包括幼稚细胞异常定位（ALIP）、CD34+原始细胞成簇分布、骨髓纤维化、血管生成增加、骨髓细胞

增生活跃或伴随肥大细胞增多症。最基本的免疫组化染色应包括 CD34（干/祖细胞）、CD117 / KIT

（祖细胞和肥大细胞）、巨核细胞标志物（如 CD42b 或 CD61）和类胰蛋白酶（肥大细胞和未成熟嗜

碱性粒细胞）。在诊断困难的情况下，应该根据不同的诊断结果应用额外的谱系特异性抗体如 CD3，

CD14 或 CD20 等。 

流式细胞术在 MDS 诊断、预后和预测治疗疗效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流式细胞术可以检测 CD34+

原始细胞、有核红细胞、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等数量和免疫表型异常，但巨核细胞和血小板的流

式细胞检测标准还没有建立。MDS 细胞发育异常，流式细胞术常见异常包括：原始和幼稚细胞增多、

细胞大小和胞浆内颗粒数量改变、表面/胞浆内分子表达时间上和空间上异常。结合流式细胞术，可

以使发育异常细胞的判定更加标准化和客观化。MDS CD34+原始细胞异常主要包括：CD34+细胞数

量增多，CD34+/CD10+和 CD34+/CD19+细胞减少，CD45、CD34 和 CD117 异常表达，细胞内颗粒异

常，CD13、CD33 和 HLA-DR 异常表达，表达淋系抗原 CD5、CD7、CD19 和 CD56，CD11b 和 CD15

过表达。成熟中性粒细胞异常包括：胞浆颗粒减少(侧向角减小)，幼稚和成熟细胞比例异常，CD11b、

CD13 和 CD33 表达缺失和异常表达，CD16 表达延迟或 CD10 表达缺失，表达 CD56。单核细胞异常

包括：CD13、CD14、CD16 和 CD33 表达缺失或异常表达，CD11b 和 HLA-DR 异常表达，CD56 过

表达，胞浆颗粒异常，幼稚和成熟细胞比例异常。有核红细胞异常包括：CD36 和 CD71 表达减低或

异质性表达，CD117+红细胞数量异常，CD105+红细胞数量异常，CD105 荧光强度异常。 

随着新一代测序技术的发展，几乎所有 MDS 患者都可以检测到体细胞突变，这些突变(尤其是

驱动突变)的数量对 MDS 诊断和预后有重要意义。这些突变累及表观遗传学调控、RNA 剪接体、

DNA 损伤应答和酪氨酸激酶信号转导，常见突变包括 TET2、SF3B1、DNMT3、ASXL1、TP53 和

RAS 等。目前认为，如果靶向测序的范围足够广，绝大多数 MDS 均可以检测到体细胞突变。如果

没有突变，MDS 诊断需要十分慎重。虽然单纯检测到体细胞突变不足以诊断 MDS[正常人和未知潜

能的克隆性造血（CHIP）均可以检测到]，但是多个 MDS 相关基因突变和突变负荷高足以提示 MDS

诊断或者即将进展为 MDS。 

三、精准诊断需要多指标 

目前 MDS 最低诊断标准包括必要条件、主要标准和辅助标准。必要条件包括持续血细胞减少和

排除其他疾病。主要标准包括病态造血、原始细胞增多和染色体异常。辅助标准包括骨髓病理或/和

免疫组化、细胞免疫表型和 MDS 相关基因突变。满足两条必要条件及至少一条主要标准，可以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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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MDS。 

我们课题组上世纪 90 年代通过回顾性研究 MDS，得出 8 个对 MDS 诊断有意义的指标：①骨髓

涂片可见或经微巨核酶标证实有淋巴样微巨核细胞；②外周血出现幼稚粒细胞；③骨髓原始粒细胞

或原幼单核细胞≥0.02；④骨髓有核红细胞糖原染色（PAS）阳性；⑤髓系细胞分化指数≥1.8；⑥有

克隆性染色体异常；⑦姊妹染色体单体互换（SCD）阴性；⑧骨髓造血干祖细胞体外培养粒-单核细

胞系集簇与集落比≥4.0。我们进一步通过前瞻性研究验证了上述 8 个指标对 MDS 诊断的特异性和

敏感性，得出了 8 个指标的相对危险度（RR）：①骨髓涂片可见或经微巨核酶标证实有淋巴样微巨

核RR=4.55；②外周血中出现幼稚粒细胞RR=4.40；③骨髓原始粒细胞或原幼单核细胞≥0.02 RR=9.11；

④骨髓有核红细胞 PAS 阳性 RR=4.26；⑤髓系细胞分化指数≥1.8 RR=6.50；⑥有克隆性染色体异常

RR=2.87；⑦SCD 阴性；⑧骨髓造血干祖细胞体外培养粒－单核细胞系集簇与集落的比≥4.0 RR=2.14。

我们根据该八项指标初步建立了 MDS 的多指标诊断模型，依据该模型诊断的 MDS较既往依据 WHO

分型诊断的 MDS 转白率高、转白时间短、生存时间短,能够更准确地诊断 MDS。 

新的 WHO 标准、维也纳标准的更新和 IPSS-R 预后指数，充分验证了我们从 MDS 本质出发，

建立的诊断模型的先进性和可靠性。我们从细胞形态学、免疫性、细胞遗传学和细胞生物学四个方

面、细胞和蛋白 2 个层次较全面地概况了 MDS 的恶性造血克隆本质，使诊断和治疗有依据。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我们也逐渐完善我们的综合诊断体系，如病理联合组化确定微巨核细胞和原始细胞

簇，应用全套的流式细胞术标记原始细胞数量和各系细胞发育异常，新一代测序技术检测基因突变

等。这套体系使我们诊断 MDS 的真实性和特异性居于国际先进水平。 

总之，MDS 是一种恶性克隆性髓系肿瘤。无论是机制研究和临床诊治都要围绕着这个主题，

才能不被假象所干扰。只有坚持立足我国实际的科研和临床之路，避免单纯描红式的研究，才能使

我们 MDS 的研究弯道超车，领先于世界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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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贫血现状与管理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李莉娟  张连生 

 

贫血是人体疾病的一种症状和生化指标，通过引起身体组织缺氧，导致机体组织无法产生足够

能量而难以适应身体机能的需要，引发临床症状或疾病。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贫血发病率尤

其是中西部地区更高，现就目前国内贫血现状与管理简单阐述。 

一、中国贫血现状 

根据 2009年人口普查数据，利用 2010-2012年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对全国 31个省，包括 34

个大型城市，41 个中小型城市，30 个普通农村地区及 45 个贫困农村地区共 150 个监测点进行复杂

抽样调查显示城市人口贫血患病率（不包括孕妇）平均为 9.70%，其中男性平均为 6.80%，女性平均

为 12.80%；农村人口平均患病率（不包括孕妇）为 9.70%，其中男性平均为 7.20%，女性为 12.40%。

其中儿童、老年、妊娠期、乳母及孕龄期人群属于贫血高发人群。 

二、贫血的直接危害 

贫血本身几乎对全身每一个脏器或组织产生一系列症状和损害，最为典型的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导致头痛、头晕、眩晕、认知功能障碍；影响呼吸循环系统，引起呼吸急促、呼吸困难、肺水肿等症

状；影响心血管系统，表现为心动过速、心绞痛、心衰、心悸等；影响消化系统，导致吸收、消化不

良、大便异常等；影响内分泌系统，出现指甲易碎易断、月经过多、闭经、阳痿、性欲低下、下肢浮

肿、全身性水肿等；还可表现为视网膜损伤、面色苍白、皮肤冰冷等。 

三、贫血的间接危害 

与贫血的直接危害相比，贫血通过影响免疫系统平衡等进而对人体的危害更大且更长远。众所

周知，当机体免疫分别处于正常、免疫亢进或免疫耐受等不同免疫状态时，如遇到病毒如 EBV 等各

类感染时，则分别导致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 嗜血细胞综合征或淋巴瘤、鼻咽癌等免疫类型迥然

不同的疾病。有报道贫血通过影响肠道微生物进而影响机体免疫状态；缺铁性贫血导致 CD4 等免疫

细胞改变，免疫功能下降，儿童感染几率明显增加；缺铁性还可影响肠道对铅、镉等重金属吸收增

加，进一步影响免疫功能和造成损害。95%以上的补体 C3存在于红细胞膜上，红细胞本身就是 T、B、

NK等免疫细胞的微环境。 

四、贫血的治疗现状  

参照国内外最新指南对儿童、妊娠期、围术期、肿瘤及血液疾病贫血的临床治疗方案，贫血常

见的治疗方法包括病因治疗、造血原料补充、造血刺激因子（rHu EPO等）应用、输血、免疫治疗等。

目前不同领域贫血管理共识/指南不断制定和更新，不仅为贫血患者管理提供循证医学支持和指导建

议，也改善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五、结语 

我国贫血发病率较高，其中儿童、老人、育龄妇女为高发人群，贫血危害累及全身多个系统或

脏器，贫血通过影响免疫系统进而造成机体免疫状态失衡，危害严重，对中国社会已经造成了严重

的经济负担与医疗负担，中国贫血现状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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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淋巴瘤与贫血 

大连大学中山医院  方美云 

 

恶性淋巴瘤（Malignant lymphoma，ML）是来源于淋巴网状组织与免疫关系密切的恶性肿瘤，

具有高度的异质性。随着对该病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使得淋巴瘤的诊治得到快速发展，分型更接近

疾病本质，治疗也由早期的放疗和化疗为主，到目前综合治疗，结合生物免疫抑制剂，靶向表观遗

传学的新药物治疗、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ChimericAntigenReceptor T-CellImmunotherapy，

CAR-T）细胞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ML已成为可能治愈的肿瘤之一。贫血普遍存于癌症患者

中，在淋巴增殖性疾病中发病率达20%~30%。晚期和接受化疗的患者伴发贫血更为突出。贫血是不

良预后、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疾病进展的主要因素。通过近年文献检索和我院病例

总结分析，主要概述：①贫血在恶性淋巴瘤中发生的概率；②淋巴瘤相关贫血的发生机制；③目前

淋巴瘤相关贫血的治疗方法，旨在为淋巴瘤合并贫血提供诊治参考。 

目前可以明确的是：淋巴瘤相关贫血可发生在诊治的各个阶段，不同疾病类型的淋巴瘤发生贫

血的概率不同，其中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患者，贫血发生率为30%左右。在NHL中，不同细胞亚

型伴发贫血也有差异，部分文献报道其中以B细胞型发生率居高，重症溶血多见于T细胞亚型。 

淋巴瘤相关性贫血的主要原因：营养不良性贫血、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Autoimmune hemolytic 

anemia，AIHA）、噬血综合征（Hemophagocytic syndrome）相关性贫血、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Thrombotic Thrombocyto Penicpurpura，TTP）相关性贫血、放疗及化疗相关细胞毒性引起的贫血。 

淋巴瘤相关性贫血的治疗：主要针对贫血的病因治疗，不同类型的贫血治疗方法各异，应根据

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等指标，采取及时准确且合理的治疗方案，以达到纠正贫血，缓解病情，从

而达到改善预后的目的。 

总体来说：①恶性淋巴瘤伴贫血的患者死亡相对危险度高，淋巴瘤自身引起的贫血和大剂量化

疗药物使用是造成贫血的主要原因。应避免使用一些核苷类似物化疗药作为淋巴瘤合并溶血患者的

化疗方案，因其易促发和加重溶血。②恶性淋巴瘤常见伴发的贫血类型有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营养性贫血、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纯红细胞再障碍贫血等，相对于其他肿瘤导致的贫血，恶

性淋巴瘤合并贫血的相关诊断有别于其他肿瘤。③贫血症状可发生于疾病诊治的各阶段，需警惕的

是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常常是淋巴瘤的首发表现，而合并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的少数患者同时

合并纯红细胞再障，发生致命性的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淋巴瘤病例可见但较少见。④恶性淋

巴瘤并发贫血的治疗常应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抗CD20单抗是重要药物之一。随着研究的深入，对

恶性淋巴瘤合并贫血的机制逐渐清晰，恶性淋巴瘤合并贫血的治疗正逐渐被临床医师所重视，相信

治疗效果也会不断改善。 

  

http://news.bioon.com/epigenetic/
http://news.bioon.com/epigenetic/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44 - 

 

  

  

  

  



红细胞疾病 

- 45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46 - 

 

  

  

  

  



红细胞疾病 

- 47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48 - 

 

  

  

  

  



红细胞疾病 

- 49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50 - 

 

  

  

  

  



红细胞疾病 

- 51 - 

 

再生障碍性贫血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17 年版）解读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付蓉 

 

再生障碍性贫血（aplastic anemia, AA）的特点为全血细胞减少和骨髓造血功能衰竭，重型患者

起病急，病情进展迅速，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治疗，患者常死于严重的出血或感染。经过多年的临

床探索，其诊断和治疗水平已经明显提高。自 2010 年我国制定第一版 AA 诊治专家共识[1]至今，已

历时六年，关于该疾病的诊疗，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为进一步更好地指导我国临床医生对再生障

碍性贫血的诊疗工作，2016 年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红细胞疾病（贫血）学组对原版专家共识进行

了修订，现对修订版共识做一解读，以供参考。 

一、发病机制 

再生障碍性贫血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修订版中[2]，关于其发病机制强调除免疫机制外，遗传

背景在AA发病中也可能发挥一定作用，如端粒酶基因突变及其他体细胞突变等。AA患者随着年龄

的增长，基因突变发生率随之增加。二代测序证实近50%的AA患者存在克隆性造血（包括免疫抑制

治疗前和治疗后）。最常见的单基因突变为DNMT3A基因突变（约占AA患者基因突变发生率的8.4%）。

这些异常克隆可持续存在，亦可呈一过性自发或治疗后消失。细胞遗传学异常的类型对AA患者的总

生存期、IST治疗反应、年龄分布、进展为MDS/AML风险等均有不同。若伴随ASXL1突变， 与PIGA

或BCOR/BCORL1基因突变患者相比，对免疫抑制治疗(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IST)反应更差，

且总生存期更差[3]。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AA存在克隆性细胞遗传学异常并不意味着其演变为克隆性疾病，高达12％的

“典型”AA存在克隆性细胞遗传学异常，而无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MDS)

的临床与实验室特征；至少部分合并细胞遗传学异常的AA临床过程与“经典型”AA并无差异[4-5]；但

治疗期间出现累及7号、9号、11和21号染色体异常的AA患者有高风险进展为MDS/AML的可能[6-9]。

Kulasekararaj等[10]最近也报道了AA患者19%的体细胞突变率，包括ASXL1、DNMT3A和BCOR等基

因。伴有临床意义克隆性造血的AA患者得到早期识别，对于初始治疗方式的选择和预后判断具有重

要意义。故修订版共识中亦强调有条件的医疗单位应在诊断时对患者进行端粒酶基因点突变及体细

胞基因突变的检测。 

二、诊断及鉴别诊断 

原版共识即重视对于 AA 患者 PNH 克隆的检测，新版共识中在强调该检测项目的同时加入了最

新的的多参数嗜水气单胞菌溶素变异体（Flaer）检测，这样可更加精准识别 PNH 克隆，将一部分

Flaer 阴性的假 PNH 分离出来。同时新版共识更强调对于 AA 免疫指标的检测，增加了 DC1/DC2、

调节性 T 细胞（Regulatory cell , Treg）、Th1/Th2 等项目。为了更加清楚的辅助临床医师进行鉴别诊

断，新版共识中加入了鉴别诊断疾病列表，并简述了与低增生 MDS/AML、自身抗体介导的全血细

胞减少、分枝杆菌感染等疾病进行鉴别的要点。 

三、支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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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粒细胞输注 

    粒缺伴不能控制的细菌和真菌感染，广谱抗生素及抗真菌治疗无效可以应用粒细胞输注治疗。

新版共识在旧版的基础上对粒细胞输注的疗程等作了具体说明，粒细胞寿命仅 6-8 小时，建议连续

输注 3 天以上。治疗过程中预防及密切注意粒细胞输注相关副作用，如输血相关性急性肺损伤、同

种异体免疫反应及发热反应。 

2. 祛铁治疗 

长期输血的 AA 患者血清铁蛋白水平增高，即“铁过载”。针对铁过载的治疗应个体化，但血清

铁蛋白超过 1000μg/L 时应给予祛铁治疗。目前的祛铁治疗主要为祛铁胺及地拉罗司，但祛铁胺的治

疗需长期用药方见疗效，很多患者多因依从性差而中断，故疗效不佳。地拉罗司为口服祛铁制剂，

来自国内的一项单臂、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 [11]显示地拉罗司治疗伴有铁过载的 AA 患者可获得

较好祛铁效果，并可改善骨髓造血，药物耐受性良好，无临床不可控的严重不良事件，但当与环孢

素 A（cyclosporin A，CsA）同时服用时需注意肾功能。对于 IST 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后缓解的患

者，可采用静脉放血疗法来减轻铁过载。 

四、免疫抑制联合促造血治疗 

    对于 AA 的免疫抑制治疗，新版共识作出了详细说明，对不同治疗方法的适用范围、治疗剂量

及注意事项等分别作了介绍，现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解析。 

1. 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抗淋巴细胞球蛋白（ALG）的应用 

    新版共识放宽了适用 ATG/ALG 和 CsA 进行免疫抑制治疗的年龄指征，对年龄>35 岁或年龄虽

≤35 岁但无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相合同胞供者的患者首选免疫抑制治

疗。第 1 次 ATG/ALG 治疗无效或复发患者推荐第 2 次 ATG/ALG 治疗。由于 ATG/ALG 起效较慢，

对第 1 次 ATG/ALG 治疗的疗效评估应在药物使用一段时间后进行。对于两次 ATG/ALG 治疗的间隔

时间，旧版共识建议两次 ATG/ALG 应间隔 6 个月时间，而新版的英国再障指南[12]提出第 1 次

ATG/ALG 疗效评估应在治疗后 3-6 个月进行。鉴于 SAA 初始获得治疗反应的中位时间多在 IST 后

2～3 个月，综合国内外各中心的情况，新版国内共识建议第一次 ATG/ALG 后 3-6 个月判断疗效，

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 2 次 ATG/ALG 的治疗。 

2.环孢素 A 疗程 

共识强调CsA减量过快会增加复发风险，一般推荐疗效达平台期后持续服药至少 12个月以上。

该药治疗疗程要长，一般需小剂量（可低至 25 mg/d）巩固数年，以使患者的免疫功能彻底恢复正常，

并等待始动免疫瀑布激活的“病因”衰减至“零”，以减少复发。一些国外研究显示应用疗程延长至两年

可显著推迟复发时间，有利于长期维持疾病缓解状态[13]。我们中心对 AA 患者进行了一系列回顾性

分析显示, SAA 患者在 IST 治疗后 6 个月骨髓红系比例及外周血 Ret 恢复正常；90%的 VSAA 患者

在治疗后 9 个月胸骨骨髓红系比例恢复正常。IST 后 6 月，细胞毒 T 细胞的激活首先受抑，Th1/Th2

细胞比值明显减低，Th1 优势逐渐被减弱，SAA 的免疫功能异常在 Th 细胞比例上重新趋于平衡；

IST 后 1 年，T 细胞亚群分布趋于正常； IST 后 3 年，mDC/pDC 比值方可降低，提示上游的微小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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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即可在下游引发放大效应。以上研究说明 AA 患者的免疫状态于治疗后 3 年左右方可恢复至大致

正常水平。因此 CsA 用药务必强调长疗程。  

3. 促造血治疗 

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CSF）用于再障治疗的利弊一直

存有争议。原共识提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 

GM-CSF）、G-CSF 配合免疫抑制剂使用据报道可发挥促造血作用。也有人主张加用红细胞生成素

（Erythropoietin, Epo）治疗。建议造血因子的疗程应根据患者血象和骨髓反应而定，一般不宜过短，

可每周 3 次连用 1 个月、每周 2 次连用 1 个月、每周 1 次连用 1 个月，总疗程一般不少于 3 个月。

新版共识中提及造血因子的应用，但未就应用疗程做具体说明。此外，国际上关于 G-CSF 应用是否

会引起恶性克隆演变的问题尚无定论。大多数研究认为 G-CSF 并不会增加转白的风险，但亦不会对

患者的生存期及疗效产生影响，仅缩短住院周期及减少感染风险，仅有少量研究认为 G-CSF 可能增

加转白的风险。因此，应谨慎判断患者是否能够从 G-CSF 中获益，权衡利弊，我们也期待未来会有

针对 G-CSF 使用利弊及疗程的更多循证医学证据。 

艾曲波帕（Eltrombopag）是一种口服的促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美国 FDA 已批准应用于重

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免疫抑制治疗未痊愈患者的治疗，每日 1 次，每次 50 mg，口服。一项关于艾曲波

帕的临床研究显示，难治性 SAA 给予艾曲波帕后可产生多系临床应答，且停药后可以维持正常造血

功能[14]。2015 年 ASH 的一项临床研究表明，艾曲波帕+IST 作为一线方案治疗 AA 可显著提高 CR

和 PR 率[15]。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Thrombopoietin,TPO），已有单中心研究显示其对 AA 的疗效，

ATG 后每周 3 次，每次 15000 单位，可提高患者的血液学缓解率及促进骨髓恢复造血。白细胞介素

11（IL-11）据报道也可与 IST 联合有效治疗 AA。故新版共识强调了这两种药物对于 AA 患者促造

血治疗的重要性。 

    上世纪中期开始应用雄激素治疗骨髓衰竭性疾病。大量证据提示雄激素可上调人类淋巴细胞和

CD34+造血干细胞端粒酶逆转录酶（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TERT）基因表达和端粒酶活性。

作为合成雄激素，达那唑可提高患者体内淋巴细胞的活性及红细胞的增殖数量, 增加 CD34+细胞端

粒酶活性，为 AA 患者带来明显的血液学反应，延长 OS，且未见明显副作用[16]。因此，无造血干细

胞移植相关供者及不具备 IST 条件者， 达那唑使用方便，价格便宜，作为 AA 的一线治疗是可行的，

与 ATG/ALG 及 CsA 联合使用可能进一步改善 AA 的治疗反应[17]。 

    阿伦单抗（Alemtuzumab，CD52 单抗）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新型免疫抑制药物。阿伦单抗对于

AA 不推荐作为一线 IST 药物使用。但其对难治和复发再障患者中有效率分别为 35%和 55%，因此

建议当难治/复发再障患者不能够进行第二疗程 ATG 治疗、或肾损害无法使用 CsA 时，以及无法进

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时可以考虑阿伦单抗作为替代选择。阿伦单抗可能使一些不能耐受环孢素的和老

年患者受益，同时其皮下注射可能和静脉治疗疗效相近，门诊患者使用方便[18]。阿伦单抗易引起疾

病复发，且所有患者均应接受包括抗肺囊虫在内的预防治疗。 

4. 预测免疫抑制治疗疗效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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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 ATG/ALG 和 CsA 治疗的患者应密切随访，定期检查以便及时评价疗效和不良反应（包括

演变为克隆性疾病如 PNH、MDS 和急性髓系白血病等）。建议随访观察点为 ATG/ALG 用药后 3 个

月、6 个月、9 个月、1 年、1.5 年、2 年、2.5 年、3 年、3.5 年、4 年、5 年、10 年。新版共识

指出了关于预测 IST 治疗有效的因素。其中年龄小、病情轻患者疗效较好，同时根据近期国内外的

报道，指出存在染色体异常+8 或 del(13q)疗效较好[19]。近年关于 AA 端粒的研究较多，共识中指出

长端粒是 AA 预后较好的因素之一。 

五、造血干细胞移植 

1. HLA 相合同胞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matched sibling donor haem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MSD HSCT）： 

旧版 AA 共识提出 HLA 相合同胞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适用于年龄<40 岁、有 HLA 相合同胞供

者的重型或极重型 AA 患者。年龄超过 40 岁的重型 AA，在 ATG/ALG 联合 CsA 治疗失败后，也可

采用 HLA 相合同胞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对于成人 MSD HSCT，生存率与年龄息息相关，随着年

龄增加，患者移植所带来的合并症风险大大增加。欧洲血液和骨髓移植学会(EBMT)数据显示 40-50

岁的患者与年龄在 30~40 岁的患者行 MSD HSCT 疗效相差无几[20]。但是，对于>35 岁者，尚无最佳

预处理方案，应该谨慎评估合并症确定患者是否能够从移植中获益。考量以上因素，国内移植共识

将有 HLA 相合同胞供者的 AA 患者行 MSD HSCT 适用年龄定为≤35 岁，新版再障共识也作出了相

同的调整。  

2. HLA 相合的无关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 

对于 HLA 相合的无关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①有 HLA 完全相合

（在 DNA 水平Ⅰ类抗原和Ⅱ类抗原）供者；②年龄<50 岁（50~60 岁间，须一般状况良好）；③重型

或极重型 AA 患者；④无 HLA 相合的同胞供者；⑤至少 1 次 ATG/ALG 和 CsA 治疗失败；⑥造血干

细胞移植时无活动性感染和出血。尽管无关供者 HSCT 没有严格的年龄上限，各个移植中心仍应结

合患者个体化因素进行合并症风险的评估。 

3. 替代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 

    近年来，国内外均有报道采用单倍体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SAA 成功案例，新版英国再障

指南建议，当 IST 失败和缺乏 MSD 及适合的匹配无关供者时，可以考虑脐带血、单倍体移植或

9/10-匹配的无关供者移植。所有供者应该筛选针对供者的 HLA 抗体，以避免可能引起的严重的移

植排斥反应。但现阶段脐带血和单倍体亲缘移植尚处于临床探索阶段，预处理方案尚未达成普遍共

识，因此目前国内外仍缺乏有关替代供者 HSCT 明确的指南，期待更多临床研究数据的支持。 

六、其他类型 AA 

1．肝炎相关性 AA 的处理 

    如果发病前有黄疸史（通常为发病前的 2～3 个月）则提示可能为肝炎相关 AA。肝功能检查有

利于发现肝炎相关 AA。但是患者患肝炎之后出现再障时，已知的肝炎病原学检查大都为阴性。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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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AA 大都在肝炎发生后的 2～3 个月内发病，并且常见于青年男性。应该检测甲肝抗体、乙肝表

面抗原、丙肝抗体及 EBV。合并肝炎的 AA 病情一般较重，对治疗反应差，预后不良。 

2．老年 AA 

大于 60 岁的老年 AA 治疗较年轻人更为复杂。而且，由于治疗耐受性差，疗效往往不佳。因此，

应该个体化评价患者情况再选择治疗方案。由于生存质量对于本组病人较为重要，患者个人的意愿

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应予以考虑。MDS 在老年患者发病率远高于 AA，所以排除低增生性 MDS 尤为

重要。高龄本身并不能作为不予积极治疗的唯一理由，免疫抑制治疗仍为首选治疗方案，但 HSCT

不能作为大于 60 岁患者的一线治疗，部分有同源基因供者的患者可以酌情考虑造血干细胞移植，对

此类人群应谨慎评估患者的合并症风险，选择毒性最小、最为实用的治疗方案。 

对于老年非重型 AA 患者，ATG 和 CsA 联合治疗可以比单用 CSA 获得更快和更好的治疗反应。

但是，由于患者需要住院治疗并且比年轻患者更易出现急性延迟毒性反应，所以治疗获益和风险应

该个体化权衡。鉴于 ATG 治疗在老年患者中出现感染、出血、心衰和心律失常的风险更高，且 ATG

后生存率低于年轻患者，所以应谨慎选择。 

其他针对老年 AA 的治疗包括单药 CsA，康力隆（或达那唑）及阿仑单抗。在 NSAA 患者中，

单用 CsA 总有效率不如 ATG 联合 CsA，但是总体生存率不低，这可能是由于 CSA 难治的患者可能

对二线 ATG 联合 CsA 有所反应[21]。CsA 可在院外应用，但是必须仔细监测肾功能和血压状况。阿

仑单抗（Alemtuzumab）可单药用于难治或复发 AA，但用药前对老年患者应仔细评估治疗风险。 

康力隆（或达那唑）可用于 CsA 不耐受或无效的男性患者。达那唑比康力隆的雄性化副作用稍

小，所以也可作为女性患者的备选治疗。康力隆可能导致肾毒性、肝细胞肿瘤、情绪变动、心衰，前

列腺增大和血脂升高，所以应该密切监测不良反应。不耐受或拒绝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应该给予支

持治疗。 

3. 妊娠 AA 的处理 

    旧版共识不推荐妊娠期使用 ATG/ALG，可予 CsA 治疗，这一观点与英国 2009 年版指南一致

[22]。新版英国指南也强调孕妇使用 CsA 是安全的。参照 CsA 药物说明书，该品可以通过胎盘，应

用 2～5 倍于人类的剂量对鼠、兔胚胎及胎儿可产生毒性，但按人类常规剂量用药，未见到该类动

物的胚胎有致死或致畸的发生。故新版国内共识亦推荐对于妊娠 AA 患者可给予 CsA 治疗。 

4. 出现异常克隆 AA 患者的处理 

AA 的克隆演化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危险因素可能包括重复多疗程 ATG 治疗、高龄、持续

G-CSF 治疗、艾曲波帕及缩短的端粒长度等。少部分 AA 患者在诊断时存在细胞遗传学异常，常见

有+8、+6、13 号染色体异常。值得注意的是 AA 所伴随的克隆异常，并不意味着会发生克隆性疾

病，可能为一过性，可以自行消失，也可能全程伴随但并不发生转化。因此，对于有条件的 AA 患

者应考虑移植治疗或争取 IST 治疗达到基本治愈，长期密切随访，可能延长克隆性演化发生的时间

或减少克隆演化的发生率。 

5. 伴有 PNH 克隆 AA 患者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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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伴有 PNH 克隆的 AA 患者，若 PNH 克隆少且无溶血迹象，推荐处理原则同 AA 患者，但

此类患者在接受 IST 特别是 ATG/ALG 治疗期间均应定期动态监测 PNH 克隆和溶血指征。伴有明

显 PNH 克隆（>50%）及溶血临床及生化指标的 AA 患者慎用 ATG/ALG 治疗。AA-PNH 或 PNH-

AA 综合征推荐按照以针对 PNH 为主，同时兼顾 AA 的治疗原则。对于 AA 患者 PNH 克隆亦应进

行长期监测。在监测过程中除对患者进行锚链蛋白检测外，应同时进行气单胞菌溶素前体变异体

（Flaer）检测，以明确期有无锚的缺失，鉴别真假 PNH 克隆和识别微小 PNH 克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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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再障的优势与问题 

解放军总医院  刘代红 

 

再生障碍性贫血（AA）是一种骨髓造血功能衰竭性疾病。分为先天性和获得性。目前认为 T 淋

巴细胞异常活化、功能亢进造成骨髓损伤在原发性获得性 AA 发病机制中占主要地位，遗传背景如

端粒酶基因突变、体细胞突变在其发病及进展中也可能发挥一定作用。AA 年发病率在我国为 0.74/10

万人口，高于北美和欧洲，欧美关于 AA 治疗的报道亦因而缺乏高质量的大宗病历临床研究。因此，

国人的 AA 诊断应参照中国的《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治疗决策亦应极大程度地参照国内临床研

究数据。 

重型 AA（SAA）临床进程迅速，血红蛋白呈进行性下降，常伴严重感染和出血，如不及时治疗

数月内死亡率高。SAA 患者的骨髓细胞增生程度常<正常的 25%，同时至少具备以下两条特点① 

ANC<0.5109/L; ② PLT<20109/L; ③ 网织红细胞绝对值<20109/L。极重型再障（VSAA）的诊断

标准除满足 SAA 外，ANC<0.2109/L。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愈 SAA 的有效方法，但国内目前

的专业共识在 SAA 的移植指征上存在着差异。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红细胞疾病学组 2017 年版《再

生障碍性贫血诊断治疗专家共识》中认为：SAA 的标准疗法是对年龄>35 岁或年龄虽≤35 岁但无

HLA 相合同胞供者的患者首选抗人类胸腺球蛋白（ATG）/ALG 和环孢素 A（CsA）的免疫抑制（IST）

治疗联合促造血治疗；对年龄≤35 岁且有 HLA 相合同胞供者的 SAA 患者，如无活动性感染和出血，

可首选 HLA 相合同胞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HLA 相合无关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仅用于 ATG/ALG 和

CsA 治疗无效的年轻 SAA 患者。关于亲属单倍体移植的描述为：亦有研究显示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

植用于 SAA 的治疗有效。2014 年发表的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造血干细胞应用学组关于《中国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血液系统疾病专家共识》中 SAA 移植适应证的描述则为：患者年龄<50 岁

（包括儿童），具有 HLA 相合的同胞供者；儿童 SAA 和 VSAA 患者，非血缘供者9/10 相合（即

HLA 相合无关供者），移植也作为一线选择；有经验的移植中心可以尝试其他替代供者的移植。经

IST 失败或复发，<50 岁，有非血缘供者、单倍体供者具有移植指征。AA 是一个发病率随年龄增加

而上升的疾病，我国具有同胞全合供者的年轻病人少，查询非血缘供者耗时长、全合的概率低，绝

大多数等待治疗的 SAA 患者面临亲属单倍体供者移植或是 IST 治疗的抉择。因而，35 岁以上患者

同胞全合移植后疗效如何，单倍体移植后的长期治愈率、移植相关死亡率与移植后存活者的生活质

量均成为选择治疗策略的焦点。 

35 岁以上同胞全合移植治疗 SAA 的疗效：Vikas Gupta 等 2010 年（Haematologica）报道了最大宗的

同胞全合移植治疗 SAA 的结果，其中 20~40 岁的患者 506 例，占总数 38.7%。移植后 5 年无病存活率为

72%，总的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发生率为 25%，其中影响生活质量的广泛型占一半；40 岁以

上的患者 84 例，占总数的 6.4%，5 年存活率 53%，总的慢性 GVHD 发生率为 27%，其中广泛型占一半。

SH Shin 等 2016 年（BMT）报道了同胞全合移植治疗 SAA 54 例，中位年龄 47（41~63）岁，移植后 5

年总存活率 81%，总慢性 GVHD 发生率仅为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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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单倍体移植治疗 SAA 的疗效：迄今亲属单倍体治疗 SAA 国内最大宗病历的结果是许兰平

等 2016 年发表于英国血液学杂志的全国多中心回顾性研究。囊括单倍体移植 101 例，中位年龄 19

（2~45）岁，移植相关死亡率仅为 9.9%，移植后 3 年无病存活率 86.8%，这部分存活者中血象完全

正常，慢性广泛型 GVHD 发生率仅为 5%。同期接受同胞全合移植的患者 48 例，中位年龄 28（4~50）

岁，移植后 3 年无病存活率 80.3%，这部分存活者慢性广泛型 GVHD 发生率为 0%。 

尽管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SAA 的疗效与安全性逐步提升，对于良性疾病而言仍需极其关

注患者远期生活质量。因此早期的 GVHD 预防措施，远期的 GVHD 评估与及时干预，生殖能力、内

分泌功能及远期肿瘤的监测都应极其重视。由于外周血干细胞移植会带来慢性 GVHD 的高发生率，

国内外均对 SAA 的移植物明确建议为骨髓。在移植物采用骨髓加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的移植体系中，

SAA 患者移植后的 GVHD 防治应予额外重视。 

当我们从治愈的角度去关注 SAA 的疗效时，需选择合适的疗效评估终点。如何评价与移植相对

应的的 IST 治疗 SAA 的疗效需要首先明确用作对比的治疗终点不宜都选择总存活率（OS）。由于异

基因移植后长期存活的患者血常规均正常，所以对于造血干细胞移植而言，SAA 患者 OS 基本上相

当于治愈率。IST 后的 OS 包含了治疗无反应的存活者，因此其疗效应以治疗总反应率和复发率作为

评估终点来体现。尽管近年国内报道中 IST 治疗 SAA 的疗效有大幅提高，但国内共识和国内外相关

临床研究均提示最有效用于 IST 的 ATG 为马源 ATG，兔源 ATG 的疗效远差于马源。近年国内报告

了猪源 ALG 治疗 SAA 的疗效令人鼓舞。但总体就长期（3 年以上）治疗反应率和复发率而言仍差

于国内大移植中心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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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凝治疗中的困惑与应对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赵永强 

 

虽然有多家权威机构不断更新抗凝治疗指南或共识，但在抗凝治疗实践中，尤其是使用传统

抗凝药时，仍会遇到一些困惑的问题。 

一、不同类型抗凝药物的适用范围 

虽然新型抗凝药有许多优点，但目前仍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抗凝药。 

未分组肝素(UFH)抗凝的作用范围最广、强度最高、速度最快，其中和凝血酶和 FXa 的能力均

等，约为 1:1，而且通过中和 FIXa 和 FXIa，有效阻断凝血酶的爆发性生成，更适合用于重型静脉

血栓栓塞症（VTE）急性期和伴高凝倾向的危重症患者和羊水栓塞患者的抗凝治疗。UFH 能有效

中和 FXIIa，其防治导管和器具相关血栓形成的效果其它抗凝药物难以比拟。重症感染时产生的内

毒素和中性粒细胞捕获网为 FⅫ活化提供了负电荷表面，可急剧促发凝血的接触激活，导致病理性

血栓或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的发生，故抗凝首选 UFH。 

LMWH 中和 FXa 的能力大于中和凝血酶的能力，为 2:1~4:1，对内源性凝血途径凝血因子的中

和作用弱，故主要适用于各种预防性抗凝治疗和静脉血栓栓塞症的长期抗凝，也可用于相对平稳的

急性期 VTE 的治疗性抗凝。 

磺达肝癸钠仅有中和 FXa 的能力，理论上讲，抗凝适用范围更小，但对疑诊肝素诱发的血小

板减少症（HIT）的患者和有 HIT 既往史的患者可首选之。 

华法林为维生素 K 拮抗剂，口服后需待循环中有活性的维生素 K 依赖性凝血因子耗竭后（5~7

天）才能达到充分抗凝作用，加上同时抑制半衰期相对较短的两个抗凝蛋白即蛋白 C 和蛋白 S，在

给药之初体内可出现一过性高凝状态，不适合甚至禁止单独用于各种血栓的急性期初始抗凝治疗，

主要用于血栓急性期后的长期抗凝和各种预防性抗凝。 

新型抗凝药作用靶点明确和单一，不依赖体内的抗凝血酶，或直接抑制凝血酶（静脉制剂阿加

曲班，口服制剂达比加群），或直接抑制 FⅩa（口服制剂利伐沙班、阿哌沙班），起效迅速，而且

可以进入新鲜血栓内，理论上讲适合用于各种急性血栓栓塞，尤其是伴有遗传性或获得性抗凝血酶

缺陷的患者。 

二、VTE 不同抗凝治疗期的药物选择 

VTE 是深静脉血栓（DVT）和肺血栓栓塞（PTE）的合称，VTE 的抗凝治疗一般分为初始抗

凝、长疗程抗凝和延续抗凝 3 个阶段。 

初始抗凝期的主要目的是快速阻止血栓的延展和防止血栓脱落，故大多采用广谱和起效迅速的

肝素类药物，以期快速达到足量抗凝。可同步重叠使用华法林，待华法林达预期抗凝效果时停用肝

素类药物。目前也推荐部分急性 VTE 患者可以自抗凝之初即开始单独使用新型口服抗凝药。 

长疗程抗凝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维持低凝状态，以利血栓自溶，防止血栓复发。所有急性

VTE 患者均应接受至少 3 个月的长疗程抗凝。肝素类药物不便长期使用，故除了肿瘤相关 V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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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推荐使用口服抗凝药。华法林单独给药可在达到有效抗凝之前体内呈现一过性高凝状态，导致

血栓栓塞加重甚至诱发新的血栓，尤其是 PC 和 PS 缺陷症的患者具有更高的危险性，故华法林需

要与 UFH 或 LMWH 等重叠使用至少 5 日或待凝血酶原时间（PT）的国际正常化比值（INR）达到

治疗目标值后再停用肝素类药物。抗凝之初即使用新型口服抗凝药者无此之虞。抗凝满 3 个月时，

评估停药后血栓复发的风险和继续抗凝的出血风险，决定是否进入延续抗凝期。 

延续抗凝期的主要目的是防止高危患者的 VTE 复发，因此，需首先评估哪些患者具有复发的

高风险因素，包括血栓急性期抗凝疗程不充分、VTE 由不可逆因素触发、下肢近段 DVT、男性、

VTE 持续残留、D-二聚体水平居高不下等。评估出血风险时困惑较多，例如，有些出血危险因素

同时也是血栓复发危险因素，常常难以权衡。延续抗凝期疗程无定期，需定期重复评估停止抗凝后

的血栓复发危险性和继续抗凝的出血危险性，一般每 3~6 个月重新评估一次。 

三、传统抗凝药并发症的监测和防治 

肝素类药物的主要不良反应为出血，多为肝素过量所致。UFH 用药期间监测活化的凝血活酶

时间（APTT）可降低出血并发症，但对于存在抗磷脂抗体、先天性凝血因子缺陷、肝功能不全等

抗凝前 APTT 已延长的患者，建议监测抗 FⅩa 水平。 

肝素耐药多见于遗传性抗凝血酶缺陷症和获得性抗凝血酶缺陷症。加大 UFH 剂量可部分克服

耐药，也可辅以输注新鲜冰冻血浆，补充抗凝血酶。肝素耐药少见的原因有肝素辅因子缺乏、纤维

蛋白原或 FVIII 水平升高等。 

漏诊 HIT 的常见原因之一是有些肝素接触史不易察觉，例如，肝素封管、肝素管道预冲、使用

纤维蛋白凝胶喷剂、输注凝血酶原复合物，后两者均含微量肝素。原本存在血小板减少(例如 DIC)

的患者，使用肝素后出现血小板进一步减少和症状加剧，易被解读为与原发疾病相关。一旦怀疑

HIT，不一定非要临床 4T 评分达到高度怀疑，更不要等待 HIT 抗体检测结果，可立即换用阿加曲

班等非肝素类抗凝药物，但不可换用华法林，以免恶化血栓事件。 

长时间大剂量应用 UFH，尤其是在妊娠期，可致脱发、骨质疏松。补充钙剂是否可预防和减

轻骨质疏松尚无定论。 

华法林给药初期出现血栓加重的表现容易想到一过性高凝状态，但若出现香豆素皮肤坏死，则

易误判为华法林过量致皮肤出血。此时若单纯停用华法林可进一步加重血栓事件，故需准确区分。 

华法林标准抗凝目标（INR 2~3）并非绝对，有时需个体化调整。老年、血小板较少或合用抗

血小板药物等潜在出血风险的患者可从低抗凝强度（INR1.5~2.0）开始，而血栓负荷大、血栓触发

因素危险度较高或不止一个的患者则可适当提高抗凝目标（例如 INR2.5~3.5）。抗凝中血栓自溶缓

慢或 D-二聚体居高不下时也宜上调 INR 目标值或及时更换其它抗凝药物。抗凝前 PT 延长的抗磷

脂抗体阳性患者如采用华法林抗凝宜监测维生素 K 依赖因子的活性。肿瘤患者由于受化疗药物、

呕吐、进食不规律等因素的影响，INR 波动较大，推荐长期使用用 LWMH 或新型口服抗凝药。 

华法林过量的处理往往过度。如果患者无出血表现，即使 INR 明显升高达 10.0，也可以仅单

纯停药，监控 INR 的回落；如果有轻度出血或 INR>10.0，给予维生素 K 1~2.5 mg 足以逆转大多华



出凝血疾病 

- 83 - 

 

法林过量；如果有严重出血，维生素 K 加量至 2.5~10 mg，同时给予快速逆转华法林作用的制剂

（凝血酶原复合物、新鲜冰冻血浆等）。 

口服华法林的患者如果没有其他止血功能异常，INR≤2.2 接受穿刺活检和牙科操作等小手术

和停用华法林待 INR≤1.5 时接受大多外科手术，一般不会引起出血过多。 

华法林耐药的某些后天性因素易被忽视，例如，虽然静脉营养液、复合维生素片、配方奶粉等

所含维生素 K 剂量较低，但若持续使用，仍可造成耐药。 

虽然整个妊娠期均不建议使用华法林，但长期口服华法林者意外妊娠，尤其是难得怀孕者，如

果发现的早（<6 周），患者及其家属接受华法林胚胎病（多发生于妊娠 6 周以上）的潜在风险，可

立即停用华法林，换用肝素类药物继续妊娠。华法林虽可用于哺乳期，但一般仅限于足月儿的母

亲。 

新型口服抗凝药的使用日趋广泛，其并发症远高于预期，应用中仍需警惕，及早识别，及时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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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治性 ITP 的实验性治疗方案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侯明 

 

一、在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中抗-FcRn 抗体 Rozanolixizumab（UCB7665）Ⅱ期临床试验

的中期分析 

背景：Rozanolixizumab 是一种人源化、高亲和力、抗人新生 Fc 受体（FcRn）的单克隆抗体，

其作用为降低自身免疫性和同种免疫性疾病中致病性免疫球蛋白 G（IgG）的水平。在健康受试者试

验(FIH)（NCT02220153）中，单次剂量 Rozanolixizumab 4mg / kg 静脉内（IV）或 7mg/kg 皮下（SC）

耐受性良好（Kiessling P et al. P3_48, Peripheral Nerve Society Annual Meeting, Sitges, Spain, 11 July 

2017）。目前一项评估 Rozanolixizumab 在原发性、持续性或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者

中安全性、耐受性和疗效的前瞻开放性Ⅱ期临床试验（NCT02718716）正在进行中，其中期结果如

下。 

方法：入组标准包括：≥18 岁，在筛查前至少 3 个月诊断为原发性 ITP，筛查时血小板计数

<30×109/L，基线血小板计数<35×109/L，外周血涂片符合 ITP 等。符合条件的患者在接受每周剂量的

SC Rozanolixizumab（5×4 mg/kg 或者 3×7 mg/kg）后，观察血小板反应。主要目标是评估

Rozanolixizumab 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中期分析数据截止日期：2017 年 8 月 7 日。 

结果：总共 30 例患者接受 Rozanolixizumab：4mg/kg（n=15），7 mg/kg（n=15）。中位年龄为

54.5（20~86）岁，其中 4 mg/kg 组为 66.0（21~86）岁，7 mg/kg 组为 54.0（20~73）岁。中位疾病

持续时间基线水平为 6.5 年（4 mg/kg 组为 7.1 年，7 mg/kg 组为 5.2 年）。在接受过治疗的 26 例 ITP

患者中，治疗的中位数为 4.0 次（范围 1~15），其中 4 mg/kg 组为 4.0（1~15; n=14），7 mg/kg 组为

2.0（1~12; n=13）。最常见的治疗方法包括：硫唑嘌呤（11/30 例，36.7%）、罗米斯汀（18/30 例，

60%）、免疫球蛋白（9/28 例，30%）。 

在安全性方面，21/30 例（70.0%）患者报告至少 1 次 TEAE，其中 4 mg/kg 组为 12/15（80.0%），

7 mg/kg 组为 9/15（60.0%）。除了研究人员认为与研究药物无关的 4 mg/kg 组 1 例严重（常见术语

不良反应标准[CTCAE] 3级或以上）TEAE（生殖道出血）外，所有报告的TEAE均为轻度/中度（CTCAE 

1/2 级）。1 名 TEAE 研究人员报告称与研究药物相关：4 mg/kg 组 CTCAE 1 级注射部位反应，不影

响随后的剂量。最常见的 TEAE 是头痛（CTCAE 1 级）：4 mg/kg 组为 3/15（20.0%），7 mg/kg 组

为 4/15（26.6%）。在 20/30 患者中检测到抗药物抗体，而对 Rozanolixizumab 药效学没有影响。在

所有其他血常规、凝血、血生化、尿常规、ECG、生命体征或肝功能测试中未观察到临床相关变化。

没有报道机会性感染。没有报告由于 TEAE 或 TEAE 导致死亡引起的停药。 

在中期分析中，4 mg/kg 组在第 31 天观察到总 IgG 水平的平均最大降低（45.8%，范围

29.9%~65.0%），而 7 mg/kg 组在第 22 天（49.8%，29.5%~65.5%）。据报道，10 例患者（33.3%）

的血小板计数有临床相关改善（≥50×109/L），在 4 mg/kg 组最大值范围为 50×109/L 至 198×109 /L，

7 mg/kg 组 59×109/L 至 133×109/L。在这个反应者群体中，观察到 IgG 水平的降低程度最大，4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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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 23.9%~68.6%，7 mg/kg 组为 51.1%~65.5%。 

结论：从迄今获得的数据看，多次给予 Rozanolixizumab 4 mg/kg SC 或 7 mg/kg SC 的患者耐受

性良好，且在两个剂量组中都观察到初始血小板反应。本试验报告的 SC Rozanolixizumab 的安全性

与 FIH 试验中报告的健康受试者的安全性的结果一致。 

二、Fostamatinib 治疗成年持续/慢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血小板反应的长期维持：1 年疗

效和安全性评价 

背景：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的特征之一是自身抗体介导的血小板（plt）吞噬。由活

化的单核细胞 Fc 受体介导，通过脾酪氨酸激酶（syk）信号通路，与 T 细胞介导的机制共同导致 plt

生产减少。 

在两个持续 1 年的平行多中心随机对照（2 个实验组：1 个安慰剂组）Ⅲ期临床实验中，评估了

成人持续性/慢性 ITP 应用 Fostamatinib（一种口服 syk 抑制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一个在北美、澳

大利亚和欧洲（047）和另一个在欧洲（048）。研究入组时 ITP 的中位持续时间为 8.5 年，94%的患

者接受了皮质类固醇激素治疗，47%的患者接受了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治疗，32%接受了利妥昔

单抗治疗，另外 35%接受了脾切除治疗。两项研究中的患者都有资格参加正在进行的开放性研究延

长研究（049）。最初接受 Fostamatinib 100 mg BID，如果患者 PLT 没有反应，可增加至 150 mg BID。

在 047/048 试验中，18/101（18%）fostamatinib 治疗组与安慰剂组 1/49（2%）获得了稳定的反应（SR）

（P= 0.007）。我们分析了 047、048 和 049 研究中对 fostamatinib 达到 SR 的患者的安全性和持久

性，包括在 047/048 研究中接受安慰剂而进入 049 后接受活性药物的患者。 

方法: 稳定血小板反应（SR）定义为在用药的第 14~24 周期间每 2 周评估 1 次 plt 计数，6 次中

有 4次≥50/nl，血小板反应 PR定义为在开始治疗的 12周内，在没有挽救治疗的情况下，PLT≥50/nl。 

结果：参与 047/048 的 150 例患者中有 123 例（82%）参与了 049 实验，其中 047（n=36）、048

（n=43）、049（n=44）。首次接受 fostamatinib 的患者中共有 28 位（23%）患者获得了 SR。在 047/048

研究中接受安慰剂的患者中，进入 049 接受 fostamatinib 治疗的患者中，44 例患者中有 10 例（23%）

获得了 SR，而安慰剂组仅有 1 例（2%）患者获得 SR（P=0.0039）。截至 2017 年 4 月 14 日，自

fostamatinib 治疗开始以来，123 例患者中 117 例治疗达到 12 个月，包括 25 例获得 SR 的患者，以

及那些没有反应或停止治疗的患者。 25 例患者中有 18 例（68%）保持治疗反应。在开始治疗前进

行最后一次评估时，中位 PLT 为 23/nl，在 12 周和 52 周 fostamatinib 治疗后中位 PLT 分别为 111/nl

和 115/nl。在 8 例获得 SR 但未维持治疗的患者中，4 例继续研究并选择继续服药，4 例患者早期停

药（2 例不良事件，1 例无效，1 例自己解决）。Kaplan-Meier 分析显示，17 个维持 SR 患者的中位

持续时间尚未达到，估计为> 28 个月。 

在安全性方面，123 例患者中有 92 例（75%）患者经历了 1 次 AE，其中大部分患者（72%）的

严重程度轻微或中等; 64（52%）患者经历 1 次治疗相关的 AE。最常见的不良事件是：腹泻（28%）、

高血压（15%）、瘀斑（15%）和鼻出血（14%）。 123 例患者中有 27 例（22%）报告有严重 AE。

与出血有关的 SAE 有 11 例患者，其中 10 例无反应者。导致研究药物撤药的 AE 发生在 123 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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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15 例（12%），包括腹泻（n=5）、肝酶升高（n=3）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症（n=2）等。 

结论：在研究 047、048 和 049 中，大多数治疗无效的成年持续性/慢性 ITP 患者在疾病持续时

间较长的情况下，应用 fostamatinib 维持治疗达到了持续的 SR。大多数不良事件的严重程度为轻度

或中度，与之前用 Fostamatinib 进行的 ITP 和类风湿关节炎研究中观察到的一致。 

三、在 ITP 中 Avatrombag 在Ⅲ期多中心随机双盲对照试验中显示出优于安慰剂的治疗效果 

背景：Avatrombopag（AVA）是目前正在开发用于治疗血小板减少症的口服第二代血小板生成

素受体激动剂（TPO-RA）。另外两种 TPO-RA 已被批准用于治疗皮质类固醇、免疫球蛋白或脾切除

术治疗无效的慢性 ITP 患者，以维持血小板计数并降低出血发生率。鉴于需要长期给药，尽量减少

ITP 患者的治疗相关毒性是重中之重。该实验研究了多中心、多国、随机、平行、PBO-对照Ⅲ期临

床试验（NCT01438840）中 AVA 与安慰剂（PBO）治疗慢性 ITP 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AVA 给药

每日 1 次、可与食物一起服用、无肝毒性等特征可能为其在 ITP 患者中的使用提供优势。 

方法：从 27 个研究地点招募慢性 ITP（基线 PLT<30 ×109/L）的成年患者（年龄≥18 岁），并

在 6 个月的研究期间，将 ITP 患者 2∶1 随机分配到 20 mg/d AVA 组或 PBO 组 。基于个体反应允

许改变 AVA 和 PBO 的剂量（最终剂量范围：5~40 mg/d）。主要疗效终点是在无救援治疗的情况下，

血小板反应定义为 PLT≥50×109/L 的累积周数。次要终点包括第 8 天的血小板反应，以及伴随 ITP

药物的应用减少。安全性分析包括监测不良事件（AE）和临床实验室结果分析。 

结果：共有 49 例患者符合入组标准，并纳入疗效分析集和安全性分析集。大多数患者为白人

（93.9%）和女性（63.3%），平均年龄为 44.6 岁。在基线时，67.3%没有被切除脾脏，55.1%没有使

用伴随的 ITP 药物，约 30%接受了>5 次 ITP 前期药物治疗。AVA 治疗组 32 例患者中 22 例（68.8%）

完成了研究。17 例患者的 PBO 组中，只有 1 例（5.9%）完成了研究。研究终止的最常见原因是治疗

效果不足，AVA 治疗组（21.9%）低于 PBO 组（88.2%）。 

在 6 个月的治疗期内，主要研究终点 AVA 组优于 PBO 组（12.4 周 vs 0 周， P <0.0001）。第 8

天，接受 AVA 治疗的患者血小板反应显著高于 PBO 组 （65.6% vs 0%，P <0.0001）。但与基线相

比，AVA 治疗患者使用伴随药物减少的比例为 33.3%而 PBO 治疗组为 0%（P=0.1348）。持续的血

小板反应定义为在没有救援治疗的情况下，在治疗的最后 8 周内，至少有 6 周的血小板≥ 50×109/L，

AVA 治疗的患者（34.3%）显著高于 PBO 治疗的患者（0%，P=0.009）。 

在安全性方面，AVA 治疗组 31 例（96.9%）报告 TEAE，而 PBO 治疗组为 10 例（58.5%），当

调整治疗剂量时，两个组 3/4 级 TEAE 和严重 AE 的发生率相似。最常见的 TEAE 包括头痛、挫伤、

上呼吸道感染、关节痛和鼻衄。5 例 AVA 组 TEAE 患者进行研究药物剂量调整，导致 3 例患者提前

退组。 PBO 治疗组中没有患者需要药物剂量调整。 

结论：根据血小板反应的累积周数、第 8 天的血小板反应以及血小板持续反应时间等指标显示，

AVA 在慢性 ITP 患者中耐受性良好且治疗效果优于 PBO。调整治疗剂量后，AVA 的整体安全性与

PBO 相似。 AVA 可能为难治性慢性 ITP 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四、阿托伐他汀可能通过改善骨髓内皮细胞损伤来逆转皮质类固醇耐药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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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以外周血小板破坏增加和血小板生成减少

为特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临床上具有挑战性的激素无反应和耐药性 ITP 的发病机制现在仍然知之

甚少。小鼠研究表明，骨髓（BM）内皮祖细胞（EPCs）在调节血小板生成中起关键作用。最近发现，

阿托伐他汀可以在移植后移植物功能不良中，逆转 BM EPCs 数量和功能上的受损（Blood，2016,128：

2988-2999）。然而，关于激素耐药 ITP 中 BM EPCs 的数量和功能如何，以及如何改善仍有待于研

究。 

目的：确定 BM EPC 的数量和功能异常是否与激素耐药 ITP 的发生有关。此外，研究阿托伐他

汀和 N-乙酰-L-半胱氨酸（活性氧（ROS）清除剂，NAC）对来自激素耐药 ITP 患者的 BM EPC 的数

量和功能的作用及其潜在分子机制。最后，评估阿托伐他汀和 NAC 对成年激素耐药 ITP 患者的临床

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于 2016 年 9 月 1 日至 2017 年 5 月 1 日在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招募 40 例激素耐药 ITP

患者，40 例新诊断 ITP 患者和 30 例健康供者（年龄 18-60 岁）。体外培养 BM EPC。将培养 5 天的

BM EPCs 给予阿托伐他汀和 NAC 处理，至第 7 天测试。通过细胞计数、DiI-Ac-LDL 和 FITC-lectin-

UEA-1 双染色评估治疗前和治疗后 BM EPCs 的迁移、细胞增殖、管形成、ROS 和凋亡水平。另外

与 CD34+细胞共同培养 7 天，通过流式细胞术和 western 印迹测量 p38、ERK、JNK、Akt 的表达。

计数集落形成单位巨核细胞（CFU-MK），并通过流式细胞术或细胞学测定巨核细胞的数量和成熟。

随后，进行前瞻单中心临床实验研究，以评估阿托伐他汀和/或 NAC 在激素耐药 ITP 患者中的功效

和安全性。 

结果：首先，在激素耐药 ITP 患者中观察到数量减少和功能失调的 BM EPC，其在增殖、迁移

和血管生成等方面能力下降，而 ROS 水平和细胞凋亡水平升高。在激素耐药 ITP 患者的 BM EPC 中

检测到磷酸化 p38 的增多和磷酸化 Akt 的下降。此外，CD34+细胞也具有更高的 ROS 和细胞凋亡水

平，使其数量显著减少且功能失调，而激素耐药 ITP 的患者中 CFU-GEMM 的数量也减少。阿托伐

他汀或 NAC 的在体外实验中，通过下调 p38 MAPK 和上调 Akt 途径，提高激素耐药 ITP 患者 BM 

EPCs 的数量和功能，并且还部分挽救了 BM EPCs 支持巨核细胞生成的能力。 

在单中心临床研究中，总共招募了 13 位激素耐药 ITP 患者，以接受阿托伐他汀和 NAC 的组合

或单独使用。虽然结果需要进一步验证，但完全缓解率（CR）、缓解率（R）和总体缓解率（OR）

分别为 23.1%（3/13）、46.2%（6/13）和 69.2%（9/13）。在达到 CR 和 R 的患者中，中位（范围）

应答时间（TTR）为 24 天（7~51 天），且无明显不良事件。 

结论：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受损的 BM EPC 参与了激素耐药 ITP 的发病机制。阿托伐他汀和 NAC

在激素耐药 ITP 患者中的作用可能是改善骨髓 EPCs 支持巨核细胞生成的能力从而提高血小板数量。

同时，尚需进一步的前瞻性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来验证阿托伐他汀和 NAC 的作用，从而为激素耐药

ITP 提供新的治疗途径。 

五、低剂量地西他滨通过调节 Treg 细胞恢复 ITP 中的免疫耐受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是由血小板破坏增加和血小板生成较少引发的自身免疫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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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耐受性的丧失被认为是 ITP 的关键机制。低剂量地西他滨是一种促进细胞分化的甲基化酶抑制

剂，已被用于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并伴有血小板增多的反应。我们目前的研究表明，

低剂量地西他滨可以显着增加成熟巨核细胞的数量，同时在临床应用中有长期维持血小板的作用，

这一作用不能单纯的用其促进血小板生成作用来解释。最近的报道表明，地西他滨可以降低干扰素-

β 和肿瘤坏死因子-α，同时提高 Treg 细胞数量。因此，我们推测低剂量地西他滨可能纠正免疫耐受，

从而在 ITP 患者中诱导更持久的反应。 

据报道，在维持外周耐受中的 Treg 发挥重要作用，而在 ITP 患者中其的数量和功能均下降（Stasi 

R et.al.Blood 2008）。因此，我们在体外研究中，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并加用 100nM 地

西他滨或 PBS 培养 72 小时。进行流式细胞学检测以确定 Treg 细胞的百分比。结果表明，地西他滨

处理后 PBMCs 中和 CD4+ T 细胞中 Tregs 的百分比显着升高。我们还对来自 ITP 患者的 CD4+ CD25+ 

CD127- Treg 细胞进行了分选，并将其与 CFSE 标记的 CD4+ CD25- 效应 T 细胞共培养以评估 Treg

细胞的抑制活性。结果表明，与对照相比，地西他滨处理后 Tregs 的抑制功能显着升高。 

另一方面，与健康个体相比，ITP 患者的 TH1、TH17、TH22、Bregs 和 CD16+ 单核细胞数量也

有所增加。因此，我们研究了低剂量地西他滨对活动性 ITP 患者中这些细胞的影响。地西他滨以 3.5 

mg/m2 的剂量静脉内应用于难治性 ITP 患者，共 3 个周期，每个周期 3 天，周期间隔 4 周。地西他

滨治疗后，ITP 患者外周血 CD4+ T 细胞群中 CD25+ Foxp3+ Treg 细胞的数量显著增加。我们还观察

到地西他滨治疗后 Treg 细胞抑制功能增加。相反，地西他滨可显著降低 CD4+ T 细胞群中 CD4+ IFN-

γ+ TH1 的百分比和 CD16+ 单核细胞百分比。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观察到地西他滨对 CD4+ IFN-γ-

D17+ TH17、CD4+ IFN-γ- CD22+ TH22 和 CD19+ CD24+ CD38+ Breg 细胞的影响。 

我们进一步建立了鼠 ITP 主动模型。我们用低剂量地西他滨（0.01、0.03 或 0.10 mg/kg）静脉内

给药，每周 3 次处理 ITP 小鼠模型。研究表明，地西他滨治疗后 ITP 模型鼠中 PLT 增加，Treg 细胞

显著增多，而 TH1 细胞、CD16+单核细胞减少。 

此外，程序性死亡-1（PD-1）是主要由 T 细胞、B 细胞及单核细胞表达的，PD-1 信号通路在自

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可以抑制自身反应性 T 细胞并增加 Treg 的数量和功能，有报道

称，其在 ITP 患者的 PBMC 和血清中表达减少（Zhong J 等.Healthology。2016）。此外，在 MDS 中

地西他滨的应用增强了 PD-1 的表达（Yang H et.al.Leukemia 2014）。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观察到

ITP 患者在 CD4+ T 细胞中 PD-1 表达降低，同时地西他滨治疗后可以提高 ITP 患者 CD4+ T 细胞上

的 PD-1 表达。因此，地西他滨可能通过上调 PD-1 的表达来纠正 ITP 患者的免疫耐受性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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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血小板疾病的诊断与治疗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牛挺  徐菁 

 

一、正常血小板的结构与功能 

血小板是在促血小板生成素等因子的调控下，骨髓中成熟的巨核细胞胞质裂解脱落下来的具有

生物活性的小块胞质。正常血小板胞体呈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胞质淡蓝色或淡红色，中央含

细小的嗜天青颗粒，平均直径 2~4 µm，数目为（100~300）×109/L。 

（一）血小板结构 

电镜下，分为 4 区： 

1、 周围区：富含血小板黏附、活化、聚集相关糖蛋白（GPⅠb/Ⅸ/Ⅹ; GPⅥ; GPⅡb/Ⅲa 等）； 

2、 溶胶-凝胶区：富含微管、微丝、膜下细丝，维持血小板形态； 

3、 细胞器区；富含血小板颗粒，α 颗粒包含 vWF、Fg、FN、PAI-1、PF4、βTG、TSP、PDGF、

FV 等凝血介质，致密颗粒（δ 颗粒）包含 ADP、ATP、Ca2+、5-HT 等血小板活化介质； 

4、 膜系统：包含负责血栓烷 A2 (TXA2)合成的致密管道系统、开放管道系统。 

 

 

 

 

 

 

 

 

 

 

 

（二）血小板功能 

机体正常止血功能的发挥有赖于正常的血管、血小板、凝血、抗凝及纤维蛋白溶解等因素共同

发挥作用，血小板通过黏附、聚集及释放反应参与止血过程。 

1、 参与初期止血 

黏附：血管受损暴露内膜下胶原纤维，血小板膜糖蛋白 GPIb/V/IX 复合物作为受体，通过 vWF

的桥梁作用，使血小板黏附于胶原纤维，形成血小板血栓，机械性修复受损血管； 

 

 

 

 
vWF 

Platelet GPIb/V/IX 

Collagen 

Plasma 

Open canalicular 

(δ-Gran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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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血小板膜糖蛋白 IIb/IIIa 复合物（GPIIb/IIIa）通过纤维蛋白原互相连接而致血小板聚集； 

 

 

 

 

 

释放：聚集后的血小板活化，分泌一系列活性物质，包括 α 颗粒、致密颗粒、TXA2 等加强凝血

功能。 

 

 

 

 

 

 

2、 参与二期止血 

静息血小板膜上鞘磷脂和卵磷脂主要位于双层膜的外层，磷脂酰肌醇和磷脂酰丝氨酸主要位于

双层膜的内层。血小板激活后，膜磷脂在双层膜间快速翻转，磷脂酰丝氨酸（PS，原称血小板第三

因子）暴露于膜表面，为 FⅨ、FⅧ、FⅩ、FⅤ的活化提供脂性催化表面，提高凝血因子的浓度及催

化效率。 

二、先天性血小板疾病诊治概述 

先天性血小板疾病是一组异质性疾病。一些疾病仅涉及血小板的异常（如巨大血小板综合征），

而另一些疾病（如 MYH9 相关疾病）血小板异常只是多系统病变中的临床表现之一。血小板疾病包

括血小板数量以及功能异常，一些疾病仅有血小板功能异常（如血小板无力症），而另一些疾病（如

血小板型血管性假血友病）除血小板功能异常，尚伴随数量减少。 

（一）先天性血小板数量减少疾病的分类 

1、血小板生成减少 

体质性全血细胞减少症（Fanconi 综合征） 

“促血小板生成素”缺乏症 

新生儿无巨核细胞性血小板减少症 

骨髓浸润（先天性白血病、网状内皮细胞增生症） 

2、 血小板破坏增加 

非免疫性：胎儿幼红细胞增多症、血小板减少-血管瘤综合征 

免疫性：新生儿同族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母体患特发性血小板减少症 

（二）先天性血小板功能异常疾病的分类 

1、血小板聚集障碍：血小板无力症 

Fibrinogen 
Platelet GPIIb/IIIa              Platelet GPIIb/IIIa 

 

 

α 颗粒（vWF、Fibrinogen、PAI-1 等）

致密颗粒（ADP、ATP、Ca2+、5-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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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血小板黏附障碍：巨大血小板综合征、血小板型血管性假血友病 

3、血小板分泌和信号传导障碍：花生四烯酸代谢异常性疾病、血栓素 A2 代谢异常性疾病、G

蛋白活化缺陷、磷脂酰肌醇代谢缺陷、蛋白磷酸化缺陷、Ca2+转运缺陷 

4、血小板颗粒障碍：贮存池病(δ, α, αδ) 

5、血小板促凝功能障碍：Scott 综合征 

6、血小板结构或细胞骨架成分障碍：MYH9 相关性疾病、Wiskott-Aldrich 综合征 

（三）诊断 

出血史或阳性家族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排除继发性血小板疾病。 

1、出血史或阳性家族史。 

2、临床表现： 

（1）血小板型出血：反复自发性皮肤、粘膜出血、鼻衄、牙龈出血、月经过多、胃肠道出血、

血尿、外伤、侵入性操作或拔牙后血流不止。相同基因缺陷及相同疾病的不同患者、同一患者疾病

不同时期，出血严重程度不尽相同，部分患者仅手术、外伤或服用抗血小板药物后出现出血症状，

一般没有深部血肿和关节积血，严重病例可出现颅内出血。在评估症状的严重程度时可利用出血评

估工具 (ISTH/SSC-bleeding assessment tool, BAT) 对临床表现进行量化。 

（2）其他系统病变：耳聋、白内障、骨骼畸形、皮肤改变、心脏及肾脏功能不全、免疫缺陷、

智力缺陷等。 

3、实验室检查： 

（1）血小板数量及形态：血常规、血涂片（光学显微镜、电子显微镜--颗粒）、流式细胞术。 

（2）血小板功能评估： 

① 出血时间 

皮肤出血时间：有创、耗时、不敏感、重复性差； 

体外出血时间（血小板黏附集聚试验）： 

血小板功能分析仪-100 (Platelet function analyzer, PFA-100)：抗凝血液通过包被有血小板激活物

（ADP/肾上腺素）的胶原膜与直径 150µm 的小孔（模拟体内破损的血管内皮细胞）时形成血小板血

栓而堵塞小孔，血流停止。凝血时间(Close time, CT)可监测初期止血功能。 

 
② 血块退缩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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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血小板聚集试验（Platelet Aggregation Test, PAgT） 

比浊集聚仪法（Light transmission aggregometry, LTA）：在血小板聚集仪特定的连续搅拌条件下，

于富含血小板血浆（PRP）中加入各肽 TRAPs、胶原相关肽 CRP 等，血小板发生聚集使 PRP 的浊度

减低，透光度增加，转换为电信号后描计曲线，即可计算血小板聚集的程度和速度。 

该试验是评估血小板功能的金标准。 

正常： 

 

 
Optical density % is HIGHER (less light transmission) when the platelet are free 

Optical density % DECREASES (more light transmission) when aggregates form 

临床意义： 

 
 

仅对瑞斯托霉素反应正常，余无反应：血小板无力症。 

仅对瑞斯托霉素反应缺乏，余正常：巨大血小板综合征或 vWF 缺乏。 

仅对瑞斯托霉素反应增强，余正常：血小板型血管性假血友病。 

④ 血小板 ATP 释放试验 

生物发光凝集测定仪（Lumi-Aggregometer） 

利用荧光法与血小板聚集同步测定，即在测定前向被测的全血中加入荧光素/荧光素酶，温育后

加入磁棒、胶原，同步测定血小板聚集及 ATP 释放。 

⑤ 流式细胞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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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血小板表面糖蛋白、颗粒释放、膜磷脂的表达及细胞骨架结构等。 

⑥ 骨髓活检 

全血细胞减少及严重血小板减少患者。 

（3）基因检测：RUNX1、FLI-1、NBEAL2、NOA6、RBM8A 等。 

（4）排除继发性血小板疾病：如继发于药物、尿毒症、慢性肝病、骨髓增殖性肿瘤等。 

（四）治疗 

1、基本治疗 

注意口腔卫生对预防牙龈出血至关重要；避免外伤与剧烈运动；严重血小板疾病禁止使用抗血

小板药物，轻度血小板疾病权衡利弊；出血所致的缺铁性贫血补充铁剂；月经过多可行激素治疗，

严重者可行子宫切除术。 

2、对症治疗 

（1）抗纤维蛋白溶解药物（氨基己酸、氨甲环酸）：适用于月经过多、牙龈出血、鼻衄等轻度出

血；血尿患者禁用，可能出现肾盂、输尿管栓塞。 

（2）局部止血：鼻腔填塞、缩血管药物、动脉结扎或栓塞等。 

（3）去氨加压素 (1-desamino-8D-arginine vasopressin, DDAVP)：抗利尿激素的合成类似物，刺

激内皮细胞释放 vWF 释放入血，促进血小板黏附、增加 FVIII 活性，适用于轻度出血。不良作用：

心动过速、低血压、液体滞留、低钠血症、癫痫、动脉血栓形成。使用期间限制液体入量，<2 岁儿

童慎用。 

3、 血小板输注：适用于无法控制的出血、危及生命的大出血、关键部位的出血和预防手术出

血。不良反应：多次输注发生同种免疫反应（产生抗糖蛋白抗体，特别是 GT、BSS 患者）而使输注

无效，输血性传染病，输血反应。最好输注去除白细胞的 ABO 血型及 HLA 配型一致的单采血小板。 

4、 TPO 受体激动剂：艾曲波帕、罗米司亭。 

5、 重组活化凝血因子Ⅶa (recombinant factor VIIa, rFⅦa) 制剂：适用于血小板输注产生抗体导

致输注无效、传统止血方法无效的出血和预防手术出血。机制：TF 依赖/非依赖性促凝血酶生成。 

 
TF-dependent mechanism: Following injury to a vessel, exposed tissue factor (TF) forms a complex 

with factor VII activated (FVIIa). The TF-FVIIa complex activates FX leading to the conversion of 

prothrombin to thrombin. The initial limited amount of thrombin formed subsequently activates FVIII, 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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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latelets so that the tenase complex (FVIIIa/FIXa) and the prothrombinase complex (FXa/FVa) 

assembled on the activated platelet surface lead to full thrombin generation. 

TF-independent mechanism: rFVIIa at high pharmacological doses can activate FX directly, thus 

leading to an additional burst of thrombin generation. 

(Massimo Franchini, et al. Blood Transfus. 2009; 7: 24-28) 

有效性取决于：出血严重程度及出血至开始治疗时间。不良反应：血栓。 

6、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适用于严重血小板疾病、有再障或恶性转化倾向的疾病、无巨核细

胞性血小板减少症、血小板无力症、巨大血小板综合征、Wickott-Aldrich 综合征、Fanconi’s 贫血。 

7、基因治疗：仅有动物实验。 

 

 
(Jayanthi Alamelu, et al.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2010, 149: 813–823) 

三、常见先天性血小板疾病的诊治 

（一） 血小板型血管性假血友病 (Platelet-type von Willebrand disease, PT-vWD) 

发病机制：GP1BA 基因突变导致编码的血小板 GPIbα 质或量异常，GPIb 与 vWF 亲和力增高，

从而使循环 vWF 及血小板减少。发病特点：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临床表现：轻至中度出血。 

血管性血友病分型： 

分型 分子学特点 

1 型 vWF 数量轻度减少 

2A 型 

vWF 质量缺陷 

缺乏大-中分子量 vWF 多聚体，对血小板 GPIb 亲和力降低 

2B 型 对血小板 GPIb 亲和力增加 

2M 型 对血小板 GPIb 亲和力降低，vWF 多聚体正常 

2N 型 对 FⅧ亲和力降低 

3 型 vWF 数量严重缺乏 

血小板型 血小板 GPIb 异常，与 vWF 亲和力增高 
 

实验室检查： 

1、血小板计数减少、体积增大，血涂片上可见血小板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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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血时间延长，血块退缩正常； 

3、血浆中 FVIII、大分子量 vWF 多聚体减少或缺乏，凝血活性降低； 

4、 vWF:RCo/vWF:Ag (ristocetin cofactor activity/von Willebrand factor antigen) ratio <0.6； 

5、冷沉淀试验：在患者的富含血小板血浆中加入正常 vWF 或冷沉淀可导致血小板聚集，可鉴

别 2B 型 vWD 与 PT-vWD； 

6、血小板聚集试验：ADP、胶原、肾上腺素和花生四烯酸诱导的聚集反应正常，而低浓度瑞斯

托霉素(<0.6 mg/dL)诱导的聚集反应(ristocetin-induced platelet aggregation, RIPA)增强； 

 

 

正常 

 

PT-vWD 

 

 

基于低浓度瑞斯托霉素的血浆/血小板交叉试验可鉴别 2B 型 vWD 与 PT-vWD； 

低浓度瑞斯托霉素   正常血浆+患者血小板 聚集：PT-vWD     

患者血浆+正常血小板 聚集：2B 型 vWD 

7、基因检测。 

治疗： 

抗纤溶药物、血小板输注、冷沉淀输注、vWF/FⅧ浓缩物输注(Humate-P)、rFVIIa 制剂。 

（二）MYH9 相关疾病 (MYH9-related disease, MYH9-RD) 

MYH9 相关疾病包括 May-Hegglin 异常、Sebastian 综合征、Fechtner 综合征和 Epstein 综合征，

是同一疾病的不同阶段不同表型。 

综合征 巨大血小板 
中性粒细胞包涵体 

（Döhle 小体） 
感音性耳聋 肾炎 白内障 

May-Hegglin 异常 + 
+ 

（平行排列微丝） 
- - - 

Sebastian 综合征 + 
+ 

（杂乱微丝、 粗面内质网、核糖体） 
- - - 

Fechtner 综合征 + + + + + 

Epstein 综合征 + - + + - 
 

发病特点：常染色体显性遗传，3/100 万。 

发病机制：非肌性肌球蛋白重链 9 基因(MYH9)(22q12.3-13.1)突变，编码非肌性肌球蛋白 IIA 重

链(NMMHC-IIA)缺陷。多数细胞如肾脏、耳蜗与晶状体表达 NMMHC-IIA、B、C，血小板和中性粒

细胞只表达 NMMHC-IIA，参与微丝的形成。 

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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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血：较轻，严重出血罕见，严重程度与血小板计数相关； 

2、器官病变：感音神经性耳聋、肾小球肾病及早老性白内障，病情随时间进展； 

血液变化出现早，组织与器官病变发生较晚，同一家系内不同患者可表现为不同的综合征。 

实验室检查： 

1、血小板计数减少、体积增大（>40%直径>3.9 μm）； 

2、除 Epstein 综合征外，中性粒细胞中均有包涵体（NMMHC-IIA 蛋白的聚集）； 

 

 

 

 

 

 

 

 

 

 

 

This technique revealed 1-10 cytoplasmic spots reacting with NMMHC-A antibody in 98-100% of the 

patients’ granulocytes, while a careful examination of MGG smears identified 1-3 Dohle-like inclusions in 

26-76% of granulocytes only. On this basis we can speculate that only some of the NMMHC-A clusters 

organize themselves in definite structures containing ribosomes recognizable as basophilic inclusions on 

MGG smears. (Pecci, A, et al.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2002, 117:164-167) 

3、 尿检(蛋白尿、镜下血尿)、肝功(肝酶 ALT/AST 升高、GGT 升高)、肾功(血肌酐升高)、眼

科及听力检查； 

4、 基因检测。 

治疗： 

1、局部止血、抗纤溶药物、血小板输注、DDAVP、艾曲波帕等； 

Eltrombopag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inherited thrombocytopenia deriving from MYH9 mutations (Pecci 

A, et al. Blood. 2010, 116: 5832-5837) 

Twelve adult patients with MYH9-RD and platelet counts of less than 50×109/L received 50 mg of 

eltrombopag orally per day for 3 weeks. Patients who achieved a platelet count higher than 150×109 /L 

stopped therapy, those with 100 to 150 platelets ×10 9 /L continued treatment at the same eltrombopag dose 

for 3 additional weeks, while those with less than 100 platelets ×109/L increased the eltrombopag dose to 75 

mg for 3 weeks. 

May–Grünwald–Giemsa 染色 

  免疫细胞化学染色

（NMMHC-IIA 抗体）    

（灵敏度及特异性更高）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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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jor responses (PLT > 100×109/L or 3 times the baseline value) : 8 patients. 

Minor responses (PLT > twice the baseline value): 3 patients.  

No response: 1 patient. 

Bleeding tendency disappeared in 8 of 10 patients with bleeding symptoms at baseline. 

The availability of thrombopoietin mimetics opened new prospects in the treatment of inherited 

thrombocytopenias. 

2、（耳）人工耳蜗，（眼）白内障手术，（肾）ACEI/ARB、肾脏透析、肾移植。 

（三）血小板无力症 （Glanzmann thrombasthenia,GT） 

发病机制：ITGA2B 或 ITGB3 基因突变导致编码的血小板 GPⅡb/Ⅲa 复合物数量减少或结构异

常，血小板结合纤维蛋白原（Fg）缺陷，聚集功能障碍。 

发病特点：常染色体隐性遗传，1/50 万。 

临床表现： 

出血：异质性，纯合子及双重杂合子才有临床症状；与哭叫有关的面部瘀点和球结膜下出血可

为新生儿和儿童的首发症状； 

此外，脐带出血、牙龈出血、鼻衄、月经过多、围手术期出血多见； 

临床表现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轻。 

分型： 

 GPⅡb/Ⅲa 表达量 活化血小板结合 Fg 血块退缩反应 

Ⅰ型(78%) ＜正常的 5% 不能结合 缺乏 

Ⅱ型(14%) 正常的 10%~20% 少量结合 缺少 

Ⅲ型(变异型)(8%) 正常的 50%~100% 不能或仅少量结合 缺乏至正常 

 

实验室检查： 

1、血小板计数和形态正常，血涂片上血小板散在分布，不聚集成堆； 

2、出血时间延长，血块退缩减少或缺乏，束臂实验阳性； 

3、血小板聚集试验：ADP、胶原、肾上腺素和花生四烯酸诱导的聚集反应严重减低甚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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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瑞斯托霉素诱导的聚集反应第一相正常，第二相减低； 

 

 

正常 

 

GT 

 

 

 

4、血小板对胶原的黏附率正常，而对玻璃柱的黏附率降低； 

5、血小板纤维蛋白原含量降低、血小板纤维蛋白原结合试验降低； 

6、GPIIb/IIIa 质或量的异常：GPIIb (CD41)和 GPIIIa (CD61)单抗结合流式细胞术、放射自显影

或免疫印迹技术； 

7、基因检测。 

治疗： 

1、抗纤溶药物、局部止血、血小板输注（容易出现 GPIIb/IIIa、HLA 免疫反应） 

2、rFⅦa：血小板输注无效者——术前预防及出血治疗 

Prophylactic and therapeutic recombinant factor VIIa administration to patients with Glanzmann’s 

thrombasthenia: results of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Poon, M.C, et al. Journal of Thrombosis and Haemostasis. 

2004, 2: 1096–1103) 

rFVIIa was effective in 29 of the 31 (94%) evaluable procedures, and in 77 of the 103 (75%) evaluable 

bleeding episodes.  

A significantly higher success rate was observed in severe bleeding episodes when an arbitrarily defined 

‘optimal regimen’ derived from the Canadian pilot study results (≥80μg/kg rFVIIa/injection, dosing interval 

≤ 2.5 h, three or more doses before failure declaration) was used compared with other regimens.  

Patients given maintenance doses had significantly fewer recurrences within 48 h of bleed 

cessationcompared with those not given any. 

rFVIIa seems a potential alternative to platelet transfusion in GT patients, particularly in those with 

antiplatelet antibodies and/or platelet refractoriness. 

success 
recurrence 
failure 
not evalu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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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血友病中心的指南推荐：GT 患者小手术（包括拔牙）时可以预防性给予 rFⅦa 而不必输注

血小板。 

欧洲药物局批准：有抗 HLA 抗体和（或）抗 GPⅡb/Ⅲa 抗体、曾经或现有血小板输注无效的 GT

患者，可使用 rFⅦa 预防和治疗出血。 推荐剂量： 90 µg/kg，隔 2 小时间歇再用，至少 3 剂。 

Independent adjudicator assessments of platelet refractoriness and rFVIIa efficacy in bleeding episodes 

and surgeries from the multinational Glanzmann’s thrombasthenia registry. (Michael Recht, et al. Am J 

Hematol. 2017;92:646-652) 

 

 
 

 

 
Adjudicators rated most rFVIIa-treated bleeding episodes as successful (251/266, 94.4%; rFVIIa only, 

101/109, 92.7%; rFVIIa±platelets±other agents, 150/157, 95.5%); efficacy was consistent in patients with 

platelet refractoriness±antibodies (75/79,94.9%), antibodies only (10/10, 100.0%), and neither/unknown 

(166/177, 93.8%).  

Adjudicators also rated most rFVIIa-treated surgeries as successful (159/160, 99.4%; rFVIIa only, 65/66, 

98.5%; rFVIIa±platelets±other agents, 94/94, 100.0%); efficacy was consistent in patients with platelet 

refractoriness±antibodies (69/70, 98.6%), antibodies only (24/24, 100.0%), and neither/unknown (66/66, 

100.0%). 

rFVIIa was frequently used in nonsurgical and surgical bleeds, with high efficacy rates, irrespective of 

platelet antibodies/refractoriness status.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适用于反复严重出血或血小板输注无效的患者。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children with Glanzmann thrombasthenia.P. Connor, et al.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2008, 140: 568–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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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处理方案： 

HLA-matched siblings ---- conventional conditioning: Bu 16 mg/m2 / Cy 20 mg/kg. 

Volunteer unrelated donor/matched family donor --- re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 Flu 30 mg/m2 / Mel 

140 mg/m2 / Alem 0.2 mg/kg. 

At a median of 13 d (range 10-16 d), all patients had neutrophil engraftment and at a median of 11 d 

they had an unsupported platelet count of more than 50×109/L for 3 d. 

SC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potential treatment for children with GT with a severe bleeding 

phenotype and/or platelet refractoriness. 

（四）巨大血小板综合征 (Bernard-Soulier syndrome, BSS) 

发病机制：GPIBA、GPIBB 或 GP9 等基因突变导致编码的血小板 GPIb/V/IX 复合物数量减少或

结构异常，血小板结合 vWF 缺陷，黏附功能障碍，且对凝血酶的反应减弱。 

发病特点：常染色体隐性遗传，有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报道，1/100 万。 

临床表现： 

出血：异质性，纯合子及双重杂合子才有临床症状，如鼻衄、瘀斑、月经过多、牙龈出血、胃肠

道出血、外伤后血肿甚至颅内出血等。 

临床表现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轻。肝、脾不肿大。 

实验室检查： 

1、血小板计数减少，少数患者正常；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128 - 

 

2、血小板巨大（1/3 血小板直径大于 3.5 µm，有的甚至可大于淋巴细胞）；电镜下发现血小板细

胞内空泡、表面连接系统、致密管系统、微管系统及膜复合物增多； 

 

 
 

3、与血小板下降不相称的出血时间延长，血块退缩正常； 

4、血小板聚集试验：ADP、胶原、肾上腺素和花生四烯酸诱导的聚集反应正常或增多，而瑞斯

托霉素不能诱导聚集，正常血浆不能纠正；凝血酶诱导的聚集反应呈剂量依赖性，低浓度聚集程度

减低且延迟相延长，高浓度正常； 

 

 

正常 

 

BSS 

 

 

5、血小板黏附试验：血小板对胶原和玻璃柱的黏附率降低； 

6、凝血酶原消耗减少； 

7、GPⅠb/Ⅴ/Ⅸ质或量的异常：CD42a-d 单抗结合流式细胞术、放射自显影或免疫印迹技术； 

8、vWF 正常； 

9、基因检测。 

治疗： 

1、抗纤溶药物、局部止血 

2、血小板输注 

3、rFⅦa 

4、DDAVP 

5、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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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贮存池病 (Storage poll disease, SPD) 

1、α 贮存池缺乏（灰色血小板综合征，Gray platelet syndrome, GPS） 

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已检测有 NBEAL2 、GFI1B、LYST 等基因突变，血小板 α 颗粒及其所

含蛋白质减少或缺失。 

遗传特点：多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也有部分为常染色体隐性或 X 连锁遗传。 

临床表现：轻中度出血、脾大、骨髓纤维化。 

实验室检查： 

1、血小板计数轻中度减少，体积增大，瑞氏染色呈灰色（无嗜天青颗粒），血小板寿命缩短；      

2、出血时间延长，血块退缩正常； 

3、电子显微镜示 α 颗粒减少或缺如（正常血小板包含约 40 个 α 颗粒），α 颗粒的内容物如 PF4、

βTG、vWF、TSP、FN、FV 减少，白蛋白和 IgG 正常，血浆中 PF4 和 βTG 正常或增高。 

2、δ 贮存池缺乏 

发病机制：多种基因突变，δ 颗粒（致密颗粒）及其所含蛋白质减少或缺失。 

遗传特点：常染色体显性遗传。 

临床表现：轻度出血。 

实验室检查： 

1、血小板计数及形态正常；                 

2、出血时间延长，血块退缩正常； 

3、血小板聚集试验：ADP、肾上腺素和花生四烯酸诱导的聚集反应缺少第二波，低浓度的胶原

诱导的聚集减少或缺如，高浓度增加； 

4、电子显微镜示 δ 颗粒减少或缺如(正常血小板含 3~6 个 δ 颗粒)，δ 颗粒的内容物减少，ATP：

ADP 比值上升(正常小于 2.5)，ATP 释放减少。 

治疗： 局部止血、抗纤溶药物、血小板输注、DDAVP、rFⅦa。 

（六）Scott 综合征（血小板促凝活性异常/血小板第 3 因子缺乏征） 

发病机制：ATP 结合盒转运蛋白 A1 (ABCA1) 或 ANO6（原称 TMEM16F）基因突变，影响血

小板磷脂酰丝氨酸(PS)易位，FⅨa、FⅧa、FⅩa、FⅤa 因子不能与血小板正常结合，凝血酶的生成

反应受到影响。 

发病特点：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单纯的 Scott 综合征极为罕见，至今只有数例报道，部分病例可

能继发于其他疾病（如 Ehlers-Danlos 综合征或慢性髓细胞性白血病）。 

临床表现：中至重度出血。 

实验室检查： 

1、血清凝血酶原时间(PT)缩短，可被洗涤的正常血小板或质膜提取物所纠正，但正常人的血浆

或血清不能纠正，凝血酶原消耗减少； 

2、蝰蛇毒或白陶土作激活剂，测定 PF3 有效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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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血小板激活时膜微颗粒形成减少； 

4、血小板膜表面 FVa 和 FⅧa 结合位点的数量减少，且不能被 FVa 纠正，血小板催化凝血酶原

活性降低； 

5、膜联蛋白 V 检测活化血小板 PS 表达降低； 

6、血小板计数、形态、黏附与聚集功能、出血时间、血块退缩均正常。 

治疗：局部止血、抗纤溶药物、血小板输注、rFⅦa。 

四、先天性血小板疾病的诊断流程 

 
 

五、总结 

1、先天性血小板疾病发病率低，相关研究甚少，多为个案报道，缺乏随机对照试验，诊断与治

疗缺乏标准； 

2、许多先天性血小板疾病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致病基因是当今研究的热点，为基因水平

的精准诊断（包括产前诊断）及治疗提供依据； 

3、多种疾病的基因治疗已在动物实验中获得成功，在临床应用前尚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这将

是未来治愈先天性血小板疾病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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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血液系统疾病专家共识 

——适应证、供者选择和预处理》共识解读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黄晓军 

 

《中国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血液系统疾病专家共识》由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干细胞应

用学组组织编写，发表在 2018 Journal of Hematology & Oncology。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广泛应用

于恶性血液病和非恶性血液系统疾病的治疗，中国已经成为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大国，移植中心遍布

全国，每年参加登记移植中心超过 100 家， 2017 年移植例数已经突破 8000 例，异基因移植突破

6000 例。单倍体相合亲缘供者移植体系北京方案建立后，在全国得到广泛普及应用，2013 年单倍体

移植例数已经超过同胞相合的移植例数，2015 年后单倍体移植例数超过异基因移植总数的一半，2017

年单倍体移植例数占异基因移植例数的 56%。中国的医生在非体外去 T 的单倍体移植治疗血液系统

疾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移植前疾病危险度分层，异基因移植供者选择和预处理等方面都取

得了自己的数据和结果。对于移植的适应症也通过数据分析得以细化，初诊低危的患者一般不需要

移植，但通过对治疗的反应可以筛选出一部分患者确从移植获益；初诊分层在中危急性髓性白血病

和成人标危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患者获益于第一次缓解期移植；随着中国的单倍体移植成功用于恶性

血液病，在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上也有证据支持单倍体移植具有重要地位，从而形成了不完全

等同于西方国家移植适应症推荐的共识。中国的研究显示单倍体移植和同胞相合移植的疗效及非血

缘移植疗效相似，在高危患者中单倍体移植的抗白血病作用更强，研究发现同胞相合供者未必总是

最佳供者这个事实。根据中国医生的工作成果形成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共识将有助于国内各单位

移植技术环节的优化，并有助于国际的移植临床实践活动。通过本次的解读希望大家对共识有更深

入和准确的理解，并能广泛引用和采纳。也希望移植医生能加强合作、积极参加登记活动、开展前

瞻性多中心研究，将新的检测、新的药物和新的免疫治疗方法综合应用到移植的平台上进一步提升

移植疗效，产生更高水平的证据，为更新和再版共识或指南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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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血液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的细胞治疗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刘开彦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恶性血液系统疾病的有效方式，使得一部分患者获得长期生存，

但是移植后血液病复发仍是目前影响移植疗效的主要原因。移植后恶性血液病一旦复发预后很差，

目前尚无关于恶性血液病移植后复发的标准治疗，现可以选择的治疗方式有二大类。一类是包括化

疗、靶向药物的治疗：包括细胞毒性药物；TKI s（bcr/abl or FLT3-ITD  Sorafenib）；去甲基化药物 

（Azacitidine）组蛋白脱乙酰酶抑制（HDAC）；蛋白酶体抑制（Bortezomib）；免疫调节剂（Lenalidomide）

及检查点抑制剂（CTLA4 or PD-1）； 细胞因子治疗白细胞介素（IL-2）/干扰素（IFN-α）等。另一

类是细胞治疗：包括供者淋巴细胞回输（DLI）；二次移植；CAR-T 以及 NK 细胞治疗等。 

DLI 治疗移植后复发取得了肯定的疗效，但 DLI 引起输注相关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和骨

髓造血功能障碍并由此造成重症感染影响了 DLI 治疗白血病复发的疗效，。而改良 DLI 治疗单倍型

移植后复发同样安全、有效。DLI 的疗效与疾病种类、复发时疾病状态、复发距离移植的时间、DLI

前联合化疗和 DLI 后慢性 GVHD 的发生与否等相关。 

根据患者移植前的缓解状态，对移植前处于难治/复发状态或移植前处于缓解状态的患者移植后

采取不同的治疗策略，即移植前处于难治/复发状态的患者在移植后早期进行预防性 DLI；而移植前

处于缓解状态的患者移植后依据 MRD 的监测指导是否进行抢先干预改良性 DLI；对血液学复发的

患者进行化放疗结合治疗性改良 DLI 的策略，之后根据治疗反应和患者意愿及身体状态决定是否进

行二次移植。二次移植疗效及影响因素自体移植后复发的患者常常采用异基因二次移植或增加预处

理强度的二次自体移植。异基因移植由于其较高的非复发死亡率（NRM），仅有部分异基因移植患者

可以选择二次移植。二次移植疗效取决于疾病状态、复发距离第一次移植的时间、既往化疗强度和

患者一般情况能否耐受。二次移植更换同胞全相合的供者和不更换供者相比较并不能降低复发率。 

 

http://www.medsci.cn/guideline/list.do?q=%E6%84%9F%E6%9F%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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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治复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策略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黄河 

 

尽管随着化疗方案的进步，新诊断的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接受初次标准诱导化疗后的缓解率可达80%，但是，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对初次诱导化疗耐药。

此外，成人ALL患者即使接受积极的巩固和维持化疗，包括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仍有30%~60%的患者发生复发。难治、复发

是影响ALL患者获得长期生存的首要障碍。 对难治、复发ALL目前尚无统一推荐的标准、有效的治

疗方案，近年来抗体靶向药物等新型药物、细胞免疫治疗在难治、复发ALL的治疗中取得令人瞩目

的进展。 

一、抗体靶向药物 

ALL细胞上表达的抗原（CD19，CD20，CD22和CD52）已被证明是单克隆抗体的合适靶标，可

单独使用或与传统化疗联合使用。 

1、Blinatumomab（博纳吐单抗） 

Blinatumomab是一种双特异性抗体，它通过其抗CD3和抗CD19臂将细胞毒性T细胞和B-ALL细

胞有效连接，是目前B-ALL患者的有效治疗药物。 Blinatumomab 首次被应用在骨髓形态学缓解但

MRD阳性的ALL患者的治疗，使大多数的患者MRD转阴性。后续的研究证实Blinatumomab在难治、

复发ALL患者中亦取得良好疗效，因此该药物于2014年12月3日获得FDA的加速批准。一项纳入189

名成人难治、复发Ph- B-ALL患者的多中心、单臂研究证实，Blinatumomab单药治疗2个疗程后，43%

的患者获得CR，其中82%的患者获得MRD阴性，40%的患者获得了桥接后续Allo-HSCT的机会。 

2、抗CD20抗体 

利妥昔单抗，一种靶向CD20的非结合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应用于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已显

著改善化疗疗效。利妥昔单抗与hyper-CVAD化疗方案联合使用，在60岁以下成人Ph- B-ALL患者中，

可使患者更快的获得MRD-的缓解，并获得更好的长期生存率。 

Ofatumumab，是一种完全人源化的抗CD20抗体，其与利妥昔单抗结合的抗原表位不同，目前正

处于前期研究，并取得很有希望的初步结果。 此外，将抗CD20单克隆抗体应用于难治、复发CD20

阳性ALL患者的治疗亦是合理的。 

3、抗CD22抗体 

CD22是另一个有吸引力的治疗靶标，它表达在>90%的前B-ALL细胞。Epratuzumab 是一种靶向

CD22的人源化单克隆抗体。在一项纳入36例成人复发ALL患者的研究中，接受Epratuzumab与氯法拉

滨、大剂量阿糖胞苷联合治疗，可获得52%的总反应率，而在一项前期研究中，单用氯法拉滨联合大

剂量阿糖胞苷联合化疗，仅可使复发ALL患者获得17%的总反应率。Inotuzumab ozogamicin，是另一

种抗CD22单克隆抗体，它与卡里奇霉素绑定，被结合后可进入细胞内，诱导细胞凋亡。在一项难治、

复发ALL1/2期临床试验中，使用单药物inotuzumab ozogamicin治疗，总体反应率达57%，且inotuzumab 

ozogamicin在既往接受多种药物治疗的难治、复发ALL患者中显示良好的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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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细胞免疫治疗 

1、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s，CART）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s，CART）的出现开创了免疫细胞治疗新

时代。目前研究结果证实无论儿童还是成人难治、复发B-ALL患者，接受针对CD19的CART细胞治

疗，可使>80%的患者获得完全缓解，因此，CART细胞治疗已成为难治、复发ALL患者桥接allo-HSCT

的有效治疗手段。更让人感兴趣的是，Brudno JN等开展了一项CART细胞治疗allo-HSCT后复发的

CD19+ B细胞肿瘤患者的临床试验。20例发生Allo-HSCT后复发的CD19+ B细胞肿瘤患者，分别接受

其干细胞供者来源的T细胞制备的CART细胞治疗，其中8例患者获得缓解，其中包括6例完全缓解

(CRs)和2例部分缓解。研究结果提示，CART细胞疗法将在Allo-HSCT后白血病复发的治疗中发挥核

心作用。此外，除CD19外，现有CAR靶向的抗原，还包括神经节苷脂GD2，L1 CAM，CD30，免疫

球蛋白轻链，HER2，和CD44v6等。 

2、NK细胞 

尽管干细胞来源、预处理方案、T细胞耗竭和HSCT后免疫抑制状态等均影响移植预后，但目前

一致认为移植后促进NK细胞活性能改善移植预后。新近开展的第一项临床试验显示IL-15能有效的

在体内促进NK细胞的扩增和活化。Allo-HSCT后异源反应性NK细胞表达CD94: NKG2C，即活化的

HLA-E的受体，是NK细胞介导GVL效应的关键因素。目前有包括多能诱导干细胞来源的诱导性NK

细胞、针对CD33、CD19、CD7的嵌合抗原受体NK细胞（CAR-NK）等多项NK细胞免疫治疗用于白

血病治疗的临床试验。 

三、体外处理后的供者淋巴细胞输注 

供者淋巴细胞输注（Donor Lymphocyte Infusion，DLI）能产生有效的移植物抗白血病（Graft-versus 

Leukemia, GVL）效应，已成为目前治疗移植后白血病复发的最常用手段。但是，不经处理的DLI具

有易并发难以控制的GVHD、及GVL效应不强等缺陷。最近，一项大型临床试验报道了Allo-HSCT后

预防性输注经体外处理后的DLI，使达到体内调节Th1 / Th2平衡。干细胞供者分离单采的外周血细胞

经过CD4阳性选择后，随后在IL-4和雷帕霉素的存在下经过抗CD3和抗CD28刺激12天。患者接受减

剂量同胞HLA全相合HSCT后14天，输注2.5×107/kg处理后的T细胞（称为T-Rapa），输注后未出现明

显毒性反应，令人兴奋的是，全部37例高危患者均处于持续缓解状态。 

此外 Nikiforow S 等对 21 例发生 Allo-HSCT 后复发的患者采用去除 CD4+CD25+FOXP3+ Treg 细

胞的 DLI 治疗，获得更好的缓解率和 OS。  

四、二次移植 

对于allo-HSCT后复发，二次allo-HSCT可能是有效的治疗选择，但只有少数患者能进行二次移植。

一般来说，移植后早期复发（6个月内）患者往往无法耐受再次移植预处理化疗毒性。但是，即使对

移植后晚期复发的患者（>12个月），二次移植的无复发死亡率仍然超过30%。在年龄<20岁，移植后

复发超过6个月的患者，再接受二次移植后的5年生存率可达到51%，但是老年患者或移植后早期复

发的患者接受二次移植后的长期生存率仅3%。在一项最近发表的回顾性研究显示第一次allo-HSCT

后缓解时间和二次移植时疾病的状态显著影响二次移植后的长期生存率，而是否更换干细胞供者并

不影响二次移植的疗效。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term=Brudno%20JN%5BAuthor%5D&cauthor=true&cauthor_uid=2681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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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血缘脐血移植是 GVHD 与 GVL 分离的最佳移植类型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孙自敏 

 

1988年10月，Gluckman等在法国巴黎圣路易医院对一位5岁的Fanconi贫血患儿进行HLA相合的

同胞脐血移植（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CBT）获得成功，由此拉开了CBT临床应用的序幕。早期

的CBT主要应用于儿童血液系统及代谢性疾病的治疗，此后随着对移植技术——预处理方案、预防

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GVHD）、感染的防治等技术不断地提高，同时对干细胞

归巢的机制和移植后免疫重建等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探究，脐血已经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儿童

及成人的恶性和非恶性血液病的治疗。目前全球已有40 000例以上的儿童和成人患者接受了同胞或

非血缘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unrelated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UCBT）。来自全球的130多家公共

脐血库已冻存了780 000份以上的脐血备用[1]。在没有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HLA）

相合同胞供者的情况下，HLA相合的非血缘外周血或骨髓造血干细胞移植、UCBT和血缘单倍体造血

干细胞移植已成为安全可靠的治疗选择。2001年，我国第一家脐血造血干细胞库在天津市成立，至

今中国卫生部正式批准建立的7家公共脐带血库，截止2016年底冻存备查待用的公共脐血总量约11万

份。 

1 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优缺点 

1.1 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优点   

1）病毒污染机率小 疱疹病毒、EB 病毒和巨细胞病毒常常引起干细胞移植后的并发症，导致移

植相关死亡率增加，脐血因为有胎盘屏障的保护作用，所以病毒污染的几率大大减少。2）对供体无

危害、来源丰富、采集方便，采集过程对母亲和胎儿均无危害，不存在胚胎干细胞应用中相关的伦

理问题。同时可以避免在骨髓或外周血造血细胞采集过程中由于麻醉、感染以及粒细胞集落刺激因

子应用等伴随的意外风险。3）可快速获得，因脐血造血干细胞可耐受冷冻而长期保存，寻找非血缘

UCB查询至获得只需2~4周时间，较非血缘外周血或骨髓移植供者的整个查询和采集过程约提前2~4

月，且脐血库为实物冻存库，脐血可随时取用，避免了骨髓或外周血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在捐献过程

中终止捐献的风险等诸多不确定因素。4）移植后GVHD特别是慢性GVHD的发生率低且程度轻，因

为脐血中T淋巴细胞数量较少又以表达CD45RA的初始型T细胞为主，而Breg淋巴细胞含量很高，脐

血独特的免疫细胞的特点，使UCBT后慢性GVHD发生率低，但移植物抗白血病（GVL）效应并不减

弱，恶性血液病患者UCBT后的复发率较低。5）脐血的免疫原性较弱，HLA-Ⅱ类抗原表达率低，几

乎不产生抗体，能耐受非血缘HLA（A，B，DR）1~2/6个位点不合的移植，几乎所有患者都能找到

至少一份HLA 4~6/6位点相合的脐血。 

1.2 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缺点 

1）因为单位脐血中造血干/祖细胞数目较少，UCBT所需的总有核细胞数（TNC）仅为BMT或外

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的1/10~1/20，导致UCBT植入较延缓及植入失败，移植后感染及相关并发症风险

大，移植后的支持治疗要求高，输入红细胞和血小板的量相对增多。2）UCBT后复发的患者缺少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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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淋巴细胞输注的治疗。 

2 非血缘脐血移植中如何选择脐血？ 

临床实践证实，脐血和受者间 HLA 相合程度、脐血中所含有的 TNC 以及 CD34+细胞数是 UCBT

后造血及免疫恢复以及最终影响移植效果的决定性因素。Eurocord[2]推荐：（１）HLA 不合≤2/6 位点

时，应选用 TNC＞3 ×107/kg 受者体重或者 CD34+细胞≥2 ×105/kg 受者体重的脐血进行移植；（2）对

非恶性血液病患者，由于排斥的风险较大，应避免采用 HLA≥2/6 个位点不合的脐血进行移植，同时

应选用 TNC>3.5 ×107/kg 受者体重的脐血进行移植；（3）如果单份脐血不能满足以上要求，可以考虑

双份 UCBT，双份脐血的 TNC≥3 ×107/kg，如果可能，双份脐血之间 HLA 不合应尽量<1/6 个位点。 

纽约血液中心对 1061 例恶性血液病患者进行 UCBT 的结果显示[3]，选择脐血时需同时考虑 HLA

相合情况及 TNC，当 TNC≥5×107/㎏（受者体重），即使 HLA 位点不合，TRM 也未增高；HLA6/6 位

点全合的脐血单位仍然是最理想的脐血来源，而 1 个位点不合且 TNC≥2.5×107/㎏（受者体重）的脐

血和 2 个位点不合 TNC≥5×107/㎏（受者体重）的脐血也是不错的替代选择。 

根据英国2016年脐血移植选择的指南[4]，结合我院单份UCBT治疗恶性血液病的临床结果，鉴于

各脐血库对于TNC尤其是CD34+细胞检测的差异，目前建议单份UCBT脐血的选择：（1）移植受者进

行HLA-A、-B、-C、-DRB1、-DQB1高分辨基因配型，同时做HLA抗体的初筛检测；（2）脐血的初

筛：脐血与受者HLA-A、-B和DRB1高分辨基因配型4/6个位点相合，冷冻前脐血TNC>3×107/kg（受

者体重）、CD34>1.5×105/kg（受者体重）和CFU数高的脐血进行小管复苏；（3）脐血的确定：恶性血

液病：最低满足脐血与受者HLA-A、-B、-C和DRB1高分辨基因配型4/8个位点相合同时HLA-A、-B、

-C、-DRB1和DQB1高分辨基因配型5/10个位点相合，小管复苏TNC和CD34细胞回收率>80%。非恶

性血液病：脐血与受者HLA-A、-B、-C和DRB1高分辨基因配型6/8个位点相合同时HLA-A、-B、-C、

-DRB1和DQB1高分辨基因配型7/10个位点相合，细胞回收率同前；受者体内抗供者特异性HLA抗体

（DSA）的脐血剔除；恶性血液病NIMA优先。 

3 脐血移植技术方案 

预处理方案和预防 GVHD 方案是决定植活、移植疗效和受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在目前基础

研究尚不能突破细胞数量的限制、对 HLA 配型奥秘也尚未突破的前提下，如何克服 UCBT 植入延

迟和植入失败对于提高 UCBT 的疗效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有很多因素对 UCBT 植入有影响，如细胞

数量、HLA 相合程度、移植前的治疗、疾病状态和移植后的免疫抑制等，但在病人和脐血已经选定

的情况下，预处理方案是决定植入的最重要的因素。预处理方案的设计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如

受者基础疾病的性质和状态、脏器功能、年龄、是否有合并症以及供、受者间 HLA 相合情况等。最

佳的预处理方案应该是在保证植入的同时，还能取得较低的移植相关死亡率和复发率。因此含有更

强的免疫抑制清除受者的免疫功能的预处理方案是保证 UCBT 植入的前提。 

由于脐血中所含的 T 淋巴细胞数量低，同时以 NaïveT 淋巴细胞为主，免疫原性弱，所以在预防

GVHD 的方案中不采用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为基础免疫抑制剂为主，利于免疫系统重建，降

低移植后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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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清髓性预处理不含 ATG 的预防 GVHD 的技术方案 

3.1.1 清髓性预处理方案 

（1）以全身照射（TBI）为主的预处理方案：TBI具有抗肿瘤和免疫抑制双重作用，是UCBT治

疗恶性血液病患者所采用的清髓性预处理方案的奠基石。TBI分为单次或分次照射，目前国内外常用

分次TBI，因其具有相对高的治疗效果且副作用小。TBI总剂量大多以12～13.75 Gy 分4~9次照射，

剂量率多在5～7 cGy/min。由于单用全身照射还不足以消灭体内的肿瘤细胞或抑制受者免疫来保证

植入，故常将TBI与化疗药物联用。和TBI联用的药物通常有环磷酰胺（CY）和氟达拉滨（Flu）或阿

糖胞苷（Ara-C）。含高剂量分次TBI方案有：TBI 13.2 Gy + Flu 75 mg/m2 + CY 120 mg/kg；TBI 12 Gy 

+ CY 120 mg/kg + Ara-C 8～12 g/m2及TBI 12 Gy + Flu 150 mg/m2 + Ara-C 10g/m2等，已成为多数移植

中心清髓性UCBT标准的预处理方案，植入率均在90%以上。 

（2） 以化疗药物为主的预处理方案：白消安（BU）是清髓性不含TBI预处理方案的基础，大剂

量BU虽然具有清髓作用，但对成熟淋巴细胞的毒性是有限的，故没有明显的免疫抑制作用，通常在

BU/CY2方案的基础上加用FLU或塞替派（TT）或Ara-C等促进植入。不同剂量的马法兰（MEL）也

作为化疗药物为主的预处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均需增加CY、TT、低剂量的TBI等来促进植入。 

3.1.2 不含ATG的预防GVHD的方案 

目前较多移植中心采用CsA或他克莫司（FK506）联合MMF预防GVHD方案，CsA或FK506用药

基本同其他类型移植，MMF于+1 d始2～3 g/d或25～30 mg·kg-1·d -1)分次口服，通常在60-100d停用。

UCBT中ATG的应用有些争议，多数学者认为ATG的应用可延迟免疫重建、增加移植后严重感染的机

率，增加复发及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的风险。 

我中心采用了清髓性预处理不含ATG的预防GVHD的移植体系，获得97%的植入率。Sun ZM[5]等

先回顾性分析2000年至2011年安徽省立医院血液科，采用单份UCBT治疗58例恶性血液病的疗效。其

中24例接受清髓含ATG方案（BU/CY/ATG或TBI/CY/ATG），34例接受清髓不含ATG的方案

（FLU/BU/CY或Ara-c/TBI/CY）。结果显示清髓不含ATG组的30天中性粒细胞植入率、120天血小板

植入率、3年的总生存（OS）率和3年无病生存（DFS）率均明显优于清髓含ATG组 ( [HR], 2.58, 2.43, 

0.36,0.37；P<0.01, P=0.01, P=0.02, P=0.02)。继而前瞻性验证清髓不含ATG方案的疗效，对2011年至

2015年188例恶性血液病，采用清髓不含ATG方案的单份UCBT。结果显示30天中性粒细胞植入率、

120天血小板植入率、3年DFS和3年GRFS分别为96.3%、88.8%、68.3%和54.1%，均与回顾性研究结

果一致。表明采用清髓性不含ATG的脐血移植体系，解决了脐血植入失败率高的问题，同时使患者

获得低复发低GVHD的良好的生存率。 

3. 2 减低强度预处理方案（RIC） 

RIC为高龄及脏器功能受损的恶性血液病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扩大了UCBT的适应证。

具有预处理耐受性好、植活率高等优势。RIC不能完全清除受者骨髓恶性细胞和异常细胞群，而是依

靠移植后供者来源T细胞介导的GVL效应清除体内残存的白血病细胞。故对于恶性血液病来说，RIC

方案可增加复发的风险，因此主要用于疾病控制良好的、对放化疗敏感的老年或合并症较多不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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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大剂量化放疗的患者。 

2003 年 Barker 等[6]率先报道 43 例患者接受 RIC 的 UCBT，其中 21 例采用 Bu/Flu/TBI、22 例采

用 Cy/Flu/TBI 预处理方案，超过一半的患者接受了 dUCBT，患者均采用 CSA+MMF 预防 GVHD，

脐血与受者 HLA 不合均≤2/6 个位点，42 天髓系植入率 Bu/Flu/TBI 组和 Cy/Flu/TBI 组分别为 76% vs. 

94%（P＜0.01）。1 年 OS 率 Cy/Flu/TBI 组明显高于 Bu/Flu/TBI 组 41%和 24%。 

4 脐血移植对于MRD阳性及难治复发的恶性血液病有很好的疗效 

由于UCBT后具有较强的GVL作用以及较低的慢性GVHD发生率和较好的生存质量，对于治疗微

小残留病（minimal residual disease，MRD）阳性、难治复发的恶性血液病患者优于其他类型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 

Zheng等[7]研究了72例处于CR1和CR2的AML患者采用清髓不含ATG的单份UCBT的疗效。根据

移植前的MRD结果将患者分为MRD阴性（n=40）和阳性（n=32）两组。结果显示两组中性粒细胞植

入时间分别为：17.9（12~31）天和19.5（12~39）天，P= 0.55。血小板植入的时间分别为：37.5 (19~56)

天和 38.6（17~90）天，P=0.67。生存率和复发率也没有显著差异。研究显示，脐血移植能够克服MRD

阳性患者移植后的复发率高和生存率低的问题。 

Zhou H等[8]对比研究UCBT挽救治疗难治复发未缓解的急性白血病患者预处理方案中加入和未

加入地西他滨的疗效。结果显示移植相关死亡率（TRM）地西他滨组8例患者明显低于未用地西他滨

组的9例患者，分别为12.5%和44.4%。2年OS率地西他滨组明显高于未用组（75% vs.44%）。UCBT挽

救治疗未缓解的难治复发急性白血病加用地西他滨明显提高患者疗效。 

Mo XD等[9]比较了2011年1月至2015年6月国内两个中心129例高危儿童ALL患者，分别进行血缘

单倍体移植和UCBT的结果。所有患者年龄均小于或等于14岁，发病时高白细胞患者的比例和移植前

未缓解或复发的患者比例脐血组明显高于单倍组。多因素分析仅显示脐血移植组cGVHD（中重度）

发生率明显低于单倍体移植组，分别为64.0（51.6~76.4）vs 6.3（0.3~12.3）（P<0.001），56.5（42.7~70.3）

vs 3.2（0.0~7.7）（P<0.001）。可见UCBT后的生活质量高，因此脐血移植是治疗儿童高危ALL患者

良好的选择。 

美国最著名的移植中心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10]回顾性分析了2006年至2014年582例恶

性血液病患者的疗效，其中采用UCBT140例、HLA相合非血缘移植344例和HLA9/10相合非血缘移植

98例。研究表明，不论是总组患者还是移植前MRD阳性患者，UCBT移植后疾病复发率明显低于非

血缘的两组，生存率明显高于非血缘的两组，表明脐血移植后有更强的GVL效应，能够提高移植前

MRD阳性的患者的生存率。 

5 UCBT后GRFS率高，移植后生存质量好 

5.1 脐血移植与同胞移植对比 

Zheng等[11]比较了74例15至39岁的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UCBT或同胞相合移植临床结果。研究显

示，UCBT组总的和广泛型慢性GVHD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同胞移植组（21.7% vs 58.0%和5.3% vs 45.5%，

P=0.046、0.008）。UCBT组的5年无严重的急性GVHD和广泛型慢性GVHD也无复发生存（GRFS）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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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显著高于同胞移植组（66.2% vs 37.4%，P =0.037）。 

5.2 脐血移植与非血缘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对比 

Tong等[12]对中国四家移植中心175例急性白血病患者进行了一项回顾性临床研究，其中79例患

者接受UCBT，96例患者接受非血缘外周血干细胞移植（UPBSCT）。结果显示：脐血组HLA不全相

合率高、患者年龄偏小、回输细胞数明显偏低（均P<0.001）、植入速率偏慢（P =0.01），但两组的植

入率相仿。但是，总的和广泛型慢性GVHD明显低（P<0.001和P=0.004）、3年的GRFS高达54.4% vs 

39.5%（P=0.04）。研究认为：UCBT后高质量的生存率优于UPBSCT。 

6 脐血移植的展望 

6.1 改善脐血HSC归巢缺陷，加速造血重建 

研究发现约30％脐血HSC存在归巢缺陷，岩藻糖基化工程Ⅰ-Ⅱ临床试验显示，岩藻糖基化技术

处理的脐血安全有效，中性粒细胞和PLT的植入时间和明显缩短，分别为实验组的患者22例ANC＞

0.5×109/L中位时间17（12~34）天 vs 31例历史对照组26（11~48）天，P=0.0023；PLT>20×109/L中位

时间35（18~100）天 vs 45（27~120）天，P=0.0520，而100天Ⅱ~Ⅳ度、Ⅲ~Ⅳ度aGVHD的累计发生

率和cGVHD累计发生率两组相比无明显差别，为岩藻糖基化修复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6.2  HLA配型的深入探究，精确选择合适的脐血供者 

新近日本学者回顾性总结单份 UCBT 1157 例白血病及 MDS 患者，得出 HLA-DPB1 不合明显降

低移植后 5 年累计复发率（26.6% vs 38.3%，P<0.001）没有增加 aGVHD 的发生率和 TMR，认为

HLA-DPB1 不合的单份 UCBT 治疗白血病可以诱导出很强的 GVL 效应。 

脐血与受者 HLA 配型的奥秘及 KIR 配型对移植疗效的影响，通过全基因组测序及单细胞造血

重建规律的检测，得出位点相合及错配重要性的排序及对移植后疗效的影响，有助于更精确地选择

合适的脐血供者。 

6.3  脐血移植是GVHD与GVL分离的移植类型 

    大量的UCBT治疗恶性血液病的临床结果表明，UCBT与其他各种类型的异基因造血细胞移植不

同处：GVHD发生率低而移植后复发率也低（GVL效应较强），凸显出移植后GVHD与GVL分离的现

象，可能与脐血独特的生物学特性、造血重建中的特点、植入前综合征的发生及免疫重建的规律等

相关。本团队采用清髓性不含ATG的单份UCBT技术体系治疗恶性血液病，初步探讨了UCBT后受者

免疫重建对临床结果的影响发现：（1）移植后可获得较快的淋巴细胞及CD3+CD8+T细胞亚群的重建；

（2）UCBT后早期感染死亡与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及T细胞亚群重建延缓密切相关；（3）UCBT后3个

月快速的B细胞恢复与UCBT后无慢性GVHD生存密切相关。如何进一步降低脐血移植的GVHD并增

强其GVL作用的研究也正在探索中，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探明UCBT后GVHD及GVL分离的机制。 

当今细胞治疗风起云涌及靶向治疗药不断涌现的时代，作为临床应用50年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技术，迎来了巨大的挑战，移植治愈恶性血液病的目标已成为昨天，移植后的患者成为正常人

报答社会才是我们的目标，脐血移植的临床疗效已显示出很好地的优势和潜力，已被广泛应用于儿

童和成人恶性及非恶性血液系统疾病的治疗。另外，脐血及脐带在某些遗传代谢性疾病、自身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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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疾病、脑瘫等治疗中可能具有更加广泛的应用前景。相信随着对脐血的生物学和免疫特性的基础

以及临床研究的深入，UCBT的临床应用将会越来越广泛，成为更多患者的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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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流式MRD判断MM预后的四种模式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娟  谷景立 

 

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ma, MM）是浆细胞的恶性肿瘤，恶性浆细胞浸润骨髓并分泌单克

隆免疫球蛋白，引起高钙血症、肾功能损害、贫血和骨质破坏等并发症[1]。多发性骨髓瘤是常见的血

液肿瘤。随着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以及新药包括蛋白酶体抑制剂和免疫调节剂的广泛应用，骨髓瘤

的完全缓解率不断提高，长期生存期也显著延长[2]。随着治疗缓解深度不断加深，传统疗效评价中的

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on, CR）已无法满足新药时代MM患者的疗效评价需求。比CR更深的缓解

需要用检测微小残留病灶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 的方法来评价。目前公认的MRD检测

方法包括流式、二代测序以及全身功能影像学。IMWG已在2016年提出了相应的MRD疗效评价标准

[3]。 

在接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中，流式MRD的预后价值已被充分肯定[4-8]，

获得流式MRD阴性的患者不仅有更长的PFS，更重要的是他们的OS也延长。MRC IX试验中，微小残

留病变水平每下降一个log，OS可延长1年[9]。但是流式MRD在移植MM患者中的预后价值仍存在不

少问题未解决[10]。比如什么时候才是接受移植MM患者的最佳流式MRD检测时点？现有的各个研究

的MRD检测时点不一。多数MRD检测时点为单时点，分别在移植前、移植后或维持治疗中。少数两

个研究有两个或以上的时点检测[6,11]，结果提示多点MRD阴性比单个点MRD阴性者有更好的长生存。

另外，MRD阴性应持续多久才能被认为是持续MRD阴性？什么是MRD检测合适的频率？这些问题

至今还没有答案。 

为了尝试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分析了本中心从2010年开始接受含硼替佐米新药诱导序贯自体造

血干细胞移植以及后续维持治疗的MM患者预后和流式MRD的相关性。治疗的详细方法可以参考我

们已发表在中华血液学杂志上的文章[12]。所纳入的104例MM患者均从诱导结束后开始检测流式MRD, 

移植后的流式MRD检测时点包括移植后3、6、9、12、18、24个月，24个月后每半年至1年行MRD检

测至疾病进展或死亡。MRD检测采用的是6色流式的方法，抗体标记为CD38、CD45、CD19、CD20、

CD56、CD54、CD138、ckappa以及clambda。流式检测细胞数100万个，以检测出≥20个异常表型的

浆细胞为阳性，检测的敏感度为10-4至10-5。 

结果显示移植前有36.5%的患者获得MRD阴性，ASCT治疗使MRD阴性率在移植后1个月显著上

升至56.7%（P=0.004）。随着维持治疗的进行，MRD阴性率进一步提高，移植后6个月MRD阴性率显

著高于移植后1个月（70.3% vs 56.7%, P=0.044）。移植后6个月至24个月期间，MRD阴性率波动在

70.3%~77.8%。然而，当对不同FISH危险分层的患者进行亚组分析，我们发现高危与低危FISH的患

者MRD阴性率有不同的变化规律。低危FISH的MM患者随着治疗的进行，MRD阴性率不断上升，在

移植后24个月达到92.1%；而高危FISH的MM患者从移植后18个月开始MRD阴性率显著下降，在移植

后24个月下降至移植前的水平。 

进一步通过单因素分析各个时点MRD状态与长生存的相关性，我们发现移植前后所有时点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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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MRD状态均与TTP相关，移植后所有时点的MRD状态则与OS相关。我们再把年龄、ISS分期、LDH

水平以及FISH等已知的预后因素加上各时点MRD状态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移植后所有时点

MRD状态均是TTP的独立影响因素而移植后第6、第9、第12个月MRD状态是OS的独立影响因素。本

研究结果可以解释为什么之前文献中各个研究的MRD检测时点五花八门，但只要获得MRD阴性都同

样有较好的长期生存。 

但是单纯从某一个时点的MRD角度进行分析并不能回答持续MRD阴性应持续多长时间、MRD

合适的检测频率以及MRD最佳检测时点等问题。因此，我们改变分析的策略，尝试把多个时点的MRD

状态结合起来进行动态的分析。 

我们首先分析所有发生疾病进展的26例患者的MRD演变模式，结果显示疾病进展的患者有三种

MRD演变模式。第一种复发患者的MRD模式为移植前阳性，但移植后转阴性（n=10）。这10例患者

丧失MRD阴性的中位时点为移植后第21（9~30）个月，中位MRD持续阴性时间为17（3~47）个月。

丧失MRD阴性至疾病进展的中位时间为7.0（0.4~28.7）个月。第二种复发患者的MRD模式为移植前

阴性，但移植后转阳性（n=5）。5例患者分别在移植后第3、9、12、18及18个月丧失MRD阴性，移植

后MRD阴性的中位持续时间为12个月，丧失MRD阴性至疾病进展的中位时间为4.2（2.3~14.4）个月。

上述两种MRD模式15例患者丧失MRD阴性至疾病进展的中位时间为4.6个月（0.4~28.7个月）。第三

种复发患者的MRD模式为自移植前起持续MRD阳性（n=11）,移植后MRD阳性持续中位9个月发生疾

病进展。 

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那些从移植前至移植后24个月持续MRD阴性的患者（n=33）均未发生疾

病进展。这33例患者MRD阴性的中位持续时间为24（3~60）。至研究随访截点为止，所有移植后MRD

阴性持续时间超过24个月的患者（n=14）均持续处于MRD阴性状态。  

综合上述结果，我们把我们把患者的MRD动态演变可分为4种不同的模式：模式1：移植前起持

续MRD阴性（n=33），该模式无一例患者发生疾病进展；模式2：移植前阳性，但移植后转阴性（n 

=45），该模式的患者有10例发生疾病进展；模式3：移植前阴性，但移植后转阳性（n=5），该模式的

患者全部疾病进展；模式4：移植前起持续阳性（n=21），该模式的患者有11例发生疾病进展。模式

1-4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48.9（4.0~93.1）个月、32.8（14.0~64.9）个月、35.2（16.0~58.9）个

月以及32.8（14.1~64.9）个月。MRD模式1的患者均未发生疾病进展，TTP优于所有其他的模式[中位

TTP未达到vs未达到，（15.4±2.4）个月vs （16.9±3.0）个月；P值分别为0.003、0.000、0.000]。MRD

模式1的患者只有1例患者在移植后4个月因重症肺炎发生非骨髓瘤相关死亡。模式1患者的OS显著优

于模式3的患者[中位OS未达到 vs（35.2±18.62）个月，P =0.000] 以及MRD模式4的患者[未达到 vs

（23.8 ± 15.0）个月，P=0.000]，但和模式2的患者比较尚没有显著性差异（未达到 vs.未达到，P =0.229）。

模式2患者的预后居中，TTP及OS均显著优于模式3（P =0.000、P =0.000）及模式4的患者（P =0.000、

P =0.000）。模式3及模式4患者的预后均较差，两组的TTP（P =0.404）和OS（P =0.981）比较均无统

计学差异。 

在MM患者中进行多个时点序列监测MRD的研究较少，而系列监测MRD的研究则更少。之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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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2个研究动态观察了MM患者移植后MRD的情况[13,14]。我们的研究与之比较，首先我们是从移植前

开始监测MRD，有更大的监测跨度，能提供疾病治疗全过程完整的MRD演变情况；其次我们的研究

为超过100例的大样本研究，而他们的研究例数较少，仅分别有25和39例；而且我们的研究中，患者

均较严格按方案按时进行了MRD监测，因此更能准确分析时点以及持续时间。 

本研究通过对流式MRD状态的动态分析，识别出从移植前开始一直持续MRD阴性2年这一类型

患者的预后特别好。这些患者在移植前即获得MRD阴性，提示蛋白酶体抑制剂硼替佐米已经可以杀

灭这些患者绝大多数的MM克隆。已有研究表明移植前及移植后均获得MRD阴性的患者预后要优于

仅在移植后获得MRD阴性的患者[9]。这些患者移植后2年可以持续MRD阴性提示这些患者体内残存

的MM克隆对所接受的维持治疗敏感。而且这些患者中随访超过2年后MRD也持续维持阴性，提示患

者处于持续深度缓解状态。 

相反，那些在移植前获得MRD阴性的患者，如果MRD阴性状态不能持续2年，MRD转阳后很快

复发。这群患者的预后与那些从移植前开始至移植后2年都未获得MRD阴性的患者一样差。与获得持

续CR的情况类似[15]，获得持续MRD阴性比单纯早获得MRD阴性更为重要。IMWG在指南中提出MRD

持续状态定义为相隔1年两次MRD检测均阳性[3]。但是根据我们的研究显示，仅仅持续一年的MRD

阴性是不够的。本研究中模式2及3中发生疾病进展的15例患者除了2例患者MRD阴性持续时间超过2

年外，其余11例患者MRD阴性状态持续时间均<2年，他们的MRD中位持续时间仅为17个月。而我们

模式1的患者MRD阴性中位持续时间达到2年，中位随访接近3年，没有患者发生疾病进展。因此，我

们认为MRD阴性持续状态应该定义为至少持续2年。 

我们的研究显示丧失MRD阴性后患者均出现疾病进展，提示对于曾经获得MRD阴性的患者如果

MRD转阳可以提早预测疾病进展，可以考虑对这些患者进行提早干预。基于本研究中患者MRD转阳

后至疾病进展的中位时间为4.6个月，我们建议对于接受ASCT治疗的MM患者可每隔4~6个月复查流

式MRD。大部分患者丧失MRD阴性后至疾病进展的时间都比较短（<9个月），只有小部分患者丧失

MRD阴性后疾病仍可以稳定较长的时间（12~28.7个月）。这两种患者丧失MRD后疾病进展的速率差

异较大，是否与患者丧失MRD阴性时MM克隆的生物学特性相关？现已有多个研究比较MRD时与诊

断时MM细胞的生物学特性[16-17]，但尚未比较丧失MRD后不同疾病进展速度患者的MM细胞生物学

特性。而且在MRD阴性状态下，疾病进展的速度除了与MM本身的生物学特性相关外，可能与骨髓

微环境以及患者的免疫监测肿瘤状态相关[18]。因此，需要进一步对这些患者在丧失MRD阴性时的MM

细胞以及他们的骨髓微环境及免疫表达谱进行分析。 

虽然我们的研究所采用的6色流式MRD检测方法的敏感性不够10-5，但6色流式的普及率更高。

在中国，每次骨髓穿刺及骨髓液流式分析MRD的费用大约为250美金，相对于二代流式及二代测序的

MRD检测方法，我们所采用的序列流式MRD检测方法的费用相对较低。我们的研究以多时点检测来

换取检测敏感度的方法，能较好预测预后，可广泛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具有较高的可行性。 

结论：本研究通过监测移植前后MM患者的流式MRD动态变化，发现4种MRD演变模式，能较好

的预测接受新药诱导序贯ASCT以及维持治疗MM患者的疾病复发以及长期生存。持续MRD阴性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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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持续MRD阴性≥2年。为了早期预测疾病复发，需要在移植后每隔4~6个月复查流式MRD情况。

我们的研究提示动态监测MRD状态优于单个时点的MRD检测，研究部分回答了适合移植MM患者

MRD阴性持续时间以及检测频率的问题。本研究结果仍需进一步在其他前瞻性实验中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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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分子异质性的 NK/T 细胞淋巴瘤的治疗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赵维莅  熊杰 

 

NK/T 细胞淋巴瘤（Natural killer/T-cell lymphoma，NKTCL）是最常见的结外淋巴瘤，多累及鼻

及鼻旁部位（如鼻腔、鼻咽、副鼻窦、扁桃体、口咽等），高发于亚洲和南美洲人群，是一种高度侵

袭性的恶性肿瘤[1]。病理学表现为 CD56 阳性和胞质 CD3 阳性淋巴细胞恶性增殖，呈现血管中心性、

血管损伤性、凝固性坏死等特征[2]。NKTCL 与 Epstein-Barr 病毒（EBV）感染密切相关，原位杂交

实验（in situ hybridization，ISH）证实，几乎所有患者肿瘤组织 EBV 编码小 RNA（EBV-encoded early 

small RNA，EBER）均阳性，然而其具体的致病机制有待进一步阐明[3]。 

近年来，组学研究极大地推进了 NKTCL 致病机制及疾病进展分子靶标的研究。比较基因组杂

交（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n）研究发现，NKTCL 中染色体区段 6q21 缺失常见，导致 PRDM1，

HACE1，FOXO3，ATG5 和 AIM1 等抑癌基因功能丧失[4-6]。此外，基因表达谱（gene-expression profiling）

研究发现，NKTCL 肿瘤细胞与正常 NK 细胞存在显著差异，包括 NF-κB、MAPK 和 JAK-STAT 等致

癌信号通路的异常激活[7-8]。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为进一步明确 NKTCL 的分子致病机制，我们对 25 例 NKTCL 患者进

行了全外显子测序研究，对验证组 80 例患者进行靶向测序研究[9]，首次发现并报道了以 RNA 解旋

酶基因 DDX3X（21/105，20.0%）为代表，包括抑癌基因（TP53 和 MGA），JAK-STAT 信号分子（STAT3

和 STAT5B），表观遗传学调控因子（MLL2，ARID1A，EP300 和 ASXL3）等一系列重要高频重现突

变。此外，功能学研究发现，突变型 DDX3X 的 RNA 解旋能力相较于野生型蛋白显著降低，对细胞

周期相关、NF-κB 和 MAPK 信号通路的抑制功能丧失。NKTCL 患者肿瘤组织 RNA 测序研究进一步

证实，DDX3X 和表观遗传学相关基因突变的患者肿瘤组织基因表达谱具有显著异常。众所周知，

NKTCL 与 EBV 感染密切相关，EBV 在 NKTCL 的致病过程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为了解答

这一问题，我们运用捕获测序的方法对肿瘤组织中EBV序列进行检测发现，EBV整合可存在于WNT/

钙离子信号、细胞因子、DDX3X/TP53 相关信号、转录调控/泛素化调控、Ras 信号及代谢相关信号

调控的通路中。临床分析发现，DDX3X 突变患者的疗效及预后均较差，是独立于 IPI 评分的预后相

关因素。整合淋巴瘤国际预后指数（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IPI），DDX3X 和 TP53 基因突变状

态构建临床-生物学预后评分体系，可将 CHOP 方案治疗患者分为三组：低危组（IPI 评分 0~1 分，

DDX3X 野生型，TP53 野生型）、中危组（IPI 评分 0~1 分，DDX3X 突变或 TP53 突变；或 IPI 评分

2~5 分，DDX3X 野生型，TP53 野生型）和高危组（IPI 评分 2~5 分，DDX3X 突变或 TP53 突变），

三组间临床预后具有显著差异。 

虽然当前化疗和放疗等治疗策略的联合应用已显著改善了 NKTCL 患者疗效，但是 NK/TCL 的

临床预后依旧较差，缺乏靶向治疗策略[2]。近年来，一系列二期临床研究报道了基于门冬酰胺酶的化

疗方案（如 SMILE，AspMetDex 和 P-GEMOX 方案等）在 NKTCL 的治疗中疗效显著[10-13]。我们注

册并开展了“甲氨蝶呤（methotrexate，MTX）、依托泊苷（etoposide，Vp16）、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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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和培门冬酶（pegaspargase，Peg-ASP）组合的 MESA 化疗方案联合放疗治疗 Ann Arbor 分期

I-II 期初发结外鼻型 NK/TCL 的疗效及安全性评估”的二期临床研究（NCT02825147）[10]。并在上述

抗代谢治疗方案临床试验的基础之上开展了 NKTCL 血清代谢组学及分子靶标研究。共计入组 40 例

患者，中期评估总有效率（overall response rate，ORR）为 92.1%（35/38，95%CI，83.1%~100%），

完全缓解（complete remission，CR）率为 71.1%（27/38，95%CI，57.9%~84.2%），2 年无进展生存

率（2y-PFS）为 89.1%，2 年总生存率（2y-OS）为 92.0%。对 NKTCL 患者血清代谢谱进行检测发

现，相较于正常志愿者存在显著的氨基酸代谢相关通路的异常调控。通过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的方法筛选出预后相关的代谢分子标志物：门冬氨酸（aspartate）、谷氨酸

（glutamate）、丙氨酸（alanine）和琥珀酸（succinate），构建了基于血清代谢物质定量检测的预后相

关函数-AspM 评分（Asparaginase-associated metabolic score）。实验组和验证组队列均证实，AspM 评

分与基于门冬酰胺酶的抗代谢治疗方案的治疗疗效及患者的生存预后具有显著相关性。多因素分析

发现，AspM 评分是独立于 NKTCL 临床预后指数 PINK（prognostic index of natural-killer lymphoma）

和 PINK-E（PINK combined with Epstein-Barr virus DNA）的独立预后因素。 

另一方面，新的靶向治疗药物，如靶向 DDX3X 的治疗策略、靶向 JAK/STAT 信号通路的 JAK

抑制剂、靶向表观遗传学异常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tion，HDAC）抑制剂和

AKT/mTOR 抑制剂，在 NKTCL 的治疗中具有极大的潜力[14-18]。近年来，文献报道 7 例经多种化疗

方案（包括基于门冬酰胺酶的方案和造血干细胞异体移植等）治疗无效的男性 NKTCL 患者对 PD1

抗体 pembrolizumab 治疗敏感，临床指标、影像学指标（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PET），形态

学及分子生物学（循环 EBV DNA）评估均证实其对治疗有效。其中，2 例患者所有指标均达到 CR，

3 名患者达到临床和影像学 CR[19]。Pembrolizumab 靶向抑制 PD1 用于治疗门冬酰胺酶方案无效患者

具有极大的应用前景。 

NKTCL 的基础研究未来还有待进一步加强。EBV 相关的致病机制和临床预后研究，复发/难治

患者的遗传学异常等都是二代测序时代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此外，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应尽快在中

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开展，以获得基于门冬酰胺酶或 PD1 抗体的治疗方案的随机队列研究数据，最

终实现基于分子异质性的精准治疗，使 NKTCL 早日变成一种可被治愈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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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医疗时代 B 细胞淋巴瘤的诊治现状 

山东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山东大学临床医学院  王欣 

 

精准医疗是基于疾病分子生物学的疾病诊疗新模式，其旨在综合使用高通量测序等多种先进检

测技术，联合大数据平台，实现疾病的精准诊断、精准治疗。 

1.B 细胞淋巴瘤 

B 细胞淋巴瘤（B-cell non-Hodgkin lymphoma，B-NHL）是非霍奇金淋巴瘤中最常见的类型，占

NHL 的 70~85%，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及遗传不稳定性。尽管免疫治疗的产生显著改善了 B-NHL 患者

的预后，但仍有约 1/3 的患者初治耐药或缓解后复发而不能治愈。随着分子生物技术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研究表明 B-NHL 中存在多种基因突变（TP53、MYC、BCL6 等）及信号转导异常（如 BCR 信

号通路、NF-κB 通路），临床亟待精准诊疗手段改善 B-NHL 的疗效及预后。 

2.B-NHL 精准诊断技术 

近年来，许多新型 B-NHL 诊断标记物相继被提出，包括生物标记物、放射组学、代谢组学、分

子病理学等。通过基因组学、蛋白组、代谢组学等技术，结合大数据综合分析，识别有潜在临床应

用价值的靶点，用于恶性肿瘤的早期筛查、诊断、预后、复发转移监测、疗效和安全性评估等。高通

量检测技术已广泛应用于 B-NHL 的基因组学研究，通过不同类型的微阵列平台或二代测序技术可以

从基因组、转录组对 B-NHL 的分子标记物进行检测,为不同亚型 B-NHL 的精确诊断及预后分层提

供了分子标记物。此外，大数据及生物信息学的进步极大的推动了肿瘤精准医疗的发展，目前常用

的用于肿瘤研究的数据库包括 TCGA 和 Oncomine 数据库，可以使用上述数据库进行特定基因的差

异表达分析、共表达分析、富集分析等。不同类型 B-NHL 中的基因突变频率，包括 TP53, BIRC3, 

ATM 等多种突变基因及信号通路（BCR 通路、NOTCH 通路、NF-κB 通路及 MAPK 通路等）。在同

一类型 B-NHL 的不同亚型中，基因突变亦不同，如在 GCB-DLBCL 中，常见的基因突变包括 BCL2、

GNA13、EZH2 等，在 ABC-DLBCL 中常见的基因突变包括 MYD88、BCL2、CD79 等。 

2018 年 4 月份发表于《N Engl J Med》的一项研究，根据 DLBCL 的遗传学特点，对 DLBCL 进

行了更进一步的遗传学分类，试图根据肿瘤遗传学改变找出新的治疗方向，使 DLBCL 的分类迈出

更精准一步。该研究对 574 例 DLBCL 患者的活检标本进行了检测，主要的方法是外显子和转录组

测序，基于芯片的基因拷贝数分析，并且对存在反复异常的 372 个基因进行了扩增子的测序检测分

析。最后基于这些遗传学的改变的共同发生分布情况，研发出一套算法来进行基因分型。将 DLBCL

分成 BN2 型（BCL6 融合和 Notch2 基因突变）、EZB 型（EZH2 基因突变和 Bcl2 易位）、MCD 型

（MYD88 L265P 突变,CD79B 共生）、N1 型（NOTCH1 突变）。其中 BN2 型及 EZB 型治疗反应较好

（5 年 OS 分别为 68%、65%），MCD 型及 N1 型疗效不佳（5 年 OS 分别为 26%、36%）。通过与传

统分型对比发现，该分型对于预后的判断更为准确和具体化，有利于临床筛选对于化疗不敏感的高

危患者，并根据具体基因学改变选择靶向药物尽早进行干预，改善预后。 

此外，代谢组学研究发现 B-NHL 患者在芳香族化合物代谢、甘氨酸，丝氨酸和苏氨酸代谢、脂

肪酸代谢、糖酵解、三羧酸循环及戊糖磷酸途径等代谢通路上均有较为显著的改变。一项关于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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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与 NHL 发病风险关系的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循环长链饱和脂肪酸水

平与 B-NHL（CLL/SLL 除外）的发病风险呈负相关。以 18F-FDG PET/CT 为代表的放射组学技术被

广泛用于 B-NHL 的临床诊疗工作中，特别是 B-NHL 的准确分期及疗效评价。 

液态活检是一种快速、简便的癌症血液检测方法，可以非介入性、可重复性的抽取肿瘤样本，

快速判断疗效，监测耐药发生并调整治疗方案。常用的液态活检方式包括：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CTC）、循环肿瘤 DNA（circulating tumorDNA, ctDNA/cfDNA）、外泌体（exosome）等。

2016 年 1 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了首个 CTC 试剂盒，液态活检技术正式应用于临床。肿

瘤特异性的 DNA 可以存在于淋巴瘤 PBMC 中或者以细胞游离 DNA 的形式存在。ctDNA 检测可用

于 NHL 的早期筛查、实时监控、疗效评价及预后判断。2015 年《Lancet Oncology》发表的一项研究

对 126 例 DLBCL 患者不同时期的 ctDNA 进行了受体基因 VDJ 区域二代测序，结果表明，ctDNA 能

比 PET-CT 扫描提前 3.5 个月预测出 DLBCL 复发。Rossi 等研究证实血浆游离肿瘤 DNA 在 DLBCL

诊断中的敏感性为 97.1% (95%CI 89.5~99.8)。 

3.B-NHL 治疗新进展 

（1）联合化疗 

根据 NCCN 指南，以 R-CHOP 为基础的方案为 DLBCL 的一线化疗方案。然而，对于难治/复发

DLBCL，R-ICE 或 R-DHAP 方案后进行大剂量化疗或自体干细胞移植是较常用的两种方案。2018 年

4 月《Blood》发表了一项 Ibrutinib 联合 R-ICE 方案治疗难治/复发 DLBCL 的单中心、I 期临床试验，

该研究共纳入 20 例难治/复发 DLBCL 患者，给予 3 周期的 Ibrutinib 联合 R-ICE 方案治疗，ORR 为

90%，其中 CR 率为 55%，PR 率为 35%。12 月 EFS 为 51%(95%CI 33~79) ,12 月 PFS 为 62%（95%CI 

43~90），12 月 OS 为 65%(95%CI 46~93)。 

（2）靶向治疗 

2001 年，第一个 BCR/ABL 激酶抑制剂格列卫治疗 Ph+CML，开创了靶向激酶信号通路治疗肿

瘤的先河。近年来，许多靶向于信号通路及靶分子的新型药物相继被报道并在临床应用中显示出较

好的疗效，包括 BTK 抑制剂 Ibrutinib, STAT3 抑制剂 Vorinostat、RAF 抑制剂 Sorafenib、PI3K 抑制

剂 Idelalisib、SYK 抑制剂 Fostamatinib、Bcl2 抑制剂 Venetoclax 等。2017 年 8 月，全球首个口服 BTK

抑制剂（依鲁替尼）正式获得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批准，用于治疗 CLL 及 MCL 患

者。 

《N Engl J Med》最近发表了一项 Ibrutinib 联合 BCL2 抑制剂 Venetoclax 双靶向治疗 MCL 的开

放、单臂、II 期临床试验，该研究共纳入 24 例 r/r MCL 患者，所有患者自第 1 周开始用 Ibrutinib 单

药治疗（560 mg/d），在第 5 周引入 Venetoclax，以 50 mg/d 口服开始，并逐渐增加至 400 mg/d。患

者持续服用此两种药物，直至癌症进展或发生不可接受的不良事件。12 月 PFS 为 75%(95% CI 

60~94),DR 为 78%(95% CI 59~100) ,OS 为 79% (95% CI 64~97)。此外，DLBCL 中亦有较多靶向药物

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如 mTOR 抑制剂 Temsirolimus,EZH2 抑制剂 EPZ-6438，JAK1/2 抑制剂 Ruxolitinib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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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6 月 14 日，卢加诺第 14 届国际淋巴瘤大会（ICML）报道了一项开放的多中心 II 期临

床试验，论证了新型 EZH2 抑制剂 Tazemetostat 治疗复发/难治 NHL 的疗效与安全性。截至 2017 年

2 月 28 日，已入组 165 例 Tazemetostat 单药治疗复发/难治 DLBCL 或 FL 患者，给予 Tazemetostat 单

药口服（800 mg bid）。对 149 例患者中期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平均之前已接受过 3 个方案治疗）：

在具有 EZH2 突变的 DLBCL 患者（N=10）中，ORR 为 40%，在无 EZH2 突变的 DLBCL 患者（N=85）

中，ORR 为 18%；在 EZH2 突变的 FL 患者（N=8）中，ORR 为 63%，无 EZH2 突变的 FL 患者

（N=46）中，ORR 为 28%。分别有 38%伴 EZH2 突变和 30%无 EZH2 突变的 FL 患者处于 SD 状态。

结果显示：Tazemetostat 治疗复发难治 DLBCL 和 FL 具有初步有效性及较好的安全性。对于具有

EZH2 突变的患者更能从中获益。 

（3）免疫治疗 

单克隆抗体 

以美罗华为代表的 CD20 单抗的在 B-NHL 的治疗中取得突破性进展，近年来，B-NHL 其他类

型的新型单克隆抗体（CD20,CD22,CD23,CD52,CD80 单抗等）亦在进行临床试验中。  

CAR-T 细胞治疗 

CAR-T 细胞疗法在难治/复发 B 细胞淋巴瘤的临床诊疗中显示出较好疗效。2017 年，美国 FDA

批准 Kymriah CAR-T 疗法上市，用于治疗复发/难治 B-ALL；同年，CAR-T 疗法 Yescarta 上市，被

批准用于复发的特定类型的 B-NHL。 

目前国际已开展的 3 项关键临床试验（ZUMA-1、JULIET、TRANSCEND）成为 CAR-T 应用于

DLBCL 治疗的里程碑。2017 年 12 月，《N Engl J Med》发表了 ZUMA-1 的 II 期临床试验结果，共

111 例 B-NHL 患者参与试验，其中 101 例接受了治疗，ORR 为 82%，CR 率为 58%，中位随访时间

15.4 月，42%的患者维持缓解，40%患者部分缓解，总生存率为 52%。在 JULIET 的全球关键 II 期临

床试验中，研究人员评估了 CTL019 在复发/难治性 DLBCL 患者中的疗效。截至 2017 年 3 月，共招

募 147 例 DLBCL 患者，99 例接受了单剂量的 CTL019 输注。ORR 为 53.1%，其中 CR 率为 39.5%， 

PR 率为 13.6%。2017ASH 会议报道了 TRANSCEND 研究的最近临床进展，该研究以 CD19 为靶点

的 CAR-T 细胞药物-JCAR017 为核心分析 49 例 DLBCL 患者(N = 49)的数据，截止到 2017 年 7 月 7

日，ORR 为 84%(n=41/49)，CR 率为 61%(n=30/49)。针对 DLBCL 治疗，CAR-T 细胞治疗正在从 3

线或 4 线走向 2 线治疗。对第一次复发或对 R-CHOP 没有完全缓解的 DLBCL，自体骨髓移植还是

自体 CAR-T 细胞治疗更有效？在不远的未来，就会有答案。2017 年《N Engl J Med》公布了 CTL019

治疗难治/复发的 FL 最新临床数据，14 例 FL 中 10 例获得完全缓解，CR 率为 71% (95% CI 42~92)。

中位随访 28.6 个月，PFS 为 70%，RD 为 89%，OS 为 91%。目前，CAR-T 细胞治疗依然面临着诸

多挑战，包括如何提高 CAR-T 细胞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预处理方案的进一步优化、CAR-T 细胞

治疗的联合用药，以及改善治疗成本，让更多的患者获益。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包括程序性死亡分子 1 及其配体（PD-1/PD-L1）抗体及细胞毒性 T 细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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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抗原 4（CTLA-4）抗体，在黑色素瘤等多种实体瘤中已显示出较好疗效，在淋巴瘤治疗领域目前

也已取得较大进展。 

（1）PD-1 抗体 

使用 PD-1 抑制剂阻断 PD-1 信号通路可以逆转肿瘤免疫微环境，增强内源性抗肿瘤免疫效应。

目前研究较多的 PD-1 抗体包括：Pidilzumab、Nivolumab、Pembrolizumab 等。Nivolumab 用于 r/r B-

NHL 的 I 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入组 10 例 FL 的 ORR 为 40%,CR 率 10%,11 例 DLBCL 的 ORR 为

36%,CR 率 18%。 Pidilizumab 用于接受 AHSCT 后 DLBCL 患者的 II 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ORR 为

51%, 16 个月 PFS 为 72%,OS 为 85%。Pidilizumab 用于复发 FL 的 II 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ORR 为

66%，CR 率 52%,中位 PFS 为 18.8 月。 

（2）CTLA-4 抗体 

CTLA-4 为 T 细胞表面表达的一类共刺激分子，与 B7 分子结合后诱导 T 淋巴细胞无反应性，

CTLA-4抗体可有效、特异的抑制细胞和体液免疫。目前研究较多的靶向CTLA-4抗体包括 Ipilimumab、

Tremelimumab 等。Ipilimumab 用于 r/r DLBCL 的 I 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入组的 3 例 r/rDLBCL 患

者中 1 例获得 CR，DOR（持续反应时间）大约 31 个月。Ipilimumab 用于 r/r DLBCL 的 I 期临床试

验结果显示，入组的 3 例 r/rDLBCL 患者中 1 例获得 CR，DOR（持续反应时间）约 31 个月。此外，

目前正在开展 Ipilimumab 联合 Rituximab 用于 r/r B-NHL 的 I 期临床试验，以及 Ipilimumab 联合

CD19 CAR-T 治疗 r/r B-NHL 的 I/II 期临床试验。 

高通量测序技术及精准医学的发展为 B-NHL 的诊疗提供了大量的科学数据及新的靶标。新型靶

向药物及细胞免疫疗法为 B-NHL 的个体化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B-NHL 精准医疗的发展是多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对 B-NHL 发病机制、克隆演变、高通量检测技术与临床规范诊疗的结合、预

后分子标记物的深入研究以及对多种研究平台（基因组、蛋白组、代谢组）数据的整合。但目前依

然面临诸多挑战，如针对不同 B-NHL 亚型的驱动基因开展临床转化研究问题、B-NHL 的克隆多样

性及克隆演变问题、NGS 数据的临床标准化问题、B-NHL 新型靶向药物的药代动力学及疗效监测、

B-NHL 精准预后标记物的临床应用以及如何将大量的数据转换为有效的个体化治疗等问题。进一步

推动 B 细胞淋巴瘤精准医疗，有望改善 B-NHL 特别是 r/r B-NHL 的临床疗效及预后，开启 B-NHL

诊疗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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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S 的分子诊断和分型进展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苏宁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MDS）是由遗传学异常驱动的克隆性造血干细

胞或祖细胞性疾病，通常表现为全血细胞减少、病态造血及向白血病转化的高风险。细胞形态学和

细胞遗传学异常是目前确立 MDS 诊断的主要参数。近年来，随着基因测序技术（尤其是二代测序技

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大多数 MDS 患者可检出基因突变，对 MDS 的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估

等均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约 90%的患者存在基因突变，超过 50 种基因突变与 MDS 的发病机制、转

白机制、治疗反应和生存预后相关。 

一、细胞遗传学异常 

染色体分析结果在 MDS 的诊断、分型和预后判断中的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40%~70%的

原发性 MDS 和约 95%左右的治疗相关性 MDS(t-MDS)伴克隆性细胞遗传学异常。其细胞遗传学异

常的类型呈现很大的异质性，包括各种染色体数目和结构异常，几乎涉及每对染色体。染色体异常

可达数百种，绝大多数缺乏特异性，即不仅见于 MDS,也可见于 AML 和 MPD。和主要以染色体易

位和倒位等结构异常为特征的 AML 相比，MDS 的染色体畸变主要以染色体缺失和数目异常（增加

或丢失）为主，即以不平衡异常为主，提示其发病的分子机制主要为肿瘤抑制基因丢失或者与单倍

基因剂量不足有关。 

对所有怀疑 MDS 的患者均应进行染色体核型检测，需检测 20～25 个骨髓细胞的中期分裂相。

核型按照 ISCN 指南要求描述。至少 2 个骨髓细胞中获得相同的染色体增加或结构异常，或者至少 3

个细胞中发现相同的染色体丢失，方可确认存在异常克隆。在 2 个以上细胞中出现至少 3 个独立的

染色体异常则为复杂染色体异常。在原有核型异常外，又在 2～3 个以上细胞中出现新的克隆性改变，

为克隆演变。 

目前国内外已有大量有关 MDS 细胞遗传学检测的大系列报道，德国和奥地利 MDS 协作组 

(GAMSG)报道了迄今世界上较大系列的 MDS 染色体研究。2124 例 MDS 中有 2072 例（97.6%）成

功进行了细胞遗传学分析，其中 1084 例（52.3%）检出克隆性染色体异常，主要异常有 5q-、-7/7q-、

+8、-18/18q-、20q-、-5、–Y、+21、-17/17p-、inv/t(3q)、 +11、+1q、-21、+11、-12、12p-、t(5q)、

11q- 、9q-、 t(7q)和-20 等 21 种异常。 

目前有关 MDS 的大系列报道均以欧美为主，而国内的报道病例数及连续性均存在不足。多个研

究发现，MDS 的细胞遗传学遗传具有种族和地域差异，因此大系列连续性的 MDS 临床及生物学研

究对了解我国本地区 MDS 细胞遗传学异常情况有重要意义。我们对本实验室 25 年连续检测的 MDS

患者进行了染色体结果分析。2215 例 MDS 患者中，男性 1304 例，女性 911 例，男/女比例为 1.43:1，

中位年龄 55 岁(6-93 岁)，原始细胞比例中位值为 3.5%。就细胞遗传学而言，正常核型患者 1237 例，

占 55.8%（1237/2215），异常核型 941 例，占 42.5%（941/2215），其中复杂核型 271 例，占所有 MDS 

患者的 12.2%（271/2215）。在核型异常患者中，我们对其涉及到的各条染色体进行统计分类。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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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涉及 8 号染色体的异常最为多见，共 330 例，占所有克隆性染色体异常的 35.1% 

（330/941）；涉及 5 号染色体异常患者 232 例，占 24.7%；7 号染色体的异常仅稍次于 5 号染色体，

228 例，占克隆性染色体异常患者的 24.2%；20 号染色体异常也较常见，212 例（22.5%，212/941）；

其后涉及的染色体为 1 号、9 号、11 号、17 号和 12 号，所占比率为 17.1%、12.0%、11.7%、11.5%、

10.5%，占 10%以下的染色体有 3 号(9.9%)、13 号(9.6%)、21 号(9.2%)、18 号(8.9%)、6 号(7.5%)、

16 号(7.0%)、22 号(6.7%)、2 号(6.5%)、19(6.4%)、4 号(6.1%)、Y 号(5.8%)、14 号(5.5%)、15 号

(5.2%)、10 号(4.1%)，涉及 X 染色体异常的患者比率最低，仅 25 例(占 2.7%)。 

 

图 1  江苏省血液研究所 2215 例 MDS 患者异常核型分布 

 

表 1 列出了一些 MDS 重现性的染色体异常，如果同时伴有难治性血细胞减少，而无病态造血的

形态学证据拟诊 MDS。建议这些患者进行长期随诊，及时发现 MDS 的形态学异常。FISH 是一种敏

感性较高的方法，可以用来监测这类患者，一旦出现异常可以及时发现。一些 MDS 重现性异常，如

-Y，+8 或 20q-，可以见于再生障碍性贫血，或者其他对免疫抑制剂有良好效果的血细胞减少症。还

有一些患者长期伴随这些细胞遗传学异常，而无病态造血。造血细胞 Y 染色体缺失（-Y）也可能为

老龄化伴随的一个表现。所以，-Y，+8 或 20q-目前不认为是 MDS 特异性的染色体异常。对免疫抑

制剂有良好反应的+8 MDS 可能也存在着生物学行为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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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MDS 中染色体异常及其比例 
异常 MDS t-MDS 

非平衡性 

+8* 

-7/7q- 

-5/5q- 

20q-* 

-Y* 

i（17q）/t（17p） 

-13/13q- 

11q- 

12p-/t（12p） 

9q- 

idic（X）（q13） 

 

10% 

10% 

10% 

5%～8% 

5% 

3%～5% 

3% 

3% 

3% 

1%~2% 

1%~2% 

 

 

50% 

40% 

平衡性 

t（11；16）（q23；p13.3） 

t（3；21）（q26.2；q22.1） 

t（1；3）（p36.3；q21.2） 

t（2；11）（p21；q23） 

inv（3）（q21；q26.2） 

t（6；9）（p23；q34） 

 

 

 

1% 

1% 

1% 

1% 

 

3% 

2% 

*形态学未达到标准，只伴有以上细胞遗传学异常不能作为诊断 MDS 的确切证据，如果同时伴有 

持续性血细胞减少，只能考虑拟诊 MDS 

 
对怀疑 MDS 疾病进展者，在随访中应检测染色体核型，一般 6~12 月检查一次。与初始染色体

核型对照，可能发现患者克隆演变的细胞遗传学证据。虽然获得的染色体缺陷对 MDS 预后的准确影

响上不清楚，但普遍认为出现染色体核型演变多与 MDS 疾病进展相关。 

染色体分析结果也是 MDS 患者预后分层最重要的参数之一，在修订国际预后积分系统（IPSS-

R）中，按照染色体检测结果可分为 5 个亚类：极好：-Y，11q-；好：正常核型，5q-，12p-，20q-，

5q-附加另一种异常；中等：7q-，+8，+19，i(17q)，其他 1 个或 2 个独立克隆的染色体异常；差：-

7，inv(3)/t(3q)/del(3q)，-7/ 7q-附加另一种异常，复杂异常（3 个）；极差：复杂异常（>3 个）。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是一种肿瘤细胞遗传学分析的重要手段。在 MDS 诊断中，应用针对

常见染色体异常的组套探针开展的 FISH 检测有一定诊断价值。一般认为对疑似 MDS 者，染色体核

型正常或失败时，进行 FISH 检测，至少包括：5q31、CEP7、7q31、CEP8、20q、CEPY 和 p53。若

FISH 阳性细胞比例较低（5%~10%），建议重复 FISH 检查一次。多色 FISH 对于确定染色体特征性

改变和复杂异常更佳，但需要骨髓细胞培养，检测分裂中细胞，而 FISH 对间期细胞也能检测。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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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骨髓标本者，可以采用外周学进行 FISH 检测，但外周血核型正常不能排除骨髓细胞存在核型

异常。 

二、克隆性造血与基因突变 

正常情况下，成熟血细胞由体内造血干细胞分化，形成非克隆性造血，部分人群造血细胞中可

检出克隆性遗传学标志，称克隆性造血（clonal hematopoiesis）。老化相关克隆性造血实际上 20 多年

前已被发现，并且 5.6%（10/182）伴有克隆性造血女性可检出 TET2 突变，提示克隆性造血由体细

胞突变导致。2014 年 12 月 3 个研究组同时发现克隆性造血在老年人群中的高发生率，结果显示随

着年龄增长，以 DNMT3A、ASXL1、TET2 基因突变为主要标志的克隆性造血的发生率显著上升，

<40 岁人群外周血突变罕见（<1%），在>65 岁人群中克隆性造血的发生率可达 10%，70 岁以上达

10%~20%。MDS 的发病率亦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预示造血细胞的老化及其导致的克隆性异常与

MDS 发病相关。Sperling AS 等提出最初造血干细胞的启动基因发生突变，并开始向克隆性造血发

展，最后转变为 MDS 或 MDS 继发性急性髓系白血病。然而，并非所有的克隆性造血都会发展为

MDS，大多数患者并无血液肿瘤证据。因此，尚不能依据是否检出基因突变确认 MDS 的诊断。 

三、基因突变在 MDS 诊断和分型中的应用 

当前 MDS 诊断的主要技术包括骨髓形态学和细胞遗传学，然而形态学具有主观性、经验性和非

特异性的特征，且超过一半的患者染色体检测为正常核型，这些核型正常的患者就只能主要依靠形

态诊断。FISH 检测是常规核型分析的有益补充，对于分裂相数量少或缺如、质量差或核型复杂的

MDS 患者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但对于核型分析成功的患者价值相对有限。分子异常在 MDS 诊断方

面有潜在重要的应用价值。 

 Papaemmanuil E 发现 65%伴环形铁粒幼红细胞的 MDS 患者可检出 SF3B1 基因突变，其后多个

研究组均证实 SF3B1 突变与环形铁粒幼红细胞增高 MDS 亚型的特异性关联。WHO（2016 版）MDS

分型亦将 SF3B1基因突变纳入MDS伴环形铁粒幼红细胞增多（MDS with ring sideroblasts ,MDS-RS）

患者的诊断依据中：即 SF3B1 基因突变阴性 MDS 患者环形铁粒幼红细胞≥15%才诊断为 MDS-RS，

但 SF3B1 基因突变阳性时环形铁粒幼红细胞≥5%即可诊断。这项 SF3B1 基因突变指标的加入，无

疑肯定基因突变在 MDS 诊断和分型中的重要临床价值，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分子异常在 MDS

的诊断和分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基因突变在 MDS 危险度分层和治疗中的应用 

基于 MDS 向白血病转化的高风险，目前国际上已有包括 IPSS-R、IPSS 和 WPSS 在内的多个预

后积分系统用于 MDS 患者的预后风险评估，尤其是 IPSS-R 积分系统，对预后的评估作用明显优于

另外两者。然而，对于处于 IPSS-R 分层同一危险组别或不同组别的部分患者而言，基因突变可提供

独立于 IPSS-R 系统的预后因子。MDS 预后国际工作组分子委员会应用二代测序技术对 3392 例 MDS

患者进行了 27 个基因的检测，发现 12 个基因提示生存缩短，仅有 1 个基因提示生存期延长；其中

2173 例 MDS 患者结合基因突变和 IRSS-R 进行预后评价，结果显示 TP53、CBL、EZH2、RUNX1、

U2AF1、ASXL1 和 SRSF2 基因突变具备独立于 IRSS-R 评分的预后判断价值, 提示生存期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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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3B1 提示生存期延长。Lindsley 等对 2005 至 2014 年 IBMTR 登记的 1514 例接受 allo-HSCT MDS

患者进行了移植前样品的基因测序，79%（1196/1514）检出≥1 个突变，最常见突变基因 (>10%)为

ASXL1、TP53、DNMT3A、TET2 和 RUNX1。除 IPSS-R 评分、卡氏体能评分、年龄、预处理方式

等外，TP53 突变依然独立影响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预后；此外，≥40 岁且 TP53 未突变但具

RAS 突变或 JAK2 突变患者、<40 岁且 TP53 未突变但具 SBS 基因突变患者，较其未突变者生存均

缩短。 

近来，多个研究组分别结合 IPSS-R 预后积分系统、年龄和突变基因，建立新的预后回归模型来

评估 MDS 患者的预后，结果均显示较单用 IPSS-R 评分系统，预测结果与实际预后的一致性更高。

当然传统的形态学、细胞遗传学和血液指标在疾病预后评估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基因突变有

助于更精准的预后评估，尤其在个体化预后评估中有着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 

Cedena 等回顾性分析 6 个研究中心共 815 例接受阿扎胞苷治疗的 MDS 患者基因测序结果，并

选择 ASXL1、CBL、EZH2、SF3B1、SRSF2、TET2、DNMT3A、IDH1/2 和 TP53 共 9 个候选基因

观察其突变结果对药物疗效的影响，Meta 分析显示 DNA 甲基化通路的基因突变，尤其是 TET2 基

因突变及较少的突变数量预示对阿扎胞苷治疗的疗效更好。此外，华盛顿大学医学院 Timothy J. Ley

教授对 116 例接受地西他滨单药治疗的 MDS 或 AML 患者进行了基因测序，其中 84 例接受全外显

子 NGS 或靶向 NGS，结果显示：总反应率达 46%（治疗后 BM 原始细胞<5%)，而 TP53 突变是疗

效良好的标志，21 例 TP53 突变患者（9 例 MDS，9 例初治 AML，3 例复发 AML）治疗后 BM 原始

细胞全部<5%。尽管有关预测去甲基化药物疗效的分子标志，报道结果不一，但多项研究报道均显

示基因突变可以预测 MDS 去甲基化药物的疗效。此外，既往已知伴有的 MDS 患者对来那度胺治疗

敏感，但后续研究显示伴随 TP53 基因突变的 5q-患者在来那度胺治疗中可出现耐药，TP53 基因突变

的克隆在来那度胺治疗下有选择优势。 

总体而言，细胞形态学和细胞遗传学异常目前仍然是 MDS 诊断、分型和危险度分层的重要基

础。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以基因突变为代表的分子异常将在 MDS 的诊断、分型、危险度分层和靶

向治疗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有基因突变不代表能够确立 MDS 诊断，首先目前尚未发现任

何基因在大多数 MDS 患者发生突变，其次多数突变基因非 MDS 特异性，也可见于其他血液肿瘤，

尤其是 AML、MPN 等髓系肿瘤，此外以 MDS 常见基因突变为特征的克隆性造血在老年人群中有高

发生率，且大多数患者长期随访无血液肿瘤证据。因此，对于基因突变在 MDS 诊断中的价值应审慎

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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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细胞病的临床及实验室检测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李剑 

 

浆细胞病（Plasma Cell Disorders，PCD）是一组以血或尿中存在单克隆免疫球蛋白（M 蛋白）

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疾病。PCD 的疾病谱广泛、疾病表现多样，而且大多为少见甚至是罕见疾病，因

此容易被漏诊和误诊。 

一、PCD 的疾病分类 

1.按照 M 蛋白类型可以将 PCD 分成非 IgM 型和 IgM 型两大类，两种类型包含有不同的疾病谱。

非 IgM 型 PCD 主要包括多发性骨髓瘤（MM）、意义不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MGUS）、原

发性轻链型淀粉样变（pAL）、POEMS 综合征、轻链沉积病（LCDD）、M 蛋白相关性范可尼综合

征（FS）、硬性黏液性水肿（SM）、和 TEMPI 综合征等。而 IgM 型 PCD 主要包括华氏巨球蛋白血

症（WM）、IgM 型 MGUS、IgM 型 MM、冷凝集素病、冷球蛋白血症、和 IgM 相关性周围神经病

（IgM-PN）等。（备注：虽然 WM 是一种 B 细胞淋巴增殖性疾病，但是由于其有血清 IgM 型 M 蛋

白，本文中也将其暂列在一起阐述。） 

2.按照疾病的生物学行为以及 M 蛋白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可将 PCD 分成以下几类：①

以肿瘤增殖为主要表现的 PCD：MM 和 WM；②以 M 蛋白沉积为主要表现的 PCD：pAL、LCDD 和

FS；③以 M 蛋白相关的自身抗体效应为主要表现的 PCD：冷凝集素病、冷球蛋白血症和 IgM-PN；

④M 蛋白在疾病发生中的作用尚不清楚的 PCD：POEMS 综合征、SM、Clarkson 病和 TEMPI 综合

征；⑤无临床异常表现的 PCD：MGUS。 

二、M 蛋白的检测方法 

血清蛋白电泳（SPEP）、血/尿免疫固定电泳（IFE）以及血清游离轻链（FLC）比、血清重轻链

（HLC）比都可以用于检测患者是否存在 M 蛋白。每种检测方法各有优缺点，在临床应用中应该联

合上述多种方法进行 M 蛋白的定性及定量检测（表 1）。 

1.SPEP 检测：SPEP 检测较为简便和普遍，技术要求较低。它不仅可以发现血中异常 M 蛋白，

还可以对 M 蛋白进行定量。但是，SPEP 的敏感性低，检测下限为 0.3~0.5 g/L；而且 SPEP 不能进行

M 蛋白分型；且可能检测不出轻链、IgD 或 IgE。 

2.血/尿 IFE 检测：通过血/尿 IFE 检测可以对 M 蛋白进行具体分型。IFE 的检测敏感度要高于

SPEP。血 IFE 可检出血中高于 0.2 g/L 的 M 蛋白，而尿 IFE 可检出尿中低至 0.04 g/L 的 M 蛋白。但

是，IFE 不能定量检测。对于初筛为单纯轻链型的患者，应加做 IgD IFE 以鉴定是否为 IgD 型 M 蛋

白。 

3.血清 FLC 检测：一般采用散射比浊免疫法检测血清 FLC。通过可特异性结合 FLC 的针对免疫

球蛋白轻链结合面表位的多克隆抗体，可进行极低浓度的 FLC 检测。通过计算游离 κ 和游离 λ 的比

值判读出轻链的克隆性。血清游离 κ/λ 比的正常值为 0.26~1.65，超过 1.65 代表存在单克隆 κ 型轻

链；低于 0.26 代表存在单克隆 λ 型轻链。其检测灵敏度（10~30 mg/L）较 SPEP 和 IFE 检测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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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同时可以对微量 M 蛋白进行定量监测[1]。特别要注意的是，尿游离轻链检测结果并没有判断

克隆性的意义。 

4.血清 HLC 检测：HLC 检测是近年开发出的利用免疫法特异性定量检测血清中同型特异性重/

轻链对（如 IgGκ 和 IgGλ），并利用 HLC 对比值判断克隆性的方法[2]。例如，IgGκ/IgGλ 正常值范围

为 1.3~3.7，IgAκ/IgAλ 正常值范围为 0.7~2.2，IgMκ/IgMλ 正常值范围为 1.0~2.4，超出上述范围意味

着存在单克隆 M 蛋白。HLC 的检测对于单克隆水平较低而同时存在多克隆水平较高的浆细胞疾病，

较 FLC 检测可以提高敏感度。但是，其临床应用尚在探索中，有条件的单位可以开展。 

 
表 1   各种 M 蛋白检测方法的临床应用 

检测方法 定性 

检测 

定量 

检测 

临床应用 备注 

血清蛋白电泳 + + 筛查 M 蛋白，疗效评价  

血尿免疫固定电泳 + - 定性分析，确定 M 蛋白类型  

血清游离轻链 + + 定性，疗效评价，预后指标 实验室标准化问题 

血清重轻链 + + 定性，疗效评价，预后指标 尚未广泛开展 

血清免疫球蛋白定量 - + 简单判断疗效 不能取代蛋白电泳进行

疗效判断 

24 小时尿轻链定量 - + 疗效判断 国内多用此取代尿蛋白

电泳进行疗效检测 

 

三、疾病的诊断和鉴别诊断 

（一）非 IgM 型 PCD 

1.MM：指的是需要治疗的 MM。对于 MM，各类文献和会议已经有很多阐述，在此建议读者就

MM 的诊断、预后和治疗可参见中国 MM 诊治指南（2017 版）[3]。 

2.冒烟型骨髓瘤（sMM） 

诊断：血 M 蛋白≥30 g/L 或尿 M 蛋白≥0.5 g/d；和（或）骨髓中克隆性浆细胞 10%~60%；同

时无上述 MM 中的骨髓瘤事件。 

预后：sMM 是一组高度异质性的疾病，其进展为 MM 的风险差异较大。SMM 在前 5 年以每年

10%的速度进展为 MM，此后 5 年以约每年 3%的速度进展，而之后 10 年则以每年 1%的速度进展为

MM[4]。目前无标准的危险分层方法。临床上推荐采用美国梅奥诊所的危险分层方法，其利用血 M 蛋

白水平和骨髓浆细胞比例将患者分为 3 组：第 1 组为高危组（血 M 蛋白≥30 g/L 和骨髓浆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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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第 2 组为中危组（血 M 蛋白<30 g/L 和骨髓浆细胞≥10%）；第 3 组为低危组（血 M 蛋

白≥30 g/L 和骨髓浆细胞<10%）。3 组进展为 MM 的中位时间分别为 2、8 和 19 年[4]。 

治疗：无需治疗，每 3~6 个月随诊 1 次。 

3.非 IgM 型 MGUS： 

诊断：①血 M 蛋白<30 g/L（IgG 和 IgA 型 MGUS）或 24 h 尿 M 蛋白<0.5 g（轻链型 MGUS）；

②骨髓浆细胞比例<10%；③没有上述 MM 中的骨髓瘤事件；同时还要除外其他淋巴浆细胞疾病，如

AL、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及 B 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B-NHL）等。 

预后：非 IgM 型 MGUS 约以每年 1%速度进展为 MM，少数患者（多为轻链型 MGUS）可进展

为 AL 和 LCDD。目前临床上多使用美国梅奥诊所模型来预测 MGUS 进展为 MM 的风险，该模型包

括 3 个危险因素：血 M 蛋白≥15 g/L、非 IgG 型 M 蛋白和血清 FLC 比异常。3 个危险因素都不存在

者为低危组，20 年进展为 MM 的风险为 5%；存在 1 个和 2 个危险因素者分别为低中危和中高危，

进展风险分别为 21%和 37%，而 3 个危险因素均存在的患者为高危组，20 年累积进展为 MM 风险

为 58%[5]。 

治疗和随访：低危组患者在确诊后 6 个月复查 SPEP，如果明确仍为低危 MGUS，可每 2~3 年复

查 1 次。对于中高危患者诊断时应加做骨髓涂片、骨髓活检、细胞遗传学、FISH 和骨骼检查，确诊

后 6 个月复查血常规和蛋白电泳，如果仍为 MGUS，则每年复查 1 次。对于有异常 FLC 比的患者，

由于其存在进展为 AL 或 LCDD 的风险，故应在诊断时注意评价 AL 常见受累器官的功能，例如血

清 N 末端前体脑钠肽（NT-proBNP）、24 h 尿蛋白和碱性磷酸酶（ALP）水平等，并在每次随诊时

监测上述指标，以便早期发现 AL。 

4.pAL： 

诊断：①有典型的器官受累的临床表现和体征；②血尿中存在单克隆免疫球蛋白；③组织活检

可见无定形粉染物质沉积，刚果红染色阳性；④沉积物鉴定为免疫球蛋白轻链沉积；⑤除外 MM、

WM 或其他淋巴浆细胞增殖性疾病。确诊 pAL 需要满足以上所有标准。 

危险分层：建议采用美国梅奥诊所的临床分期（梅奥 2004 分期或者梅奥 2012 分期）。梅奥 2004

分期：Ⅰ期：肌钙蛋白 T(I)<0.035 (0.1) μg/L；以及 NT-proBNP<332 ng/L。Ⅱ期：肌钙蛋白 T(I)≥0.035 

(0.1) μg/L；或 NT-proBNP≥332 ng/L。Ⅲ期：肌钙蛋白 T(I)≥0.035 (0.1) μg/L；以及 NT-proBNP≥332 

ng/L[6]。可以按照 NT-proBNP 是否≥8 500 ng/L；将Ⅲ期患者近一步分成Ⅲa 期和Ⅲb 期[7]。梅奥 2012

分期包括 3 个危险因素：肌钙蛋白 T(I)≥0.025 (0.08) μg/L；NT-proBNP≥1 800 ng/L；血清 FLC 差值

（dFLC）≥180 mg/L。按照危险因素数目将患者分成：1 期：无危险因素；2 期：1 个危险因素；3

期：2 个危险因素；4 期：3 个危险因素[8]。 

治疗目标及原则：pAL 治疗目标是高质量的血液学缓解，即达到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以

上的血液学缓解。器官缓解往往发生在获得血液学缓解的 6~12 个月后。对于所有确诊的有脏器功能

损害、软组织侵犯或凝血功能异常的 pAL 患者都应当尽早开始治疗。目前 pAL 的核心治疗仍是抗浆

细胞治疗，目前尚无标准的治疗推荐，具体请参见 pAL 的诊断和治疗中国专家共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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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OEMS 综合征： 

诊断：强制性诊断标准：①多发周围神经病；②单克隆浆细胞异常增殖（几乎均为 λ 轻链）。

主要诊断标准：①Castleman 病；②硬化性骨病；③血清或血浆血管内皮生长因子水平升高（>1 200 

ng/L）。次要诊断标准：①脏器肿大（肝大、脾大或淋巴结大）；②血管外容量过多（外周水肿、腹

腔积液或胸腔积液）；③内分泌改变（肾上腺、甲状腺、垂体功能、性腺、甲状旁腺、胰腺）（单纯

糖尿病或甲状腺功能异常不能作为诊断标准）；④皮肤病变（皮肤变黑、多毛、肾小球样血管瘤、多

血质、发绀或白甲）；⑤视乳头水肿；⑥血小板增多或红细胞增多。诊断需同时满足 2 条强制性诊

断标准、1 条主要诊断标准和 1 条次要诊断标准[10]。血清 VEGF 检测对于 POEMS 综合征患者具有

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我院比较了 104 例 POEMS 综合征患者和类似疾病的 VEGF 水平，发现当

选取血清 VEGF≥1200 ng/L 作为诊断标准时，其特异性和敏感性分别为 90.2%和 83.7%[11]。 

预后：POEMS 综合征为慢性病程，其预后明显好于 MM 和 pAL，10 年生存率约为 80%。，我

院总结了 362 例初治 POEMS 综合征患者，提示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包括年龄大于 50 岁，肺动脉高

压，胸腔积液以及估测肾小球滤过率<30ml/min/1.73m2。使用此四个危险因素构建的预后模型，可有

效预测初治 POEMS 患者的预后[12]。 

治疗为抗浆细胞治疗。对于年轻、脏器功能正常的患者，首选大剂量静脉马法兰序贯自体造血

干细胞移植。对于高龄、器官功能异常的患者，可以采用口服马法兰联合地塞米松、或口服来那度

胺联合地塞米松、或硼替佐米联合地塞米松方案治疗。对于孤立性病灶患者，可以采用局部放疗[13]。 

6.LCDD： 

诊断：①临床表现为无症状性镜下血尿、蛋白尿、高血压和肾功能不全等；②肾活检病理学检

查是诊断 LCDD 的金标准：光镜下可见结节硬化性肾小球肾炎、肾小管萎缩和间质纤维化伴有无定

形物质沉积；刚果红染色阴性；免疫荧光染色可见单一轻链沿基底膜线状沉积；电镜下可见特征性

颗粒状电子致密物沿基底膜下沉积；③有 M 蛋白（大部分为 κ 型轻链）。肾脏受累最常见，其他器

官如心脏、肝脏、肺脏等亦可受累[14, 15]。 

治疗和预后：LCDD 若不经治疗整体预后差，提示预后的不良因素包括高龄、合并 MM 和诊断

时已为终末期肾病。治疗原则与治疗目标均可参照 pAL 的治疗。 

7.M 蛋白相关性 FS：是轻链（主要为 κ 型轻链）沉积在近段肾小管造成获得性近段肾小管功能

障碍，并引起一系列临床表现的一组临床综合征。 

诊断：①主要临床表现为：尿糖阳性（血糖正常）、氨基酸尿、低尿酸血症、低钙血症和低磷血

症，以及高尿磷、代谢性酸中毒和骨软化；②血或尿中可以检测到 M 蛋白，主要为 κ 型轻链；③肾

活检：光镜下可见肾小球病变轻微，肾小管上皮空泡样变性；免疫荧光染色常常阴性或可见单一轻

链在近段小管内的点状沉积；电镜下可见近段肾小管上皮细胞内晶状体沉积和溶酶体增多[16]。 

预后和治疗：M 蛋白相关性 FS 的肾脏病变进展缓慢，而联合化疗是否可改善肾脏功能尚无定

论。因此，是否采取抗浆细胞治疗需要平衡治疗的获益和不良反应。所有患者诊断后都应积极纠正

酸中毒和钙磷代谢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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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硬性黏液性水肿：是一种以慢性黏蛋白沉积、伴有纤维细胞增生及纤维化为主要特征的临床综

合征。临床表现主要为丘疹样皮疹和皮肤硬化，也可出现咽部和上气道受累、阻塞性肺病和肺动脉

高压等[17]。 

诊断：①广泛的丘疹样皮疹和皮肤硬化；②黏蛋白沉积伴成纤维细胞增生及纤维化；③IgG-λ 型

M 蛋白；④排除甲状腺疾病。诊断需要满足上述 4 条标准。 

预后和治疗：以抗浆细胞治疗为主，局部治疗无效。  

9.TEMPI 综合征： 

诊断：需要满足以下五联征：毛细血管扩张（Telangiectasias），毛细血管扩张主要发生在面部、

躯干和上肢；EPO 升高和红细胞增多（Elevated erythropoietin level and erythro-cytosis）；M 蛋白

（Monoclonal gammopathy），主要为 IgGκ；肾周积液（Perinephric- fluid collections）；肺内分流

（Intrapulmonary shunting），肺内分流可造成低氧血症甚至呼吸衰竭[18]。预后和治疗：硼替佐米治

疗有效。 

（二）IgM 型 PCD 

1.WM： 

诊断：①血中存在 IgM 型 M 蛋白（以 κ 型为主）；②骨髓中有淋巴浆细胞浸润（免疫分型提示

CD19、CD20、CD22、CD79、sIgM 阳性，CD10、CD23 阴性，5%~20%患者可表达 CD5，极少数患

者可表达 CD138，骨髓活检提示小梁旁浸润）；③有 WM 相关临床表现（肿瘤侵犯相关症状：肝脾

大、淋巴结大、贫血、血小板减少；高 IgM 相关症状：高黏质血症；IgM 特殊自身抗体效应相关症

状：2 型冷球蛋白血症、冷凝集素综合征、周围神经病等；IgM 沉积相关症状：如淀粉样变和 1 型冷

球蛋白血症等）。WM 的诊断需满足上述所有 3 条诊断标准；如果只满足前两条，无第 3 条表现，

则诊断为无症状型 WM。MYD88L265P 突变有助于鉴别 WM 和其他淋巴浆细胞肿瘤[19]。 

预后分层：采用 IPSS-WM 评分进行危险分层，包括五个危险因素（年龄>65 岁；血红蛋白≤115 

g/L；血小板计数≤100×109/L；β2 微球蛋白>3 mg/dl；血 IgM>70 g/L）进行分层。低危患者为 0~1 个

危险因素（非年龄因素）；中危患者为年龄>65 岁或 2 个危险因素；高危患者为>2 个危险因素。3 组

患者的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87%、68%和 36% [20]。 

治疗原则：无症状者不需治疗。治疗时机与 IgM 量无关。治疗目标是症状缓解。治疗请参见 WM

的诊断和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1]。 

2.IgM 型 MGUS： 

诊断：①血中存在 IgM 型 M 蛋白；②骨髓中无淋巴浆细胞浸润；③无 WM 所致的临床表现；

④除外其他 IgM 相关性 PCD 及其他淋巴肿瘤。 

预后和治疗：IgM 型 MGUS 约以每年 1.5%的速度进展为 WM 或其他 B-NHL。IgM 型 MGUS 只

需随诊观察。 

3.IgM 型 MM：罕见的 MM 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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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与非 IgM 型 MM 诊断标准相同。主要要与 WM 鉴别：IgM 型 MM 较 WM 更常发生管型

肾病和溶骨性改变；骨髓肿瘤细胞为典型浆细胞形态和免疫表型（CD38、CD138 和 CD56 阳性，

CD19、CD20 和表面 IgM 阴性）；细胞遗传学多为常见的 MM 异常如 t(11;14)，而无 WM 中常见的

6q﹣；IgM 型 MM 无 MYD88L265P 突变[22]。 

预后和治疗：IgM 型 MM 的预后及治疗同非 IgM-MM。 

4.原发性冷凝集素病：为一种少见的冷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 

诊断：①有溶血性贫血的临床表现和体征；②Coombs 试验：C3d 阳性，和/或 IgM 阳性；③血

中冷凝集素滴度≥1∶64；④除外其他感染和肿瘤导致的继发性冷凝集素病；⑤存在 IgMκ 型单克隆

免疫球蛋白[23]。 

预后和治疗：基于利妥昔单抗的联合化疗例如 RCVP（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长春新碱+泼尼

松）、R-CHOP（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泼尼松）或 FCR 方案等。糖皮质激素或

脾切除的效果不佳[24]。 

5.冷球蛋白血症：冷球蛋白为一种当温度<37℃时沉淀，当温度>37℃时可以重新溶解的免疫球

蛋白。 

诊断：①典型临床表现包括关节痛、皮肤紫癜、蛋白尿、血尿和肾功能不全、以及周围神经病

等；皮肤病理可见白细胞破碎性血管炎；肾脏病理可见膜增生性肾小球肾炎、毛细血管血栓形成或

小血管炎表现；②血中存在冷球蛋白[25]。 

分类：根据冷球蛋白的蛋白组成可分为Ⅰ、Ⅱ、Ⅲ型。Ⅰ型冷球蛋白血症为单克隆免疫球蛋白

（IgG 或 IgM），常见于 MM、巨球蛋白血症和淋巴瘤；Ⅱ型冷球蛋白血症为多克隆 IgG 和单克隆

IgM，多见于丙型肝炎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和类风湿关节炎等）；

Ⅲ型冷球蛋白血症为多克隆 IgM 和多克隆 IgG。 

预后和治疗：原发病治疗为主。例如丙型肝炎相关的冷球蛋白血症首先要抗丙肝治疗；MM 相

关的抗骨髓瘤治疗；WM 相关的抗 B 淋巴细胞治疗。对于血管炎表现严重的可以给予糖皮质激素、

免疫抑制剂和利妥昔单抗等免疫抑制治疗。 

6.IgM-PN： 

诊断：①周围神经病变:以缓慢进展的、对称性的、远端周围神经病为主要表现，感觉异常多见，

少数也可表现为颅神经麻痹和单发或多发周围神经病；②IgM 型 M 蛋白；③血抗髓磷脂相关糖蛋白

（MAG）抗体阳性（50%），或抗神经节苷脂（GM）抗体阳性（10%~20%）；④除外冷球蛋白血症、

肿瘤直接浸润、或淀粉样变等引起的神经病变[26]。 

预后和治疗：以含利妥昔单抗方案为主。对于发病时间短的患者早期治疗可能逆转神经病变，

而对于发病时间较长的患者，治疗并不能逆转神经病变。 

综上，PCD 是一组高度异质性的罕见血液系统疾病，认识各类 PCD 的临床特征以及相应的实验

室检测方法，有助于降低漏诊和误诊率，从而提高此类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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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肺泡灌洗在造血干细胞移植肺部并发症诊治中的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宋献民  李肃 

 

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中，肺部并发症发生率高，是移植后期导致死亡的常见原因之一[1-2]。引

起肺部并发症的病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与移植后免疫功能低下的程度和持续时间有关，也与放化疗

预处理相关的毒性，其他复杂合并症，以及院内感染暴露因素等相关。据国外文献报道，异基因移

植后感染和非感染肺部并发症发生率高达 70%[1]，而在自体移植后的发生率相对偏低，在 25%左右，

是导致患者进重症监护室最常见的原因[3]。由于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存在肺部并发症的易感因素，因

此，一旦出现不明原因发热，咳嗽，气急等临床表现，需要高度警惕肺部并发症的可能性，并启动

相应鉴别诊断流程并及时治疗。但在临床实践中，血液肿瘤患者肺部并发症的病因诊断并不容易，

多项对移植后死于肺部并发症的患者尸检发现，大多数患者死前无法得到正确的病因诊断[4-6]。影响

疾病诊断获得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与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体质偏弱，血小板偏低等因素，有

创检查风险大有关，另一方面，也受临床医生经验治疗的倾向性影响。研究发现，由于不能获得及

时病因诊断，持续的经验治疗也会使不必要的药物毒副作用和抗生素耐药性发生风险增加，并对预

后产生不利影响[7]，由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和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大多免疫功能低下，致死性肺

部并发症发生风险大，因此，对这部分高危人群需要采取切当的手段获取确切的病因诊断，以提高

精准治疗成功率。目前主要的评估手段包括除了常规的针对宿主因素的评估，胸部影像学检查，无

创性的体液和血液培养法和非培养法标本检查以外，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检查也是明确肺部病因

的重要手段。传统的无创性检查在肺部并发症的诊治中有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比如胸部 CT 能够观察到肺部病灶的分布和形态特点，提供诊断线索，缩小鉴别范围，但仅凭影像学

无法进一步做出病因诊断，同一患者不同时期影像学表现是形态学和分布变化的，虽有一定规律，

但也缺乏特异性，比如局灶性或多发性斑片实变影，可出现在细菌和真菌感染，也可以见于非感染

机化性肺炎，而这些不同病因的肺部并发症治疗方案是截然不同的。在微生物检测方面，可通过痰

液、血液、尿液、粪便标本培养获取可疑致病病原，但痰液标本受患者痰液分泌量限制，也容易受

到上呼吸道定植菌污染，临床价值有限，其他病原学的生物学标志物检测如 β-D 葡聚糖，半乳甘露

聚糖，隐球菌荚膜抗原，组织胞浆菌抗原，军团菌抗体及各类呼吸道病毒抗体检查对感染病原诊断

有重要作用。非培养法分子学检查如 PCR 方法在诊断病毒，结核，真菌以及耶氏肺孢子虫感染等方

面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对感染和非感染性肺部并发症的鉴别也有重要作用。但总的来说，无

创的检查方法无论在微生物培养还是非培养法方面，受标本来源以及经验治疗等因素影响，都存在

敏感性低、特异性不高的缺陷。因此，选择侵入性检查提高诊断率势在必行。在各种有创检查中，

诊断性纤维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检查为轻微有创侵入性检查，气管镜检查能够直接观察到气管壁是否

存在真菌感染溃疡斑块，管腔内有无脓液，以及肿瘤新生物，可以针对性的吸取气道近端或远端分

泌物进行微生物学，细胞学和组织病理学检查以获得有价值的诊断信息，安全性高，耐受性好，显

著提高肺部并发症的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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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肺泡灌洗术是指通过支气管镜向支气管肺泡内注入生理盐水并进行抽吸，收集肺泡表面

液体（诊断性）及清除充填于肺泡内的物质（治疗性），进行炎症与免疫细胞及可溶性物质的检查，

达到明确诊断和治疗目的的技术。最早是 1974 年 Reynolds 和 Newball 报道用支气管镜进行支气管

肺泡灌洗术（Broncho alveolar Lavage ,BAL）,为诊断呼吸系统疾病提供了一种新的检查手段[2]。在肺

部并发症的早期诊断起重要作用，能够鉴别感染病因，调整抗感染治疗策略，或者排除感染病因，

指导免疫抑制治疗肺部非感染并发症。以下对纤支镜肺泡灌洗技术在移植患者肺部并发症的意义做

进一步分析。 

首先，在适应症选择方面，目前认为，只要存在发热，白细胞增多，低氧血症，咳血或无法解释

的气急，同时影像学上出现新发斑片状阴影，都可以考虑进行诊断性纤支镜检查。虽然影像学缺乏

特异性，但不同特征的影像学改变却能够提供一定线索，缩小疑诊范围，为诊断和治疗提供帮助。

比如含气实变影，在急性肺部病变中，出现在细菌感染中多见，一般呈局灶分布；而在亚急性及慢

性肺部病变中，往往呈多灶性、弥漫性分布，则要考虑真菌，诺卡菌或放线菌，分枝杆菌感染，以及

药物毒性，机化性肺炎，BOOP 及肿瘤浸润等病因。支气管气像改变，主要见于细菌感染。对于弥漫

多灶性毛玻璃影改变者，急性感染常见于 PJP、CMV、HHV-6、CARV、不典型病原菌感染，也要注

意和肺泡出血，特发性肺炎（IPS），以及急性放射性肺炎，嗜酸性肺炎，肺水肿，ARDS 等鉴别。而

在慢性或亚急性病程患者中，可见于 CMV，或不典型病原菌感染，药物或放疗毒性，肿瘤浸润，PAP

（肺泡蛋白沉着症），PVOD（肺静脉闭塞症）。在慢性患者中，呈现马赛克样改变（Mosaic attenuation），

或肺泡腔内空气潴留（air trapping）表现，往往要考虑 BOS（闭塞性细支气管炎）/慢性 GVHD。而

对于结节或斑块影，急性者通常要考虑坏死性细菌如绿脓杆菌，金葡菌，肺克及曲霉菌感染，若伴

有晕轮征，则为曲霉的特征影像，反晕征要考虑机化性肺炎（COP）；树芽征往往见于不典型病原菌

感染，分支杆菌和真菌感染，以及小气道内粘液嵌塞所致。亚急性或慢性结节病变，要考虑真菌，

诺卡菌，分支杆菌感染或肿瘤浸润。弥漫性小叶中心结节，需要鉴别病毒性细支气管炎及迟发型 BOS。

对于间质性肺浸润，急性者见于 PJP，病毒，不典型病原菌感染及肺水肿，ARDS，TRALI（治疗相

关肺损伤），PAP，亚急性或慢性病变表现者，可见于分枝杆菌感染，药物或放射毒性，恶性肿瘤（白

血病浸润），PAP，PVOD；铺路石征改变：见于 PAP，肺水肿或 DAH。对于肺水肿或心衰等因素所

致，行 BNP 检查有助于鉴别，避免行纤支镜检查。气管镜前评估患者病情进展速度和生命体征很重

要，对于生命体征不稳定或病情进展快的患者，可先给予经验治疗稳定病情，然后评估病情根据需

要选择适当时机进行气管镜检查。 

其次，对于气管镜检查的并发症和风险方面，主要是低氧血症，出血，气道痉挛，气胸，和心脏

事件。禁忌症主要包括严重低氧血症，急性心梗，凝血功能障碍，严重血小板减少，血流动力学不

稳定等。出血在血液肿瘤和移植患者中很常见，主要与患者血小板减少有关。发生率在 15%左右，

但多数为粘膜出血，并不严重。国内的相关气管镜检查指南共识中认为，血小板低于 20，000/μl 定

义为出血风险高风险，血小板在 20，000~50，000/μl 之间为出血较高风险，建议输注血小板后行气

管镜检查。而国外有文献认为血小板在 20.000/μl 以上即可进行气管镜检查。低氧血症是另一个备受

http://search.fh21.com.cn/?key=&co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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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并发症，特别对肺功能储备差的患者，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报道，21 例移植患者接受气管

镜检查后 8 例出现呼吸衰竭，1 例气管插管并死亡[8]。由于顾忌到移植患者气管镜检查出现急性呼吸

衰竭需要气管插管的风险，临床医生往往喜欢选择无创的诊断手段。但一项移植患者接受气管镜检

查的大型队列研究显示，低氧血症的发生率仅 1.8%，导致机械通气的仅 2%[9]，因此，气管镜检查相

对还是安全的。 

第三、纤支镜检查的时机和诊断率问题，纤支镜检查的诊断率是指检出灌洗液致病微生物或其

他病因，据多项研究显示，FOB 在血液肿瘤和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中的诊断率在 30%~67%之间。诊

断率的差异主要受病变的解剖部位及影像学特点，疾病种类，治疗等因素影响。对于间质或结节浸

润的诊断率通常低于毛玻璃或实变改变；多发病灶感染的如 PJP 的诊断率是最高的，通常在 95%以

上，分枝杆菌或真菌感染则诊断率最低[10]。在有发热或咳嗽咳痰症状的患者中 FOB 诊断率高于那些

无症状的患者。从气管镜检查的时间上看，一项 501 例非插管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受者在移植

后 100 天内出现新发肺部浸润病灶，4 天内接受 FOB 检查的患者诊断率比 4 天后接受 FOB 检查的

患者高出 2 倍[11]。该研究同时显示，在出现肺部浸润病灶 24 小时内，启动抗生素治疗之前，接受气

管镜检查的诊断率高达 75%。其他的研究也显示，要获得最佳的诊断率 FOB 应当在启动初始治疗的

1~3 天内进行。经验抗感染尤其是抗真菌治疗能够降低 FOB 检查的诊断率。其他影响诊断率的因素

还包括早期经验治疗有效，移植患者处于危重状态以及合并急性 GVHD 的患者[12-13]。研究表明，FOB

的诊断率不仅影响治疗，也间接对预后生存有影响。在血液肿瘤和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中，FOB 指

导下的调整抗生素治疗占 20%~70%，不仅减少不必要的抗生素应用，而且，还能发现耐药菌，并选

择恰当的抗生素治疗[14]。但是，也有研究发现，50%粒缺重症感染患者中，FOB 的阳性结果并没有

影响到治疗调整，虽然 FOB 的诊断率水平对肺部感染并发症的生存影响还没不清楚。但 FOB 在出

现症状后 4 天内早期接受检查的患者 30 天预后生存是显著优于晚期 FOB 检查并做抗生素调整的患

者[15]，另一项研究也显示，在临床症状出现后 7 天内开始 FOB 驱动的抗生素治疗比超过 1 周以上更

换的患者死亡率更低[16]，因此，病因靶向治疗对预后有重要影响，在免疫低下宿主合并肺部并发症

的患者，肺部病因诊断的延迟或缺乏将使得治疗缺乏针对性，是预测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尤其在

那些伴有粒缺和移植后并发重症肺炎的患者中[17-18]。 

第四、纤支镜肺泡灌洗的部位选择和评估策略。针对血液肿瘤或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胸部 CT 提

供的肺部新发的浸润病灶部位灌洗，或者经过经验性抗生素治疗后 48~72h 影像学无好转或有进展的

区域。在灌洗液检查结果出来前，经验性治疗需覆盖高度怀疑的各种机会性感染病原菌，防止治疗

仅覆盖部分感染病原，同时，及时评估经验性治疗的疗效，观察期要限制在数天内，在 BALF 检测

结果出来前完成，制定好本单位相应的评估体系[19-23]。 

第五，肺泡灌洗液的标本送检，目前，培养法和非培养法检查呼吸道常见病原体以及机会感染

病原体方面与上呼吸道标本检测方法并无差异。但是，在解读检测结果时要注意下呼吸道标本有可

能被口腔或上气道定植微生物污染的可能性。同时，对于 BALF 液检测到的 CMV，MRSA 以及真菌

抗原如葡聚糖，并不能轻易认定为致病病原，需要结合临床资料综合分析解读这些结果。BAL 镜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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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学在诊断 PJP 以及 CMV 病方面有重要作用，有提示病原组织浸润的价值。同时，还能够发现

肿瘤细胞，如淋巴瘤细胞，判断肺出血及肺泡蛋白沉着症。BALF 细胞学计数还缺乏特异性，但如果

发现大量红细胞，对肺泡出血有诊断价值，如果淋巴细胞比例增高，提示特发性肺炎、机化性肺炎。

对于疑难弥漫性间质性肺疾病，肺组织活检不仅能够鉴别真菌，病毒感染，还能够诊断肿瘤，机化

性肺炎以及药物毒性相关的肺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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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气管镜检查流程 

 

 

 

 

 

 

 

表 2  血液肿瘤和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气管镜灌洗液标本培养法和非培养法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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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肺部并发症影像学与不同病因关联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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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检测急性髓细胞白血病微小残留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常英军 

 

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化疗

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SCT）仍为治疗 AML 的重要手

段。对于初诊的 AML 患者而言，诱导化疗获得血液学缓解（complete remission, CR）是治愈 AML

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因为 CR 后病人体内残留白血病细胞仅仅比初诊时的 1012 下降了 102 的数

量级，这些白血病疾病被称为微小残留病（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或 mearuable reisdual disease, MRD）。

检测 AML 患者 MRD 的手段包括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ultiparameter flow cytometry, MFC）、实时定

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 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数字 PCR 和二代测序技术。目前， 

RT-PCR 仅能满足 45%-60%左右患者 MRD 检测需要，数字 PCR 和二代测序术处于临床研究阶段；

MFC 检测 MRD 可覆盖 95%以上的 AML 患者。本次继续教育讲座邀请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的常

英军教授从以下几个方面对 MFC 检测 AML 患者的 MRD 进行了阐述：①如何判读 MFC 检测 AML

患者 MRD 的阴性和阳性；②那个时间点是 MFC 检测 AML 患者 MRD 的最佳时间点？③如何确定

不同治疗模式下 MFC 检测到的 MRD 预测化疗和/或 Allo-SCT 预后的阈值；④Allo-SCT 后 MRD 阴

性和阳性相互转化的影响因素。总之，准确解读 AML 患者治疗后 MRD 对于危险分层指导的复发干

预、提高 AML 疗效，改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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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 AML 的遗传学、分子学异常与治疗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杨明珍 

 

一、AML 发病概况 

白血病是一种常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发病率及死亡率均占恶性肿瘤的前十位。2018年美国

最常见10类肿瘤发病率及死亡率中血液系统恶性疾病占两位，白血病和非霍奇金淋巴瘤。在恶性肿

瘤发病率中，白血病居第九位；死亡率分别居第六位（男）和第七位（女）。 

2018年美国血液肿瘤预期发病率中淋巴瘤发病率高于白血病高于骨髓瘤，分别为 lymphoma 

(NHL>HL)> Leukemia (CLL>AML>CML>ALL) >Myeloma，死亡率方面白血病位居首位，其中最常致

死白血病为急性髓系白血病，其次为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慢性髓系白血病

。 

AML 的最常见原因可能是衰老，且老年 AML 患者多预后不佳。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

白血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多项研究证实年龄是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一个重要、独立的预后因素，老

年白血病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年龄是 AML 发病的最强危险因素之一，大约74%的 AML 患

者在≥55岁的年龄发病。在多变量分析中，年龄是治疗和总生存率最大的不良预后指标之一。尽管

调整治疗方案和干细胞移植在年轻 AML 患者中表现出一定获益，但在老年 AML 中的作用仍然不尽

人意。剂量强化和移植完全依赖于适当的危险度分层。与 AML 中不同临床表现相关的重现性细胞遗

传学异常的鉴明为将遗传标记物列入临床决策铺平了道路。大多数细胞遗传学异常是非重叠的，其

与临床表现、治疗反应、复发率和总生存率之间的不同联系构成了世界卫生组织（WTO）和欧洲白

血病网（ELN）提出的分子分类和危险度分层模式的基础。 

二、老年 AML 遗传学、分子学异常 

在细胞遗传学标志物之外，约50%的正常核型 AML 患者在疾病分类和危险度分层方面依然存在

挑战。传统意义上，正常核型 AML（NK-AML）被认为是低危组或中危组。但复发率高，且该亚组

内的临床反应极其多变，使得这组患者成为危险度分层和治疗最具挑战性的疾病之一。老年 AML   

（年龄>60岁）是另一组在分层以及相应的治疗策略方面极具挑战性的人群。 

年轻成人 AML 常见染色体异常包括正常核型（占45%）；主要再现性异常（占30%），如 t(8;21), 

t(15;17)， inv(16)/t(16;16) 以及11q23异常；数目异常（占20%）， 如-5/5q-， -7/7q-，＋8，  -Y，  

+11，+13，+21，+22；少见异常（占5%），如3q26，del(9q)，t(6;9)，t(9;22)等。基于二代测序的相

关研究结果表明年轻成人基因突变种类较多，按照 ELN 危险分层，突变发生率前三依次为 FLT3、

NPM1及 DNMT3A。 

通过全基因组或全外显子测序对200名新发成人 AML 患者进行分析，识别了超过200个重现性

突变基因，其中有23个存在显著突变，虽然 AML 患者常具有存在克隆性造血的健康个体同样具有的

突变，但在 AML 中，大多数患者具有≥2个获得性突变并且这些突变是克隆性表达的。 

在已被描述的基因突变中，AML 具有既普遍有独特的驱动基因突变库，其中许多属于同样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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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级别。在其自身的全套特定致癌驱动基因中，导致 DNA 甲基化和羧甲基化的异常调控的突变    （

DNMT3A，TET2和 IDH1/2），通过 U2复合物（SF3B1，SRSF2和 U2AF1）修饰的染色体结构       （

ASXL1，EZH2和 KMT2A）改变信使 RNA 剪接，以及转录失调最为常见。 

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Eisfeld AK 在线发表的资料显示，通过对423例≥60岁新诊断的 AML

（不包括 APL、CBF 阳性 AML 和治疗相关的 AML）患者外周血或骨髓检查，正常核型占46%，复

杂核型占13%，伴有2种不平衡基因重排非复杂核型占7%，8号染色体三体占6%，独特的易位或倒置

占4%，单体7占4%，累及11q23/KMT2A(MLL)易位占4%，见表1。 

 

表1    423例新诊断的老年 AML 患者细胞遗传学改变 

Cytogenetic group No. (%) of patients 

Normal karyotype 193 (46) 
Complex karyotype 53 (13) 
Non-complex karyotype with 2 unbalanced rearrangements 30 (7) 
Sole trisomy 8 24 (6) 
Unique balanced translocation or inversion 18 (4) 
Sole monosomy 7 18 (4) 
Translocation involving 11q23/KMT2A(MLL) 17 (4) 
Sole trisomy 11 13 (3) 
Sole deletion or loss of 5q, 7q, 9q, 20q, or another sole deletion 13 (3) 
Sole trisomy 13 10 (2) 
Miscellaneous sole trisomies and monosomies 9 (2) 
Sole loss of chromosome Y 9 (2) 
inv(3)(q21q26)/t(3;3)(q21;q26)/RPN1/GATA2-MECOM 6 (1) 
and other translocations potentially involving MECOM  
t(9;22)(q34;q11.2)/BCR-ABL1 4 (1) 
Abnormal, non-complex karyotype whose meaning is unclear 4 (1) 
Other, infrequent sole unbalanced abnormality leading to gain of 
chromosome material 

2 (0.5) 

 

通过二代测序，与甲基化相关的基因突变占 65%，其次是剪切子突变占 38%， NPM1突变占 

32%，激酶突变占30%，转录因子突变占28%，与染色质重塑相关的突变占23%， RAS 通路突变占 

21%，肿瘤抑制因子突变占15%，与粘结蛋白复合物相关的突变占13%，见表2。 

在年轻的 AML 患者中，FLT3突变的发生率最高，而老年 AML 患者 NPM1的突变发生率最高，

DNMT3A 和 TET2次之。 

Eisfeld AK等发现，在老年AML患者中，NPM1突变无论是否合并有其他突变，CR率达到

50%~95%，NPM1突变合并染色质重塑或粘结蛋白复合物相关突变的老年AML患者CR率分别为89%

和95%；NPM1突变伴有FLT3-TKD的老年AML患者CR率为83%；NPM1突变伴有甲基化或RAS通路

突变的老年AML患者CR率为82%。根据NPM1突变，结合2017年ELN的AML分层标准，提出老年AML

危险度分层的建议（见图1）。低危组（NPM1突变合并染色质重塑、粘结蛋白复合物、甲基化、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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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子、RAS通路、FLT3-TKD或不伴有FLT3-ITD）CR率为81%，高危组（U2AF1, WT1突变和/或复杂

核型）CR率为32%，中危组（所有其他患者）CR率为50%。同样， NPM1共突变和SF1突变低危老

年AML患者，3年DFS和OS分别为46%和45%，高危患者（FLT3-ITD 、RUNX1突变 、TP53突变 、

U2AF1突变 、复杂核型）3年DFS仅2%；BCOR突变 、FLT3-ITD、TP53突变 、U2AF1突变 、WT1

突变、复杂核型、t(9;11) 的高危患者3年OS仅为3%。与2017年ELN AML危险度分层比较，该分层效

果更好，建议基于化疗的老年AML危险度分层需要修订。 

 

表2  423例新诊断的老年 AML 患者基因改变 

Functional Group No. (%) of patients 

Chromatin remodeling, no. (%)  
   Mutated 99 (23) 
   Wild-type 324 (77) 
Cohesin complex, no. (%)  
   Mutated 53 (13) 
   Wild-type 370 (87) 
Kinases, no. (%)  
   Mutated 122 (30) 
   Wild-type 284 (70) 
Methylation-related, no. (%)  
   Mutated 273 (65) 
   Wild-type 150 (35) 
NPM1, no. (%)  
   Mutated 134 (32) 
   Wild-type 284 (68) 
RAS pathway, no. (%)  
   Mutated 88 (21) 
   Wild-type 335 (79) 
Spliceosome, no. (%)  
   Mutated 158 (38) 
   Wild-type 261 (62) 
Transcription factors, no. (%)  
   Mutated 111 (28) 
   Wild-type 280 (72) 
Tumor suppressors, no. (%)  
   Mutated 64 (15) 
   Wild-type 359 (85) 
Total number of pathways per patient  
   Median  
   Range 

3  
0-6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202 - 

 

 

图1    老年AML危险度分层的建议 

 

来自中国台湾的报道比较了177例老年 AML 和285例年轻 AML 患者的遗传学和分子学差异，老

年 AML 患者中，低危组患者仅占 4.2%，高危患者占 21.1%，复杂核型占 16.3%；而年轻 AML 患

者，低危组占19.4%，高危患者占10.8%，复杂核型占8.6%。在老年 AML 患者中 ASXL1占17.6%，

TET2占24.3%；而在年轻 AML 患者中分别为6.7%和8.1%。 

在正常核型老年AML患者中，DNMT3B的表达水平与缓解率、无病生存时间和总生存相关。多

因素分析显示，高表达DNMT3B是老年AML患者CR率低、DFS短、OS短的独立预测因子。 

TP53是一种肿瘤抑制因子，TP53阳性的AML患者多有高危的核型异常、单体核型和外周血幼稚

细胞比例高，对细胞毒药物疗效差，但对去甲基化药物如阿扎胞苷和地西他滨有较好的反应。 

三、老年 AML 治疗策略 

治疗前评估 

目前，初诊 AML 患者的治疗方案确定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确定 AML 细胞的遗传学和基因组学

信息，尽可能精确到决定第一次完全缓解时是否做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以及将具有特殊分子靶

点（FLT3及 IDH1/2突变）的患者纳入评估新靶向药物的特定临床试验。病人的整体健康状态也需要

一起评估，研究每位患者潜在的合并症以便调整治疗强度，使患者能承受因骨髓抑制和心脏毒性所

致的治疗相关毒性。对于老年患者，评估收益/风险，并决定不同治疗强度是极其重要的。老年 AML

患者的预后不佳是病人因素及疾病相关的化疗耐药的共同作用结果，在老年患者中，除了合并其他

疾病，延迟 AML 治疗似乎并不影响预后。对于老年患者，选择高强度化疗还是低强度化疗方案是很

重要的，因为两种方案的结果并不相同。低强度治疗大多以表观遗传学治疗为代表，去甲基化药物

（HMAs）地西他滨和阿扎胞苷与小剂量阿糖胞苷或仅用最佳支持治疗相比表现出可延长中位生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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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 AML 治疗流程：依据遗传学/分子学危险分层，是否有合并症及患者经济状况综合评估，

适合强化化疗者予标准诱导治疗缓解后行 allo-HSCT 治疗。预后不良组若有干细胞供者标准诱导治

疗缓解后行 allo-HSCT 治疗，若无干细胞供者或不适合强化治疗患者可予非强化治疗，如去甲基化

治疗、临床试验等。 

标准化疗 

在老年 AML 患者中，标准 ICT 使45-65%的初诊老年 AML 患者得到完全缓解。整体上说，由于

对 ICT 耐受性差及更高的原发 AML 耐药，老年 AML 的中位生存期往往不超过12~18个月，而5年

OS 只有15%。标准诱导化疗由中等剂量阿糖胞苷与蒽环类药物组成，分别给予7和3天。据文献报道

，去甲氧柔红霉素可能与更快达到完全缓解及更高的长期治愈有关。虽然支持治疗技术的提高，尤

其是抗生素和抗真菌治疗的进步，早期死亡率依然很高。没有标准的巩固或维持方案，在得到完全

缓解后，能够耐受进一步化疗的患者推荐接受一些缓解后治疗。 

比较不同的缓解后化疗方案的前瞻性随机研究很少。在 CALGB8525研究中，对比了3种不同剂

量强度的阿糖胞苷，发现老年患者并没有从剂量强化方案中获益。在 CALGB8923研究中，增加两次

包含中剂量阿糖胞苷和米托蒽醌的强化巩固治疗方案与4次 LDAC 方案获得相似的存活率。此外，在

ALFA9801研究中发现在老年 AML 患者中，接受2次强化巩固治疗方案与仅一种强化治疗方案相比

并没有生存优势。在德国 AML 协作组研究中，将老年 AML 患者随机分为了1个普通标准方案治疗

组和2个协助组所采用的其他化疗组，研究发现他们的无复发生存和总体生存率均无不同。一项欧洲

随机临床试验前瞻性比较了减低剂量预处理（RIC）移植与化疗的疗效，以 OS 为主要终点，建议老

年患者首次缓解后进行 HSCT 的比例增加。对于这类患者 HSCT 前选择哪种诱导治疗方案以及缓解

后治疗持续时间一直都存在争议。 

在不久的将来，能促进 ICT 效果的药物包括抗体药物偶联（ADC）奥唑米星和脂质体 CPX-351

化疗及 FLT3和 IDH1/2抑制剂。法国近期一项研究建议在缓解后治疗中加入乙诺酮也许能促进远期

疗效。这项研究的基本原理是基于雄性激素抑制 AML 细胞增殖和诱导 AML 细胞分化的潜在能力。 

影响化疗预后的基因因素 

对于强化治疗的 AML 患者，治疗前评估预后因素通常分为两类：决定 AML 是否有高耐药或复

发风险的基因因素，以及决定与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发生和死亡风险的患者因素。 

ELN 根据细胞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将 AML 分为3类：预后良好，预后中等和预后不良组。在预

后不良组，尤其不佳的是单体型核型，TP53基因突变，和包含有 MRCOM 基因的异常。重要的是，

ELN 的标准中各预后较好的类型已经在给予强化治疗的老年患者中被证实能获得好的效果，且得到

了高治愈率。最近，二代测序显示的个体基因突变形式的复杂性和预后相关性已经在老年 AML 患者

中得到探索。早期研究证实了 NPM1突变是预后良好因素。然而，FLT3-ITD 的存在和 TP53突变与

短 OS 有关。有趣的是，一些驱动基因突变，如 DNMT3A，TET2，SRSF2及 ASXL1，也可能在完全

进展为 AML 前的患者中检测到。这些类似 MDS 的克隆造血，在老年患者中更为常见，而在 CR 期

持续存在的白血病前克隆似乎是与高复发率有关的不良预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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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观遗传学治疗 

近几年，有大量的研究涉及到表观遗传学异常在 AML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在 AML 中已多次发

现与表观遗传学相关的关键基因突变，这些基因包括 DNMT3A，TET2，IDH1，IDH2及 ASXL1等，

虽然在 AML 中异常甲基化所涉及到的基因不止这些突变，针对 DNMTs 的靶向治疗已经在 AML 中

被研究。DAC 和 AZA 都是嘧啶类似物，作用与 DNMT 抑制剂类似，他们不仅可以导致身体内所有

富含 GC 启动子的胞嘧啶低甲基化，而且对于跟基因表达调控密切相关的末端增强子也有相同的作

用。 

关于 HMA 有两项随机 III 期临床研究，这两项研究比较了 HMA 和根据病人/医生选择的各种常

规治疗方案（CCR）。DACO-16研究比较了 DAC 和 LDAC 或 BSC，而 AZA-AML-001研究则对比

了 AZA 和 LDAC、BSC、ICT。这两项研究的纳入标准并不一致，在 DAC 组中纳入了更多的增殖性

疾病。另外，LDAC 剂量也不同，在 DAC 研究中给予20mg/m2每日，用药10天，4周一疗程，在 AZA

研究中给予20mg 每日两次，用药10天，4周一疗程。这两个研究都显示了 HMA 组较 CCR 组明显延

长了中位 OS（DAC 组：7.7个月 vs 5个月，AZA 组：10.4个月 vs 6.5个月）。然而，因为长期存活比

较接近，治愈率并没有因 HMA 治疗而改善。DAC 组的 CR 率和 CRi 率分别为15.7%及25.6%，AZA

组的 CR 率和 CRi 率分别为19.5%和27.8%；在 DASO-16研究中 LDAC 的分别为7.9%和10.7%；在

AZA-AML-001研究中 LDAC 的分别为24.1%和25.9%。不管是 DAC 还是 AZA 和 LDAC 作比较，似

乎仍能观察到中位生存率的提高。 

HMA 治疗反应的遗传学预测指标 

不管是分子水平还是细胞水平，HMA 药物的作用机制仍不清楚。因此，关于评定 HMA 药物有

效性的生物指标仍有待于进一步探索。有研究结果表明表观遗传调控基因的突变，如 TET2或者

DNMT3A，能够较好的预测该类药物的反应率，但并不能就此理解为生存获益。在 AZA-AML-001研

究中，带有 TP53和/或 NRAS 突变的病人使用 AZA 治疗比使用 CCR 治疗获得更长久的总体生存期

，但是带有 DNMT3A、IDH1/2、TET2任一突变基因的患者，两组的总体生存无差异。同样的研究中

，FLT3突变型患者的总体生存期，在 AZA 组更差，但 CCR 组未见差别。 

如何在化疗和去甲基化药物之间选择 

上面描述的两种治疗方案，强化化疗和表观遗传学治疗本质上有很大的区别。强化治疗，由于

严重的白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需要住院，与之相关的感染和出血可能导致更高的早期死亡率。但

是，强化化疗后的完全缓解率比去甲基化药物治疗更高，那些可能达到完全缓解的病人可能获得高

质量生活，至少在最终复发之前如此。表观遗传学治疗毒性更小，患者在治疗期间生存较好，早期

死亡率较低。虽然应用 HMAs 的完全缓解率要远低于诱导化疗，但是去甲基化药物治疗有可能保持

疾病稳定无进展或未完全缓解，观察到的 OS 可能最终与诱导化疗无差异。综上所述，去甲基化药物

对于那些评估不能从强化化疗获益的老年 AML 患者来讲，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治疗方案。这些患

者需经内科医生基于年龄、ECOG 评分、健康状况、既往出血或者化疗史、白细胞、AML 遗传特征

、并发症和多种用药进行评估后方能定义为不能从强化化疗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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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治疗 

现阶段几乎所有治疗白血病的新药的临床试验都是联合用药，包括 AZA，DAC 甚至 LDAC 的

联合治疗。已有报道的一些药物包括 FLT3激酶抑制剂 Sorafenib 和 Midostaurin，Bcl-2抑制剂

venetoclas，MDM2抑制剂 idasanutlin，SMO 抑制剂 glasdegib，甚至包括化疗药物或者抗体偶联药物

如吉妥珠单抗，奥唑米星或巴多西单抗。到目前为止，另一类的表观遗传学药物：去甲基化类药物

和联合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取得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针对新型抗体，抗体偶联药物，免疫

调控点抑制剂，其他与异柠檬酸脱氢酶抑制剂相似的表观遗传学药物的研究正在进行中。 

骨髓移植治疗 

几个回顾性研究报道称，老年 AML 患者在强化化疗或去甲基化药物治疗后进行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的结果相似。有研究针对老年患者前瞻性随机试验，在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前比较

治疗周期为10天的地西他滨和强化化疗方案。根据目前的观念，在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前降

低白血病负荷相当重要，特别是进行了减低强度预处理治疗患者，以及预见在这种条件下，相较于

去甲基化药物方案，强化化疗方案获得较高的完全缓解率的可能性更大。值得指出的是，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的结果不仅取决于完全缓解率，还在于完全缓解的质量。国内有研究回顾性分析微移

植联合化疗治疗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共纳入 35例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患

者，经单纯诱导化疗（n=16）或联合微移植（n=19）。结果显示微移植联合化疗组14例（73.7%）完

全缓解（CR），单纯诱导化疗组6例（37.5%）CR；微移植组中性粒细胞、血小板中位恢复时间分别

为11.5 d、16 d，而单纯诱导化疗组则分别为15d、22d（P<0.05）；微移植组无重症感染及相关死亡

发生，单纯化疗组因重症感染死亡3例。可见微移植联合化疗治疗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可提高疾病缓

解率，降低了化疗相关死亡率。 

总的来说，老年 AML 患者的生存在不断得到改善，包括高危组患者。基于危险分层的治疗选择

更多的为老年 AML 患者提供了多种治疗方案。尽管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对于老年 AML 患者来

说，更现实的愿望是未来的治疗方式治愈率高、毒性低且更能耐受。 

 





血液病合并感染 

- 205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206 - 

 

  

  

  

  



血液病合并感染 

- 207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208 - 

 

  

  

  

  



血液病合并感染 

- 209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210 - 

 

  

  

  

  



血液病合并感染 

- 211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212 - 

 

  

  

  

  



血液病合并感染 

- 213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214 - 

 

  

  

  

  



血液病合并感染 

- 215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216 - 

 

  

  

  

  



血液病合并感染 

- 217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218 - 

 

  

  

  

  



血液病合并感染 

- 219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220 - 

 

  

  

  

  



血液病合并感染 

- 221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222 - 

 

  

  

  

  



血液病合并感染 

- 223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224 - 

 

  

  

  

  



血液病合并感染 

- 225 - 

 

  

  

  

  



中华医学会血液学分会继续教育教材（2018，成都） 

- 226 - 

 

  

  

  

 

 



血液病合并感染 

- 227 -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EBV 感染的治疗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刘启发 

 

EBV 属于疱疹病毒家族，为双链 DNA 病毒，主要感染外胚层来源细胞，包括口咽部上皮细胞

和血液系统细胞包括 B 细胞、NK 细胞等。EBV 在健康成人中的感染率超过 90%，可长期潜伏在记

忆 B 细胞中。HSCT 后 EBV 原发性感染或再激活可导致发热、肺炎、脑炎、肝炎和 PTLD 等疾病，

其中以 PTLD 最为常见。HSCT 后 EBV 的感染主要来源潜伏的病毒再激活，为了降低 HSCT 后 EBV

相关性性疾病的发生率，移植后基于 EBV 病毒负荷和 EBV 疾病危险因素的抢先治疗是目前广泛采

用的有效预防方案。抢先治疗的策略可分为减量免疫抑制剂、过继细胞治疗和单克隆抗体。过继细

胞治疗的目的在于恢复针对 EBV 的免疫反应，措施包括 EBV 特异性 CTL 和 DLI。然而 CTL 的制

备需要时间和相关设备，DLI 可能增加 GVHD，这些都限制了过继细胞治疗的应用。利妥昔单抗能

够清除 EBV 感染的 B 细胞，其应用于 EBV 血症的抢先治疗已经被证明具有良好的疗效，且毒性较

小。EBV 相关疾病的治疗主要包括利妥昔单抗和过继细胞治疗。阿昔洛韦和更昔洛韦等抗病毒药物

可能降低病毒载量，却并不能阻止病情进展，因此不作为推荐治疗方法。利妥昔单抗单药治疗 PTLD

的初始缓解率可达到 55%~-60%，但存在 18%~32%的复发率。过继细胞治疗 PTLD 的缓解率可达到

50%~88%，极少患者复发，但缺点是存在前文描述的不足。为克服单一疗法的缺点，得到较好疗效，

我们完成的一项前瞻性多中心研究采用利妥昔单抗单药或联合化疗的基础上序贯过继细胞治疗（供

者淋巴细胞输注或 EBV 特异性细胞毒 T 细胞）；结果提示序贯细胞治疗后总体有效率和完全缓解率

分别为 95%和 91%。ECIL-6 指南推荐中枢神经系统 EBV 疾病的治疗包括：利妥昔单抗±化疗，利妥

昔单抗系统或鞘内注射治疗，细胞治疗及放疗。目前移植后细胞免疫治疗中病毒特异性 T 细胞制备

方案包括体外扩增及体外直接分离，国内多采用体外扩增方式。目前已有数个研究通过体外实验探

索了 CAR-T 细胞治疗移植后病毒感染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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