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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白血病

A1. CCLG-ALL2008方案治疗儿童T-ALL预后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刘晓明 陈晓娟 邹尧 王

书春 王敏 杨文钰 郭晔 张丽 陈玉梅 竺晓凡

目的 评价CCLG-ALL2008方案治疗儿童T细胞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 (T-ALL)的临床疗效及预后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中心 2008 年 4 月至 2015 年 4 月采用

CCLG-ALL2008 方案治疗的初诊 T-ALL 患儿的临床特点、

治疗疗效及预后因素。结果 ①一般特征：84 例患儿，男

75.0%（63/84），女21例（25.0%）；年龄7.8（1.5~15）岁；初诊时

外周血WBC中位值 109.98（1.57~820.91）×109 /L，HGB中位

值 99（39~187）g/L；PLT中位值 44（6~364）×109 /L；初诊骨髓

幼稚细胞比例中位值85%（28%~99%）；染色体核型：正常核

型 58.3%（49/84）；SIL/TAL1 阳性者 33.3%（28/84）；中危组

40.5%（34/84），高危组 59.5%（50/84）。②疗效反应：84例患

儿均随访至2018年5月30日，中位随访时间42（0.3~120）个

月。泼尼松治疗敏感率56.0%（47/84）；第1疗程CR率88.1%

（74/84）；第1、2疗程总CR率94.0%（79/84）；总复发率23.8%

（20/84），总死亡率 33.3%（28/84）。③Kaplan-Meier 分析 84

例患儿5年OS、EFS分别为（63.0±5.6）%和（60.0±5.6）%。④
不同危险组疗效：中、高危两组患儿泼尼松敏感率分别为

100%（34/34）和 28%（14/50）（P<0.05）；第 1 疗程 CR 率分别

为100%（34/34）和80%（40/50）（P<0.05）；两组患儿复发率分

别为 11.8%（4/34）和 32.0%（16/50）（P<0.05）；两组患儿死亡

率分别为 20.6%（7/34）和 42.0%（21/50）（P<0.05）。Kaplan-

Meier 分析两组患儿 5 年 OS 分别为（77.1±7.6）%、（52.5±

7.5）%；5年EFS分别为（75.0±7.7）%、（49.2±7.5）%。⑤COX

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依据 CCLG-ALL2008 方案的危险度

分组的划分是 T-ALL 患儿预后的重要影响因素。结论

T-ALL患儿具有不利预后的临床特征，复发仍是导致患儿死

亡的主要原因，依据 CCLG-ALL2008 方案的危险度分组的

划分是T-ALL患儿预后的重要影响因素。

A2. 188例儿童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特点及
疗效的回顾性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刘晓明 陈晓娟 邹尧 魏

蔚 王敏 陈玉梅 王书春 张丽 杨文钰 郭晔 竺晓凡

目的 了解初治儿童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的

临床特点及化疗疗效。方法 选取1996年5月至2017年10

月于我中心初治的188例儿童T-ALL患者，回顾性分析其临

床特点及治疗效果。结果 ①188例儿童T-ALL患者中，改

良BFM方案组 12.8%（24/188），BCH2003方案组 21.3%（40/

188），CCLGALL2008 方案组 44.7%（84/188），CCCGALL

2015 方案组 21.3%（40/188）。②一般特征：188 例儿童 T-

ALL患者，男76.6%（144/188）；年龄8.1（0.75~15）岁；初诊时

外周血WBC中位值109.98（0.6~820.91）×109/L；HGB中位值

94（39~187）g/L；PLT中位值 75（6~366）×109/L；染色体核型：

正常核型 53.2%（100/188）；中枢神经系统侵犯 9.0%（17/

188）。③疗效反应：随访至2018年6月1日，总缓解率90.4%

（170/188），总复发率 22.3%（42/188），总死亡率 29.8%（56/

188），总失访率20.2%（38/188）。④Kaplan-Meier分析188例

患儿 5 年 OS、EFS 分别为（64.9±4.1）%、（59.4±4.1）%；10 年

OS、EFS分别为（61.8±5.0）%、（56.4±4.8）%。⑤Kaplan-Meier

分析显示CCLGALL2008方案组 5年OS及EFS明显优于改

良BFM方案组及BCH2003方案组[OS：（63.1±5.6）%，（42.4±

15.8）%，（54.9 ± 8.5）%，P<0.05；EFS：（60.1 ± 5.6）%，（32.0 ±

15.9）%，（44.9±8.2）%，P<0.05]；CCCGALL2015 方案组 3 年

OS 及 EFS 明显优于改良 BFM 方案组、BCH2003 方案组及

CCLGALL2008 方案组 [OS：（93.5±4.4）%，（42.4±15.8）%，

（54.9 ± 8.5）% ，（64.6 ± 5.5）% ，P<0.05；EFS：（80.6 ± 6.7）% ，

（32.0±15.9）%，（46.8±8.4）%，（63.1±5.5）%，P<0.05]。结论

CCLGALL2008 方案较改良 BFM 方案、BCH2003 方案显著

提高T-ALL患儿的长期生存；早期随访显示CCCGALL2015

方案对T-ALL患儿具有显著优势，但长期预后仍需继续延长

随访时间进一步研究。

A3. 儿童早前体T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ETP-ALL)

临床特点及疗效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刘晓明 陈晓娟 邹尧 张

丽 王书春 魏蔚 王敏 郭晔 杨文钰 陈玉梅 竺晓凡

目的 了解儿童早前体 T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ETP-

ALL)的临床特点及疗效。方法 应用流式细胞技术对我中

心1996年5月至2017年10月可分析的初治儿童T-ALL患者

179 例进行分选，选取具有 ETP-ALL 特点的 EPT-ALL 儿童

共29例。对29例EPT-ALL患儿的临床特点、治疗疗效及预

后因素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①21 年间我中心共收治

ETP-ALL 儿童占 T-ALL 儿童总数的 16.2%（29/179）。②临

床特点：29例儿童EPT-ALL患者，男79.3%（23/29）；年龄7.1

（0.75~13）岁；初诊时外周血 WBC 中位值 113.66（0.66~

517.88）×109/L；HGB 中位值 88.31（39~121）g/L；PLT 中位值

70.8（11~366）×109/L；染色体核型：正常核型 44.8%（13/29）；

29例患儿中有17例患儿进行了SIL/TAL1基因的检测，阳性

者10.3%（3/17）；中枢神经系统侵犯10.3%（3/29）。③疗效反

应：随访至 2018年 6月 1日，29例儿童ETP-ALL患者，总缓

解率 89.7%（26/29），总复发率 31.0%（9/29），总死亡率 44.8%

（13/29），总失访率 13.8%（4/29）。29 例患儿中有 23 例患儿

可评价激素预治疗的敏感性，激素敏感率为 20.7%（6/23）。

④预后生存：应用Kaplan-Meier分析比较 29例ETP-ALL患

儿的 5 年 EFS 及 OS 明显低于同期非 ETP-TALL 患儿[EFS

（43.7 ± 9.4）%对（62.7 ± 4.5）%，P=0.014；OS（50.3 ± 9.9）%对

（68.4±4.4）%，P=0.064]，⑤影响预后生存的因素：COX多因

素回归分析显示，激素预治疗不敏感的ETP-ALL患儿较激

素敏感的ETP-ALL患儿具有更低的OS（P<0.05）；而初诊时

的PLT水平和脑脊液状态则为影响ETP-ALL患儿EFS的独

立因素（P<0.05）。结论 ETP-ALL患儿较非ETP-TALL患

儿具有更差的EFS及OS，激素预治疗的敏感程度可能对ETP-

ALL患儿的预后有一定的影响，初诊时PLT水平较低及伴有

中枢神经系统侵犯的ETP-ALL患儿可能具有更差的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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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不同时间点微小残留病对儿童急性T淋巴细胞
白血病预后的意义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刘晓明 陈晓娟 邹尧 张

丽 魏蔚 杨文钰 郭晔 陈玉梅 王书春 王敏 竺晓凡

目的 了解不同时间点微小残留病（MRD）对初治儿童

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的预后价值。方法 2008年 5月至

2017年 10月于我中心初治的 124例儿童T-ALL患者，应用

流式细胞技术检测两组患儿不同时间点骨髓 MRD 情况，

回顾性分析比较不同时间点 MRD 与预后的关系。结果

① 124 例儿童 T- ALL 患者中，CCLGALL2008 方案组占

67.7%（84/124），CCCGALL2015 方案组占 32.3%（40/124）。

②84例CCLGALL2008方案组患儿，第15天MRD可评估率

为 76.2%（64/84）；第 33 天 MRD 可评估率为 76.2%（64/84）；

第 90 天 MRD 可 评 估 率 为 61.9%（52/84）。 40 例 CCC-

GALL2015方案组患儿的第19天MRD及第46天MRD的可

评 估 率 均 为 100% 。 ③ Kaplan- Meier 分 析 显 示 CCL-

GALL2008方案组中第33天MRD及第90天MRD两个监测

点其不同 MRD 水平影响 T-ALL 患儿的 5 年 OS[第 33 天

MRD 不同级别：(77.3±8.2)%，(57.8±10.8)%，(42.0±14.3)%，

P<0.05；第 90 天 MRD 不同级别：（73.4 ± 8.6）% ，（66.7 ±

19.2）%，（26.8±11.5）%，P<0.01]及EFS[第 33天MRD不同级

别：（74.1±8.4）%，（59.1±10.6）%，（30.8±12.8）%，P<0.01；第

90 天 MRD 不同级别：（65.3±9.5）%，（66.7±19.2）%，（25.0±

10.8）%，P<0.01]；而第 15天MRD水平对T-ALL患儿的 5年

OS 及 EFS 无明显影响。④Kaplan- Meier 分析显示 CCC-

GALL2015 方案组第 46 天 MRD 水平影响 T-ALL 患儿的短

期OS 及EFS，而未发现第 19天MRD 水平对T-ALL患儿的

OS及EFS产生影响。结论 CCLGALL2008方案组第33天

MRD及第90天MRD水平可对本组患儿长期预后产生显著

影响，是预后评估的重要 MRD 监测点；而早期随访显示，

CCCGALL2015方案组中，相比第 19天MRD，第 46天MRD

水平可能更能反映该部分T-ALL患儿的预后转归，但其远期

临床价值仍需继续延长随访时间进一步研究。

A5.回顾性分析地西他滨联合 IAG方案治疗急性髓
系白血病和高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临床疗效
研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张学亚 吴诗馨 郭熙哲

潘敬新

目的 回顾性分析地西他滨联合 IAG方案治疗急性髓

系白血病（AML）和高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的临床

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分析 8 例 AML 和 2 例高危 MDS 患

者，男性8例，女性2例；中位年龄56（43~81）岁，其中包括原

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转为 AML 3 例，MDS 转为 AML

1 例，均应用地西他滨+IAG 方案（地西他滨 15 mg/m2，每日

1 次，静脉滴注，第 1~5 天；去甲氧柔红霉素 10 mg/d，每日

1次，静脉滴注，第6天；阿糖胞苷10 mg/m2，每12 h1次，皮下

注射，第6~19天；G-CSF 300 μg，每日1次，皮下注射，第6~19

天，WBC>20×109/L 停用）。观察各患者疗效及不良反应。

结果 7例患者达完全缓解，完全缓解率达70%；部分缓解率

20%，总的反应率为90%，1例治疗无反应患者系FLT3/ITD、

WT1 双阳性。中位疗程数 3（1~6）个，中位随访时间 15（7~

26）个月，无进展生存率为80%；化疗的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

骨髓抑制和粒细胞缺乏所致的感染，未见肝肾毒性反应及其

他严重的胃肠等非造血系统不良反应。结论 地西他滨联

合 IAG方案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

者效果良好，不良反应可控。

A6.脑脊液流式细胞术检测微小残留病的临床意义
广东省人民医院 罗燕飞 许嘉欣 罗燕飞

目的 探讨脑脊液流式细胞术监测微小残留病在急性

白血病复发预测及指导治疗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采用流

式细胞术对 2015年 1月到 2016年 10月的 62例急性白血病

患者进行追踪检测，分析脑脊液及骨髓MRD与白血病复发

之间的关系。结果 62 例患者中有 11 例患者脑脊液 FCM

检查为阳性，检出率为 17.74%，其中发生复发的有 6 例

（54.55%），脑脊液MRD阴性51例，其中8例（15.69%）复发，

两者复发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7.82,P<0.05）。脑脊液

MRD阳性预测白血病复发的时间比骨髓MRD阳性早85.67

天。结论 监测白血病患者脑脊液MRD，在监测复发以及

估计预后中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A7.SIRT1-mTOR信号通路在人参皂苷Rg1诱导白
血病干细胞衰老中的作用
1.大理大学；2. 重庆医科大学 周玥 1 李渊 1 韩艳君 1 王

翠丽 1 王亚平 2

目的 白血病干细胞（LSCs）是白血病发生发展的根

源，探寻靶向调控 LSCs 的方法是白血病防治研究的关注

点。前期实验证明人参皂苷Rg1具有诱导白血病K562细胞

衰老的作用。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探讨 Rg1 在体外抑制

LSCs 增殖，诱导 LSCs 衰老的作用，并通过对 SIRT1-mTOR

信号通路的研究，探索 Rg1 调控 LSCs 的作用机制。方法

本研究运用免疫磁性分选法由人白血病骨髓中分离纯化

CD34+CD38-白血病干细胞（CD34+CD38-LSCs），将人参皂苷

Rg1体外作用于CD34+CD38-LSCs，CCK-8检测细胞增殖能

力，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时相变化，衰老相关β半乳糖苷

酶染色（SA-β-gal）检测衰老阳性细胞百分比，Western blot和

荧光定量PCR检测细胞SIRT1和mTOR蛋白和基因表达水

平的改变。结果 Rg1作用后，CD34+CD38-LSCs增殖能力

下降，停滞于G0/G1期细胞比例增高，SA-β-gal染色阳性细胞

百分比增多，SIRT1 mRNA 和蛋白表达下调，mTOR mRNA

和蛋白表达上调。结论 人参皂苷 Rg1 具有诱导 CD34 +

CD38-LSCs衰老的作用，调控SIRT1-mTOR信号通路是人参

皂苷Rg1诱导CD34+CD38-LSCs衰老的作用机制之一。

A8.中国CLL患者行氟达拉滨联合环磷酰胺临床疗
效和安全性的meta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黄红婷 刘飞飞 赖桂兰

沈建箴

目的 通过meta分析探讨氟达拉滨联合环磷酰胺治疗

CLL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以氟达拉滨联合环磷酰

胺为实验组，单用氟达拉滨或环磷酰胺为对照组。通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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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

库所有有关氟达拉滨和环磷酰胺治疗CLL的文献，年龄限

定为 18岁以上，并进一步对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扩大

检索。对符合纳入标准的随机对照研究（RCT）按Cochrane

系统评价的方法，独立进行资料提取、质量评价并交叉核对

后，采用Stata14.0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5篇研

究，共计945例患者。氟达拉滨联合环磷酰胺比起单用氟达

拉滨或环磷酰胺有着更好的总有效率，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RR=1.28，95%CI 1.09~1.49，P=0.002 和 RR=1.36，95%CI

1.20~1.54，P<0.001）。结论 meta分析结果表明氟达拉滨联

合环磷酰胺比起单用氟达拉滨或环磷酰胺有着更好的临床

疗效。本研究对现有已经发表的所有相关随机对照文献进

行系统、综合性评价和分析，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统计效力，使

研究结果更加可靠和全面，但同样本次研究受到文献质量和

例数的限制，因此，在今后需要更多的样本量，尤其是前瞻性

的随机研究。

A9.沙利度胺联合CAG方案治疗老年急性髓系白血
病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的meta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赖桂兰 黄红婷 刘飞飞

沈建箴

目的 通过meta分析探讨沙利度胺联合CAG方案治疗

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沙利度

胺联合CAG为试验组，单用CAG为对照组。通过计算机检

索PubMed数据库、Cochrane图书馆、Embase数据库、中国期

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所有有关沙

利度胺和CAG治疗60岁以上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的文献，并

进一步对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扩大检索。对符合纳入

标准的随机对照研究（RCT）按Cochrane系统评价的方法，独

立进行资料提取、质量评价并交叉核对后，采用Stata14.0软

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 共纳入 4 篇研究，共计 264 例患

者。试验组有着更好的总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

1.26，95%CI 1.11~1.44，P=0.001），同时试验组也有着更高的

1年和2年总生存率，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1.82，95%

CI 1.36~2.44，P<0.001 和 RR=3.07，95% CI 1.85~5.07，P<

0.001），同时试验组有着更低的胃肠反应发生率（RR=0.60，

95% CI 0.65~0.92，P=0.002）。结论 meta 分析结果表明

CAG联合沙利度胺较单用CAG有着更好的临床疗效和预后

以及更低的非血液毒性。本研究对现有已经发表的所有相

关随机对照文献进行系统、综合性评价和分析，提高了研究

结果的统计效力，使研究结果更加可靠和全面，但同样本次

研究受到文献质量和例数的限制，因此，在今后需要更多的

样本量，尤其是前瞻性的随机研究。

A10.高三尖杉酯碱联合三氧化二砷治疗AML1-ETO

阳性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一例并文献复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何志鹏 王会仙 杨梦婷

黄壹萍 王碧新 肖雪婷 陈莉莉 田辉云 吴勇

目的 探讨高三尖杉酯碱（HHT）联合三氧化二砷

(As2O3)治疗老年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的疗效及

机制。方法 收集 1例老年AML患者在HHT联合As2O3治

疗前后临床资料，并结合相关文献综合分析。结果 患者，

男性，86岁，患恶性淋巴瘤4年，接受CHOP方案化疗6个疗

程。外周血常规示白细胞计数（WBC）40.05×109 / L，幼稚细

胞占90%，分叶核细胞占2%，血红蛋白（HGB）76.0 g/L，血小

板计数（PLT）74×109 /L。骨髓象：原始粒细胞占68%，过氧化

物酶染色阳性 100%。检出 AML1-ETO 融合基因。确诊为

AML-M2（AML1-ETO+）。予HHT 2 mg/d和As2O3 10 mg/d静

滴治疗。3 d后，WBC恢复正常，为了降低骨髓抑制的程度，

予As2O3（5 mg×7 d）、HHT（0.5 mg×7 d）和 As2O3（10 mg×

7 d）、HHT（1 mg×7 d）交替治疗方案。经过上述 2个疗程的

治疗，外周血细胞涂片示原始粒细胞细胞未检出，中幼粒细

胞23%、晚幼粒细胞22%、分叶核粒细胞51%；患者毒副作用

小。随访110 d，患者外周血涂片仍未见原始粒细胞细胞，统

计分析可见WBC与幼稚细胞百分比呈正相关（r=0.65），且

二者均与分叶核粒细胞百分比呈负相关（r=-0.63，-0.89）。

结论 HHT 联合 As2O3治疗老年 AML 毒副作用小，有助于

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且通过诱导凋亡和分化发挥其抗白血病

效应。

A11.地西他滨联合半量CAG方案治疗急性髓系白
血病的疗效分析
上饶市人民医院 叶筱颖

目的 探讨地西他滨联合半量CAG方案治疗急性髓系

白血病（AML）的疗效。方法 选取 2013年 8月到 2017年 8

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AML患者，将其中的60例按照随机方

法进行分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0例。其中观察组采用地

西他滨联合半量CAG方案，而对照组则仅采用地西他滨单

药进行治疗。分析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并比较不良反应发

生率。分析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并比较两组感染发生率，

同时对比两组住院的时间及医疗费用。结果 观察组治疗

总有效率为70%（21/30），对照组为总有效率为50%（15/30），

对照组总有效率明显低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发生感染率为70%（21/30）,其中急性上呼吸道

感染15例，败血症1例，肺部感染3例，肠道感染1例，尿路感

染1例。对照组中发生感染率为73.33%（22/30）,其中肺部感

染3例，败血症1例，肠道感染2例，急性上呼吸道感染14例，

尿路感染2例，观察组与对照组发生院内感染率无明显差异

（P<0.05）。结论 在对AML患者治疗中，采用地西他滨联

合半量CAG方案可产生较高疗效，同时不增加化疗后的感

染发生率，有利于患者预后。且观察组的住院时间及治疗费

用均低于对照组。

A12.一例同时伴 t(7;11) (p15;p15)和 t(5;12) (q33;

p13)染色体易位的髓系肿瘤患者的分子遗传学研究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修文 晁红颖

目的 提高对同时伴有 t(7;11)(p15;p15)和 t(5;12)(q33;

p13)罕见染色体易位的髓系肿瘤的认识。方法 报道一例

同时伴有 t(7;11)(p15;p15)和 t(5;12)(q33; p13)易位的髓系肿

瘤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特征及诊治经过；通过RT-PCR方

法扩增融合基因，通过高通量 DNA 测序联合基因组 DNA-

PCR技术检测 51种髓系基因突变，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同时伴有 t(7;11)(p15;p15)和 t(5;12)(q33;p13)染色体易位的髓

系肿瘤患者表现主要为皮疹、纳差、乏力及脾肿大；外周血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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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明显升高，但无嗜酸及单核细胞增多，骨髓形态学显示

FAB AML- M2 亚 型 ；经 RT- PCR 证 实 NUP98/HOXA9 和

ETV6/PDGFRB 融合基因均阳性，二代测序显示 WT1 p.

C423Y、KRAS p.G12D 及 DNMT3A p.R882C 三种突变共

存。传统 IAC方案化疗联合伊马替尼（400 mg/d）治疗后达

形态学缓解，但1个月后复发，HAA方案再诱导化疗无效，最

终在诊断半年后死亡。病程中持续检测NUP98/HOXA9及

EV6/PDGFRB 转录本水平，提示 EV6/PDGFRB 在治疗后迅

速达到分子学改善，而 NUP98/HOXA9 则表现为稳定高表

达。结论 同时伴有 t(7;11)(p15;p15)和 t(5;12)(q33;p13)易位

的AML具有独特的临床及分子遗传学特征，加用伊马替尼

不能改善其不良预后。

A13.核心结合因子相关急性髓系白血病的分子遗
传学特点分析
1.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何金媛 1

晁红颖 1 周民 1 卢绪章 1 陈涛 1 杨建和 1 姜乃可 1 张日 2

目的 研究核心结合因子相关急性髓系白血病（CBF-

AML）患者多基因突变发生情况，并与正常核型AML（CN-

AML）进行比对分析。方法 采用DNA-PCR联合测序综合

检测 FLT3- ITD、FLT3- TKD、NPM1、c- KIT、NRAS、KRAS、

TET2、IDH1/2、RUNX1、DNMT3A、GATA2、ASXL1、TP53、

PTPN11、GATA2、JAK2V617F、SETBP1 及 CEBPA 的 TAD、

BZIP两个功能区的突变发生情况；采用多重PCR法检测29

种白血病融合基因。结果 ①81例患者中，共检测到 68例

患者发生基因突变（83.9%）。突变发生率最高为CEBPA双

突变（n=17），其他突变率大于 5%的基因依次为：NPM1（n=

15），c-KIT（n=11），NRAS（n=10），TET2（n=9），FLT3-TKD

（n=9），FLT3- ITD(n=8)，IDH1（n=7），RUNX1（n=7），KRAS

(n=7)，DNMT3A(n=6)，IDH2（n=4），GATA2（n=4）。②共检

测到 36 例患者携带 AML1-ETO（n=21）或 CBFβ-MYH11

（n=15）融合基因。其中，双基因突变及≥ 3 个基因突变共

存在 CN-AML 中的发生率明显高于 CBF-AML，差异显著

（P=0.014、0.019）。 CN- AML 患 者 以 NPM1、FLT3- ITD、

DNMT3A、IDH1 及 CEBPA 双突变为主，CBF-AML 患者则

以 c-KIT、NRAS及KRAS为主，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③功

能归类后显示，CN-AML以参与DNA甲基化的表观遗传学

调节基因、NPM1 和转录因子突变为主，而 CBF-AML 则以

RAS转导通路相关基因和酪氨酸激酶受体基因突变为主。

结论 CBF-AML患者基因突变谱系与CN-AML患者有很

大不同，融合基因与不同基因突变事件的叠加可能共同影响

了此类患者的表型与预后。

A14.rhG-CSF 对骨髓微环境 SDF-1/CXCR4 轴及
Treg细胞的影响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王瑾 牛奔 马肖

容 张王刚

目的 观察 rhG-CSF 对急性白血病细胞 WEHI-3 细胞

CXCR4表达水平和趋化性的影响，以及对骨髓SDF-1和外

周Treg细胞的作用，探讨G-CSF对骨髓微环境的影响。为

阐明急性白血病耐药复发的部分机制和进一步的免疫治疗

提供理论基础。方法 ①将急性白血病细胞株WEHI-3与

rhG-CSF 共同孵育 6、12、18、24 h 后，用流式细胞术检测

CXCR4表达水平，微孔细胞转移试验检测其迁移能力。②
健康Balb/C小鼠给予 rhG-CSF皮下注射，ELISA法检测骨髓

及外周血SDF-1的水平，流式细胞术检测脾脏及外周血Treg

细胞的比例。结果 rhG-CSF 作用后 WEHI-3 细胞表面

CXCR4的表达水平明显下降(P<0.05)，细胞对SDF-1的趋化

性显著降低(P<0.05)。健康小鼠应用 rhG-CSF处理后，实验

组小鼠骨髓中SDF-1水平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0.05)，外周

血及骨髓Treg细胞比例显著升高(P<0.05)。结论 rhG-CSF

可以下调白血病细胞表面CXCR4的表达，降低骨髓SDF-1

水平；并可动员Treg细胞进入外周。可能从而打破骨髓微环

境介导的免疫逃逸和耐药，改善白血病的免疫治疗效果。

A15.高危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临床特征及预后
分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温红霞 孙玲

目的 分析高危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的临床

特征及预后，探讨高危APL的最佳治疗方法。方法 回顾

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7年6月初诊APL患者245例，其中

高危组 72例，中低危组 173例，比较两组的临床特征及预后

差异。 结果 高危组与中低危组在年龄、性别方面均无统

计学差异（P=0.456，P=0.875），高危组初诊时血小板（PLT）明

显低于中低危组（P=0.01），且常伴有附加染色体异常及

FLT3-ITD基因突变（P=0.013，P<0.001）；高危组较中低危组

具有更高的DIC发生率（P=0.001）、早期死亡率（P=0.001）与

更低的完全缓解（CR）率（P=0.003），若两组均除去早期死亡

患者，高危组与中低危组患者的 CR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721）。预计 5 年无复发生存（RFS）率及 5 年总生存

（OS）率高危组均明显低于中低危组（P=0.046，P=0.002）。

达 CR 的 APL 患者，高危组复发率及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

（CNSL）发生率显著高于中低危组（P=0.024，P=0.047）。诱

导治疗给予维甲酸（ATRA）+亚砷酸（ATO）+DA（蒽环类、阿

糖胞苷）及增加鞘内注药次数能降低高危组APL的早期死

亡率及CNSL发生率。 结论 高危组APL具有更高的早期

死亡率及缓解后复发率，预后较中低危组差，诱导治疗给予

ATRA+ATO+DA及增加鞘内注药次数可能降低其早期死亡

率及CNSL发生率，改善预后。

A16.正常核型髓系肿瘤患者的基因突变谱系分析
1.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2.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3.苏州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晁红颖 1 韩文敏 1 周民 2 卢绪章 1

姜乃可 1 张日 3 王谦 3

目的 研究正常核型的髓系肿瘤患者的基因突变谱

系。方法 回顾性检测 2013年 6月至 2017年 8月于南京医

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及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

诊及住院治疗的正常核型的原发 AML 及 MDS 患者共 102

例。采用第二代基因测序技术检测49种靶基因；采用DNA-

聚合酶链反应（PCR）联合测序法检测FLT3-ITD、NPM1基因

12号外显子、CALR基因9号外显子及CEBPA基因的TAD、

BZIP功能结构域突变发生情况。结果 ①82例AML患者

中，总突变发生率为98.7%（81/82），其中，≥ 3个基因突变共

存发生率为 54.5%（45/82）。突变检出率最高为 NP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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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29/82），其他突变率>10%的基因依次为 FLT3-ITD

（25.6%，21/82），CEBPA 双突变 (24.3%，20/82），DNMT3A

(19.5%，16/82），TET2(18.3%，15/82），NRAS(13.4%，11/82），

RUNX1（10.9%，9/82），CSF3R（10.9%，9/82）。②20 例 MDS

患者的总突变率为 85%（17/20），其中，≥ 3个基因突变共存

发生率为 55.0%（11/20）。突变检出率最高为 RUNX1

（35.0%，7/20），其他突变依次为：ASXL1（25.0%，5/20），

SF3B1（15.0% ，3/20），BCOR（15.0% ，3/20），FLT3- TKD

（15.0%，3/20）。③AML 患者总的基因突变率高于 MDS 患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4)。 AML 患者中，NPM1、

FLT3- ITD、CEBPA 双突变在 AML 中的发生率明显高于

MDS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DS患者基因突变主要为

RUNX1、ASXL1、SF3B1 及 BCOR 为主，发生率明显高于

AML 患者，差异均达统计学意义。功能归类后显示，DNA

甲基化调节基因突变在AML中的发生率明显高于MDS患

者，而组蛋白修饰基因及RNA剪接因子突变在MDS中的发

生率明显高于AML，以上功能基因在两组间的分布差异均

达统计学意义。结论 原发AML与MDS在基因突变谱上

有很大不同，两组患者体内存在多个不同功能基因突变组合

的亚克隆，这些不同功能的基因突变叠加可能影响了正常核

型髓系肿瘤的临床表型及预后。

A17.儿童核心结合因子相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疗
效及预后因素分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吴珺 陆爱东 张乐萍 左英熹 贾

月萍

目的 分析儿童核心结合因子相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

(CBF-AML)的疗效及预后因素。方法 对 2005 年 8 月至

2017年9月收治住院的初诊CBF-AML患儿共121例进行回

顾性研究,采用 Kaplan-Meier 曲线评估患儿的累积复发率

（CIR）、无事件生存率（EFS）和总生存率（OS），COX回归模

型评估预后因素。结果 121例患儿中男 68例（56.2%），女

53 例（43.8%），男女比例为 1.3∶1。中位年龄 9(0.6~17)岁。

初诊时外周血 WBC 中位数为 20.0(2.8~182.7)×109/L。与伴

t(8;21)患儿相比，伴 inv(16)/t(16;16)患儿初诊时白细胞增多

更常见（P=0.000），伴 t(8;21)患儿具有更多的附加染色体异常

（P=0.002），在 t(8;21)患儿中最多见的附加染色体异常是性

别染色体X或Y的缺失。共 86例患儿检测了C-KIT突变，

其中35例（40.7%）阳性。120例患儿评估了化疗后骨髓缓解

情况，1个疗程后完全缓解（CR）100例（83.3%），2疗程后CR

119例（99.2%）。121例患儿中复发13例（10.7%），中位复发

时间13.8（3.7~58.8）个月，死亡17例（14.0%）。全部患儿5年

的CIR、EFS、OS 分别为 14.8%、75.7%、82.8%。对发病时年

龄、性别、初诊时WBC、是否有髓外白血病、是否伴C-KIT表

达、是否有附加染色体异常、是否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HSCT）、第一疗程是否CR等进行COX多因素回归分析，只

有伴附加染色体异常是影响患儿OS的独立危险因素（HR=

4.289，95% CI 1.070~17.183，P=0.040）。结论 儿童 CBF-

AML 是一组独特的预后亚型，化疗疗效较好，对于 CBF-

AML患儿要严格掌握HSCT指征，伴附加染色体异常是影

响患儿OS的独立危险因素。

A18.High expression of heat shock protein 90 beta

in bone marrow mononuclear cells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ression of acute leukemia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Tian

Wenliang, Sun Ling

Heat shock protein 90 beta (Hsp90β) is an intracellular

molecular chaperone which may involve in development of

cancer. However its role in leukemia is unknown. Thus we in-

vestigated the expression of Hsp90β in acute leukemic

cells. The expression of Hsp90β in human bone marrow mono-

nuclear cells from acute leukemia patients (untreated, refracto-

ry, remittent, recurrent, and transplanted) and healthy controls

were determined using RT- 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Serum

levels of Hsp90β were measured by ELISA. RT-PCR and West-

ern blotting assays showed that bone marrow leukemic cells

from untreated patients expressed higher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of Hsp90β than healthy controls. This was more evident

in refractory and relapsed patients. Untreated patients with

higher expression of Hsp90β had a lower complete remission

rate. The expression of Hsp90β decreased during remission

but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bone marrow leukemic cells from

relapsed patients. In contrast, ELISA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

rum level of Hsp90β remained very low in all participant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different groups. In

conclusion, high expression of cellular Hsp90β may be a prom-

ising biomarker for the prognosis of acute leukemia.

A19.索拉菲尼对白血病伊马替尼耐药细胞K562R

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温顺祝 邢宏运

目的 本研究选用白血病耐伊马替尼细胞株（K562R）

为研究对象，探究索拉菲尼对K562R细胞的增殖及凋亡影

响，并探讨 RAF/MEK/ERK 信号通路在此过程中的表达情

况。方法 用CCK-8法检测不同浓度索拉菲尼和伊马替尼

单药或联合用药对K562R细胞的增殖抑制情况，并计算出

索拉菲尼与伊马替尼各自作用于K562R的 IC50值，以及两

者协同作用最强时的药物浓度；根据两药协同作用最强的浓

度重新分成四组：对照组、索拉菲尼单药处理组、伊马替尼单

药处理组、索拉菲尼联合伊马替尼处理组，采用Annexin V/

7-AAD 双标记法，用流式细胞术检测K562R细胞在各个组

凋亡率的变化情况；采用 Western blot 法检测 RAF/MEK/

ERK 信号通路中各蛋白在上述四组中的表达情况。结果

①5~100μmol/L的索拉菲尼，以及10~100μmol/L的伊马替尼

均能明显呈浓度依赖性地抑制K562R细胞的增殖（P<0.05），

索拉菲尼对K562R细胞的 IC50为 32.67μmol/L（95%的置信

区间为 28.59~37.34μmol/L），伊马替尼对该细胞的 IC50 为

16.91μmol/L（95%的置信区间为 9.73~29.40μmol/L)；当索拉

菲尼为 10μmol/L，伊马替尼 10μmol/L 时两者协同作用最

强。②索拉菲尼或者伊马替尼单独使用均可促进K562R细

胞的凋亡，两者联合比各自单独用药时凋亡明显增强（P<

0.05）。③与对照组相比较，索拉菲尼、伊马替尼单药组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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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A Raf、B Raf、C Raf、MEK1+MEK2、P-MEK1+MEK2蛋

白的表达，两药联合下调作用更明显，但对ERK1+ERK2的

表达影响不明显，此外，仅伊马替尼能够下调P-ERK1+ERK2

的表达，索拉菲尼却上调P-ERK1+ERK2的表达。结论 索

拉菲尼能够促进白血病伊马替尼耐药K562R细胞凋亡且呈

浓度依赖性，索拉菲尼与伊马替尼联合用药对K562R的增

殖抑制和促进凋亡作用明显增加，说明索拉菲尼能够增加

K562R 细胞伊马替尼敏感性作用，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

RAF/MEK/ERK信号通路。

A20.儿童 B 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使用 CCLG-

ALL-2008方案的疗效分析及影响因素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园区总院 高静 胡绍燕 何海

龙 卢俊 王易 李建琴 李捷 柴忆欢

目的 回顾分析CCLG-ALL-2008方案治疗具有或无特

定融合基因的B系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疗效，寻找

影响预后的因素。方法 回顾分析 2008年 6月 1日至 2015

年 12月 31日于我院采用CCLG-2008方案治疗的B系ALL

患儿[TEL/AML1+、E2A/PBX1+、BCR/ABL+、MLL+、无特异性

基因表达（Negative）] 的生存状况及预后影响因素，随访截

止至 2017年 12月 31日。结果 该时期内以上各组入组例

数依次为106、37、27、27、365例，中位年龄53个月，中位随访

时间 51个月；总死亡率 18.0%，总复发率 24.0%。将患儿的

临床特征、早期治疗反应及生存状况进行构成比比较，除性

别构成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均有统计学差异（P 值均<

0.05）。K-M法分析发现TEL/AML1+组 5年OS、RFS率分别

为(89.9±3.5)%、（77.4±5.2）%，E2A/PBX1 +组分别为（93.1±

4.9）%、（83.1±8.0）%，BCR/ABL +组分别为（36.7±12.4）%、

（36.9±13.2）%，MLL组分别为（71.1±9.1）%、（62.7±10.0）%，

Negative组分别为（80.7±2.2）%、（72.6±2.5）%。进一步进行

组内分析时发现，只有 Negative 组影响 OS、RFS 的因素较

多，是除性别外的所有因素（P值均<0.05）。COX分析发现

初诊年龄、复发、第12周MRD水平是影响OS的独立的预后

因素（P值均<0.05），泼尼松反应和第12周MRD水平是影响

RFS的独立的预后因素（P值均<0.05）。结论 ①E2A/PBX1

组、TEL/AML1 组使用 2008 方案疗效较其他三个亚组好。

②第 12 周 MRD 是唯一影响 OS、RFS 的独立的预后因素。

③无特异性基因组的OS、RFS受多种因素影响，该亚组可能

有新的可以用于调整危险度的指标有待发现。

A21.化疗对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肠道菌群影
响的初步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缪洁 胡绍燕 肖佩芳 郭爱

莲 王易 卢俊 何海龙

目的 利用体外发酵模型模拟人体肠道，研究ALL患

儿化疗时肠道菌群对低聚寡糖的酵解情况。探讨ALL患儿

不同化疗时期肠道菌群代谢的变化。方法 30例初诊未治

ALL患儿，化疗时益生菌使用史有∶无为16∶14，收集时期为

CCCG-2015-ALL 方案 VDLP 疗程，采集点分别为化疗前

（L1）、化疗中（骨髓抑制期）（L2）、化疗后（骨髓恢复期）

（L3）。处理标本后接种于 5 种低聚糖培养基（FOS, MOS,

INU, XYI和YCFA）中发酵 24 h，测定上清液中短链脂肪酸

量，应用 SPASS 22.0 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①ALL 粪便

短链脂肪酸（SCFAs）比较：L1中SCFAs高于正常组，L1、L2、

L3 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其中 L2、L3 丁酸低于 L1（P<

0.05）。益生菌（-）在L1、L2、L3中，SCFAs呈先下降后上升

趋势，其中L2、L3丁酸低于L1（P<0.05）。益生菌（+）在L1、

L2、L3 中，SCFAs 呈上升趋势。在 L1、L2 中，益生菌（-）总

酸、乙酸、丁酸变化量低于益生菌（+）（P<0.05）。②发酵后粪

便短链脂肪酸（SCFAs）比较：FOS、MOS、INU 中 SCFAs 量

L1 低于正常组，而 YCFA、XYI 则高于正常组；所有培养基

L1、L2、L3呈上升趋势。FOS中正常组总酸、乙酸、丙酸量低

于L1（P<0.05）；MOS中L3总酸量低于L1（P<0.05）；INU中

正常组总酸、乙酸量低于L1（P<0.05）。产气方面，所有培养

基L1较正常组低，L1、L2、L3呈上升趋势。FOS、MOS、INU

中L1大于正常组（P<0.05）、L3大于L1（P<0.05），INU中，L2

大于L1（P<0.05）。益生菌（-）在产气中，FOS、MOS、INU中

L1、L2、L3 呈上升趋势；INU 中，L2、L3 大于 L1（P<0.05），

FOS、MOS中L3大于L1（P<0.05）。益生菌（+）在产气中，仅

MOS，L2大于L1（P<0.05）。结论 ALL患儿粪便中SCFAs

量较正常儿童高；经发酵后，无论是SCFAs还是气体，均呈上

升趋势。ALL患儿粪便中，益生菌（+）SCFAs产生量较益生

菌（-）组高，经过发酵后，SCFAs量仍较益生菌（-）多。粪便

及低聚糖体外发酵模型中的短链脂肪酸及气体含量可能有

助于为ALL患儿口服益生菌或提供临床依据。

A22.The effect of decitabine on primary NK cells

obtained from AML patients: cells viability, pheno-

type, function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WuHan Union hosptial of Hua zh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Li Xiang

Objective Decitabine has displayed immune- mediated

anti-tumor benefits except its direct effects on cancer cells. NK

cells are the main player for the eradication of leukemia cells.

Here we analyzed the effect of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f

decitabine on NK cells function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

nisms. Methods The NK cells cytotoxicity, receptors expres-

sion, cytokine release and Erk/STAT3 phosphorylation level

were assessed after exposure to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f

decitabine for 24 h. Meanwhile, NK cells function was detect-

ed after the respective phosphorylation level inhibitors (U0126/

NSC74859) were applied. Results For NK cells’cytotoxici-

ty and receptors expression, the“parabolic- shaped”response

was observed, while the“U-shaped”response was shown for

either IFN-γ or IL-10 release after their exposure to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decitabine. Interestingly, a “parabolic-

shaped”response was displayed for calculating the release ra-

tio of IFN-γ to IL-10. The Erk/STAT3 phosphorylation level of

NK cells displayed the opposite response after decitabine treat-

ment. In addition, the respective phosphorylation level inhibi-

tors applied in our system can lead to the different response in

NK cells function. Conclusions Decitabine can affect NK

cells’function by modulation of Erk or STAT3 phosphoryla-

tion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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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长柱重楼皂苷抑制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增殖
的机制研究
1.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3.

苏州大学药学院 陆芹 1 郑云菁 1 胡昳歆 1 王跃虎 2 毛

新良 3 胡绍燕 1

目的 探讨长柱重楼皂苷抑制急性髓系白血病(AML)

细胞株 HL-60、K562、KG-1、HT-93 增殖的作用原理。方法

HL-60、K562、KG-1、HT-93 细胞与长柱重楼皂苷共同培养

24、48和 72 h，MTT法测定细胞增殖抑制率；流式细胞仪检

测长柱重楼皂苷对HL-60、K562、KG-1、HT-93白血病细胞的

凋 亡 率 影 响 ；Western blot 技 术 检 测 凋 亡 蛋 白 PARP、

Caspase3、Mcl-1、Bcl-2、Bax、P53、P27 的表达变化，GAPDH

为内参对照。结果 长柱重楼皂苷可以抑制HL-60、K562、

KG-1、HT-93细胞的增殖，与对照组相比，随着药物剂量的增

加，细胞的增殖受到抑制，呈现明显的浓度依赖性和时间依

赖性（r=0.9436；r=0.8623；r=0.9922；r=0.8918）。不同浓度的长

柱重楼皂苷（4 和 8 μg/ml）分别作用于 HL-60、K562、KG-1、

HT-93细胞24 h后，与阴性对照组比较凋亡细胞的比例均明

显增加。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PARP 与Caspase3的剪切带

也逐渐增加（r=0.9945；r=0.965），同时Bcl-2家族的促凋亡蛋

白Bax逐渐增加（r= 0.9916），而抗凋亡蛋白Mcl-1与Bcl-2逐

渐减少（r=0.9959；r=0.9927）。抑癌基因 p53 蛋白及其下游

p27 蛋白的表达也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而逐渐升高（r=

0.9959；r=0.9778）。结论 长柱重楼皂苷通过活化内源性凋

亡通路有效抑制白血病细胞增殖，为临床上治疗AML白血

病提供潜在新药物选择。

A24.54例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临床特征及预
后分析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马晓雯

目的 通过分析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的临床、实

验室及随访资料研究探讨可能影响 CLL 预后的因素。方

法 对2002年1月至2017年12月收住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

院 54例CLL患者的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治疗效果、预后

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学差异的比较采用χ2检验及 Fisher

确切概率法检验。采用 Kaplan-Meier 法计算生存率、绘制

生存曲线，采用COX风险比例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探讨影

响 CLL 的预后因素。结果 ①临床特征：54例患者男女比

例为2:1，中位年龄为64岁；其中BinetA期8例，B期25例，C

期21例；淋巴结肿大34例，脾脏肿大19例。②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WBC 为 (7.8~281)×109/L，96.3%的患者 WBC>10×

109/L，外周血单核细胞计数（AMC）:0.64(0.02~4.66)×109/L。

免疫分型: 共检测 46 例，CD19 阳性率 94.13%，CD5 阳性率

85.39%，CD20阳性率76.12%，ZAP70及CD38阳性率分别为

29.2%及25%。染色体检测：23例中8例检出异常，其中P53

基因缺失3例，12号染色体三体2例，复杂核型1例，13q14缺

失 5例，11q22缺失 4例。9 例检测 IgVH 基因。③治疗及转

归：本组病例采用化疗为主的治疗方案，FC及其类似方案20

例，苯丁酸氮芥或苯达莫司汀治疗 18例。以疾病进展作为

终点得到AMC的ROC曲线，AMC的截断点为 0.67×109/L，

曲线的最佳敏感度为 0.710，特异度为 0.783，曲线下面积

（AUC）为0.771(95%CI 0.644~0.899)。以0.67×109/L为界限，

分为高 AMC 组和低 AMC 组，高 AMC 组与低 AMC 组之间

总生存无明显差异（P=0.17），但低AMC组的患者无进展生

存优于高AMC组(P<0.05)。COX回归结果表明疾病分期是

总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AMC值升高及疾病分期是无进展

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本组CLL患者发病年龄以60

岁以上者为主，男性多见，临床以淋巴结肿大为首发症状，就

诊时多为Binet B或C期。CLL 常合并自身免疫性血细胞减

少，可出现CD38和ZAP70表达，出现 IgVH 基因突变、17p13

基因缺失。初诊时AMC>0.67×109/L及临床分期为C期是独

立的疾病进展的预后因素，但对总生存而言，仅临床分期是

独立的影响因素。

A25.CD133在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表达及临床意
义分析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张耀方

目的 本研究通过检测CD133在初诊急性髓系白血病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除外)患者的表达情况，分析其表达

与年龄、性别、临床症状、血象、肿瘤负荷的关系，揭示CD133

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作用，为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17年5月的81例初发急

性髓系白血病患者( 除外急性早幼粒性白血病) 的临床资

料：①基本信息：年龄：老年组≥60岁，非老年组<60岁；性别。

②实验室数据：白细胞：高白细胞组（WBC≥100×109/L），

非高白细胞组（WBC<100×109/L），白细胞减少组（WBC<4×

109/L）；血小板：血小板正常组[PLT (135~350)×109/L]，血小

板减少组（PLT<135×109/L）；免疫分型（包括 CD133+CD34+

CD38-）、融合基因、基因突变检测；肿瘤负荷相关的生化指

标：乳酸脱氢酶（LDH）、β2-微球蛋白（β2-MG）。结果 81例

初发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中，男性51例，女性30例，男女比

例为 1.64∶1，年龄为 14~83岁，中位年龄 50岁。CD133+者占

48.1%，CD133+CD34+者占 27.1%；老年患者较非老年患者

CD133 +细胞比例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CD133 +组与

CD133-组NPM1、FLT3、c-kit、N-RAS、K-RAS基因突变频率

无统计学差异；CD133在乳酸脱氢酶升高组和β2-微球蛋白

升高组较减低组无明显差异。结论 急性髓系白血病具有

明显异质性，CD133作为一个造血干祖细胞的标志，在白血

病细胞的鉴定中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发现CD133在老年

急性髓系白血病表达比例增高，其具体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

相关实验以证实。

A26.C-KIT共突变的急性部分分化型粒细胞白血
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刘壮

目的 伴C-KIT单突变、共突变和双突变的急性部分分

化型粒细胞白血病（AML-M2）患者的临床异质性较大，预后

不良。为提高对此类疾病的诊断、治疗及预后的认识，我们

分析了 1例伴C-KIT共突变的AML-M2患者的临床特征、治

疗经过、微小残留病及预后情况。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收

治的1例伴C-KIT共突变的AML-M2患者的病历资料。在核

酸样本库中调取患者初诊及各次复查的核酸，PCR扩增C-

KIT基因片段并构建载体，转化后挑选克隆进行测序鉴定。

在核酸样本库中调取患者初诊及各次复查的核酸，PCR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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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IT基因片段并用微滴式数字PCR技术检测C-KIT基因

突变的微小残留情况。相关文献复习。结果 该患者因月

经淋漓不尽入院，结合骨髓象、流式细胞检测、染色体分析、

基因检测等诊断为AML-M2（中危组）。经回顾性核酸克隆

分析，该患者伴C-KIT基因D820E、N822K共突变，治疗过程

中共突变的残留情况可以反映疾病的进展情况。结论 伴

C-KIT共突变的AML-M2临床少见，分析共突变基因之间的

相互关系有助于对患者进行个性化治疗。

A27.E2A/HLF基因与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的预
后相关性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张建华

目的 探讨 E2A/HLF 基因在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

（B-ALL）预后评估中的作用，提高分层治疗的精确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既往收治的两例B-ALL伴E2A/HLF

阳性患者的临床特征、不同方案的治疗效果、生存期等。

结果 ①1例为女性儿童，8岁，以发热、腹痛起病，白细胞轻度

增高；1例为青年男性，27岁，以下颌骨疼痛、贫血起病，白细

胞计数正常，二者临床表现、骨髓形态学及免疫标记与其他

B-ALL类似，无特异性，基因筛查发现E2A/HLF阳性。②两

例患者首次VDLP±CTX方案诱导化疗均获完全缓解（CR），

且早期接受了以HD-MTX为主的强化治疗方案，例 1在CR

后 4个月复发，例 2在CR后半年复发，均为骨髓复发，E2A/

HLF持续阳性。③例1复发后接受两次再诱导化疗，疾病达

CR2，但未接受异基因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因严重感

染死亡；例 2 再诱导化疗达部分缓解，积极接受了母供子

allo-HSCT，造血顺利恢复，+14 d、+28 d及+2、+3、+4、+5个月

复查骨髓形态学、流式MRD、基因等提示持续完全缓解，但

合并慢性GVHD，反复出现肺部真菌感染、巨细胞病毒感染、

迟发性出血性膀胱炎，+169 d感染加重，最终因心功能衰竭

死亡。结论 ①伴E2A/HLF阳性的B-ALL患者临床特征、

早期治疗缓解率无特异性，但早期复发率高，且以HD-MTX

为主的强化治疗方案未能改善这一结局，预后极差。②allo-

HSCT可提高无白血病生存，CR后尽早行移植可能减少复

发、改善总生存，但移植相关并发症值得重视，移植时机需要

大样本数据总结。

A28.IDH突变急性髓系白血病预后分析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张轶群

目的 研究 IDH突变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的预

后及去甲基化药物对 IDH突变AML预后的影响。方法 收

集 410例初治成人AML患者骨髓标本。采集患者骨髓，提

取骨髓单个核细胞，提取基因组 DNA。用直接测序法对

IDH1/2突变进行检测。诱导治疗采用含标准剂量阿糖胞苷

的方案，包括DA、IA、MA，部分老年患者或低增生性白血病

采用CAG方案进行诱导治疗。缓解后治疗包括标准剂量的

DA、IA、MA、HA，含中剂量阿糖胞苷的 DA、MA、HA 以及

CAG方案。完全缓解及复发的定义参考 2003年Cheson等

报道的国际协作组AML疗效判定标准。自确诊至死亡或随

访结束的时间段定义为总生存时间（OS），自达到CR至复发

或随访结束的时间段定义为无复发生存时间（RFS）。运用

SPSS 13.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缓解率、DFS、OS进行统计

分析。结果 410例初治AML患者中检测到 IDH1突变 24

例，IDH2突变 22例，IDH突变共 46例，突变率为 11.2%。在

124例正常核型患者中 IDH1/2突变率13.7%。124例患者的

中位 OS 为 12（1~63）个月，中位 RFS 为 9.5（0~62）个月，1~2

个疗程诱导缓解率75%。IDH突变正常核型患者中位OS为

10（2~35）个月，中位RFS为 7（0~34）个月，与无 IDH突变患

者相比无统计学差异。IDH突变患者首次诱导使用地西他

滨联合标准化疗患者缓解率达66.7%；首次诱导仅使用标准

化疗患者缓解率为54.5%，经X2检验证实使用地西他滨联合

标准化疗者缓解率较高。地西他滨对RFS及OS的影响无统

计学差异。结论 IDH 突变对正常核型 AML 的预后无影

响，地西他滨可提高 IDH突变正常核型AML的诱导缓解率。

A29.Robo4基因在成人初发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表
达及临床意义分析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康建民

目的 探讨非APL成人初发AML患者Robo4基因的表

达量及其与AML患者临床实验室特点、疗效及预后的相关

性。方法 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方法分别检测 75 例非

APL初发成人AML患者和15例正常人骨髓标本中的Robo4

基因的相对表达量，并结合生物学特征、疗效和生存期等进

行分析。结果 AML 患者 Robo4 基因中位表达量为 37.66

（0.005~74502.44），正常对照者为 1（0.17~32.79），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06）。Robo4 基因高表达组低危患者比例

13.16%（5/38），低表达组低危患者比例32.43%（12/37），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46）。69例患者接受了诱导化疗，其中

40例达完全缓解（CR），8例达部分缓解（PR），21例未达缓解

（NR）。 CR 组 Robo4 基 因 中 位 表 达 水 平 34.78（0.001~

5431.0），明显低于NR组的 290.17（3.48~74502.0），P=0.028；

对 47 例缓解患者进行 RFS 分析，低表达组与高表达组在

RFS上并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非APL初发成

人AML患者中Robo4基因表达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人，Robo4

基因表达水平与危险度分层低危及CR率呈负相关。提示

Robo4基因高表达可能是AML患者预后不良的指标之一。

A30.伴 t(4;11)(q21;q23)重排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三例并文献复习
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李国霞

目的 探讨 t(4;11)(q21;q23)重排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ALL）的临床特征，预后和治疗方案。方法 采用骨髓细

胞短期培养法，RHG 显带技术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采用

RT-PCR对融合基因MLL-AF4进行检测，采用流式细胞术和

骨髓形态学对其进行检测。结果 经RHG显带技术进行染

色体核型分析：一例为46,XX,t(4;11)(q21;q23)[5]/46,XX[15]，

一例为 46,XX,t(4;11) (q21;q23) [18]/46,XX,t(4;11) (q21;q23),t

(9;22)(q34;q11)[1]/46,XX[1]，一例为 46,XX,t(4;11)(q21;q23)

[5]/46,XX[15]。RT-PCR 检测三例患者融合基因 MLL-AF4

均为阳性，第二例患者融合基因BCR-ABL为阳性。流式细

胞术检测：第一例患者外周血形态：原幼淋巴细胞占54%，成

熟的红细胞大小不等，血小板散在。第二例患者原始幼稚细

胞占 88.9%，原始幼稚细胞的表型为 CD19，CD38，CD45，

cyCD79a；骨髓象：原始细胞占 89%，有两类细胞，一类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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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胞质少染色质细腻，另一类体积稍大，胞质内可见红色颗

粒，染色质粗糙。第三例患者流式细胞术检测：原始幼稚细

胞 占 95.9% ，原 始 幼 稚 细 胞 的 表 型 为 ：CD19，CD34，

cyCD79a。骨髓象：骨髓增生活跃，淋巴系占 97.5%，原幼淋

巴细胞占 96%；血片原幼淋巴细胞占 95%，POX 100%阴性。

结论 t(4;11)(q21;q23)是ALL一种特殊的亚型，具有独特的

实验室特征和血液学特点。

A31.伴复杂核型及ATM基因、SF3B1基因突变的
Ph+ALL一例
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秦晓璐

目的 报告一例伴有复杂核型及ATM基因、SF3B1基

因突变的Ph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Ph+ ALL)，提

高对Ph+ ALL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特点的认识及预后

相关性的探讨。方法 结合文献对该例患者的临床特点及

诊疗过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患者，男，58岁，2015年

11月初出现皮肤出血点、口腔内血疱就诊，行血常规：WBC

37×109/L，HGB 126.0 g/L，PLT 8.0×109/L；骨髓象：增生极度

活跃，粒系受抑，红系受抑，淋巴细胞系比例增高，以原幼淋

巴细胞为主，占 86%，巨核细胞 1个；骨髓活检：骨髓增生极

度活跃（80%~90%），一类异常细胞弥漫增生，胞体中等偏

大，胞质量少，胞核圆形或略不规则，核染色体细致，可见

核仁，网染（MF-1 级）；染色体核型分析：可见克隆性异

常+X，-Y，+5，+6，t(9,22),del(9p),+14,+17,+21,+22,+del(22)；

融合基因：BCR-ABL（+），996 604拷贝，114.95%；基因突变：

ATM突变、SF3B1突变阳性。给予VDLP方案联合伊马替尼

诱导治疗骨髓达完全缓解，复查 BCR-ABLp190 0 拷贝。

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0 月期间予 CAM 方案巩固治疗

2 次、VDCP 方案联合达沙替尼、HD-MTX、VDP 方案、VAP

方案2次、VCDP方案化疗。共行腰穿+鞘注8次预防中枢神

经系统白血病，化验脑脊液常规、生化、找白细胞均未见明显

异常。患者于CR1 5个月后骨髓复发，11个月后考虑合并中

枢神经系统白血病，后未再进行随访。结论 Ph+ ALL形态

学以ALL常见，常合并Ph染色体以外的核型异常及突变基

因，不同个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临床医师应该提高对

于Ph+ ALL患者的临床特点、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等特

点的关注以及认识。

A32.伴继发性 t(8;21)(q22;q22)的 t(9;22)(q34;q11)

慢性髓性白血病急淋变一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山西医科大学 常建梅

目的 报道一例 Ph+的 CML 继发 t(8;21)(q22;q22)异常

的CML急淋变（pre-B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患者，希望通过对

相关病例的研究分析，探讨此类 CML 急变患者的治疗方

案。方法 采用骨髓细胞短期培养法，RHG显带技术进行

染色体核型分析；采用 RT-PCR 对融合基因 BCR-ABL 和

AML-ETO进行检测，采用流式细胞术和骨髓形态学对其进

行检测。结果 经 RHG 显带技术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为

46,XY,t(9;22) (q34;q11),t(8;21) (q22;q22) [10]/46,XY[10]，RT-

PCR检测融合基因BCR-ABL和AML-ETO均为阳性，流式

细胞术检测：有核细胞的表型为CD34-CD10-CD19+CD20-

CD13-CD33-CD38-+CD66-SSC。骨髓象：骨髓增生极度活

跃，原幼淋巴细胞占95.5%，血片：原幼淋巴细胞占71%。提

示CML急性变（pre-B淋巴细胞白血病）。结论 CML急性

变（pre-B淋巴细胞白血病）是比较常见的，但是CML急淋变

且出现 t(8;21)的继发性异常是比较罕见的，流式细胞术和骨

髓形态学均未见到髓系的原始幼稚细胞，这可能也预示了疾

病进展快，预后不良。本文报道旨在丰富对CML急性变的

认识。

A33.慢性髓性白血病45例临床分析
晋中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丽昕

目的 分析目前在我院治疗的 45 例慢性髓性白血病

（CML）患者的治疗现状。方法 回顾分析 2010 年 1 月至

2107年3月发病的4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和治疗反应。结果

全部为Ph阳性患者，45例患者中男21例、女24例，中位年龄

47岁。45例患者中Sokal评分高危 6例，中低危 39例。7例

高危患者中 4例选用甲磺酸伊马替尼 0.4 g治疗。2例选用

二代TKI尼罗替尼治疗。中低危39例均选用甲磺酸伊马替

尼0.4 g治疗。随访时间1~8年。中位随访时间35个月。6例

高危患者中, 1例治疗5个月后发生急变死亡（首选甲磺酸伊

马替尼治疗）；1例发生T315I突变（首选甲磺酸伊马替尼治

疗），现仍为慢性期，目前使用干扰素治疗；2例发生 F359V

突变（其中一例首选尼罗替尼治疗，一例首选甲磺酸伊马替

尼治疗后改为尼罗替尼治疗 3年）后改为达沙替尼。2例达

MMR，为首选尼罗替尼患者。另一例患者首选甲磺酸伊马

替尼治疗 40个月后改为尼罗替尼，目前病情稳定。38例中

低危患者中2例病情进展改为尼罗替尼治疗，为治疗24月以

上患者。其余均达MMR。该组患者中高危组占 15.6%，其

中一例早期急变死亡。高危组 3 年 OS85.7%；中低危占

84.4%，均存活。3年OS率为 100%。结论 CML患者分组

很重要，高危组与中低危组治疗疗效差异大，发生基因突变

率高。高危患者初始治疗可选择更多靶点药物。

A34.原发性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伴有 JAK2V617F

突变一例并文献复习
临汾市人民医院 蔺会亮

目的 探讨原发性急性白血病伴有 JAK2V617F基因突

变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及预后，提高对该类疾病的认识。

方法 分 析 一 例 原 发 性 急 性 单 核 细 胞 白 血 病 伴 有

JAK2V617F 基因突变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者老年男性，66岁，主因“发热、咽痛10余天”入院。

查体：双侧颌下可触及多个肿大淋巴结，质地中等，压痛，扁

桃体不大，胸骨无压痛，腹软，无压痛，肝脾肋下未触及，双下

肢无水肿。血常规：WBC 46.0 × 109/L，RBC 3.64 × 1012/L，

HGB 116.0 g/L，PLT 36×109/L，镜检查见幼稚细胞，建议骨

穿。骨髓象：符合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FAB,M5）。流式细

胞结果符合急性髓系白血病伴单核细胞分化(AML-M4/M5)

免疫表型。腹部彩超：胆囊结石，肝稍大，脾脏大小形态正

常。诊断原发性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抗感染治疗控制后

给予“CAG”方案诱导治疗，后患者复查骨髓CR、流式MRD

阴性。继之给予“地西他滨联合CAG”方案巩固化疗，化疗

后患者院外随访血常规血小板最高到1089×109/L，再次入院

后给予行骨髓穿刺等检查：骨髓象：完全缓解，巨核细胞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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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分类25个，产板巨核13个，不产板巨核11个，裸核1个，

血小板成堆分布。骨髓活检提示巨核细胞不少，分叶核为

主。网状纤维染色（-）。CALR基因突变检测阴性。MPL基

因突变检测阴性。JAK2V617F 基因突变阳性。融合基因

BCR/ABL检测（定量，p210）阴性。诊断原发性急性单核细

胞白血病（JAK2V617F阳性），后给予“MA、DA、MA、大剂量

阿糖胞苷”方案巩固化疗，骨髓一直完全缓解，无髓外病变，

无病生存时间（DFS）已7个月余，近期复查骨髓仍完全缓解，

目前患者定期巩固化疗，定期随访中。结论 原发性急性白

血病伴有 JAK2V617F基因突变临床罕见，若患者化疗后出

现血小板明显增高，需考虑是否合并有骨髓增殖性肿瘤相关

基因突变，确诊需行分子突变检测。JAK2V617F基因突变

可能并不是 AML 发病的初始事件，初诊 AML 患者出现

JAK2V617F基因突变也并不意味着疾病预后较差。

A35.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的染色体突变临床应用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 张利东

目的 探讨细胞遗传学方法方法检测基因组异常在慢

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CLL)患者中的临床应用。方法 为了

确定与CLL相关的染色体异常，48例CLL患者包括38例男

性和 10例女性纳入研究。相关治疗在大同市三医院进行，

相关检测在天津血液病医院完成。在未受刺激的外周血或

骨髓标本中进行了间期荧光原位杂交(I-FISH)，在全培养

基培养中培养；用于检测 CLL 患者的染色体异常，如 11q，

13q14-，17p-，6q-和染色三倍体12。结果 分析显示45.5%

的CLL患者有染色体异常；13.63%有del（17p），40.90%有del

（13q14）, 9.09%有del（11q）。数据统计分析显示年龄变量与

脾肿大发生率有显著相关性(P值<0.05)。患者年龄越小，脾

肿大的发生率越低。结论 I-FISH检测染色体突变在 CLL

患者中有临床意义。

A36.CXCR4基因在成人初发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
表达及临床意义分析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葛晓燕

目的 探讨成人初发AML患者CXCR4基因的表达量，

及其与 AML 患者临床实验室特点、疗效及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收集初发成人AML患者骨髓标本及正常对照骨髓标

本，提取RNA，以β-actin作为内参基因，运用SYBR Green荧

光染料法对CXCR4基因进行实时定量PCR分析，使用2-△△CT

法计算CXCR4基因的相对表达量。根据CXCR4基因的中

位表达量进行分组，采用SPSS-21统计软件对各组患者之间

的临床实验室特征、疗效及RFS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本研

究共纳入75例成人初发AML患者，其中男性51例，女性24

例，中位年龄为 43（15~72）岁。将 AML 患者分为高表达组

（38例）和低表达组（37例），以CXCR4基因作为分类变量进

行分析，高表达组中具有不良的染色体核型患者比例为

23.68%，明显高于低表达组 0.0%（P=0.04%）；高表达组的高

危患者比例为 36.84%，明显高于低表达组的 13.51%（P=

0.043）；高表达组 AML1-ETO 融合基因阳性患者的比例为

7.89%，明显低于低表达组 27.02%（P=0.029）。当CXCR4基

因表达水平作为连续变量分析时，髓外浸润患者的CXCR4

基因中位表达量明显高于无浸润组（中位数分别为 10.52和

3.54，P=0.021）；染色体核型不良组的CXCR4基因中位表达

量明显高于预后中等组和良好组（中位数分别为 7.81、3.54

和0.92，P=0.003）；AML1-ETO融合基因阳性组的CXCR4基

因表达水平明显低于阴性组（中位数分别为 0.92和 4.06，P=

0.010）。69例AML患者接受了诱导化疗，其中40例达CR，8

例达PR，21例未达缓解。CXCR4基因中位表达水平在CR

组为3.06（0.001~37.40），明显低于NR组的6.94（1.72~24.17）

（P=0.039）。结论 初发成人AML患者中CXCR4基因表达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人。CXCR4表达水平与CR率呈负相关，

与髓外浸润、不良染色体核型异常及危险度分层高危呈正相

关，提示CXCR4基因高表达可能是AML患者预后不良的指

标之一。

A37.WTI基因表达与急性髓系白血病预后的关系
山西省运城市第三医院（血研所） 梁云霞

目的 分析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骨髓WTI基因

的表达以及与预后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3年8月至2016

年2月AML患者55例，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测定骨髓

WTl基因表达，在AML患者初次发病、首次治疗后完全缓解

（CR）、部分缓解、无效及复发时水平的变化。将所有患者据

WT1基因表达水平的不同分为WT1高表达组及低表达组，

比较两组患者诱导化疗后的CR率、1年内复发率及死亡率、

2年总生存率（OS）及无事件生存率（EFS）的差别，并分析治

疗中WT1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与2年OS的关系。结果 55例

初诊 AML 患者 WT1 基因表达阳性率为 96.36%(53/55)；初

诊时WT1基因表达水平的高低与年龄、性别、WHO分型及

预后分组等情况无相关性（P>0.05）。WT1 高表达组初诊

组、复发组及未缓解组患者WT1基因表达水平两两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分别与缓解组比较时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WT1 基因在 AML 患者

骨髓中表达增高阳性率高。骨髓 WTI 基因表达水平升高

AML患者，经化疗后达CR，WT1基因水平随之明显降低；缓

解后再次复发的患者，WT1基因水平再次升高，故动态监测

WTI基因的表达水平对于疾病是否复发具有重要意义。

A38.地西他滨治疗一例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疗效
分析
忻州市人民医院 闫林英

目的 通过观察小剂量地西他滨化疗治疗老年AML的

疗效，探讨地西他滨对老年白血病的治疗反应。方法 对

1例应用小剂量地西他滨（20 mg/m2，第 1~5天）化疗达缓解

的患者病情进行回顾分析。结果 1例老年男性患者，骨髓

原粒+早幼粒细胞占31.2%，诊断为AML-M2。予DA方案化

疗1周期，化疗后骨髓象：原始细胞占24.00%，未缓解。2个

月后予小剂量地西他滨化疗 1周期，化疗 28 d后骨髓象：原

始细胞占14.40%，达PR。1个月后再次复查骨髓象：原始细

胞占 5.50%。20 d后第 2次地西他滨化疗 1周期。50 d后骨

髓象：原始细胞小于 5%，达 CR。予第 3 次地西他滨化疗，

50 d后骨髓象：原始细胞小于 5%。之后予第 4、5疗程地西

他滨化疗，骨髓一直处于缓解状态，患者无明显不良反应。

结论 地西他滨单用或联合小剂量化疗治疗老年 AML 有

效，值得进行临床试验以进一步评估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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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9. VCP方案治疗浆细胞白血病一例
忻州市人民医院 闫林英

目的 讨论VCP方案治疗浆细胞白血病的疗效分析。

方法 2017 年 9 月我科收住 1 例浆细胞白血病患者，予以

VCP方案（长春地辛4 mg静推第1天+地塞米松20 mg第1~

4、9~12、17~20天+环磷酰胺400 mg第2、4、6、8天，每28 d为

1个疗程）化疗，观察化验指标及临床症状变化以探讨治疗

效果。结果 患者 2017年 9月出现骨痛,骨扫描示：多处脊

椎及骶髂关节损害，12月诊断为浆细胞白血病，感染、骨痛、

出血症状明显，被迫半卧位，转我科，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

白 IgA 0.1 g/L；免疫球蛋白 IgG 4.29 g/L；免疫球蛋白 IgM

0.05 g/L。血沉：52 mm/1 h。尿素 13.96；肌酐 403 μmol/L；

尿酸 515。2018年1月23日予VCP方案化疗1个周期。2月

23 日复查血沉 18 mm/1 h。尿素 13.63；肌酐 199 μmol/l；尿

酸 327。骨痛症状及化验指标均较前明显好转，可下地行

走，再次予VCP方案化疗1次，化疗后骨痛明显减轻，可进行

日常活动。2018年3月24日化验尿素 12.16；肌酐 181 μmol/

L；尿酸 247。血沉8 mm/1 h，目前正进行第三次VCP方案化

疗。结论 浆细胞白血病患者在没有条件应用硼替佐米以

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情况下，可试用VCP方案化疗，短期内

效果明显，骨痛、感染等临床症状明显改善，化验指标均有好转，

长期应用对是否能延长患者生存期及生存期质量有待观察。

A40.铁蛋白与急性髓系白血病肿瘤负荷的关系
运城市第三医院运城市血液病研究所 陆丽娜

目的 分析血清铁蛋白（SF）水平在临床与急性髓系白

血病(AML)预后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方法 样本来自

2011年 12月至 2012年 12月运城市第三医院血液科就诊的

50例AML患者和 15名正常人。全自动电化学发光仪定量

测定 AML 患者初次发病、首治后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

(PR)、无效及复发时SF水平的变化。结果 15名正常人SF

水平均在正常范围内。50例初发AML患者SF水平较对照

组明显升高(P<0.01)。经标准方案化疗 1~2个疗程后，33例

CR患者SF水平均与初次发病时比较明显降低（P<0.05），但

仍高于正常对照组。经化疗后未CR的17例患者（11例PR、

6例无效）SF水平较化疗前无明显差异（P=0.518）。随访12个

月，共14例患者复发，SF水平较缓解时明显增高（P=0.006）。

结论 血清铁蛋白水平能与肿瘤负荷有关。

A41.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郭丽萍

目的 报告我科收治的1例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患

者，对其临床特点和治疗方案作一回顾。方法及结果 患

者，女，69岁，以牙龈出血、口腔血疱、全身皮肤黏膜瘀点瘀

斑为主要临床表现，化验血常规示外周血单核细胞比例高，

经骨髓象等检查确诊为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给予地西

他滨方案化疗 2次，血小板恢复不理想，给予静注人免疫球

蛋白输注、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治疗后仍不能脱离血小板输

注，给予促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艾曲波帕25 mg，1次/d

治疗 1 月余后血小板稳定在（20~45）×109/L，未再有出血倾

向。结论 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是一种克隆性造血组织

恶性肿瘤，其特征为同时具有骨髓增殖性肿瘤和骨髓增生异常

综合征的临床特点，在临床上少见，目前尚无特效治疗方法。

A42.慢性髓性白血病急变期克隆演变一例并文献
复习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红十字医院） 郑转珍

目的 报告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急变期克隆演变一

例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方法及结果 1 例CML患者急

变后特殊克隆演变，除Ph染色体阳性克隆外出现双Ph染色

体并 t（8,21）克隆；免疫分型方面，既往白血病细胞为CD10+

CD19+CD34+CD13-CD33-白血病细胞克隆，此次住院白血

病细胞克隆免疫表型不同以往，表达 CD34-CD10-CD19+

CD20-CD13-CD33部分+。经过VIAD方案化疗，患者获得

了完全缓解。结论 对于CML急变的患者，容易出现克隆

演化，监测染色体、免疫分型有利于精准治疗。

A43.微移植治疗五例中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临
床观察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红十字医院） 董春霞

目的 探讨以 MD-AraC（1.0~1.5 g/m2）为主的化疗方

案，联合亲缘HLA单倍体供者外周血造血干细胞（G-PBSs）

输注的微移植方法治疗中老年AML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评

估。方法 患者为2013年1月至2015年10月期间山西医科

大学第二医院收治的 5例中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男 2例,

女 3例，中位年龄为 56（52~65）岁，其中高危 2例，复发 2例，

中危 2例。5例患者的供者分别为患者的半相合健康子女。

造血干细胞经处理后按照单个核细胞（2~4）×108/kg，CD34+

细胞（1~2）×106/kg，分 3~4 次进行输注。预处理方案为以

MD-AraC（1.0~1.5 g/m2）为主的化疗方案，停化疗 48 h 给予

亲缘 HLA 单倍体供者 G-CSF 动员后外周血造血干细胞

（G-PBHSC）输注，共完成3~4个疗程后，停止微移植治疗，进

入随访观察阶段。结果 5例患者均完成了3~4个疗程的微

移植治疗，其中3例持续处于缓解状态，例2在第1次微移植

治疗后因经济原因未按期返院治疗，第 2次复发后给予DA

方案再诱导化疗联合供者造血干细胞输注的微移植治疗后

达CR3，此后再次复发，化疗效果差，终因疾病进展死亡；例5

复发后行单倍体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合并继发性植入

功能不良、GVHD、肺部感染。中位中性粒细胞恢复时间在

第 1、2、3 疗程分别为 12.5（11~15）、12.5（12~15）、13.5（13~

14）d，中位血小板恢复时间在第 1、2、3 疗程分别为 14（12~

15）、13.5（12~15）、13.5（13~14）d。截至随访日期，中位DFS

为 34（7~45 个月），中位 OS 为 41（12~58）个月。5 例患者治

疗过程中均未出现GVHD、VOD等移植相关并发症。结论

通过本中心的临床观察证实，对于复发难治中老年AML在

没有条件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时，选择微移植治疗具

有造血恢复快、治疗并发症少、提高生存质量等优势，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但其机制及治疗过程并发症的控制仍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A44.地西他滨联合减低剂量化疗方案治疗初治老
年急性髓系白血病疗效及安全性的临床研究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胡悦 杨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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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地西他滨联合减低剂量化疗方案治疗初治

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5月至2017年7月收治的55例初

诊老年AML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接受地西他滨联合减低

剂量化疗方案26例（联合低剂量伊达比星方案17例，联合半

疗程 CAG 方案 9 例），传统化疗方案 29 例（IA 方案 19 例，

CAG 方案 10 例），对比不同治疗方案患者的总反应率

（ORR）、总生存（OS）时间、无进展生存（PFS）时间、不良反应

发生率。结果 地西他滨联合低剂量伊达比星方案与 IA方

案 ORR 分别为 82.4%和 47.4%（P=0.041），中位 OS 时间为

401 d和 199 d（P=0.025），中位PFS时间为 378 d和 185 d（P=

0.018）；地西他滨联合半疗程CAG方案与CAG方案ORR分

别为 77.8%和 20.0%（P=0.023），中位OS时间为 373 d和 110

d（P=0.017），中位 PFS 时间为 293 d 和 110 d（P=0.029）。

COX多因素分析提示使用地西他滨联合减低剂量化疗方案

治疗为延长OS、PFS的独立预后因素。治疗期间不良反应

为骨髓抑制、感染等，各方案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 地西他滨联合减低剂量化疗方案治疗

初治老年AML安全有效，值得临床上进一步研究及推广。

A45.髓过氧化物酶表达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基因突
变和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河南省人民医院 董晓燕 李玉龙 姜丽 邬成业 商保

军 张琳 程薇 朱尊民

目的 观察髓过氧化物酶（MPO）在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中的表达，探讨其与AML临床特征、基因突变、疗效

和预后的关系。 方法 回顾性分析233例初诊AML患者骨

髓片中原始细胞MPO表达的阳性率，根据MPO表达率不同

将其分为 MPO 低表达组（MPO<50%）与 MPO 高表达组

（MPO≥50%），并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基因突变、疗效和

预后进行比较。 结果 ①233例AML患者中MPO低表达

组 91例（39.1%），MPO高表达组 142例（60.9%）。NCCN危

险分层预后良好组AML均为MPO高表达，MPO低表达与

预后不良组相关（χ2=9.977，P=0.002）；②MPO 低表达组

DNMT3A基因（χ2=4.032，P=0.045）、RNA剪接复合物相关基

因（SF3B1/SRSF2/U2AF1）（χ2=5.069，P=0.024）、RUNX1 基

因（χ2=9.266，P=0.002）及 TP53 基因(χ2=7.711，P=0.005）突变

发生率明显高于MPO高表达组，而 IDH2基因（χ2=3.882，P=

0.049）、C-KIT基因（χ2=10.660，P=0.001）及CEBPA基因（χ2=

10.275，P=0.001）突变更多见于MPO高表达组，尤其CEBPA

双位点突变。③MPO 低表达组首次诱导缓解率（CR1）为

39.7%，MPO 高表达组为 6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9.085，P=0.003）。多因素分析显示MPO低表达是影响CR1

的独立危险因素。④MPO低表达组患者的2年总生存（OS）

率（18.9%）及无进展生存（PFS）率（12.1%）均明显低于高表

达组（85.4%和 5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分别为 12.164

和 14.303，P值均<0.001）。COX模型多因素分析显示MPO

低表达是影响OS及PFS的独立预后不良指标。⑤正常核型

AML中，MPO低表达组患者OS和PFS明显差于MPO高表

达组（OS 28.7%对 84.8%，χ2=5.394；PFS 19.0%对 43.3%，χ2=

5.388，P值均为0.020）。 结论 不同MPO表达的AML具有

独特的基因突变谱；MPO 低表达是影响 AML 患者 CR、OS

和PFS的独立危险因素，细胞化学染色检测MPO表达可作

为评估AML尤其正常核型AML疗效和预后的一种简单而

有效的手段。

A46.T-幼淋巴细胞白血病二例
1.兰溪市人民医院；2.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 叶向军 1 李

菁原 2 卢兴国 2

目的 探讨 T-幼淋巴细胞白血病（T-PLL）的临床及实

验室特征，以提高对该病实验室特征的认识。方法 报道

2 例 T-PLL，介绍其临床及实验室特征，并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1例为形态学和免疫学特征典型的T-PLL，1例为形态

学似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但免疫表型为胸腺后T细胞表型

的小细胞变异型T-PLL（T-PLL-sv）。T-PLL是以成熟的胸腺

后T细胞表型（即TdT和CD1a阴性，CD2、CD3、CD5和CD7

阳性），小至中等大小的幼淋巴细胞增殖并累及血液、骨髓、

淋巴结、肝、脾和皮肤为特征的侵袭性T细胞肿瘤。约占>30

岁成人成熟淋巴细胞白血病的2%。患者中位年龄65岁，很

少<30岁。典型细胞为小至中等大小，有异形性，无颗粒的

嗜碱性胞质，圆形、卵圆形和明显不规则核形，核质比例常较

高，核仁可见、胞核可呈扭曲状。T-PLL-sv细胞核仁光镜下

不可见，也称为慢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T-CLL)。另有5%病

例为脑回细胞或Sezary细胞样变异型，白血病细胞的核形极

不规则，甚至似脑回样。T-PLL诊断还须借助于流式细胞分

析。T-PLL的诊断要点：白细胞常显著升高（>100×109/L）；幼

淋巴细胞增多（高达 55~95%）并有一定的形态特征；骨髓切

片显示淋巴细胞弥散性浸润，细胞比CLL细胞为大而不规

则。结合临床可以作出提示性诊断，免疫表型和遗传学检查

可以进一步提供确诊信息。结论 T-PLL是较为罕见的疾

病，需借助于形态学和免疫表型等多种实验室结果来诊断。

A47.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继发肺泡蛋白沉积一
例并文献复习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黄细莲 高大泉 陈灿 谭俊峰

施鹏飞 钱申贤

目的 提高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继发肺泡蛋白沉积

（PAP）的认识。方法 报道一例继发于慢性粒-单细胞白血

病的肺泡蛋白沉积症患者，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结果

一例63岁老年男性因咳嗽气促起病，肺部CT提示双肺磨玻

璃样改变，纤支镜肺泡灌洗液显示牛奶样外观，PSA染色阳

性，患者诊断为PAP；同时，患者血常规提示WBC 11.1×109/L，

HGB 95 g/L，PLT 769×109/L，单核细胞绝对数 3.8×109/L，骨

髓 JAK2 基因阳性，Ph 染色体阴性，BCR/ABL、PDGFa 和

PDGFb均阴性 ，肺泡灌洗液流式细胞学与骨髓流式免疫表

型相似，骨髓常规诊断CMML，接受了6个疗程的地西他滨+

小剂量阿糖胞苷治疗，血常规及呼吸功能得到明显改善，不

再需要接受肺泡灌洗。结论 肺泡蛋白沉积是肺泡内PAS

阳性的脂蛋白沉积，是导致进行性呼吸衰竭的一种少见病

因，继发性PAP多见于血液系统恶性疾病。本报道强调了重

视血液系统恶性疾病继发 PAP，并强调随着潜在疾病的控

制，PAP也会改善。

A48.不同供者多疗程微移植治疗难治复发急性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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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白血病一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郑伟燕 黄维加 韩晓

雁 杨杨 朱园园 黄河

目的 探索用不同供者多个疗程微移植治疗难治复发

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疗效。方法及结果 1例老

年AML患者复发后，给予数次化疗均未缓解。而采用微移

植方案，给予 2 个供者，共计 6 次的 PBSC 输注，获得 1 年的

LFS和 2年的OS，且化疗后的粒细胞缺乏时间明显缩短，耐

受性良好，未发生 GVHD，也未发生任何输血相关的并发

症。更换不同供者，并未出现严重的超敏反应，也未出现急

慢性GVHD，安全性良好。结论 多疗程微移植治疗，延长

了患者的无白血病生存时间。不受血型、HLA配型和供者

来源限制的外周干细胞输注（微移植）在未来有可能像成份

输血一样广泛应用于急性白血病的治疗中。

A49.CLEC11A的表观遗传学沉默影响急性髓系白
血病预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医院 李艳 李永辉 吕娜 于力

目的 筛选AML预后相关的甲基化调控基因标志物并

进行机制探讨，促进AML的精准诊疗。方法 应用全基因

组CpG位点甲基化捕获测序 (MCC-Seq) 检测AML甲基化

水平，筛选启动子区高甲基化差异区域并注释差异甲基化基

因。利用公共数据库分析差异甲基化基因的功能及与预后

的关系，确定最具预后意义的目的基因。在白血病细胞系中

探讨其影响预后的机制，在临床病例中验证其预后意义。

结果 CLEC11A与髓系造血细胞增殖和分化有关，在AML

不同亚型中的甲基化和表达具有差异性。DNA甲基化酶类

参与CLEC11A甲基化的调节，CLEC11A启动子区高甲基化

沉默后表达下降，进而激活下游癌症相关信号通路，预后不

良。去甲基化药物地西他滨可通过抑制 DNMT1 而解除

CLEC11A 的甲基化沉默，恢复其表达，抑制白血病细胞增

殖、促进凋亡和分化。在初治AML中，CLEC11A高甲基化

患者诱导化疗缓解率低于低甲基化患者(45.5%对 90.9%，P=

0.063)，总生存期 (OS)和无病生存期（DFS）显著缩短 (中位

OS：12.4 个月对 25.8 个月，HR=1.620, P=0.016；中位 DFS：

12.4个月对25.8 个月，HR=1.620，P=0.016)。CLEC11A低表

达的患者OS和DFS显著缩短 (中位OS：13.6 个月对 25.8个

月，HR=1.750，P=0.005；中位 DFS：12.0 个月对 28.4 个月；

HR=1.890, P=0.006)。对于中危 AML 患者，CLEC11A 高甲

基化表现出预后差的趋势，CLEC11A 低表达具有显著的不

良预后意义(中位 OS: 15.5 个月对 24.6 个月，P=0.044；中位

DFS：11.6个月对 17个月，P=0.007)。结论 CLEC11A启动

子区的甲基化沉默影响AML预后，其甲基化水平可作为初

治AML的新的预后标志物。

A50.白血病来源微泡诱导T细胞耗竭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2.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崔杰克 1 游泳 1 朱晓健 2 仲

照东 1 邹萍 1

目的 证明不同白血病细胞来源微泡（microvesicle，

MV）能够诱导 T 细胞耗竭，揭示 T 细胞耗竭的全新机制。

方法 首先通过体外分选T细胞，白血病MV持续诱导，检

测T细胞增殖、凋亡、抑制性受体及细胞因子变化；其次将白

血病MV连续注射入小鼠体内，构建T细胞耗竭小鼠模型；

并通过对不同状态T细胞进行表达谱测序，探索了T细胞耗

竭的机制；最后临床收集处置白血病标本，分选出T细胞进

行体外培养，检测耗竭T细胞变化。结果 MV在诱导T细

胞耗竭过程中，对T细胞的增殖无明显应影响，在第 7天能

引起T细胞的明显凋亡；MV诱导过程中T细胞出现了先活

化后失活的转变，在体外诱导第7天，T细胞分泌细胞刺激性

细胞因子减少及表达抑制性受体PD-1、Tim-3、LAG3等持续

升高；不同白血病细胞MV持续注射入小鼠体内，引起了T

细胞耗竭指标表达增加、处理组脾脏反应性增大及脾脏免疫

组化染色显示人CD45表达明显增加；且停止注射MV后能

够逆转T细胞耗竭状态；体外培养初治白血病骨髓来源T细

胞7 d后，T细胞抑制性受体的表达明显增加，而体外培养单

个核细胞，T细胞表达抑制性受体反而升高；通过对诱导 0、

3、7 d T细胞进行表达谱测序，我们发现SERPINB2、IL-1β和

CXCL5发生显著变化且与T细胞功能密切相关，通过生物

信息学分析，我们选择了五个MV中高表达且靶向以上三个

靶基因的miRNAs：miR-16，miR-182，miR-126，miR-21，miR-

92a，并进一步通过实验验证，证实MV通过传递miRNA分

子群进入T细胞，调控NF-κB上下游分子SERPINB2、IL-1β

和CXCL5，参与T细胞耗竭。结论 白血病来源MV能够诱

导T细胞耗竭，且证明了脱离肿瘤微环境能够逆转T细胞耗

竭，初步探索了MV通过传递miRNA分子群，诱导T细胞耗

竭。首次证明MV作为细胞间信息交流的第三条通路，参与

T细胞耗竭的发生，并提供了优秀而便捷的T细胞耗竭模型，

为进一步研究肿瘤微环境中T细胞耗竭奠定了基础。

A51.A clinical study on CD33- directed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modified NK cells in patient with

refractory or relaps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1.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Hefei; 2.University of Michi-

gan; 3.Persongen Biomedicine (Suzhou) Co.，Ltd. Xia Leim-

ing1, Wang Yi1, Liu Liu1, Li Tan1, Li Bin1, Li Qiao1,2, Yang Lin3,

Bao Yangyi1

20% ~40% of the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show no response to current therapy, and about 50% ~70% of

the patients relapse after complete response(CR). These pa-

tients represent the majority of the refractory or relaps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R/R AML). The 1- year survival rate of

those patients is limited to <30% and further drops to approxi-

mately 10% for 5- year survival. More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this disease is urgently needed. As a novel immunocytes-based

therapy,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modified NK(CAR- NK)

cell infusion is now a promising treatment in h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 CD33 expresses on both AML cells and leuke-

mia stem cells (LSCs) at higher level compared to normal he-

matopoietic stem cells (HPSCs). Therefore, CD33-directed chi-

meric antigen receptor modified NK cells(CD33- CAR- NK)

may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novel method for the treat-

ment of R/R AML patients. In this clinical study, three patients

with R/R AML expressing high level of CD33(40%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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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enrolled in, two were M1, and one was M2a. All three pa-

tients had received a series of standard FC regimen with no

therapeutic effect before 3 × 109 allogeneic CD33- CAR- NK

cells were infused. Approximately 10% of the infused cells

were confirmed to be transduced with the CAR. The proto-

col was infuse 1×109 CD33-CAR-NK cells and repeated every

other day for three times. After CD33-CAR-NK cells infusion,

the main side effects include repeated low-grade fever and sig-

nificant rises of serum cytokines, e.g. IFN-γ, TNF-a, IL-2, IL-6

and IL-10. However, the level of the cytokines reduced to nor-

mal before discharge.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tumor necrosis after treatment. These results sug-

gest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tumor necrosis after treat-

ment. After CD33- CAR- NK cell infusions, the proportion of

leukemic cells in the patient’s bone marrow decreased signifi-

cantly, but did not get CR. For example, in one of the two

AML-M1 patients, a 53 year-old male, the proportion of leuke-

mic cells in bone marrow reduced from 40% to 26% after

CD33- CAR- NK cell infusion. In addition, the proportion of

the CD33 + cells in bone marrow reduced from 48.82% to

32.56% , and the CD33 + CD34 + cells in bone marrow reduced

from 40.59% to 27.26% respectively. This initial clinical

work indicates that CD33- CAR- NK therapy may offer a new

therapeutic option for R/R AML, which aims to reduce the tu-

mor burden, eliminate LSCs, and provide an opportunity to

combine its use with other therapies for more effective treat-

ment of the R/R AML patients.

A52.成人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诱导化疗期间
白细胞减少的预后意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邢冲云 梁彬 吴隽青 杨

倩倩 胡刚 颜页 章瑜 江松福 俞康 冯建华

目的 评估成人B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

诱导期间化疗引起的白细胞减少与临床预后之间的关系。

方法 对 51 例年龄≥14 岁的 B-ALL 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

析。研究中所考虑的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初始WBC（WBC-

0）、诱导治疗第8天WBC（WBC-8）、第15天WBC（WBC-15）

和第 22天WBC（WBC-22），诱导治疗第 15天的早期骨髓反

应、免疫表型和细胞遗传学信息。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

WBC-15≥0.40×109/L 与较低的无事件生存率（EFS）（HR=

2.95，P=0.004）和总生存率（OS）（HR=2.92，P=0.015）显著相

关。在多因素分析中，高WBC-15（≥0.40×109/L）仍然是EFS

（HR=3.29，P=0.014）和OS（HR=3.29，P=0.038）的独立预后因

素。结论 WBC-15可能有助于改进当前的成人B-ALL危

险分层体系。

A53.NLRP3炎症小体通过Caspase-1/IL-1β通路在
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促癌作用研究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钟朝琴 华明强 马道新

目的 研究 NLRP3 炎症小体在 AML 中的作用及机

制。方法 ①收集 84 例初诊 AML 及 16 例正常对照骨髓，

ELISA 检测骨髓上清 IL-1β浓度，RT-PCR 检测 BMMC 中

NLRP3、ASC、Caspase-1、NF-κB、IL-1ß、IL-18在mRNA水平

的表达，其余BMMC作为初诊AML患者白血病细胞用于功

能试验；②研究LPS进一步活化初诊AML患者白血病细胞

NLRP3炎症小体对其增殖、凋亡、药敏的影响；③炎症小体

活化的 THP-1 与初诊 AML 患者白血病细胞用 Transwell 小

室共培养，研究对初诊AML患者白血病细胞生物学行为的

影响；④研究NLRP3炎症小体效应分子 IL-1β、IL-18对初诊

AML患者白血病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⑤利用Caspase-1

抑制剂 Z- YVAD- FMK、NF- κB 抑制剂 Bay11- 7082 抑制

NLRP3炎症小体活化，研究其对AML初诊患者白血病细胞

生物学行为的影响。结果 ①初诊AML患者NLRP3、IL-1β、

NF-κB及 IL-1R的mRNA水平显著升高；Bias网络模型提示

AML中NLRP3通过 IL-1R 、NF-KB发挥作用；ELISA结果显

示 IL-1β的浓度在AML患者骨髓上清中明显升高。②LPS

明显增加AML患者白血病细胞Caspase-1和 IL-1β mRNA的

表达，并明显增加 IL-1β和 IL-18 的分泌，LPS 使 pNF-κB、

pro-Caspase-1、Caspase-1、pro-IL-1β、IL-1β在蛋白水平表达

升高；NLRP3炎症小体活化促进增殖、抑制凋亡，抑制阿霉

素（ADR）、柔红霉素（DNR）对AML患者白血病细胞的杀伤

作用，但对阿糖胞苷（Ara-C）的杀伤作用无明显影响。③
NLRP3 炎症小体活化的 THP-1 细胞抑制 AML 患者白血病

细胞凋亡。④IL-1β明显促进白血病细胞的增殖并抑制凋

亡，并明显抑制ADR、DNR对白血病细胞的杀伤作用，但对

Ara-C的杀伤作用无明显影响；另外 IL-18对增殖、凋亡及耐

药无明显影响。⑤Z-YVAD-FMK、Bay11-7082抑制NLRP3

炎症小体活化，抑制 AML 患者白血病细胞增殖并促进凋

亡。结论 NLRP3 炎症小体通过 Caspase-1/IL-1β通路在

AML中发挥促癌作用，并增强初诊AML患者白血病细胞对

ADR、DNR的耐药，调节NLRP3炎症小体可为AML的治疗

提供新的靶点。

A54.基于二代测序技术下难治/复发急性髓系白血
病患者的基因突变谱分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王梦真 高晓宁 于力

目的 通过比较AML初诊与难治/复发状态下基因突

变谱的差异，发现难治/复发AML突变谱的分布特点，对未

来AML难治/复发分子机制的研究和临床AML的危险分层

动态评估提供思路。方法 回顾性研究在 2015 年 4 月至

2017年10月间进行二代测序的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和其他 9家医院 287例AML患者的临床资料和骨髓或外周

血基因突变信息，其中包括181例初诊状态、66例复发状态、

40例难治状态（2个疗程未缓解）患者，对比突变数目和频率

的组间差异。结果 与初诊组相比，难治、复发组基因突变

谱有如下特点：①突变数目无明显差异；②复发与初诊相比，

基因功能组的突变频率存在差异，抑癌基因功能组（含

TP53、WT1、PHF6）突 变 频 率 升 高（31.8% 对 16.6% ，P=

0.009），剪切体复合物相关基因功能组（含 SRSF2、SF3B1、

U2AF1、ZRSR2）降低（3.0%对 14.4%，P=0.013）。难治与初

诊相比，未发现差异。③难治、复发与初诊状态下，单基因突

变频率存在差异，复发组 GATA2 突变频率升高（12.1%对

1.7%，P=0.001），NPM1（7.6%对 23.8%，P=0.004）、U2AF1

（0%对 6.6%，P=0.040）和 PTPN（0%对 6.1%，P=0.040）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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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治组FLT3-ITD（35.0%对 18.8%，P=0.024）突变频率升高，

CEBPA双等位突变（0% 对 13.3%，P=0.010）降低。④初诊、

难治、复发时均存在NPM1、FLT3-ITD和DNMT3A基因突变

共存。与初诊相比，复发组新出现的关联基因有：GATA2与

CEBPA 双等位突变共存（P=0.001），CEBPA 双等位突变与

WT1 突变共存（P=0.019），KIT 与 RAD21 突变共存（P=

0.037）。早期复发与晚期复发相比：信号通路激活相关基因

功能组（含 FLT3-ITD、NRAS、FLT3、PTPN11、KRAS、CBL、

KIT、NF1、ATM、CSF3R、JAK2、NTRK1、PTEN和ETNK1）突

变频率增高（61.9%对 9.1%，P=0.002）。结论 复发和难治

AML患者与初诊患者相比，基因突变谱、特定基因VAF值、

关联基因突变存在差异；早期复发 AML 患者与晚期复发

AML患者相比，基因突变谱存在差异。

A55.Case report of therapy- associated acute my-

eloid leukemia developing after successful treat-

ment of acutepromyelocytic leukemia accompa-

nied by tuberculosis
1.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Xie

Xi1, Li Qingsheng2, Yang Mingzhen1, Xia Ruixiang2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APL) became eminently

curable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all-trans retinoic acid (ATRA)

therapy. Although therapy- related AML in patients with

APL is rare, an emerging problem is evident. We here report

on a patient with APL accompanied by cytogenetic abnormali-

ties involving chromosome 5, who achieved complete remis-

sion after induction chemotherapy with ATRA and anthracy-

cline followed by consolidation and maintenance chemothera-

py. Two years after initial diagnosis, the patient presented with

tuberculosis and received antitubercular therapy. Several

months later, the patient developed t- AML with a complex

karyotype, without any evidence of APL relapse. Cumula-

tive exposure to alkylating agents and topoisomerase II inhibi-

tors is associated with t-AML development. Also,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ntitubercular agents induce t-AML requires explo-

ration.

A56.急性髓系白血病外周血血小板及骨髓巨核细
胞计数对预后的影响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海军军医大学卫生统计教

研室 张益敏 1 顾海慧 1 张莹 1 陈琪 2 程辉 1 杨建民 1

王健民 1 胡晓霞 1

目的 研究初发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外周血血

小板及骨髓中巨核细胞计数与其与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91例2009年1月至2017年5月收治的16~65岁

初发非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

NCCN标准将患者分为低、中、高危组。结果 外周血中血

小板计数≤40×109/L相比血小板计数>40×109/L的患者，1~2

个疗程诱导化疗后的CR率相当（74.5%对65.6%，P= 0.104），

中位 OS（31 个月对 14 个月，P=0.010）和 DFS（18.5 个月对 9

个月，P=0.006）时间显著延长。骨髓中巨核细胞计数≤40个/

1.5×3 cm2骨髓涂片的患者相比巨核细胞计数>40 个/1.5×3

cm2骨髓涂片的患者生存明显更好（中位OS时间：30.5个月

对 11 个月，P<0.001；中位 DFS 时间：16 个月对 6 个月，P<

0.001）。这一预后趋势在中危组中最为明显，但在低危和高

危组中无统计学意义。于中危组中单纯接受化疗的患者，血

小板及巨核细胞计数低（分别为 ≤40×109/L和≤40个/1.5×3

cm2骨髓涂片）的预后更好（3 年 OS 率：45.6%对 13.0%，P=

0.001；3年DFS率：42.8%对4.3%，P<0.001；5年累计复发率：

12.0%对 50.3%，P=0.004）。而对中危组中接受了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的患者来说，血小板及巨核细胞计

数对预后的影响不显著 (3 年 OS 率：55.0%对 46.7%，P=

0.618；3 年 DFS 率: 37.8%对 51.0%，P=0.623；5 年累计复发

率：27.6%对25.5%，P=0.967)。结论 初发AML患者外周血

血小板及骨髓巨核细胞计数对预后有提示意义，血小板及巨

核细胞计数高的患者预后更差，该意义主要体现在中危组

中。在中危组中，allo-HSCT能克服高血小板及巨核细胞计

数对患者的不利影响，使其预后提高到和低血小板及巨核细

胞计数的患者水平相当。

A57.TEL-ABL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一例并文
献复习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吴佳伟 唐古生 龚胜兰

丁静 郭孟乔 张春玲 张悦晟 王健民 杨建民 程辉

目的 报道一例TEL-ABL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

诊疗及预后。方法 通过细胞形态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

确诊一例TEL-ABL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给予VDP方

案化疗（长春地辛+柔红霉素+地塞米松），随后行阿糖胞苷

联合VP（长春新碱+泼尼松）及培门冬酶巩固。结果 形态

学以异常淋巴细胞为主，免疫表型表达 CD19、CD10、

cCD79a、cμ、TdT、CD20、CD22、KORSA，弱表达：CD58 ，融

合基因筛查发现TEL/ABL 为26.15%；巩固治疗后达到免疫

学完全缓解，6个月后患者出现复发。结论 TEL-ABL阳性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属临床罕见，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为淋

系化疗方案，疗效尚可，但预后不佳。

A58.NPM-RARα融合基因阳性急性早幼粒细胞白
血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吴佳伟 郭孟乔 龚胜兰

唐古生 柳敏 丁静 张悦晟 王健民 杨建民 程辉

目的 探讨NPM-RARα阳性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

诊疗及预后。方法 通过细胞形态学、免疫学、细胞遗传学、

分子生物学及多重荧光原位杂交确诊一例NPM-RARα阳性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给予维甲酸诱导及 DA 方案化疗

（柔红霉素+阿糖胞苷），随后行阿糖胞苷巩固治疗4次。结果

形态学以异常早幼粒细胞为主，免疫表型表达MPO、CD13、

CD15、CD117，弱 表 达 或 不 表 达 CD7、CD11c、CD79a、

CD123，核型分析45,XY,t(5;17),7p-,-16[8]/46,idem,+20[5]/45,

idem,-8,+20[2]/46,XY[5]，融合基因筛查发现 NPM-RARα/

ABL 为 416.98%；巩固治疗后达到分子学完全缓解，34个月

后患者出现复发。最终患者死于凝血功能异常及呼吸衰竭，

总生存35个月。结论 NPM-RARα阳性急性早幼粒细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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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病属罕见急性白血病，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主要是维甲酸

结合髓系化疗方案，疗效尚可，但预后不佳。

A59.WT1基因在急性白血病微小残留病监测及预
测分子学复发中的应用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 李淼静 朱化超

贺鹏程 王怀宇 习杰英 刘心 王孟昌 陈丽梅 王晓

宁 张梅

目的 研究WT1基因作为微小残留病(MRD) 监测指标

在急性白血病(AL)预后判断中的应用，探索WT1基因预测

分子学复发的阈值，明确该 WT1 阈值与 AL 患者预后的关

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 70例诱导缓解后进行巩固治疗，且

巩固期间WT1基因监测至少 2次的AL患者WT1基因动态

表达水平。根据巩固治疗期间是否达到MRD阴性（特异性

表达基因阴性或流式细胞学检测阴性）将其分为不同转归

组，依据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可预测分子学复发

的WT1阈值。WT1表达水平采用实时荧光定量RQ-PCR法

检测。为明确该 WT1 阈值与 AL 患者预后的关系，对所有

AL患者进行随访，其中7例失访，随访截至2018年5月。应

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单因素生存分析评估预后。结果

使用 ROC 曲线分析得到 WT1 预测分子学复发的阈值为

0.368%，其特异度为 87.6%，敏感度 41.7%，约登指数 0.293，

确立WT1>0.368%提示高风险分子学复发。将巩固治疗开

始后WT1监测至少2次<0.368%定义为阴性组，反之为阳性

组。巩固治疗开始后 WT1 阴性组和阳性组复发率分别为

21.7%(10/48)和 61.1%(11/18)(P<0.001)。应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单因素生存分析，阴性组患者的中位无病生存期

(DFS)为 58个月，阳性组患者为 10个月，Log-rank 检验两组

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01)。结论 WT1可作为AL患

者巩固治疗阶段MRD监测指标，WT1基因表达>0.368%提

示存在分子学复发风险。Kaplan-Meier单因素生存分析支

持WT1持续高于0.368%提示AL患者的不良预后。

A60.完全分子学缓解在Ph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患者中的临床预后价值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血液科 中国人民解放军血液

病研究所；2.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血液科；3.海军军医

大学卫生勤务学系 王丽炳 1 杜鹃 2 黄爱杰 1 陈琪 3 唐

古生 1 龚胜蓝 1 程辉 1 柳敏 1 丁静 1 章卫平 1 杨建民 1

王健民 1 胡晓霞 1

目的 用RT-qPCR方法监测微小残留病（MRD）在接受

化疗联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治疗，其后接受或不接受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Ph+ ALL患者中的预后

价值。评估 allo-HSCT 对已达 CMR 患者生存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的 158例 Ph+

ALL 患者。在诊断、诱导及巩固治疗后，RT-qPCR检测BCR-

ABL1 融合基因来监测骨髓 MRD。在接受 allo-HSCT 患者

中，对移植前，移植后第 15、30、60、90 天骨髓进行 MRD 监

测。对 BCR-ABL 融合基因中 ABL1 激酶结构域中密码子

221至 500进行DNA测序。其后统计分析不同MRD状态、

移植或非移植患者的生存预后。结果 共144例（91.1%）患

者达到完全缓解（CR），其中 134例进行了RT-qPCR方法监

测MRD。治疗后3个月，69例Ph+ ALL患者达到CMR，其总

体生存（OS）及无病生存（DFS）显著优于其他MRD状态（P<

0.001，P<0.001）。47.8% 患者（33/69）接受了 allo-HSCT，该

部分患者较仅接受化疗联合TKI患者无生存优势（4年OS：

67.68%对 69.11%，P>0.05；4 年 DFS：39.78%对 55.45%，P>

0.05）。多因素分析示治疗后3个月的MRD状态显著影响患

者 OS 及 DFS(OS：HR=0.335，95%CI 0.242~0.463，P<0.001；

DFS：HR=0.479，95%CI 0.365~0.628，P<0.001)。结论 治疗

后 3个月达CMR的患者无论是否移植，均较其他分子学状

态患者有较好长期生存。

A61.HIF-1α-PDK1信号系统参与急性单核细胞白
血病糖代谢和耐药的机制研究
上海市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许晓巍

目的 探讨HIF-1α-PDK1调解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细

胞糖代谢以及耐药的机制。方法 定量 PCR 法检测 U937

细胞、U937/DNR 细胞和原代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细胞中

PDK1表达。采用基因沉默构建 siRNA HIF-1α质粒，转染作

用于U937和U937/DNR细胞 24 h，MTT法检测细胞的增殖

抑制；定量 PCR 法检测 PDK1 表达；Western blot 法检测

MDR-1表达；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膜电位 JC-1，血气分析仪

测定培养液中乳酸含量。用二氯乙酸（dichloroacetate DCA）

作用U937/DNR和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细胞24 h，MTT检测

细胞增殖抑制，Western blot 法检测 MDR-1 和 PDK1 表达。

结果 PDK1 在原代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细胞、U937 和

U937/DNR细胞中高表达。沉默HIF-1α，明显抑制U937和

U937/DNR细胞增殖活力；抑制PDK1和MDR1表达，抑制乳

酸生成，其中 U937/DNR 细胞较 U937 细胞抑制更加显著。

DCA能够逆转U937/DNR细胞和复发的急性单核细胞白血

病细胞对柔红霉素耐药。结论 HIF-1α-PDK1信号系统调

控糖代谢参与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耐药。

A62.CAR-T修饰的供体淋巴细胞输注显著提高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移植后复发治疗疗效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上海华道生物公司 王桃 1

王玉洁 1 高磊 1 胡晓霞 1 陈洁 1 章卫平 1 王健民 1 余

学军 2 冯冬歌 2 唐古生 1 杨建民 1

目的 探讨CAR-T与DLI结合是否能够提高移植后复

发B-ALL患者疗效。方法 32例B-ALL患者，其中27例患

者接受传统的DLI治疗，5例患者接受CD19-CAR-T修饰的

DLI。通过比较两组患者的完全缓解（CR）率、总体生存

（OS）、无病生存(DFS)以及治疗相关不良反应，评估两种治

疗方法的疗效和安全性。结果 CD19-CAR-DLI 组 5 例

（100%）患 者 和 DLI 组 17 例 (62.9%）患 者 获 得 CR（P=

0.144）。CD19-CAR-DLI 和 DLI 组患者中位 DFS 分别为 9

（3~24）个月和 3.15（0~17.4）个月（P=0.044）。CD19-CAR-

DLI中位OS目前还没有观察到，DLI组患者中位OS 3.72（0~

28.7）个月（P=0.026）。CD19-CAR-DLI 组患者没有新发的

GVHD，DLI组有6例（22.2%）患者出现Ⅱ~Ⅳ级GVHD，两者

GVHD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90）。结论 CD19-

CAR-DLI治疗移植后复发的B-ALL疗效优于较传统DLI治

疗，因此，对于移植后复发的B-ALL患者，有条件时应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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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CD19-CAR-DLI治疗。

A63.CAR-T治疗中枢神经系统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疗效探究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上海华道生物公司 王桃 1

王玉洁 1 高磊 1 胡晓霞 1 陈洁 1 章卫平 1 王健民 1 余

学军 1,2 唐古生 1 杨建民 1

目的 探讨 CAR-T 在 B-ALL 伴有 CNS 白血病患者中

的疗效。方法 通过CD19-CAR-T治疗 2例确诊CNS白血

病的患者，观察 CD19-CAR-T 的疗效和相关不良反应。结

果 两例患者均获得完全缓解。1例患者缓解持续6个月后

出现中枢神经系统复发。另一例患者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

脑脊液和骨髓中白血病细胞，发现脑脊液和骨髓中白血病细

胞 比 例 分 别 从 9.485% 和 25.476% 下 降 到 了 0.012% 和

0.002%。通过对脑脊液中CAR基因的检测发现，CAR-T细

胞能够进入脑脊液并且扩增。该患者已经持续缓解 13 个

月，目前还在随访中。两例患者均出现了Ⅰ~Ⅱ级细胞因子

释放综合征（CRS），但是都没有CAR-T治疗相关神经系统

毒性出现。结论 通过对两例患者的治疗和观察发现CAR-

T细胞能够穿过血脑屏障进入脑脊液中，CAR-T细胞通过在

脑脊液中扩增并清除脑脊液中白血病细胞治疗中枢神经系

统白血病。该研究也为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与CAR-T治疗

相关神经系统毒性之间没有相关性提供有力证据。

A64.核心结合因子急性髓系白血病复发与死亡危
险因素分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马杰 胡营涛 李亚雨 甘思

林 曹伟杰 王冲 谢新生 刘延方 王芳 万鼎铭 姜

中兴 孙玲 孙慧

目的 分析CBF-AML的临床特征、治疗效果、复发及

死亡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7年11

月间于我院血液内科就诊的200例CBF-AML患者的临床资

料，比较CBF-AML各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效果，探讨其

复发及死亡的危险因素。结果 ①CBF-AML 中 AML1-

ETO组与CBFβ-MYH11组比例为3∶1，男110例，女90例，中

位年龄 38岁；②CBF-AML中，CBFβ-MYH11组患者白细胞

计数（47.85×109/L对11.30×109/L，P<0.001）、外周血白血病细

胞（69.0% 对 42.0% ，P<0.001）、骨髓原始细胞（76.0% 对

46.4%，P<0.001）、β2 微球蛋白（2.22mg/L 对 1.67mg/L，P<

0.001）较AML1-ETO组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

间在性别、年龄、血红蛋白水平、血小板计数、乳酸脱氢酶水

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CBFβ-MYH11 组 CR

率为 97.83%，AML1-ETO组CR率为 87.02%，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46）；CBFβ-MYH11 组复发率为 15.91%，AML1-

ETO 组复发率为 29.5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6）。

③CD56阳性为CBF-AML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年龄、白

细胞计数、骨髓原始细胞、基因突变危险度分层、细胞遗传学

危险度分层、造血干细胞移植等均未表现出较显著影响（P>

0.05）。175例CBF-AML患者中，随访期间死亡71例，2年累

积死亡率 45.0%，5年死亡率 53.73%，其中，低水平血红蛋白

与复发为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 ①表面抗

原 CD56 的阳性表达增加了 CBF-AML 患者的复发危险。

②低水平血红蛋白与复发是患者死亡的危险因素。

A65.CircBA9.3 supports the survival of leukaemic

cells by up-regulating c-ABL1 or BCR-ABL1 pro-

tein levels
Shenzhen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Pan Yuming, Lou Jin,

Wang Heng, An Na, Chen Huan, Zhang Qiaoxia, Du Xin

The unchecked tyrosine kinase activity of BCR- ABL1

contributes to the immortality of leukaemic cells. Therefore,

this oncogene is a highly important therapeutic target for chron-

ic myelogenous leukaemia(CML).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TKIs) are an excellent drug treatment for CML patients. How-

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atients who are not responsive to

TKIs. We found that a novel circular RNA (circRNA), named

circBA9.3, is derived from BCR- ABL1. CircBA9.3 can effi-

ciently promote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hibit apoptosis of can-

cer cells. In addition, some patients with TKI resistance have

elevated expression of circBA9.3 which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expression of BCR-ABL1. Furthermore, circBA9.3 is

predominantly located in the cytoplasm and enhances the ex-

pression of c-ABL1 and BCR-ABL1 oncoprotein. Thus, circ-

BA9.3 is a molecul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d tyrosine kinase

expression and promotes resistance against TKI therapy. In this

study, we provided a new potential target for the treatment of

TKI-resistant CML patients.

A66.重组人Wnt5a蛋白对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
细胞株Jurkat侵袭生长的影响
重庆三峡中心医院 陈红霞 王宁 陈红兵 周平 刘玲

目的 探讨重组人 Wnt5a 蛋白对 Jurkat 细胞株侵袭转

移的影响。方法 qRT-PCR检测实验组（重组Wnt5a蛋白作

用 Jurkat 细胞 24 h）和对照组（灭菌 PBS 作用 Jurkat 细胞 24

h）Wnt5a、PHD1/2/3、SIAH2、HIF-1α、VEGF、VEGFR1、VEG-

FR2、MMP-9、MMP-13 mRNA的表达；Western blot检测实验

组和对照组Wnt5a、PHD1/2/3、SIAH2、HIF-1α、VEGF、VEG-

FR1、VEGFR2、MMP-9、MMP-13蛋白的表达；Transwell检测

实验组和对照组 Jurkat细胞的侵袭转移能力。结果 实验

组Wnt5a的基因和蛋白水平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0.05）；实

验组PHD1/2/3的蛋白水平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0.05）实验

组SIAH2、HIF-1α、VEGF、VEGFR2、MMP-13的基因和蛋白

水平较PBS组明显增加（P<0.05）；实验组VEGFR1、MMP-9

的基因和蛋白水平较PBS组无明显差异（P>0.05）；实验组的

侵袭转移能力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在 Jurkat

细胞株中Wnt5a可能是一个癌基因，可能的作用机制是通过

诱导 SIAH2 的表达，激活 SIAH2/PHD/HIF- 1α通路，导致

VEGF、VEGFR2、MMP-13表达增加，进而促进了 Jurkat细胞

株的侵袭转移能力。

A67.Influence of FLT3- ITD mutation and length

on the treatment response and prognosis in cytoge-

netically normal AML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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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fang Hospital，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Jiang Xue-

jie, Sun Junya, Yin Changxin, Cheng Jiaying, Ni Jinle, Yu Guo-

pan, Jiang Ling, Wang Qiang, Xu Dan, Feng Ru, Sun Jing, Liu

Xiaoli, Liu Qifa

Objective Mutations of internal tandem duplication in

FMS- like tyrosine kinase 3 (FLT3- ITD) contributed to poor

prognosis in cytogenetically normal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N-AML) but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ITD mutant lengths

remained controversial. Chemotherapy had limited effect, allo-

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 HSCT)

plus sorafenib maintenance was a promising protocol to im-

prove therapeutic effect in FLT3-ITD patients. Methods To-

tal 185 CN- AML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FLT3- ITD muta-

tion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Distribution of ITD lengths

detected in AML patients suggested two groups including long

(≥70bp) and short ITD length (<70bp). Influence of FLT3-ITD

mutation and its length were investigated after chemotherapy

or allo- HSCT plus sorafenib. Results FLT3- ITD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in 15 percentage of AML patients, and associat-

ed with leukocytosis, high blast percentage and increased risk

of treatment failure. FLT3- ITD mutations indicated decreased

complete remission (CR) rate,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re-

lapse-free survival (RFS), and increased relapse risk (RR) after

chemotherapy. Patients with long ITD had worse OS and RFS,

and more relapse probability than these with short ITD or FLT3-

WT, but the latter two groups had the similar RFS and RR. Allo-

HSCT plus sorafenib maintenance significantly prolonged OS

and RFS, decreased RR in FLT3-ITD patients, especially these

with long ITD.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indicated that FLT3-

ITD mutation and long ITD length had negative effect on treat-

ment response and prognosis in CN-AML patients. Allo-HSCT

plus sorafenib maintenance was an effective strategy to im-

prove survival and decrease relapse probability, abrogated dis-

advantage from long ITD length in FLT3-ITD patients.

A68.克拉屈滨+CMG方案对复发难治急性髓系白
血病的疗效观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姜中兴 张银银 孙玲 谢新

生 孙慧 郭荣 万鼎铭 刘延方

目的 观察克拉屈滨联合米托蒽醌、阿糖胞苷（Ara-C）、

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克拉屈滨+CMG方案）对于

复发难治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分析 2015年 8月至 2018年 4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应用克拉屈滨+CMG方案治疗的 24例复发难治AML的

疗效及安全性。具体方案：克拉屈滨 5 mg/m2，静脉滴注，第

1~5天；米托蒽醌 6~8 mg/m2，静脉滴注，第 1~3天；Ara-C 15

mg/m2，静脉滴注，每 12 h 1次，第 1~14天；G-CSF 300μg，皮

下注射，第 1~14天。结果 24例复发难治AML患者中，男

13例，女 11例，中位年龄 39（15~64）岁。其中难治 15例，复

发5例，MDS转化AML 4例。其中复杂核型患者4例，FLT3-

ITD 基因突变患者 1 例。10 例（41.6%）患者获得完全缓解

（CR），2 例（8.3%）患者获得部分缓解（PR），总体有效率为

50%（12/24）。其中，难治组 CR 率 53.3%（8/15），复发组 CR

率 20%（1/5），MDS 转化 AML 患者 CR 率 25.0%（1/4）。2 例

（2/4）复杂核型患者获得 CR，1 例 FLT3-ITD 患者获得 CR。

所有患者均出现Ⅳ度骨髓抑制，中性粒细胞缺乏中位时间

10（3~17）d，血小板小于 20×109/L中位时间 11.4（2~31）d。5

例患者因感染死亡。结论 克拉屈滨+CMG方案对于复发

难治 AML 有一定疗效，对难治 AML 患者疗效优于复发

AML患者，不良反应小。

A69.伴 t(1;19)(q23;p13)/E2A-PBX1阳性成人急性
B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特征及致病机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苏州大学造血干细胞移植研究所、

江苏省血液研究所、血液学协同创新中心 周必琪 王谈真

刘天会 徐杨 陈苏宁 吴德沛

目的 研究伴 t(1;19)(q23;p13)/E2A-PBX1 成人 ALL 患

者临床特征及治疗预后，探究可能的致病机制。方法 回顾

性分析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2006至2016年间收治

伴 t(1;19)(q23;p13)/E2A-PBX1阳性B-ALL患者病例资料，分

析其临床特征及治疗预后。收集患者骨髓DNA标本行全外

显子捕获测序，探究可能的致病机制。结果 39例伴 t(1;19)

(q23;p13)/E2A-PBX1阳性B-ALL成人患者中，男性21例，女

性18例，中位年龄29岁，初诊时多表现为高白细胞 (中位数

26.93×109/L)。39 例 B-ALL 患者经标准剂量初次诱导化疗

后，27例(69.2%)达完全缓解。共 27例出现复发(69.2%)，中

位复发时间 4(0.5~15) 个月，其中 18 例(66.7%)初次缓解时

间<6 个月。16 例患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Sib:9,URD:5,

Auto:2)，移植组与化疗组相比，其 2 年总体生存率(10/16,

62.5% 对 3/23,13.0%, P=0.026)及无病生存率(9/16, 56.3%对

1/23,4.3%, P=0.010)均较高。16例移植患者中，9例（56.3%）

移植前疾病达CR1，4例（25.0%）为CR2，2例（12.5%）为CR3，

1例患者（6.3%）为复发状态。CR1组患者2年总体生存率（9/9,

100.0% 对 1/6,16.7%,P<0.001）及 2年无病生存率（8/9,88.9%

对1/6,16.7%,P=0.001）均高于CR2~3患者。对9 例 t(1;19)(q23;

p13)/E2A-PBX1阳性成人ALL初诊、复发、缓解期共21份标

本行全外显子捕获测序后发现，这些患者不仅伴有转录因子

及抑癌基因表达异常如PHF6、NRAS等，还多伴有影响泛素

化、自噬等过程的基因，如 USP5、USP40、CDC27 等。结论

成人伴 t(1;19)(q23;p13)/E2A-PBX1阳性ALL多为青壮年，通

过标准剂量诱导化疗后患者多可缓解，但易早期复发，尽早

行HSCT治疗能够明显改善患者预后。泛素化、自噬等过程

可能参与了 t(1;19)(q23;p13)/E2A-PBX1致白血病过程。

A70.DA方案初始诱导治疗AML的柔红霉素最佳
剂量探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科、血液病研究室 贾永前 陈心

传 龚帅格 潘崚 崔旭 代阳 帅晓 李健 刘芳 吴

俣 牛挺

目的 探索适合中国人群的最佳柔红霉素使用剂量。

方法 分别对 65 mg/m2、75 mg/m2及传统 45~60 mg/m2剂量

组的DA方案缓解率及不良反应进行观察。结果 ①柔红

霉素 75 mg/m2诱导治疗组：从 2016年 12月-2018年 6月，共

治疗18例，男 9例 女 9例，年龄 26~64岁，FAB分型 M1 5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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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4例、M4 3例、M5 5例、M6 1例，ELN危险分层低危 5例，中

危6例，高危7例。第1疗程CR率 83%（15例CR），CRmrd- 9

例（50%），PR 1例，ORR 88.9%。第2疗程诱导治疗后 总CR

率 100%。无一例治疗相关死亡。②柔红霉素65 mg/m2诱导

治疗组：从 2012年 3月-2016年 12月，共治疗 51例，男 27例

女 24例，年龄 17~60岁，FAB分型 M1 8例、M2 22例、M3（非

PML-RAR）1例、M4 11例、M5 17例、M6 2例，ELN危险分层

低危12例，中危23例，高危16例。第1疗程CR率 74.5%（38

例 CR），CRmrd- 14 例（28%），PR 3 例，ORR 80.3%。第 2 疗

程诱导治疗后 总CR率 90%。无一例治疗相关死亡。③传

统柔红霉素 45~60 mg/m2或去甲氧柔红霉素 8~10 mg/m2诱

导治疗组：从 2017年 3月-2017年 12月中随机抽取年龄 18~

60岁，已完成标准DA或 IDA方案诱导治疗的AML患者共

34例作为对照组，第 1疗程CR率 40%。结论 增加柔红霉

素剂量到 75 mg/m2 能显著提高 AML 的 CR 诱导缓解率及

CRmrd-完全缓解率，而相对于文献报道的 90 mg/m2柔红霉

素剂量，不增加治疗相关死亡率，可能为柔红霉素的最佳使

用剂量。

A71.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is in acute my-

eloid leukemia with incomplete blood recovery at

the time of achieving morphologic complete remis-

sion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ang Shu, Jiang Zhongxing, Sun

Ling, Zhang Ronghui

Objective To preliminarily analy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is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patients with

incomplete blood recovery at the first time of achieving mor-

phologic complete remission.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302 AML patients (non-M3) who were treated at the First Affil-

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0 to

September 2015 was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y were di-

vided into complete remission (CR) group (PLT≥100 × 109/L

and ANC≥1.0×109/L) and CR with incomplete blood recovery

group(PLT<100 × 109/L or ANC<1.0 × 109/L) 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 of blood count at the first time of achieving morpho-

logic complete remission.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prognostic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and univari-

ate analysis and mutivatiate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com-

pare the recurrence and survival herogenity of AML with in-

complete blood recovery. Results 216(71.5%) patients were

in CR group and 86(28.5%) were in CR with incomplete blood

recovery group.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age, high white blood cell, peripher-

al blasts ratio, Franch- American- Britain(FAB) type, chromo-

somal classification and FLT3- ITD/NPM1 gene mutation(P≥
0.05). Bone marrow blasts before therapy and the proportion of

bone marrow complete remission in the first course of chemo-

therapy in CR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R with incom-

plete blood recovery group(P=0.020,P=0.012), and the propor-

tion of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 positive patients was

lower in CR group(P=0.004).Bone marrow proliferation at the

time of achieving morphologic complete remission was more

active in CR group(P=0.001). The 3- year relapse rate in CR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CR with incomplete blood recov-

ery group(P=0.003), and overall survival (OS)rate and 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 rate were higher than CR with incomplete

blood recovery group(P=0.002,P=0.040). Multivariate prog-

nostic analysis for relapse,OS and DFS showed that high risk

karyotype(P=0.011,P=0.034,P=0.002),≥2 courses of inducton

therapy(P=0.005,P=0.007,P=0.011) and neutrophils not recov-

ery(P=0.006,P=0.048,P=0.016)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AML patients with incomplete blood recovery. In additon,

FLT3- ITD positive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OS(P<

0.001), and peripheral blood blasts ≥ 60%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DFS(P=0.047). Conclusion AML patients

with incomplete blood recovery at the first time of achieving

morphologic complete remission have a poor prognosis. High-

risk karyotypes, ≥2 courses of induction therapy, incomplete

neutrophil recovery AML patients may have a worse progno-

sis, and they should be regarded as high-risk groups and given

more aggressive treatment.

A72.ETP-ALL的临床及遗传学分子学回顾性研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任娜娜 朱焕玲 黄杰 谢莉萍 马

洪兵 季杰 贾永前 黄晓鸥 潘崚 牛挺 何川 刘志

刚 常红 向兵 唐韫 帅晓

目的 探讨WHO2016新亚类早期前体T淋巴细胞白血

病（ETP-ALL）临床特征、治疗及转归，分析其分子学、遗传学

特点，增加对疾病特点的认识，提高诊断水平，规范治疗模

式。方法 收集2009年至2018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并

确诊的资料完整的 47例成人ETP-ALL病例，归纳总结本病

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临床治疗转归等。流式细胞ETP-

ALL诊断标准：①原始T细胞CD34、cCD3、HLA-DR、CD7阳

性；②无CD1a、CD4、CD8、sCD3表达（阳性率<5%）；③CD5

阴性或弱阳性（阳性率<75%）；④具有髓系标志如 CD13、

CD33、CD117 阳性（阳性率>25%），但 cMPO 阴性。结果

47例ETP-ALL约占同期住院T-ALL患者的27.2%。47例患

者中位年龄 30（15~72）岁，男∶女=28∶19，临床上多以发热、

乏力、出血伴肝脾淋巴结肿大为首发症状，外周血白细胞、原

始细胞比例、血小板中位数分别为5.97（1.25~322.62）×109/L、

67.5%（0~97%）、77（2~290）×109/L。20 例有细胞遗传学结

果，23例有分子学结果，其中有7例核型异常，涉及染色体数

目异常、结构异常及数目/结构混合异常；13例分子学异常，

分子学异常率为 56.5% ，查见包括 PHF6、IDH2、TET2、

ASXL1等在内的 17种基因突变，涉及同义突变、错义突变、

插入突变等异常。治疗上采用 CDVLP/CDVP/DVP 方案化

疗 20 例、Hyper-CVAD 方案 17 例、其他方案 10 例，总 CR 率

23.4%（11/47），其中 1 个疗程 CR 率 10.6%（5/47），2 个疗程

CR率10.6%（5/47）,其余1例，47例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8个

月。讨论 成人ETP-ALL具有发病年龄更大、外周血白细

胞不高、难缓解、预后差的特点；遗传学异常涉及多条染色体、

多种异常，高危因素多；分子学异质性大，分子学异常多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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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S/激酶信号通路相关基因、淋巴造血系统发育相关基因以

及表观遗传修饰相关基因，兼有ALL与ANLL的分子学特点；

其治疗效果差，可能与上述多种高危因素相关，目前来说以

CDVP为骨架的方案缓解率可能高于Hyper-CVAD方案。

A73.化疗联合HLA不相合的第三方供者造血干细
胞移植（微移植）治疗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和骨髓
增生异常综合征前瞻性单臂研究初期研究报告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黄燕 孙洁

目的 观察化疗联合微移植治疗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

全性。方法 本研究自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6 月，共纳入

10例患者，其中6例为老年（年龄≥60岁）AML，4例为中高危

组 MDS。诱导缓解采用地西他滨（15 mg/m2×5 d）+小剂量

CAG（AML 6 d/MDS 4 d）+微移植，巩固治疗为地西他滨+IA

（3+7，AML）/小剂量CAG（4 d，MDS）+微移植共3个疗程；供

受者的HLA配型均为不相合，干细胞在化疗结束后 48 h内

输注。结果 患者的平均年龄63.5（55~71）岁。每个疗程回

输的平均细胞量：单个核细胞（MNC）3.26（1.87~5.25）×108/

kg，CD34+细胞（CD34+）1.12（0.34~3.16）×106/kg，CD3+T淋巴

细胞3.93（1.50~7.17）×107/kg。其中5例（50%）获得CR（CR+

CRi）, 3例获得PR（20%），ORR为80%；其中AML患者ORR

为83.3%，MDS患者ORR为75%。血小板恢复（≥20×109）的

中位时间 8.5 d。中性粒细胞恢复（≥0.5×109）的中位时间

9 d。我们中心的历史研究数据显示，地西他滨+CAG治疗老

年AML患者的血小板恢复时间为9 d，中性粒细胞恢复时间

为16.5 d。10例患者中，1例发生aGVHD并死亡，1例并发心

衰死亡，其余患者未发生严重的毒副反应。干细胞回输后有

7例出现T细胞的回升，平均7 d达到峰值。经过T细胞分选

STR检测，上升的T细胞为患者来源。有8例在回输后发生

细胞因子增高相关的发热，持续时间平均为5 d，平均最高体

温为 39.7 ℃，CRP平均值 116.9 mg/L。伴随体温升高，主要

存在 IL-6、IL-2、IFN-r及TNF-α细胞因子的升高。发生细胞

因子增高相关发热的患者其CR+CRi率为62.5%。结论 本

研究为化疗联合微移植治疗AML/MDS前瞻性研究的初期

研究报告。初期研究结果显示化疗联合微移植在缩短化疗

后血小板和中性粒细胞恢复对照历史数据有明显改善。微

移植治疗虽然发生 aGVHD的概率很低，但仍有可能发生。

微移植存在细胞因子相关的发热，伴随细胞因子的增高和患

者T细胞的增高，这可能与微移植提高治疗反应率有关。本

方案尚需累计更多的临床病例数来明确微移植在老年AML

和中高危MDS上的疗效和安全性。

A74.113例初发CBF-AML和非CBF-AML患者 10

种常见基因突变谱分析
1.山西医科大学；2.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许晶 1,2 覃艳

红 2 徐智芳 2 陈秀花 1,2 张耀方 1,2 任方刚 1,2 王宏伟 1,2

目的 回顾性分析2016年5月30日至2017年7月31日

就诊于我院的 113例初发非M3型AML患者 10种常见基因

突变谱，明确CBF-AML与非CBF-AML患者基因突变谱的

区别。方法 ①采用 RT-PCR 法检测各患者 AML1/ETO、

CBFβ/MYH11 融合基因情况；②设计引物 PCR 扩增各基因

突变热点区后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法检测FLT3-ITD、NPM1

基因突变情况，通过 Sanger 测序法检测 C- KIT、NRAS、

KRAS、DNMT3A、ASXL2、IDH1、IDH2 和 P53 基因突变情

况。结果 ①113例AML患者包括19例CBF-AML和94例

非CBF-AML。CBF-AML组与非CBF-AML组性别分布、老

年（≥60岁）构成比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②19例CBF-

AML 患者，其中 AML1/ETO 阳性 16 例。信号相关基因

（FLT3-ITD、NRAS、KRAS、C-KIT）、表观遗传学相关基因

（DNMT3A、IDH2、IDH1、ASXL2）突 变 各 6 例（31.6%），

NPM1基因突变 4例（21.1%），抑癌基因P53未检测到突变。

③94例非CBF-AML患者，NPM1基因突变28例（29.8%）；信

号相关基因突变患者共 26 例（27.7%），FLT3-ITD 基因突变

14例（14.9%），NRAS基因突变 12例（12.8%）。表观遗传学

基因突变患者共20例（21.3%），DNMT3A、IDH2基因突变各

10例（10.6%）。抑癌基因P53基因突变 4例（4.3%）。NPM1

基因与表观遗传学基因组突变存在正相关（P<0.001），列联

系数 r 为 0.416。 16 例（61.5%）信号通路、11 例（39.3%）

NPM1、6例（30.0%）表观遗传学基因突变患者未检测到共突

变基因。④CBF-AML组突变率最高的是信号和表观遗传相

关基因，而非 CBF-AML 组为 NPM1 基因。CBF-AML 患者

组C-KIT基因（P=0.004）、ASXL2基因突变率（P=0.015）高于

非CBF-AML患者组。结论 CBF-AML与非CBF-AML患

者在基因突变谱上存在一定差异，不同功能组的基因突变谱

分析可能会为不同类型AML患者发病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A75.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在白血病中表达的研究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张冬霞 云雁 刘学文

目的 观察白血病细胞表面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RAS）中关键因子肾素（REN）、血管紧张素 II(ANGII）、血管

紧张素转化酶(ACE)、血管紧张素Ⅱ受体 1(AT1R)的表达情

况，观察各类白血病中RAS系统关键因子的不同表达及其

与疾病增殖复发、浸润转移的相关性。方法 研究组白血病

60例，对照组 30例。流式细胞仪检测白血病细胞表面RAS

系统中关键因子REN、ANGII、ACE、AT1R的表达情况。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白血病患者骨髓中白血病细胞表面ANGII、

AT1R的表达均显著升高（P均<0.05)，REN、ACE的表达与对

照组无显著差异（P均>0.05)。初发白血病中AML组的表达

高于CML、CLL、ALL组（P均<0.05)。完全缓解后AML白血

病细胞表面 ANGII、AT1R 的表达显著低于初发组（P 均<

0.05)。结论 白血病细胞表面ANGII、AT1R表达增高。不

同类型白血病表达水平不同，初发AML中表达更加明显，完

全缓解后 AML 中 ANGII、AT1R 的表达显著低于初发组水

平，二者可能通过促进肿瘤血管新生参与疾病增殖复发。

A76.急性白血病患者骨髓白血病细胞CD56表达及
外周血调节性T细胞水平与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的
相关性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高锡金 王敏 陈以娟 郭

慧霞 崔建英 任潇潇 蔡欣 王立茹

目的 了解急性白血病（AL）患者初诊时骨髓白血病细

胞CD56的异常表达是否与AL患者发生中枢神经系统白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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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CNSL）相关；研究AL患者外周血调节性T细胞（Treg细

胞）水平在不同病程阶段的变化，了解白血病患者的免疫状

态，探讨Treg细胞与AL及CNSL发病的相关性。方法 将

AL患者按照初诊骨髓CD56分子是否表达，分为CD56+ 组、

CD56－ 组，比较两组CNSL的发生率差异性。检测急性白血

病患者初诊、发生CNSL时及正常健康对照者外周血Treg 细

胞比例。结果 ①99例AL患者在初诊时进行CD56检测，

其中 22 例（22.2%）患者骨髓白血病细胞表达 CD56，22 例

CD56 阳性的 AL 患者有 8 例（36.4%）发生 CNSL，而 77 例

CD56阴性的AL患者有 12例（15.6%）发生CNSL，两组之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2）。此外，由于研究中ALL占15

例（15.2%），例数较少且均为CD56阴性，因此通过单独研究

84例AML的CD56表达意义，发现AML患者中CD56阳性

22 例，发生 CNSL 者 8 例（36.4%）；62 例 CD56 阴性患者中

9 例（14.5%）发生 CNSL，CD56 阳性与 CD56 阴性患者中的

CNSL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8）。②纳入研究的

AL患者共25例发生CNSL，在初诊时、发生CNSL及正常对

照组的 Treg 比例分别为（6.52 ± 3.25）%、（8.67 ± 2.74）%及

（5.40±1.05）%，其中初诊组、CNSL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且

CNSL 组高于初诊组，组间相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

0.05）。结论 发生CNSL的AML患者初诊时骨髓白血病细

胞易伴CD56的异常表达，提示白血病细胞CD56异常表达

有可能成为AML患者发生CNSL的危险因素。外周血Treg

细胞水平升高可能为AL发病及促进CNSL发生的因素。

A77.基于外周血残留原始细胞监测的急性髓系白
血病个体化诱导化疗及疗效分析（RJ-AML 2014）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张赟翔 陈秋生 陈

瑜 赵慧瑾 胡炯 翁香琴 陈冰 李军民 陈赛娟 陈竺

目的 在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中，高三尖杉酯碱

（HHT）与标准 IA方案（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联合可

提高疗效。前期研究证实，诱导治疗第5天外周血原始细胞

清除率（D5-PBCR）与疗效相关。本研究旨在通过流式细胞

学方法监测外周血原始细胞，筛选 D5-PBCR（+）患者联合

HHT诱导，以改善预后。方法 该临床研究采用Simon单臂

Ⅱ期模型设计，假设D5-PBCR（+）患者追加HHT后完全缓

解率较原先提高 15%，至少需入组 55例患者。该项目注册

号：ChiCTR-OPC-15006085。所有患者接受 IA 方案诱导

（IDA 10 mg/m²，第 1~3 天；Ara- C 100 mg/m²，第 1~7 天）。

D5-PBCR（+）患者追加化疗：HHT 2 mg/m²，第 6~10 天。巩

固阶段采用中大剂量阿糖胞苷（2 g/m²，q12h×6次）为基础的

方案，中高危组推荐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结果 2014

年10月至2016年5月入组患者148例。68例患者D5-PBCR

（+），其中56例采用 IA+HHT方案诱导，12例因严重感染、血

流动力学异常退组。患者 1个疗程诱导完全缓解率（CR1）

86.0%，D5-PBCR（-）组90%，D5-PBCR（+）组80.4%。既往数

据中，D5-PBCR（+）组CR1仅为56.1%。分子生物学/细胞遗

传学低、中危组CR1分别为 94.9%及 93%；而高危组患者为

64.1%（IA组81.8%，IA+HHT组41.2%）。IA+HHT组在早期

死亡率、粒细胞恢复时间、3/4级不良反应、红细胞及血小板

输注上与 IA组无差异；但采用三药方案的患者血小板恢复

时间较长（23 d 对 20 d，P=0.002）。患者随访截止 2018 年 4

月，中位随访时间 30 个月。患者 3 年 OS：64.6%；D5-PBCR

（-）68.2%，D5-PBCR（+）55.8%，P=0.555。3 年 EFS：50.5%；

D5-PBCR（-）54.1%，D5-PBCR（+）41.3%，P=0.921。与既往

数据相比，追加 HHT 消除了原本两组间存在的生存差异。

结论 IA+HHT方案在年轻AML患者中耐受良好，能改善

IA方案不敏感人群的CR及生存。追加HHT后低中危组获

利显著，其具体分子机制仍需研究。而高危组疗效仍不理

想，需要尽早采取其他治疗方案。

A78.The study of Renin Angiotensin system

expression in leukemia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Baotou Medical College Zhang Dongxia, Yun Yan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different expressions of the

key factors in RAS system in various leukemia and its correla-

tion with the recurrence and invasion of leukemia.Methods

60 patients of leukemia were studied, and 30 patients with iron

dificient anemia as the control group. Expression of renin

(REN),angiotensin II(ANGII), 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ACE) and angiotensin II receptor 1(AT1R)on leukemic blast

surfaces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Results The

leukemic cell expression of ANGII、AT1R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eukemic cell expression

of REN、ACE and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expression

of ANGII、AT1R in AML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ALL、CML、CLL groups(P<0.05). The levels of ANGII、

AT1R in complete remission leukemia patients were lower than

the newly diagnosed leukemia group(P<0.05).Conclusions

The expression of ANGII and AT1R was increased on the sur-

face of leukemic cell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different types

of leukemia is different, the expression of primary AML is

more obvious. After complete remission, the expression of

ANGII and AT1R in AML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primary group. ANGII and AT1R may participate in the

proliferation and recurrence of the disease by promoting

neovascularization.

A79.粒细胞型髓源性抑制细胞在急性髓系白血病
中的预后意义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淮安市仁慈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淮

安医院） 林国强 梁勇 王力 卞梅茹 张兴霞 司叶

俊 王秒 周华 赵广圣 孙雨梅 张彦明

目的 探讨髓源性抑制细胞及不同亚群在急性髓系白

血病(AML)患者中的预后价值。方法 我院收治的 52 例

AML患者，其中 26例初诊未治，男、女各 13例；26例治疗后

的AML患者，其中男 19例，女 7例；所有患者均进行MICM

等检查诊断AML。对照组13例，系健康体检者。HLA-DR-/

lowCD33 + CD11b + 为 MDSCs 表 达 标 志 ，HLA- DR-/

lowCD33+CD11b+CD15+为粒细胞型(MDSCg)，HLA-DR-/

low CD14+为单核细胞型(MDSCm)。同时检测淋巴细胞亚

群，对CD4/CD8+T细胞、Th22细胞、WT1与MDSC及不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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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治疗前患者体内CD4+T、CD8+

T 细胞比例低于对照组（12.88±1.14 对 39.80±2.29；10.46±

1.20 对 25.13 ± 1.40，P<0.05），而 MDSCs 明显高于对照组

（22.37±2.41 对 2.45±1.07，P<0.01），且主要以MDSCg为主，

治疗后有下降趋势（22.37±2.41 对 8.72±1.62，P<0.01），治疗

后 MDSCs 越高，预后不佳；相关性分析发现 MDSCg 与

CD4+T细胞负相关（r2=0.192，P=0.025），与CD8+T细胞无相

关性（r2=0.119，P=0.085），与 CD4/CD8 比值无相关性（r2=

0.074，P=0.179）；MDSCm 与 CD4+T 细胞负相关（r2=0.192，

P=0.022）；与 CD8+T 细胞无相关性（r2=0.011，P=0.617）；与

CD4/CD8 比值无相关性（r2=0.185，P=0.028）。进一步探讨

Th22与MDSCs的相关性，Pearson积矩相关系数分析发现，

其与 Th22 细胞呈负相关（r2=0.454，P=0.001）。通过 Spear-

man 相关性分析，发现 MDSCs 与 WT1 呈正相关（r2=0.367，

P=0.005）。结论 MDSCs是一群性细胞群，参与了诸多实

体肿瘤的发生、发展。本课题组对AL患者体内的治疗前淋

巴细胞亚群、治疗前后MDSCs细胞及亚群进行了检测。我们

的研究表明，MDSCs同样参与了AML的发生、发展，可能成为判

断AML预后的指标，亦可能成为AML治疗干预的重要节点。

A80.地西他滨与传统化疗方案相比治疗老年急性
髓系白血病的Meta分析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淮安市仁慈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淮

安医院） 卞梅茹 林国强 王力 张兴霞 司叶俊 王

秒 周华 赵广圣 孙雨梅 张彦明

目的 评价地西他滨在老年 AML 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我们通过文献检索，以及2位作者对检索后的文献逐

一筛查，寻找出22项临床研究与之相关，并对其进行了meta

分析。应用完全缓解（CR率）或总缓解率（OR）作为疗效评

估指标。感染率及早期死亡率作为安全性评估指标。

结果 与使用低剂量阿糖胞苷和CAG/HAG方案相比，接受

地西他滨的患者有较高的 CR，其比值比分别为 2.74（95%

CI 1.62~4.62）和 2.24（95% CI 1.56~3.19）。但接受地西他滨

的患者 CR 低于强化化疗，其比值比为 0.59（95% CI 0.41~

0.83；P=0.002）。地西他滨联合其他化疗方案与单用地西他

滨相比具有较高的 CR 和 O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此外，应用地西他滨和其他化疗方案相比，感染率

和早期死亡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讨论 地西他滨治

疗老年AML其CR/OR比非强化化疗方案如CAG/HAG或小

剂量阿糖胞苷高但低于强化治疗方案。地西他滨与其他方

案联合比地西他滨单药更有效。此外，应用地西他滨并没有

增加老年AML患者感染和早期死亡率。总之，地西他滨对

老年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的治疗是安全、有效的。与其他治疗

方案相结合疗效更好。

A81.优化的嵌合CD19抗原受体T细胞治疗CD19

阳性复发/难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研究
1.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淮安市仁慈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

淮安医院）；2.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优卡迪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3.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林国强 1 赵广圣 1 张兴

霞 1 司叶俊 1 王力 1 周华 1 俞磊 2 张彦明 1 吴德沛 3

目的 评价优化的二代嵌合 CD19 抗原受体(OCD19

CAR)T 细胞治疗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有效性及安全

性。方法 对 2015-2018年我院确诊的 14例难治/复发的急

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重新完善检查评估病情，同时对CD19

抗原表达情况进行检测，分别构建CD19 CAR、优化的CD19

CAR（OCD19 CAR），制备慢病毒、感染原代T细胞，然后进

行体外原代肿瘤细胞杀伤，证实杀伤的有效性，然后患者进

行 CAR-T 细胞回输（5×106/kg，一般按 3∶7 或 4∶6 分两次回

输）治疗 14例，其中CD19 CAR-T治疗 9例，OCD19 CAR-T

治疗5例，回输后进行原发病指标、细胞因子释放、基本生命

体征等观察、检测。结果 14 例患者中，男性 8 例，女性 6

例，中位年龄49（15~65）岁；Ph阳性7例，其中1例系Ph+ ALL

同胞全合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后早期复发；合并症情况：

1例合并肺栓塞、陈旧性肺结核；1例合并高血压。并发症情

况：①血液学毒性：CD19 CAR-T Ⅰ~Ⅱ级3例；Ⅲ~Ⅳ级6例；

OCD19 CAR-T Ⅰ~Ⅱ级 4例；Ⅲ~Ⅳ级 1例。②14例患者中

丙种球蛋白下降者14例。③CRS分级：CD19 CAR-T Ⅰ~Ⅱ
级 6 例；Ⅲ~Ⅳ级 2 例，Ⅴ级 1 例；OCD19 CAR-T Ⅰ~Ⅱ级 4

例；Ⅲ~Ⅳ级 1例。④疗效：CD19 CAR-T CR 7例，NR 1例，

CRS 死亡 1 例；OCD19 CAR-T CR 5 例。结论 针对 CD19

阳性的复发/难治B细胞肿瘤的CD19 CAR-T能快速而有效

杀伤肿瘤细胞，有望短期内快速降低肿瘤负荷，达到再缓解

或部分缓解，疗效确切，为后续的治疗争取宝贵时间；但仍有

一部分患者，尤其体内高肿瘤负荷的患者可能发生较为严重

的并发症如CRS等，增加治疗的风险性，通过对CAR-T进行

优化，可达到降低风险，同时不影响其疗效，显著提高了

CAR-T治疗的安全性。

A82.新型靶向髓系白血病微管蛋白抑制剂设计、合
成及其与间充质干细胞联用活性评价
河南省儿童医院 段勇涛 刘炜

目的 设计新型靶向微管蛋白小分子抑制剂并探究其

与间充质干细胞（MSC）联用治疗髓系白血病的意义和潜在

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①构建基于受体-配体复合物药效团

模型，采用高通量虚拟筛选技术发现新型靶向微管蛋白秋水

仙碱位点先导化合物，并综合运用生物电子等排、骨架跃迁

等策略设计、合成结构多样性的小分子化合物。②从小分子

化合物中筛选出1~2个高效低毒、低耐药性的微管蛋白抑制

剂，并探究小分子抑制剂单独或与MSC联用在细胞、蛋白、

基因、动物水平上对髓系白血病的治疗效果。结果 合成3

个系列 70~80个结构新颖的靶向微管蛋白秋水仙碱位点抑

制剂，完成各种活性评价研究，并对优选化合物单独及其与

MSC联用对髓系白血病疗效进行了评价，发现1~2个高效低

毒、低耐药性的苗头化合物，并对其与MSC联用治疗髓系白

血病相关机制进行了深入探究。①化合物A能够通过靶向

微管蛋白秋水仙碱位点发挥抗髓系白血病效果；②化合物A

与MSC联用可通过诱导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阻滞以抑制急

性单核白血病细胞存活；③化合物A与MSC通过TRAIL与

其受体APO2的相互识别，使凋亡通过线粒体依赖的通路发

生；④化合物A与MSC通过与白血病细胞的相互活化可导

致MSC分泌 IDO的水平显著升高，MSC分泌的 IDO通过作

用于白血病细胞，诱导白血病细胞的细胞周期阻滞。结论

化合物A通过抑制微管蛋白聚合来抗发挥髓系白血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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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MSC联用能显著抑制白血病小鼠的病理进展。

A83.急性白血病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章大谦

目的 研究本地区急性白血病（AL）患者的临床特征及

预后相关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年 1月至 2014年 4

月就诊我院血液科的急性白血病患者(除外 AML-M3)122

例。采用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法分析患者性别、年龄、初

诊血常规（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白血病分

型、髓外浸润、乳酸脱氢酶及染色体与中位生存时间的关系，

Log-rank 检验对其可能的预后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多

元比例危险率COX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 结果 患

者年龄≥60岁、髓外浸润、细胞遗传学高危组是影响预后的

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了解本地区预后相关因素，从而进

行个体化治疗，有助于提高生存率。

A84.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
分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卫敏 姜中兴 孙玲 谢新

生 刘延方 马杰 孙慧

目的 探讨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的临床特

征及其预后相关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 232例初治老年

AML（除外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用χ2

检验分析完全缓解（CR）的影响因素。用Kaplan-Meier 法进

行生存分析，并采用Log-rank 检验对预后相关影响因素进行

单因素分析，采用 Cox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

232例患者，接受诱导化疗患者 195例，其中早期死亡 8例，

无法评价疗效 25 例，1 个疗程达 CR 患者 60 例（37.0%），总

CR率为 54.9%。姑息治疗 37例，均未缓解，早期死亡 6例。

对接受诱导缓解治疗且可评价疗效的 162例患者的临床特

征进行分析，年龄 60~69岁、ECOG评分≤2分、NPM1+FLT3-

ITD-、伴有预后良好染色体核型患者的完全缓解率较高，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 0.043、0.002、0.038、0.044）。

232例患者中位生存时间（OS）为 205 d，单因素分析显示年

龄、WBC、染色体核型、是否接受诱导缓解治疗是预后相关

因素（均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HR=0.464，95% CI

0.245~0.877，P=0.018）、染 色 体 核 型（HR=3.618，95% CI

1.491~6.728，P=0.003）、是否接受诱导化疗（HR=0.076，95 %

CI 0.030~0.194，P=0.000）是影响患者 OS 的独立因素。

结论 老年AML患者预后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年

龄、染色体核型、接受诱导缓解治疗是影响患者OS的独立

因素。

A85.以顽固性胸腔积液为首发表现的 t（8；21）急性
髓系白血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陈慧玲 柴晔 曾鹏云 吴重阳 岳

玲玲 李亮亮 胡婉丽 张育榕

目的 对首发症状为胸腔积液的 t（8；21）急性髓系白血

病进行报道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提高对这一类白血病的

认识及诊治水平。方法 分析 1例以胸腔积液为首发表现

的 t（8；21）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并检索万方、中

国知网及PUBMED收录的相关文献。结果 患者以胸腔积

液伴肺部感染、呼吸困难为主要症状，无胸骨压痛、浅表淋巴

结及肝脾肿大等体征，MICM分型确诊ETO+ t（8；21）急性髓

系白血病，FTLT-3突变阴性。经抗感染、补充白蛋白、利尿

等对症治疗同时行减低剂量HAG方案化疗，患者临床症状

缓解，胸腔积液量减少。化疗后14 d骨髓提示部分缓解，但

患者胸腔积液较初诊时明显增多，经胸水脱落细胞学及胸水

流式检查证实为髓系白血病细胞浸润所致，再次予以HAG

方案化疗后患者骨髓提示完全缓解，胸水明显吸收。结论

t（8；21）急性髓系白血病是一类异质性很大的疾病，其早期

表现多样，以顽固性胸腔积液为首发表现者少见，在临床工

作中需提高警惕，对可疑患者应尽早行MICM分型已达早期

诊断和早期治疗的目标，对于顽固性胸腔积液需考虑原发病

所致，HAG方案或可使患者获益。

A86.The genetic changes revealed by whole exome

sequencing in a case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

mia progressed to therapy- relat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s Hospital,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

lege Xu Meizhen, Hu Yimin, Li Chengwen, Li Qinghua, Zhao

Jiawei, Li Shangzhu, Wang Min, Tian Zheng, Mi Yingchang

Objective To identify the somatic genetic changes in an

individual patient with de novo APL transformed to t- AML

(M5) after three years’sustained molecular complete remis-

sion.Methods Tumor genomic DNA were extracted from

the bone marrow mononuclear cells at APL and t-AML stages

and germline control DNA from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at CR stage. We performed whole-exome sequencing on

the DNA samples from this patient using Illumina sequencing

platform with more than 99% coverage of the target region.

Through analyzing sequencing data from tumor-normal paired

samples, candidate somatic mutations were revealed and the

variant allele frequencies of copy neutral mutations were clus-

tered to identify the predominant clone and subclonal popula-

tions accompanying disease evolution.Results The C>T /G>

A transitions were the most common mutations both in the

APL and t-AML samples and the frequencies were similar. An

increased T>G/A>C transversions frequency was observed

from 3.4% in APL to 7.9% in t-AML-specific mutations. Three

non- synonymous somatic mutated genes relevant to AML

pathogenesis were identified both in APL and t-AML samples:

one missense mutation in PTPN11, one missense mutation in

STAG2, three frameshift deletion mutations in XPO1. We also

discovered one APL-specific mutated gene (BAGE) and two t-

AML-specific mutated genes (KIAA1147 and MUC7) that ha-

ven’t reported in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Using the assump-

tion that mutations with similar VAFs represented a clonal

group, clustering analysis of 83 SNVs (at least 30×coverage)

revealed four distinct clonal groups. The clustering results dem-

onstrate that genetic evolution of APL to t-AML is a dyna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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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shaped by multiple cycles of mutation acquisition and

clonal selection.Conclusion APL and t- AML may derive

from the same leukemia stem cells group. The initial gene mu-

tations (e.g. STAG2) cooperate with PML- RARA to cause

APL, and cause t- AML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other gene

mutations in the absence of PML-RARA.

A87. Impact of blood count recovery on outcomes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patients achieving mor-

phologic leukemia-free state
Shanghai Institute of Hematology,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Ruiji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Cheng Wenyan, Zhu Yongmei, Liu Zhao,

Weng Xiangqin, Sui Jingni, Chen Yunshuo, Wang Shiyang,

Shen Yang

Achievement of complete remission(CR) is associated

with good long- term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 however, a proportion of patients can only

achieve CR with incomplete hematologic recovery (CRi), a re-

sponse less than CR, whose clinical relevance and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remain to be explored. We analyzed 230 newly di-

agnosed AML patients who attained CR(n=179) or CRi(n=51)

after the initial two courses of chemotherapy and evaluat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concerning clinical and lab-

orator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urvival. Patients with CRi had

lower platelet count at diagnosis. Biallelic CEBPA mutations

were more frequently while C- KIT mutations were less fre-

quently seen in CRi group.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

level after induction therapy was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CRi

than those who achieved CR. Surviv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achievement of CRi rather than CR was an independent factor

predicting shorter relapse- free survival (RFS) and overall sur-

vival(OS), which couldn’t be observed in patients who re-

ceived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HCT). Age, MLL fu-

sion genes, MLL-PTD as well as C-KIT mutations were also

factors exerting prognostic effect on relapse or survival. Our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CRi convey prognostic information as

a separate response in patients with AML, and should be con-

sidered in therapeutic decision- making after achieving remis-

sion.

A88.阿克拉霉素联合阿糖胞苷和集落刺激因子治疗
中国急性髓系白血病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的meta分析
福建省血液研究所，福建省血液病学重点实验室，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刘飞飞 王彦 赖桂兰 黄红婷 沈

建箴

目的 探讨CAG方案（阿克拉霉素、阿糖胞苷和粒细胞

集落刺激因子）和AEA方案（阿克拉霉素、阿糖胞苷和足叶

乙甙）治疗中国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的差异。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中国万方和中国维普

从建库至2018年3月1日所有随机对照研究，对纳入的文献

进入数据提取和质量评价后采用Stata MP 14.0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 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纳入4篇随机对照文

献，共有患者314例。两者CAG、AEA方案组完全缓解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RR=1.16，95%CI 1.01~1.34，P=0.175），但两

组总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1.33，95%CI 0.88~2.02，

P=0.041）。两组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口腔溃疡、中性粒细胞

减少、血小板减少和肝功能损害，但CAG方案比AEA方案

发生率更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0.32，95% CI 0.19~

0.54，P<0.001）。结论 和AEA方案相比，CAG方案治疗AML

有着更好的临床疗效和更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本研究对

现有已经发表的所有相关随机对照文献进行系统、综合性评

价和分析，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统计效力，使研究结果更加可

靠和全面，但同样本次研究受到文献质量和例数的限制，因

此，在今后需要更多的样本量，尤其是前瞻性的随机研究。

A89.阿克拉霉素联合阿糖胞苷和集落刺激因子治
疗中国复发性急性髓系白血病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的meta分析
福建省血液研究所，福建省血液病学重点实验室，福建医科

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刘飞飞 王彦 黄红婷 赖桂兰 沈

建箴

目的 探讨CAG方案（阿克拉霉素、阿糖胞苷和粒细胞

集落刺激因子）和AA方案（阿克拉霉素、阿糖胞苷）治疗中

国复发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差异。

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中国万方和中国维普从建库至

2018年3月1日所有随机对照研究，对纳入的文献进入数据

提取和质量评价后采用Stata MP 14.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按照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纳入 4篇随机对照文献，共有患

者 259例。两者完全缓解率和总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RR=1.51，95% CI 1.23~1.85，P<0.001 和 RR=1.27，95% CI

1.13~1.43，P<0.001）。两组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中性粒细胞

减少，CAG方案比起AA方案有着更低的发生率，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RR=0.71，95% CI 0.57~0.87，P=0.001）。结论

和AA方案相比，CAG方案治疗复发AML有着更好的临床

疗效和更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本研究对现有已经发表的

所有相关随机对照文献进行系统、综合性评价和分析，提高

了研究结果的统计效力，使研究结果更加可靠和全面，但同

样本次研究受到文献质量和例数的限制，因此，在今后需要

更多的样本量，尤其是前瞻性的随机研究。

A90.FLT3基因突变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和非
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完全缓解率影响的
meta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刘阳 沈建箴 柴婷婷 黄

劲龙 王琴琴

目的 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研究 FLT3 基因突变对急

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M3）以及非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完

全缓解率的影响。方法 检索截至 2016年 11月 16日前发

表的有关FLT3基因突变与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完全缓解率关

联的病例对照研究的文献，以完全缓解率为评价指标，采用

RevMan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5个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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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研究，包括 136名受试对象。携带突变FLT3基因的M3

的完全缓解率与携带突变FLT3基因的非M3粒细胞白血病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2.30,95% CI 1.08~4.92，P=

0.03）。结论 meta分析表明携带FLT3基因突变的M3比携

带FLT3基因突变的非M3粒细胞白血病更易获得缓解。

A91. 三氧化二砷对急性白血病患者及THP-1细胞
中EVI-1基因凋亡相关机制的研究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2.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郎雯竞 1 陈芳源 1 郎雯竞 1

陈芳源 1 朱坚佚 1 蔡佳翌 1

目的 本研究着眼于EVI-1基因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发

病之间的关联，探讨三氧化二砷（As2O3，ATO）对白血病细胞

中 EVI-1 基因抗凋亡作用的调控机制。方法 分别检测

AML 患者及人白血病细胞株（K562、HL-60、U937、THP-1、

MV4-11）中 EVI-1 基因表达量。选取 EVI-1 表达量最高的

THP- 1 细胞，以不同浓度的 ATO 或 c- Jun 氨基末端激酶

（JNK）特异性抑制剂处理，并且用 SiRNA 敲除细胞株中的

EVI-1，用离心涂片观察细胞形态变化，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

凋亡率，RT-qPCR检测mRNA表达量，Western blot检测细胞

内凋亡途径相关的各项蛋白表达情况。结果 ①AML患者

样本中 EVI-1 表达上调。②白血病细胞株中 EVI-1 表达上

调，其中THP-1细胞株的表达量最高。③ATO诱导THP-1细

胞凋亡，呈剂量-时间关系；同时抑制THP-1细胞中EVI-1表

达，上调促凋亡相关蛋白 JNK、p-JNK、p-P53、PUMA、Bax、

caspase-9 和 caspase-3，下调抗凋亡相关蛋白 Bcl-xL、Bcl-2。

同时ATO能下调患者原代白血病细胞中EVI-1表达。④JNK

抑制剂能减少ATO诱导的THP-1细胞凋亡，显著抑制 JNK

信号通路激活，但对EVI-1蛋白并无作用。⑤敲除THP-1细

胞株中EVI-1基因能促进细胞凋亡，使 p-JNK，Bax，PUMA，

caspase-3表达上调，抗凋亡相关蛋白Bcl-2的表达下调。结论

EVI-1 在 AML 患者及白血病细胞株中表达量高，位于 JNK

的上游，ATO通过抑制EVI-1基因表达，间接激活 JNK凋亡

信号传导通路，引起细胞凋亡。这将为今后 ATO 在表达

EVI-1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临床应用奠定理论基础。

A92.31例初发CBF-AML和 34例 43种融合基因阴
性AML患者34种常见基因突变谱分析与比较
1.山西医科大学；2.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许晶 1,2 覃艳

红 2 徐智芳 2 陈秀花 2,1 张耀方 2,1 任方刚 2,1 王宏伟 1,2

目的 回顾性分析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确诊的31例

初发CBF-AML和 34例 43种融合基因阴性AML患者 34种

常见基因突变谱并进行比较，明确两者突变谱差异。方法

①采用RT-PCR法检测各患者 43种白血病特异性融合基因

（包括RUNX1/RUNX1T1、CBFβ/MYH11）情况；②采用基于

扩增的靶向二代测序技术扩增髓系肿瘤 34种常见基因（转

录 ：BCOR、BCORL1、ETV6、RUNX1、CEBPA、GATA2、

PHF6、NPM1；表观遗传：ASXL1、DNMT3A、EZH2、IDH1、

IDH2、TET2、MLL；信 号 ：CALR、CBL、CSF3R、JAK2、

KRAS、MPL、NRAS、PIGA、SETBP1、SH2B3、FLT3、KIT、

PDGFRA；RNA剪接：SF3B1、SRSF2、U2AF1、ZRSR2；抑癌：

TP53、WT1）热点突变区。结果 ①CBF-AML和 43种融合

基因阴性AML患者在性别分布、老年（≥60岁）构成比均无

统计学差异（P>0.05）。②CBF-AML组突变率最高的基因为

KIT（48.4%），其次为 TET2（12.9%）。43 种融合基因阴性

AML 组 CEBPA 基因突变率最高（41.9%），其后依次为

NPM1（27.9%），TET2（25.6%），DNMT3A（16.3%），FLT3-ITD

（14.0%），CSF3R、IDH2和WT1各 11.6%。③对于 43种融合

基因阴性AML组，CEBPA基因突变与NPM1基因突变互斥

（P=0.006）。NPM1 基因突变与 DNMT3A 基因突变存在正

相关（P=0.019）。④CBF-AML组信号通路基因组突变率最

高（74.2%），而后者为转录基因组（74.4%）。43种融合基因

阴性AML组转录基因组、表观遗传基因组突变率高于CBF-

AML 组（P<0.001）；而信号通路基因组突变率（P=0.006）、

KIT基因突变率（P<0.001）低。43种融合基因阴性AML组，

RNA 剪接基因组与信号通路基因突变互斥（P=0.044）。⑤
两组间五类基因组突变分布间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

结论 两组AML患者在基因突变谱上存在一定差异，不同

功能组的基因突变谱分析可能会为不同类型AML患者发病

及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A93.胞外体在复发/难治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中的
作用机制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沈畅 高彦荣 赵旻

目的 选择首次诱导治疗完全缓解及复发/难治急性单

核细胞白血病患者，分析他们的外周血中提取的胞外体，通

过对比这些胞外体的内含物及免疫效应机制，探讨胞外体在

复发/难治急性单核细胞中的作用。方法 经签署知情同意

书后，采集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患者的外周静脉血。应用超

速离心及蔗糖密度梯度离心技术，分离胞外体。对胞外体进

行透射电镜观测、蛋白含量测定、Western blot检测内容物，

然后将胞外体与NK细胞共培养，荧光染色后采用激光共聚

焦显微镜观测，并应用MTT法进行功能研究。结果 所有

患者的胞外体电镜下形态特征无明显差异。两种胞外体内

含 TGF-β1/LAP、CD39/CD73 外酶、PD1/PD-L1 及 Fas/FasL

等分子，来自复发/难治患者的胞外体内含上述分子的含量

高于来自首次诱导缓解患者的胞外体（P<0.05）。激光共聚

焦显微镜观测及MTT法显示，两种胞外体与NK细胞共培养

后，来自复发/难治患者的胞外体对NK细胞增殖活性的抑制

更强。结论 在复发/难治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中，胞外体

可能通过抑制NK细胞的增殖活性起作用。未来如能深入

研究其中的机制，或许可为这类患者发现新的疗法。

A94.中危成人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首次获得缓解
后化疗及移植的疗效分析
1.上海长海医院；2.海军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 张莹 1 张

益敏 1 黄爱杰 1 陈琪 2 唐古生 1 章卫平 1 杨建民 1 王

健民 1 胡晓霞 1

目的 根据欧洲白血病网 (ELN)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危险度分层体系，探索中危成人AML患者首次缓解

(CR1)后不同巩固治疗方式的疗效及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

析223例60岁以下且获得CR1的中危成人AML患者采用不

同巩固治疗方式的疗效，其中化疗（PR-CT）116例，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107例。结果 中危AML患者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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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后化疗及 allo-HSCT 的 5 年总生存（OS）率分别为（30.5±

4.4）% 和（55.2±5.8）%（P=0.000），后者可显著降低复发风险

(HR=5.228，P=0.000)，获得更好的无复发生存(HR=4.472，P=

0.001)。 allo-HSCT 组，移植前清髓性预处理（MAC）共 60

例，减低剂量预处理(RIC)共47例，RIC可降低非复发相关死

亡（NRM），而两组的总生存、无复发生存、累积复发无显著

差异。结论 allo-HSCT在60岁以下的中危成人AML患者

巩固治疗中存在显著优势。

A95.色瑞替尼逆转ABCB1过表达的白血病多药耐
药作用及其机制研究
1.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李庆山 1

杨丽 1 李漫君 1 符立梧 2

目的 研究色瑞替尼在人类ABCB1过度表达多药耐药

白血病的疗效。方法 使用MTT实验检测药物的细胞毒性

作用；以ABCB1高表达的K562/adr细胞建立裸鼠移植瘤模

型探讨色瑞替尼在体内的逆转活性；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阿

霉素、罗丹明 123在细胞内的积累，细胞内阿霉素的外排以

及细胞表面ABCB1蛋白的表达情况；利用qPCR、RT-PCR实

验检测在药物作用后细胞内ABCB1的 mRNA表达水平；用

Western blot法检测在不同浓度的药物作用后对ABCB1、p-

AKT、AKT、p-ERK及ERK蛋白表达水平影响。结果 色瑞

替尼在体外和体内模型中可以增强抗癌药物在ABCB1过表

达白血病 K562/adr 细胞中的效应，但是在 ABCC1 过表达

HL-60/adr白血病细胞和它们的亲本敏感的K562细胞中却

没有。机制上，色瑞替尼显著增加罗丹明 123 或阿霉素

（Dox）在细胞内的积累，色瑞替尼不改变ABCB1在蛋白和

mRNA水平的表达，并且在逆转多药耐药的浓度下也不阻断

Akt及Erk1/2的磷酸化；色瑞替尼还可以增加阿霉素在原代

白血病细胞内的积累，增加阿霉素在原代白血病细胞中的细

胞毒性。结论 ①色瑞替尼在体外能逆转ABCB1转运蛋白

所介导的多药耐药，对 ABCC1 介导的多药耐药无明显作

用。②色瑞替尼在不增加阿霉素的毒副作用的情况下，恢复

了以K562/adr细胞建立的多药耐药裸鼠移植瘤对阿霉素的

敏感性。③色瑞替尼在人的离体模型中也能逆转ABCB1转

运蛋白所介导的多药耐药，对未来ABCB1过表达的MDR白

血病患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治疗思路。

A96.综合老年学评估在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
中的应用：一项多中心、前瞻性调查研究
1.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生院；2.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3.天津

市第一中心医院；4.中日友好医院；5.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

大学血液病研究所；6.解放军第 307 医院；7.解放军总医院；

8.北京医院；9.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10.首都医科大

学宣武医院；11.解放军第309医院；12.中国医学科学科学院

血液病医院；13.北京隆福医院；14.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5.北

京大学国际医院；16.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17.中

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吴琪 1 付蓉 2 赵明峰 3

马一盖 4 江浩 5 胡亮钉 6 靖彧 7 刘辉 8 王立茹 9 苏力 10

张永清 11 周春林 12 张岩 13 任汉云 14 江滨 15 周合冰 16

康琳 17 张路 17 周道斌 17 李剑 17

目的 探讨综合老年学评估（CGA）在中国初治老年

AML患者中的应用可行性及评估结果。方法 前瞻性分析

83例于 2016年 3月至 2017年 12月在京津地区 16家医院住

院治疗的非APL的老年初治AML患者的临床资料、CGA评

估结果和生存数据。结果 83例患者中，81例（97.6%）完成

了所有的CGA评价。中位CGA量表异常个数为2（0~6）个，

16例患者(19.3%)无任何CGA量表异常。46例(55.4%)患者

存在着 ADL 异常，35 例(42.2%)患者存在 IADL 异常，40 例

(48.2%)患者存在MNA-SF异常，13例(15.7%)患者存在认知

异常，26例(31.7%)患者存在GDS异常，16例(19.5%)患者存

在 HCT-CI 异常。在 46 例 (55.4%) ECOG 正常的患者中，

CGA量表的异常比例为6.5%~37%，其中32例患者至少存在

≥1个CGA量表异常。生存分析发现CGA异常个数≥1个与

患者的中位OS相关(P=0.05)。结论 在中国老年AML住院

患者中行CGA评估具有临床可行性。CGA结合ECOG可能

能更为全面评估患者的身体情况。

A97.调控A20对NF-κB及T-ALL细胞作用的实验
研究
贵州省人民医院 朱红倩 王哲 王季石 肖仕珊 丁倩

目的 初步探讨在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耐

药细胞株 Jurkat 中，调控 A20 表达对 NF-κB 信号通路以及

Jurkat 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方法 ①应用 Real-

time PCR 检测 Jurkat 细胞中 A20、NF-κB 的 mRNA 表达水

平，Western blot方法检测蛋白水平。②构建A20质粒，并通

过脂质体转染使 A20 基因在 Jurkat 细胞株中过表达，检测

NF-κB 和蛋白表达变化。通过 A20 的 siRNA 特异性沉默

A20 表达，检测 NF-κB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变化。③采用

CCK8方法和流式细胞术分别检测A20基因过表达及 siRNA

沉默后 Jurkat 细胞增殖的变化。结果 ①在 Jurkat 细胞中

A20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均呈低表达，而 NF-κB 的 mRNA

和蛋白水平呈高表达。②A20 质粒转染后的 Jurkat 细胞，

NF-κB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

siRNA-A20转染后的 Jurkat细胞，NF-κB的mRNA及蛋白表

达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③CCK8 检测结果表明，在

Jurkat细胞中，A20过表达组的细胞增殖率较对照组降低（P<

0.05），siRNA-A20 组细胞增殖率较对照组明显增高（P<

0.05）。结论 A20 基因过表达时，可抑制 NF-κB 信号通路

活性，促进 Jurkat 细胞的凋亡；反之，沉默 A20 基因则增强

Jurkat细胞的生长活力。为GC耐药T-ALL多靶点治疗提供

了一定的实验依据。

A98.急性髓系白血病AML1-ETO阳性者伴肥大细
胞增多一例
北京复兴医院 王敏 郭慧霞 孟广强 崔建英 任潇

潇 蔡欣 王立茹

目的 提高对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合并肥大细胞增

多的诊断、鉴别诊断、治疗及预后的认识。方法 分析 1例

30岁男性AML合并肥大细胞增多的诊治经过，并进行文献

复习。结果 患者初诊骨髓检查诊断为 AML，伴 AML1-

ETO 融合基因阳性，FLT3- ITD 突变，c- KIT 突变阳性 (p.

T574I位点突变)，t(8; 21)(q22; q22)。IA方案（去甲氧柔红霉

素联合阿糖胞苷）诱导化疗后疾病未缓解，骨髓中见肥大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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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占21.5%，给予地西他滨联合CIG方案（阿糖胞苷、去甲氧

柔红霉素及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再诱导化疗，后疾病达完

全缓解（CR），之后再进行3个疗程巩固治疗，疾病维持CR。

骨髓中肥大细胞波动于 9%~23%，免疫表型为 CD117bri +

CD25+CD45+CD33+。骨髓病理可见灶性肥大细胞区。监测

AML1-ETO融合基因定量值逐渐升高。结论 初治AML患

者，尤其是存在 c-KIT或 t(8; 21)(q22; q22)的患者，需仔细通

过形态、免疫分型、组化染色及 c-KIT D816V突变检测明确

是否合并SM。诊断AML伴SM有助于评估治疗策略，预后

及监测治疗反应。

A99. 伴EP300-ZNF384融合基因阳性的急性B淋
巴细胞白血病一例分析
北京市博仁医院 林跃辉 关欢欢 尹志超 李雪 刘

丹 宋伟亮 刘双又

目的 探讨伴EP300-ZNF384融合基因阳性的急性B淋

巴细胞白血病（B-ALL）的临床及实验室检查特点。 方法

分析一例伴有EP300-ZNF384融合基因阳性的 B-ALL患者

的临床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患者

20岁男性，以“头晕、乏力”起病，血常规：WBC 21.77×109/L，

HGB 59 g/L，PLT 66 × 109/L；经骨髓检查诊断 B- ALL 伴

EP300-ENF384阳性。1个疗程化疗后即达完全缓解（CR），

后续于 3个疗程化疗后复发。再次评估骨髓：形态学：增生

极度活跃，原幼淋巴细胞占72.5%；流式细胞术（FCM）：异常

幼稚 B 细胞占 40.71% ，表达 CD19、CD34、CD38、CD22、

HLA-DR、CD13、CD58、CD81、cCD79a、CD9、CD45dim，部分

表达CD10，不表达CD20、CD33、CD56、CD15、CD25、CD7和

CD123、MPO、cCD3；血液肿瘤基因突变：TP53、PTPN11基因

上存在单核苷酸变异；染色体：46，XY，der（9）t（9；11）（p13；

q13），add（17）（p11）[12]/46，XY[8]。给予化疗联合 CD19-

CART 治疗，细胞回输后 30 天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CR；

FCM：未见残留白血病细胞。结论 EP300-ZNF384融合基

因属于少见改变，文献报道此类改变在ALL中发生率为1%

左右，属预后中等，发病年龄偏大，白细胞总数不高，免疫表

型弱或不表达CD10，异常表达CD13或CD33髓系标志，常

规染色体核型分析很难发现，具有独特的基因表达谱。治疗

上似乎对泼尼松敏感，对传统化疗反应良，同时由于可激活

JAK-STAT通路，治疗上是否可以选择 JAK激酶抑制剂有待

进一步研究。但 EP300-ZNF384 融合基因由于发生率较低

及检测方法的限制，目前报道病例数尚少，故其真正的实验

室特点及临床预后尚有待更多的病例支持。

A100.流式细胞术在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中的诊断
及预后价值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 高锡金 王敏 陈以娟 郭

慧霞 崔建英 任潇潇 蔡欣 王立茹

目的 探讨流式细胞术（FCM）在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

（CNSL）诊断中的价值及其在判断预后中的意义。方法 回

顾性分析 124例急性白血病患者脑脊液（CSF）FCM及细胞

形态学（CC）检测结果，判断 FCM 及 CC 两种方法在诊断

CNSL 中的一致性及敏感性；并根据检测结果分为 CNS-N

（FCM－CC－），CNS-FC（FCM＋CC－），CNS-CC（FCM－/＋CC＋）

三组，分析两种方法单独和联合对CNSL的检出率以及总生

存率（OS）的差异。结果 124例急性白血病患者中位随访

时间 18（1~108）个月，其中男性 76例，女性 48例，中位年龄

45（15~84）岁。AML 97例（78.2%），ALL 27例（21.8%），共有

885份脑脊液标本同时行CC及FCM检测，CC和FCM同时

阴性（CNS- N）、单独 FCM 阳性（CNS- FC）、单独 CC 阳性

（CNS-CC）、CC 及 FCM 同时阳性（CNS-CC）的比例分别为

88.5%、2.6%、0.9%和 8%。FCM 检测异常脑脊液阳性率为

11.2%，CC阳性率为 8.8%（P=0.011），CC联合FCM检查，异

常 CSF 检出率 12.1%。共有 9 例患者为 FCM＋CC－（CNS-

FC），在积极予以鞘内注射化疗后 1 例（11.1%）转阴，7 例

（88.9%）在后续观察中CC阳性最终确诊为CNSL。生存分

析显示三组患者 OS 并无显著性差异（P=0.078），但 FCM＋

CC －（CNS-FC 组）曲线居于 CNS-N 组及临床确诊 CNSL

（CNS-CC 组）之间，相比 CNS-N 组呈预后不良的趋势，且

CNS-FC组患者其预后也并不优于CNSL（CNS-CC组）的患

者。结论 FCM 与 CC 有较高一致性，与 CC 相比，FCM 异

常脑脊液的检出敏感性更高，通过CC联合FCM检测可明显

提高异常 CSF 检出率，是形态学检测方法的重要补充。

FCM＋CC－(CNS-FC)患者具有高度发生CNSL的倾向（形态

学转阳），临床需密切关注并按照CNSL对待，给予鞘内注射

化疗药，同时选择血脑屏障通透性强的化疗药物进行全身系

统性治疗。

A101.地西他滨联合化疗治疗T细胞恶性肿瘤三例
并文献复习
河南省肿瘤医院 祖璎玲 周健 张龚莉 房佰俊 喻凤

宽 刘玉章 赵慧芳 桂瑞瑞 李珍 侯玉洁 宋永平

目的 探讨地西他滨联合化疗治疗T细胞恶性肿瘤的

疗效。方法 总结1例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未缓解患者、

1例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半相合移植后出现髓外浸润的患

者、1例间变大细胞淋巴瘤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患者

接受地西他滨联合化疗的临床资料，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

习。结果 例1患者明确诊断为ALK阴性的间变大细胞淋

巴瘤，先后行 6个周期CHOP方案及局部放疗后，评价疗效

为完全缓解（CR）。2 个月后复发，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后，评价为CR。5个月后腹股沟淋巴结肿大伴双下肢大片红

色皮疹，病理提示复发，口服西达本胺联合泼尼松疗效欠佳，

双下肢皮疹逐渐增大伴融合，予地西他滨联合西达本胺治疗

1个周期。皮疹明显缩小，颜色变暗。例 2 患者为急性T淋

巴细胞白血病，行其父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后33个月，出

现右眼球突出、复视，左侧面颊颞部、双侧腋窝等部位出现多

发质韧结节，PET-CT提示原发病髓外侵润。先后予Hyper-

CVMD-A、B方案化疗，PET-CT原高代谢灶消失。2个月后

再次出现右眼突出、复视，巩膜红肿，右侧面颊部肿大，口

服西达苯胺 3周无改善。给予地西他滨+甲氨蝶呤+培门冬

酶化疗 2个周期后，右侧面颊部肿胀消失，巩膜颜色大部分

恢复正常，复视症状明显改善。例 3 患者为急性 T 淋巴细

胞白血病，予标准 VDCLP 化疗 1 个周期，骨髓为 SD，予

Ara-C+地西他滨治疗 1个周期，骨髓达CR。结论 地西他

滨联合化疗可作为复发、难治T细胞恶性肿瘤患者一种新的

治疗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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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2.FC方案治疗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三例并文献复习
河南省肿瘤医院 祖璎玲 周健 张龚莉 喻凤宽 赵慧

芳 李珍 桂瑞瑞 侯玉洁 宋永平

目的 探讨氟达拉滨联合环磷酰胺（FC）方案治疗急性

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allo-

HSCT)复发的疗效。方法 总结3例FC方案治疗ALL患者

allo-HSCT 后复发的临床资料，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

结果 3例均为高危B-ALL患者，化疗缓解后均行同胞全相

合造血干细胞移植。例 1患者移植后 5个月复发，例 2患者

移植后18个月复发，例3患者移植后23个月复发，复发时均

合并皮肤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例 1及例 3患者给予CAG+

泼尼松+培门冬酶化疗 1 周，复查骨穿 SD，遂予 FC 方案化

疗 1周期，骨穿达CR，嵌合体 100%。例 2患者直接予FC方

案化疗 1个周期，骨穿达CR，嵌合体 100%。结论 FC方案

可作为ALL患者allo-HSCT后复发再诱导的治疗手段。

A103.以心包积液及胸腔积液为首发症状的急性髓
系白血病一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延方 李梦琳 刘若阳 郝倩

倩 郭成娱 仝佳音 廖林晓 侯降雪 王冲 王树娟

目的 提高对以心包积液及胸腔积液为首发症状的急

性髓系白血病的认识。方法 报道 1例以心包积液及胸腔

积液为首发症状的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结果 患者，男，

21岁，以“间断咳嗽、胸闷1个月余”为主诉于2018年4月26

日入住我院呼吸内科。1个月余前受凉后出现咳嗽、胸闷，

活动后胸闷加重，伴发热，最高体温38.9 ℃，当地医院抗感染

等治疗后体温恢复正常，咳嗽、胸闷缓解不佳。查胸部CT：

前纵隔软组织密度影，考虑占位 ；右肺中上叶条索影；右肺

上叶小结节；右侧胸腔及心包积液。来我院。入院查体：双

肺呼吸音弱，未闻及干湿啰音。入院诊断：纵隔淋巴结肿大

查因,心包积液。入院后查血常规：WBC 4.5×109/L,HGB134

g/L,PLT 215×109/L，DC正常；肿瘤相关抗原CA125 51.59 U/

ml；CRP 42.22 mg/L，PCT 0.075 ng/ml；生化、血凝、T-SPOT、

痰培养、痰查抗酸杆菌、尿粪常规未见异常。彩超：脾大，颈

部多发肿大淋巴结；心包积液（大量）。胸部CT：前中纵隔内

可见片状软组织密度影，双侧胸腔液体影。超声引导下心包

积液穿刺并置心包闭式引流管，呈血性心包积液，常规生化：

血性浑浊，蛋白 3+，符合渗出液。细胞学检查：（心包积液）

镜下见红细胞背景上有少量间皮细胞，淋巴细胞。CT引导

下纵隔穿刺病理检查：（纵隔穿刺活检）淋巴造血系统幼稚细

胞恶性肿瘤，免疫学标记提示髓系来源。免疫组化：CK19

（上皮+），CD34（部分+），CD117（+），MPO（+）。转入血液科

查骨髓：原始血细胞占 42.8%，POX阴性。骨髓活检增生活

跃，原始幼稚细胞增多（60%~70%），免疫组化：CD34+、

CD117+、CD13+、CD33部分+、MPO+、Lysozyme+。流式细

胞学免疫分型：原幼细胞（B 门）占 27.4%，CD45 弱表达，

CD34 + 、CD117 + 、CD38 + 、CD33 + 、CD56 + 、CD123 + 、

CD71+。AML 相关基因：WT1 41.2%，43 种融合基因均阴

性，22种突变基因仅检测到ASXL1突变。诊断：①AML-M2

（高危），②髓外浸润（纵隔、心包和胸腔）。给与“MA”方案

诱导化疗 1个疗程，心包积液及胸腔积液消失，骨髓达部分

缓解。结论 以心包积液及胸腔积液为首发症状的急性髓

系白血病罕见。

A104.MiR-141-5p acts as a tumor suppressor by targeting

RAB32 in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1.Hematology Department,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

hui Medical University; 2.Anhu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Major Autoimmune Diseases,Anhui Institute of Innovative

Drugs,School of Pharmacy,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3.The

Key laboratory of Anti- inflammatory and Immune medicines,

Ministry of Education Jing bao1,2,3, Yuhuan Li1,2,3, Min Ruan1,

Jifei Dai1, Liang Xia1, Ruixiang Xia1, Cheng Huang1,2,3, Xiaom-

ing Meng1,2,3, Jun Li1,2,3

Objective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miR-141-5p act as

an anti- oncogene in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 and

aimed to unveil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role of miR-141-5p on the prolifera-

tion, migration and apoptosis of K562 cells. In addition, miR-

NA inhibitor and mimics, as well as specific siRNA for

RAB32 were also used. Results We found the expression lev-

els of miR-141-3p and 5p were remarkably reduced in the pe-

ripheral blood of CML patients a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

trols. They were also on low expression levels in K562/G cells.

Moreover, inhibition of miR-141-5p expression by its inhibitor

could promote K562 cell proliferation and expressions of c-

Myc, cyclin D1, MMP-3, and MMP-9. Interestingly, miR-141-

5p mimics and RAB32-siRNA reduced K562 cell proliferation

and the expressions of c-Myc, Cyclin D1, MMP-1, and MMP-

9, and increased the apoptosis of K562 cells. The human

RAB32 mRNA 3’UTR was predicted to be targeted by miR-

141- 5p. The further study indicated that co- transfection with

miR- 141- 5p mimics and RAB32 over plasmid (RAB32- N1)

lead to the significant down-regulation of the mRNA and pro-

tein expressions of genes of c- Myc, Cyclin D1, MMP- 3 and

MMP- 9. However, they were unchanged with miR- 141- 5p

mimics in K562 cells.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in agreement with the in vivo cell growth results, tumor

growth was remarkably slower in the miR- 141- 5p mimics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MiR- 141- 5p plays a pivotal

role during K562 cells activation and may act as a tumor sup-

pressor by targeting RAB32 in CML.

A105.自体人源化CD22-CART细胞治疗 15例儿童
难治复发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
1.北京博仁医院；2.上海雅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潘静 1 邓

碧萍 1 刘双又 1 吴彤 1 高志勇 1 林跃辉 1 赵永强 1 张

艳 1 谭细友 1 张鸿声 2 童春容 1

目的 研究自体人源化CD22-CART细胞治疗 15例儿

童难治复发急性 B-ALL 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对本院

2017年7月至2018年1月期间收治的15例难治复发B-ALL

患儿进行自体淋巴细胞培养，转染人源化CD22-CAR载体，

培养 7~8 d后回输，回输前患儿接受以FC（氟达拉滨 30 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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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3 d+环磷酰胺 250 mg/m2×3 d）为基础的预处理，观察患

儿30 d内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表现，进行短期反应

率评估及长期随访观察。结果 15例患儿，男9例，女6例，

中位年龄8（2~18）岁。前序治疗时间21（5~84）个月。4例为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复发；11例为化疗后

复发；除 1例复发时CD19弱表达外，余 14例均接受过前序

CD19-CART 治疗。接受 CD22-CART 细胞治疗前，11 例为

血液学复发，骨髓幼稚细胞为 42%（5%~95.5）%；2例患儿为

流式细胞学可检测的微小残留病阳性（FCM-MRD+），2患儿

仅存在髓外白血病（EMDs）。15例患儿白血病细胞均全表

达 CD22。回输 CD22-CART 细胞量为 5（0.5~34.7）×105/kg，

其中HSCT患儿回输的细胞量为 0.9（0.7~5.0）×105/kg，低于

non-HSCT 患儿的 CART 细胞量 8.2（0.5~34.7）×105/kg（P=

0.04）。短期评估（30 d）中，总体反应率为86.7%（13/15）。11

例血液学复发患儿 10例达到完全缓解（CR/CRi），其中 9例

达到 FCM-MRD-；2 例 FCM-MRD +患儿中 1 例达到 FCM-

MRD-；2例EMDs患儿 1例CR/CRi，另 1例部分缓解（PR）；

15例中2例无效。所有患儿均出现中位1（0~2）级的CRS，发

生 CRS 中位时间为回输后 7（0~12）d，HSCT 患儿与 non-

HSCT患儿CRS等级无明显差异（P=0.41）。2例出现中枢神

经毒性（1级）。在中位随访时间108（46~199）d内，11例CR/

CRi患儿无进展生存（PFS，6例桥接allo-HSCT），1例CR/CRi

患儿在回输后 50 d 复发。6 个月 PFS 为 91.70%（91.54%~

91.86%）。结论 自体人源化CD22-CART能有效治疗难治

复发B-ALL患儿，尤其是前序接受过CD19-CART治疗后无

效或复发者，并具有较高缓解率和安全性。

A106.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
因素的研究
1.武汉市中心医院；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

院 赵娟 1 陈丽凤 2 殷华 2 陈怡琳 2 王红祥 1 游泳 2

邹萍 2 黎纬明 2

目的 评估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CML）的心理状况并

探讨可能影响患者心理健康的因素。方法 2018年 3月至

2018年4月，通过门诊及网络平台等渠道选取193例服用酪

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3个月的CML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

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资料、抑郁自评量表（PHQ-

9）、领悟社会支持调查表（PSSS）、服药依从性问卷（MMAS-

8）、疾病认知程度、患教参与度。评估 CML 患者的心理状

态，并采用逐步 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影响CML患者心理状

况的因素。结果 67%的CML患者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其

中 25%的患者有中到重度抑郁。中到重度抑郁的患者年收

入均低于10万元，其中76.5%年收入不足5万，近8成患者用

于治疗的费用占总收入的 50%以上。无抑郁的患者中约有

4成用于治疗的费用低于总收入的50%。重度抑郁的患者社

会支持度、疾病认知程度、患教参与度及服药依从性量化评

分分别为 39.28±19.52、10.38±4.23、6.30±1.40、5.00±2.20；无

抑郁的患者其量化评分分别为 67.94±14.93、11.11±3.67、

6.93±1.94、6.89±1.44。重度抑郁组与无抑郁组主要分子学反

应率分别为 60.9% 和 28.6%。单因素分析显示，年收入、社

会支持度、疾病认知程度及患者参与度均是患者心理状态的

影响因素。结论 CML患者普遍存在抑郁等负性情绪，治

疗相关的经济压力是影响心理状态的主要因素。随着抑郁

程度的加重，患者的服药依从性及疗效亦显著降低。

A107.CAR-T治疗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复发/难治性血液肿瘤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观察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2.湖北省肿瘤疾

病细胞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江慧雯 1,2 刘林 1 郭涛 1,2

夏凌辉 1 梅恒 1,2 胡豫 1,2

目的 观察CD19特异性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

治疗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复发/难

治性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中心 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纳入

CD19 特异性 CAR-T 治疗Ⅰ期临床试验（NCT02965092 及

NCT03366350）的53例受试者的临床资料，对比CAR-T治疗

桥接 allo-HSCT患者与未桥接 allo-HSCT患者的治疗效果、

复发率、持续缓解时间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53例

患者在接受CAR-T治疗后，1个月总体缓解率为88.7%。其

中有 13例患者在CAR-T治疗达完全缓解（CR）后，于第 42~

89天桥接移植，均未发生明显排异反应；11例维持CR，最长

无疾病生存时间（LFS）为23个月，中位CR期为15个月，1例

死于移植相关并发症，1例于移植后5个月复发。34例CR后

未桥接移植患者中 13例维持CR，最长LFS为 13个月，中位

CR期为8个月；21例发生复发，中位复发时间为3个月，4例

接受化疗达CR后桥接移植并维持CR，6例接受化疗达CR

后继续观察，9例化疗无效死亡，2例进行二次CAR-T治疗无

效死亡。结论 与单纯 CAR-T 治疗相比，抗 CD19 CAR-T

治疗桥接 allo-HSCT治疗复发/难治性B-ALL具有较高的有

效性及安全性，不良反应可耐受；此外，联合治疗可有效降低

原发病复发率，延长患者无病生存时间，值得进行临床推广。

A108.中国人群急性早期前体T淋巴细胞白血病分
型及预后意义的初步探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廖红艳 孙卓怡 金咏梅 蒋能刚

目的 探讨对我国T-ALL患者进行急性早期前体T淋

巴细胞白血病（ETP-ALL）分型的预后意义。方法 收集

126 例于 2008 至 2014 年间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就诊的 T-

ALL/LBL患者的临床信息，参考免疫分型结果将其分为三

组：ETP-ALL/LBL（CD1a-，CD8-，CD5-/dim以及一种或多种干

细胞和髓系相关抗原表达）、Near-ETP-ALL/LBL（CD5+但其

他表型同ETP-ALL）及Non-ETP-ALL/LBL（表型均不符合前

面两组）组，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特点，包括基本信息、初

诊实验室检查指标、诊断、治疗，并对其生存情况进行随访，

探讨 ETP-ALL 分型及相应实验室指标的预后意义。结果

T-ALL/LBL 患者以年轻男性（< 30 岁）为主，中位生存时间

12个月，第36个月时仅8%患者仍存活。T-ALL患者初次化

疗缓解率（CR1）率显著高于 T-LBL 患者（64%对 31%，P=

0.03）；初诊外周血 WBC>50×109/L 的患者 CR1率显著高于

WBC≤50×109/L的患者（78%对51%，P=0.0095）。同时，T系

抗原（CD5、CD4、CD8、CD1a）阳性表达及髓系抗原（CD33、

CD56）阴性表达的 T-ALL/LBL 患者 CR1 率更高。相较于

Non-ETP组，ETP组患者发病年龄更大（P<0.0001）、外周血

WBC 更低（P<0.0001）、病程中 CNS 浸润率更低（10%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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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P=0.0087）；ETP 组患者 CR1率显著低于 Non-ETP 组

（37%对 85%，P<0.0001）；ETP 组患者较 Non-ETP 组患者总

生存期短。并且，126 例 T-ALL 患者中有 60 例（47.6%）为

ETP-ALL，远高于国外报道的其在成人T-ALL中的比例，且

CD5 阴性患者均为 ETP-ALL 型。结论 ETP-ALL/LBL 的

诊断依赖于流式细胞术免疫分型，且相应抗原的表达与预后

密切相关；ETP-ALL/LBL属于成人ALL的高危亚型，需要更

精准的诊断和治疗策略来改善预后。

A109.Notch1高表达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中细胞
增殖的作用与机制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李香 沈莉菁

目的 应用Notch1转基因斑马鱼与T-ALL细胞株，探

讨 Notch1 高表达 T-ALL 发病中细胞增殖相关的体内外机

制，并应用细胞周期抑制剂进行靶向药物干预效价探索。

方法 体内实验选用Notch1转基因斑马鱼以及正常斑马鱼

作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两组进行转录组测序分析，遴选

Notch1可能的靶基因；选用差异基因的抑制剂进行活体干

预，RT-qPCR 方法检测基因表达。体外实验选取高表达

Notch1的T-ALL细胞株(A3、MOLT-4)与正常人外周血单个

核细胞（PBMC）为实验组和对照组，PCR方法检测两组细胞

中Notch1信号相关基因的表达；CCK8法检测Palbociclib对

两组细胞的增殖抑制率；并利用流式细胞术分析Palbociclib

不同浓度时的细胞周期，细胞涂片观察细胞的增殖及形态，

及RT-qPCR检测相关基因表达改变。结果 在Notch1转基

因斑马鱼中转录组测序结果提示CDK4/6高表达，RT-qPCR

检测 Palbociclib 处理后的斑马鱼标本，上述基因表达被抑

制。常规 PCR 检测在 T-ALL 细胞株同样高表达 CDK4/6、

Myc、Notch1等基因。 Palbociclib作用 48 h对A3和 MOLT-

4的半数抑制浓度（IC50）值分别为（0.43±0.12）、（0.10±0.16）

μmol/L，PBMC为（0.83±0.15）μmol/L。细胞周期分析，Palbo-

ciclib 处理前，A3、MLOT-4 的 S+G2 期细胞分别为（55.93±

1.18）%、（58.17±2.40）%，高于对照组（48.93±1.85）%）；药物

处理后，两组细胞均呈浓度依赖的S+G2期下降（P<0.05）；50

nmol/L 浓度时，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S+G2期细胞无差异（P>

0.05）。 RT-qPCR结果提示，相比 0 nmol/L浓度，CDK4/6在

50、100 nmol/L 浓度时表达下降，与浓度呈正相关，Myc、

Notch1 基因在 50 nmol/L 时无差异，Myc 基因在 100 nmol/L

时表达下调，Notch1 基因在 100 nmol/L 时表达上调（P<

0.05）。讨论 在 Notch1 转基因斑马鱼和 Notch1 高表达的

T-ALL细胞株高表达CDK4/6、Myc等基因，Palbociclib可通

过抑制CDK4/6使肿瘤细胞阻滞在G1期，增殖受抑，并可抑

制下游基因 Myc 的表达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对抗部分

Notch1对肿瘤细胞的促增殖作用。

A110.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树突状细胞及与微小残
留病关系的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黄玉玲 周振海

目的 研究成人ALL树突状细胞(DC)的特点及与微小

残留病（MRD）关系。方法 收集ALL患者及对照组的骨髓

及外周血，提取单个核细胞，CD14磁珠分选，诱导培养成单

个核来源的DC，LPS活化，流式细胞仪测定DC比例、CD80/

86 表达、MRD 水平和活化后 MoDC 的凋亡比例。结果

ALL外周血DC存在异常，单个核细胞中ALL患者的pDC较

对照组低；骨髓DC存在异常，初治与缓解组活化后的PreDC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差异；未缓解高危组活化后的 MoDC 中

PreDC 较缓解高危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RD 阳性

ALL患者骨髓活化后的PreDC较阴性者明显降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ALL患者DC凋亡比例均较对照组低，外周血未

缓解组与对照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成人ALL

DC存在异常，DC比例、共刺激分子水平异常及凋亡比例下

降；MRD阳性成人ALL的PreDC比例降低，提示DC异常可

能与ALL的复发有一定关系。

A111.H3BGRL表达水平对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相
关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童秀珍 徐丽梅 刘凤琪 李娟

目的 前期研究发现磷酸酶PRL-3是AML独立预后不

良因素，当筛选过表达PRL-3的细胞的下游调控基因时，小

分子连接蛋白 SH3 结合富含谷氨酸样蛋白（SH3-domain-

binding glutamic acid-rich protein-like protein，SH3BGRL）被

特异性下调，可能是一个抑癌基因。本研究初步探讨

SH3BGRL表达高低对AML细胞增殖、周期、凋亡及耐药的

影响及分子机制。方法 分别用CCK-8 法、流式细胞术检

测 SH3BGRL 过表达及下调后 AML 细胞株 MV4、ML-1 和

MOLM-13 细胞增殖的变化及 AML 细胞株细胞周期的变

化。CCK-8 法、Annexin V/7-AAD法分别观察SH3BGRL过

表达及下调后AML细胞株对药物的敏感性的变化及药物诱

导的凋亡的影响。Western blot 检测SH3BGRL过表达及下

调对AML细胞株周期蛋白、凋亡蛋白的影响。利用裸鼠模

型验证 SH3BGRL 过表达或下调对裸鼠皮下成瘤的影响。

结果 AML 细胞株 MV4、ML-1 及 MOLM-13 细胞过表达

SH3BGRL 后 增 殖 速 度 下 降 。 而 在 MV4 细 胞 中 干 扰

SH3BGRL后，细胞增殖速度加快。MV4、MOLM-13细胞过

表达SH3BGRL后G1期分布增多，S期分布减少，而ML-1细

胞过表达SH3BGRL后S期受到明显阻滞；SH3BGRL表达降

低后，MV4细胞G1期分布减少，S期分布增多。MV4、ML-1

及MOLM-13细胞过表达SH3BGRL后，在不同药物浓度的

阿糖胞苷（Ara-C）的作用30 h后细胞活性明显降低；MV4细

胞 SH3BGRL 表达降低后，对 Ara-C 的敏感性降低。MV4、

ML- 1 及 MOLM- 13 细胞过表达 SH3BGRL 后分别在 2~5

μmol/L的Ara-C作用 12 h后，细胞凋亡率明显增加，而下调

MV4细胞中SH3BGRL基因在2~5 μmol/L的Ara-C作用24 h

后，细胞凋亡率明显降低，SH3BGRL可能通过高表达 P27、

CDK2蛋白阻碍细胞生长。过表达SH3BGRL后，凋亡相关

蛋白 c-PARP、c-caspase-3 表达增多。体内实验显示过表达

SH3BGRL后，抑制裸鼠皮下成瘤。下调SH3BGRL后，促进

裸鼠皮下成瘤。结论 低表达SH3BGRL可以促进AML细

胞增殖、抑制凋亡及降低化疗药物敏感性，可能与 P27、

CDK2等周期蛋白及凋亡相关蛋白 c-PARP、c-caspase-3的表

达变化有关。

A112.BCL-2抑制剂联合低剂量阿糖胞苷治疗异基
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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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并文献复习
1.北京市隆福医院；2.北京协和医院 张岩 1 段明辉 2 张

梅 1 张莹 1 田莉萍 1

目的 观察BCL-2抑制剂联合低剂量阿糖胞苷对异基

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

的治疗效果。方法 报道一例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的老

年AML患者经BCL-2抑制剂联合低剂量阿糖胞苷治疗的过

程，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 75岁老年男性患者 2013年明

确诊断AML-M2。2个疗程化疗后行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

植后，多次复查骨髓均为完全缓解。2018年4月26日，复查

血常规：WBC 2.11×109/L，HGB 56 g/L，PLT 10×109/L。骨穿

提示复发。粒系增生以原始细胞增多为主，占 74.5%。于 5

月13日开始，BCL-2抑制剂500~600 mg，口服，每日1次，共

28 d；小剂量阿糖胞苷40 mg，皮下注射，每日1次，共10 d。6

月 9日，复查骨髓象示完全缓解，流式细胞仪免疫分型未检

测到微小残留病变。6月27日，复查血常规：WBC 0.89×109/L，

HGB 77 g/L，PLT 54×109/L。结论 BCL-2抑制剂对老年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AML患者有效，安全性良好。

A113.分阶段预见性护理应用于急性白血病患者合
并脑梗死的效果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金京京 解文君 王志新 刘艳霞 张俊平 韩学军

目的 探讨分阶段预见性护理应用于急性白血病患者

合并脑梗死的效果。方法 对我中心2016年1月~2018年4

月收治的 10例急性白血病合并脑梗死的患者，分阶段实行

预见性护理。即在急性期从患者的气道、循环、安全、吞咽、

管路等方面实行预见性护理；在康复期从饮食、活动、睡眠、

心理、排泄、康复、皮肤等方面实行预见性护理，预防相关并

发症及不良事件的发生。结果 10例急性白血病合并脑梗

死的患者，在急性期，出现头晕 2 例（20%）、意识障碍 2 例

（20%）、命名性失语2例（20%）、视物不清2例（20%）、尿失禁

2例（20%）、尿潴留2例（20%）、神志淡漠2例（20%）、面部麻

木 2 例（20%）、肢体活动受限 2 例（20%）、行动不稳 2 例

（20%）、高血压 2例（20%）、进食呛咳 1例（20%）、口角歪斜

1例（10%）、气促1例（10%）；在康复期，出现发热3（30%）、烦

躁4例（40%）。经预见性护理后，患者在住院期间未发生误

吸、气道阻塞、脱水、吸入性肺炎、肌肉痉挛、抑郁等并发症；

未发生跌倒、坠床、导管脱出、皮肤压疮等不良事件。其中，

有4例（40%）患者能继续完成急性白血病的治疗，4例（40%）

转至专科医院继续治疗脑梗死，2例（20%）患者由于病情过

重，家属最终放弃治疗。结论 通过分阶段预见性护理，使

急性白血病合并脑梗死患者能够得到有计划、有重点、有个

性的护理，最大限度减轻脑梗死给患者急性白血病治疗及今

后生活带来的不良后果，为急性白血病的继续治疗赢得机

会，同时也减轻了脑梗死对患者身心造成的伤害。

A114.CD19-CD137-ζ CAR-T治疗40例儿童和成人
复发/难治性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
1.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安徽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

中心；3.安徽未名细胞治疗有限公司 翟志敏 1,2 安福润 1,2

刘振云 3 吴凡 1,2 宋晓彤 3 李迎伟 1,2 程丰伟 3 陶千山 1,2

王维 3 王会平 1,2 徐华栋 3 张家奎 1,2 沈元元 1,2 阮燕洁 1,2

汪涎生 1,2 秦慧 1,2

目的 采用 CD19-CD137-ζCAR-T 细胞（Sino 19 cells）

治疗复发/难治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r/r B-ALL），分析疗

效、不良反应及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以复发/难治性 B-

ALL患者为研究对象，取外周血，采用慢病毒转染法制备表

达CD19-scFv-CD137-CD3ζ融合蛋白的T细胞，回输前根据

患者病情选用相应预处理方案，回输后监测不良反应及疗

效，分析CR率、EFS、OS及相关因素。结果 ①患者：共 40

例复发/难治性 B-ALL患者入组，男 22例，女 18例，年龄 2~

72岁。32例可评价疗效的患者，原发难治2例，复发难治30

例，7例系移植后复发，23例存在预后差的细胞遗传学异常，

11例有髓外侵犯（EMD）。②疗效：截至2018年4月30日，可

评估疗效患的 32例患者总CR率 78.1%（25/32），排除 4例接

受 allo-HSCT患者后，复发率为57.1%（12/21），半年和1年的

OS 分别为 74%和 66%，EFS 分别为 40%和 32%。③不良反

应：91%（29/32）患者回输后 2周内出现发热，7例（21.9%）发

生≥3级CRS，采用激素或±IL-6R拮抗剂等积极处理后，6例

成功逆转，1例在治疗CRS过程中，原发病进展死亡，2例出

现一过性精神恍惚或谵妄。④影响因素：EMD：有EMD患

者的疗效显著差于无 EMD 患者（CR 率 54.5%对 90.5%，P=

0.032；复发率 100%对 40%，P=0.019；6 个月 OS 55.6%对

83.4%，1年OS 33.3%对83.4%；6个月EFS 9.1%对61.3%，1年

EFS 9.1%对46.3%，P=0.025）。CAR-T回输后体内增殖：4周

内CAR-T有扩增的患者CR率显著高于无扩增组（100% 对

50%，P=0.021）。Tregs：治疗前Treg异常高的患者复发率显

著升高（90.9%对11.1%，P=0.001）。遗传学：伴有T315I突变

的患者，6个月的OS为0，其他患者6个月的OS为81.3%（P=

0.025）。结论 Sino 19 cells治疗复发/难治性B-ALL安全性

好，CR率高，部分患者可持续稳定缓解，EMD、Tregs异常升

高、输后细胞无扩增、T315I突变是影响疗效的重要因素。

A115.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的回
顾性分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雪梅 唐晓琼

目的 评价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慢性髓性白

血病 (CML)患者的疗效，进一步探讨药物选择对停药的影

响。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

日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初诊 CML 患者 55

例，一代TKI组31例、二代TKI组25例。参照2016年版中国

慢性髓性白血病诊断与治疗指南标准分析患者用药后12个

月内的血液学、分子学缓解情况，对可能影响其疗效的不同

因素类型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 12个月时一代TKI组、二

代 TKI 组主要分子学缓解率（MMR）分别为 38.5%、79.2%，

分子学无法检测（UMRD）分别为23.1%、62.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二代TKI组总生存率（OS）及无事件生存

率（EFS）整体高于一代 TKI 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其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性别、初诊血象等对其疗效

无明显影响（P>0.05）。结论 一代TKI与二代TKI的远期

生存情况相当，但二代 TKI 分子学缓解率明显高于一代

TKI，患者初诊情况对TKI疗效无影响，表明选择二代TKI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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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CML患者能获得更好的分子学缓解,可能有更多的机

会停药。

A116.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NOTCH1突变通过抑制
募集HDAC1激活CCL17表达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福建省

血液病学重点实验室 许贞书 王诗芬 陈秀丽 梁雪

婷 梁辉信 王婷婷

目的 探讨 NOTCH1 突变调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CLL）细胞分泌趋化因子 CCL17 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

分别构建编码 ICN 的过表达质粒和 CTdel 质粒，并转染细

胞。首先利用 qRT-PCR、Western blot 和双荧光素酶报告等

方法检测 NOTCH1 基因、蛋白的表达以及下游基因活性。

然后进行基因的转录组测序，GO和KEGG通路富集分析。

ELISA分析CCL17的表达，transwell研究CCL17介导T细胞

的迁移能力。最后CO-IP验证NOTCH1突变后 ICN的结合

功能，ChIP验证突变 ICN介导HDAC1、MTA2引起CCL17转

录激活。结果 qRT-PCR 和 Western blot 显示 ICN 和 CTdel

的NOTCH1表达升高，其报告基因活性均增强，CTdel组增

强最显著。KEGG 发现在CTdel组的细胞因子信号通路等

基因群存在明显富集。GO分析显示在CTdel组的趋化功能

上调，上调最明显的基因是CCL17。RT-PCR和 ELISA实验

证实 ICN和CTdel的CCL17转录水平或蛋白水平都高于对

照组，而且CTdel组CCL17的表达明显高于 ICN组。CO-IP

显示 ICN 与 HDAC1、MTA2 存在相互作用，但 CTdel 与

HDAC1 的结合明显减弱。进一步 ChIP 发现 HDAC1 能与

CCL17的启动子区结合，但在CTdel组中与HDAC1结合的

CCL17 启动子区的 DNA 明显减少。结论 ICN 在核内和

CSL形成激活复合物，同时也与抑制性转录因子HDAC1结

合，对下游基因表达调控有促进和抑制的作用。NOTCH1突

变后抑制募集HDAC1，后者的负性调控作用下调，从而激活

下游基因（如CCL17）表达。

A117.基于下一代测序技术的MLL重排阳性儿童急
性白血病的相关研究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杨柳 陈静 丁丽霞 梁建伟 汤燕

静 陈静（小） 薛惠良 顾龙君 沈树红 李本尚

目的 通过下一代测序技术针对 11q23/MLL基因重排

阳性的基因组序列进行捕获和测序，进而分析MLL基因重

排类型与分子学特征，探讨MLL基因重排阳性儿童急性白

血病的临床特点以及基因重排类型与预后相关分析。方法

选取2006年至2016年进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科治

疗的90例经FISH和(或)RT-PCR验证为MLL重排阳性急性

白血病患儿，包括 55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以及 35

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通过下一代靶向测序技术对染

色体易位融合区域进行捕获和测序，分析特异性断裂点融合

信息。回顾性分析具有完整治疗资料的 45例ALL和 32例

AML患者的相关临床特征。应用单因素及多因素等方法分

析不同重排方式与入组患儿临床预后的相关性。结果 本

研究中，通过靶向测序成功检测出87例MLL重排相关儿童

急性白血病样本的特异性断裂点的基因组水平序列信息以

及 24个新的MLL融合基因。进一步采用定量实时PCR分

析发现部分携带复杂MLL重排易位患儿的不同融合基因存

在克隆比例差异，推测不同融合基因随后发展为独立的白血

病克隆。此外，37.8%（34/90）的患儿携带单条MLL融合基

因，15.6%（14/90）携带单条 MLL 相关互惠融合基因，即 X-

MLL；另外，27.8%（25/90）的患儿同时含有两条MLL融合基

因（MLL-X以及X-MLL）。其余17例MLL重排相关病例显

示为复杂易位，即存在 11 号染色体纯和断裂或者两条融

合基因断裂点显示MLL基因功能区大片段缺失。入组的77

例患儿中位随访时间为 2.5年。统计分析发现携带X-MLL

互惠融合基因的患儿相对于携带复杂易位组以及单条直接

MLL融合基因MLL-X临床预后更好（分别为 66.1%、24.6%

和 27.6%，P=0.001）。同时，复杂易位组以及单条直接MLL

融合基因组显示更高的危险度（OR=4.92、3.49，95% CI 1.82~

13.30、1.53~7.98；P=0.001）。结论 对于MLL重排阳性患者

的检测，下一代靶向测序技术能够更加准确识别基因组水平

融合剪接位点、新的伙伴基因以及不同类型的MLL重排易

位；MLL基因不同重排方式的判别有助于临床预后判断以

及分层治疗。

A118.膏方治疗血液病验案举隅
1.贵阳中医学院；2.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3.贵航贵阳医院

刘杰 1 傅汝林 1 张兰 2 罗莉 3 唐东昕 1 柯龙珠 3 吴桂

平 3 姜烨 3 欧喜荣 3 赵婷婷 3 杨茹 3 张霞 3 郭江波 3

鄢克明 3 石伟 3 刘小宇 3 冷福玉 1 李功卓 3

目的 观察膏方在血液病治疗中的临床疗效。方法

通过跟傅汝林教授门诊，观察其诊治血液病过程，收集病历

系统中的四诊资料，整理成案。案中涉及膏方将按其方药通

过严格的制膏程序和方法制成，将饮片反复煎煮，去渣取汁，

经蒸发浓缩，或加蜂蜜等。每次服1调羹，2次/d，温水冲服，

定期复诊。收集所有初诊和复诊的四诊资料，观察患者用药

前后的病情变化。结果 用药后多次复诊显示，患者的症状

及辅助检查结果明显改善。结论 膏方在血液病的治疗具

有独特的疗效，可在临床推广运用。

A119.白塞病合并急性髓系白血病一例
广州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燕容 李丹 郑洁蓉 孟

凡珂 廖凯权 黄凯凯 曾慧兰 陈盛亭

目的 加强对白塞病合并急性髓系白血病的认识。方

法 报道白塞病合并急性髓系白血病 1 例。结果 患者，

男，21岁，因诊断白塞氏病2年，全血细胞减少1年于2017年

8月25日入我科。2年来规律服甲泼尼龙、吗替麦考酚酯、硫

酸羟氯喹、沙利度胺及皮下注射瑞克。1年余前多次查血小

板低。2017年8月21日血常规：HGB 81.0 g/L、NEU 0.7×109/L、

PLT 42×109/L、WBC 6.67×109/L，伴发热。2017 年 8 月 24 日

骨髓象：原单核细胞 52.5%，外周血原单核细胞 21%。骨髓

活检：CD34 簇状（+）、CD117 少量（+）、MPO 簇状及大簇

（+）。免疫分型：CD34+细胞占有核细胞总数约 5%，免疫表

型CD34+，CD117+,CD33+,HLADR+,CD13+；单核细胞约占

41.2% ，免疫表型 CD34- ，CD117- ，CD33 + ，HLA- DR + ，

CD14+，CD36+，CD64+，CD7-，CD56-，CD11b+，CD13+。染

色体：45，XY,- 7[10]。AML 基因 NPM1、FLT3- ITD、C- kit、

CEBPA突变阴性，白血病43融合基因筛查阴性。诊断：①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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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髓系白细胞（M5）。②白塞病。2017年8月29日予 IA方案

诱导化疗，9月22日达骨髓CR1。2017年9月25日腰穿鞘内

三联注射。同时治疗白塞病：美卓乐6 mg qd、赛可平 0.75 g

bid、沙利度胺50 mg qn。2017年9月25日予 IA方案巩固化

疗。2018 年 2 月于外院行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结论

白塞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以小血管炎为病理基础的多系统

受累的全身性疾病，侵犯皮肤、黏膜、关节、胃肠、心血管、泌

尿、生殖、神经等，其中以口腔、生殖器、皮肤及眼部受累最为

常见。临床典型表现为眼-口-生殖器三联症。本例白塞病

后期合并急性髓系白血病，两者之间是何种关系，尚难确

定。有学者认为病毒感染和免疫缺陷均为其可能发病因

素。免疫抑制剂可能也是重要诱导因素。预后较差。

A120.长链非编码RNA CCDC26作为急性髓系白
血病治疗效果判断的分子标志物的探讨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彩霞 陈存特 莫文健 周薇

邓婷芬 王顺清

目的 探讨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长链非编码

RNA-CCDC26(lncRNA-CCDC26)mRNA 表达水平及其作为

AML治疗效果判断的分子标志物的可行性。方法 选取93

例 AML 和 15 名正常人的骨髓标本，用实时荧光定量 RQ-

PCR 方法检测其单个核细胞 lncRNA-CCDC26 mRNA 的表

达水平，采集患者的临床数据，分析CCDC26与患者的各种

临床指标及总体生存率的关系。结果 与正常人相比，初诊

的AML CCDC26明显高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AML化疗后缓解组及移植后组的CCDC26表达水平较治疗

前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CCDC26的高表达

与患者年龄、贫血程度、危险度分层、MRD及髓外浸润等存

在相关性 , CCDC26高表达的AML患者预后较低表达患者

差 (P<0.05)。 结论 lncRNA- CCDC26 高 表 达 lncRNA-

CCDC26 的 AML 患者预后差，AML 治疗后缓解组的

CCDC26表达水平较治疗前显著下降，提示 CCDC26可能作

为监测AML患者治疗效果的分子标志物。

A121.重组溶瘤痘苗病毒协同阿糖胞苷抗急性髓系
白血病机制研究
浙江省人民医院 王世兵 彭佳敏 童向民

目的 制备一种携带肿瘤生长抑制因子 4（inhibitor of

growth 4,ING4）的新型溶瘤痘苗病毒（oncolytic Viccinia Vi-

rus，oVV），探索其单独作用及与阿糖胞苷联合作用于急性

髓系白血病（AML）细胞中的抗肿瘤活性。方法及结果 实

验证明，新型溶瘤痘苗病毒能高效、特异地感染白血病细胞，

增加 ING4 基因的表达；流式细胞术和 Western blot 结果显

示，oVV-ING4能促进AML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阻滞，并明

显抑制白血病细胞增殖；体内外实验研究了oVV-ING4和阿

糖胞苷的协同作用，其显著地抑制了白血病细胞的体外存活

和异种移植的KG-1 AML小鼠肿瘤生长；此外，oVV-ING4可

以增强白血病细胞对阿糖胞苷的敏感性，并在体外和体内诱

导细胞凋亡。结论 新型溶瘤痘苗病毒 oVV-ING4与阿糖

胞苷联合使用为抗AML的治疗提供了合理可行的方案。

A122.伴有SET-NUP214融合基因的成人急性T淋
巴细胞白血病
1.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2.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周箭 1

刘恒伟 1 郑琳 1 林凡莉 2 黄纯兰 1,2

目的 分析伴有 SET-NUP214 融合基因的成人 T-ALL

的临床特征。方法及结果 对4例伴有SET-NUP214阳性的

成人T-ALL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免疫分型、融合基因的鉴

定、TCR基因重排模式分析，同时以SET-NUP214融合基因

为分子标志物来进行MRD监测，与临床治疗结果一致，可

用于这些患者疾病治疗过程中的随访，以及早提示病情。

结论 SET-NUP214融合基因在T-ALL中较为多见，可用于

MRD监测。

A123.血液肿瘤科实习医生生命教育的模式和效果
探讨
1.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2.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

院东坝院区 李冬云 1 李晓婧 1 李潇 1 钱树树 1 陈耀国 1

刘菲 2

目的 通过对血液肿瘤科实习医生生命教育知识培训，

培养医学实习生正确生死观；学会沟通，和谐医患关系；掌握

调适、处理死亡事件知识技能；提升灵性，完善自我。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制定《生死感知度及临终疗护意愿量

表》，包括对生命意义感受程度、看待死亡态度、对死亡焦虑

程度及疗护末期患者态度四个维度，共记42个条目；针对北

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血液肿瘤科临床轮转实习生，采取

互动式教学方法，如专题讲座、视频播放、案例法、小组讨论、

角色扮演、叙事法、推荐阅读相关书籍等；内容包括生命教育

本质；如何树立正确生命观；如何更好医患沟通；末期患者身

心灵照顾等。分析比较干预前后问卷调查结果。结果 干

预后血液肿瘤科实习医学生在对生命意义感受程度、看待死

亡态度及疗护末期患者态度方面得分均值增大，对死亡焦虑

程度上得分均值减低。结论 对于血液肿瘤科临床实习医

学生实施生命教育非常必要，且需多种模式；专业性生命教

育可以使医学生具备科学死亡观，正确对待生命以及有效和

患者沟通，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为医学生打下

结实的心理根基，减少自身消极死亡态度产生，减轻职业倦

怠感；意识到个体生存时间有限，更加珍惜生命；透过对死亡

的觉知，让生活更积极。

A124.单中心105例老年AML患者的治疗和生存分析
北京协和医院 毛玥莹 曹欣欣 蔡昊 仇钰 赵艾琳

贾鸣男 周道斌 李剑

目的 研究非 APL 的老年 AML 患者的治疗现状及生

存结局。方法 收集2012年10月至2018年5月期间北京协

和医院确诊的105例非APL的老年AML患者（≥60岁）的人

口学信息、临床表现、辅助检查结果和治疗数据，并长期随访

获得生存信息。结果 105例患者的男女比2.3∶1，中位年龄

为66（60~88）岁，其中60~69岁、70~79岁、≥80岁者分别有77

例、25例和3例。19例为继发性AML，包括3例曾有其他肿

瘤放化疗史和 16例由其他血液系统疾病转化（13例MDS、

2例CML、1例ET）。危险分层方面：预后良好、中等、不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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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分层的患者分别占10.5%、41.9%、21.9%和24.7%。诱导

治疗方面：53例采用DA方案，13例采用CAG方案，13例采

用 IA或MA方案，6例采用达珂为主的化疗方案，另有3例采

用其他方案、17例未行化疗。在采用DA方案诱导治疗的患

者中，31例采用了DA60方案，22例采用柔红霉素减量的DA

方案，二者的 1个疗程CR率分别为 48.4%和 31.8%，治疗相

关死亡率分别为 12.9%和 18.2%。中位随访 10.7个月后，54

例已经死亡。中位OS为5.6个月。DA60与减量DA方案诱

导治疗患者的中位OS分别为12个月和6个月（P=0.144）；而

DA 与非 DA 方案的中位 OS 分别为 6 个月和 4.8 个月（P=

0.308）。结论 老年AML患者的预后差，对适合化疗的老

年患者采用DA方案化疗，可提高缓解率，并延长生存期。

A125.初诊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凝血指标异常
的影响因素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李亮亮 柴晔 吴重阳 岳玲玲 曾

鹏云 陈慧玲 胡婉丽 张育榕 李静静 刘欢

目的 分析初诊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诱导

化疗前凝血指标的改变，并探讨引起凝血指标异常的影响因

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2016年至

2018年收治的60例资料完整的初诊成人ALL。所有患者均

检测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

凝血酶原活动度（PT%）、纤维蛋白原（FIB）及 D-二聚体

（DD）水平。并检测诱导化疗前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骨

髓原始细胞比例、肝功能及乳酸脱氢酶水平。结果 60例

初诊成人 ALL 患者中有 53 例患者发生不同凝血指标的异

常，发生率高达 88.3%，结果分析显示凝血指标异常与患者

起病时白细胞计数、骨髓中原始细胞的比例及肝功能不良存

在相关性（P<0.05），与血小板计数、乳酸脱氢酶水平无明显

相关（P>0.05）。结论 初诊成人ALL诱导化疗前凝血指标

异常发生率高，分析发现起病时患者白细胞计数、骨髓中原

始细胞比例高及肝功能不良与凝血指标异常（尤其是FIB降

低及DD升高）存在显著相关性，有助于临床及早预测出血

风险及防治出血。

A126.长链非编码RNA CUST37778在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进展中的作用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王扬 程辉 黄崇媚 高

磊 唐古生 胡晓霞 杨建民

目的 筛选B-ALL中存在显著差异表达的 lncRNA，并

观察分析其表达水平与B-ALL临床参数及预后的相关性。

方法 应用新型基因表达谱芯片检测 lncRNA，筛选急性

B-ALL初发及复发患者相对于缓解患者及健康人群表达存

在显著差异的 lncRNA；利用ROC曲线分析界定27例B-ALL

患者中差异 lncRNA的表达量界值，并将其分为高、低表达两

组，统计分析在高、低表达组中临床参数是否存在统计学差

异。结果 ①lncRNA CUST37778在初发或复发B-ALL中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缓解组与正常对照组；②初发及复发

B-ALL 患者中 lncRNA CUST37778 的表达量界值为 0.214，

依此分为高表达、低表达两组。外周血 PLT<100×109（P=

0.037）、骨髓原始细胞比例≥42%（P=0.013）在高表达组中的

发生率高于低表达组。而两组在性别（P=0.125）、年龄（P=

0.894）、外周血白细胞计数（P=0.206）、外周血血红蛋白水平

（P=0.886）、是否 Ph 染色体阳性（P=0.326）、危险分层（P=

0.411）无统计学差异；③27例B-ALL患者接受1个疗程诱导

化疗后共 14例达缓解，高表达组与低表达组在首次诱导完

全缓解率上未发现存在统计学差异（P=0.745）；④lncRNA

CUST37778 高表达患者存在较差的预后趋势，与低表达

组相比 OS（P=0.044）和 DFS（P=0.047）存在统计学差异。

结论 B-ALL 初发及复发患者具有显著高表达的 lncRNA

CUST37778；在 lncRNA CUST37778高表达组中的患者更易

出现较低的外周血血小板水平和较高的骨髓原始细胞比

例，且存在较差的预后趋势；对化疗敏感性无明显影响。

A127.The expression level and prognosis signifi-

cance of microRNA- 34a in Uygur and Han pa-

tients with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People's Hospital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Liu Hong, Wang Xiaomin, Mao Min, Fu Ling, Huang Qin,

Wang Yilin, Wang Yichun, Wang Zengsheng, Li Yan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

NA-34a(miR-34a)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

mia (CLL) in Xinjiang Uygur and Han nationalities and ana-

lyze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Fifty patients with

CLL from June 2011 to December 2016 in People's Hospital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were collected, including

30 Uygur patients, 20 Han patients and collecting healthy

Uygur and Han controls each 10 cases. To take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were isolated and B lymphocytes

were purified by CD19 + magnetic-bead system.The total RNA

of CD19 + B lymphocytes was extracted and the expression le-

ver of miR-34a was measured by TaqMan probe.And the differ-

ence expression lever of miR- 34a in different prognostic

groups were analyzed,such as clinical stages,serum β2 micro-

globulin(β2-MG),lactate dehydrogenase(LDH),CD38,Zeta chain

related protein kinase- 70(ZAP- 70), immunoglobulin heavy

chain variable region(IGHV)and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

tion(FISH). SPSS19.0 software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

sis. Results ① The expression lever of miR- 34a in Uygur

and Han CLL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same

national health controls(P<0.01),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 34a between

Uygur and Han CLL patients (P>0.05). ② According to Rai

stag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34a in low-risk patients with

CL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patients in moderate and

high risk groups(P<0.05, P<0.05). but according to Binet stage,

serum β2- MG,CD38,ZAP70, and IGHV expression group, the

expression lever of miR-34a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

③According to the prognosis of FISH groups,the difference in

the expression lever of miR-34a was obviously significant (P<

0.05). In comparison,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 34a in the

poor prognosis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favor-

able prognosis group and the moderate prognosis group (P<

0.05, P<0.05). ④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e ROC (rece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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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ng characteristic)curve,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miR-34a

at 3.5676 could divided 50 patients with CLL into miR- 34a

lower expression group(≤3.5676) and miR- 34a high expres-

sion group (>3.5676). The Kaplan- Meier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10- years PFS of miR- 34a low expression

group was obviously shorter than the high expression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expres-

sion level of miR-34a in CLL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healthy people,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miR-34a was

not exist difference between Uygur and Han nationalities CLL

patients. The low expression lever of miR-34a may predicts a

poor clinical outcome in CLL patients .

A128.microRNA-181b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
中的表达及其预后意义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刘虹 毛敏 王晓敏 王一琳

黄琴 王增胜 王一淳 张玥玥 李煜彤 王彩丽 李燕

目的 探讨 microRNA-181b(miR-181b)在慢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CLL）患者CD19+ B淋巴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并分

析其临床意义。方法 选择 CLL 患者 50 例，健康对照 20

例。所有人取外周血15 ml，行CD19磁珠分选后提取CD19+

B淋巴细胞总RNA，应用TapMan探针法检测miR-181b的表

达水平，并对 CLL 患者按照临床分期、血清学指标、CD38、

Zeta链相关蛋白激酶-70、免疫球蛋白重链可变区及遗传学

异常等不同分组分析miR-181b的表达差异，并对上述指标

行生存分析。结果 ①50例CLL患者miR-181b的表达显著

低于健康对照(P<0.01)。②不同分组miR-181b的表达水平：

荧光原位杂交（FISH）预后分组中预后差组低于预后良好组

（P<0.05)，ATM缺失组低于正常组（P<0.05)，余分组中miR-

181b的表达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生存分

析：将miR-181b的表达水平按中位数0.033分为低表达组及

高表达组，比较显示：miR-181b低表达组OS低于miR-181b

高表达组（P<0.05）。结合预后不良因素进一步行COX多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FISH预后分组高危组、P53缺失、ATM缺

失、miR181b低表达均是影响生存的独立预后不良因素（P<

0.05）。结论 miR-181b在CLL患者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正常

人，miR-181b低表达是CLL的独立预后不良因素。

A129.FLT3-ITD阳性AML患者 IA方案与HAD方
案诱导疗效比较
山西大医院 王涛 马梁明 朱秋娟 贡蓉 高志林 田

卫伟

目的 比较 IA 方案（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与

HAD 方案（高三尖杉酯碱、阿糖胞苷、柔红霉素）对 FLT3-

ITD+ AML的首次诱导疗效及预后的差异。方法 回顾性分

析 96 例初治的 FLT3-ITD 阳性的 AML 患者（不包括 APL），

首次诱导方案为 IA或HAD方案，比较两组的首次诱导的完

全缓解（CR）率、总生存（OS）、疾病无进展生存（PFS)；深入

分析不同基因突变组中的 CR 率、OS、PFS 的差异。结果

IA方案首次诱导CR率为 53.4%（31/58），HAD方案组CR率

为 78.9%（30/38），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0.02）；FLT3-

ITD+/NPM1-/DNMT3A-/CEBPA-组中，IA 方案的 CR 率仅为

40%（6/15），而HAD 方案组的CR率达到 86.6%（13/15），两

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2）。合并NPM1或CEBPA一种

基因突变组中，两方案的诱导缓解率均较高，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42,P=0.02）；在DNMT3A+组中，IA方案与HAD方

案CR率均低，无显著性差异（P=0.09）。IA和HAD组的4年

OS分别为（27±7）%和（37±10）%（P=0.008），PFS分别为（39±

7）%和（62±10）%（P=0.012）。结论 对于FLT3-ITD+ AML患

者，三药联合的HAD方案诱导治疗的CR率高于 IA方案，且

预后亦优于 IA方案组；不同基因突变组的CR率、OS与PFS

均存在差异。

A130.ELN遗传学危险度分型下华南儿童AML协
作组中期临床研究结果总结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儿

科；3.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科；4.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

儿科；5.湖南省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6.厦门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儿科；7.广州市妇女儿童医学中心；8.深圳市儿童医院血液

肿瘤科 冯晓勤 1 李健 2 贺湘玲 3 徐宏贵 4 郑敏翠 5

温红 6 何映宜 7 刘四喜 8 李春富 1

目的 评估ELN遗传学危险度分型方法下儿童急性髓

系白血病（AML）生存情况，探索儿童AML的精准治疗方法

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华南儿童AML协作组 2014年

12月至2017年6月入组的新发儿童AML 151例的分子遗传

学信息，采用ELN遗传学危险度分组方法分为低危、中危及

高危组。年龄 9月~16岁；男 101例，女 50例；FAB分型M0 6

例，M1 2例，M2 58例，M4 14例，M5 58例，M6 2例，M7 11例。

所有病例采用华南儿童AML协作组方案化疗，诱导缓解非

随机采用FLAG-IDA及DAE方案各2个疗程，巩固治疗均采

用HAE及MidAC方案。20例联合造血干细胞移植。采用

Graphpad Prism软件进行生存分析及Log-Rank检验。结果

新发 151 例儿童 AML，融合基因 AML1/ETO 阳性 46 例，

CBFβ/MYH11 阳性 12 例，MLL 基因 18 例（其中 MLLT3-

KMT2A 7例）；突变基因FTL3/ITD 24例，ASXL1突变10例，

NPM1 突变 3 例，CEBPA 双突变 4 例。染色体-7 或 7q-共 5

例。按ELN遗传学危险度分组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各 60、

52、39例。总体OS及DFS分别为82.56%及75.74%。FLAG-

IDA 及 DAE 组 2 年 DFS 分 别 为 85.38% 及 53.72%（P=

0.0004)。FLAG-IDA组中低危、中危、高危组 2年DFS分别

为 89.23%、92.29%、91.67%，各组间未见统计学差异（P=

0.909)。化疗组及造血干细胞移植组 2 年 DFS 分别为

82.24%及63.38%。组间均未见统计学差异。结论 FLAG-

IDA组较DAE组显著改善DFS。造血干细胞移植短期内未

能改善AML患儿生存。ELN危险度分组在FLAG-IDA方案

未见显著差异。我们中期研究结果显示，在高强度治疗中，

单纯遗传学危险度分组短期对新发儿童AML预后尚未产生

显著影响。

A131.JQ1作用于U937细胞株对 STAT-5信号传导
途径影响的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山西大医院 郭志芳 王涛 鹿育晋

白波 马梁明

目的 应用布罗莫结构域抑制剂 JQ1作用于急性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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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细胞株U937，探讨 JQ1对U937细胞的作用机制及对

STAT-5信号途经的影响。方法 用不同浓度 JQ1药物处理

U937细胞，通过MTT法检测细胞增殖抑制率；采用流式细

胞术（FCM）检测药物作用不同时间的细胞凋亡率；进一步

应用实时荧光定量（RT-PCR）检测 FAK、PAK1 mRNA 的表

达水平；Western blot 分析各组细胞 STAT-5 蛋白的表达。

结果 不同浓度的 JQ1对U937细胞的增殖均有抑制作用，

并可以诱导细胞凋亡，且凋亡呈现时间-剂量依赖性；JQ1在

0.2、1.0、4.0 μmol/L浓度时处理U937细胞，均能降低FKA与

PAK1的mRNA的表达，且其对应STAT-5蛋白表达也有明显

的抑制作用。结论 JQ1 可以有效抑制 AML 细胞株 U937

的增殖并诱导凋亡，其可能的机制是通过STAT5信号途径来

实现的。

A132.西达本胺对K562/G01细胞增殖抑制、凋亡及
Hedgehog信号通路相关机制的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附属山西大医院 张黎琴 鹿育晋 王涛

马梁明

目的 观察西达本胺（Chidamide）对伊马替尼耐药的慢

性髓性白血病（CML）细胞株 K562/G01 增殖抑制和诱导凋

亡作用，并检测Hedgehog信号通路靶基因、下游基因及蛋白

的表达。方法 以 0~60 μmol/L西达本胺作用于K562/G01

细胞，分别培养24、48和72 h。采用MTT法测定西达本胺作

用于 K562/G01 细胞后的增殖抑制情况；Annexin V/PI 法测

定西达本胺作用不同时间细胞的凋亡率；实时荧光定量PCR

（PT-PCR）检测BCR/ABL、Gli1、CyclinD2 mRNA表达水平；

Western blot法检测BCR/ABL、Gli1、CyclinD2蛋白及组蛋白

H3的表达情况。结果 西达本胺对K562/G01细胞有明显

的增殖抑制作用，具有剂量-时间依赖性；不同浓度的药物作

用后，凋亡率明显增高，凋亡作用具有剂量依赖性；RT-PCR

检测BCR/ABL、Gli1、CyclinD2 mRNA表达水平均出现明显

下调；Western blot 法检测 BCR/ABL、Gli1、CyclinD2 蛋白水

平明显下降,组蛋白H3表达水平明显增加。结论 西达本

胺对K562/G01细胞有增殖抑制、诱导凋亡及抑制BCR/ABL

基因表达作用，有可能通过组蛋白H3乙酰化上调发挥作用。

A133.CD123表达对中低危急性髓系白血病预后的
影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延方 刘若阳 王树娟 廖林

晓 王冲 张秋堂 何琛 郝倩倩 孙慧 汤平 孙玲

王萌 陈胜梅 马杰 姜中兴

目的 探究 CD123 在 AML 中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特征

和预后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365例初诊的AML（M3除外），以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检测患

者骨髓白血病细胞群中CD123的表达情况，阳性率定义为>

20%的细胞表达CDl23抗原，并对患者的临床特征、疗效和

预后进行分析。结果 365例AML患者中CD123阳性率为

38.90%，与CD123阴性患者比较，阳性组患者初诊时白细胞

计数（P<0.05）、乳酸脱氢酶（P<0.05）及骨髓原始细胞比例

（P<0.05）更高。CD123阳性组与CD123阴性组之间的预后

分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D123 阳性患者 FLT3-

ITD基因突变发生率（21.82%对 13.45%）更高（P<0.05）。同

时发现 CD123 阳性患者 CBFB-MYH11 融合基因及 NPM1

和 DMNT3a 基因突变发生率显著升高（P<0.05），而 AML-

ETO 融合基因和 CEBPA 基因突变发生率显著降低（P<

0.05）。其他检测的融合基因和突变基因由于检测率低，未

进行比较分析。CD123阳性组首次诱导完全缓解(CR)率为

48.35%，显著低于 CD123 阴性组 (73.91%)（P<0.05）。部分

达CR的AML患者随访3年，CD123阳性组与CD123阴性组

复发率分别为47.73%和26.47%（P<0.05）。预后低危和中危

组中，CD123阳性组的中位OS时间较CD123阴性组短，但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发现，

CD123 表达阳性是影响患者 OS 的独立预后不良因素(P<

0.05)。结论 CD123阳性AML患者肿瘤负荷较高，易合并

CBFB-MYH11融合基因及 FLT3-ITD、NPM1和DMNT3a基

因突变，它是影响CR1及OS的独立危险因素，在中低危组

的中位OS和2年OS更差。

A134.High dose dexamethasone and cytarabine

treatment of refractoriness to platelet transfusion

during chemotherapy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ffiliated Haikou Hospital Xiangya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

versity & Haikou Municipal People’s Hospital Yang Xiaoy-

ang, Wang Zhiming, Chen Xiaoxia, Luo Xiansheng, Lei Meiq-

ing, Yu Feng

Objective After chemotherapy of acute myeloid leuke-

mia, thrombocytopenia increases the risk of death in patients

with hemorrhage. If there is refractoriness to platelet transfu-

sion, this kind of risk increases greatly. At present, HLA match-

ing platelet are currently used for immune factors which lead

to refractoriness to platelet transfusion. However, most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cannot get the HLA

matching platelets. Therefore, a new method of economic ap-

plication needs to be explored.Methods High dose dexameth-

asone (40 mg×4 d) to treat 1 acute myeloid leukemia patients

with refractoriness to platelet transfusion during chemotherapy.

The consolidation therapy were 4 high dose cytarabine consoli-

dation treatment.Results After the second days of stopping

dexamethasone, platelet survival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fter

the second day of high- dose dexamethasone, the platelet sur-

vival was 26×109/L, 14×109/L and 20×109/L, respectively, with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0.05). However, during the first Hi-

DAC treatment, no high dose of dexamethasone was used

again, the platelet survival was 0 × 109/L, and platelet transfu-

sion was still invalid. When 2, 3 and 4 doses of HiDAC were

administered, the platelet survival was 37×109/L, 15×109/L，7×

109/L, 36×109/L; 8×109/L and 15×109/L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

ent from those before the first chemotherapy, and before the ap-

plication of high- dose dexamethasone(P<0.05).Conclusions

Dexamethasone can alleviate platelet transfusion failure after

chemotherapy, but it cannot be cured. Dexamethasone can treat

refractoriness to platelet transfusion after chemotherapy in

short- term, but there is no long-term complete response. Che-

motherapy can cure refractoriness to platelet transfusion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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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tely. High dose dexamethasone and cytarabine could treat

refractoriness to platelet transfusion during chemotherapy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135.NK细胞治疗预防急性白血病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术后复发的临床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成晓敏 成晓敏 杨

慧 刘芳 何光翠 李业成 吕素娟 张姗 苏毅

目的 探讨高危急性白血病在 allo-HSCT后，输注第三

方供者NK细胞治疗降低白血病复发风险及其安全性的研

究。方法 纳入 2016年 6月至 2017年 8月成都军区总医院

高危急性白血病接受 allo-HSCT的急性白血病患者，在其移

植后 2个月抽取体检合格的健康第三方供者外周血 50 ml，

分离单核细胞与含 IL-2的NK细胞激活培养基、NK细胞扩

增培养基共培养，流式细胞术检测NK细胞数量、活性，细菌

及真菌培养基培养已培养成功的细胞液标本以检测其安全

性，观察患者回输细胞后体温、脉搏、血压、呼吸、皮疹、腹泻

等，每月定期复查评估骨髓白血病残留病灶、髓外白血病病

灶。结果 共纳入17例高危急性白血病，男9例，女8例，中

位年龄 35（5~54）岁，其中急性髓系白血病 9例，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8例，移植时第1次完全缓解（CR）且微小残留病灶

（MRD）阴性7例（41.1%），移植时第1次完全缓解（CR）且微

小残留病灶（MRD）阳性 6例（35.3%），移植时第 2次完全缓

解（CR）且微小残留病灶（MRD）阴性2例（11.8%），移植时第

2次完全缓解（CR）且微小残留病灶（MRD）阳性1例（5.9%），

1例（5.9%）急性髓系白血病移植时白血病未缓解，培养成功

的NK细胞液标本培养7 d均未检测细菌及真菌生长，NK细

胞活性：65%~80%，患者回输NK细胞总量(2~4)×109，所有患

者均输注NK细胞治疗2个疗程及以上，复发2例，其中死亡

1例，移植后2年总体生存率（OS）94.12%，移植后2年无进展

生存率（PFS）88.24%，出现NK细胞输注相关的急性移植物

抗宿主病（aGVHD）1 例（累及肠道Ⅱ级 1 度），未发现其他

NK细胞输注相关并发症，如发热、血压下降、皮肤过敏等。

结论 急性白血病 allo-HSCT后应用NK细胞能有效降低复

发风险，安全有效。

A136.基于CRISPR/CAS9技术的G-CSFR敲除的
kasumi-1和THP-1 细胞系单克隆稳定株的构建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谭明 吴勇 陈元仲

目的 应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系统，对 kasumi-1

和THP-1 两株细胞的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受体（G-CSFR）进

行 DNA 水平的基因敲除，并且构建稳定的单克隆稳定株。

为后续的 G-CSFR 在 AML 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功能研究提

供稳定的细胞模型。方法 ①筛选高效 gRNA：设计针对

G-CSFR基因序列的多条gRNA，同时包装gRNA和CAS9慢

病毒；通过慢病毒共转染 293T 细胞，利用焦磷酸测序及

T7N1 对 gRNA 有效性进行验证，筛选高效结合靶基因的

gRNA。②细胞的慢病毒转染：利用含高效性 gRNA慢病毒

及CAS9慢病毒对kasumi-1和THP-1细胞进行共转染；利用

流式细胞分选术，分选纯化GFP（CAS9慢病毒携带）阳性细

胞，嘌呤霉素筛选携带抗性标志（gRNA病毒携带）的细胞，

获得高纯度的G-CSFR基因敲除的混合克隆细胞株。③单

克隆稳定株的构建：利用有限稀释法，于96孔板中培养单克

隆稳定株；利用荧光和嘌呤霉素抗性标志识别目的单克隆，

Western blot 验证敲除后 G-CSFR 蛋白质表达情况。结果

对 9 条 gRNA 的筛选，最终得到 2 条高效的 gRNA。对

kasumi-1细胞和THP-1细胞进行gRNA及CAS9慢病毒共转

染，获得的细胞 GFP 阳性率不足 50%。通过流式分选 GFP

阳性细胞和抗性筛选，显著增加混合克隆细胞的GFP阳性

率，接近90%，通过有限稀释法培养及荧光和抗性标志识别，

最终获得若干单克隆稳定株。Western blot 验证G-CSFR敲

除效果，野生型 kasumi- 1 和 THP- 1 细胞作为阳性对照，

CRISPR/CAS9系统完全敲除了G-CSFR的表达，敲除组无任

何蛋白条带。结论 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系统，可

以高效地（携带荧光和抗性标志的每个单克隆，G-CSFR基

因都被很好的敲除，Western blot检测不到任何蛋白条带）对

目的基因进行敲除。相比较 siRNA 的基因敲减，CRISPR/

CAS9系统能更完全地消除基因表达，构建的细胞系也更稳

定，不会出现基因敲减后基因表达水平恢复的情况。总之，

我们采用上述技术手段，在国内外首次建立起 kasumi-1 及

THP-1 G-CSFR基因敲除的单克隆稳定株，为后续基因功能

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稳定的细胞模型。

A137.血清肿瘤相关物质在健康人群、恶性肿瘤及
急性白血病患者中的表达研究
1.赣州市立医院；2.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钟巧玉 1 陈

懿建 2

目的 观察不同的正常体检人群血清肿瘤相关物质

(TAM)在血液中的含量，恶性肿瘤患者TAM在血液中的含

量以及胃癌患者中TAM与血清胃蛋白酶原(PG)的相关性，

以探讨TAM在肿瘤患者中的临床价值。探讨急性白血病患

者TAM与血液及骨髓其他检验指标相关性，分析TAM的诊

断价值。方法 ①选择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正常体检

人群为研究对象，男性和女性共 1600 人进行 TAM 含量检

测，观察TAM在正常人群血液中的分布特点。②选择恶性

肿瘤患者160例作为肿瘤组，再选择正常体检同年龄段体检

资料 80例为正常对照组，检测所研究人群TAM水平，将其

TAM测定值以及阳性率进行比较分析。③选择胃癌患者80

例，正常体检患者80例，分析血清中PGI和PGII两项血清常

规物质与TAM之间是否存在一定关联。④选择急性白血病

患者 320例次为研究组，另外选择正常体检患者 160例次为

正常对照组，分别观察不同急性白血病患者初诊时、化疗达

缓解后及对照组的各项指标，探讨各项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 ①在体检人群中TAM的阳性率也有一定的阳性率，

提示其肿瘤筛查的特异性不高。②肿瘤组TAM水平、阳性

率均高于正常体检对照组人群，组间比较有显著差异。③胃

癌患者与正常对照组比较TAM值升高，胃癌患者PGI、PGII

含量与 TAM 联合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比单纯检测 PGI、

PGII含量或单独进行TAM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提高，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④急性白血病白细胞计数、红细胞计数、血

红蛋白浓度、血小板计数、各组WT1阳性表达率、骨髓原始

细胞比例、TAM含量化疗前后有较大差异（P<0.05），TAM与

上述血液常规指标以及骨髓相关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相关

性。结论 不建议TAM检作为普通人群的肿瘤筛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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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检测在肿瘤患者中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可以作为肿瘤

患者的病情监测和疗效判断依据之一。在急性白血病中

TAM表达水平、阳性率在初诊组、缓解组和WT1表达水平、

阳性率具有一致性。TAM可以与WT1检测、血细胞分析、骨

髓原始细胞比例等一起作为监测急性白血病疗效、病情复发

的指标。

A138.CAR-T治疗儿童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孤立
性睾丸复发三例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阮敏 陈晓

娟 刘芳 陈霞 赵贝贝 常丽贤 刘天峰 杨文钰 郭

晔 竺晓凡

目的 随着规范化诊疗的实施，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孤立性睾丸复发（ITR）的发生率逐渐降低，但其预后

较差。通过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治疗3例儿童B细

胞型ALL（B-ALL）ITR，观察CAR-T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3例B-ALL患儿在诊断4年后出现左侧睾丸无痛性肿

大，均经睾丸B超诊断 ITR（左侧）。3例患儿发生 ITR时年

龄均为 10 岁，左侧睾丸体积分别为 5.5 ml（右 3 ml）、5 ml

（右 4 ml）、15 ml（右 3 ml），其中 1 例经活组织穿刺病理确

诊。对发生 ITR的B-ALL患儿进行自体CD19 CAR-T输注，

输注细胞数量为5×106/kg，减瘤方案为氟达拉滨联合环磷酰

胺。通过睾丸测量仪/睾丸B超、检测外周血CAR-T细胞水

平等评估疗效，观察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 (CRS)及低丙种球

蛋白血症评估安全性。结果 ① 3例患儿在CAR-T输注后

3~7 d睾丸体积开始缩小。2例患儿分别在治疗6和9个月病

侧睾丸大小恢复正常，另1例患儿在治疗1个月时病侧睾丸

缩小至 4 ml。②3例患儿外周血CAR-T水平在治疗后 14 d

达到峰值：T细胞占有核细胞比例为76.4%、52.9%和39.9%，

CAR-T细胞占T细胞比例为13.4%、43.9%、29.4%。2例患儿

治疗6个月时T细胞占有核细胞比例为47.2%、28.2%，CAR-

T细胞占T细胞比例为 10.9%、2.1%。③CAR-T治疗后 1例

患儿无CRS发生；2例患儿分别在CAR-T细胞治疗后第8天

和第10天出现1级CRS，并在治疗后15 d内缓解。3例患儿

IL-2受体均轻度升高，治疗后14 d开始下降，治疗后28 d降

至正常。3 例患儿均未发生低丙种球蛋白血症。结论

CAR-T治疗B-ALL患儿 ITR早期治疗反应佳、安全性良好，

需要扩大样本量、延长随访时间以进一步评估疗效。

A139.成人早期前体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
特征和预后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弓晓媛 王

迎 刘兵城 魏辉 周春林 林冬 刘凯奇 魏述宁 宫

本法 张广吉 刘云涛 赵邢力 李艳 顾闰夏 邱少

伟 秘营昌 王建祥

目的 分析成人早期前体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ETP-ALL）的临床、实验室特征及预后情况。方法 回顾性

分析2009年1月至2017年3月确诊的13例ETP-ALL患者的

临床和实验室资料，并与非 ETP-ALL（Non-ETP ALL）患者

进行比较。结果 75例T-ALL患者中，符合ETP-ALL诊断

标准患者 13 例（17.3%），其中男性 10 例（76.9%），女性 3 例

（23.1%），诊断时中位年龄为 35（15~49）岁。与 62 例 Non-

ETP ALL患者相比，ETP-ALL患者的WBC、LDH、外周血原

始细胞数较低，胸腺肿物发生率更低；PLT水平更高。ETP-

ALL 与 Non-ETP ALL 患者 1 个疗程 CR 率分别为 33.3%和

9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组患者的中位总

生存（OS）时间分别为 11.33（95% CI 0.00~28.46）和 25.69

（95%CI 11.98~39.41）个月，3 年 OS 率分别为 41.7%、40.7%

（P=0.699）。两组患者的中位无事件生存（EFS）时间分别为

1.51（95%CI 1.23~1.79）和 21.36（95%CI 4.67~38.04）个月；3

年 EFS 率分别为 16.7%、39.5%（P=0.002）；3 年无复发生存

（RFS）率分别为 53.0%、52.0%（P=0.797）。多因素分析显示

是否为ETP-ALL并不是影响T-ALL总体预后的独立因素，

而是否合并CNSL、是否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为T-ALL

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 本研究是国内首次关于成人ETP-

ALL 特征以及预后分析的报道。在成人 T-ALL 中，ETP-

ALL 占 17.3%，具有起病时疾病负荷不高，但 1 个疗程化疗

CR率较低的临床特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有可能克服

ETP-ALL的不良预后。

A140.成人Ph阴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特征以及
预后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弓晓媛 王

迎 刘兵城 魏辉 周春林 林冬 刘凯奇 魏述宁

宫本法 张广吉 刘云涛 赵邢力 李艳 顾闰夏 邱

少伟 秘营昌 王建祥

目的 分析采用整体治疗方案治疗的成人Ph阴性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Ph-ALL）的临床、实验室特征及疗效。方

法 分析 2009年 1月至 2017年 12月确诊、治疗的 344例成

人Ph-ALL患者的临床、实验室资料及生存情况。结果 344

例成人 Ph-ALL 患者中，男性 212 例（61.6%），女性 132 例

（38.4%），诊断时中位年龄 24（14~68）岁，中位 WBC 15.9

（0.33~706.4）×109/L。B-ALL 266 例（77.3%），T-ALL 78 例

（22.7%）；标危组110例（32.0%），高危组234例（68.0%）。患

者中位随访时间为20.6（0.53~111.4）个月，CR率为93.6%，中

位总生存（OS）时间为35.7个月，中位无复发生存（RFS）时间

17.7个月，5年OS率和RFS率分别为 43.4%和 44.6%。标危

组和高危组患者 5 年 OS 率分别为 65.9% 和 29.9%（P<

0.001）。治疗后 1 个月时 MRD 水平（<0.1%或≥0.1%）、3 个

月时MRD水平（<0.01%或≥0.01%）、6个月时MRD水平（<

0.01%或≥0.01%）患者的 5 年 OS 率分别为 58.3%对 26.3%，

61.7% 对 28.0%，67.5%对 16.5%（P<0.001）。 3 个监测点

MRD全部达标的患者与至少 1次MRD未达标患者比较，5

年 OS 率分别为 69.4%和 35.7%（P<0.001）。MRD 达标的高

危患者移植组与未移植组 5年OS率分别为 53.4%和 54.7%

（P=0.582）。多因素分析显示，传统危险度分组（HR=2.482，

95% CI 1.342~4.588，P=0.004）以及治疗后 6月时MRD是否

达标（HR=5.353，95% CI3.080~9.299，P<0.001）为影响成人

Ph-ALL患者OS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 传统预后指标联

合MRD水平可以更好地指导成人Ph-ALL的预后分层以及

治疗，3个监测点MRD均达标的高危患者未能从造血干细

胞移植中获益。

A141.达沙替尼相比尼洛替尼与伊马替尼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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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CML患者Th1细胞比例、降低了Treg细胞比例，
Th1有潜力成为疗效及预后评估相关指标
四川省人民医院、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 代景莹 杨曦 黄

晓兵 王晓冬

目的 研究二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达沙替尼与

尼洛替尼、以及一代TKI伊马替尼对CML患者的免疫调节

功效，并以期指导治疗及预后评估。方法 对我中心使用达

沙替尼(10例)、尼洛替尼(26例)或伊马替尼(44例)治疗≥3个

月的CML患者进行T细胞亚群相关免疫指标的检测，并评

估上述指标与患者的临床疾病缓解状态及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①对于抗肿瘤细胞免疫相关的Th1细胞：80%的达沙

替尼组患者、12.5%的尼洛替尼组患者、27.5%的伊马替尼

组患者表现出Th1比例（Th1/CD4+ T）高于正常上限；统计学

分析显示达沙替尼组Th1比例为（30.86±9.75）%，显著高于

尼罗替尼组的（17.37 ± 9.35）% (P=0.00)及伊马替尼组的

（20.79±9.01）%(P=0.00)。②对于 CD8+T 细胞比例(CD8+ T/

CD3+ T)，达沙替尼组分别与尼罗替尼组、伊马替尼组相比均

无统计学差异（P=0.24、0.09）。 ③对于 Th2 比例(Th2/CD4+

T)，达沙替尼组分别与尼洛替尼组、伊马替尼组相比均无统

计学差异（P=0.69、0.62）。④对于 Treg 比例(Treg/CD4+ T)，

达沙替尼组Treg比例为（1.31±0.10）%，显著低于尼洛替尼组

的（2.65±0.97）%（P=0.00）及伊马替尼组的（2.99±1.40）%(P=

0.00)。⑤统计分析所有治疗后的患者:a.Th1比例高于正常

上限25.8 %的患者(28例)中: 84.62%达完全细胞遗传学缓解

（CCyR），71.43%达主要分子生物学缓解（MMR）,71.43%达

MR4.5；b.Th1比例正常范围内11.8%~25.8%的患者(45例)中

: 90.7%达CCyR，75.56%达MMR，75.56%达MR4.5；c.而Th1

比例低于正常下限11.8%的患者(21例)中：57.14%达CCyR，

47.62%达 MMR，47.62%达 MR4.5。Th1 升高组及正常组评

估缓解程度更深，提示疾病进展风险小、停药机会较大的良

好预后可能。结论 CML在TKI治疗中，Th1比例升高或正

常可能为CCyR、MMR、MR4.5之外可评估疗效及预后良好

的指标。达沙替尼相比尼洛替尼及伊马替尼能显著改善患

者抗肿瘤免疫相关指标，并可能通过此机制带来较好的疗效

及预后。

A142.NPM1与 FLT3基因同时突变对急性髓系白
血病完全缓解率影响的系统评价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吴皓 陈洁平

目的 分析评价NPM1与FLT3基因突变相伴发生对急

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完全缓解（CR）率的影响。方法 计算机

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1994-2012）、万方数据库（1994-

2012）、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1989-2012），收集关于

NPM1与FLT3基因突变对急性髓系白血病预后影响的中文

文献，以CR率为评价指标，采用Rev Man 5.0软件进行Meta

分析。结果 本研研究共纳入 4个随机对照研究，包括 196

例受试对象；NPM1+/FLT3-ITD+与NPM1-/FLT3-ITD-比较的

Meta分析结果显示，两组对AML患者的CR率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OR=0.49，95%CI(0.19，1.25)，P=0.13]。结论 目

前的证据尚不足以说明NPM1与FLT3基因突变相伴发生对

急性髓系白血病的CR有影响。

A143.FISH技术联合FCM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应用的临床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姚元友 陈洁平

目的 采用荧光原位杂交( FISH) 组合探针与流式细胞

技术(FCM)检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中遗传学及免

疫学特征，并分析两者联合应用的临床价值。方法 对

2012年 5月至 2014年 4月在我院诊断为ALL的 50例患者，

其中儿童ALL 15例，成人ALL 35例，T-ALL 4例，B-ALL 46

例，采用ALL组合探针进行FISH 检测，同时采用FCM技术

检测CD13、CD33抗原跨系表达异常情况，观察ALL异常的

检出率，并且追踪其临床预后。结果 50 例 ALL 患者中，

FISH的异常检出率为58%，其中，成人ALL以 t(9;22)检出为

主，占成人ALL的31.42%，儿童ALL以染色体数目异常增多

为主，占儿童ALL的 60%；FCM的异常检出率 56%，其中以

CD13抗原跨系表达异常为主；在儿童ALL中，FISH和FCM

检测同时存在异常的占 53.33%，在成人 ALL 中，FISH 和

FCM检测同时存在异常的占20%；二者有显著差异；在儿童

ALL中，染色体数目异常检出组较阴性组首次缓解率高，复

发率低，抗原跨系表达异常检出组较阴性组无差异；在成人

ALL中，t(9;22)检出组较阴性组首次缓解率低，抗原跨系表

达异常检出组较阴性组复发率高。结论 染色体数目增多

是儿童 ALL 预后良好因素，t(9;22)和抗原跨系表达是成人

ALL预后的危险因素，FISH及FCM检测技术在协助ALL治

疗方案及判断预后中具有重要价值。

A144.HK2基因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表达及其预
后意义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朱垚 陈洁平

目的 探讨己糖激酶 2（HK2）在AML患者中的表达情

况，分析 HK2 的表达水平和患者预后指标的关系，以探求

HK2能否作为AML病情进展中的标志物来指导临床治疗及

预判治疗疗效。方法 采集2012年至2017年间在第三军医

大学西南医院血液病中心首次住院治疗的127例AML患者

骨髓标本，并对病例进行随访。同时从骨髓单个核细胞提取

RNA并进行反转录，通过RT-PCR检测每例患者标本中HK2

的表达量；采用Kaplan-Meier分析和Cox回归模型分析患者

HK2表达水平和预后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果 将 127例患

者按HK2表达水平中位数分为HK2高表达组和HK2低表达

组，其中高表达64例，低表达63例。HK2高表达组的无复发

生存率(P<0.01)及总生存率(P<0.05)明显低于 HK2 低表达

组。通过Cox回归模型分析多因素分析证实HK2是AML无

复发生存率及总体生存率的独立预后指标。结论 在AML

患者中，HK2表达水平和生存率之间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

HK2的高表达预示着不良预后。HK2表达水平的检测有望

成为预判AML患者治疗疗效及指导治疗的理想指标。

A145.Clinical outcom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for

core binding factor adult acute myeloid leukemia

patients with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consolidation: a retrospective co-

hor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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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 Insti-

tute of Blood and Marrow Transplantation;3.Jiangsu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Wang Tanzhen1,2,3, Wu Depei1,2,3, Zhou Biqi1,2,3,

Xu Yang1,2,3, Chen Jia1,3, Liu Tianhui1,2,3, Chen Suning1,3

Core binding factor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BF-AML)

accounts for 15% of adult de novo AML patients, which is

usually regarded as a favorable group. The role of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 consolida-

tion for CBF- AML patients remains controversial. We retro-

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outcomes of 184 CBF- AML

patients with allo- HSCT or auto- HSCT from March 2010 to

June 2016 in our center. The 158 patients with allo-HSCT had

a lower CIR than 26 patients with auto-HSCT(P=0.014), while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2-year OS (P=0.428),

2-year DFS(P=0.433) and 2-year NRM (P=0.082)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re-MRD was the most significant prognostic fac-

tor for prediction of disease recurrence in both t(8;21) AML pa-

tients(P=0.020) and inv(16) AML patients(P=0.039), while

MRD status at the 1st, 2nd and 3rd months after transplanta-

tion could predict survival and relapse in only t(8;21) AML pa-

tients. By multivariate analyses, we defined the following fac-

tors as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age of transplantation(≥
50 years), disease status before transplantation (>CR1), del(7)/

7q- and the courses of consolidation(≥3 high-/intermediate-

dose cytarabine). CBF- AML patients with more than 2 inde-

pendent risk factors had the worst prognosis. Allo-HSCT could

be used as a promising consolidation therapy for CBF-AML pa-

tients, and MRD dynamic monitoring could help predict over-

all survival. Age of transplantation (≥50years), disease status

before transplantation(>CR1), del(7)/7q- and the courses of

consolidation(≥3 high-/intermediate-dose cytarabine) were risk

factors for the survival of CBF-AML patients with allo-HSCT.

A146.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293例随访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阮敏 戚本

泉 刘芳 刘天峰 刘晓明 陈晓娟 杨文钰 郭晔 张

丽 邹尧 陈玉梅 竺晓凡

目的 总结在规范化诊断与 CAMS-2005/2009 方案治

疗下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疗效，分析预后相关因

素。方法 病例观察性研究，2005年 4月至 2015年 12月我

中心初诊AML患儿，符合入组标准的连续病例进入统计分

析。多因素分析采用COX 模型。采用Kaplan-Meier方法评

估患者生存率，组间生存率的比较采用 log-rank检验。回顾

性分析其临床特征、远期预后和预后相关因素。结果 共

293例纳入统计分析，其中男169例，女124例，中位年龄 8 岁，

初诊时外周血WBC 中位数为 16.08×109/L。24例（8.2%）患

儿治疗早期死亡，229 例（78.2%）患儿获得 CR，其中 211 例

（72.0%）患儿为诱导治疗 1个疗程后CR。所有入组病例估

计3年生存率(OS)和无事件生存率(EFS)分别为(56.5±3.0)%

和(50.7±3.0)%。单因素分析预后相关因素，初诊时白细胞计

数、是否CBF-AML、诱导治疗是否获得CR对OS、EFS的影

响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诱导治疗 1 个疗程是否获得

CR对OS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EFS的影响无统

计学意义（P>0.05）；初诊时年龄及是否髓外浸润对OS、EFS

的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COX多因素回归分析显

示，初诊时是否CBF-AML、分子生物学特征及诱导治疗1个

疗程是否获得 CR 是影响 OS、EFS 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

CAMS-2005/2009方案治疗儿童AML的疗效与其他研究组

的治疗结果具有可比性。分子生物学特征及诱导治疗 1个

疗程是否获得CR是影响AML患儿远期疗效的重要因素。

A147.Clonal evolution studies of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Southwest Hospital，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Jia

Xiaoqin, Chen Jieping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is the hallmark chromosome ab-

erration in CML which confers the cancer phenotype of the dis-

ease. However,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Ph chromo-

some and the genetic clonal evolution structure after targeted

treatment are still unclear. In this study, we performed genome

sequencing and clonal evolution analyses in a series of bone

marrow specimen from a CML patient (Ph) and her skin biop-

sy who had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

from her sister, relapse (lymphoid blast crisis), and BCL/ABL

targeted therapy. The Ph chromosome is the“driver”clonal

change in the original CML and the relapse. Both the patient

and her sister had micro- deletions in the BCR gene region,

however, the patient had a frame-shift BRIP1 mutation which

may account for the malfunctioned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DNA repair of the BCR gene reg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Ph

chromosome.

A148.分子生物学改变与儿童AML预后相关性分
析：来自单中心203例儿童AML结果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阮敏 戚本

泉 刘芳 刘天峰 刘晓明 陈晓娟 杨文钰 郭晔 张

丽 邹尧 陈玉梅 竺晓凡

目的 探讨 6种常见的分子生物学改变对儿童急性髓

系白血病（AML）预后的影响。方法 对203例初诊AML患

儿采用 RT-PCR 和高通量基因测序方法检测了 RUNX1-

RUNX1T1、CBFß-MYH11融合基因，FLT3-ITD突变、CEBPA

双位点突变、NPM1突变、MLL重排等AML常见分子生物学

标志，比较不同分子生物学改变对预后的影响。结果 203

例患儿中，男 116例，女 87例，中位年龄 8（1.0~15.0）岁。初

诊时中位 WBC 为 16.21（0.77~440.29）×109/L。分子生物学

改变检出率为70.94%（144/203），其中RUNX1-RUNX1T1融

合基因为36.95%（75/203），CBFß-MYH11融合基因为7.88%

（16/203），CEBPA双位点突变为5.42%（11/203），NPM1突变

为 2.46%（5/203），MLL 重排为 9.85%（20/203），FLT3-ITD

突变为 8.37%（17/203）；29.06%（59/203）的患儿未发现上述

分子生物学改变。本组患儿 3年总生存率(OS)和无事件生

存率(EFS)分别为（61.7±3.5）%和（53.9±3.6）%。伴不同分子

生 物 学 改 变 患 儿 的 3 年 OS 和 EFS 分 别 为 ：RUNX1-

RUNX1T1 融合基因为（73.5±5.2）%和（64.7±5.8）%，CBF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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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H11 融合基因为（80.8±12.2）%和（70.7±14.3）%，CEBPA

双位点突变为（100.0±0.0）%和（92.3±7.4）%，NPM1 突变为

（80.0±17.9）%和 60.0±21.9）%，MLL重排为（48.8±11.4）%和

（43.6 ± 11.3）%，FLT3- ITD 突变为（45.3 ± 12.4）%和（39.2 ±

12.2）%，无以上改变患儿为（45.1±6.6）%和（34.4±6.4）%。

COX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分子生物学改变是影响OS、EFS

的 独 立 预 后 因 素 。 结论 RUNX1- RUNX1T1、CBFß-

MYH11融合基因及CEBPA双位点突变、NPM1突变、FLT3-

ITD突变、MLL重排等分子生物学改变是影响儿童AML疗

效的独立预后因素。

A149.A unique histone H3K4me3 genome binding

pattern identified in a cancer pedigree with an

MLL3 germline mutation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Gong Qiang, Chen Jiep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alterations in histone modifica-

tions are crucial in cancer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ion.

Among these, histone 3 lysine 4 trimethylation (H3K4me3) is

found in promoters of active genes and is proposed to promote

gene expression. To evaluate the H3K4me3 binding pattern

across the genome among 3 cancer patients in a Chinese pedi-

gree with a heterozygous stop codon mutation in MLL3 (cod-

ing a histone H3K4me3 methyltransferase) segregating with

colorectal carcinoma (CRC) an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and a mutation- free normal control, ChIP-chip analy-

ses were performed to determine which promoters coprecipitat-

ed with the H3K4me3 antibody in both patients and control.

The pulled-down genes were mapped to KEGG pathways. The

H3K4me3 binding patterns were compared among patients and

control. Although the number of H3K4me3-binding promoters

did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 between patients and control, we

found an unique pattern of H3K4me3- bound genes in AML

and CRC patien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concentrated in carci-

nogenesis-associated pathways.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ge-

nome-wide H3K4me3 binding profiles may be useful as a hall-

mark of cancer.

A150.SENP1 regulates proliferation and therapeu-

tic sensitivity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ells by de-

Sumoylating HOXA9
Southwest Hospital，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u

Shuangnian, Chen Jieping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is a heterogeneous group

of cancer from myeloid cell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un-

controlled proliferation of immature leukemic blasts in bone

marrow and then the whole body. Although the standard induc-

tion chemotherapy regimen can achieves complete remission

rate at about 70%, its long term survival need to be improved.

New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pathogenesis is a source of po-

tential targets. SUMO specific proteinase 1 (SENP1) regulates

the hematopoietic process including erythropoiesis or lym-

phoid cell development, but its role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is largely unknown. Here we discovered that SENP1 is

highly expressed in AML samples and its differential expres-

sion level is correlated with survival of AML patients. SENP1

knock-down inhibited proliferation, induced G2-M cell cycle ar-

rest and increased sensitivity to the doxorubicin and radiation

of different leukemic cell lines, despite their genetically hetero-

geneity. SENP1 directly deSumoylated transcriptional factor

HOXA9 and enhanced its activity, which is commonly ex-

pressed in AML with different genetic changes and is a single

most promin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AML. SENP1 silencing

reduced leukemic cell burden, increased chemotherapy sensi-

tivity of leukemia cell and improved survival in vivo. We also

find a new natural product named, Momordin Ic, can inhibit

SENP1 activity and then decrease proliferation of AML cell in

vitro and in vivo. This study thus uncovers a function of

SENP1 in proliferation and therapeutic sensitivity of leukemia

cells, and points to its inhibition by natural product Momordin

Ic as a potential strategy for enhancing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AML.

A151.Treatment of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aemia

with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D19 CAR- T con-

taining either CD28 or 4-1BB
Southwest Hospital，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Li

Shiqi, Chen Jieping

T cells modified with anti-CD19 chimeric antigen recep-

tor (CAR) containing either CD28 or 4-1BB (also termed TN-

FRSF9, CD137) costimulatory signalling have shown great po-

tential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aemia

(ALL). Howeve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D28 and 4-1BB co-

stimulatory signalling in CAR- T treatment has not been well

elucidated in clinical trials. In this study, we treated 10 re-

lapsed or refractory ALL patients with the second generation

CD19 CAR- T. The first 5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CD28-

CAR and the other 5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4-1BB CAR-T.

All the 10 patients were response- evaluable. Three pa-

tients achieved complete remission and 1 patient with extra-

medullary disease achieved partial response after CD28-CAR-

T treatment. In the 4- 1BB CART treatment group, 3 patients

achieved complete remission. Furthermore, FLT- 3 ligand

(FLT3LG) was highly correlated with response time and

may serve as a prognosis factor. No severe adverse events were

observed in these 10 treated patients. Our study showed that

both CD28 CAR- T and 4- 1BB CAR- T both worked for re-

sponse but they differed in response pattern (peak reaction

time, reaction lasting time and reaction degree), ad-

verse events, cytokine secretion and immune- suppressive fac-

tor level.

A152.Aberrant DNA methylation of acute myel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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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kemia cases in a Chinese pedigree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Gong

Qiang, Chen Jieping

Unlike genetic aberrations, epigenetic alterations do not

modify the DNA coding sequence, and can be reversed pharma-

cologically. Identifying a particular epigenetic alteration such

as abnormal DNA methylation may provide better understand-

ing of cancers and improve current therapy. We selected a Chi-

nese pedigree with colorectal carcinoma (CRC; n=2) an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n=2), all cases that have MLL3 gene

mutations. We examined the genome- wide DNA methylation

level of cases and explored the role of methylation in pathogen-

esis and progression. Genome- wide DNA methylation level

was measured using the Infinium HumanMethylation450 Bead-

Chip. Then the commonly hypo or hyper- methylated genes

were assessed using the MassARRAY EpiTYPER assay. We

found that DNA methylation status in the four cases differed

from that of the normal control, and hypermethylation was

more prevalent. Also, more CpG sites were hypermethylated in

the acute-phase AML patient than in the other cases. Common

hyper- or hypomethylated genes were identified in all four cas-

es. We conclude that the DNA methylation changes may play a

role in disease pathogenesis and progression.

A153.Effect of adding gemtuzumab ozogamicin to

induction chemotherapy for newly diagnos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 meta- analysis of pro-

spective randomized phase III trials
Southwest Hospital，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Li

Xi, Chen Jieping

Objective Gemtuzumab ozogamicin (GO) is a targeted

antineoplastic agent comprised of a recombinant anti- CD33

humanized antibody linked to calicheamicin. Previous trials

have showed conflicting results concerning the efficacy and

toxicity of adding GO to induction chemotherapy for newly di-

agnos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resolve this controversial

issue. Methods Summary data from five randomized phase

III trials compared adding GO to induction chemotherapy with

induction chemotherapy alone for newly diagnosed AML were

meta-analyzed. Pooled hazard ratios(H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vals(CIs) for overall survival(OS) and relapse-free surviv-

al (RFS), and pooled odds ratios(ORs) and 95% CIs for com-

plete remission(CR) rate, incidences of resistance disease,

relapse and toxicity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Data of 3596

patients (1798 GO and 1798 controls) from five randomized

phase III trials were analyzed. Compared with induction che-

motherapy alone, adding GO significantly prolonged OS(HR=

0.93, 95% CI 0.86-1.00, P=0.05) and RFS (HR=0.87, 95% CI

0.79-0.95, P=0.003), decreased the incidences of resistant dis-

ease (OR= 0.71, 95% CI 0.55-0.93, P=0.01) and relapse (OR=

0.75, 95% CI 0.63- 0.90, P=0.002), but had no effect on CR

rate (OR= 1.15, 95% CI 0.91-1.46, P=0.24). Sensitivity analy-

sis yielded similar results. Subgroup analysis identified that cy-

togenetics might be an influencing factor for the effect of

adding GO. In addition, the risks of grade 3- 4 nausea/vomit-

ing, diarrhea and liver aspartate transaminase (AST) elevation

were increased in GO arm. Conclusions Adding GO to in-

duction chemotherapy for newly diagnosed AML can signifi-

cantly prolong OS and RFS, decrease incidences of resistant

disease and relapse, but may increase risks of grade 3-4 nausea/

vomiting, diarrhea and liver AST elevation.

A154.METTL3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chronic my-

eloid leukemia as a N6- methyladenosine RNA

methylase
Southwest Hospital，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Liu

Yuanyuan, Hou Yu

Objective N6-methyladenosine (m6A) is the most prom-

inent and abundant mRNA modification, which modulated by

‘writers’,‘erasers’and‘readers’of this mark. It is known

that m6A influences all fundamental aspects of mRNA metabo-

lism, mainly mRNA stability, to determine stem cell fates and

affect many various fundamental bioprocesses. However its

physiological function in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 is

still unknown.Methods Here we used RT-qPCR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five genes involved in m6A in CML samples and

m6A- RNA- IP- seq to reveal their m6A levels. The effect of

over expression and shRNA- mediated depletion of METTL3

in CML cell lines were observed.Results We analyzed the

mRNA expression of m6A writers, METTL3, METTL14 and

WTAP in CML (BCR-ABL p210); we found that METTL3 is

obvious lowly expressed in CMLs with BCR-ABL p210 posi-

tive, as well as METTL14 and WTAP. In addition, the expres-

sion of m6A eraser FTO were higher in CMLs (BCR-

ABLp210) than controls,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 m6A levels

in CMLs (BCR-ABLp210) were abnormal. Then our results of

m6A- RNA- IP- seq demonstrated that the m6A levels between

CMLs and normal samples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t. Both

gain- and loss- of- function studies about METTL3 were per-

formed in two CML cell lines, which were constructed to two

stable cell lines by lentivirus. Then we observed the changes of

their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We found that over expression of

METTL3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K562 cell proliferation, and

the opposite is true when expression of METTL3 is knocked

down. We found that the frequency of apoptosis of K562-OVE

cells were not change, which suggested that METTL3 did not

affect survival of the leukemia cells. Conclusions These re-

sults reveal that m6A methyl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ML development and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 CML patho-

genesis.

A155.Idarubicin compared to other anthracyclines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43·

for newly diagnosed acute myeloid leukaemia
Southwest Hospital，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Li

Xi, Chen JiePing

Objective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would definitively

prove the superiority of IDA versus other anthracyclines in in-

duction therapy of newly diagnos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We performe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to resolve this issue.Methods Relevant studies were identi-

fied by searching the Cochrane Library, MEDLINE, EMBASE

and CBM from inception to December 7th 2013.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that compared IDA with other anthra-

cyclines in induction therapy of newly diagnosed AML were

included. Hazard ratios (HRs) for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dis-

ease-free survival (DFS), and risk ratios (RRs) for complete re-

mission (CR) rate, risks of death on induction therapy, relapse

and adverse events (AEs) were calculated.Results 27 RCTs

involving 9540 patients were eligible and included in four sepa-

rate meta-analyses in which IDA compared with different an-

thracyclines. Eighteen RCTs (N=6746) assessed IDA versus

daunorubicin. Compared with DNR, IDA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ly prolonged OS (HR=0.90,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0.84-0.96, P=0.002) and DFS (HR=0.89, 95% CI 0.82-0.97, P=

0.009), increased CR rate (RR=1.04, 95% CI 1.01- 1.07, P=

0.006), and reduced relapse rate (RR=0.88, 95% CI 0.80-0.98,

P=0.02), although may increase the risk of death on induction

therapy (RR=1.19, 95% CI 1.02-1.38, P=0.03).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various grades 3/4 AEs were found.

Eight RCTs (N=2419) evaluated IDA versus mitoxantrone.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S (HR=

0.98, 95% CI 0.89- 1.08, P=0.69), DFS (HR=0.88, 95% CI

0.70-1.10, P=0.26), CR rate (RR=0.97, 95% CI 0.92-1.03, P=

0.32), the risk of death on induction therapy (RR=1.10, 95% CI

0.88- 1.38, P=0.39), and relapse rate (RR=0.99, 95% CI 0.80-

1.22, P=0.89). The risks of various grades 3/4 AES were all

similar between arms. Two RCTs (N=211) compared IDA with

doxorubicin. CR rat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ith IDA (RR=1.28, 95% CI 1.03- 1.59, P=0.02). One trial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FS and the

risk of grades 3/4 cardiac toxicity. Two RCTs(N=1037) evaluat-

ed IDA versus zorubicin. One trial showed no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in DF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CR rate and risk of death on induction thera-

py (RR=1.04, 95% CI 0.96- 1.13,P=0.31; RR=0.75, 95% CI

0.50- 1.13, P=0.17, respectively). One trial showed that ID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reduced risk of grades 3/4 mucositis.

Conclusions IDA compared with daunorubicin in induction

therapy of newly diagnosed AML prolonged OS and DFS, in-

creased CR rate and reduced relapse rate, although may in-

crease the risk of death on induction therapy.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evidence did not show any difference between IDA

and mitoxantrone. There is insufficient evidence regarding

IDA versus doxorubicin and IDA versus zorubicin to deduct fi-

nal conclusions.

A156.Genetic polymorphisms of NAT2 and risk of

AML
Southwest Hospital，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Zou

Yunding, Chen Jieping

Objective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takes the

most part of adult acute lekemia, and it is origin from malig-

nant stem cells. Ext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es have deep-

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AML,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pathogenesis. Currently ,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is still seen

as the most accepted pattern to describe causes of AML. In the

study of genetic factors, correlations between mutations in

genes, which ma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physiology, and the

onset of AML has been revealed.N-acetyltransferase 2(NAT2),

as a member of acetyl transferase,takes part in the individual

physiological response to various xenobiotic compounds, such

as a wide range of exogenous chemicals and several clinically

useful drugs. A number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have been detected in NAT2 gene,and some of them,

which can result in a slow phenotype of NAT2,including

rs1799930 (G590A) and rs1799931 (G857A), have been identi-

fied as regulators of human susceptibility to various cancer. in

recent years,it has been reported abroad that rs1799930 and

rs1799931 may contribute to the risk of leukemia.Howere,

there is no report about the condition in Chinese,let alone in

Han population. Our purpose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as-

sociations between NAT2 gene polymorphisms and the risk of

AML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Methods and results A

case control study was conducted including 98 AML cases and

112 healthy controls. NAT2 gene two polymorphisms

rs1799930 and rs1799931 were genotyped in the two groups.

Chi- square test was employed to compare the genotype and

allele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OR with 95%

CI was estimated to calcul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AT2 gene polymorphisms and AML onset. A remarkable de-

crease trend of rs1799931 GA genotype was detected in AML

patien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while the ancestral GG geno-

type frequency increased in cases (P<0.05). And the mutant A

allele of rs1799931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risk of AML by

0.585 fold versus the ancestral G allele carriers (OR=0.585,

95% CI 0.361- 0.950).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rs1799930 both genotype and allele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groups (P>0.05). Conclusion Our find-

ings suggested that the NAT2 gene polymorphism rs1799931

wa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risk of AML and was likely to

be a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AML development.

A157.Sumoyl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for

sPRDM16 in the promotion of leukemogenesis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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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Dong Song, Chen Jieping

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leukemogenesis results from the

accumulation of genetic and epigenetic alteration during the

multistep process of tumorigenesis; however, accumulating evi-

dence has demonstrated that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of

proteins plays critical roles during the initiation, progression

and maturation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Here, we

show that sPRDM16 SUMOylation contributes to leukemogen-

esis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in vivo and in vitro. Ectopic

overexpression of sPRDM16 promoted the proliferation, en-

hanced self- renewal capacity, while inhibited cell differentia-

tion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c THP- 1 cells. We further con-

firmed that K568 is a bona fide SUMOylation site of

sPRDM16; accordingly, mutation of sPRDM16 SUMOylation

site at K568 partially abolished the function of sPRDM16 in

the promotion of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hibition of cell differ-

entiation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c cells both in cell culture

and mouse xenografts. Furthermore, THP-1 cells overexpress-

ing sPRDM16- K568R mutant displayed distinct gene expres-

sion profile compared with that of wild type sPRDM16 follow-

ing PMA treatment.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K568 SU-

MOyl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sPRDM16 in the leuke-

mogenesis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158.The role of Histone deacetylase (HDAC) in-

hibitors on HDAC expression profile and Notch

signaling in T-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T-

ALL) cell lin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Affiliated

Renji Hospital Gao Xiao, Shen Lijing, Li Xiang, Liu Jiaying

Objective The occurrence of T-ce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T-ALL) can be driven by constitutive Notch signal

pathway activation. Histone deacetylases (HDACs) are recruit-

ed in Notch signal pathway. Altered acetylation level regulates

gene transcription. Therefor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both the

effect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HDAC inhibitors on

NOTCH1 high expressed T-ALL cell line. Furthermore, the ef-

fect of HDAC inhibitors on HDAC family (HDAC 1-11)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and the modulation of the Notch pathway in

T-ALL cell lines were also studied.Methods We selected T-

ALL cell lines A3(NOTCH1 low expression), Molt- 4

(NOTCH1 high expression), and an acute myeloma leukemia

cell line THP- 1 (NOTCH1 expression is approximately equal

to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 for comparison. In vitro,

three cell lines were co-cultured with five different HDAC in-

hibitors respectively, including vorinostat (SAHA), ricolinostat

(ACY1215), panobinostat(LBH589), bisthianostat, GCJ490,

for 48h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HDAC expression pat-

terns were determined by RT- qPCR method before and after

drug treatment. Cell viability was measured by CCK8. Apopto-

sis and cell cycle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Western

blot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protein expression of histone

3(H3), acetylated- H3, α- tubulin, HDAC6, as well as P21,

BCL- 2 and cleaved- NOTCH1(NICD1), C- MYC after drug

treatment. Results Three cell lines were suppressed by

HDAC inhibitors in a time- and dose- dependent manner.

T- ALL cell lines were more sensitive to HDAC inhibitors,

especially NOTCH high expression cell line Molt-4. Different

HDAC inhibitors induced cell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arrest in

varying degrees. Histone acetylation levels were increased

respectively after different HDAC inhibitors treated. The

mRNA levels of HDAC1-11 of T-ALL cell lines were showed.

Moreover, the expression of Notch signal pathway downstream

target gene C- MYC was repressed by HDAC inhibitors.

Conclusion Our data indicate that, in vitro, HDAC inhibitors

showed sensitive inhibit effect in T-ALL cell lines by inducing

cell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arrest. Moreover, increased

histone acetylation levels suppressed the target gene of Notch

signal pathway to exert anti-leukemia effect.

A159.高三尖杉酯碱通过下调Mcl-1蛋白增强亚砷
酸对微环境中AML细胞的清除作用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陈萍 王斌 金晴 詹伟

武 游若兰 黄慧芳

目的 探讨高三尖杉酯碱（HHT）联合亚砷酸（ATO）清

除微环境中AML细胞的机制。方法 分别将AML细胞株

HL-60、U937及原代AML细胞与骨髓基质细胞株HS-5黏附

共培养体外模拟AML细胞在骨髓微环境中的生存，运用流

式细胞术、CCK-8法检测共培养前后AML细胞对ATO敏感

性的改变；分别沉寂和过表达HL-60细胞内Mcl-1基因，观

察Mcl-1在共培养后AML细胞对ATO敏感性下降中所发挥

的作用；进一步检测HHT对Mcl-1蛋白分子的抑制及HHT

与ATO联合杀伤黏附基质细胞生长的AML细胞，并在SCID

小鼠体内建立荷瘤模型，观察HHT与ATO联合对小鼠体内

AML细胞的清除。结果 共培养后的AML细胞对ATO敏

感性下降，这与共培养后AML细胞内Mcl-1蛋白表达水平

增高有关，HHT可通过促进Mcl-1蛋白泛素化增强ATO杀伤

黏附基质细胞生长的 AML 细胞，体内实验更进一步证明

HHT 与 ATO 联合可有效抑制荷瘤小鼠体内的 AML 细胞。

结论 HHT与ATO联合可有助于清除微环境中AML细胞。

A160.Ph-like ALL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耐药机制研究
1.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2.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

究所；3.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张英驰 1 高玉凤 2 张

辉 3 章婧嫽 1 刘晓明 1 和夫红 2 王前飞 2 刘欣 1 竺晓凡 1

目的 探索Ph-like ALL发生及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耐药

的机制。方法 利用全基因组及转录组测序等方法对 Ph-

like ALL患儿初诊、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后缓解和

TKI复发等不同时间点白血病细胞进行测序，挖掘诱导疾病

发生及产生TKI耐药的突变基因，利用分子生物学等实验方

法进行功能验证，揭示 Ph-like ALL 发生及 TKI 耐药机制。

结果 通过对 Ph-like患儿初诊、缓解和耐药等时间点的白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45·

血病细胞进行转录组和全基因组测序，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

PDGFRB 融合基因 AGGF1-PDGFRB，将此融合基因在 Ba/

F3细胞中稳定表达，能够激活AKT、ERK1/2和 STAT5等信

号通路，并促使Ba/F3脱离细胞因子 IL-3的依赖，表明AG-

GF1-PDGFRB具有诱发Ph-like ALL的能力。全基因组测序

结果揭示在 TKI 耐药克隆中特异性的出现了 PDGFRB

C843G的突变，功能实验结果表明此位点突变会引起Ba/F3

细胞对 TKI 处理产生耐药。分子构象模拟实验发现 PDG-

FRB C843G突变会导致TKI与PDGFRB激酶结构域结合能

力减弱，从而引起耐药的发生。此外，我们发现广谱酪氨酸

激酶抑制剂CHZ868能够有效杀伤携带此突变的Ba/F3的细

胞，为治疗此类耐药 Ph-like ALL 提供了潜在的治疗手段。

结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新的诱发Ph-like ALL发生的

融合基因AGGF1-PDGFRB，并发现了一个新的引起TKI耐药

的突变位点PDGFRB C843，揭示了Ph-like ALL TKI的耐药

机制，将有助于携带PDGFRB融合基因血液肿瘤的精准诊疗。

A161.达沙替尼联合化疗序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Ph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疗效分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王冰洁 李渊 岑溪南 梁赜隐 尹

玥 刘微 董玉君 邱志祥 王倩 许蔚林 任汉云

目的 前瞻性观察达沙替尼联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 ph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疗效、治疗相关

不良反应及长期生存情况。方法 2012-2017年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应用达沙替尼联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Ph阳

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共 17例, 收集相关临床资料并

进行相关数据统计。结果 男9例，女8例，中位年龄30岁，

P190阳性13例，P210阳性4例，2例染色体核型为复杂核型，

3例合并脑膜白血病。化疗方案采用VDCLP为主的诱导化

疗，缓解后应用 HD- MTX 及 MAE 等巩固强化。 13 例

（76.4%）诱导化疗开始即应用达沙替尼，4例（23.6%）由伊马

替尼更换为达沙替尼，3 例出现不良反应，表现为皮疹、水

肿、恶心。诱导治疗 4周 100%达形态学CR，5例（45.4%）达

MMR，移植前 15 例（88.2%）达 MMR，13 例（76.4%）达

CMR。所有患者均接受亲缘骨髓及外周血干细胞移植，中

位白细胞及血小板植活时间分别为+12、+14天，aGVHD及

cGVHD 发生率均为 47.1%。移植后 12 例患者恢复达沙替

尼，7例因严重头痛、剧烈呕吐或浆膜腔积液停药。中位随

访 45个月，3年及 5年总生存率均为 94.1%，3年及 5年非复

发生存率分别81.6%及71.4%。结论 一线选用达沙替尼联

合化疗序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疗效肯定，耐受性良好，

值得进一步观察。

A162.抗CD19 CAR-T治疗中的出凝血功能障碍临
床及基础研究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2.湖北省肿瘤疾

病细胞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江慧雯 1,2 刘林 1 郭涛 1,2

吴耀辉 1,2 艾利莎 1 邓君 1,2 梅恒 1,2 胡豫 1,2

目的 总结分析 CD19 特异性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

（CAR-T）治疗复发/难治性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

中出现的出凝血障碍现象，以提高CAR-T治疗相关出凝血

障碍的诊疗水平。方法 招募 53例复发/难治性B-ALL患

者参与本中心的Ⅰ期临床试验（NCT02965092）。所有受试

者在回输前第11天（D-11）进行白细胞单采，在D-7至D-5接

受环磷酰胺联合氟达拉滨减瘤化疗，在D0至D2依据剂量递

增方案进行抗CD19 CAR-T细胞回输。回输期及随访期内

定期监测毒性反应，评估治疗效果。回输后 1个月内，连续

收集部分患者的血浆，检测组织因子（TF）和血小板内皮细

胞黏附分子-1（PECAM-1）的浓度，以探索凝血障碍发生机

制。结果 53例受试者的 1个月总体缓解率为 88.7％。在

治疗过程中，所有患者均经历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

其中19例为重度（3~4级）。30例患者发生出凝血功能障碍，

根据中国DIC评分系统（CDSS），15例可诊断为DIC；经过替

代治疗及抗凝治疗，14 例得到缓解，1 例治疗无效且死亡。

重度 CRS 患者的血浆 TF 及 PECAM-1 水平明显高于轻度

CRS患者，且TF及PECAM-1水平与 IL-6水平的变化趋势具

有一致性。结论 出凝血障碍是CAR-T治疗中常见的不良

反应，针对CRS相关出凝血障碍进行早期适当干预，对提高

CAR-T治疗的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

A163.A case of chronic myelomonocytic leukaemia

combining pure red cell aplasia and literature re-

view
Shenzhen Hospital，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Zhu Huamin

Pure Red Cell Aplastic (PRCA) can independently attack

or can be secondary to other diseases. Common attack of PR-

CA and Chronic myelomonocytic leukaemia (CMML) is rarely

reported. Although treatment scheme for independent attack of

PRCA and CMML respectively is definite, the optimal treat-

ment scheme of PRCA combining CMML patients is unknown

for there were 4 kinds of case reports previously. In addition,

for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immunosuppressant treating PR-

CA could quicken transformation of CMML towards acute leu-

kemia, we tried to treat CMML in demethylation drug and

hoped to improve anemia. Bone marrow examination of one se-

vere anemia male of 81 years old showed PRCA, and combin-

ing CMML was suspected. CMML patients accepted testoster-

one undecanoate treatment, and glucocorticoid and ciclosporin

were not adopted for treatment. However, within 3 months, the

patient continued erythrocyte transfusion dependence, and pe-

ripheral blood leucocyte and monocyte counts increased obvi-

ously to develop into cronic myelomonocytic leukaemia, with

gene sequencing showing SRSF2 and ASXL1 mutation. The

patient was given 2 treatments f gemcitabine hydrochloride de-

methylation. At present, erythrocyte transfusion dependence of

the patient relieves, and red blood cell count obviously increas-

es, in follow- up. It was reported that in case CMML patient

had gene mutation of SRSF2 combining ASXL1, anemia could

easily occur and transform into acute myeloid tumor, with me-

dian survival period shortening obviously. It is hinted in the

case that demethylation treatment can cautiously used for CM-

ML and PRCA patients, for it can relieve transfusion depen-

dence of red blood cell.



·46·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A164.急性白血病细胞P-糖蛋白和CD34表达与患
者化疗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1.东南大学医学院；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3.常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 杜颖 1 陈宝安 2,1 顾伟英 3 谢晓宝 3

目的 探讨急性白血病（AL）细胞 P-糖蛋白 (P-gp)、

CD34表达与患者化疗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 2015年

1月至2017年12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血液科和常州市

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AL患者的实验室检测指标和临床资料

39份。按照FBA标准及白血病免疫学分型诊断为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ALL)和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两大类。根据流

式细胞术检测得到的 39 例 AL 患者骨髓细胞中 P- gp 和

CD34 的表达，以患者 P-gp表达≤2%（或>2%）和CD34表达

≤30%（或>30%）为分组，探讨不同组AL细胞 P-gp和CD34

表达与患者化疗预后的相关性。结果 在入选的39例患者

中，P-gp表达≤2%组患者化疗后完全缓解率高于P-gp表达>

2%组，且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gp表达>

2%组患者中粒细胞缺乏、感染、出血和神经系统症状的发生

率较P-gp表达≤2%组高，但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CD34 表达≤30%组患者化疗后完全缓解率高于

CD34表达>30%组，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CD34表达>30%组患者出现感染、粒细胞缺乏、出血和中枢

神经系统症状较CD34表达≤30%组发生率增高，但两组间

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应用Spearman相关分析发现P-

gp表达量与CD34表达量无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r=0.034，

P>0.05）。结论 P-gp表达量对AL患者的化疗后完全缓解

率评估有较好的意义，但尚不能认为CD34表达量对AL患

者的化疗后完全缓解率评估有较好的临床意义；不能认为P-

gp与CD34表达对评估AL患者化疗后出现感染、粒细胞缺

乏症、出血和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等方面有意义。

A165.难治复发急性髓系白血病表观遗传学药物联
合应用并联合化疗疗效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李红华 靖彧 窦丽萍 赵瑜

李文君 李艳芬 姚子龙 贾明宇 石亚男 李猛 李

艳 陈晶 于力

目的 探索尝试两种表观遗传学药物联合化疗的新方

案并评估疗效。方法 从2016年8月起对我院12例难治复

发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尝试联合应用表观遗传学药物：去甲

基化药物地西他滨和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西达本胺再

联合CAG方案进行治疗，具体为：西达本胺 30 mg每周 2次

口服，化疗前 2~3 d开始，每疗程服两周；地西他滨 20 mg/m2

静滴第1~5天，阿柔吡星20 mg静滴第1~5天，G-CSF 300 μg

皮下注射第 0天到中性粒细胞恢复。结果 12例患者包括

男7例，女5例，中位年龄43（16~73）岁，复发3例，难治9例，

6 例达到 CR/CRi，这 6 例有效的患者中有 3 例之前用过

DCAG 方案未达 CR 或者出现复发，加用西达本胺后达到

CR；中位随访6（2~23）个月，1例缓解后接受移植治疗，现移

植后9个月余无病存活。结论 表观遗传学药物联合化疗，

是目前治疗难治复发急性髓系白血病比较有效的方案，在应

用去甲基化药物地西他滨的基础上再联用组蛋白去乙酰化

酶抑制剂西达本胺，可能协同抗白血病作用增加疗效。

A166.LUZP1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临床意义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胡利君 徐理华 刘丹 汪

涯雅 李海明 覃鹏飞 谭获 黄振倩

目的 探讨亮氨酸拉链蛋白 1（LUZP1）mRNA在AML

患者中的表达状况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检测 9 例初诊

AML 患者与 16 名健康成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LUZP1

mRNA的表达量，分析两组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检测 58例

初诊AML患者骨髓单个核细胞中LUZP1 mRNA的表达量，

分析 LUZP1 mRNA 表达水平与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的关

系。结果 与健康对照（中位表达值 0.024，范围：0.003~

0.038）相比，AML患者LUZP1 mRNA表达水平下调（中位表

达值0.006，范围：0.001~0.021；P=0.032）。在58例初诊AML

患者中，男性 LUZP1 mRNA 表达水平高于女性(P=0.034)。

与LUZP1 mRNA低表达的患者相比，LUZP1 mRNA高表达

的患者总生存期延长（P<0.05）。结论 LUZP1可能作为一

种抑癌基因在AML的发生或发展中发挥作用。初诊AML

患者 LUZP1 表达水平与性别有关，男性患者表达较高；并

且，LUZP1 mRNA表达水平可能是影响AML患者总生存期

的独立预后因素。

A167.HMGCS1通过MAPK通路调节AML细胞的
增殖、凋亡与耐药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李珏 周城 赵俩 梁慧 曾辉

目的 探讨 HMGCS1 是否通过 MAPK 通路调节 AML

的增殖、凋亡与耐药。方法 收集初治、缓解和难治/复发成

人 AML 的骨髓样本，用正常成人的造血干细胞作为对照。

用蛋白免疫印迹、qRT-PCR的方法比较HMGCS1在AML患

者中的表达情况。用慢病毒转染和Crispr/Cas 9的方法，在

AML 细胞株（HL-60、THP-1）中过表达和敲除 HMGCS1 基

因，同时在野生型AML细胞株中加用HMGCS1抑制剂，然

后通过CCK-8分析经过处理的AML细胞增殖的变化，通过

流式分析其对AML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的影响，以及对化

疗药物阿霉素敏感性的差异，最后通过蛋白免疫印迹的方法

检测MAPK通路中MERK/P-MERK、ERK/P-ERK表达的差

异。结果 HMGCS1在AML中表达显著高于正常人群，且

在难治/复发组显著高于缓解组。在AML细胞株中过表达

HMGCS1可激活MAPK通路中的P-MERK、P-ERK，从而影

响 AML 的增殖、凋亡及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因此

HMGCS1对AML增殖、凋亡与耐药的影响可能与MAPK通

路有关。结论 HMGCS1 的表达可能影响 AML 的增殖与

耐药，这种作用很可能是通过激活 MAPK 通路中的 P-

MERK、P-ERK来实现的，因此HMGCS1可能成为难治/复发

AML 潜在的治疗靶点。我们的研究有可能为难治/复发

AML的靶向治疗提供新的策略。

A168.单中心MAE方案诱导治疗儿童急性髓系白
血病合并症及疗效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陈晓燕 阮敏 竺晓凡

目的 回顾性分析MAE方案诱导治疗儿童急性髓系白

血病（AML)合并症及短期疗效。方法 总结 2009年 9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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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12月我院 170例采用米托蒽醌、阿糖胞苷联合依托

泊苷（MAE)方案诱导治疗AML患儿临床资料，分析合并症、

短期疗效。结果 男女比例为 1.3∶1。中位年龄 7.5(1~15)

岁。初诊 WBC 29.52×109/L（0.77~351×109/L)。M0 2 例，M2

24 例，M4 2 例，M5 48 例，M6 3 例，M7 7 例，AML 伴 t（8；21）

（q22；q22）69 例，AML 伴 inv（16）（p13.1q22）15 例。化疗中

位时间11.3(6~12) d。粒缺中位时间23.0(1~47)d。并发症中

感染占 80.0%（136/170）。其中肺部感染占 52.2%(70/136)，

肠道感染 37.5%(51/136)，口腔炎 27.2%（37/136），血流感染

14.0%（19/136），上呼吸道感染 17.6%（24/136），皮肤软组织

感染 8.0%（11/136），肛周感染 7.4%（10/136），导管相关感染

4.4%（6/136），真菌感染 19.9%（27/136）。腹泻 28.8%（49/

170）。药物性肝炎 16.3%（26/170）。出血 12.9%（22/170）。

初诊WBC>4×109/L组（87.1%，148/170)、≤4×109/L组（12.9%，

22/170）粒缺时间分别为22.3、27.0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4)，感染率分别为 79.7%（118/148）、81.8%（18/22），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819)。诊断时伴粒缺（20.1%，35/170）、

化疗 8 d 内粒缺（45.3%，77/170）、8 d 以上粒缺（34.1%，58/

170)三组，粒缺时间分别为 30.8、23.5、17.5 d，差异具统计学

意义（P=0.000)；感染率分别为 71.4%（25/35）、87.0（67/77）、

75.9%（44/5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1）。失访4例，166

例患儿完全缓解（CR）率 80.1%（133/166），部分缓解率 4.2%

（7/166），未缓解率8.4%（14/166），治疗相关死亡率7.2%（12/

166）。结论 我中心MAE方案治疗儿童AML合并症以感

染为主。粒缺出现时间早、初诊WBC水平低，其粒缺持续时

间长。治疗死亡原因以感染为主。

A169.RASD1基因过表达慢病毒载体的构建及鉴定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血液病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卢润青 吴利新 周亚

兰 李金兰 阮国瑞 黄晓军

目的 构建RAS相关蛋白 1（RASD1）过表达慢病毒载

体，建立稳定转染的细胞株，为研究RASD1在B-ALL病理

机制中的生物学作用奠定基础。方法 合成RASD1基因全

长片段，并克隆到载体 GV358（Ubi- MCS- 3FLAG- SV40-

EGFP-IRES-puromycin）构建重组载体，将重组载体与pHelp-

er1.0 和 pHelper2.0 共转染 293T 细胞进行病毒包装，收集浓

缩病毒颗粒。将所得病毒颗粒感染 293T细胞，利用嘌呤霉

素进行药筛滴度测定。将得到所需的病毒液LV-RASD1-OE

感染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系Nalm6细胞，并通过嘌呤

霉素筛选出稳定感染的细胞株。倒置荧光显微镜观察Na-

lm6细胞中绿色荧光蛋白（GFP）的表达，实时定量PCR检测

RASD1的表达水平。结果 测序结果证明成功构建重组质

粒，并成功包装慢病毒，LV-RASD1-OE病毒滴度为1×109TU/

ml，对照病毒LV-NC病毒滴度为 1×109TU/ml。所得病毒液

感染Nalm6细胞并筛选出稳转细胞株Nalm6-RASD1-OE和

Nalm6-RASD1-NC。倒置荧光显微镜下可见绿色荧光蛋白

表达，实时定量PCR进一步验证人ALL细胞Nalm6感染LV-

RASD1-OE 后 RASD1 表达水平比感染 LV-NC 组显著增高

（P<0.05）。结论 成功构建RASD1过表达慢病毒载体，并

获得稳定表达该载体的Nalm-6细胞，为后续研究RASD1在

B-ALL病理机制中的生物学作用奠定了基础。

A170.靶向增殖性溶瘤腺病毒 SG611-PDCD5与柔
红霉素在人白血病细胞系中的协同抗肿瘤作用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2.第二军医大

东方肝胆外科医院病毒和基因治疗中心；3.北大清华生命科

学中心 周亚兰 1 姚秋妹 1 周娇 1 常艳 1 李金兰 1 王

亚哲 1 钱其军 2 吴红平 2 陈育红 1 刘艳荣 1 黄晓军 1,3

阮国瑞 1

目的 探讨携带程序性细胞死亡因子5(PDCD5)的三重

调节性溶瘤腺病毒SG611-PDCD5联合低剂量柔红霉素在白

血病细胞中的抗肿瘤作用。方法 以不同浓度梯度的药物

或（和）不同感染复数(MOI)的病毒液作用于白血病细胞，采

用CCK-8方法检测细胞活力，流式细胞术及TUNEL试剂盒

分别检测活细胞及裸鼠异种移植肿瘤组织中的细胞凋亡情

况。结果 Chou-talalay 分析表明 SG611-PDCD5 和低剂量

柔红霉素对K562细胞具有协同抗增殖作用。当增殖抑制率

大于0.50时，Combination index (CI)小于1，表明在这些情况

下对K562细胞具有协同作用；当增殖抑制率大于 0.1时，联

合用药组柔红霉素的Dose reduction index (DRI)大于1，表明

当两者结合时，柔红霉素的剂量在大多数情况下可降低。在

MEG-01、KG-1a、HL-60、SUP-B15、BV-173中也观察到相似

的结果。流式细胞术分析表明两者联合作用对肿瘤细胞的

促凋亡作用更强。在K562细胞异种移植裸鼠模型中，对照

组、柔红霉素组、SG611-PDCD5 组和柔红霉素联合 SG611-

PDCD5 治疗组在第 10 天的肿瘤大小分别为（170.1±47.8）、

（111.9±81.1）、（60.7±12.3）、（33.2±17.5）mm³。TUNEL 检测

显示 SG611- PDCD5 加柔红霉素组凋亡细胞显著高于

SG611-PDCD5 或柔红霉素组（凋亡细胞个数/视野分别为

25.00±0.82，12.67±2.05，7.67±2.49；P<0.05）。结论 SG611-

PDCD5和柔红霉素的联合应用可能成为一种增强化疗敏感

性、进而减低柔红霉素的用量、降低柔红霉素在白血病治疗

中的剂量相关毒性的联合化疗策略。

A171.RO3280在治疗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
作用机制的研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张国君 陈念慈 张彩霞

魏雪婷

目的 检测 PLK1 在成人 ALL 中的表达及其抑制剂

RO3280对ALL细胞系增殖、凋亡及细胞周期的影响。方法

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PLK1蛋白在ALL患者与正常人或

血小板减少症患者中表达的差异；采用CCK-8法检测PLK1

抑制剂RO3280对ALL细胞增殖的影响，计算半数抑制浓度

IC50；应用摄像显微镜观察不同浓度、时间下 RO3280 对

ALL 细胞形态的影响；应用 Annexin Ⅴ-FITC/PI 法及 PI 单

染法检测 RO3280 对 ALL 细胞凋亡及周期的影响；采用

Western blot检测不同浓度、不同作用时间下，细胞凋亡相关

蛋白及周期相关蛋白表达量的变化。结果 ALL患者PLK1

蛋白与正常人或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相比表达量升高；

RO3280 能抑制细胞增殖，并且呈时间和浓度依赖性；48 h

时，RO3280在BALL-1、SUP-B15、HUT78、CCRF-CEM四种

细胞系中的 IC50 分别为 20.899~70.618、24.035~56.831、

13.686~38.294、4.200~6.394 nmol/L；RO3280 可引起细胞形

态改变，随着浓度增大及时间延长，细胞逐渐肿胀、皱缩、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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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RO3280作用 24 h后，BALL-1、SUP-B15、HUT78、CCRF-

CEM凋亡率均升高（P<0.05），并引起凋亡相关蛋白表达量

升高；RO3280 作用 24 h 后，BALL- 1、SUP- B15、HUT78、

CCRF-CEM G2/M期比率增加（P<0.05），并引起G2/M期相关

蛋白表达量变化。结论 PLK1在ALL发病中可能起着重

要作用；PLK1抑制剂RO3280可抑制ALL细胞系增殖，且抑

制作用呈剂量、时间依赖性；PLK1抑制剂RO3280可促进细

胞凋亡、诱导G2/M期阻滞，并引起相关蛋白表达量升高。

A172.新型BTK抑制剂AC0010协同高三尖杉酯碱
抗白血病作用研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黄淑娟 金洁

目的 探讨新型的国产BTK抑制剂AC0010对AML细

胞的作用及作用机制。方法 实验方法包括荧光定量

PCR、MTT、流式细胞术、蛋白免疫印迹、RNAi、白血病NSG

小鼠模型等。结果 证实AC0010可以抑制AML细胞增殖

及其克隆形成能力，诱导细胞凋亡，并在AML细胞中捕获细

胞周期，特别是对携带FLT3-ITD突变的细胞敏感。同时也

证实了相同浓度的AC0010比 ibrutinib抑制AML细胞增更

敏感。在机制上，证明AC0010不仅可以靶向磷酸BTK，还

表现出较强的下调 PI3K及其下游从而双向抑制BCR信号

通路。此外，观察到 AC0010 可以抑制 FLT3-ITD 突变的

AML 细胞中 p-FLT3 和下游 p-STAT5 的表达。值得注意的

是，我们的研究首次从体外和体内数据证明了AC0010可以

与天然植物高三尖杉酯碱（HHT）协同作用，并对其机制作出

初步研究。结论 AC0010在治疗AML患者方面可能是一

种很有前途的药物，并可与HHT协同增效。

A173.地西他滨联合小剂量CAG方案治疗初诊急性
髓系白血病疗效及预后因素分析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王炎 王鲁群

目的 观察地西他滨（DAC）联合小剂量CAG作为诱导

方案治疗初诊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疗效及预后因素。

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1年 4月-2017年 12月收治的 47

例DAC联合小剂量CAG化疗作为诱导方案治疗初诊AML

患者住院资料，评估其疗效并进行预后相关因素分析。

结果 47 例患者总缓解率（ORR）为 91.5%，完全缓解（CR）

31例（66.0%）。47例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及总生存

期（OS）分别为 15.0（0~52.0）个月、15.5（3.1~52.0）个月。主

要不良反应为Ⅲ~Ⅳ度骨髓抑制 47例（100%），上呼吸道感

染6例（12.8%），肺部感染9例（19.1%），Ⅰ~Ⅱ度肝功能异常

4例（8.5%），肛周感染2例（4.3%）。应用χ2检验或Fisher确切

概率法，提示不同 FAB 分型在 CR（P=0.016）及 ORR（P=

0.011）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DAC 联合小剂量

CAG作为诱导缓解化疗方案对初诊AML疗效确切，不良反

应可控。FAB分型是影响化疗疗效的主要因素。

A174.慢性髓性白血病非驱动基因的检测与临床分期
中日友好医院 李振玲 高丽 唐寅 张辉 张春霞 陈

艳荣 黄泛舟 龚明 高亚玥 马一盖

目的 观察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患者慢性期、加速

期/急变期造血相关基因突变的发生频率及其临床意义。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年 8月至 2018年 3月中日友好医院

血液科门诊及住院确诊的CML患者121例，其中，初诊慢性

期69例，慢性期治疗后BCR/ABL1阴性者40例，加速期或急

变期 12例。应用荧光定量PCR方法对CML患者骨髓标本

进行BCR/ABL1融合基因（p190、p210以及p230）定量检测；

同时应用特异性引物对造血肿瘤相关基因进行 PCR扩增，

进而通过Sanger测序法（双向测序）进行测序分析；所检测基

因包括：JAK2、CALR、MPL、SETBP1、U2AF1、CSF3R、CBL、

TET2、ASXL1、IDH1、IDH2、EZH2、SRSF2、TP53、GATA2、

ZRSR2、KIT、NRAS、SF3B1、ABL1、IKZF1、ETV6、DN-

MT3A、RUNX1。结果 在 69 例初诊慢性期患者中，18 例

(26.09%)患者检出 BCR/ABL1 以外的造血相关基因突变

（TET2 突变 8 例，SF3B1 及 ASXL1 突变各 4 例，SETBP1、

SRSF2、U2AF1、ZRSR2、TP53、DNMT3A、CALR 突变各

1例）；12例加速期及急变期患者中，8例(66.67%)检出BCR/

ABL1以外的造血相关基因突变（ASXL1突变 3例，TP53突

变 2 例 ，RUNX1、IDH2、SRSF2、GATA2、IKZF1、EZH2、

NRAS突变各 1例），两组患者有显著性差异（P=0.022）。14

例初诊慢性期患者行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显示全部患者仅

存在Ph染色体，5例加速或急变期患者行染色体核型分析，

除存在 Ph 染色体外，均有附加染色体异常（P<0.001）。此

外，40例CML慢性期治疗后分子生物学缓解的患者所检测

基因突变均阴性。结论 在CML患者中，与慢性期相比，加

速期及急变期常出现 Ph 以外的附加染色体异常，且 BCR/

ABL1以外的造血肿瘤相关基因突变发生频率增加。因此

附加染色体以及其他造血相关基因突变有可能作为CML分

期及疗效评价、预后评估的指标。

A175.急性髓系白血病骨髓脂肪细胞形态学重塑的
机制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杨少新 路伟 赵翀

魏艳玉 刘佳丽 石军

目的 从钙通道TRPV4的角度进一步探讨GDF15调控

骨髓脂肪细胞重塑的机制。方法与结果 ①通过 Western

blot 和 RT-qPCR 技术发现 GDF15 可以调控骨髓脂肪细胞

TRPV4的表达；②体外 transwell实验、中和抗体实验进一步

发现白血病细胞分泌的 GDF15 通过 TRPV4 调节骨髓脂肪

细胞重塑，并在肥胖C57/BL6小鼠中验证了该现象的存在；

③通过特异性抑制实验发现白血病细胞分泌的GDF15与骨

髓脂肪细胞 TGFβRII 结合，进而激活 PI3K/AKT 途径；④利

用RNA-Seq技术发现转录因子 FOXC1介导了GDF15因子

对骨髓脂肪细胞TRPV4表达的抑制作用，从而引起骨髓脂

肪细胞的形态学重塑。结论 白血病细胞分泌的GDF15通

过调控骨髓脂肪细胞中转录因子 FOXC1来抑制TRPV4的

表达，从而促进脂肪细胞的脂解作用，该过程释放的游离脂

肪酸为白血病细胞生长提供能量支持。

A176.基于GC-MS的慢性髓性白血病诊断及疗效
评价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苏州大学造血干细胞移植研究

所；3.江苏省血液研究所 杨冰玉 1,2,3 李晓莉 1,3 姚遥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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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畅 1,3 陈苏宁 1,3 吴小津 1,3 吴德沛 1,2,3

目的 应用基于气相色谱-质谱联用（GC-MS）的代谢组

学方法对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患者血浆进行代谢轮廓分

析，寻找与疾病相关的潜在标志物，进一步分析与酪氨酸激

酶抑制剂(TKI)治疗相关的代谢物变化，探讨与疗效相关的

差异代谢物。方法 选取初诊的26例CML患者，及26例健

康人作为健康对照，另取52例经过一代TKI治疗的CML患

者作为治疗后对照（试验组）。此外，随机选取 194 例经过

TKI 治疗的 CML 患者作为外部验证组。应用 GC-MS 方法

对各组血浆样本中内源性小分子代谢物进行全面检测，结合

模式识别分析方法及 t检验筛选差异代谢物，通过受试者工

作曲线（ROC）分析，评价差异代谢物临床效能。结果 健康

人及初诊CML患者血浆代谢表型明显不同，与健康对照组

比较，CML组有6个血浆代谢物表现出显著差异，包括肉豆

蔻酸、甘油、肌醇、半乳糖、乳酸及甘氨酸。经过TKI治疗后，

肉豆蔻酸及甘油仅在治疗成功组有明显的变化，并在不同疗

效组表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提示这2个代谢物与TKI疗效

关系密切，为潜在的疗效标志物。结论 CML患者血浆中

代谢物水平出现显著变化，可能与 CML 疾病发生密切相

关。经TKI治疗后，肉豆蔻酸及甘油改变可能与疗效相关，

包括肉豆蔻酸和甘油在内的生物标志物组合可能有助于监

测TKI的疗效。基于GC-MS的代谢组学技术可成为进一步

研究CML诊断和治疗效果评价的重要补充手段。

A177.伴MLL基因融合白血病的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王振华 董玉君 王莉红 梁赜隐

尹玥 许蔚林 王倩 李渊 王清云 王茫桔 欧晋平

王文生 邱志祥 岑溪南 任汉云

目的 研究伴 MLL（mixed lineage leukemia）基因异常

白血病的发病率及临床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单中心近

五年来所有住院急性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筛选采用多重

RT-PCR方法检测出MLL基因异常的患者，收集临床和预后

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2013年 1月到 2018年 1月间我院收

治的初发急性白血病 223例（ALL 72例, AML 151例），其中

MLL相关白血病患者资料完整的 16例（ALL 3例，AML 13

例）。MLL相关白血病占ALL的4.2 %，占AML的8.6%。16

例患者经过 2个疗程诱导化疗后达到完全缓解的只有 7例

（CR率43.8%）。11例患者进行了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

其中7例为单倍型移植，3例为同胞全相合移植，另外1例为

双份脐血移植。16例患者随访4~51个月，中位随访时间17

个月，期间 9例患者死亡。16例患者的生存分析结果显示，

这组患者的 3年总生存率仅约 40%，无进展生存率约 30%。

结论 伴MLL基因异常的白血病对传统化疗反应不良，易

复发，已成为疾病预后不良的标志，异基因移植有可能改善

其预后。

A178.地西他滨化疗方案与标准诱导化疗方案治疗
88例老年初发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疗效、安全性和
卫生经济学指标比较的研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张楠晨 龚玉萍

目的 比较分析含地西他滨的化疗方案及标准诱导化

疗方案治疗老年(≥60岁)初发AML患者的疗效、不良反应和

卫生经济学指标等。方法 收集 2010年 5月 1日至 2017年

12月 1日华西医院收治的老年初发AML患者(标准诱导化

疗方案57例，含地西他滨化疗方案31例)，分析两方案1个疗

程疗效等指标。结果 ①1个疗程CR率比较：地西他滨组

CR率为41.9%，高于标准诱导组(35.1%)，但P=0.646。②AML

危险分层：低危组患者中，地西他滨组CR率为 47.1%，标准

诱导组为 39.1%；在中高危组中，地西他滨疗效不显著。

③MDS突变基因：在DNMT3a突变阳性组,地西他滨组和标

准诱导组CR率分别为50.0%、40.0%；在CEBPa突变阳性组，

两组CR率分别为 75.0%、44.4%；在TET2突变阳性组，两组

CR 率分别为 72.7%、37.5%；在 FLT3-ITD 突变阳性组，两组

CR 率分别为 25.0%、40.0%；在 NPM1 突变阳性组中，两组

CR率分别为 28.6%、57.1%，表明当DNMT3a、CEBPa、TET2

突变阳性时，地西他滨组CR率较高，FLT3-ITD、NPM1突变

阳性时，地西他滨组CR率较低。④骨髓抑制比较：地西他滨

组化疗后 HGB、WBC、PLT 达到低谷期时间分别是（11.0±

4.6）、（12.0±6.1）、（10.5±7.0）d，处于低谷期时间分别是(19.0±

17.9)、(9.5±9.9)、(9.0±13.9)d，恢复时间分别为(30.0±19.9)、

(20.2±11.2)、(24.0±13.9)d，与标准诱导组相比其骨髓抑制发

生缓慢，抑制期短。地西他滨组输注红细胞悬液总数及使

用粒细胞刺激因子总量稍少，标准诱导组输注血小板总数

稍少。⑤并发症：标准诱导组肺部感染发生率为 78.9%，高

于地西他滨组的 59.3%(P=0.003)；标准诱导组出现发热、肝

功能损害、出血、胃肠道反应分别为 50.0%、28.0%、62.0%、

68.0%，地西他滨组分别为 37.0%、22.2%、48.1%、63.0%。

⑥住院时间、费用：标准诱导组平均住院时间(55.3±27.1)d，

平均住院费用 (82120.2 ± 51810.0)元；地西他滨组分别为

(51.7±17.0)d、(78960.1±55575.8)元。结论 地西他滨治疗老

年初发AML与标准诱导化疗方案相比，CR率稍高，不良反

应少，耐受性好，住院时间短，住院费用少，对老年AML患者

有优势。

A179.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并发症护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朱红平

目的 总结我科近两年20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

进行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治疗后发生并发症的临床

护理经验。方法 并发症的护理：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的护

理、感染的预防及护理、肿瘤溶解综合征的护理、神经毒性的

护理、过敏反应、心理护理。结果 20例患者，CAR-T细胞

治疗后，17例患者缓解好转出院，1例患者放弃治疗出院，2

例死亡。结论 及时、有效地预防和护理并发症，可以使

CAR-T细胞治疗的风险降到最低。

A180.地塞米松诱导的RAS相关蛋白 1在成人急性
B淋巴细胞白血病中的转录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血液病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卢润青 吴利新 周亚

兰 李金兰 江浩 江倩 江滨 张晓辉 许兰平 刘开

彦 阮国瑞 黄晓军

目的 研究地塞米松诱导的RAS相关蛋白 1（RASD1）

在成人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患者骨髓单个核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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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中的转录水平，并初步探索其临床意义。方法 应用

TaqMan探针实时定量PCR方法检测236例成人B-ALL患者

和 40例健康人对照骨髓单个核细胞RASD1基因的转录本

水平。结果 RASD1在236例初诊成人B-ALL骨髓细胞中

的转录水平（中位数62.77 %；范围0.17%~2822.33%）显著高

于 40例健康人对照（中位数 7.59%；范围 0.46%~38.66%；P<

0.001）。ROC 曲线显示 RASD1 诊断 B-ALL 的曲线下面积

（AUC）为 0.88（95%置信区间 0.85~0.92；P<0.001），最大约

登指数对应的RASD1转录水平为 17.44%。以此为阈值，则

RASD1在初诊B-ALL 中的过表达率为 82.63%。此外，其在

214 份完全缓解的 B-ALL 骨髓标本中的转录水平（中位值

3.71%，范围 0.01%~178.16%）显著低于初诊 B-ALL 骨髓标

本（中位数62.77 %；范围0.17%~2822.33%，P<0.001）。在21

份复发难治的 B- ALL 骨髓标本中的转录水平（中位数

36.59%；范围 1.74%~331.68%）均显著高于健康人对照和完

全缓解的B-ALL骨髓标本（P值均<0.001）。结论 我们前

期通过表达谱芯片发现 RASD1 的转录水平在成人 B-ALL

和健康人骨髓单个核细胞中存在显著的表达差异。本研究

应用RQ-PCR方法发现RASD1在初诊成人B-ALL骨髓单个

核细胞中的转录水平异常增高，并与 B-ALL 临床病程相

关。其在B-ALL病理机制中的生物学作用和潜在的分子机

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A181.次要组织相容性抗原HB1在成人急性B淋巴
细胞白血病中的转录水平及其临床意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血液病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卢润青 吴利新 周亚

兰 李金兰 江浩 江倩 江滨 张晓辉 许兰平 刘开

彦 阮国瑞 黄晓军

目的 研究次要组织相容性抗原HB1（HMHB1）在成人

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患者骨髓单个核细胞中的

转录水平，并初步探索其临床意义。方法 应用TaqMan探

针实时定量 PCR 方法检测 114 例成人 B-ALL 患者和 22 例

健康人对照骨髓单个核细胞 HMHB1 基因的转录本水平。

结果 HMHB1在114例初诊成人B-ALL骨髓细胞中的转录

水平（中位数7.77 %，范围0.01%~374.92%）显著高于22例健

康人对照组（0.26%，范围 0.09%~0.92%；P<0.001）。ROC曲

线显示 HMHB1 诊断 B-ALL 的曲线下面积（AUC）为 0.93

（95%置信区间 0.89~0.97；P<0.001），最大约登指数对应的

HMHB1转录水平为0.94%。以此为诊断阈值，则HMHB1在

初诊 B-ALL 中的过表达率为 85.96%。此外，其在 28 份完

全缓解的 B-ALL 骨髓细胞中的转录水平（中位值 0.13%，

范围 0.003% ~4.35%）显著低于初诊 B- ALL 组（中位数

7.77 %，范围0.01%~374.92%，P<0.05）。在7份复发的B-ALL

骨髓细胞中的转录水平（5.62%，范围1.11%~19.16%）均显著

高于健康人对照组和完全缓解的 B- ALL 组（P 值均 <

0.001）。结论 我们前期通过表达谱芯片发现HMHB1的转

录水平在成人B-ALL和健康人骨髓单个核细胞中存在显著

的表达差异。本研究进一步应用RQ-PCR方法发现HMHB1

在初诊成人 B-ALL 骨髓单个核细胞中的转录水平异常增

高，并与B-ALL临床病程相关。其在B-ALL病理机制中的

生物学作用和潜在的分子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A182.汉防己甲素辅助治疗难治/复发急性白血病的
初步临床研究
1.东南大学医学院；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3.常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4.苏北人民医院；5.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6.连云

港市第一人民医院；7.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甲 1 陈宝

安 2,1 顾伟英 3 谢晓宝 3 顾健 4 何斌 4 余亮 5 赵连利 6

钱军 7

目的 探究汉防己甲素辅助治疗难治/复发急性白血病

（M3除外）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收集 2015年 1月-2017

年12月江苏省6家三级甲等医院收治的难治/复发性急性白

血病患者资料。按照病例纳入标准，将其分为汉防己甲素

辅助标准化疗方案组（治疗组）和标准化疗方案组（对照

组）。治疗组化疗前先连续口服 5 d 汉防己甲素（4 mg/kg）

之后立即化疗；对照组即采用标准化疗方案。并于治疗第

2 周及 1 个疗程时分析两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结果 共

有 58 例纳入本次研究，其中治疗组 17 例和对照组 41 例。

治疗组中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未缓解(NR)病例分

别有 5、3和 9例，对照组中CR、PR、NR病例分别有 14、10和

17 例。两组总有效率（CR+PR）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不同性别患者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病程为 6~12个月时，两组间疗效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41）。两组间治疗前后骨髓白血病细

胞比例及外周血象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临床安全性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汉防己甲素对病程较短的难治复发急性白血病患者

（M3除外）辅助化疗效果更佳。与单纯化疗相比，在化疗时

加用汉防己甲素的临床疗效尚不能认为优于前者。

A183.基于 SERS免疫分析技术对白血病细胞和患
者标本中 P-糖蛋白的鉴别
1.东南大学医学院；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3.东南大学先

进光子学中心 王玉洁 1 陈宝安 2,1 宗慎飞 3 王著元 3

崔一平 3

目的 利用表面增强拉曼散射（SERS）技术探测白血病

K562/ADM细胞和患者全血样品中P-gp的表达水平，以提早

发现耐药患者。方法 本实验定性和定量分析了 K562/

ADM细胞的P-gp含量。同时收集30例血液标本（女17例，

男 13例；年龄>60岁 8例，年龄≤60岁 12例），平分为两组做

对照。A组为非耐药组[FCM检测P-gp：（4.42±2.32）%]；B组

为耐药组[FCM 检测 P-gp：(18.15±7.59)%]。然后将修饰了

CD45抗体的磁性纳米珠、修饰了P-gp抗体的SERS 纳米探

针和细胞/血液样品反应组成“夹心免疫复合物”。该“夹心

免疫复合物”可以被磁铁浓缩沉淀，再将其滴于玻片探测其

SERS信号。结果 SERS光谱在 1078 cm-1处出现的峰值强

度为样本信号。耐药的 K562/ADM 细胞的 SERS 信号强度

显著高于非耐药的K562 细胞。此外，随着K562/ADM细胞

浓度的减少，SERS信号强度也逐渐减弱。更重要的是B组

样本的SERS信号强度约为A组的5倍，表明该SERS技术可

适用于临床耐药分析。结论 本实验提出了一种基于SERS

免疫分析的方法，用于评价白血病P-gp的表达水平。该方

法具有特异性好、灵敏度高、样本消耗低、免疫测定重复性好

等优点。这些特点使 SERS免疫分析有望在将来在临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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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推广，用于白血病MDR诊断。

A184.CCLG-2008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髓外复发特征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陈晓娟 刘

晓明 郭晔 杨文钰 邹尧 陈玉梅 张丽 阮敏 刘

芳 竺晓凡

目的 分析应用CCLG-2008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ALL）发生单纯髓外白血病的临床特征。方法

2008年 4月至 2015年 4月在我中心应用CCLG-2008方案治

疗的初诊儿童ALL患儿，随访至2018年7月10日，对发生单

纯髓外白血病的患儿临床、分子生物学特征及预后等进行回

顾性分析。结果 入组939例ALL患儿，中位随访56个月，

201例(21.4%)患儿发生复发，其中 93.0%(187/201)为骨髓复

发。单纯髓外复发 14 例，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

(CNSL)7 例，睾丸白血病 (ITR)6 例和皮肤浸润 1 例。4 例

CNSL和 2例 ITR分别在治疗后 1、3、3、4、11、21个月发生骨

髓复发后死亡。余3例CNSL经过系统性治疗后获得缓解，

随访 9、50和 59个月仍存活。3例 ITR患儿获得缓解后随访

15、15、29个月存活，1例 ITR及皮肤浸润患儿放弃治疗后死

亡。12例复发后进行治疗患儿中，2例超早期复发(自诊断至

复发≤18个月)1例死亡，6例早期复发(自诊断至复发≤36个

月，但>18个月)4例死亡，4例晚期复发(自诊断至复发>36个

月)患儿中1例死亡。结论 应用CCLG-2008方案治疗儿童

ALL髓外复发率低，髓外复发合并骨髓复发后死亡率高，晚

期复发者预后较好，CNSL发生后易在早期发生骨髓复发，

ITR易在晚期发生骨髓复发。患儿发生髓外复发时加强系

统性治疗，避免骨髓复发是进一步提高疗效的关键。

A185.儿童B-ALL微小残留病监测指标的研究
1.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2.广州医科大学金域检验学院

王春丽 1 张静文 1,2 郑倩 1 唐艳青 1 李明敏 1 潘建华 1,2

目的 通过多参数流式细胞术（FCM）检测 375例初发

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的免疫表型特点，同时对检测

MRD的标志进行筛查，探讨B-ALL儿童治疗后利用多参数

FCM进行MRD监测的有效标记。方法 收集2015年5月-
2018年6月期间的儿童初发B-ALL患者未经治疗骨髓标本

375例，经流式免疫分型并对MRD监测指标进行筛选。另

选取非恶性血液病且含正常 B 系前体细胞的病例 20 例作

为阴性对照。经筛选的指标包括 CD58、CD38、CD123、

CD66c、CD73、CD97、CD13、CD33和CD200等，以能与正常

B 系前体细胞表达明显区别的免疫标志作为后续治疗后

MRD的检测标记。结果 ①375例儿童B-ALL经免疫分型

诊断为 Common-B-ALL（343 例）、Pre-B-ALL（16 例）和

Pro-B-ALL（16例），有合适筛选标记的例数分别为305、15和

10 例，筛选标记覆盖率达 88%（330/375）。②375 例儿童

B-ALL中筛选标记阳性率高低依次为CD66c（136例）、CD38

（122 例）、CD123（119 例）、CD58（105 例）、CD73（69 例）、

CD13（46 例）、CD97（36 例）、CD99（17 例）、CD45（13 例）、

CD33（10 例）、CD200（7 例）、CD24（7 例）、CD2（3 例）、NG2

（3例）。结论 大部分初发儿童B-ALL能检测到用于后续

MRD检测的有效标记，其中CD66c、CD38、CD123、CD58在

儿童 B-ALL 筛选指标中阳性率较高，可以作为 MRD 检测

的首选标记，适当联合其他指标可用于治疗后 MRD 的检

测，以提高B-ALL MRD检测的准确性。

A186.中国成人急性髓系白血病预后评分系统探索
武汉协和医院 周凡 都孟仪 刘林 郭涛 胡豫 梅恒

目的 验证NCCN指南、ELN指南在中国成人AML患

者中的适用性，探讨并建立适用中国特征的预后评分系统以

指导治疗。方法 收集118例中国成人AML患者的临床及

实验室检查资料，采用Cox回归分析、Kaplan-Meier生存分

析和 Log-rank检验等方法，根据 NCCN 2018.V1 指南、ELN

2017 指南对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结合并量化患者年龄、

AML类型、体力状态、染色体核型异常及NGS结果，分别建

立以OS和RFS为结局指标的适用于中国患者的预后评分系

统。结果 根据 NCCN 指南将患者分为 3 组：预后良好组

（17.8%）、预后中等组（62.7%）、预后不良组（19.5%），1年OS

率分别为38.1%、29.7%、43.5%。根据ELN指南分为3组：预

后良好组（18.6%）、预后中等组（64.5%）、预后不良组

（16.9%），1年OS率分别为 40.9%、31.6%、35.0%。上述预后

不良组 1年OS率均高于预后中等组，且大部分患者在预后

中等组，分组准确性欠佳。根据新OS预后评分系统分为 3

组：OS 良好组（28.8%）、OS 中等组（49.2%）、OS 不良组

（22.0%），1年OS率分别为44.1%、31.0%、26.9%；根据新RFS

预后评分系统分为 3 组：RFS 良好组（30.8%）、RFS 中等组

（43.6%）、RFS 不良组（25.6%），1 年 RFS 率分别为 37.5%、

35.3%、30.0%。新预后评分系统更能准确评估各组 1年OS

率和 1年RFS率。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国际公认的指南

并不能完全满足中国患者需求，故新纳入并量化年龄、AML

类型、体力状态、DNMT3A、TET2、RNA splicing等指标，形成

了一个基于中国患者的预后评分系统，提高预测准确性，更

准确地指导治疗。此外，随着基因测序技术的发展，越来越

多影响AML预后的基因不断被发现，有利于建立更准确的

预后评分系统指导治疗。

A187.难治/复发急性髓系白血病行造血干细
胞移植患者的生存分析
1.东南大学医学院；2.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林敏1 陈宝安2,1

目的 回顾性分析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及常州市第

一人民医院血液科过去10年内难治/复发急性髓系白血病行

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患者的生存情况，并进一步探讨其

独立的预后因素。方法 对 2006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7月

1日，收住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及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

液科的22例难治/复发AML行HSCT患者进行回顾性调查，

收集其年龄、性别、移植类型（全相合、半相合、脐血）、急慢

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诱导治疗次数、初发时WBC、发

病至HSCT时间间隔、预处理选择（MAC/RIC）、有无并发症

等。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患者的总生存期（OS）以及

各因素对患者 2 年 OS 率的影响；COX 回归模型分析难治/

复发 AML 行 HSCT 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结果 随访至

2017年 7月 1日入组患者 22例，其 1 年OS率为 45.5%，2年

OS 率为 31.8%；平均生存时间为 23.1 个月；中位生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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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2.0 个月。患者中，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是肺部感染

（10例），其次为复发及 aGVHD（各 4例）。术前诱导治疗次

数、aGVHD、初发时WBC是影响难治/复发AML行HSCT患

者的独立预后的因素（P=0.001、P=0.002、P=0.001）。结论

HSCT是难治/复发AML患者比较理想治疗方法，且患者预

后受术前诱导治疗次数、aGVHD、初发时WBC的影响。

A188.地西他滨联合MAC方案治疗复发难治性急
性髓系白血病11例
石家庄平安医院 张振会 谷贺 尹旭燕 李翠娜 陈

磊 李建英 梁春耕 吴维海

目的 地西他滨联合MAC方案治疗复发难治性AML

的临床疗效。方法 入组患者均为住院患者，诊断标准符合

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第4版 2018），同时符合复发难治性

AML标准（APL除外），年龄 29~66岁，男 6例，女 3例，给予

DAC+MAC方案化疗：地西他滨 10 mg 第 1~3 天，米托蒽醌

6 mg/m2，第 1、3、5、7天，阿糖胞苷 20 mg/m2第 1~14天，环磷

酰胺300 mg/m2第2、5天，根据血常规结果输注红细胞、血小

板，对症抗感染及营养支持治疗。结果 1 个疗程疗效评

价：CR 者 5 例（45.45%），PR 者 2 例（18.18%），4 例为 NR

（36.36%），总有效率为 63.63%，1例患者因感染而死亡，1例

中途放弃治疗，重症感染者 4 例，无明显肝肾不良反应。

结论 地西他滨联合MAC方案治疗复发难治性AML的临

床疗效较高，扩大样本量进一步观察。

A189.MNK1抑制剂CGP57380克服mTORC1抑制
剂引起的 eIF4E反馈性激活、协同杀伤T-ALL的作
用及机制研究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淋巴瘤中心；2.浙江大学血

液病研究所；3.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老年血液病诊

治中心 黄显博 1,2,3 杨春梅 1,2 韩青梅 1,2 叶琇锦 3 王蕾 1,2

钱文斌 1,2

目的 研究 mTORC1 抑制剂对 T-ALL 的抑制作用，

mTORC1抑制剂上调胞内 eIF4E磷酸化激活水平的相关机

制，MNK1抑制剂CGP57380与mTORC1抑制剂依维莫司的

协同抗T-ALL效应及分子机制。方法 MTT法分析细胞生

长增殖变化；Annexin Ⅴ/PI双染法流式细胞术检测凋亡；激

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细胞内 eIF4E 的激活情况；利用携带

mTOR和MNK1特异性 shRNA的慢病毒载体研究 eIF4E上

调及两药协同效应的相关机制；Western blot检测相关蛋白

表达改变。结果 ①mTORC1抑制剂雷帕霉素和依维莫司

单用抑制T-ALL细胞生长，但作用局限。②依维莫司可显著

上调T-ALL细胞p-eIF4E水平。③eIF4E反馈性激活与血清

中的生长因子及mTORC1下游 IGF-1/IGF-1R通路无明显关

联，但高浓度PI3K抑制剂LY294002可一定程度逆转 eIF4E

反馈性激活。④利用RNA干扰技术下调mTOR水平后，伴

随 eIF4E的磷酸化激活，但依维莫司作用后不能进一步激活

eIF4E，提示后者反馈性激活由 mTORC1 本身被抑制所引

起，与药物非特异性作用无关。⑤MNK1抑制剂CGP57380

单用能一定程度上抑制T-ALL细胞生长并诱导细胞凋亡，但

效果局限。⑥RNA干扰技术下调MNK1水平伴随 p-eIF4E

的下调，但后者不能完全逆转依维莫司诱导的 eIF4E反馈性

激活。⑦GCP57380联合依维莫司能有效逆转后者单用引起

的 eIF4E 磷酸化上调，协同抑制 T-ALL 细胞生长并诱导凋

亡。结论 mTORC1抑制可引起由MNK1介导、PI3K依赖

途径的 eIF4E 磷酸化激活；MNK1 抑制剂 GCP57380 与

mTORC1依维莫司联合能克服后者缺陷，协同杀伤T-ALL细

胞，为后续临床应用提供良好的理论依据和实验基础。

A190.地西他滨对靶向CD19的嵌合抗原受体T细
胞杀伤功能影响的实验研究
1.安徽省立医院；2.安徽医科大学；3.博生吉安科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李素君 1,2 王兴兵 1 康文瑶 3 徐慧 1 王祥 1,2

薛磊 1 朱薇波 1 刘欣 1 杨林 1

目的 探讨地西他滨对靶向CD19的嵌合抗原受体T细

胞（CAR-T 细胞）杀伤功能的影响及机制。方法 构建

CD19 特异性的 CAR 质粒，包装慢病毒，制备靶向 CD19 的

CAR-T细胞，流式细胞术测定CAR-T细胞转染效率。体外

培养B细胞来源的淋巴瘤细胞系Romas和Raji，分别用不同

浓度（0、5、10、50、100 和 500 nmol/L）的地西他滨处理 48 h

后，按不同效靶比加入CAR-T细胞或未转染的活化T细胞，

16 h后，流式细胞术检测Romas和Raji的活力。同时，利用

流式细胞术观察Romas和Raji细胞表面CD19抗原平均荧光

强度（MFI）的变化。结果 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地西他滨

可有效地增加靶向CD19的CAR-T细胞对Romas和Raji的

杀伤作用，而对未转染的活化 T 细胞的杀伤作用无明显影

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未用地西他滨处理的对照组

（0 nmol/L），低浓度的地西他滨（5、10、50 和 100 nmol/L）可

显著上调 Romas 和 Raji 细胞表面 CD19 抗原的 MFI（P<

0.05），且对细胞的活力无明显影响，而高浓度的地西他滨

（500 nmol/L）可直接杀伤 Romas 和 Raji 细胞，但 CD19 的

MFI明显下调（P<0.05）。结论 地西他滨可有效地增加靶

向CD19的CAR-T细胞的杀伤功能，低浓度时可能与其诱导

肿瘤细胞表面CD19抗原表达上调有关，高浓度时地西他滨

可直接杀伤肿瘤细胞。这一结果提示：加用地西他滨桥接治

疗，可能有助于进一步增强靶向CD19的CAR-T细胞疗效。

A191.靶向多种肿瘤相关抗原的自体肿瘤特异性T

细胞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临床研究
1.安徽省立医院；2.安徽医科大学 王兴兵 1 薛磊 1 胡艳 1

汪健 1 李晓晗 1,2 李素君 1,2 强萍 1 徐慧 1 邬祖霞 1 涂

美娟 1 朱薇波 1 刘欣 1

目的 对靶向多种肿瘤相关抗原（NY-ESO-1、MA-

GEA3、PRAME、Survivin和WT-1）的自体肿瘤相关抗原特异

性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TAA-CTL）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予以初步探讨。方法 抽取患者

外周血，培养DC并附载多种白血病相关抗原多肽，将DC与

自体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共培养，制备TAA-CTL，3~4周后回

输患者。入组的 13例患者均为中高危AML（非M3）。回输

TAA-CTL前，骨髓复发者2例、微小残留病阳性（MRD+）者3

例、未缓解者（髓外）1例，MRD阴性者7例；中位年龄53（30~

68）岁。流式细胞术检测TAA-CTL的表型特征，ELISpot检

测患者外周血TAA-CTL的活性。结果 每例患者接受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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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TAA-CTL回输，每次（1.04~8.42）×107个细胞/m2。除 1例

患者输注后出现高热伴呕吐外，余无明显的不良反应。用作

辅助治疗的 7例MRD-患者，目前仍为MRD-（7~36个月，随

访中，均未接受其他治疗）。2例由MRD-转为MRD+的患者，

经过TAA-CTL细胞治疗后，MRD均转为持续阴性（32个月

和34个月，随访中，均未接受其他治疗）。1例经多个疗程化

疗后MRD仍为阳性的患者，回输TAA-CTL前联合地西他滨

化疗，MRD转为阴性，但 5个月后患者复发，后接受多疗程

化疗未缓解，半年后死亡。2例复发患者中，经过TAA-CTL+

地西他滨联合CAG方案化疗后达到CR，后予以强化巩固治

疗，1例 6个月后复发，并于 8个月后死亡；另 1例 22个月后

再次MRD转阳，再次化疗后达MRD阴性。1例患者经过化

疗后骨髓达CR，但仍伴有肝脾明显肿大，考虑髓外浸润未缓

解，经过 2个疗程TAA-CTL+地西他滨治疗后，肝脏大小恢

复正常，脾脏肿大较前明显缩小。TAA-CTL表型以CD3+T

为主，且为表达效应记忆 T 细胞和中枢记忆 T 细胞。利用

ELISpot 实验动态检测患者外周血 SFC（斑点形成细胞）变

化，提示随着时间推移，SFC曲线逐渐升高，后逐渐回落，平

均最高峰发生在输注细胞后 2~3周，而原发病数月内复发，

持续不缓解患者SFC数量低，曲线低平。结论 靶向多种肿

瘤相关抗原的自体TAA-CTL治疗AML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并初步显示其临床疗效。其长期疗效、以及联合地西他滨等

化疗是否有助于进一步增强自体TAA-CTL的疗效等有待于

进一步研究。

A192.Febrile neutropaenia during induction ther-

apy of protocol CCLG- 2008 in childhoo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Center for Pediatric Blood Disease，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xperimental Hematology，Institute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s Hospital，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Sun Congcong, Chang

Lixian, Liu Chao, Zhang Li, Chen Yumei, Zhu Xiaofan

Objective Despite advancements in the treatment and

supportive care of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disorders, neutrope-

nia remains the major side effect of most antineoplastic regi-

mens. Infections occur frequently in neutropenic patients and

are associated with considerable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The

spectrum of infection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is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local epidemiology, the use of chemo-

prophylaxis, and the use of central venous catheters and other

medical devices. Further, we tried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

acteristics of febrile neutropaenia in children with acute leuke-

mia treated with chemotherapy, and to provide a basis for it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

lyzed the medical charts of 398 children treated for ALL under

the CCLG-2008 protocol in Center for Pediatric Blood Disease

of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s Hospital. The

best discriminator threshold was detected using the minimal P-

value approach. Comparisons between continuous variables

were performed using the Mann-Whitney U-test. Comparisons

between categorical variables were performed using c2 tests.

Multivariat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logistic binary re-

gression analysis.Results Median age at diagnosis was 5.0

(1.0-15.0) years old and the gender ratio (M ⁄ F) was 1.46. 187

patients developed febrile neutropenia during induction thera-

py and the incidence was 47%. 43.9% of all febrile neutrope-

nia attacks were fever of unknown origin. Among the rest of

the febrile neutropenia attacks, respiratory tract (43.9% ) was

the most common site of infection. We identified 26 (14.45%)

episodes of blood stream infections (BSIs) in 187 patients, in-

cluding 13(50.0% ) gram- positive bacterial infections, 12

(46.2%) gram-negative bacterial infections, and 1(3.8%) fun-

gal infections. By univariate analysis, it was found that age (P=

0.016), platelet count(P=0.002), risk group(P<0.001) and days

of neutrophils <0.5×109/L(P<0.001)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

ated with the incidence of febrile neutropaenia.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risk group (OR=2.532,95% CI 1.456-
4.403, P=0.001) and days of neutrophils <0.5 × 109/L (OR=

1.089, 95%CI 1.062-1.118,P<0.001) are independent prognos-

tic factors.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ROC curve showed that

there was an increased risk of fever when the number of days

with neutrophil <0.5 × 109/L more than 19.5 days.Conclusion

Febrile neutropaenia continues to be of concern in ALL pa-

tients undergoing intensive chemotherapy. The majority of epi-

sodes will not have an identifiable causative organism. Gram-

positive bacteria and Gram- negative bacteria were the most

common causative pathogens identified. Risk group and and

days of neutrophils <0.5×109/L a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

tors, and it was necessary to take timely measures to prevent in-

fection in children with high- risk group and children with a

lack of granulocytes for a long time.

A193.干扰能量代谢对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生物学
活性的影响
同济医院 刘通媛 李登举

目的 探讨干扰谷氨酰胺代谢和葡萄糖代谢对急性髓

系白血病（AML）细胞株SKM-1细胞的生物学特性的影响，

并分析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将 AML 细胞系 SKM-1

细胞作为研究对象，分别用不含谷氨酰胺的培养基进行“饥

饿”培养处理，或用谷氨酰胺酶1（GLS1）抑制剂BPTES干扰

SKM-1细胞代谢通路，进而联合阿糖胞苷共同处理SKM-1

细胞。谷氨酰胺饥饿处理SKM-1细胞后用基因芯片检测处

理前后相关基因变化情况，并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验证基

因芯片结果。选择基因芯片存在明显差异表达的金属蛋白

酶 (MT)家族中的 MT2A 为研究对象，下调其表达，观察

SKM-1细胞的增殖、凋亡情况。用不同浓度的二甲双胍作

用于SKM-1细胞，干扰葡萄糖代谢通路，二甲双胍进一步联

合阿糖胞苷或者联合“谷氨酰胺饥饿”处理方法作用于

SKM-1细胞，检测细胞增殖、凋亡情况以判断二者的协同作

用。检测相关处理后细胞内活性氧簇 (ROS)变化情况。

Western blot检测相关处理后凋亡通路 Caspase3、聚 ADP 核

糖聚合酶 (PARP)的蛋白表达水平。结果 谷氨酰胺饥饿培

养以及BPTES能够抑制SKM-1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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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阿糖胞苷后SKM-1细胞的凋亡率更高。谷氨酰胺饥饿后

部分金属硫蛋白(MT)家族基因表达上调。下调MT家族之

一的MT2A基因后，SKM-1细胞的增殖不受影响，但凋亡率

增加。二甲双胍促进SKM-1细胞凋亡，二甲双胍联合阿糖

胞苷作用于SKM-1细胞比单独处理组的凋亡率更高。谷氨

酰胺饥饿联合二甲双胍促进细胞凋亡，增加细胞ROS的表

达。凋亡通路Caspase3、PARP的表达水平均增加，且联合处

理组增加更显著。结论 ①谷氨酰胺代谢通路和葡萄糖代

谢通路都参与了AML生物学活性的调控，干预这两个代谢

通路可增强白血病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②谷氨酰胺

饥饿与二甲双胍联合具有协同抗白血病作用，其机制与影响

细胞内氧化呼吸作用增加ROS的产生有关。③金属硫蛋白

可能参与调控白血病细胞的谷氨酰胺代谢通路。

A194.儿童Ph样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意义分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张枫 左英熹 张乐萍

目的 研究儿童Ph样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者

的临床特点，为预后提供参考意义。方法 将2018年1月至

6月在我院就诊的50例B-ALL初治及复发患儿为研究对象，

所有病例均符合MICM检验标准，采集初次就诊骨髓标本送

检 Ph-like染色体 FISH检查，除外 Ph+、E2A-PBX1+及TEL-

AML1+患儿，根据检查结果分为Ph样基因重排阳性、CRLF-

2扩增阳性组及非Ph样组，分别记录三组患儿的性别、年龄、

起病时白细胞计数、诱导化疗后MRD水平。结果 用染色

体 FISH检查共检测出 Ph样组 7例，CRLF-2扩增组 6例，非

Ph样组16例，三组患儿起病时性别、年龄及白细胞计数均无

统计学差异，Ph样组诱导化疗后MRD水平显著高于CRLF-

2 扩增组及非 Ph 样组（P=0.005），而 CRLF-2 扩增组及非 Ph

样组MRD水平无统计学差异，提示Ph样组对常规化疗反应

不敏感。本 Ph 样组男孩共 5 例，女孩 2 例，最小患儿年龄

5岁，最大 17岁，较非Ph样组仍偏大，无统计学差异考虑可

能与样本数较少有关。7例患儿中复发2例，初治5例，其中

CRLF2重排 2例，JAK2重排 2例，ABL2重排 1例，PDGFRB

重排2例诱导化疗后均NR且死亡1例。结论 Ph样重排阳

性者属于高危亚型，常规化疗不敏感，预后较差，需引起重视

并寻找个体化治疗方案。CRLF2扩增阳性临床意义不大。

A195.白血病化疗患者家属对健康教育需求调查分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沈芩

目的 了解白血病化疗患者的家属在患者治疗期间对

健康教育的需求情况，为护士进行针对性的健康教育提供依

据。方法 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参与的原则，采用自行设计

的《白血病化疗患者家属健康教育需求调查问卷》，对 50名

接受化疗的白血病患者的家属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 共

发放问卷50 份，回收50份，有效问卷回收率100%。白血病

化疗患者的家属对入院宣教的总体需求得分为3.01分，对住

院期间健康教育知识的总体需求得分为3.36分，对出院后护

理知识的总体需求得分为 3.83分。其中，入院宣教方面，家

属对健康教育需求程度最高的内容是“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

及敬业精神”（3.80分），需求最低的内容是“血液病房环境，

规章制度介绍”（2.40分）。住院期间健康教育方面，家属需

求程度最高的内容是“饮食指导”（3.92分），需求最低的内容

是“化疗过程的每个时期家属的作用”（2.80分）。出院后护

理知识方面，家属需求程度最高的内容是“出院后感染的防

护”和“病情变化的处理”（均为4.00分），需求最低的内容是

“患者家庭关系的作用”（3.10分）。结论 白血病化疗患者

的家属对患者出院护理指导的需求较高，而对入院宣教的需

求相对较少。护士在对家属进行健康教育时，应根据家属对

各项知识的需求程度针对性地进行指导教育，并根据患者所

处的不同阶段适时调整健康教育的侧重点。

A196.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治疗老年恶性血液病患
者的安全性和临床疗效
1.苏州弘慈血液病医院；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3.江苏省

血液研究所 刘丹 1 胡晓慧 2,3 吴雅雪 2 霍丽 2,3 吴德沛 2,3

马骁 2,3

目的 探讨表达嵌合抗原受体的 T 淋巴细胞(CAR-T)

治疗老年(年龄>60 岁)恶性血液病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分析2016年3月至2017年10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接受CAR-T细胞的23例老年恶性血液病患者的临床资

料。结果 23例可评估不良反应的CAR-T细胞治疗中，共

计 17 例(73.9%)出现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其中 1 级

CRS 9例，中位发生时间为CAR-T细胞回输后3(1~5)d，中位

持续时间 5(2~11)d；2级CRS 5例，中位发生时间 2(1~5)d，中

位持续时间 5(2~11)d；3级CRS 3例，中位发生时间 1(1~3)d，

中位持续时间 9(5~17)d；CRS 患者予以对症支持和/或托珠

单抗和/或糖皮质激素等治疗后均好转。9例CAR-T细胞治

疗前处于未缓解(NR)状态患者经 CAR-T 细胞治疗后，5 例

(55.6%)达到完全缓解(CR)，3例达部分缓解(PR)，1例CAR-T

细胞治疗无效。14例CAR-T细胞治疗前处于CR状态患者，

2例于CAR-T细胞治疗后7.6和15.3个月复发；其余12例患

者经CAR-T细胞治疗后至截稿前一直处于CR状态，疗效维

持中位时间至少为 6.5(5.6~10.7)个月。结论 CAR-T 细胞

治疗老年恶性血液病患者，其初步疗效及安全性尚可，能作

为老年不适合传统治疗恶性血液病患者的替代治疗选择。

A197.靶向CD19的CAR-T细胞治疗高危难治的急
性混合细胞白血病一例
1.安徽省立医院;2.安徽医科大学 何彩霞 1,2 王兴兵 1 薛

磊 1 胡艳 1 徐慧 1 邬祖霞 1 涂美娟 1 朱薇波 1 刘欣 1

目的 报道 1 例靶向 CD19 的 CAR-T 细胞治疗高危难

治性急性髓系/B系混合细胞白血病（M/B-MPAL，非特指型）

的不良反应及临床疗效。方法 患者，女性，21岁，以“双下

肢疼痛”起病，在我院确诊为M/B-MPAL 非特指型，先后予

以 IAVP、Hyper-CVAD等多个方案化疗，均未达CR，末次化

疗后骨髓 MRD 示异常幼稚细胞表达 CD19（占幼稚细胞的

81%），后抽取患者外周血制备靶向CD19的CAR-T细胞，回

输前予以FC方案预处理（FLU 30 mg/m2第 1~3天，CTX 300

mg/m2第1~3天）。预处理结束24 h后，输注CD19-CAR-T细

胞（总数7.26×108）。结果 输注后4 h后患者开始出现反复

发热，最高体温41 ℃，同时伴有胸闷、胸痛症状，CRP和血清

铁蛋白明显升高和凝血功能异常，肺部CT提示肺部炎症及

胸腔积液，考虑患者存在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予以非甾体

类药物退热、防治感染等对症支持治疗，症状缓解不明显，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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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输注后第 9天出现血压下降、血氧饱和度下降、胸闷胸痛

加重、高热等，予以注托珠单抗应用后好转。输注后第20天

复查骨髓细胞学提示完全缓解，MRD转为阴性。后门诊随

访，准备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但因经费原因一直

未予进行。输注后第 82天复查骨髓细胞学提示复发，免疫

分型发现 16.4% 的 CD19 阴性的异常髓系幼稚细胞伴

CyCD79a表达异常。同时伴全身多处皮肤结节，皮肤活检

病理提示髓系肉瘤；考虑髓外复发。后予以 IAVP、FLAG方

案、地西他滨联合MA等方案化疗，均未缓解，住院过程中出

现口角歪斜，行腰穿脑脊液检查提示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

给予鞘内注射化疗药物治疗。患者末次化疗后出现严重的

骨髓抑制伴重症感染，于复发后半年死于颅内出血。结论

CD19-CAR-T细胞是治疗高危难治性CD19阳性的急性混合

细胞白血病的一种有效手段。尽管CAR-T细胞治疗CD19

阳性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完全缓解率较高，但仍存在缓解持

续时间短、容易复发等问题，缓解后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可能是降低复发的一种有效策略。

A198.白细胞单采术辅助治疗 106例高白细胞白血
病的疗效观察和护理体会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万里

目的 探讨白细胞单采术辅助治疗高白细胞白血病的

疗效及护理措施。方法 对 106例高白细胞白血病患者进

行175例次白细胞单采治疗前后自身对照实验，采取以患者

为中心的个体化整体护理模式，鼓励患者以积极的心态配合

治疗。结果 经白细胞单采术及有效的护理，慢性髓性白血

病患者的外周血 WBC 由(243.86±76.43)×109/L 降至(69.15±

44.28) × 109/L，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的外周血 WBC 由

(156.44±56.27)×109/L 降至(71.51±54. 41)×109/L，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患者的外周血 WBC由(178.78 ±87.11)×109/L降至(

69.75±52.21)×109/L，治疗前后 WBC数量自身对照，其差异

均有显著性(P<0. 05)。结论 白细胞单采术是高白细胞白

血病有效的辅助治疗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应用，以患者为中

心的个体化整体护理为保证治疗的顺利进行起着重要作用。

A199.Effect of CT45 gene silencing in K562 leuke-

mia cells on the sensitive to Celastrol
1.The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xi Province；2.Key Biologic

Laboratory of Blood Tumor Cell of Jiangxi Province Ke Bo2,

Zhang Tingting1, Fu Huan1,2, Liu Tingting1,2, Li Anna1,2, Jin

Chenghao 1,2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CT45

gene on the sensitivity of Celastrol in K562 cells after siRNA

interference.Methods K562 leukemia cells were cultured

and infected with siRNA lentivirus targeted CT45 gene and

control lentivirus, respectively. K562- NC and K562- siCT45

stable expression cell lines were obtained and treated with

Celastrol, the apoptosis rates were detected by PE-Annexin-V/

7- AAD double staining. RT- 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per-

formed to analysi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apoptosis related

genes BAX, FLIP and XIAP and Actived- Caspase3 in K562-

NC and K562- siCT45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of

Celastrol. Results The apoptosis rate in K562- siCT45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K562-NC cells after treat-

ed with Celastrol,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XIAP and

FLIP genes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at in K562-NC cells.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Actived- Caspase3 protein in K562-

siCT45 cell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K562- NC

cells.Conclusions CT45 may be participates in the regula-

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FLIP and XIAP, thus affecting the

drug sensitivity of leukemic K562 cells to Celastrol.

A200.阿糖胞苷剂量对初治急性髓系白血病诱导化
疗中胃肠道毒性的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合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赵邢力 金

京京 张俊萍 魏辉 王迎 林冬 刘兵城 周春林 刘

凯奇 宫本法 魏述宁 张广吉 刘云涛 弓晓媛 李

艳 顾润夏 秘营昌 王建祥

目的 分析初治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接受含有

标准剂量/中剂量阿糖胞苷的诱导方案化疗时，胃肠道毒性

反应发生率及持续时间的差异。方法 前瞻性分析我中心

2017年6月-2018年5月期间收治的106例初治成人AML患

者的病例资料，以DNR+Ara-C方案进行诱导化疗，按照阿糖

胞苷剂量不同，随机分为标准剂量阿糖胞苷组（48例）及中

剂量阿糖胞苷组（58例），分析统计整体及不同分组间患者

胃肠道毒性（恶心、呕吐、腹泻、便秘、食欲减低）的发生率及

持续时间差异。结果 106患者中，男∶女为 0.96∶1，中位年

龄 40（16~54）岁，整体胃肠道毒性(Ⅰ~Ⅲ级，无Ⅳ级不良反

应)发生率为90.6%（恶心66.0%、呕吐48.1%、腹泻38.7%、便

秘 56.6%、食欲减低 75.5%），其中Ⅰ级胃肠道毒性发生率为

78.3%（恶心 34.9%、呕吐 37.7%、腹泻 17.9%、便秘 42.5%、食

欲减低 25.5%）；Ⅱ级胃肠道毒性发生率为 47.1%（恶心

28.3% 、呕吐 8.5% 、腹泻 17.0% 、便秘 11.3% 、食欲减低

47.2%）；Ⅲ级胃肠道毒性发生率为 11.3%（恶心 2.8%、呕吐

1.9%、腹泻 3.8%、便秘 2.8%、食欲减低 2.8%）。整体胃肠道

反应持续时间：恶心4.4 d、呕吐1.8 d、腹泻2 d、便秘4.1 d、食

欲减低 6.7 d。与标准剂量阿糖胞苷组对比，中剂量阿糖胞

苷组胃肠道毒性整体发生率偏高（87.5% 对 93.1% ，P=

0.051），其中腹泻发生率明显增高，余反应无明显差异（腹泻

27.1%对48.3%, P=0.000）；Ⅰ级整体及各亚类胃肠道毒性发

生率二组间均无明显差异，Ⅱ级胃肠道毒性整体及恶心，呕

吐，便秘，食欲减低发生率二组间无明显差异，但中剂量阿糖

胞苷组Ⅱ级腹泻发生率明显高于标准剂量组（6.3%对

25.9%，P=0.000），Ⅲ级胃肠道毒性发生率上中剂量阿糖胞苷

组略高于标准剂量组（8.3%对13.8%，P=0.076），由于例数较

少，各亚类Ⅲ级胃肠道毒性发生率二组间均无明显差异。消

化道不良反应持续时间中，中剂量阿糖胞苷组呕吐及腹泻天

数明显长于标准剂量组，便秘天数则短于标准剂量组。结

论 含有中剂量阿糖胞苷的诱导化疗方案在胃肠道毒性整

体发生率上略高于标准剂量阿糖胞苷组，其中腹泻发生率明

显增高，以Ⅰ~Ⅱ级为主，腹泻及呕吐持续时间明显延长，需

加强胃肠道干预治疗以降低不良反应。

A201.单中心含砷三联药物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



·56·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血病17年回顾性分析
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 张弦 杨君芳 吕范永 张改玲

苏云超 李文倩 陆佩华

目的 回顾分析 2001年 6月至 2018年 5月的 17年间，

陆道培医疗集团应用砷剂（四硫化四砷 As4S4/三氧化二

砷 As2O3）、全反式维甲酸（ATRA）和蒽环类药物为主化疗

的三药联合，治疗新诊断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

的治疗效果。方法 对于基因和染色体确诊的APL患者，

第 1 个月，给以口服 As4S4 60 mg/kg×30 d 或静脉 As2O3 0.15

mg/kg+ATRA 45 mg/m2×30 d+NVT 1.5~3 mg/kg×5~7 d。达

CR 后行 3~4 次巩固强化化疗：①IDA，②Ara-C+ACLA，③
NVT，④Ara-C+HHT。然后进入维持治疗：口服 As4S4 和

ATRA，每个月 15 d。停药间隔时间，每半年延迟 15 d。总

疗程 3~4 年。结果 总结 2001 年 6 月至 2009 年 12 月 8 年

间，88例新诊断APL患者，分别口服As4S4（42例）或静脉注

射三氧化二砷（46 例），联合 ATRA 和化疗。两组均在 1 个

月获得血液学完全缓解（HCR），无一例治疗相关死亡，后

全部获得分子学完全缓解（MCR），中位 MCR 时间 2（1~7）

个月。As4S4 组 8 年无病生存率（DFS）100%，中位随访 66

（15~109）个月。As2O3 组，8 年 DFS 率为 87.1%（P=0.028），

两组 OS 率无统计学差异。统计 2001 年至 2018 年 17 年来

63 例新诊断 APL 患者，全部给以口服 As4S4为主的三联治

疗。儿童与成人分别为9例和54例。治疗前WBC>10×109/L

的高白细胞患者 24 例（占 38%）。除 t(15;17)之外的附加染

色体异常 11例（占 17%）。有中枢神经系统白细胞（CNSL）

9 例（占 14%）。22 例有 FLT3 结果中，FLT3-ITD(+)为 2 例。

全部 63例均获得MCR。17年总生存率为 98.4%（仅 1例死

于子宫癌），无病生存率为 100%。中位随访 124（21~198）

个月。其中一例血液学复发，一例中枢神经系统复发，再次

CR后目前DFS 40、30个月。结论 应用砷剂、全反式维甲

酸和蒽环类药物为主的三药联合方案治疗 APL，可以获得

100%MCR，长期无病生存率 87%以上。其中口服 As4S4为

主的三药联合疗效最好，17年无病生存率 100%，明显优于

静脉 As2O3为主的三药联合组。而且口服四硫化四砷服用

方便，不用住院。

A202. A 11- year clinical summary of DC- CIK/

NK cell immunotherapy for acute myeloid leuke-

mia
Hebei Yanda Ludaopei Hospital Zhang Xian, Yang Junfang,

Zhang Gailing, Su Yunchao, Lu Peihua

Objective To assess the efficacy of immunotherapy

based on autologous dendritic cells- cytokine induced killer

cells (DC-CIK) and allogeneic natural killer cells (NK) in treat-

ing low- risk and intermediate- risk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Methods A total of 152 patients in the low and inter-

mediate risk groups of AML treated with combined immuno-

therapy and chemotherap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over

the 11 years (October 1, 2006 to October 1, 2017) across the

Beijing Ludaopei hospital systems. DC-CIK cells were derived

by culturing patients'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in vitro with cytokines for 8- 12 days. To generate

NK cells, allogenic PBMCs were cultured for 3 to 6 days. DC-

CIK or NK cells were infused and given once every 3 months

for 2-4 cycles along with chemotherapy consisting of Fludara-

bine and Cyclophosphamide as the main preparative regimen.

Results Overall survival (OS) rate was 82%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rate was 67% for the cohort. Starting from June

2012, the low and intermediate risk groups were further strati-

fied into very favorable, favorable, and intermediate risk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AML related gene mutations.

The OS rate of the 2012- 2017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2006-2012 one (91.7% vs 71.6% P=0.003). For

patients treated prior to 201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between the low risk group and the intermediate risk one

on OS (72.2% vs 71.4% ) and DFS (72.2% vs 61.2% ). From

2012 to 2017, the OS rates were 94.4%, 86.3% and 93.3%, and

the DFS rates were 83.3%, 81.8% and 62.2%(P=0.15) for the

very favorable, favorable, and the intermediate risk groups re-

spectively, which again suggest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groups.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2-4 cycles of immunotherapy wer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ose who were treated with DC-CIK alone and those who

received DC- CIK alternating with NK cells. Importantly, the

OS and DFS rates of the 67 patients from the group treated

with DC-CIK alternating with NK cells were significantly bet-

ter than that of the 53 patients from the group treated with DC-

CIK alone (OS rate 95.5% vs 71.4% , P=0.0003), (DFS rate

85% vs 63.5%, P=0.0099).Of the 48 patients who relapsed dur-

ing the DC-CIK or NK cell immunotherapy, 29 patients had un-

dergone allo-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

HSCT). The long- term OS rate after HSCT was 65.5% . The

OS rate for the 17 patients receiving transplantation after 2012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12 patients before 2012

(88.2% vs 33.3%, P=0.015), close to the OS rate for the AML

patients who transplanted during their first complete remission

(CR) period at our center. The reason was supposed that after

2012, once patients were found to be relapsed with MRD, they

immediately pursued HSCT. Conclusion When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DC- CIK/NK cells- based immunotherapy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long-term OS and DFS rates of the

low risk and intermediate risk groups of AML. DC- CIK/NK

cells- based immunotherapy can overcome the difference be-

tween low risk and intermediate risk neither by cytogenetic nor

by cytogenetic and gene mutation. Treatment with Auto DC-

CIK alternating with allo NK has been found to be superior to

that of with auto DC- CIK cells alone. If any of the patients

have found relapsed only with positive for MRD, they should

carry out HSCT as early as possible .

A203.Integrated genetic profiling and genomic

classification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Department of Pathology，Institute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s Hospital，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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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uang Bingqing, Qin Li,

Zhang Donglei, Jia Yujiao, Cui Chenghua, Zhao Jiawei, Li

Chengwen, Ru Kun

Objective Recent studies have revealed a detailed cata-

log of genes that are mutated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However, how this genetic diversity defines the patho-

physiology is not clear. Here w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mutations in 41 genes, as well as cytogenetics and 12 fusion

genes, in 410 diagnostic AML patients. Methods Genomic

DNA from bone marrow or peripheral blood monocytes of pa-

tient was amplified by multiplex PCR through Qubit 2.0 fluo-

rometer. The sequencing reads of the pooled libraries were per-

formed using the Ion OneTouch system. Captured DNAs were

subjected to massively parallel sequencing using Ion Proton™
with 150- to 200- bp paired- end reads. The sequencing reads

were aligned to a human reference genome (hg19). Results

We identified a total of 932 driver mutations across 41 genes

or genomic regions, and with 1 or more drivers identified in

94% of the patients. Only four genes, FLT3, CEBPA, NRAS and

NPM1 were mutated in more than 10% of the patients. Although

a number of cooperative and exclusive mutation patterns were

observed, the accumulated mutation numbers were higher in

normal cytogenetical AML samples except AML with CBFB-

MYH11 chimeric transcript, indicating a strong potentiality of

these translocations for the initiation of AML. Interestingly,

these translocations and specific gene mutations hook on to

pathognomonic AML subtypes. Furthermore, many gene muta-

tions weave out an enormous mutation network, three of

which, FLT3, NPM1 and DNMT3A, form an important trian-

gle mutation relationship.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a complex interplay of genetic events contributes to AML

pathogenesis, and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genetic variation

on AML pathogenesis, classification, and risk stratification.

A204.S100A16通过调控ERK和p53通路抑制B系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增殖并促进其凋亡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血液病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张静 卢文艺 张加

敏 王树娟 吴利新 秦亚溱 黄晓军 刘开彦 阮国瑞

目的 研究S100A16钙结合蛋白在成人急性B淋巴细

胞白血病（B-ALL）患者骨髓单个核细胞中的转录水平，并

探索其临床意义及生物学作用。方法 实时荧光定量PCR

检测 180 例成人初诊白血病患者（B-ALL 140 例，T-ALL 20

例，AML 20 例）和 7 株人白血病细胞系中 S100A16 的转录

水平，35 名健康人作为对照。通过慢病毒感染在 SUPB15

中构建 S100A16 敲减细胞系，在 NALM6、BALL-1 中构建

S100A16 过 表 达 细 胞 系 ，CCK8、集 落 形 成 实 验 研 究

S100A16 对细胞增殖和集落形成能力的影响；流式细胞术

检测细胞周期和凋亡；Western blot 检测信号通路分子变

化。结果 S100A16在 140例初诊成人B-ALL骨髓单个核

细胞中的转录水平（中位数：243% ，范围 0~10339%）显著高

于健康人对照组（1.27%，0~5.29% ，P<0.001），而在 T-ALL

和 AML 的转录水平与健康人对照组无差异。S100A16 在

SUPB15 及 K562 中表达水平较高，在 NALM6、BALL-1、

6T-CEM、NB4及Ramos细胞中表达水平较低。体外实验结

果显示，敲减 S100A16可促进 SUPB15细胞增殖、细胞周期

进展及集落形成，抑制细胞凋亡；过表达S100A16则可引起

相反效应。Western blot 显示，敲减 S100A16 可显著抑制

ERK1/2 磷酸化并下调 p53 的表达，过表达 S100A16 则可引

起相反的变化。结论 我们前期通过表达谱芯片发现

S100A16的转录水平在成人B-ALL中较高，本研究进一步应

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方法证实。并发现S100A16可能通过

调控EKR及p53通路在B-ALL病理机制中发挥一定作用。

A205.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预防性血小板输注
疗效及影响因素分析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徐倩 周敏 金晟娴 夏忆 高钰

目的 探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儿化疗期间

预防性输注血小板的疗效及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

自 2016年 1月至 2018年 2月在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血

液肿瘤科诊治过程至少接受1次预防性血小板输注的标、中

危ALL患儿，输注后 24 h依据血小板回收率（PPR）和血小

板校正计数增加值（CCI）判定输注效果，并讨论影响因素(性

别、发热、热峰≥38.0 ℃、感染、脾大、抗生素使用、同时输注其

他血制品、过敏发生)。结果 40例ALL患儿共进行预防性

输注 156 次，有效组 138 例次（88.5%），无效组 18 例次

(11.5%)，平均每例（3.9±2.5）次；预防性输注发生在诱导缓解

期101例次（64.7%）、早期强化期29例次（18.6%）、延迟强化

21例次（13.5%）及巩固治疗 5例次（3.2%）；输注前后血小板

计数分别为（22.6±8.6）×109/L和（126.4±56.7）×109/L，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输注前出血评分与血小板计数之间无

显著相关性（P>0.05）；单因素分析显示，热峰≥38.0 ℃、脾大

及过敏发生对于输注疗效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无统计学差异的独立危险

因素成立（P>0.01）。结论 儿童ALL化疗期间预防性血小

板输注有效，临床出血表现与血小板计数无显著相关性，热

峰≥38.0 ℃、脾大及过敏发生可能会输注效果。

A206.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RUNX1 mutations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a meta-analysis
Union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Xu Zhiqiang, Yi Aling, Liu Tingbo

Objectives Increasing number of studies suggested that

RUNX1 mutations associated with unfavorable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 but the results re-

main controversial. Therefore, We conduct a meta-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RUNX1 mutations on patients with

AML.Methods a comprehensive literature search was under-

taken on PubMed, EMBASE and Cochrane Library databases

through February 2018 looking for eligible studies. We calcu-

late the combined risk ratios(RRs) and 95% confidence inter-

vals (95%CIs) to fi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NX1 muta-

tion and the other mutations.Pooled odds ratios (ORs) esti-

mates and 95% CIs in complete remission rate(CR) were 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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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alculate estimated effect. Pooled hazard ratios(HRs) and

95% CIs in overall survival (OS), event- free survival (EFS) ,

relapse-free survival (RFS) were retrieved to evaluate the prog-

nostic impact of RUNX1 mutations in AML.Results Eleven

studies covering a total of 5915 subjects were selected for this

meta-analysis. RUNX1 mutation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older age(P<0.001), and always cocurrent with ASXL1

mutations(RR=3.26,95%CI 2.69-3.95; P=0.000) neither NPM1

mutations or CEBPA mutations. Patients with RUNX1 muta-

tion have lower CR(OR=0.59, 95%CI 0.47-0.75). RUNX1 mu-

tat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unfavorable OS and EFS in pa-

tients with AML (HR for OS=1.44, 95%CI 1.15-1.80; HR for

EFS: 1.25, 95%CI 1.08-1.45), but nor RFS (HR for: 1.45, 95%

CI 0.87-2.41).Conclusion RUNX1 mutations were associat-

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AML,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risk

stratification and prognostic assessment in the disease. In fu-

ture, it may become a new therapeutic target of AML.

A207.miR-320c在急性白血病患者中的表达及意义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李方林 王金霞 刘爱飞 洪

杨 陈懿建

目的 检测不同类型及不同治疗时期的急性白血病

（AL）患者中miR-320c的表达水平，并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急性白血病患者初治组41例、难治复发组36例、缓解组

73例,对照组 20例选取同期住院非恶性血液病患者。提取

骨髓单个核细胞，RT-qPCR检测 miR-320c的表达水平，分析

表达水平与临床资料的关系。结果 ①miR-320c 在初治

组、难治复发组、缓解组、对照组的相对表达量分别为0.627、

0.492、1.205、1.006。miR-320c在初治组和复发组中表达明

显降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7，P=

0.01），缓解组与对照组比较无明显差异（P=0.676）。初治

组、难治复发组与缓解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

P=0.000），初治组和难治复发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911）。②miR-320c在初治ALL、ANLL患者中相对表达量

分别为 0.639、0.627，两者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891）。miR-320c在初治ANLL患者的不同亚型中表达不

同，在M1、M2、M4、M5、M6中低表达，以M6表达量最低；在M0、

M3中高表达，其中M3表达量明显高于其他亚型，但各亚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初治AL患者miR-320c的

表达水平与患者年龄、性别、骨髓NPM1基因无关联性（P>

0.05），与患者WBC、HGB、PLT、骨髓幼稚细胞比例、WT1无

相关性（P>0.05）。结论 在 AL患者骨髓中miR-320c的表

达水平与疾病状态有关。miR-320c可作为影响AL预后的

独立危险因素。检测miR-320c的表达可为AL患者的诊断、

疗效、疾病状态的监测及评估预后提供依据。miR-320c在

AL患者中的具体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A208.抗CD19 CAR-T疗法诱导复发的伴T315I突
变的 Ph+ ALL的持续缓解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江苏省血液研究所；3.华东师范

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上海分子治疗与新药创制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生物医学工程和技术研究所；上海优卡迪生物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杨飞 1,2 杨小冬 1,2 康丽清 3 张剑 1,2

唐晓文 1,2 傅琤琤 1,2 马骁 1,2 孙爱宁 1,2 吴德沛 1,2 仇惠英 1,2

目的 初步探索靶向CD19的嵌合抗原受体T（CAR-T）

细胞疗法治疗伴T315I突变的复发Ph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Ph+ALL）的疗效。方法 报道 7例伴T315I突

变的复发Ph+ALL患者。该些患者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allo-HSCT）之前或之后接受靶向 CD19 的 CAR-T 细胞治

疗。结果 在首次输注抗CD19 CAR-T细胞后的1个月内，

6例获得形态学完全缓解（CR）。通过多参数流式细胞术的

检测显示6例患者微小残留病（MRD）迅速下降，1例患者为

阳性。骨髓细胞的BCR/ABL融合基因转录本在4例中转为

阴性，另 2 例未查。3 例患者通过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QPCR）检测显示分子水平的持续缓解直至最终随访，其中

2例同时接受抗CD19 CAR-T细胞和泊纳替尼治疗。报道的

7例患者中，4例出现1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1例死

于CRS。在第 1次输注CAR-T细胞后的例 7于再次复发时

第 2 次输注抗 CD19 CAR-T 细胞时显示无效。结论 证实

抗CD19 CAR-T细胞疗法在复发的伴T315I突变的Ph+ALL

中的疗效。本研究还建议对于 T315I 突变阳性的复发 Ph+

ALL患者，同时使用抗CD19 CAR-T疗法和泊纳替尼可能是

更有价值的选择。由于CRS是最常见的甚至是致命的治疗

相关不良反应，针对CRS的系统性预防和干预解决方案迫

在眉睫。

A209.低危组AML患者缓解后不同巩固方式对预
后影响探讨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 仇惠英 张剑

孙爱宁 唐晓文 傅琤琤 韩悦 苗瞄 金正明 吴德沛

目的 探讨低危组AML患者缓解后不同巩固方式对预

后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年 1月至 2015年 6月于我

院血液科诊治的107例非难治性成人低危组AML患者病例

资料，以高剂量阿糖胞苷（HD-Ara-C）为主的巩固化疗方案

为对照组（38例），探索不同巩固治疗方式（微移植 16例、自

体移植14例及异基因移植39例）对低危组AML患者预后的

影响。结果 107例低危AML患者中，男59例，女48例，中

位年龄 33（16~59）岁，中位随访时间为 36.5（5.3~79.1）个月，

总复发率为 20.6%（22/107），总死亡率为 18.7%（20/107）。

HD-Ara-C化疗、微移植、自体移植及异基因移植组5年累积

复发率（CIR）分别为 39.7%、6.2%、14.3%及 5.6%；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值为 0.000）,微移植、自体移植及异基因移植组

CIR均显著低于对照化疗组。化疗、微移植、自体移植及异

基因移植组 5 年疾病无进展生存（PFS）率分别为 44.7%、

93.8%、85.7%及7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为0.011），其

中微移植、自体移植及异基因移植间 PFS率相近，化疗组 5

年PFS率最低。四组5年总体生存（OS）率相近（P>0.05），分

别为54.9%、100%、92.9%及77.4%。多因素分析显示相对于

HD-Ara-C巩固化疗，异基因移植可改善PFS（HR=0.376，P=

0.031）。结论 与HD-Ara-C巩固化疗相比，异基因移植明

显降低CIR，改善PFS率，但治疗相关死亡率高。微移植、自

体移植及异基因移植组CIR均显著低于对照化疗组；微移植

及自体移植均改善PFS及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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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0.The AML1- ETO trans- activates c- KIT ex-

pression by recruiting P300
1.Department of Hematology,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tal;2.

School of Medicine，Nankai University Guofeng Chen1,2,Yan

Li1,Wei Zhou1,2,Daihong Liu1,Li Yu1,2,Yonghui Li1

Objective The abnormal c-KIT over-expression is con-

sidered an independent negative prognostic factor for relapse

and survival in t(8;21) 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 patients.

However, the mechanism of high c-KIT expression in this sub-

set of AML remains unknown.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veri-

fy whether c-KIT expresses higher in t(8;21) AML, and study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the correlation of the t(8;21)

AML and the over- expression of c- KIT. Methods We used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AML1-

ETO (AE) and c-KIT in AML-M2 patients and used the dual-lu-

ciferase and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s to explor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And then, we detected the prolifera-

tion, apoptosis,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expression of AE pro-

tein in AE positive cell lines after C646 treatment. Results

We detected the c- KIT levels of 124 AML- M2 patients and

found that c-KIT is expressed at higher levels in AE positive

patients compared with negative ones (P<0.05). And the c-KIT

expression was strong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E expres-

sion (R2=0.7009). According to the mean expression of c-KIT,

the AM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e high c-KIT group and

the low c- KIT group. The median survival of the AE- c- KIT

low(n=36), the AE- c-KIT high (n=12), the AE+ c-KIT low(n=

56), and the AE+c-KIT high (n=20) subgroups was 39, 31, 47,

and 19 months, respectively. We also found that c-KIT over-ex-

pression was a poor prognostic indicator in AML1-ETO posi-

tive AML patients, but not in AML1-ETO negative AML pa-

tients. We used the dual-luciferase and chromatin immunopre-

cipitation assay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AML1- ETO/AML1-

ETO9a protein epigenetically trans-activates c-KIT by binding

to the c-KIT promoter (-963bp to TSS) with recruiting histone

acetyltransferase P300. Moreover, we provided evidence that

the binding capacity of AML1-ETO9a to the c-KIT promoter

was stronger than that of AML1-ETO. And C646, a P300 in-

hibitor, suppressed cellular growth, induced apoptosis and dif-

ferentiation, and down-regulated c-KIT and AML1-ETO pro-

tein expression in AML1- ETO positive cells. Conclusion

Our study verified the high expression of c- KIT in t(8;21)

AML and reveals AML1-ETO/AML1-ETO9a onco-fusion pro-

tein trans-activates c-KIT by binding to its promoter (-963bp to

TSS) with P300, which helping u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molecular processes how AML1-ETO/AML1-ETO9a activates

the downstream gene c-KIT and offering the possibility of iden-

tifying new targe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therapeutic ap-

proaches to t(8;21) AML.

A211.流式细胞术检测微小残留病对急性髓系白血
病预后的系统评价及Meta分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霍莹莹 李艳

目的 以循证医学方法评价流式细胞术(FCM)检测完

全缓解后的微小残留病(MRD)与急性髓系白血病(AML)预

后的相关性；通过以上研究结果进一步指导完全缓解后的个

体化治疗。方法 检索包括 PubMed、Cochrane 图书馆、

Embase 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及万方数据库，自

2005年1月1日到 2017年10月31日公开发表的涉及流式细

胞术检测完全缓解后的MRD与AML预后关系的文献，并对

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扩大搜索，应用 revman5.3 及

stata12.0进行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结果 共有 10项研究

合计 2 215 例患者纳入分析，Meta 分析结果显示：在成人

AML患者中，MRD阳性患者的总生存率、无复发生存率较

MRD阴性患者明显降低，其复发率较MRD阴性组的患者明

显升高，在亚组分析中，根据检测时间点选取的不同将纳入

研究分为诱导治疗后、巩固治疗后、骨髓移植前3个亚组，亚

组分析后异质性明显下降，提示研究间的异质性可能源于检

测时间点的不同；将纳入的研究分为MRD阈值≥0.01%和阈

值≥0.1% 2个亚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亚组分析后各研究间

异质性明显下降，提示研究间的异质性可能来源于MRD阈

值设定不同。结论 在成人AML患者中，流式细胞术证实

为MRD阳性组患者的总生存率、无复发生存率较MRD阴性

组患者低，其复发率较MRD阴性组患者明显升高，为不良预

后因素。不同检测时间点、不同阈值的亚组分析中，MRD阳

性均为AML患者的预后不良因素。

A212.培门冬梅与左旋门冬酰胺酶治疗成人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的安全性评价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马争争 张丽君

目的 对在治疗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中应

用培门冬酶与左旋门冬酰胺酶的安全性进行评价，为患者的

临床用药安全提供相关依据。方法 收集我科成人初诊

ALL且BCR-ABL融合基因阴性病例60例，对所有患者的病

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有 20例患者使用培门冬酶，

分为 PEG-ASP 组，有 14例患者使用左旋门冬酰胺酶，分为

L-ASP组，有26例患者未使用培门冬酶及左旋门冬酰胺酶，

分为对照组。比较使用PEG-ASP或L-ASP与对照组凝血的

变化是否有差异，并且比较PEG-ASP组与L-ASP组患者的

凝血的变化及肝功能异常、过敏、血糖升高、血淀粉酶及尿脂

肪酶异常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对凝血的影响，使用

PEG-ASP或L-ASP组与对照组患者用药后 INR（1.26±0.27、

1.14 ± 0.18）、APTT（46.76 ± 12.20、39.75 ± 8.20）、FIB（2.37 ±

1.76、3.58±2.14）比较，P值分别为0.07、0.02、0.02；PEG-ASP

组、L-ASP组患者用药后 INR（1.32±0.31、1.16±0.15）、APTT

(47.40±12.97、45.77±11.34)、FIB(2.07±1.57、2.83±2.00)比较，

P值分别为0.35、0.72、0.23。PEG-ASP组与L-ASP组用药后

均有患者出现肝功能异常，PEG-ASP组5例（25.0%），L-ASP

组 6例（42.9%）,两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1），两组患

者用药后均未出现过敏、血糖升高、血淀粉酶及尿脂肪酶异

常。结论 PEG-ASP 与 L-ASP 均引起 INR、APTT 延长及

FIB下降，两者无明显差异。PEG-ASP与L-ASP均可引起肝

功能异常，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EG-ASP与L-ASP均

未引起血糖升高、血淀粉酶及尿脂肪酶异常。



·60·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A213.依托泊苷、异环磷酰胺联合米托蒽醌治疗复
发/难治性Ph- ALL的疗效观察
1.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四院

张红丽 1 蔡大利 1 樊华 1,2 何娟 1 高峰 1 苏楠 1

目的 观察依托泊苷、异环磷酰胺联合米托蒽醌（EIM）

方案治疗复发难治性Ph- ALL的近期疗效和安全性及远期

疗效。方法 收集 2011年 9月至 2015年 7月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住院的8例复发难治性Ph-ALL病例，其中男5例，

女3例，年龄21~43岁，平均31岁；诊断为T-ALL6例，B-ALL

1例，急性混合细胞白血病 M/T1例；对8例复发难治性ALL

患者进行 1~2疗程EIM方案：依托泊苷 100 mg·m-2·d-1连续

静滴5 d，异环磷酰胺1.5 g·m-2·d-1连续静滴5 d（最大剂量不

超过2 g/d），米托恩醌8 mg·m-2·d-1，连续静滴3 d，观察并记

录化疗期间不良反应并评价疗效。结果 ①8例复发难治

性 Ph-ALL中 5例（62.5%）获得CR，2例(25%)获得 PR，有效

率87.5%，1例(12.5%)NR；5例获得CR的患者中，1例未检测

到微小残留病（MRD），1 例治疗后MRD检测为10-3水平级，

其余3 例均为 10-2水平级。②所有患者中位生存时间为23.4

(9.6~64) 个月，至随访截止日期均死亡；例 1在 EIM方案治

疗1个疗程后，获得PR，因自身原因未继续应用此方案，后应

用 MEA 1个疗程后获得CR后外院行 allo-HSCT，至随访日

期死亡（64个月）；例5应用EIM 2个周期后获得PR，后疾病

复发死亡（21.5 个月）；例 7 EIM 方案化疗 1 个疗程后获得

CR，1个月后疾病复发死亡（9.6个月）；例8应用EIM方案化

疗1个疗程未获得缓解，后改用其他化疗方案均未获得CR，

治疗无效死亡（10.6个月）；余 4例经过 1~2个疗程EIM方案

化疗后达到CR，获得CR患者均进行 allo-HSCT；在末次随

访时，3 例死于白血病复发（分别为 25.3、31.6 和 32 个月），

1例因感染性休克死亡（13.5个月），2年生存率50%。③所有

患者均无明显肝肾功能损害，无患者因毒性而停止治疗，无

患者因感染或出血死亡。结论 EIM方案治疗复发难治Ph-

ALL是有效且可行的，近期缓解率较高，但不能改善远期疗

效。因样本量少，临床上需更多病例来进一步证实。

A214.FOXN3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表达及其临床
意义的探讨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何航 张津京 张蕊 李艳

目的 探讨FOXN3在AML患者及AML细胞系中的表

达，以及 FOXN3 促进白血病发病的机制。方法 ①选取

AML患者与正常健康人检查后剩余骨髓标本，通过RT-PCR

方法检测 FOXN3 的 mRNA 表达水平；并探讨 FOXN3 与患

者临床病理资料的关系；②培养AML细胞系，分别提取细胞

系 RNA 与蛋白，通过 RT- 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验证

FOXN3表达水平是否与患者中表达水平一致；③在FOXN3

表达相对较低的白血病细胞系中转染FOXN3过表达病毒，

利用CCK-8、流式细胞术，探讨过表达FOXN3基因后白血病

细胞系的细胞增殖、凋亡和细胞周期的变化。结果

FOXN3在AML患者的骨髓和细胞系中的mRNA表达水平

均明显减低。体外实验中，FOXN3在AML细胞系中的蛋白

水平与患者相一致。FOXN3的表达水平与AML患者的预

后相关。CCK- 8 法检测细胞增殖活性结果示，过表达

FOXN3基因后，白血病细胞增殖活性减低；PI染色后行流式

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结果示，过表达FOXN3基因后，白血病

细胞存在周期（S期）阻滞；Annexin-V PE/7-AAD染色后行流

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结果示，过表达FOXN3基因后，细胞

凋亡率明显增加。结论 FOXN3蛋白在AML患者及细胞

系中均表达减低，FOXN3可能作为AML的一种新型抑癌基

因。FOXN3的表达水平可能与白血病患者的预后相关。在

AML细胞系中过表达FOXN3可以使白血病细胞的增殖活

性减低，细胞凋亡增多，细胞周期阻滞。

A215.阿扎胞苷及地西他滨在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
中疗效及安全性的meta分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宋晓萌 颜晓菁

目的 对阿扎胞苷及地西他滨在老年AML中的疗效及

安全性进行比较分析。方法 纳入6项随机对照研究，共纳

入1379例AML患者，其中阿扎胞苷组，阿扎胞苷∶传统方案

组=322∶492；地西他滨组，地西他滨∶传统方案组=284∶281，

提取数据并采用统计学软件 Revman 5.3 进行分析。结果

接受阿扎胞苷治疗组较传统方案组患者总体生存期（OS）优

势显著（HR=0.78；95%CI 0.65~0.94，P=0.007）；地西他滨治

疗组较传统方案组 OS 也显著提高（HR=0.82；95%CI 0.69~

0.98，P=0.03），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完全缓解(CR) 率

的比较中，阿扎胞苷和传统方案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RR=0.86；95%CI 0.49~1.50，P=0.59）；而接受地西他滨治疗

组相对于传统方案组CR率明显提高（HR=2.63；95%CI 1.74~

3.97，P<0.001）。在Ⅲ/Ⅳ级的白细胞减少、粒缺引起的发热

等不良事件上，地西他滨治疗组较传统方案组的发生率明显

升高（P<0.05）；而在Ⅲ/Ⅳ级的贫血、中性粒细胞减少、血小

板减少、肺炎以及低钾血症等不良事件方面去甲基化药物治

疗组与传统疗法相比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阿扎胞苷及地

西他滨与传统方案相比，可以延长老年AML患者OS，并且地

西他滨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CR率。不良反应可耐受。

A216.TNFAIP8在急性髓系白血病多药耐药中的作
用及机制研究
山东大学医学院 逄一华 卢菲 纪春岩

目的 通过研究TNFAIP8及其不同亚型在成人急性髓

系白血病（AML）中的表达以及对AML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明确TNFAIP8在AML多药耐药中的调控作用，进一步探讨

TNFAIP8参与AML多药耐药的机制，为逆转AML耐药提供

新的靶点。方法 qRT-PCR或Western blot法检测TNFAIP8

及其不同亚型在AML初诊及耐药患者、AML敏感及耐药细

胞株中的表达水平；改变TNFAIP8总体表达量及其不同亚

型表达量，检测AML细胞株增殖能力、细胞周期分布、对化

疗药物敏感性和化疗药物诱导的凋亡的变化；Western blot

法检测 TNFAIP8 下游 caspase 通路的表达及活化情况。

结果 qRT-PCR 法和 Western blot 法证实 TNFAIP8 在 AML

患者中表达水平升高，且在复发/难治患者中的表达水平高

于初诊患者，进一步研究发现AML患者中主要表达的TN-

FAIP8 亚型为 TNFAIP8 variant2，其他亚型（TNFAIP8 vari-

ant1，3，4，5，6）表达量均较低；qRT-PCR和Western blot法证

实 TNFAIP8 在 AML 耐药细胞株中表达水平高于敏感细胞

株，且在 AML 细胞株中主要表达的 TNFAIP8 亚型为 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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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P8 variant2；应用慢病毒下调TNFAIP8在AML耐药细胞

株中的总体表达水平后，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提高，增

殖受抑，细胞阻滞在G1/S期，化疗药物诱导的细胞凋亡显著

增加，Western blot法证实下调 TNFAIP8 可促进 Caspase3 和

Caspase8等凋亡因子活化；应用慢病毒过表达AML敏感细

胞株中的TNFAIP8 variant1或variant2，均可降低细胞对化疗

药物的敏感性，促进细胞增殖，促进细胞由G1期向S期转变，

抑制化疗药物诱导的凋亡，同时可减少Caspase3和Caspase8

等凋亡因子的活化。结论 证实 TNFAIP8 在 AML 耐药株

及复发/难治患者中表达升高，以TNFAIP8 variant2为主，逆

转TNFAIP8在AML耐药细胞株中的表达水平后，明显增加

了AML耐药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和化疗药物诱导的细

胞凋亡。TNFAIP8有望成为逆转AML耐药新的靶点。

A217.MTHFR gene polymorphism and risk of my-

eloid leukemia: a meta-analysis
Southwest Hospital,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Dong

Song, Chen Jieping

An increasing body of evidence has shown that the amino

acid changes at position 1298 might eliminate methylenetetra-

hydrofolate reductase (MTHFR) enzyme activity, leading to in-

sufficient folic acid and subsequent human chromosome break-

age.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have linked MTHFR single-nucle-

otide polymorphism (SNP) rs1801131 to myeloid leukemia

risk, with considerable discrepancy in their results. We there-

fore were prompted to clarify this issue by use of ameta-analy-

sis. The search terms were used to cover the possible reports in

the MEDLINE, Web of Knowledge, and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databases. Odds ratios were

estimated to assess the association of SNP rs1801131 with my-

eloid leukemia risk. Statistical heterogeneity was detected us-

ing the Q- statistic and I2 metric. Subgroup analysis was per-

formed by ethnicity, histological subtype, and Hardy-Weinberg

equilibrium(HWE). This metaanalysis of eight publications

with a total of 1,114 cases and 3,227 controls revealed no glob-

al association. Nor did the subgroup analysis according to his-

tological subtype and HWE show an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s.

However, Asian individuals who harbored the CC genotype

were found to have 1.66-fold higher risk of myeloid leukemia

(odds ratio,1.66; 95 % confidence interval, 1.10 to 2.49; Ph=

0.342; I2=0.114). Our meta-analysis has presented evidence sup-

porting a possibl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CC genotype of MTH-

FR SNPrs1801131 and myeloid leukemia in Asian populations.

A218.Exome sequencing identifies an MLL3 gene

germline mutation in a pedigree of colorectal can-

cer an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Southwest Hospital，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Li

Qingrong, Chen Jieping

Recently, the frequently mutated gene MLL3 was found

to be related to the pathogenesis of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 fluke- associated cholangiocarcinoma, gastric cancer,

and transitional carcinoma of the bladder, raising the possibili-

ty that the MLL3 gene and its encoded chromatin remodeling

protein MLL3 are etiologically related to cancers. We per-

formed exome sequencing for 4 patients in a multigenerational

pedigree with colorectal cancers an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and identified an insertion mutation in the MLL3 gene

on chromosome 7, producing a frameshift leading to a prema-

ture truncation at codon 827. To our knowledge, it was the first

germline MLL3 mutation found in a cancer pedigree. Because

MLL3 is an enzyme for histone methylation, 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 may be possible.Of the 4 patients we analyzed in

this multigenerational pedigree, II- 1 was diagnosed as rectal

cancer at the age of 43 and still alive at age of 56; II-3 was di-

agnosed as colon cancer at the age of 59 and still alive at age

of 67; III- 2 was diagnosed as AML- M2 at the age of 40 and

still alive at age of 45 in complete remission state; III-3 was di-

agnosed as AML-M1 at the age of 43 and died at age of 43. All

subjects gave informed consents, and the protocol was ap-

proved by the Committee on Studies Involving Human Beings

at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and Southwest Hospital of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from whole blood samples; exome sequencing was carried out

for these 4 patients, respectively. A heterozygous insertion mu-

tation in the MLL3 gene on chromosome 7(151,945,071 bp,

ins T) (Human Genome assembly GRCh37/hg19, genome.ucsc.

edu) was identified in both the colorectal patients and the AML

patients. The insertion, which started at codon 817 in exon 14,

results in a frame-shift mutation of MLL3, leading to a prema-

ture stop codon“TAA”at codon 827.MLL3, which belongs to

the human TRX/MLL family, is an important mammalian

H3K4 methyltransferase. Downregulation of MLL3 promoted

cell proliferation in HCC cell lines1. Homozygous MLL3-

knockout mice display tumors in the innermost layer of ureter

cell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MLL3 is a tumor suppressor.

Mechanistically, the MLL3 protein can selectively recognize

H3K4me and affect the mechanistic readout of histone tail

modifications6. Also, ASCOM-MLL3 has a redundant but cru-

cial role in transactivation of p53 and participates in DNA-

damage-induced expression of p53-targeted genes. In addition,

nuclear- receptor- mediated downstream gene expression was

regulated by MLL3.Because MLL3 is an enzyme, pharmaco-

logical intervention may be possible. Drugs targeting this mole-

cule may be effective in both colorectal and AMLwith MLL3 mu-

tation. The restoration of balance between histone methylation

and demethylation may facilitate current tumor therapy.

A219.Prognostic value of CD56 antigen ex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 meta-

analysis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u

Shuangnian, Chen Jie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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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gnostic value of CD56 antigen expression in pa-

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remains Inconclu-

sive. We conducted a meta- analysis to assess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CD56 in patient with AML. The analysis was carried

out based on 32 studies which were identified after searching

and screening Medline,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and CBM.

The main clinical outcomes assessed in this analysis includes

overall survival (OS), 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 complete re-

mission rate (CRR) and relapse rate (RR). Hazard ratio (HR)

or odds ratio (OR) with its 95% confidential interval (CI) was

used as the effect size estimate. Our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CD56 overexpre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OS

(HR=1.83, 95% CI 1.58- 2.12, P<0.001) and DFS (HR=2.35,

95% CI 1.90-2.90, P<0.001), decreased CRR (OR=0.66, 95%

CI 0.48- 0.91, P=0.01), and increased RR (OR=3.24, 95% CI

2.24-4.67, P<0.001). Additionally, the above prognostic value

of CD56 in AML was not influenced by study country, cut-off

value for CD56 positivity, sample size, subtype and quality

score. So we concluded that CD56 is with prognostic value for

patients with AML. CD56 expression should be assessed in

AML patients as a useful biomarker for refining stratification

and adjusting therapeutic strategy.

A220.High-dose cytarabine for consolidation thera-

py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in first complete re-

mission: A meta-analysis
Southwest Hospital，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Li Xi,

Chen Jieping

Objective New evidence has questioned the role of

high- dose cytarabine (HDAC) in consolidation therapy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in first complete remission

(CR1). We performed a meta- analysis to clarify the question.

Methods An extensive literature search was conducted to

identify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comparing

HDAC with other therapies for AML in CR1 without donor.

The pooled hazard ratios (HRs) for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relapse- free survival (RFS), and the pooled odds ratio (ORs)

for treatment related mortality (TRM) and toxicities were cal-

culated. Results Data of 5503 patients (2601 HDAC and

2902 controls) from 15 RCTs were analyzed. Compared with

autologou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uto-

HSCT), HDAC is with similar OS (HR=0.91, P=0.46), RFS

(HR=1.12, P=0.30) and TRM (OR=0.69, P=0.59). Compared

with multiagent chemotherapy (MCT), HDAC is with similar

OS (HR=0.97, P=0.68) and RFS (HR=0.91, P=0.12), but less

TRM (OR=0.67,P=0.02) and incidences of grade 3-4 bleeding

(OR=0.28,P=0.0007), allergic or cutaneous(OR=0.31,P=0.04),

gastrointestinal (OR=0.26, P<0.001) and hepatic (OR=0.39, P<

0.001) toxicities. Compared with intermediate-dose cytarabine

(IDAC), HDAC is with similar OS (HR=0.84, P= 0.11), RFS

(HR=0.90, P=0.24) and TRM (OR=0.82, P=0.66), but higher

incidence of grade 3-4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 toxicity

(OR=4.96, P<0.001). Compared with low- dose cytarabine

(LDAC), HDAC can prolong OS (HR=0.78, P=0.003) and

RFS (HR=0.78, P=0.002), but increase TRM (OR= 3.08, P=

0.02) and incidences of grade 3-4 bleeding (OR=4.64, P=0.04),

gastrointestinal (OR=4.18, P=0.0004) and CNS (OR=7.87, P<

0.001) toxicities.Conclusion HDAC is equally effective to

auto-HSCT, MCT and IDAC, but is better than LDAC; HDAC

is equally safe to auto- HSCT, safer than MCT, but less safe

than IDAC and LDAC.

A221.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42例临床分析
兰州军区总医院 潘耀柱 白海 王存邦 吴涛 葸瑞

张茜 周进茂

目的 探讨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的临

床特点及治疗方法，以提高 LCH 的临床诊疗水平。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2010-2018年42例LCH，确诊前均行组织病

理检查，儿童 19例，成人 23例；按Lavin-Osband分级和临床

分型，I型和 I级、Ⅱ级LCH患儿中单一骨病灶损害采用手术

刮除单一皮肤损害、Ⅱ型、Ⅲ型、Ⅲ级、Ⅳ级采用泼尼松诱导

化疗和随后长春新碱加泼尼松(VP)持续化疗。多系统受累

（MS-LCH）、高危病例（肝、脾、骨髓侵犯）采用LCH-III方案

联合化疗，其中一例高危病例（肝侵犯）联合化疗4个疗程后

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结果 LCH可累及多个系统和脏

器,伴有不同的功能障碍,其中 12/23例（52%）伴Braf V600E

基因突变；8例单一皮肤型LCH经激素局部治疗后皮疹减轻

或消退。12例单发的骨损害采用手术刮除后痊愈，其中8例

手术后局部放疗1个疗程；14例系统型LCH采用联合化疗。8

周后总体疗效评价：CR率52%；18个月后总体疗效评价：有

效率84%。结论 LCH是一组特异性以骨髓髓系起源的朗

格汉斯细胞细胞(LC)和成熟的嗜酸性粒细胞增生为特征的

疾病,表现为骨、皮肤和淋巴结等器官的LC异常增生。LCH

主要发生在儿童，成人少见，临床表现多种多样，经免疫组化

可以获得正确诊断，但目前临床缺乏理想统一的治疗方案。

不同的分组、分型治疗方案不同，需临床甄别个体化治疗。

A222.具有肾脏意义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病24例误
诊误治
兰州军区总医院 潘耀柱 白海 王存邦 吴涛 葸瑞

张茜 周进茂

目的 分析和研究具有肾脏意义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

病(MGCS)的临床特征。方法 对 24例MGCS患者的临床

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MGCS起病隐匿，临床表现多

样化，易误诊；40~60岁为发病高峰，平均发病年龄 57岁，男

女比1.2∶1；水肿、蛋白尿、肾功能不全是最常见的首发症状，

其他症状包括消瘦、贫血、纳差、头昏、头痛；以肾功能不全

(血肌酐大于 177 μmol/L)最为常见;所有患者均出现单克隆

免疫球蛋白升高，免疫分型：单克隆免疫球蛋白种类 IgG-λ9

例，IgG-κ 8例，λ型 IgA 2例，κ轻链 3例，λ轻链 2例。浆细胞

升高22/24例。X线检查骨结构均未见明显异常；髓外浸润，

肝脾均肿大 1例，脾肿大 1例，24例中均未见浅表淋巴结肿

大。肾活检 4例：均可找到轻链或重链沉积；由于疾病认识

有限，均未给予联合化疗。结论 单克隆免疫球蛋白伴肾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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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起病隐匿,表现多样，其机制可能为游离的轻链被近端小

管吸收后沉积在上皮细胞内，使肾小管细胞变性及骨髓瘤细

胞直接浸润肾实质导致肾小管和肾小球损害。MGCS早期有

效治疗主要方式是以万珂为主联合化疗，能有效逆转M蛋白

所致肾功能不全，但由于认识受限，造成大量患者误诊误治。

造血干细胞移植有效率、无病生存期、总生存期较化疗佳。

A223.大颗粒T细胞白血病15 例临床分析
兰州军区总医院 潘耀柱 白海 王存邦 吴涛 葸瑞

张茜 周进茂

目的 探讨大颗粒T细胞白血病(T-LGLL)的临床和实

验室检特征，以提高对T-LGLL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兰州军区总医院收治的 15 例 T-

LGLL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10例男性，5例女性，中位年

龄 62（43~85）岁；其中伴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AIHA）5

例，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PRCA）8例，中性粒细胞减少

8例；B症状（发热、盗汗、体重减轻）4例；肝脾肿大5例；伴类

风性关节炎2例，干燥综合征1例；13/15例免疫表型为CD3+

CD4-CD8+CD57+TCRαβ+。14/15例TCR基因重排阳性；其

中10例接受环磷酰胺50~100 mg/d一线治疗，有B症状者联用

泼尼松 30 mg/d，有效率 80%，5例接受小剂量甲氨蝶呤每周

10 mg/m2，有B症状者联用泼尼松30 mg/d，有效率亦为80%；

无效或复发采用环孢素二线治疗。结论 T-LGLL为少见疾

病，临床进展慢，预后较好；以CD3+CD4-CD8+TCRαβ+亚型

为主，常伴PRCA，免疫抑制剂MTX、CTX治疗效果好。

A224.Genetic polymorphisms of NAT2 and risk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 case control study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Zou

Yunding, Chen Jieping

Objective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takes the

most part of adult acute lekemia, and it is origin from malig-

nant stem cells. Ext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es have deep-

ened our understanding of AML, especially in the area of

pathogenesis. Currently, heredity and environment is still seen

as the most accepted pattern to describe causes of AML. In the

study of genetic factors, correlations between mutations in

genes, which ma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physiology, and the

onset of AML has been revealed.N-acetyltransferase 2(NAT2),

as a member of acetyl transferase,takes part in the individual

physiological response to various xenobiotic compounds, such

as a wide range of exogenous chemicals and several clinically

useful drugs. A number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have been detected in NAT2 gene,and some of them,

which can result in a slow phenotype of NAT2,including

rs1799930 (G590A) and rs1799931 (G857A), have been identi-

fied as regulators of human susceptibility to various cancer. in

recent years,it has been reported abroad that rs1799930 and

rs1799931 may contribute to the risk of leukemia.Howere,

there is no report about the condition in Chinese,let alone in

Han population. Our purpose was to investigate the possible as-

sociations between NAT2 gene polymorphisms and the risk of

AML in a Chinese Han population.Methods and Results A

case control study was conducted including 98 AML cases and

112 healthy controls. NAT2 gene two polymorphisms

rs1799930 and rs1799931 were genotyped in the two groups.

Chi- square test was employed to compare the genotype and

allele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OR with 95%

CI was estimated to calcul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AT2 gene polymorphisms and AML onset. A remarkable

decrease trend of rs1799931 GA genotype was detected in

AML patien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 while the ancestral GG

genotype frequency increased in cases (P<0.05). And the

mutant A allele of rs1799931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risk of

AML by 0.585 fold versus the ancestral G allele carriers (OR=

0.585, 95% CI 0.361- 0.950).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f

rs1799930 both genotype and allele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were found between groups (P>0.05). Conclusion Our find-

ings suggested that the NAT2 gene polymorphism rs1799931

wa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risk of AML and was likely to

be a protective factor against AML development.

A225.High doses of daunorubicin during induction

therapy of newly diagnosed acute myeloid leuke-

mi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ro-

spective clinical trials
Southwest Hospital,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Gong

Qiang, Chen Jieping

The right dose of daunorubicin (DNR) for the treatment

of newly diagnosed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is uncer-

tain. Previous trials have shown conflicting results concerning

the efficacy of high or low doses of daunorubicin to induction

chemotherapy for newly diagnosed AML.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was conducted to resolve this controversial

issue. We compared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high doses of

daunorubicin (HD-DNR) and traditional low doses of daunoru-

bicin (LD-DNR) or idarubicin (IDA) during induction therapy

of newly diagnosed AML. Data of 3,824 patients from 1,796

articles in the literature were retrieved and six randomized con-

trolled trials were analyzed. The primary outcomes were over-

all survival (OS), 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 and event- free

survival (EFS). The secondary outcomes included complete re-

mission (CR), relapse, and adverse events. The meta- analysis

results suggest that comparing HD-DNR with LD-DNR,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CR（RR=1.19, 95% CI[1.12,

1.18], P<0.001）, OS(HR=0.88, 95% CI[0.79,0.99], P=0.002),

and EFS (HR=0.86, 95%CI [0.74, 1.00], P=0.008), but not in

DFS, relapse, and adverse event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ny other outcomes between HD-

DNR and IDA.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compared with LD-

DNR, HD- DNR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CR, OS and EFS

but not DFS, and did not increase occurrence of relapse and ad-

vers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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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6.SLC29A1 rs3734703 ：AML独立预后因子
1.河南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郑州大学基础医学院

曹海峡 1 张莉蓉 2 田文亮 1 黄玉敏 1 孙玲 1 姜中兴 1

目的 microRNA 结合位点的基因多态性(poly-miRTS)

通过影响miRNA对靶基因的负调控,影响包括肿瘤在内的

多种疾病的易感性、预后及耐药,成为目前值得深入研究的

一种遗传变异类型,极有前途成为临床预后因子。本研究拟

探讨药物代谢通路相关基因的poly-miRTSs对接受以阿糖胞

苷为基础诱导方案的AML患者临床结局的影响。方法 以

Ara-C 和蒽环类药物代谢途径相关基因为候选基因, 通过

The SNPinfo Web Server 网站对候选基因 3’UTR 筛选候选

(poly-miRTS)位点，应用 The SEQUENOM Mass-ARRAY 系

统对 206位中国汉族AML（non-APL）患者行候选位点的基

因型分型。结果 17个候选 poly-miRTS中，阿糖胞苷代谢

通路中的 5 个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NT5C2 rs10786736 and

rs8139, SLC29A1 rs3734703, DCTD rs7278 and RRM1

rs1042919)与AML患者的CR和/或OS及RFS明显相关；蒽环

类代谢通路中 4 个位点与化疗不良反应密切相关：ABCC1

rs3743527、rs212091 和骨髓抑制相关, ABCC1 rs21209 和胃

肠道反应相关，CBR rs9024 和心脏毒性明显相关。其中

SLC29A1 rs3734703 既与 CR 有关又与生存预后相关：

rs3734703 CC+AA基因型携带者(超显性型，P=0.023)诱导治

疗后更易获得CR(校正后OR为2.561，95% CI 1.136~5.775)；

rs3734703 AA+CA 基因型携带者死亡风险(显性模型：校正

P=0.006，校正HR 2.876，95% CI 1.364~6.062)和复发风险均

明显增高 (显性模型：校正 P=0.003，校正 HR 2.357，95% CI

1.337~4.155)。结论 阿糖胞苷和蒽环类药物代谢通路相关

基因的 poly-miRTS 位点有望作为生物标志物来预测 AML

患者接受以阿糖胞苷为基础的诱导化疗方案的敏感性、不良

反应以及远期生存。SLC29A1 rs3734703 与临床结局密切

相关,有必要进一步试验研究验证，以便依据患者的特定基

因型建立个体化治疗方案，提高药物疗效，减少不良反应。

A227.MiR-155在血液肿瘤中的诊断与预后价值的
meta分析
武汉协和医院 唐露 梅恒 胡豫

目的 近年来研究显示异常表达的 micro RNA-155

（miR-155）在血液肿瘤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一些研究探讨

了miR-155在白血病、淋巴瘤等多种血液肿瘤中的诊断价值

以及与临床预后的关系，但未获得一致结论。本研究荟萃国

内外相关研究，旨在评估miR-155在血液肿瘤中的诊断及预

后的价值。方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Embase、ISI Web of

Science、Cochrane图书馆、CNKI及万方数据库，纳入自2008

年1月至2018年6月发表的关于miR-155在血液肿瘤中诊断

及临床预后相关的研究。采用Cochrane协作网推荐的方法

评估文献质量，stata15.0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

25项研究，其中8项诊断相关的研究（累计550例患者/336名

健康对照），17项临床预后相关的研究（累计 2276例患者）。

Meta分析结果示：①MiR-155诊断血液肿瘤的合并灵敏度、

特异度、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及受试者工作特征(SROC)

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82（0.75~0.87）、0.73（0.62~0.83）、

3.07（1.98~4.75）、0.25（0.16~0.38）及 0.85（0.82~0.88）；②

MiR-155过表达的血液肿瘤患者预后较差，体现在高表达组

患者的总生存期[HR=1.71（1.49~1.96），P<0.001]、无病生存

期[HR=1.38（1.13~1.68），P=0.001]、无事件生存期[HR=1.55

（0.94~2.57），P=0.002] 及 无 进 展 生 存 期 [HR=1.58（1.06~

2.35），P<0.001]较低表达组显著降低。结论 Mir-155在血

液肿瘤中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其过表达是预后不良的标

志，因此miR-155可以作为新的标志物在血液肿瘤中辅助诊

断、指导治疗及评估预后。

A228.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突变基因谱及临床预后意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曹欣欣 蔡昊 毛玥莹

吴琪 周道斌 李剑

目的 利用二代测序分析中国 AML 患者的突变基因

谱，并比较老年和年轻AML患者的突变基因差异以及基因

突变状态对经 1个疗程柔红霉素(DNR) 60 mg·m-2·d-1联合

阿糖胞苷(DA60)方案诱导治疗后达到完全缓解率（CR）的预

测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7月至 2018年 4月在北

京协和医院进行了基于34个基因突变谱的二代测序和融合

基因检测的初治非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AML患者；比

较年轻（<60岁）和老年（≥60岁）AML患者的突变基因差异；

分析接受了DA60诱导治疗的患者基因突变状态与1个疗程

后CR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共纳入了179例患者，中位年龄

53岁，其中≥60岁患者共 68例。全部患者的中位突变数目

为2（0~6）个，最常见突变类型依次为TET2（16.8%）、ASXL1

（14.0%）、NRAS（11.7%）、NPM1（11.2%）、IDH2（10.1%）、和

FLT3- ITD（10.1%）。融合基因方面，RUNX1- RUNX1T1

（10.1%），CBFB-MYH11（5.6%）。比较不同年龄组的突变发

生频率发现，老年患者较年轻患者更容易出现ASXL1突变

（P=0.025）和 TP53 突变（P=0.034），同时有趋势更易出现

DNMT3A（P=0.056）和RUNX1突变（P=0.081）。而年轻患者

的RUNX1-RUNX1T1融合基因发生明显增多（P=0.019），同

时年轻患者有趋势更易出现KIT突变（P=0.092）。将突变按

照功能分组后发现，老年患者有着更多的DNA甲基化和去

甲基化突变（P=0.004）、RNA剪切酶突变（P=0.013）和染色体

结构修饰基因突变（P=0.002）。78例接受DA60诱导治疗的

1个疗程CR率为 57.7%。其中ASXL1突变患者的CR率显

著降低（P=0.007），NRAS突变患者的CR率有减低趋势（P=

0.08）。而存在RUNX1-RUNX1T1融合基因患者的CR率明

显提高（P=0.026）。功能分组上发现，存在RAS通路突变患

者的CR率显著降低（P=0.044），而存在染色体结构修饰基因

突变的CR率有减低趋势（P=0.062）。结论 不同年龄AML

患者的常见突变种类同样存在着显著差异。不同的突变类

型对标准DA方案诱导治疗的CR率存在影响。

A229.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自体移植患者首疗
程结束时微小残留病检测的预后意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黄走方 王婷玉 傅明伟 邹德慧 邱录贵

目的 探讨成人急性淋巴细胞（ALL）自体造血干细胞

移植（auto-HSCT）患者首疗程诱导治疗结束时微小残留病

（MRD1）检测的预后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 87例有流式

细胞术检测的 MRD1 结果的 ALL 患者临床资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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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D1与ALL患者复发、生存的关系。结果 87例患者中

26例（29.89%）ALL患者MRD1阳性。高危免疫表型（proB、

proT、preT、成熟T）比例在MRD1阳性组显著高于MRD1阴

性组（34.6%对 14.5%，P=0.038），初诊时年龄、性别、谱系（T/

B）、标危及高危免疫表型（标危=preB、commonB、皮质T，高

危=proB、proT、preT、成熟 T）、高白细胞计数（B-ALL>30×

109/L 或 T-ALL>100×109/L）、高危染色体/基因（+8、-7、低二

倍体、11q23异常或MLL、复杂核型、费城染色体阳性、E2A/

PBX1阳性、CRLF2突变）、CR1到移植的时间、预处理方案在

MRD1阴性组和阳性组中的构成比无统计学差异。MRD1

阴性患者与MRD1阳性患者的5年无白血病生存率（LFS）和

总生存率（OS）分别为 75.7%对 29.6%，P<0.001；72.7%对

47.3%，P=0.004。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MRD1阳性、高危免

疫表型是影响OS的危险因素，MRD1阳性、高危免疫表型、

性别是影响LFS的危险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MRD1阳性

是OS独立的危险因素；MRD1阳性和高危免疫表型是LFS

的危险因素。结论 首疗程结束时微小残留病阳性是行 au-

to-HSCT的成人ALL患者独立的不良预后因素。auto-HSCT

不能纠正MRD1阳性患者的不良预后。MRD1达阴性患者

可选择auto-HSCT治疗。

A230.成人早期前体T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
特征和治疗效果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黄走方 傅明伟 王婷玉 邹德慧 邱录贵

目的 探讨成人早期前体T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ETP-

ALL）的临床特征与治疗效果。方法 回顾性研究在 2008

年 6月至 2017年 8月间 71例成人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T-ALL）患者，根据免疫表型定义ETP-ALL，分析其临床

特征和疗效。结果 ①发生率、临床特征：71例成人T-ALL

中有15例（21.1%）ETP-ALL患者。与其他T-ALL患者相比，

ETP-ALL 的中位年龄、血小板计数更高（31 岁对 21 岁，P=

0.008；102×109/L对 55×109/L，P=0.015），而白细胞计数显著

更低（8.5×109/L对53×109/L，P=0.008）。二代测序筛查4例患

者基因突变，检出酪氨酸蛋白激酶基因 JAK3、JAK1突变、造

血发育因子 ETV6 突变以及甲基化因子 DNMT3A 等突变。

4例中有3例存在 JAK3突变。②治疗及疗效：与其他T-ALL

患者相比，1 个疗程诱导治疗 CR 率低（46.2%对 73.9%，P=

0.059），MRD阳性率高（84.6%对 50.0%，P=0.026），第 2疗程

后MRD阳性率高（72.7%对27.9%，P=0.006）。5年无复发生

存率和OS率与其他T-ALL比较无统计学差异（18%对24%，

P=0.471；27%对 19%，P=0.515）。结论 ETP-ALL 最早在

2009 年由美国 St Jude 儿童医院 coustan-smith 等提出，这类

ALL患者缓解率低、生存期短。在成人中，也发现ETP-ALL

患者诱导失败和血液学复发率显著高于非 ETP- ALL。

WHO2016版前体淋巴细胞肿瘤分类将此类T-ALL列为建议

分类。尚未见国内文献报道成人中此类型ALL。本研究发

现成人ETP-ALL早期治疗反应差，MRD阳性率高。

A231.成人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与预后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黄走方 王婷玉 傅明伟 邹德慧 邱录贵

目的 探讨成人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

的治疗与预后。方法 回顾性研究在 2003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期间我科收治的 68 例初治成人 T-ALL 患

者，分析其治疗和疗效。结果 相比B-ALL患者，T-ALL更

多见于男性（81%对66%，P=0.022），高白细胞更常见（25%对

9%，P<0.001）。首疗程诱导治疗后 CR 率显著低于 B-ALL

（73%对 92%，P<0.001），皮质 T-ALL 的 CR 率最高，其他 T-

ALL 其次，早期前体 T-ALL 最低，分别为 100%、54%、73%

（P=0.058），年龄>35岁病例组CR率低于≤35岁病例组（88%

对 40%，P=0.001），在性别、白细胞计数各组无统计学差异。

化疗、auto-SCT、allo-SCT中位PFS时间分别为10个月、24个

月、未达到（P=0.002）。T-ALL 的 5 年 OS 率为 25%（95%CI

18%~32%），而B-ALL为 48%（95%CI 44%~52%，P=0.029）。

高危组与标危组的中位 OS 时间分别为 25、34 个月（P=

0.041），5 年 OS 率分别为 20%、29%（P=0.018）。化疗、auto-

SCT、allo- SCT 的 5 年 OS 率分别为 9% 、33% 、38%（P=

0.037）。将性别、年龄、白细胞计数、CR>4周、T亚型等因素

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未显示出对OS的影响具有统计学差

异（P>0.05）。结论 成人T-ALL较B-ALL的预后差。异基

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及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均能改善T-ALL

患者预后。

A232.A ten-year retrospective study of acute lym-

phoblastic leukaemia -- report from single center

of northwest China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Lanzhou General Hospital Wu

Tao, Bai Hai, Wang Cunbang, Pan Yaozhu, Xi Rui, Zhou Jin-

mao, Qian Zhang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disease character of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aemia of northwest China. Methods We

collected the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aemia cases of Depart-

ment of Hematology, Lanzhou General Hospital from January

1, 2007 to December 31, 2016. The percentage of gender, age,

white blood cell count at the first dignosis, and lymhocyte type

were caculated. Centeral nerveous system leukaemia, BCR/

ABL gene, as well as other special gene were also caculated.

The chemistry course number to achieve first complete remis-

sion, transplantation or not, transplantation type, as well as dis-

ease condition when transplantation were also caculated. On

the other hand, the five year OS and EFS were caculated. The

OS and EFS between Ph + ALL and Ph- ALL, as well as child

and adult, were also compared. Results Gender analysis

showed that male patients were consisted of 64.3%. Age analy-

sis showed that patients under 14 years old were consisted of

24.2%, and patients above 60 years old, 3.7%. The analysis of

white blood cell count at the first dignosis showed that patients

whose WBC count under 30×109/L were consisted of 69.5%,

and patients above 100×109/L, 13.6%. Lymhocyte type analy-

sis showed that B cell ALL were consisted of 78%, T cell ALL

were consisted of 17.9% . 57% patients were combined with

centeral nerveous system leukaemia. Some special genes, such

as SIL-TAL1, HOX11, TEL/AML1, E2A/PBX1, WT1, can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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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n in our patients, except for BCR/ABL1 gene. Most of the

patients (84% ) achieved to first complete remission after the

first chemistry course. 17% patients accepted stem cell trans-

plantation and most of them (89% ) were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The five year OS and EFS is 75.8% and 31.2%

separately. The three year OS of Ph- ALL is 22.5% higher than

Ph+ ALL(P=0.0007), and EFS 21.1%(P=0.0004). The five year

EFS of child ALL is 26.7% higher than adult ALL (P=0.0004).

Conclusion The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aemia patients of

northwest China had their own character. Ph + ALL had poor

prognosis and child ALL had good prognosi.

A233.Double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positive B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aemia: a rare case report

and short review
Lanzhou General Hospital Wu Tao, Bai Hai, Wang Cunbang,

Han Ying, Xue Feng, Liu Tiantian, Cao Honggang

A rare case of double Philadelphia (Ph) chromosome-posi-

tive B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aemia (B- ALL) is reported

here. A 53-year-old lady presented with half a month history of

fever, fatigue and dizziness. Bone marrow assessment vertified

a diagnosis of B-ALL with double Ph chromosomes. She was

initially treated with regimen of induction chemotherapy con-

sisting of vincristine, daunorubicin and prednisone(VDP) plus

daily 400mg imatinib mesylate, along with regular intrathecal

chemotherapy by methotrexate and dexamethasone, following

which she went into complete remission. She remained in com-

plete remission after subsequently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consisting of one course of cyclophosphamide, cytarabine and

6- mercaptopurine(CAM) in addition to daily imatinib mesyl-

ate. Monitoring of cerebrospinal fluid showed no abnormali-

ties. Our patient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reports, in which there

is a poor prognosis, probably because of the short course of

our patient. There was no deterioration or relapse at present.

She is in subsequent follow-up treatment current.

A234.单中心GD2008ALL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长期随访研究
深圳市儿童医院 麦惠容 方希敏 袁秀丽 王晓东 刘

四喜 王缨 李长钢 文飞球

目的 回顾分析 GD2008ALL 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ALL）的临床疗效和长期随访结果。方法 总

结 2008年 7月 1日至 2016年 6月 30日在深圳市儿童医院初

次诊断和治疗的儿童ALL 274例，采用GD2008ALL治疗方

案，分析患儿的临床资料，随访时间至2017年12月31日，采

用Kplan- Meier 生存分析评估患儿总体生存率（OS）和无事

件生存率（EFS）。结果 274例初诊ALL患儿，男164例，女

110例，男女比例 1.5∶1，年龄 11个月至 16岁 9个月，中位年

龄 4岁 5个月。免疫分型：B-ALL 234例（占 85.4%），T-ALL

40例（占14.6%）。临床分型：标危72例（占26.3%），中危133

例（占48.5%），高危69例（占25.2%）。化疗第33天骨髓细胞

学检查提示完全缓解（CR）271例（占 98.9%），未缓解（NR）

3例（占1.1%）。随访时间18月至9年6月，中位随访时间为

5年。274例患儿存活 249例，死亡 25例，死亡率 9.1%，复发

29例，复发率10.6%，5年OS 90.8%，5年EFS 86.9%，标危、中

危、高危5年EFS分别为91.7%、86.5%、82.6%。死亡的25例

患儿中，诱导缓解期 1 例，巩固治疗期 2 例，再诱导治疗期

4 例，维持治疗期 17 例，化疗结束后因白血病复发死亡

2例。死亡原因分析，8例死于白血病复发，7例死于严重感

染，1例死于肝功能衰竭，1例死于外伤后颅内出血，8例复发

后放弃治疗后死亡。复发 29例患儿中，单纯骨髓复发 22例

（占 75.0%），单独中枢神经系统复发 1例（占 3.6%），单独睾

丸复发 2例（占 7.1%），骨髓伴髓外复发 4例（占 14.3%）。标

危患儿复发5例（占6.9%），中危患儿复发13例（占9.8%），高

危患儿复发11例（占15.9%）。复发后放弃治疗8例，治疗后

未获缓解死亡8例，复发治疗中因严重感染死亡2例，复发后

存活 11 例。存活的 11 例复发患儿中，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7 例，其中 2 例患儿移植后复发，予 CAR-T 治疗，复发后予

ALLR3方案治疗4例，11例患儿均处于白血病缓解状态。结

论 GD2008ALL方案治疗儿童ALL的CR率高并能取得良

好的长期疗效，5年OS和EFS接近国际发达国家水平，复发

是影响长期存活的主要原因，但复发后仍可通过造血干细胞

移植和细胞免疫治疗获得缓解。

A235.华南C-HUANAN-AML 15方案治疗儿童急
性髓系白血病合并症的初步分析
1.深圳市儿童医院；2.福建省协和医院；3.南方医科大学南方

医院；4.广州妇女儿童医学中心；5.湖南省儿童医院；6.中山

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7.湖南省人民医院；8.厦门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 林俊荣 1 刘四喜 1 李长钢 1 李健 2 冯晓勤 3

李春富 3 何映谊 4 郑敏翠 5 陈纯 6 徐宏贵 6 贺湘玲 7

温红 8 麦惠容 1

目的 回顾分析华南 C-HUANA-AML 15 方案治疗儿

童髓系白血病（AML）合并症。方法 总结分析初次诊断的

AML患儿的临床资料，对合并症进行初步分析，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结果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6月按照WHO 2016标准诊断AML患儿 196例进入华南C-

HUANA-AML 15协作组方案治疗，福建协和医院 67例，南

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38例，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25例，

湖南省儿童医院16例，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15例，湖南

省人民医院15例，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11例，深圳市儿童

医院9例。196例AML患儿中，男性126例，女性70例，男女

比例 1.8∶1，年龄 7个月至 16岁 7个月，中位年龄 6岁。形态

学分型：M0 11例（5.6%），M1 4例（0.02%），M2 72例（36.7%），

M3（非APL）1例（0.5%），M4 15例（7.7%），M5 76例（38.8%），

M6 3 例（1.5%），M7 14 例（7.1%）；临床分型：低危 44 例

（22.4%），中危 105例（53.6%），高危 47例（24%）。化疗后所

有患儿均出现四级中性粒细胞缺乏，最常见的并发症是感染

280 例次（92.4%），药物性肝炎 13 例（4.3%），过敏反应 7 例

（2.3%），血栓形成 1 例，心律失常 1 例次，消化道出血 1 例。

在感染的病例中，脓毒症 86例次（39.6%）、腹腔脏器感染 40

例次（18.4%）、深部真菌感染 30 例次（13.8%）、重症肺炎 29

例次（13.3%）、非重症肺炎 18 例次（8.3%）、口腔炎 6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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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导管相关感染 6 例（2.8%）、肛周脓肿 2 例（0.9%）。

所有病例随访结果，存活 152例，死亡 26例，死亡率 14.6%，

死亡病例中发生感染最常见的表现为深部真菌感染 15 例

次，脓毒症12例次，腹腔脏器感染10次。复发14例，复发率

7.1%，失访9例，放弃9例。结论 初步资料分析显示，华南

C-HUANA-AML 15方案治疗儿童AML合并症以感染为主，

脓毒症、腹腔脏器感染和深部真菌感染最常见，其他合并症

以药物性肝炎和过敏反应为主，积极预防和控制感染是提高

儿童AML的治疗效果的重点和难点。

A236.在中性粒细胞缺乏伴发热的儿童血液肿瘤患
者中优化万古霉素剂量的探索
深圳市儿童医院 刘力维 刘四喜 袁秀丽 方希敏 王

晓东 陈森敏 李长钢 文飞球 陈泽彬 麦惠容

目的 探索中性粒细胞缺乏伴发热的儿童血液肿瘤患

儿应用万古霉素用药剂量。方法 根据深圳市儿童医院与

加拿大病童医院共同制定的“Guideline For The Manage-

ment of Fever and Neutropenia in Children with Cancer and/or

Undergoing HSCT”指南，回顾分析本院从 2017 1月至 12月

在中性粒细胞缺乏伴感染的血液肿瘤患者中使用万古霉素

疗程数，采用酶放大免疫法检测万古霉素血药浓度，分析万

古霉素血药浓度的监测结果。结果 全年本院血液肿瘤科

因粒缺伴发热使用万古霉素为134个疗程：其中谷浓度监测

59次，监测率为44%。峰浓度监测47次，监测率为35%。谷

浓度监测的患者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入院有 53例，血液系统

肿瘤为6例，无实体瘤患儿。所有患者的万古霉素初始剂量

统一为说明书儿童剂量每次10 mg/kg 每6 h 1次。基于初始

剂量，初次谷浓度监测完全低于实验室达标浓度（<5 mcg/

ml）的为19例（32%）。初次谷浓度高于实验室正常范围内(>

15 mcg/ml)的为 1例（2%）。按照文献及指南中建议的谷浓

度范围10~15 mcg/ml，初次谷浓度监测未达标为45例，高达

76%。无任何患者出现万古霉素相关毒性症状。限制：治疗

粒缺伴发热需同时考虑优化其他广谱抗菌药物的给药方案，

因其他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征也可相应改变。结论 为优

化疗效同时避免毒性，对于中性粒细胞缺乏伴发热的血液肿

瘤患儿应当更加合理化使用血药浓度监测，根据患者的病理

生理情况调整个体化给药方案，而避免单一用万古霉素说明

书常规儿童剂量。适用于本中心血液肿瘤患儿的万古霉素

剂量在未来仍需深入研究。

A237.细胞间线粒体转运诱导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
细胞抵抗凋亡的研究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徐前飞 葛健

目的 通过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MSCs）与急性单核

细胞白血病（AML-M5）细胞系THP-1共培养，模拟白血病骨

髓微环境，探讨BM-MSCs诱导THP-1细胞抵抗凋亡的分子

机制。方法 ①建立BM-MSCs、THP-1细胞共培养体系，分

为两组：BM-MSCs（Mito tracker Red 线粒体探针标记）+

THP-1细胞、BM-MSCs+THP-1细胞（Mito tracker Red线粒体

探针标记），共培养 24 h后固定制片，Actin-Tracker Green标

记F-actin，使用共聚焦显微镜观察BM-MSCs与THP-1细胞

间隧道纳米管（TNTs）形成，TNTs中是否存在线粒体传递以

及线粒体转运的方向。②BM-MSCs、THP-1 细胞共培养 5

d，用CD45抗体标记THP-1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THP-1细

胞凋亡，实验分为 3 组：BM-MSCs+THP-1细胞直接共培养

（S）、两类细胞间隔 Transwell 透膜共培养（T）、BM-MSCs+

THP-1 细胞直接共培养体系中加入 Latrunculin（破坏 TNTs

结构，L）。③应用Western blot检测BM-MSCs和THP-1细胞

中线粒体转运相关蛋白KIF5B、Miro 1 的表达。结果 BM-

MSCs 与 THP-1 细胞间存在 TNTs，并且观察到线粒体沿着

TNTs 从 BM-MSCs 向 THP-1 细胞单向传递；BM-MSCs 与

THP-1细胞共培养5 d，T、L组THP-1细胞凋亡明显高于S组

（P<0.05）；Miro 1在BM-MSCs中表达明显高于THP-1细胞，

而KIF5B在二者表达无明显差异。结论 BM-MSCs通过

TNTs向THP-1细胞单向传递线粒体诱导THP-1细胞抵抗凋

亡；Miro1可能是调节线粒体传递的重要组成部分。

A238.CD4+/CD8+双阳性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一例
兰州军区总医院 吴涛 史晓凤 薛锋 汉英 王晓靖

潘耀柱 王存邦 白海

目的 观察 CD4+/CD8+双阳性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

临床特点，提高对其的认识。方法 对 1例CD4+/CD8+双阳

性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进行分析并相关文献复习。结

果 该例患者对治疗敏感，化疗期间骨髓持续缓解，预后尚

可。结论 CD4+/CD8+双阳性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对化疗

较敏感，可使骨髓完全缓解，预后较好。

A239.CLAG方案治疗ETO阴性合并CEBPa突变
WT1阳性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2）一例
兰州军区总医院 吴涛 曹红刚 薛锋 汉英 王晓靖

潘耀柱 王存邦 白海

目的 观察CLAG方案治疗ETO阴性合并CEBPa突变

WT1 阳性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2）的临床疗效。方法

对1例CLAG方案治疗ETO阴性合并CEBPa突变WT1阳性

M2患者的疗效进行分析，并相关文献复习。结果 本例患

者行 IA 方案化疗 1 个疗程后未获得缓解，改行 CLAG 方案

1个疗程，复查骨髓完全缓解。结论 CLAG方案治疗ETO

阴性合并 CEBPa 突变 WT1 阳性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M2）疗效良好，值得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A240.Prognostic importance of DOCK1 transcript

levels, and biologic insights from DOCK1-associat-

ed gene and microRNA expression signatures in de

novo acute myeloid leukemia
1.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

sity；2.School of Medicine，Shandong University Ya Zhang1,

Ying Li1,Lingyan Zhang1,Xin Wang1,2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DOCK1 in the context of estab-

lished predictive molecular markers and derive DOCK1-associ-

ated gene and microRNA (miRNA) expression signatures in

AML patients. Methods Bone marrow samples and CD34 +

cells from de novo AML patients and healthy donors were 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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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ated for DOCK1 expression. Patients from AMLCG-1999 tri-

al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were included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DOCK1 in AML.

Gene and miRNA expression profiles from TCGA were ob-

tained to study DOCK1- associated genomic signatures in

AML.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alyses in gene expression pro-

files were performed. Lentiviral vectors transfected AML cells

to stably silence DOCK1 expression. Besides, cell viability,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were assessed by cell counting kit-8,

annexin V- PE/7AAD and PI/RNase staining, respectively.

Result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observed aberrantly elevated

level of DOCK1 expression in BM samples and CD34+ cells of

AML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donors group. DOCK1

expression pattern of cytogenetic features was characterized in

patients from HOVON cohort, and higher expression level in

unfavorable prognostic category was identified. The patients

were further stratified by APL subtype, CR rate and NCCN cy-

togenetic risk.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level of DOCK1 was de-

tected in non-APL or intermediate/ poor risk patients with low-

er CR rate. Overexpression of DOCK1 was implicated in sig-

nificantly association with mutated IDH1, FLT3-ITD, CEBPA

and positive expression of ERG, BAALC, DNMT3B and

TCF4.DOCK1 high expression was observed in significant as-

sociation with reduced OS and EFS of AML patients from the

HOVON cohort, which was further validated in OS of the TC-

GA cohort. Besides, within the subgroups by cytogenetic risk,

high expression of DOCK1 predicted significant adverse out-

come in OS and EFS of intermediate- risk cases. In addition,

CN-AML patients with DOCK1 high expression showed a sig-

nificant decreased OS and EFS, which were confirmed in pa-

tients from AMLCG-1999 trial and Asian patients. Moreover,

multivariate survival analyses demonstrated th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DOCK1 in OS (P=0.017) after ad-

justment for age, CEBPA mutation, FLT3- ITD mutation and

DNMT3B expression.To gain insight into leukemogenic mech-

anisms associated with DOCK1 expression, genome- wide

gene and miRNA expression signatures were analyzed. 2615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were identified for bioinformat-

ics analysis. Annotations of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alyses in-

dicated that DOCK1 potentially regulated cell proliferation, mi-

gration and oncogenic pathways in AML. Moreover, a heat-

map was plotted and depicted DOCK1-associated miRNA sig-

natures. Among them, miR155, let- 7b, miR16- 1, miR21 and

miR24- 2 have been identified in leukemias, suggesting the

modulated networks of DOCK1 in AML. Conclusion Our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DOCK1 high ex-

pression independently predict poor outcome in AML patients,

particularly among intermediate risk cytogenetic subgroups

and CN-AML patients. Unique gene and miRNA signatures as-

sociated with DOCK1 expression presented distinct features in

leukemogenesis. DOCK1 was demonstrated as a robust bio-

marker to complement risk assessment in AML, highlighting

novel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anti-leukemic interventions.

A241.造血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饮食疗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李君 董霜

目的 通过运用多种营养评估方法，对108例造血干细

胞移植术后患者在移植后可能遇到的营养风险进行营养评

估，以此来提高患者的营养支持，促进患者疾病的转归和康

复。方法 分别对108例白血病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

运 用 以 下 营 养 评 估 方 法 ，包 括 营 养 风 险 筛 查 2002

（NRS2002）、微型营养评定（MNA）、主观全面评定（SGA）和

营养不良通用筛查工具（MUST），对这些患者的营养状态及

营养评价方法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结果 ≤30岁的白

血病患者有更高的营养风险。结论 对于≤30岁的白血病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的患者来说，有较高的营养风险。不但

需要科学的治疗，且此类患者由于机体代谢亢进，需给以高

热量、高蛋白、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而易消化的饮食，以补充

体内热量及各种营养物质的消耗。人们常说，药补不如食

补，合理的膳食可以有效补充人体内所需要的营养而且还可

以促进疾病的转归，让患者更快得到康复。

A242.基于培门冬酶为一线药物治疗儿童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疗效的单中心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血液病重点实验室、福

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总结培门冬酶（PEG-Asp）替代左旋门冬酰胺酶

（L-ASP）的联合化疗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的疗效。方法 以CCLG-ALL 2008方案为框架做以

下调整：危险度分层上增加诱导化疗第15天MRD调整危险

度（初始危险度为低危组，若第 15天的MRD≥1%则调整为

中危组），治疗上以PEG-Asp替代L-Asp（1次PEG-Asp等效

于4次L-Asp），低危组HD-MTX调整为3 g/m2，增加中、高危

组延迟强化培门冬酶 2次。回顾性分析 2012年 1月至 2018

年 2 月我科 617 例初诊并规范治疗的 ALL 患儿的疗效。

结果 617例ALL患儿中，诱导缓解率 95.46%；截至随访时

间，45 例（7.29%）复发，复发中位时间 11.37（3.33~59.73）个

月；70 例（11.35%）死亡，其中治疗相关死亡（TRM）6.16%

（38/617），其中诱导化疗期 TRM 27 例（27/36, 75%）；5 年总

体生存率（OS）（84.3±2.6）%，5 年无病生存率（EFS）（81.1±

2.3）%。低危组（LR）199 例（32.25%），中危组（IR）244 例

（39.55%），高危组（HR）174 例（28.20%），5 年 EFS 分别为

（92.4±2.3）%、（82.2±5.2）%、（58.5±7.3）%，不同危险度之间

EF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结论 增加诱导缓解第

15天MRD调整危险度分层，以培门冬酶作为一线药物治疗

儿童 ALL，并适当增加中、高危 ALL 患儿培门冬酶累积剂

量，可能进一步提高ALL患儿的长期生存率。

A243.儿童P2RY8-CRLF2融合基因阳性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血液病重点实验室、福

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探讨儿童P2RY8-CRLF2融合基因阳性急性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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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ALL）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 总结分析 5 例

（2016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共 115例B-ALL患儿首诊我科

行该项检测，检出率为4.35%）伴有P2RY8-CRLF2融合基因

阳性 ALL 患儿的临床资料。结果 5 例患儿，男 4 例，女

1例，初诊年龄2岁10个月~6岁，主要临床表现：贫血（2/5）、

发热（4/5）、骨痛（2/5）、淋巴结肿大（3/5）、肝肿大（3/5）、脾肿

大（2/5），初诊WBC（5.56~502.9）×109/L，初诊时均无睾丸及

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免疫分型：3例为普通B细胞型、2例

为前体B细胞型，1例合并TEL-AML1融合基因阳性，1例合

并染色体异常核型。传统危险度分层：2例为高危型（1例泼

尼松诱导试验反应不良，1 例诱导 33 d 微小残留病≥1%），

3 例为标危型。5 例均按儿童高危型 ALL 方案化疗，其中

1例早期强化治疗后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于缓解后14个月出

现双侧睾丸复发，予双侧睾丸切除，目前骨髓仍完全缓解，另

外 4 例仍在化疗随访中，均持续完全缓解。结论 伴有

P2RY8-CRLF2融合基因阳性的ALL儿童可能预后不良，予

提高危险度的强烈化疗可能改善预后。

A244.伴 IKZF1基因缺失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临床研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血液病重点实验室、福

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研究 IKZF1基因缺失的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ALL）临床特征及观察提高化疗强度对预后的影响。方

法 共纳入 292 例 ALL 儿童，采集所有患儿初诊时的骨髓

血，均采用多重链接探针扩增技术（MLPA）检测 IKZF1基因

的大片段缺失情况来判断该基因突变型异构体的存在，所有

伴有 IZKF1基因缺失的患儿均按儿童ALL全国方案（第四

次修订）高危组方案化疗，收集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分析。结

果 在所有患儿中 IKZF1 基因缺失检出率为 8.56%（25/

292），不同亚型的 IZKF1 缺失检出率：B-ALL 为 10.89%，

T-ALL 为 6.67%，Ph+ALL 组为 50.00%（5/10），TCR-PBX1 融

合基因阳性组 10%，TEL-AML1融合基因阳性组未检出，超

二倍体组 9.52%；18 例伴有 IZKF1 缺失的 ALL 患儿，男 13

例，女 5例，中位年龄 5（1.33~13）岁，初诊WBC（4.87~882）×

109/L；B-ALL 17例，T-ALL 1例，高危组6例、中危组7例、低

危组5例；33 d完全缓解（CR）率100%，1例缓解后进行造血

干细胞移植，1例巩固化疗时出现MRD水平升高，口服达沙

替尼后复查 MRD 转阴。中位随访时间 14（2.8~20.4）个月，

18 例患儿均持续 CR。比较伴或不伴 IZKF1 基因缺失儿童

ALL的临床特征：伴 IZKF1缺失组初诊WBC（分<50×109/L

及≥50×109/L 组）及 BCR-ABL 融合基因阳性率明显高于不

伴 IZKF1缺失组（P分别为 0.015、0.002）；而两组间性别、年

龄、危险度分型、泼尼松诱导试验反应（分<10 岁及≥10 岁

组）、诱导缓解第 15天的MRD（分≥1%和<1%两组）及第 33

天的MRD（分≥0.01%和<0.01%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分别为 0.444、0.198、0.611、0.170、0.750、0.329、0.337）。

结论 IZKF1基因缺失在儿童ALL检出率高，该部分患儿远

期预后较差，但初始危险度分层及早期治疗反应与未缺失组

均无明显差别；而发现该亚型ALL患儿，提高化疗强度可能

改善预后，因此对所有初诊ALL患儿进行 IZKF1基因缺失

的筛查十分必要。

A245.儿童ETV6/RUNX1阳性急性前体B淋巴细胞
白血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血液病重点实验室、福

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探讨儿童ETV6/RUNX1融合基因阳性急性前体

B 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影响因素。

方法 2012年 1月至 2018年 2月我科共收治 564例初诊B-

ALL患儿，治疗方案以CCLG-ALL 2008方案为框架做以下

调整：危险度分层上增加诱导化疗第15天MRD调整危险度

（初始危险度为低危组，若第 15天的MRD≥1%则调整为中

危组），治疗上以PEG-Asp替代L-Asp，低危组HD-MTX调整

为3 g/m2，增加中、高危组延迟强化培门冬酶2次。回顾性分

析ETV6/RUNX1阳性B-ALL的临床资料。结果 564例B-

ALL中共122例（21.63%）ETV6/RUNX1阳性，男69例，女53

例，男女比例为 1.3∶1，中位年龄 4（1~14）岁，初诊WBC：<4×

109/L 组 23 例（18.85%），（4~10）×109/L 组 41 例（33.61%），

（10~50）×109/L 组 42 例（34.43%），（50~100）×109/L 组 13 例

（10.66%），≥100×109/L组3例（2.46%）；初诊时无一例合并睾

丸白血病（TL）及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CNSL）；泼尼松诱导

反应良好率97.54%；诱导化疗33 d完全缓解率（CR+CRi）达

96.72% ，ETV6/RUNX1 融合基因转阴率（定量 <0.01%）

90.16%；初始危险度分层：低危组（LR）83例（68.03%），中危

组 31例（25.41%），高危组 8例（6.56%）；微小残留病（MRD）

调整后危险度分层：LR组57例，IR组56例（26例初始LR患

儿因诱导缓解第 15 天的 MRD≥1%调整为 IR），HR 组 9 例

（1 例初始 LR 患儿因诱导缓解第 33 天的 MRD≥1%调整为

HR）。564 例 B-ALL 患儿中 36 例复发，其中 ETV6/RUNX1

阳性患儿复发 2 例，占复发患儿的 5.56%。对比 B-ALL 中

122 例 ETV6/RUNX1 阳性患儿和 442 例 ETV6/RUNX1 阴性

患儿：阳性组危险度分层中高危组比例更低，早期治疗反应

（诱导缓解第 33 天 MRD）更好，5 年无病生存率（EFS）更高

[（92.0±3.2）%对（81.1±2.7）%]，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

别为 0.000、0.003、0.024）。结论 儿童 ETV6/RUNX1 阳性

B-ALL初诊时危险因素较少，按照MRD调整的危险度分层

治疗，总体预后良好。

A246.达沙替尼联合CCLG 2008方案治疗 11例儿
童Ph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疗效及安全性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血液病重点实验室、福

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探讨应用达沙替尼联合CCLG 2008（高危组）方

案治疗儿童Ph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Ph+ ALL）的疗效

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3月至2017年12月初

诊我院 11 例 Ph+ ALL 患儿的临床资料，11 例患儿均接受

CCLG 2008（高危组）方案治疗，并在诱导化疗第 15天开始

口服国产达沙替尼（商品名依尼舒）靶向治疗，达沙替尼停药

指征：中性粒细胞缺乏伴发热、合并重症感染或严重不良反

应不能耐受。结果 男 7例，女 4例，中位年龄 5（3~13）岁，

BCR/ABL 融合基因 P190 阳性 8 例，P210 阳性 3 例，合并

IZKF1基因缺失型突变5例（共8例检测，3例未检测），3例存

在复杂核型；3例（27.7%）口服泼尼松诱导试验反应不良，诱

导治疗33 d形态学幼稚细胞均<5%，微小残留病（MRD）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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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例<10-4，4例介于 10-4~10-2），BCR/ABL融合基因 2例

于诱导33天转阴，7例于巩固治疗前转阴，2例持续不转阴。

5例（45.45%）发生消化道出血，2例（18.18%）出现水肿，均有

2~4级血液学毒性，予减量或对症处理后缓解，无一例治疗

相关死亡。中位随访 26.0（6.8~51.7）个月，3例已停药，9例

仍在治疗中，1例在强化治疗中放弃治疗后失访，1例复发，

9例均持续完全缓解。结论 达沙替尼联合CCLG 2008（高

危组）方案治疗儿童Ph+ ALL的具有较好的疗效，但安全性

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A247.儿童急性巨核细胞白血病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血液病重点实验室、福

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陈以乔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巨核细胞白血病（AMKL）的临床

特征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年 1月到 2017年 5月

我科收治的 7例AMKL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治

经过、治疗方法及预后情况。结果 男3例，女4例，中位年

龄 16（11~24）个月，临床上主要表现为面色苍白（7/7）、发热

（5/7）、皮下出血（6/7），较少表现为绿色瘤（1/5）、淋巴结肿大

（1/5）、肝肿大（1/5）、脾肿大（5）。血常规提示白细胞计数正

常或升高，血红蛋白及血小板下降，骨髓易出现干抽（6/7），

骨髓形态学、免疫学检查常不典型，常多次骨髓检查而无法

明确诊断（4/7），曾误诊为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其他类型髓

系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从发病到确诊的中位时

间为4个月（2周~6个月），4例最终通过电镜检查明确诊断，

3例通过形态学+流式细胞免疫分型明确诊断。2例予常规

剂量化疗，1例于完全缓解后行造血干细胞移植，随访 25个

月，仍持续完全缓解（CCR），另外 1例在巩固化疗中复发死

亡。5 例予强化方案化疗，1 例死亡（诱导期间死于重症肺

炎、心力衰竭）；另外 4 例，随访 18（6~24）个月，均 CCR。结

论 对于年龄较小的而骨髓常规无法明确分型的急性白血

病儿童需考虑AMKL可能，应进行骨髓电镜或送检骨髓到

有较丰富诊断AMKL经验的实验室进行流式细胞免疫分型

以明确诊断；AMKL对常规剂量化疗反应差，而强烈化疗及

缓解后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改善预后。

A248.急性髓系白血病诱导治疗后完全缓解不伴有
微量残留病的预后意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魏辉 王

迎 林冬 周春林 刘兵城 邱少伟 宫本法 魏述宁

赵邢力 刘云涛 刘凯奇 弓晓媛 张广吉 李艳 顾润

夏 秘营昌 王建祥

目的 回顾性分析成人急性髓系白血病（除CBF白血

病）诱导治疗后完全缓解不伴有微量残留病(CRMRD-)与预后

的关系。方法 361例急性髓系白血病（除CBF白血病）患

者，其中 219 例来自前瞻性临床研究队列（ChiCTR-TRC-

10001202），分别接受标准剂量或者中剂量HAD方案诱导治

疗。142例来自回顾性研究队列，分别接受标准剂量或者中

剂量DA方案诱导治疗。在诱导治疗后使用八色FACS进行

MRD 检测。按照 ELN 给定的 0.03%作为 MRD 的检测阈

值。结果 自2014年5月8日到2017年2月6日共入组361

例AML（除CBF白血病）患者。中位年龄 36（13~54）岁，男

192例，女169例。219例来自前瞻性临床研究队列，112例患

者接受了中剂量阿糖胞苷HAD诱导治疗，107例患者接受了

标准剂量阿糖胞苷HAD诱导治疗。142例来自回顾性研究

队列，112例患者接受了中剂量阿糖胞苷DA诱导治疗，30例

患者接受了标准剂量阿糖胞苷 DA 诱导治疗。278 例患者

1个疗程获得形态学CR，CR率为77%。同时进行八色FACS

的MRD检测，CRMRD+率为 12.7%（46/361），CRMRD-率为 64.3%

（232/361）。CRMRD-组患者的 3 年预期 RFS 和 OS 率分别为

69.1%和 81.5%，CRMRD+组患者 3年预期RFS和OS率分别为

55.1%和60.5%。两组间的RFS（P=0.018）和OS（P=0.001）均

具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中剂量阿糖胞苷 HAD 诱导方案

CRMRD-率为79.5%，标准剂量阿糖胞苷HAD诱导治疗CRMRD-
率为 51.4%，两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1）。中剂量阿

糖胞苷DA诱导方案CRMRD-率为 67.0%，标准剂量阿糖胞苷

DA诱导治疗CRMRD-率为43.3%，两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

0.018）。将中剂量HAD与中剂量DA组合并，统称为中剂量

阿糖胞苷诱导组，其CRMRD-率为73.2%。将标准剂量HAD与

中剂量 DA 组合并，统称为标准剂量阿糖胞苷诱导组，其

CRMRD-率为 49.6%。两组间具有统计学差异（P<0.001）。

结论 根据多参数流式细胞仪检测的 MRD 可以对形态学

CR进一步分为CRMRD+和CRMRD-两组，CRMRD+和CRMRD-两组的

RFS和OS具有显著差异。强化诱导治疗中的阿糖胞苷剂量

可以提高CRMRD-率。

A249.Efficacy and safety of Hyper - CVAD and

CALLG 2008 regimen in the treatment of newly di-

agnose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 retro-

spective study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Yang Guangmin,

Li Xiaofan, Huang Meijuan, Zheng Jing, Yang Fenge, Zhan

Rong, Wang Shaoyuan, Shen Jianzhen, Fu Danhui, Lin Yan-

juan, Liu Tingbo, Hu Jianda, Chen Yuanzhong, Li Nainong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Hyper-

CVAD regimen and CALLG2008 regimen in the treatment

of newly diagnose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

Method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as 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medical records of ALL patients at Fujian medical universi-

ty union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0 to February 2017.Six hun-

dred and eight ALL patients underwent chemotherapy. Hyper-

CVAD protocol group included 122 patients(49 patients with

cytarabine dose of 1- 2 g/m2, 73 patients with 3 g/m2):76 pa-

tients were male, 46 patients werefemale;44 patients were

standard-risk,78 patients were high-risk ; The age at diagnosis

was 36(15- 70)years. CALLG2008 protocol group included

486 patients:299 patients were male,187 patients were female;

227 patients were standard- risk, 259 patients were high- risk.

The age at diagnosis was 31(14-68)years. The complete remis-

sion,early mortality,1- year,3- year,and 5 - year 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 and overall survival(OS) rates were measured

as primary endpoints. Results The complete remission rates

of Hyper- CVAD group and CALLG2008 group were 88.5%

and 86.4% (P=0.539), respectively.The 1-year, 3-year, 5-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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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S of Hyper- CVAD group and CALLG2008 group were

52.4% , 51.0% (P=0.778 ), 20.7% , 26.1% (P=0.198 ), 7.4% ,

12.3% (P=0.122 ), respectively.The 1- year, 3- year, 5- year OS

of Hyper- CVAD group and CALLG2008 group were 73.8% ,

65.4% (P=0.080 ), 36.9%, 39.9%(P=0.540 ), 22.1% and 25.5%

(P=0.439) respectively.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DFS/OS between those two groups. The early mortality rates

of Hyper-CVAD group and CALLG2008 group were 2.5% (3/

122) and 7.6% (37/486 ) (P=0.040 ), respectively. In the sub-

group analyses of the Hyper-CVAD protocol, the CR rates of

cytarabine dose 1-2 g/m2 and 3 g/m2 were 89.8%, 87.7% (P=

0.718) respectively; the early mortality rates were 0% (0/49),

4%(3/73) (P=0.151) respectively; the 1-year, 3-year, 5-year OS

were 69.4% , 76.7% (P=0.367), 36.7% , 38.3% (P=0.856 ),

22.4% and 20.5% (P=0.802), respectively. The chemotherapy-

related side effects in Hyper- CVAD group and CALLG2008

group were mainly oral infection(55.7% , 53.9% ), respiratory

infection (77.0%, 81.1%), diarrhea (23.8%, 23.0%), perianal in-

fection (18.0%, 17.1%), septicemia (15.6%, 15.0%), fungal in-

fection (45.9% , 46.9% ), pancreatitis (0.8% , 3.9% ), vomiting

(90.2%, 89.9%), transaminase elevation (44.3%, 54.9%), alope-

cia (35.2%, 38.1%),coagulation disorders (31.1%, 42.6%). The

rates of transaminase increase and coagulation disorders in

CALLG2008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Hy-

per-CVAD group.Conclus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between Hyper- CVAD regimen and CALLG2008 regi-

men in CR and DFS, OS in 1 year, 3 years and 5 years. the ear-

ly mortality of Hyper- CVAD regimen was lower than that of

CALLG2008 regimen.In subgroup analyses of cytarabine dos-

age of 3 g/m2 and cytarabine dosage of 1- 2 g/m2 in Hyper-

CVAD protocol,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R, 1-

year, 3-years, 5-years DFS/OSor early mortality rate.

A250.Coexistence of polycythaemia vera and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aemia in one patient：One

clone or two clones?
The Second Hospital of Shanxi Medical University Tian

Tingting, Chen Xiuhua, Xie Juan, Fan Lifang, Luo Ming, Li

Guoxia, Hou Ruixia, Yang Wanfang, Ren Fanggang, Wang

Hongwei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we presented one patient with

polycythaemia vera (PV) and CLL and explored the mecha-

nism engendering this co-occurrence by gene mutations investi-

gation and clonal evolution analysis of tumor cells on our pa-

tient with PV and CLL. Methods Firstly, genomic DNA de-

rived from peripheral whole blood was tested for target all cod-

ing exons of 34 myeloid tumor -related genes and 41 genes B-

lymphoid tumor- related genes using targeted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 Subsequently,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

ar cells (PBMCs) were isolated from peripheral blood, and the

B lymphocyte cells were separated from mononuclear cells by

CD19 positive magnetic beads sorting. The neutrophils were

purified from peripheral whole blood according to Human Neu-

trophil Separation Kit (Tianjinghaoyang Biological Manufac-

ture Co.,LTD, China). The positive mutations were respective-

ly investigated in isolated B lymphocytes and neutrophils. The

purity of separated B lymphocytes and neutrophils were more

than 95%. The JAK2V617F mutation was analyzed by allele-

specific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The P53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by Sanger sequencing. Result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this patient harboured JAK2V617F and P53 mutations.

The P53 mutations included two variants, respectively, the mis-

sense mutation c.A536T (p.H179L), which occurred in the ex-

on 5, and the frameshift mutation c.626_627del (p.R209fs) that

occurred in the exon 6. Mutations in other genes were nega-

tive. The JAK2 mutation was negative in B lymphocytes and

the p53 mutation was positive, whereas JAK2 mutation was

positive in neutrophils and P53 mutation was negative.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JAK2V617F mutation

occurred in the myeloid compartment and P53 mutation

emerged in the lymphoid compartment, indicating that PV and

CLL were two isolated clonal hematological diseases in this

case, instead of two phenotypes of the same disease. We pre-

ferred to the fact that the patient generate aging- related P53

mutations, initi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LL, which suggested

PV and CLL originated from two isolated clones that occurred

at the different time in the same patient.

A251.AML1-ETO相关融合环状RNA(F-circAE)通
过促进糖酵解维持白血病细胞生长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王颖 徐颖

茜 刘倩 邢海燕 田征 唐克晶 饶青 王敏 王建祥

目的 探讨融合基因相关的环状 RNA(F-circAE)维持

白血病细胞生长的具体机制。方法 ①设计针对 F-Cir-

cA5E234的生物素探针，与Kasumi-1细胞的蛋白提取液孵育

后，形成CircRNA-蛋白复合物，采用蛋白质谱实验的方法检

测并分析与 F-CircA5E234 结合的蛋白；②应用 KEGG 数据

库，对与F-CircA5E234结合的蛋白相应基因进行富集分析；

③对过表达F-CircA5E234的 3T3细胞和对照组的 3T3细胞

进行转录组测序，并进行基因集富集分析（GSEA）；④对敲

降F-CircAE的Kasumi-1细胞和野生型的Kasumi-1细胞进行

转录组测序，并进行基因集富集分析（GSEA）。结果 ①F-

CircA5E234共与 75种蛋白结合，特别是其可与在糖酵解过

程中发挥重要生物学功能的LDHB、PKM以及ENO1结合；

②在3T3细胞中过表达F-CircA5E234后，其糖酵解通路明显

上 调 ，其 中 Tpi1、Eno1、Eno1b、Pkm、Ldha、Pgm1、Eno3、

Pdha1、Pgam1 基因表达明显上调。③通过参照 Reac-

tome_Glycolysis 基因集进行 GSEA 分析提示，敲降 F-Cir-

cA5E234后的两组Kasumi-1细胞的糖酵解通路较对照组明

显下调（2133 组：NES:1.99, p-value: 0.0, FDR q-value: 0.0；

2231 组：NES:2.02, p- value: 0.0, FDR q- value: 0.0），其中

TPI1、PGAM1、ENO1、TPI1P1、ALOA、GPI、PFKFB3、ENO2、

PGK1、PFKFB4 的 mRNA 水平较对照组明显下降。结论

F-CircA5E234可与糖酵解过程中重要的功能蛋白结合；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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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umi-1细胞中敲降 F-CircA5E234的表达后，糖酵解通路

相关蛋白的转录本明显下调；而在 3T3细胞中过表达F-Cir-

cA5E234，糖酵解功能明显上调；说明F-CircA5E234可能通

过促进糖酵解的进行，维持白血病细胞的生长。

A252.SLC38A1高表达预测正常核型白血病预后不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马朝霞

目的 运用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评价SLC38A1表达水

平在正常核型白血病中的预后价值。方法 通过TCGA数

据库79例CN-AML患者的基因表达数据和临床数据初步筛

选出预后相关基因SLC38A1，比较SLC38A1高低表达组与

患者临床特征、生存时间的关系，并在其他三个芯片数据集

中进行生存分析验证。结果 与正常骨髓样本相比，AML

样本中SLC38A1高表达。TCGA数据库中SLC38A1高表达

组患者总体生存期和无病生存期缩短，并在其他三个数据集

的四个独立CN-AML样本中得到同样的验证结果。多因素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SLC38A1是独立于年龄、WBC和FLT3-

ITD基因状态的不良预后因素。差异基因分析表明一些重

要的癌基因如CDK6、KIT、MSI2等在SLC38A1高表达组表

达上调，而免疫相关基因和转录调节因子如 CD86、KLF4、

CEBPB等表达下调。信号通路分析发现转录活化相关通路

和组蛋白表观修饰调节通路表达上调。microRNA表达图谱

分析则显示miR-126、miR-146b和mir-194等致癌 microRNA

表达上调。结论 AML细胞依赖谷氨酰胺，现有的基础研

究显示谷氨酰胺剥夺具有抗白血病效应，而SLC38A1（溶质

转运载体家族38成员1）在谷氨酰胺转运中发挥重要作用。我

们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初步证明SLC38A1可能是CN-AML

中新的不良预后标志，对于CN-AML预后分层有重要意义。

而差异基因分析、信号通路分析和microRNA表达图谱分析

结果则初步揭示潜在的机制。后续实验验证尚在进行中。

A253.Twist-1在MLL-AF9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尹静 王楠 尤娜 郭丹 常利珍 张沛雯 马小彤

目的 通过小鼠模型深入探讨 Twist-1 是否是 MLL-

AF9 AML发生和维持的关键因素，是否对维持LSC功能至

关重要，并深入探讨其下游分子机制。方法 利用本实验已

建立的 Twist-1 条件敲除鼠平台，用携带MLL-AF9融合基因

的逆转录病毒感染小鼠原代造血干祖细胞，建立起小鼠

AML 发病模型，通过模型观察 Twist-1 缺失对 AML 的发生

和发展的作用，并通过RNA-seq筛查变化显著的下游分子机

制。结果 在MLL-AF9 AML小鼠的白血病发生和发展阶

段，Twist-1缺失均延长小鼠生存期，使LSC的比例和数目降

低，增加LSC凋亡，并促进其向髓系分化。通过体内系列移

植和体外连续克隆实验发现Twist-1缺失降低LSC的自我更

新能力。通过 LSC 的 RNA-sequence 发现 Twist-1 缺失激活

p53通路，氧化应激和DNA损伤通路相关基因。进一步研究

发现Twist-1缺失使LSC的活性氧（ROS）水平升高，DNA损

伤修复能力减弱。而使用ROS清除剂N-乙酰半胱氨酸后，

能够部分挽救AML小鼠模型中Twist-1缺失的影响，缩短小

鼠白血病发生及发展的生存期，使LSC比例和数目增多，并

抑制 LSC 凋亡和髓系分化。结论 Twist1 促进 MLL-AF9

AML 发生和维持，并且通过维持低水平ROS维持LSC的功

能。本研究提示Twist-1是MLL-AF9 AML的一个潜在治疗

靶点，可能成为治疗混合谱系白血病的新选择。

A254.二代测序基因突变检测对于 161例初治急性
髓系白血病去甲基化治疗的预后提示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窦立萍 刘代红 于力 靖域

李红华

目的 DCAG (地西他滨合并CAG)目前在老年急性髓

系白血病（AML）患者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但是其在 60岁

以下初治AML患者中的疗效缺乏大宗数据报道。本研究评

估了161例60岁以下初治AML患者中，DCAG方案作为初治

诱导缓解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并且探索了二代测序技术检

测到的基因突变对于去甲基化治疗的预后提示作用。方法

161例60岁以下初治AML患者，接受DCAG方案或标准3+

7方案作为初治诱导缓解方案，治疗前应用二代测序技术检

测了128个热点基因突变，分析了DCAG方案作为初治诱导

缓解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二代测序技术检测到的基因突变

对于去甲基化治疗的预后提示作用。结果 161例 60岁以

下初治AML患者，78.9% 发现存在至少一个基因突变；总共

在72个基因中发现436个热点基因突变。接受DCAG方案

作为初治诱导缓解方案的患者，FLT3-ITD 和 U2AF1突变阳

性患者总生存率和无事件生存率明显低于突变阴性患者。

接受标准 3+7方案作为初治诱导缓解方案的患者，IDH2突

变阳性患者总生存率和无事件生存率明显低于突变阴性患

者，DCAG方案作为初治诱导缓解方案的 IDH2突变阳性患

者，其疗效明显优于接受标准3+7方案作为初治诱导缓解方

案的 IDH2突变阳性患者，与接受DCAG方案作为初治诱导

缓解方案的 IDH2突变阴性患者类似。DCAG方案作为初治

诱导缓解方案的U2AF1突变阳性患者，其疗效明显差于接

受标准3+7方案作为初治诱导缓解方案的U2AF1突变阳性

患者。结论 二代测序得到的基因突变对于初治AML患者

有明确的预后提示作用，DCAG方案作为初治诱导缓解方案

相较于标准 3+7方案可以改善 IDH2突变阳性患者的预后。

而U2AF1患者接受DCAG方案疗效差于标准3+7方案。

A255.The immuno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 and

flow cytometric scoring system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with t(8;21) (q22;q22); RUNX1 -

RUNX1T1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s Hospital，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Shang Lei, Wang Huijun

Objective The translocation t(8;21)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 chromosome translocations in AML. Molecular (cyto)

genetics is regarded as the gold standard for diagnosis. Howev-

er, due to the complicated variety of AML-related genetic ab-

normalities, comprehensive screening for all of these abnormal-

ities may not be cost- effective. Therefore, a flow cytometric

(FC) scoring system was generated in this study for rapid

screening and diagnosis of t(8;21)AML. Methods The im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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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 of leukemic cells and neutrophils

in cases with t(8;21) AML or other subtypes of AML were ana-

lyzed to find a method for the flow diagnosis of t(8;21) AML.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picked six FC features pointing to

the diagnosis of t(8;21) AML: The blasts show high- intensity

expression of CD34; aberrant expression of CD19, cCD79a

and CD56 in myeloblasts; co- expression of CD56 in neutro-

phils, especially in immature neutrophils; and a maturity distur-

bance in granulocytes. A six- point score was devised using

these features. By ROC analysis, the AUC was 0.952, and the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PPV and NPV were 0.86, 0.90. 0.91 and

0.84 when the score was ≥3 points. The score was then pro-

spectively validated on an independent cohort, the AUC of the

ROC curve for the validation cohort was 0.975. When the cut-

off value was set at 3, the obtain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values were 0.91 and 0.9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The

FC score described can be used for the identification and rapid

screening of t(8;21) AML.

A256.急性髓系白血病耐受性差患者降低强度化疗
及文献复习
兴化市人民医院 刘泽法

目的 探讨 AML 低危患者低强度化疗利与弊。方法

对 1例AML低危患者的 5年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

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本例患者初次发病时因双下肢皮肤

瘀斑 1周入院。1周前因受凉后出现双下肢皮肤瘀斑，后来

我院行骨髓形态、白血病免疫分型、染色体、多重PCR检查

诊断AML（低危）。后予以减剂量DA、CAG方案诱导达到

缓解，后间断予以减剂量常规化疗，目前患者已经存活 5

年。结论 低危的AML患者减剂量的巩固治疗可能会获得

更大的益处。

A257.BCR-ABL P230及P210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
一例并文献复习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姚佳佳

目的 报道 1例BCR-ABL P230及P210双阳性的急性

髓系白血病。方法及结果 患者系32岁青年男性，以腰痛、

发热为主要表现，外周血白细胞升高，贫血、血小板减少，

PET-CT：L3右侧横突、邻近椎体后份及邻近椎弓根骨质破坏

伴软组织肿块形成，代谢增高。骨髓检查提示：查见分类不

明原始细胞30%，急性白血病骨髓象。骨髓活检：大片坏死，

在纤维组织背景上见少数有核细胞灶性或散在分布，网状纤

维增加（MF-3）。骨髓流式：原始及髓系区域细胞占有核细

胞87.5%，原始细胞约占有核细胞7.5%，主要表达HLA-DR、

CD7、CD13、CD33、CD34、CD38，髓系细胞约占有核细胞

80%。比例增高，未见明显发育异常，淋系增殖受抑。基因

检测：BCR-ABL (P230 型)融合基因和 EVI1 阳性。BCR-

ABL（P230）定量：28.3%。染色体：47，XY，+ 8，t（9；22）

（q34；q11），i（17）（q10）[16]/46,XY[4]。ABL1激酶突变检测

（T315I、P-Loop、A-Loop）：均未检测到突变。考虑患者系Ph

阳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予患者达沙替尼50 mg每日2次口

服靶向治疗，治疗2个月后患者血象逐渐恢复，骨痛消失，骨

髓达CR。BCR-ABL（P230）定量降至0.12%。治疗6个月后

因患者擅自停药 20 余天，复查 BCR-ABL（P230）定量升至

79.04%，并查见BCR-ABL（P210）阳性。BCR-ABL（P210）定

量2.11%。复查骨髓提示：原始粒细胞占33.5%。ABL1激酶

突变检测T315I突变，患者放弃治疗出院。结论 Ph+AML

在AML中仅占 0.5%~3%，且目前认为Ph+AML提示预后较

差，联合TKI治疗可使患者获益，但仍需尽快行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

A258.慢性髓性白血病中Ph附加染色体异常核型特
点与预后分析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贾卫静

目的 探讨CML中 Ph附加染色体异常核型特点及其

对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中心 2000 年 1 月至

2014年 12月参与随访的 52例Ph附加染色体异常患者的染

色体核型及演变特点，分析比较治疗 12个月时CCyR率、达

到CCyR的平均时间，得出异常核型与预后的相关性。结果

经染色体核型检测确诊的1057例患者中，有121例（11.45%）

在初诊或治疗中出现Ph附加染色体异常，其中有完整随访

资料的患者52例（4.92%），52例患者中异常染色体出现比例

为：22号（13%）、多倍体（9%）、9号、Ph+、8号（7%），3号、11

号（6%）；71例典型Ph易位（76.06%）与 52例Ph附加染色体

异常(38.46%) 患者12个月时CCyR率存在差异（P<0.05）；52

例异常患者中涉及异常染色体频次最高者为 22号染色体，

与典型Ph易位组12个月时CCyR率无明显差异（P=0.188），

若涉及+8异常，患者12个月时CCyR率则明显下降，但涉及

多倍体、9号及双Ph染色体时无明显差异；初诊或治疗中出

现染色体异常核型患者与71例典型Ph易位患者进行比较，

12个月时CCyR率明显下降（P<0.05）；初诊异常中疗效满意

的 15 例患者及 5 例治疗中出现附加染色体异常患者达到

CCyR的时间与典型Ph易位组无差异（P=0.229）；初诊时存

在附加染色体异常与治疗中出现异常患者治疗 12 个月时

CCyR率无差异（P=0.790）；典型Ph易位慢性期（CP）62例患

者中12个月时达到CCyR（67.74%）与42例附加染色体异常

CP患者 CCyR(38.10%)存在差异（P=0.003），两组 12个月时

达到CCyR患者达到CCyR的平均时间无差异；42例CP患者

中涉及异常染色体频率较高者为：22 号（10.17%）、多倍体

（8.93%）、8号（7.14%）、9号（7.14%），初诊异常、治疗中异常

两组与典型 Ph易位 12个月时CCyR存在差异（P<0.05），而

达到CCyR的平均时间无差异。结论 CML患者中若出现

Ph染色体之外的附加染色体异常（ACA）会对患者的预后造

成影响，但是需根据具体异常涉及的染色体及出现时间分析。

A259.11例CAR-T-CD19治疗复发/难治急性B细胞
白血病持续缓解超过1年病例观察
陕西省人民医院 王一 高秋英 张玎 周伟 高瑛 苗

玉迪

目的 观察 11例接受CAR-T-CD19治疗且获得长期缓

解患者的临床特点。方法 对2015年5月-2017年7月陕西

省人民医院接受CAR-T-CD19治疗获得 1年以上持续缓解

11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5例Ph(+),3例有中

枢浸润。3例CAR-T治疗前未缓解。预处理方案为FC/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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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出现炎症因子释放综合征，3例出现骨髓抑制，所有患者

均在 2 周内缓解，治疗后持续缓解中位时间 20（14~35）个

月。结论 CART-CD19治疗可使部分复发/难治急性B淋巴

细胞白血病获得长期缓解。

A260.Gene mutation profile and risk stratification

in AML1- ETO- positive acute myeloid leukemia

based on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1.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Hematop-

athy Diagnosis and Therapy Center, Kanghua Hospital; 3.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opan Yu1,Changxin Yin1,

Fuqun Wu 2,Ling Jiang1,Zhongxin Zheng1,Dan Xu1,Jiaheng

Zhou3,Xuejie Jiang1,Qifa Liu1,Fanyi Meng1,2

Gene mutation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leukemogene-

sis of AML1-ETO-positive acute myeloid leukemia(AE-AML).

Nevertheless, gene mutation profile in this subtype leukemia

remains unclear, and their clinical effect might be underestimat-

ed. In this study, we detested gene mutations at diagnosis and

relapse with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in 64 newly diag-

nosed AE- AML patients, and verified the results with Sanger

sequencing at the same time.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68.8% pa-

tients presented recurrent mutations at diagnosis and 6/11 cases

underwent genetic alterations at relapse. C- KIT mutation was

the most common event at diagnosis, with an incidence of

42.2% , followed by ASXL1(15.6% ), MET(12.5% ), MLH1

(9.4% ), TET2(7.8% ), and FBXW7, TP53 and DNMT3A

(7.8%), etc. Also, C-KIT mutation was the most common mo-

lecular event associated with relapse(7/11, 63.6%). No signifi-

cant difference in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between the gene

mutation and wild type (WT) groups was observed, except of

higher incidence of additional cytogenetic abnormalities

(ACAs) (P=0.025) in TP53 mutation patients. C-KIT (exon 8,

17) mutation but not exon 10 adversely affected on survival.

Also ASXL1 and TP53 mutation were poor for the RFS (P<

0.05), and ASXL1, MET, FBXW7 and TP53 mutation nega-

tivelyimpacted on the OS(P<0.05).Multivariateanalysisshowed

C- KIT(exon 8, 17) and ASXL1 mutations were the indepen-

dent adverse factors for survival. Further, co-mutation of these

two genes showed even worse effect on survival. Taking to-

gether, additional gene mutations are critical in the develop-

ment and progression of AE-AML. C-KIT and ASXL1 muta-

tions are the two most common molecular events in this sub-

type leukemia. Single mutation of C-KIT(exon 8,17) or ASXL1

poorly affects on survival, even worse in the co-mutation.

A261.Ph+染色体伴 inv（16）核型的病例报告并文献
复习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周吉

目的 报道了两例同时伴有 t(9;22)和 inv（16）两种染色

体重排的患者，并结合以往病例，总结同时伴有 t(9;22)和

inv（16）患者的临床及实验室诊断特征，探讨其病理机制。

方法 取患者骨髓进行形态学及流式细胞术检测；RT-PCR

检测 t（9；22）产生的 BCR-ABL 及 inv（16）染色体重排产生

的 CBFβ-MYH11 融合基因转录本，sanger 一代测序验证其

融合基因断裂点及疾病相关突变检测；丝裂间期及中期荧

光原位杂交 (FISH ) 检测 BCR-ABL 和 CBFβ-MYH11 融合

基因信号；染色体 G 显带核型分析。结果 两例伴有 t(9;

22)和 inv（16）核型的患者，一例诊断为初发 AML，另一例

为CML-BP患者，并综合以往文献报道的此类核型患者 27

例，分别此对类核型的AML患者和CML-BP患者进行临床

及病理特征总结，认为同时伴有 t(9;22)和 inv（16）核型的初

发 AML，除了发病年龄较低外，其临床表现与其他类型的

AML 相似，预后较好。而同时存在 t(9;22)和 inv（16）核型

的CML加速或急变期的患者，一般认为具有典型的临床侵

袭性等特征，细胞形态学上与 AML 相似，骨髓细胞中往往

伴有粒、单核细胞比例及异常嗜酸细胞比例持续升高的特

征，却对化疗往往不敏感，预后较差，生存期较短。此外，

本组报道的其中一例CML-BP患者，除了Ph染色体阳性伴

有 inv（16）外，不同于以往文献报道的是，该患者几乎每个

细胞内都存在双Ph染色体，同时还伴有ABL激酶区域发现

了E255K突变，此患者表现了对伊马替尼和尼洛替尼的抗

性，在进行CAG化疗后效果也不佳。结论 准确对同时伴

有 t(9;22)和 inv（16）核型的 CML-BP 及 AML 的患者进行分

类，对临床用药指导及预后评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A262.HDAC2- microRNA183 epigenetic circuit

contributes to the growth of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with Ph chromosome via BCR/ABL-

PTEN-AKT signaling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丁洋洋 蒲连芳 刘军 李

曼曼 胡林辉 郑慧敏 熊术道

p190-positive B-ALL is a major genotype of Ph-positive

B-ALL, MicroRNAs (miRNAs) are a group of 20-22 nucleo-

tides endogenous single- stranded, non- coding RNAs that can

be completely or incompletely paired with target mRNAs to

regulate gene expression.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low

expression of miR-183 in p190-positive B-ALL, which can in-

hibit the growth of p190- positive B- ALL cells. Subsequently

experiment we found that miR-183 expression level is down-

regulated in p190-positive B-ALL. miR-183 affects apoptosis

in p190-positive B-ALL by targeting the BCR-ABL gene via

regulating the PTEN/AKT, c-Myc pathway. The expression of

miR- 183 was regulated by HDACs, and HDAC2, but not

HDAC1, 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miR-183. This study may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the diagno-

sis, prognosis and targeted drug design of p190 positive B-

ALL.

A263.单倍型相合移植前AML患者的血液学完全
缓解状态对预后的影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付强 常英军 黄晓军

目的 探讨本中心单倍型相合移植前AML患者血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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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缓解状态对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185例

接受了单倍型相合移植的AML患者，按照移植前外周血细

胞的恢复程度，患者分为两组：血液学形态完全缓解(CR)和

不完全血液学形态完全缓解(CRi)。结果 OS 和 LFS 分别

为 76.8%和 75.1%。CR 组和 CRi 组的 OS 分别为 75.3%和

85.2% (P=0.292)。 CR 组和 CRi 组的 LFS 相近 (74.1% 对

81.5%，P=0.430)。在整个随访期，27例(14.6%)出现了复发，

10.3% 的患者死于移植相关并发症。CR组和CRi组的复发

率没有统计学差异 (14.6%对 14.8%，P=0.945)。CR 组的

TRM 看起来比 CRi 组更高，但没有统计学差异 (11.4%对

3.7%，P=0.239)。总体的急性 GVHD(Ⅱ~Ⅳ级) 发生率为

33.5%，CR组和CRi组的急性GVHD (Ⅱ~Ⅳ级) 发生率分别

为 31.6%和 44.4% (P=0.122)。总体的慢性 GVHD 发生率为

55.7%，CR组和CRi组的慢性GVHD发生率分别为57.6%和

44.4% (P=0.097)。结论 单倍型相合移植前AML患者的血

液学完全缓解状态不影响移植预后。

A264.基于二代测序平台多维度探究FLT3-ITD阳
性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预后因素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北京橡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张仪 1 赵彼得 1 王云贵 1 王冬梅 1 潘含章 1 王

程程 2 楼峰 2 曹善柏 2 金洁 1

目的 了解中国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人群FLT3-ITD

的突变特征，探究其等位基因突变频率（VAF）、突变个数、插

入位置及插入片段长度是否影响患者总体生存（OS）与无复

发生存（RFS）。方法 收集2013年12月至2018年3月初发

的 ITD 阳性 AML（非 M3）患者 101 例，对其骨髓或外周血

DNA进行NGS 185-gene测序，结合患者临床资料，进行统计

分析。结果 FLT3-ITD 患者中最常见的伴随突变基因为

NPM1、DNMT3A、TET2、IDH2、RUNX1、WT1；患者 ITD 突

变VAF为 0.344（0.084~0.487）；80例患者携带有 1条 ITD，17

例患者携带 2条，3例患者携带有 3条 ITD，有 1例患者携带

有 4条；大部分患者(76/101)插入位置位于 JM区；插入长度

为 54（12~252）bp。2018 年 NCCN 指南提出 ITD 突变频率

0.33 为预后分层分界点，结果发现两组人群生存并无差异

（P=0.4270 for OS；P=0.3828 for RFS），以VAF 0.30作为分层

分界点发现两组人群OS有明显差异（P=0.0465），但对RFS

无明显影响（P=0.4929）；ITD携带个数与预后明显相关，携

带 1条 ITD患者预后明显优于携带有多条的患者（P=0.0031

for OS；P=0.0001 for RFS）；插入位置在hinge region of JM的

患者有OS较差的趋势，但没有达到统计学意义；FLT3-ITD

插入长度越长患者的RFS越差（P=0.0323;P trend =0.0049），

但对患者OS无明显影响。结论 中国患者FLT3-ITD在突

变频率、插入个数及插入长度多个层面影响患者预后。

A265.关于ATM基因缺失导致白血病干细胞干性
下降并延缓MLL-AF9白血病进程的研究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喻文蕾 梁爱斌

目的 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突变基因（ATM)是DNA

损伤反应通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研究表明DNA损伤

反应可影响肿瘤干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从而影响白血病的

发生。因此，本研究致力于分析ATM在MLL-AF9白血病发

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 分析ATM+/+及ATM-/-小鼠骨髓中

造血干/祖细胞的频率及数量，研究ATM缺失对正常造血的

影响。构建ATM+/+及ATM-/- 的MLL-AF9白血病模型，通过

观察生存曲线、外周血/骨髓/髓外浸润的情况，研究ATM缺

失对白血病进展及预后的影响。构建造血干细胞梯度稀释

的连续移植小鼠模型和体外连续克隆试验，计算干细胞频

率。使用 ATM 抑制剂，研究 ATM 缺失对白血病病程的影

响。测序分析ATM+/+及ATM-/-白血病干细胞差异表达基因，

构建 rescue 模型。结果 ①ATM-/-小鼠骨髓中 KSL、MPP、

LT-HSC、ST-HSC 的频率及数量与 ATM+/+ 无显著差异。

②ATM+/+小鼠白血病发病快，预后差，伴严重髓外浸润，中

位生存期 38 d。ATM-/-小鼠发病较缓，中位生存期 46 d。

③ATM-/-小鼠骨髓中 c-kit+/YFP+双阳细胞（白血病干细胞）比

例仅为 1.68%，而ATM+/+组为 50.9%。根据发病率计算出F1

代ATM+/+组LSC频率为1/72，ATM-/-组为1/999，F2代ATM+/+

组 LSC 频率为 1/149，ATM-/-组为 1/2512。体外连续克隆形

成实验中 ATM-/-组 LSC 成克隆能力亦较 ATM+/+组明显下

降。④ATM抑制剂处理后小鼠发病率显著下降，生存期延

长。⑤测序分析结果提示ATM-/-组ERG基因表达下调，而

后者与转录调控密切相关。结论 ATM缺失不影响正常造

血，却使白血病干细胞干性下降，并延缓白血病进程，具有临

床治疗意义。

A266. 敲低 miR- 199- 5p 可增加伊马替尼耐药
K562G细胞株对甲磺酸伊马替尼敏感性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聂子元 罗建民 杨琳 刘小

军 李子夜

目的 探索miR-199-5p在CML细胞甲磺酸伊马替尼耐

药中的作用。方法 利用RT-PCR及原位杂交方法检测伊马

替尼敏感的 CML 细胞株 K562 细胞及伊马替尼耐药 CML

K562G细胞中miR-199-5p的表达；CCK-8法检测细胞的增

殖率及计算药物 IC50；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

Western blot 检测凋亡相关蛋白 Caspase-3 及增殖相关蛋白

PCNA 表达。结果 ①与 K562G 细胞相比，miR-199-5p 在

K562G细胞中高表达；②给予一定浓度甲磺酸伊马替尼刺

激，与对照组相比，K562G细胞株中敲低miR-199-5p后，凋

亡增加，甲磺酸伊马替尼 IC50下降，说明敲低miR-199-5p可

逆转K562G细胞对甲磺酸伊马替尼的耐药。③给予一定浓

度甲磺酸伊马替尼刺激，与对照组相比，K562细胞株中过表

达 miR-199-5p 后，细胞凋亡减少，甲磺酸伊马替尼 IC50 增

加，说明过表达miR-199-5p可以使K562细胞向耐药趋势发

展。结论 敲低miR-199-5p可逆转K562G细胞对甲磺酸伊

马替尼的耐药，过表达miR-199-5p可以使K562细胞向耐药

趋势发展。表明miR-199-5p在CML甲磺酸伊马替尼耐药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A267.桑黄素通过调控 miR-188-5p/PTEN 轴诱导
CML细胞凋亡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聂子元 罗建民 杨琳 刘小

军 潘玉夏 杨静慈 王兴哲 王茜

目的 证实桑黄素是否存在抗白血病活性，并进一步研

究桑黄素抗白血病的分子生物学机制。方法 ①CCK-8方



·76·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法检测桑黄素后CML细胞株的增殖，Annexin Ⅴ/PI流式细

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②桑黄素处理细胞，RT-qPCR 检测

PTEN基因表达，Western blot及免疫荧光检测PTEN蛋白及

下游通路蛋白表达。③生物信息学预测可与PTEN基因靶

向作用的 miRNA，RT-qPCR、原位杂交检测桑黄素处理后

miR-188-5p 表达；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Western blot 检测

PTEN是否是miR-188-5p的靶基因。④Western blot、Annex-

in Ⅴ/PI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增殖与凋亡，证实桑黄素通过

下调miR-188-5p进而调控 PTEN表达促进CML细胞凋亡。

结果 ①桑黄素能够抑制CML细胞增殖，诱导CML细胞凋

亡，并具有浓度依赖性。②桑黄素通过上调 PTEN 蛋白表

达，抑制PI3K/AKT通路激活，促进CML细胞凋亡。③桑黄

素能下调CML细胞株中miR-188-5p表达；miR-188-5p靶向

作用于 PTEN基因，参与CML细胞凋亡。④桑黄素通过调

控miR-188-5p/PTEN轴促进CML细胞凋亡。结论 桑黄素

通过调控miR-188-5p/PTEN轴诱导CML细胞凋亡。

A268.SLED1在AML发生、发展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青岛） 简纪墨

目的 通过生物信息学方法筛选出在成人急性髓系白

血病（AML）患者和健康人中差异表达的假基因 (Pseudo-

gene) SLED1，通过TCGA数据库发现高表达SLED1的AML

患者（非M3）生存时间明显缩短，预测SLED1可能是一个新

的 AML 患者分层预后指标，进一步探讨 SLED1 在 AML 发

生、发展中的作用及机制，为AML的早期分层诊断、个体化

治疗及逆转耐药提供新的靶点。方法 qRT-PCR 法检测

SLED1在AML患者及健康对照者的表达水平，并进行临床

相关性分析；上调 SLED1 表达，检测 AML 细胞株增殖、凋

亡、周期及对阿霉素敏感性的变化。结果 应用GEO数据

库，通过分析GSE97485数据集，在AML患者与健康人之间

筛选出表达明显差异的 SLED1 作为候选基因；通过 TCGA

数据库发现高表达SLED1的AML患者（非M3）生存时间明

显缩短，预测SLED1可能是一个新的AML患者分层预后指

标；RT-PCR 证实 SLED1 在 AML 患者中表达明显增高 (P<

0.05)；应用慢病毒上调SLED1在AML细胞株U937、Kasumi

中的表达水平后，AML细胞增殖速度明显增加；细胞周期实

验显示 AML 细胞 S 期比例增加，G0/G1 期比例降低；上调

SLED1明显抑制AML细胞凋亡；显著降低了细胞株对阿霉

素等化疗药物的敏感性。结论 研究证实假基因SLED1可

能作为致癌基因在AML中发挥作用，为AML的早期检测和

预后提供了新的生物标记物，为AML治疗提供了新靶点、新

思路。

A269.依托泊苷治疗噬血细胞综合征后继发急性白
血病二例并文献复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血液病重点实验室、福

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探讨依托泊苷（VP16）治疗噬血细胞综合征

（HLH）后继发急性白血病（AL）的临床特征及可能的危险因

素。方法 报告 2例HLH患儿在应用VP16化疗后继发AL

的临床资料，并复习国内外报道的噬血细胞综合征应用

VP16化疗后继发AL的文献资料。结果 2例患儿均为EB

病毒相关HLH（EBV-HLH），诊断HLH时EBV-DNA均超过

1×106拷贝/ml，均予以HLH-2004方案化疗，疗程分别为8周

及 40 周，VP16 的累积量分别为 1500 mg/m2及 3900 mg/m2，

1例于停化疗后18个月继发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M3），予

化疗后达完全缓解（CR），目前仍在维持化疗中，随访至今

（白血病发病后 17 个月）仍持续 CR（CCR）；另一例于停

HLH-2004 方案化疗 50 个月后继发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

（M5），予 AML 方案化疗后达完全缓解，但停药 9 个月后复

发，复发后予造血干细胞移植，目前移植后随访中。复习文

献报道的13例患者，与本报道共15例，男9例，女6例，中位

年龄 3 岁（4 个月~62 岁），HLH 病因分别为：8 例为 EBV-

HLH，2例为其他病毒相关HLH，2例家族性HLH，3例病因

未明。均应用含有VP16的化疗方案治疗，VP16的累积剂量

3100（300~20500）mg/m2，HLH 与继发白血病的间隔中位时

间25（6~72）个月，继发的白血病类型分别为：急性髓系白血

病（AML）13 例（M2 1 例、M3 5 例、M4 2 例、M5 4 例、未标明

1例），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1例，混合表型急性白

血病（MPAL）1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1例；继发AL

后染色体核型分析及融合基因检查结果如下：5例APL均检

测出 t(15；17)；4例检测出 11q23异常；5例为正常核型，2例

未标明核型。15例中10例予化疗，5例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9 例存活（所有 5 例 M3均存活），5 例死亡（1 例 M2，2 例 M4，

1例M5，1例T-ALL）。结论 HLH应用VP16化疗后可能继

发AL，在后期随访中需警惕；VP16继发的AL多数为AML，

除APL外，其余类型的继发AL远期预后差，而化疗缓解后

尽早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改善该类型患者的预后。

A270.伴ABL激酶T315I突变儿童慢性髓性白血病
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血液病重点实验室、福

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探讨伴有ABL激酶区T315I突变的儿童慢性髓

性白血病（CML）的临床特征和治疗选择。方法 总结分析

1例2014年4月首诊我院，并在治疗过程中检出ABL激酶区

T315I突变CML患儿的临床特征及诊治经过，并复习相关文

献。结果 患儿，男，初诊年龄9岁，首诊确诊慢性髓性白血

病 -慢性期（CML-CP），确诊后予口服伊马替尼（260~340

mg·m-2·d-1）1年时，达到细胞遗传学反应（CCyR）。继续口

服伊马替尼2年，但均无法达到分子学反应（MMR），且从口

服伊马替尼第 2 年开始 IS 值逐渐升高，到 3 年时 IS 达到

50.530%，再次评估仍处于慢性期，查 ABL1 激酶区突变阴

性。改达沙替尼（60 mg·m-2·d-1）口服半年后，IS一度有下降

至20.001%，但此后逐渐升高至65.845%，并且患儿出现脾脏

进行性增大，再次评估，进入加速期（骨髓常规原始细胞

12%），查ABL1激酶区突变，检出T315I突变，拟改普纳替尼

治疗，但国内缺药，无法获得药物；改予高三尖杉酯碱（2 mg·
m-2·d-1）化疗，病情有所好转，但家属因经济原因未能及时行

造血干细胞移植，约半年后病情进展死亡。结论 对于一代

和（或）二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疗效不佳的CML患儿，需警

惕ABL1激酶区突变，尤其是T315I突变，必要时重复检查；

若出现ABL1激酶区T315I突变，在无法获得普纳替尼或全相

合供者情况下，化疗后尽快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或可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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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1.儿童急性淋巴瘤细胞白血病培门冬酶化疗致
高三酰甘油血症诊治体会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血液病重点实验室、福

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提高对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应用培

门冬酶化疗所致高三酰甘油血症（HTG）的认识。方法 3

例患儿均确诊儿童ALL，化疗前甘油三酯（TG）、肝肾功能均

正常，在诱导缓解期及延迟强化期，均予VDLD方案（长春地

辛 3 mg/m2，每周1次，共4次；柔红霉素 25~30 mg/m2，每周1

次，共2~4次；培门冬酶 2500 U/m2，每2周1次，共2次；地塞

米松 6 mg/m2，第 1~29天，之后 1周减停）联合化疗，在化疗

期间低脂饮食，化疗后均出现 HTG，总结其相关的临床资

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男2例，女1例，年龄分别为11、

13、13岁，1例在诱导缓解期首次应用培门冬酶 19天后开始

出现 TG 升高（3.37 mmol/L），3 d 后复查 TG 达 14.0 mmol/L

（乳糜血），予口服菲诺贝特、静脉胰岛素及肝素预防血栓等

治疗1周，2次复查TG均高于14.0 mmol/L（乳糜血），予血浆

置换 1次（置换出大量乳糜样血浆），复查TG 9.89 mmol/L，

继续口服菲诺贝特2周，TG逐渐下降至正常。2例在延迟强

化期（分别距本方案中首剂培门冬酶 19、21 d）后开始出现

TG 升高，TG 最高达 9.53 mmol/L 及 6.08 mmol/L，予口服菲

诺贝特4周后，TG逐渐下降至正常。3例均此后继续规则化

疗，改培门冬酶为左旋门冬酰胺酶化疗，严格低脂饮食，密切

监测血脂，并未再出现TG升高。结论 应用门冬酰胺酶化

疗期间需监测血脂水平，对药物治疗效果不佳的严重HTG

予血浆置换治疗可快速降低血脂，有利于后续化疗按时进

行；对既往应用培门冬酶化疗后出现HTG的患者，可在密切

监测血脂的情况使用左旋门冬酰胺酶化疗。

A272.MDT诊疗模式在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
疗后合并中重症胰腺炎中的应用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血液病重点实验室、福

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探讨多学科协作（MDT）诊疗模式在儿童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ALL）培门冬酶化疗相关中度重症（MSAP）

及重症急性胰腺炎（SAP）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由小儿血

液科、儿科（内分泌专业组）、ICU、胰腺外科、营养科、放射

科、药学部等相关科室成立多学科协作（MDT）救治小组，共

同探讨了诊疗规范及各科室的工作协调，治疗后进行病例讨

论总结经验。本文总结 9例ALL患儿在应用培门冬酶化疗

后并发MSAP、SAP的临床特征及应用MDT模式对其进行

救治的临床经验。结果 男7例，女2例，中位年龄5（2~10）

岁，基础病均为ALL，均在化疗后骨髓抑制期发病，于培门冬

酶化疗后12~29 d出现腹痛，血淀粉酶及脂肪酶均高于正常

高限3倍；胰腺CT平扫+增强：9例均有胰腺和（或）胰周炎症

改变，6例胰周有单个或多个积液区（局限低密度影），7例有

胰周脂肪坏死（增强后脂肪密度升高）和（或）胰腺坏死（增强

后无强化），5 例假性囊肿形成，形成的中位时间为 31（17~

94）d；9例均合并感染、不同程度的器官功能衰竭等全身并

发症；其中5例诊断MSAP，4例诊断SAP。诊断后立即予禁

食、胃肠减压、制酸、抗感染，控制性液体复苏（ICU参与补液

管理），营养支持（放射科置鼻空肠管、营养科参与肠内外营

养方案制定）等综合治疗，其中有4例因大量腹水，予经皮置

管引流（胰腺外科参与）出大量血性腹水，3例继发糖尿病，

予胰岛素控制血糖（儿科内分泌专业组参与）；2例死亡（均

为SAP），7例治愈。结论 儿童ALL应用培门冬酶化疗后

并发MSAP、SAP，多有重症感染等严重合并症，累及多个系

统，治疗难度大，而MDT诊疗模式可整合多个学科力量，予

最优化的诊疗方案，在救治中有较高的成功率。

A273.Tregs通过 IL10相关信号通路对AML细胞干
性的调控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徐颖茜 王颖 李赛赛 邢海燕 田征 唐克晶 饶

青 王敏 王建祥

目的 调节性T细胞(Tregs)可通过免疫抑制作用阻止

免疫系统对造血干/祖细胞的杀伤，从而促进造血干/祖细胞

存活及自我更新。迄今对Tregs直接促进白血病细胞干性的

作用和机制所知甚少。而白血病干细胞是白血病复发和化

疗耐药的根源。因此，研究Tregs对白血病细胞干性的调控

可了解白血病复发的关键机制。方法 应用细胞流式方法

检测AML患者骨髓中CD4+CD25+CD127-和CD34+CD38-细

胞比例；通过Tregs与Kasumi-1和MV4-11共培养明确Tregs

对白血病细胞干性的影响；使用AML1-ETO(A/E)小鼠发病

模型验证Tregs对起始白血病的影响；RNA-seq分析Tregs分

泌的细胞因子对白血病细胞的影响，并通过逐步调控相关信

号通路深入探讨 Tregs 对白血病细胞干性的调控。结果

AML患者骨髓中Tregs与LSCs的比例呈正相关。GSEA分

析TCGA数据表明Foxp3高表达可富集到GENTLES_LEU-

KEMIC_STEM_CELL_UP基因集。且 Foxp3高表达患者生

存期明显短于低表达患者。Tregs和A/E小鼠白血病细胞同

时注射到小鼠体内，可促进小鼠的发病并缩短生存期。

Tregs与白血病细胞共培养可增加AML侧群细胞比例、G0期

细胞比例以及集落形成能力，且增加Oct4和Nanog的表达

水平。细胞因子芯片分析发现 Tregs 可分泌大量 IL10，且

TCGA数据表明 IL10高表达患者预后较差。IL10处理Ka-

sumi-1 进行 RNA-seq，Enrichr 分析表明 AKT 被显著激活。

通过 shRNA下调 IL10RA、LY290004小分子抑制PI3K/AKT

表明，由Tregs引起的侧群细胞比例、G0期细胞比例及集落形

成能力增加均被下调，且Oct4和Nanog (可由AKT调控)的

表达也被抑制。结论 Tregs 可通过 IL10/IL10RA/PI3K/

AKT信号通路直接促进AML细胞的干性，通过干预Tregs与

AML细胞之间的作用“桥梁”，可为AML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A274.Ph染色体阳性的急性混合细胞白血病患者仅
通过达沙替尼加激素治疗获得完全缓解一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万晓月 褚章

波 胡豫

目的 报道了一例Ph+急性混合细胞白血病（MPAL）患

者不经化疗通过第二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s）达沙替尼

加激素治疗即获得完全缓解，增加对该罕见病治疗上的认

识。方法及结果 34岁男性患者，外周血和骨髓穿刺显示

异性原始细胞占92%，免疫组化染色显示MPO阳性，流式分

选发现在两种不同的原始细胞群中分别表达B细胞淋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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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CD19，CD79a，CD10)和髓系抗原(CD117，CD13，CD33)，

染色体核型分析显示 46，XY t(9;22)(q34;q11)，提示 Ph 染色

体阳性。FISH和RT-PCR均发现BCR/ABL基因重排，DNA

二代测序显示预后基因NPM1、FLT3-ITD、C-kit、CEBPa并无

突变。根据 WTO 2008 年诊断指南，该患者被诊断为 Ph+

MPAL(B系/髓系）。由于肺部的严重可疑真菌感染，患者仅

接受了TKI达沙替尼加激素氢化泼尼松治疗，未接受诱导化

疗。治疗两周后患者获得完全缓解，此后一直接受达沙替尼

维持治疗。结论 这是关于Ph+ MPAL患者不经化疗通过达

沙替尼加激素治疗即获得完全缓解的首次报道。目前针对

MPAL的治疗方式尚不明确，关于TKI能够在Ph+ MPAL 患

者中能否不经过化疗直接诱导完全缓解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来明确。

A275.湖北省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停用酪氨酸激酶
抑制剂意愿调查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2.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陈怡琳 1 殷华 1 陈丽凤 1 熊

颖媛 1 游泳 1 邹萍 1 朱晓建 2 黎纬明 1

目的 探讨湖北省慢性髓性白血病慢性期（CML-CP）

患者停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意愿、选择原因以及

患者停药的可能性。方法 2016年 3月 1日至 2016年 9月

1日，湖北省CML协作组成员医院范围内向正在接受TKI治

疗的CML-CP患者发放无记名停药意愿调查问卷。问卷内

容包括患者性别、诊断年龄、TKI前用药史、TKI服用时间、

TKI所达疗效、中途是否更换TKI及更换原因、是否受慈善

项目全免资助、如果满足停药条件是否停药及原因、不满足

停药标准是否停药及原因等。结果 经对收集的 122 例

CML-CP患者资料分析得到：若满足停药标准，67例（65.7%）

意愿停药，55例(34.3%)意愿不停药；其中主要停药原因为以

下几个方面：经济压力大（74.6%)、药物不良反应（10.4%）、服

药影响生活（3.0%）、个人感觉不用服药（11.9%）；不停药主

要原因为以下几个方面：症状复发（65.5%）、监测费用高

（3.6%）、维稳现状(16.4%）、药物重申困难(14.5%)。结论

湖北省大多数CML-CP患者期许停药以减轻经济压力、提高

生活质量。

A276. 伴 t(6;11)(q27;q23) 染色体易位的血液系统
肿瘤的临床及实验室特点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王森 刘旭平

目的 探讨伴有 t(6;11)(q27;q23)的血液系统肿瘤的实

验室及临床特点，总结伴该核型畸变的疾病的差异及共同特

点，结合其实验室检查及临床特点对疾病进行进一步分析。

方法 采用骨髓细胞24 h短期培养法制备染色体标本，R或

G显带技术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采用MLL双色分离探针

和荧光原位杂交（FISH）技术对骨髓间期细胞进行检测；应

用流式细胞术对骨髓细胞进行免疫分型分析；融合基因经过

提取骨髓细胞的 RNA，逆转录成 cDNA，经二轮 PCR 扩增

后，提取 PCR 扩增产物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观察结果。

结果 21例患者的临床诊断以FAB分型中的AML-M5型为

主，其中确诊为M5的患者有17例，M4患者3例，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髓质T）1例。核型分析 21例 t(6;11)(q27;q23)，均

为原发性异常，其中 14例为单纯 t(6;11)异常，7例伴有附加

染色体异常。其中 16例患者同时进行MLL基因的FISH检

测，均为阳性信号；基因分析结果显示在进行了融合基因检

测的 15例患者中融合基因MLL-AF6均为阳性，其中 7例检

测WT1表达的患者其WT1的表达明显高于普遍水平；1例

FLT3-IDT突变，3例CEBPA基因突变。免疫分型结果显示

AML 中 100%表达 CD33、CD123。21 例患者中 16 例治疗，

5例未治疗。16例治疗患者中，1例目前仍在持续治疗当中，

3例失访，2例进行骨髓移植，其中1例移植后复发，7例患者

经多次化疗后缓解，3 例化疗后复发。结论 伴有 t(6;11)

(q27;q23) 核型畸变的血液系统肿瘤较少见,有独特的临床和

实验室特征，在诊断上呈现同质化多数为AML-M5，并通常

伴有不良的预后。特别是 t(6;11)(q27;q23)伴有复杂核型时

其预后更差。FISH及融合基因MLL-AF6的检测对于提高

该类异常的检出具有重要意义。

A277.CCLG-ALL-2008高危组方案治疗儿童T系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疗效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血液病重点实验室、福

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研究CCLG-ALL-2008高危组方案治疗儿童T系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疗效。方法 对2014年6月-
2018 年 2 月采用 CCLG-ALL-2008 高危组方案治疗的 39 例

T-ALL 患儿进行疗效总结。结果 39 例患儿中，男 35 例

（89.74%），女 4例（10.26%），发病时中位年龄 7（2~14）岁；起

病时外周血白细胞计数≥50×109/L有30例（76.92%），其中≥
100×109/L有23例；初诊时1例有睾丸白血病（TL），1例有中

枢神经系统白血病（CNSL），3 例为 CNSⅡ状态；7 例 SIL/

TAL 融合基因阳性；11 例染色体核型异常，其中 3 例 t（v，

11）。口服泼尼松诱导试验反应良好者 31例（79.49%）。诱

导化疗第15天，骨髓形态学检查幼稚细胞比例：26例<5%，5

例5%~15%，8例≥15%；微小残留病（MRD）：15例<10-2，9例

10-2~10-1，15例≥10-1。诱导化疗第33天，36例获得形态学缓

解（CR 或 CRi），37 例（2 例此时已因重症感染死亡）进行

MRD检测：27例<10-4,4例10-4~10-2，6例≥10-1。7例死亡，其

中 3例复发后死亡，4例治疗相关死亡。随访至 2018年 6月

31日，中位随访时间16.1（0.9~50.4）个月，预计4年无病生存

率（79.0±7.4）%。结论 儿童T-ALL早期治疗反应不良，总

体预后仍较差，予CCLG-ALL-2008高危组方案治疗或可提

高长期生存率。

A278.39例尼洛替尼治疗伊马替尼耐药或不耐受的
慢性髓性白血病的临床研究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刘春水 付玉 李昱瑛 杜忠

华 樊红琼

目的 评价尼洛替尼治疗伊马替尼耐药或不耐受的慢

性髓性白血病（CML）的临床特征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

析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2012年 1月 1日-2017年 8月 1日收治

的应用伊马替尼治疗后转换尼洛替尼的CML患者，分为早

期（≤12个月）及晚期（>12个月）转换两组，分别评价其疗效

及安全性。结果 39例CML患者中，24例（61.5%）早期转

换，15例（38.5%）晚期转换。早期转换组中位年龄为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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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岁，中位转换时间为 6（1~12）个月，男女比例为 7∶5。其

中14例治疗失败，8例警告，2例不耐受。早期转换尼洛替尼

12 个月后，62.5% MMR，12.5% CCR，25.0% 无效（其中

T315I 突变 1 例，急淋变 1 例）；24 个月后，54.2% MMR，

16.7%CCR，29.1%无效（其中死亡 3例）。晚期转换组中位

年龄为 49（27~73）岁，中位转换时间为 44（20~108）个月，男

女比例为 3∶2。其中 4例治疗失败，5例遗传学复发，2例血

液学复发，2例疾病进展，2例不耐受。13例可评价患者转换

12 个月后，53.8%CCR，7.7%PCR，38.5%无效；24 个月后，

15.3%CCR，38.5%MMR，7.7%PCR，38.5%无效。不良反

应：3例合并骨髓抑制，3例皮疹，2例胰腺炎，2例乙肝病毒激

活，T315I突变2例，糖尿病、脑梗死各1例。结论 伊马替尼

治疗CML失败后尽早转换尼洛替尼，可取得较高的遗传学

和分子学缓解，且疾病进展率低；若伊马替尼治疗效果欠佳，

在6个月时进行早期转换，可获得较好的疗效。

A279.反复脑脊液检测阴性的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
病伴颅神经损害二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孙慧敏 姜中兴

目的 复习脑脊液检测在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CNSL）

诊断中的价值以及CNSL的临床表现；强调急性白血病中枢

神经系统浸润早期识别、早期治疗的重要性。方法 通过对

2例年轻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患者的临床观察，

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2例均为T-

ALL高危患者，例1于初次诱导治疗完全缓解期（CR1）出现

面神经麻痹，经鞘内注射、免疫调节、全身化疗后，病情进展，

最终死于多颅神经病变。例 2于疾病缓解期出现视神经病

变，经过积极的治疗原发病，鞘内注射，扩血管、营养神经、改

善微循环后，视力较前明显好转。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病程

中反复脑脊液常规、生化、流式细胞术、头颅影像学检测无异

常。结论 脑脊液白血病细胞的检出在CNSL诊断中的价

值毋庸置疑，但脑脊液检测阴性也不能完全排除CNSL的诊

断。加之 CNSL 的临床表现复杂多样，易造成 CNSL 的误

诊、漏诊，从而影响CNSL的治疗。

A280. Ph染色体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一例报告及
文献复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病研究所 廖

丹颖 吴耀辉 刘芳 胡豫

目的 报道一例Ph+ AML患者并总结国内外文献，旨在

为Ph+ AML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方法及结果 51

岁的女性患者，因“发现血红单板减少10 d，活动后晕厥1 d”

入院，骨髓细胞学和免疫分型示：AML-M2，二代测序示 8种

基因突变。予以 IA方案化疗，期间染色体回报示：t（9；22）

（q34；q11），遂检测BCR/ABL 为 P190阳性。首次化疗后未

达缓解（原始细胞 61%）。予以口服格尼可（400 mg×16 d，

600 mg×7 d）后，骨髓象示仍未缓解（原始细胞 76%），BCR/

ABL表达量下降。改用二代TKI达沙替尼（70 mg×15 d）后，

因患者无法耐受胃肠道反应而停用，查骨髓象原始细胞

62.5%，BCR/ABL定量阴性。患者因颅内出血合并严重肺部

感染，出现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结论 Ph+ AML的发病率

仅为 0.9%~3%，在诊断上可通过以下几点与CML-BP鉴别：

①有无CML典型慢性期病史、脾脏肿大、嗜酸和嗜碱性细胞

明显增高。②Ph+ AML常有除Ph以外的多种染色体核型异

常，且在化疗缓解后，初治时的异常核型多消失。③CD34高

表达也可为Ph+ AML的免疫表型特征之一。④Ph+ AML常

见的 BCR/ABL 产物为 P190，而 P210 则在 CML-BP 中更常

见。本例无CML慢性期病史和体征，初治时原始细胞高表

达 CD34，BCR/ABL 产物为 P190，且治疗后 BCR/ABL 定量

与原始细胞数目不成比例，皆提示为Ph+ AML。常规化疗方

案的疗效差，缓解期短，缓解率<40%，仅有部分患者在单用

TKI后有部分血液学反应，维持时间<3个月。化疗联合TKI

可提高完全缓解率，以及延长无病生存期，但应尽早行异基

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A281.E3泛素连接酶β-TRCP在髓系白血病中的作
用及机制研究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吴忆帆 贾睿楠 于霜 刘娜 李

鹏 纪春岩

目的 研究髓系白血病患者中β-TRCP及BCOR的表达

与临床特征的关系，干预β-TRCP及其底物BCOR的表达在

白血病细胞系增殖、分化和耐药等生物学行为中的作用。方

法 ①利用PCR手段检测60例AML初诊/复发患者及30例

CR患者的β-TRCP及BCOR的表达水平；②敲除BCOR后进

行功能实验,通过增殖、药敏、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和细

胞周期等检测相关蛋白的改变等来探索BCOR在髓系白血

病中的生物学功能。结果 ①和CR相比β-TRCP在AML初

诊/复发患者中表达显著上调，BCOR表达则显著下调。②β-

TRCP 在 K562 细胞中 mRNA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 K/A、K/G。

BCOR 在 K562、K/A 及 K/G 间的 mRNA 表达水平未见明显

差异。β-TRCP 在 K562 中蛋白表达水平明显低于 K/A、K/

G。BCOR 在K562中的蛋白水平明显高于K/A、K/G。③下

调BCOR表达可明显增加Kasumi、K562、K/A、K/G细胞的增

殖，BCOR 表达下调后明显降低了 Kasumi、K562、K/A、K/G

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药物的诱导凋亡率也相应降低。

结论 BCOR 在 AML 患者中显著低表达，BCOR 高表达水

平是AML患者的预后良好的因素。BCOR能抑制白血病细

胞系活性、阻碍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增加对化疗药敏感

性，具体机制还需进一步研究。

A282.达沙替尼联合CCLG-ALL2008方案治疗儿童
Ph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四例并文献复习
河南省肿瘤医院 赵瑞 张文林

目的 探讨二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达沙替尼联

合CCLG-ALL2008方案一线治疗儿童Ph染色体阳性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Ph+ ALL）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对应用

达沙替尼联合CCLG-ALL2008方案治疗的4例Ph+ ALL患儿

的临床资料情况进行分析并文献复习。结果 Ph+ ALL患儿

4 例，均在 TKI 应用 4~12 周达到主要分子学反应（MMR），

3例在4~32周达分子学无法检测（UMRD）。1例完成全程达

沙替尼联合高危化疗维持治疗18个月持续UMRD；1例在治

疗第13周（HR-3’方案）出现严重感染，改为达沙替尼联合中

危方案完成化疗，现维持治疗 10个月持续UMRD；1例在治

疗第24周（HR-3’方案）出现牙槽坏死放弃治疗，6个月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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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1例达MMR后骨髓抑制重改为中危方案化疗 2周期后

BCR-ABL基因定量持续增高行半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达到

UMRD。4 例均未发生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结论 达沙

替尼联合CCLG-ALL2008方案治疗儿童 Ph+ 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可以获得早期 MMR。联合高危方案强化疗骨髓抑制

重，降低化疗强度是否影响预后值得进一步研究。

A283.索拉非尼联合CAG方案治疗FLT3-ITD阳性
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河南省肿瘤医院 张文林 赵瑞

目的 初步观察索拉非尼治疗FLT3阳性儿童急性髓系

白血病(AML)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探讨分子靶向药物在急

性髓系白血病中治疗的作用。方法 临床观察1例FLT3阳

性急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患儿的临床特征及应用索拉非尼

联合CAG方案对其进行诱导治疗的经过、疗效及不良反应

及随访结果。结果 患儿接受索拉非尼联合化疗诱导治疗

达到骨髓缓解。结论 索拉非尼可以安全地与化疗联合应

用于儿童，对FLT3-ITD阳性患者具有一定的疗效。

A284.TET2、EZH2基因在急性髓系白血病染色体
不稳定性中作用机制的研究
1.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2.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王敬毅 1

何娜 2 章静茹 2 马道新 2 纪春岩 2

目的 TET2和EZH2在许多癌症的表观遗传调控中起

重要作用。然而，它们在AML发病机制中的特定作用仍然

未知。本研究确定了EZH2和TET2的表达，甲基化或突变，

这进一步与染色体不稳定性（CIN）基因，MAD2和CDC20相

关。我们下调AML细胞系中的EZH2和TET2，并使用荧光

原位杂交（FISH）评估它们对 CIN 的影响。进一步探讨

TET2、EZH2 基因在 AML 染色体不稳定性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 采集 AML 患者标本，检测 TET2、EZH2、MAD2 及

CDC20 mRNA水平；MSP法检测TET2基因启动子区的甲基

化状态。EZH2 基因突变检测。对 AML 细胞株进行培养，

RT-PCR检测EZH2、TET2、MAD2 CDC20 mRNA水平；MSP

法检测 AML 细胞系中 TET2 基因启动子区的甲基化状态。

检测DAC对AML细胞株U937 TET2基因启动子区的甲基

化状态的影响以及TET2、EZH2、MAD2、CDC20表达情况。

细胞转染：下调TET2、EZH2基因表达，FISH检测探针标记

情况的变化，从而反映染色体不稳定性的变化情况。结果

①AML中TET2、EZH2、MAD2、CDC20 mRNA表达，完全缓

解后比治疗前明显升高。EZH2 基因的 mRNA 表达与

CDC20 mRNA 表达成正相关性。MAD2 的 mRNA 表达与

CDC20 mRNA表达成正相关性。②初诊AML中TET2表达

下调与其启动子区域存在高甲基化有一定关系。③体外培

养AML细胞株U937，分别下调TET2、EZH2 mRNA表达能

够抑制细胞凋亡，促进细胞增殖，同时影响 MAD2、CDC20

mRNA表达，影响染色体不稳定性。④DAC去甲基化处理，

能够逆转TET2启动子区甲基化，升高TET2、EZH2、MAD2、

CDC20 mRNA表达水平，诱导细胞凋亡。⑤DAC对EZH2-

siRNA、TET2-siRNA处理的 U937细胞能够恢复其表达，并

改善染色体不稳定性。结论 TET2、EZH2、MAD2、CDC20

mRNA表达的下降在AML发病中起到重要作用。能够影响

染色体不稳定性。TET2启动子甲基化能够使其表达下降。

去甲基化药物地西他滨能够使TET2、EZH2、MAD2、CDC20

表达恢复，白血病细胞增殖下降，凋亡增加。染色体不稳定

性改善。

A285.CCLG-ALL2008方案治疗 10岁以上儿童及
青少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疗效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

院 兰洋 陈晓娟 邹尧 阮敏 竺晓凡

目的 回顾性分析CCLG-ALL2008方案治疗10岁以上

儿童及青少年初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长期疗

效。方法 选取 2008年 4月至 2015年 4月于中国医学科学

院血液病医院儿童血液病诊疗中心接受 CCLG-ALL2008

方案治疗的 150 例 10 岁以上 ALL 患儿的临床资料，采用

Kaplan-Meier 方法进行生存分析，各组生存率的比较采用

log-rank检验。结果 150例患儿中，男87例（58%），女63例

（42%），中位年龄 11(10~15)岁，中危组 69例（46%），高危组

81例（54%）。免疫分型显示B-ALL 122例（81%），T-ALL 28

例（19%）。融合基因检测阳性33例(22%)，最常见的融合基

因为 BCR- ABL 阳性 11 例 (7.3% )、TEL- AML1 阳性 10 例

(6.7%)和E2A-PBX1阳性8例（5.3%）。采用CCLG-ALL2008

方案治疗，1个疗程CR率 98%(147/150)。中位随访时间 52

(3~122) 个月，5年总体生存(OS)率为(79.0±3.5)%，5年无事

件生存(EFS)率为(67.3±4.1)%。中危组的 5年EFS率[(68.8±

6.2)%]与高危组[(65.8±5.6)%]比较，B-ALL 的 5 年 EFS 率

[(67.5±4.6)%]与 T-ALL[(66.2±9.3)%]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

(P>0.1)。复发 32例(21.3%)，复发中位时间为CR后 17.5(3~

75) 个月。10例TEL-AML1阳性患儿中，9例持续完全缓解，

11 例 BCR-ABL 阳性患儿中，4 例获得持续完全缓解，8 例

E2A-PBX1阳性患儿中，3例持续完全缓解。结论 10岁以

上儿童及青少年 ALL 中以 B-ALL 为主，预后相对较好的

TEL-AML1阳性患儿比例较低。CCLG-ALL2008方案治疗

10岁以上儿童及青少年初诊ALL，完全缓解率高，但长期生

存率仍较低，复发是导致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此研究显示

危险分组、免疫分型对预后影响无显著意义，尚需进一步扩

大样本量，寻找预后相关因素以提高长期生存率。

A286.Caspase-8在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中对
Caveolin-1的表达调控的研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许佩佩 王小辉 陈兵

目的 Caveolin-1（小凹蛋白）是细胞表面的小凹结构

（caveolae）中的主要膜内在蛋白。研究表明，Caveolin-1是一

种潜在的抑癌因子。我们研究发现，在急性白血病患者骨髓

细胞中，Caspase-8的表达与Caveolin-1呈负相关。本研究旨

在探索急性T细胞白血病患者Caveolin-1的表达情况及其调

控机制，确证 Caspase-8 对 Caveolin-1 的负调控机制。方法

通过Western blot，检测急性白血病患者骨髓细胞中Caspase-

8 和 Caveolin-1 的表达水平。通过 Crispr/Cas9 技术，侵染

Jurkat 细胞，筛选敲除 Jurkat 细胞 Caveolin-1 的 Caspase-8 基

因。研究在 CD3/CD28 刺激前后，Caspase-8 敲除的细胞与

野生型对照细胞中Caveolin-1表达水平的变化情况。通过

流式细胞术，检测Caspase-8敲除的细胞在激活前后细胞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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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marker的变化情况。构建Caspase-8过表达慢病毒侵染体

系，在Caspase-8敲除的 Jurkat细胞中过表达Caspase-8，检测

Caveolin-1的表达是否恢复。结果 在急性白血病患者骨髓

细胞中，相对于正常对照组，Caveolin-1 表达显著下调，

Caspase-8 表达显著上调。正常 Jurkat 细胞在 CD3/CD28 刺

激后，Caveolin-1 表达开始显著上调，而 Caspase-8 敲除的

Jurkat 细胞在刺激前后都显著上调，而且不随刺激时间改

变。在重新过表达Caspase-8后，内源性Caspase-8敲除的细

胞，Caveolin- 1 的表达发生恢复突变。Caspase- 8 敲除的

Jurkat细胞，在CD3/CD28刺激后激活加强。流式结果显示，

Caspase-8敲除的 Jurkat细胞刺激12 h后，相对于野生型对照

组，CD69表达水平较正常对照组显著上升，CD62L的表达

水平显著下降，推测可能与Caveolin-1上调有关。通过慢病

毒侵染体系，重新在 Caspase-8 敲除的 Jurkat 细胞中过表达

Caspase-8后，能够逆转原Caspase-8敲除细胞的表型。结论

在急性白血病细胞中，Caspase-8负调控Caveolin-1的表达。

A287.骨髓区域微环境中交感神经组织调控Th细胞
免疫网络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张琛 马道新

目的 骨髓局部区域中交感神经系统（Sympathetic Ner-

vous System, SNS）纤维调控骨髓的正常造血功能。并且，骨

髓交感神经损伤与血液系统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课

题组前期研究发现，AML骨髓中存在交感神经组织的损害，

可能参与AML的发生发展，本研究中我们对具体作用机制

进行研究。方法及结果 我们通过分子检测、网络模型等多

方面证实，AML骨髓局部存在神经损害及Th免疫抑制，且

显著相关：①神经相关分子：我们检测患者骨髓局部区域神

经相关分子的分泌情况，发现其在AML中明显减少；②Th

细胞免疫网络：通过检测Th细胞的比例、特异性转录因子及

细胞因子的分泌情况，我们发现在 AML 病患中 Th1、Th2、

Th9、Th22、Th17明显降低，Treg明显升高，表明AML患者骨

髓中存在Th细胞免疫抑制；③系统生物学分析：我们将上述

结果放入到贝叶斯网络进行学习。分析发现对比AML病患

骨髓和对照，其网络关键分子发生了变化。由于神经细胞难

于获取及体外培养，目前已成功诱导出神经样细胞：①成功

培养了BM-MSCs，并从细胞形态学、细胞成脂分化能力及免

疫细胞表型鉴定，证实其符合BM-MSCs；②通过免疫荧光鉴

定，证明已成功诱导出神经样细胞。对比多种诱导方案，筛

选出诱导成功率最高的方案，发现诱导率AML组显著低于

对照组。为了明确交感神经组织对白血病发生发展的作用，

我们进行神经递质对AML细胞化疗敏感性检测：①应用两

种交感神经递质NE（去甲肾上腺素）和Ad（肾上腺素）分别

作用于AML细胞系及患者AML细胞，发现其对细胞的增殖

作用并不明显；②在上述实验基础上，我们进行了Ara-C化

疗药物敏感性实验。实验结果显示，NE及Ad并未增加Ara-

C杀伤白血病的作用。结论 AML患者骨髓中存在神经损

害及Th亚群的失衡；体外实验表明，交感神经递质可以增加

Ara-C对AML细胞的杀伤作用。

A288.131例AML1-ETO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KIT

基因突变的预后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杨雪 魏

辉 周春林 林冬 刘凯奇 张广吉 魏述宁 王迎 刘兵

城 宫本法 刘云涛 弓晓媛 顾闰夏 秘营昌 王建祥

目的 探讨KIT基因突变及其突变类型对原发AML1-

ETO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疗效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9 月至 2016 年 1 月我院收治的

131例初治AML-ETO阳性AML患者的临床资料，将患者按

KIT基因突变情况分为三组：野生型、KIT D816突变和KIT

其他突变型。采用SPSS进行统计分析，总生存期（OS）及无

复发生存期（RFS）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 log-rank检

验，利用COX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两分类变量的相关性

采用Fisher精确检验法。结果 本研究纳入的131例患者均

进行了KIT突变检测。其中野生型 98例，KIT D816突变者

25例，KIT其他突变者8例。所有AML1-ETO阳性患者的完

全缓解（CR）率为 95.4%（125/131）。其中 KIT 野生型、KIT

D816突变和KIT其他突变型的CR率分别为95.9%（94/98）、

92%（23/25）和 100%（8/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28）。

研究中位随访时间为 28.3（0~73）个月。KIT 野生型、KIT

D816突变型和KIT 其他突变型患者的OS（P=0.037）和RFS

（P=0.007）均有统计学差异。其中，KIT D816突变者较野生

型患者预后更差（中位 OS：2.1 年对 2.5 年，P=0.01；中位

RFS：20个月对 28.5个月，P=0.002）。KIT D816突变较其他

KIT突变，KIT其他突变较野生型在OS及RFS上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进一步多因素分析结果示在AML1-ETO阳性

AML患者中KIT D816突变是OS、RFS的独立预后影响因素

（P<0.05）。结论 AML1-ETO 阳性 AML 是一类异质性疾

病。在所有KIT突变类型中，KIT D816突变是一项独立预

后不良因素，在AML1-ETO阳性的预后良好组可作为提示

患者预后较差的分子标志，为临床分层诊疗提供策略。

A289.S100A16低表达与成人Ph染色体阴性B系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复发及无复发生存相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血液病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张静 卢文艺 张加

敏 吴利新 徐衍 秦亚溱 黄晓军 刘开彦 阮国瑞

目的 研究S100A16基因在Ph染色体阴性B系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B-ALL）中的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方法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115 例成人初诊 Ph 染色体阴性 B-

ALL 患者骨髓单个核细胞中 S100A16 的转录水平。应用

Kaplan-Meier生存曲线、竞争风险模型和Cox多因素回归研

究S100A16在Ph染色体阴性B-ALL中的复发及预后意义。

结果 S100A16 在 Ph 染色体阴性 B-ALL 的转录水平（115

例；中位值 42.47%；范围 0.004%∼5089%）低于 Ph染色体阳

性组（81 例；中位值 325.1% ；范围 1.504% ∼ 8665% ；P<

0.0001)。在 Ph 染色体阴性的成人 B- ALL 中，初诊时

S100A16 低转录水平患者 3 年累积复发率（CIR）高[59.2%

(47%∼71%) 对 33.8%（21%∼47%）；P=0.014]，无复发生存率

(RFS) 低 [34.6%（23% ∼ 46%）对 65.2%（52% ∼ 78%）；P=

0.012]；多因素分析显示，初诊时低 S100A16转录水平是 Ph

染色体阴性B-ALL高CIR[HR=4.967（95%CI 1.673~14.744）；

P=0.004]和低RFS[HR=2.984（95%CI 1.099~8.102）；P=0.027]

的独立危险因素，进一步发现，在该组仅接受化疗的53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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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中CIR和RFS有同样趋势的差异，但该组 62例接受异基

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未表现出这一差异。结论

S100A16钙结合蛋白是近期新发现的S100蛋白家族中的一

员，已被发现在多种肿瘤中异常表达，我们前期通过表达谱

芯片发现 S100A16 的转录水平在 Ph 染色体阴性的成人 B-

ALL中的表达水平低于Ph染色体阳性组，但其临床意义尚

不明确。本研究提示S100A16低转录水平可能与Ph染色体

阴性B-ALL的不良预后有关，S100A16可能成为潜在的成人

Ph染色体阴性B-ALL预后分子标志物。

A290.诱导化疗中期加用柔红霉素对原始细胞比例
较高成人Ph-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一个疗程缓
解率的影响
1.秦皇岛市第一医院；2.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于艺冰 2,1 赵

婷 2 王婧 2 贾劲松 2 主鸿鹄 2 江浩 2 黄晓军 2 江倩 2

目的 评估在成人 Ph 阴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Ph-

ALL）诱导化疗第14天（D14）加用柔红霉素（DNR）对4周完

全缓解（CR）率的影响。方法 回顾分析采用VDCP±L方案

诱导化疗、D14评估了骨髓形态的初发成人Ph-ALL患者的

临床数据。结果 236例患者，男 139例（58.9%），中位年龄

30（15~64）岁。诱导 1个疗程（4周）CR率为 80.8%。在D14

骨髓原始细胞≥7.5%的88例患者中，第3周加用DNR者4周

CR率显著高于未加用者（78.3%对 54.4%，P=0.040）。而在

D14 骨髓原始细胞<7.5%的 148 例患者中，第 3 周是否加用

DNR 对 1 个疗程 CR 率无显著影响（94.7%对 87.5%，P=

0.252）。多因素分析显示，第 3周加用DNR、年龄<40岁、发

病时WBC<8×109/L和B-ALL是D14原始细胞≥7.5%患者获

得 4周CR的有利因素。在全部患者中分析，T-ALL是D14

骨髓原始细胞≥7.5%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D14骨髓原

始细胞≥7.5%的初发成人Ph-ALL患者，第 3周加用DNR有

利于提高1个疗程CR率。

A291.NPG鼠皮下瘤及全身多脏器侵润的人急单核
细胞白血病模型的建立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徐静 吴琼 饶燕飞 贺文凤

郑积富 汪清铭 孙万磊 汤爱平 李振江

目的 在新型重度免疫缺陷鼠NPG鼠（NOD.Cg-Prkdc-

scid II2rgtm1vst/vst）体内建立人白血病皮下成瘤及全身多脏

器浸润的全身白血病模型。方法 将5×106个人单核细胞白

血病细胞株 SHI-1 细胞接种于 NPG 鼠皮下，观察其在 NPG

鼠皮下成瘤能力，病理组织学检测瘤体特性。将1×107或5×

107个SHI-1细胞经尾静脉接种于NPG鼠体内，接种后第2周

开始每周随机处死NPG鼠直至NPG鼠出现自然死亡，通过

巢式PCR、外周血涂片、流式细胞术、组织病理及免疫组织化

学等检测 SHI-1 细胞在 NPG 鼠体内浸润生长能力。结果

经皮下接种后 5~7 d，所有NPG鼠皮下可见瘤体形成，接种

后 25 d乙醚麻醉处死NPG鼠，瘤块体积为（598.29± 406.48）

mm3。病理学检测可见大量白血病细胞，浸润细胞为CD45

阳性。经尾静脉接种后，接种了1×107及5×107个SHI-1细胞

的NPG鼠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33及 30 d。经接种后第 2周，

接种5×107个SHI-1细胞的NPG鼠外周血涂片可见少量原始

细胞，在NPG鼠的脾脏及骨髓中可检测到SHI-1细胞特异性

MLL-AF6融合基因，而另一组NPG鼠外周血中未发现原始

细胞且仅在脾脏中检测到融合基因，病理检测显示两组

NPG 鼠仅脾脏中有白血病细胞浸润。第 3 周时，两组 NPG

鼠外周血中均能检测到少量人 CD45 及 CD33 双阳性细胞

（分别为5.16%，0.82%），在两组小鼠的肝、脾、肾、胃、心脏以

及骨髓中均可检测出MLL-AF6融合基因。病理检测显示在

两组小鼠的各脏器中均可发现白血病细胞，浸润细胞为

CD45 阳性。第 4 周及 NPG 鼠死亡时外周血、脾脏及骨髓

CD45及CD33阳性细胞明显增多，接种 1×107个SHI-1细胞

的NPG鼠外周血、骨髓及脾脏中CD45及CD33双阳性细胞

比例分别为9.60%、11.4%、23.20%，另一组的NPG鼠外周血、

骨髓及脾脏中双阳性细胞比例分别为 11.0%、37.80%、

60.5%。病理显示各脏器白血病细胞浸润较第 3 周明显加

重，在NPG鼠颅骨、软脑膜、软脊膜、脑实质、脊柱、股骨及膀

胱内均可见白血病细胞弥漫浸润，浸润细胞可见CD45强阳

性反应。结论 SHI-1细胞能在NPG鼠体内稳定的形成皮

下肿瘤及全身白血病及多器官浸润模型, 并且浸润程度与接

种细胞数量及NPG鼠生存期密切相关。

A292.HIF-1α的表达水平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多药耐
药的关系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许佩佩 周荣富 许景

艳 张启国 周敏 关朝阳 欧阳建 陈兵

目的 探讨 HIF- 1α的表达水平与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多药耐药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0年1月至2015年

11月118例AML（排除M3）患者和20例健康对照人群，从参

与者的血液样品中分离RNA，并通过定量实时聚合酶链反

应（PCR）进行相关检测。采用 Pearson's χ2分析HIF-1α表达

水平与MDR1、多药耐药相关蛋白（MRP）、乳腺癌耐药蛋白

（BCRP）和肺耐药相关蛋白（LRP）基因表达水平的相关性。

采用最小显著性差异分析计算各标本间HIF-1α表达的统计

学差异，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结果 患者年龄

（43.19±16.88）（15~81）岁，男 50.80%，女 49.20%。本研究中

不同化疗方案的疗效无显著差异（P>0.05）。研究结果显示，

HIF- 1α mRNA 的 表 达 水 平 [（40.81 ± 21.60）% ] 与 MDR1

[（48.74 ± 20.61）% ；r2=0.114] 和 MRP[（30.31 ± 14.10）% ；r2=

0.086]耐药基因的表达显著相关（P<0.05）；HIF-1α低表达的

AML患者化疗后生存率显著高于HIF-1α高表达患者（HR=

4.63；P<0.05），且无病生存期（DFS）明显长于HIF-1α高表达

患者（P<0.05）。结论 HIF-1α的表达水平与AML患者的多

药耐药基因表达及预后密切相关，可作为AML患者一个重

要的预后评价指标。

A293.Crenolanib联合标准诱导和巩固化疗改善 60

岁及以下新诊断FLT3突变 AML患者的长期预后
1.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2.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3.Dana- Farber Cancer

Institute; 4.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5.City of

Hope;6.The University of Iowa;7.AROG Pharmaceuticals，

Inc.;8.Roswell Park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Roland

B. Walter1, Robert H. Collins2, Richard M. Stone3, Marti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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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lman4, Chatchada Karanes5, Carlos E. Vigil6, John R.

Eckardt7, Eunice S. Wang8

目的 评估酪氨酸激酶抑制剂crenolanib联合标准治疗

方案对初诊FLT3突变AML患者的疗效。方法 入组初诊

FLT3 突 变 AML 患 者 。“7 + 3”诱 导 化 疗 结 束 后 给 予

crenolanib。 患者接受最多 4个周期巩固化疗（HiDAC），每

个周期后给予 crenolanib。符合条件患者进行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HSCT）。巩固治疗后 30~90 d 后开始 crenolanib

维持治疗。结果 27 例患者进入本研究，中位年龄 51 岁

（RATIFY 试验 47 岁）。多数患者（85%）携带 FLT3-ITD 突

变。 6 例患者同时携带与不良预后相关的 NPM1 和

DNMT3A高危突变。仅4例患者（15%）携带低危FLT3-TKD

突变，而RATIFY试验中 23%患者携带。截至 2018年 5月，

22例患者（81%）存活，中位随访时间 24个月。中位总生存

率、无事件存活率和累积复发率尚未达到。23例进行巩固

化疗患者中，16例患者接受HSCT，1例复发；7例患者接受

HiDAC（无HSCT），1例复发，其他6例无病生存。这提示使

用标准化疗联合 crenolanib可达持续缓解。6例携带高危突

变的患者中4例（67%）无病生存。总体而言，只有3/21的患

者复发，且复发患者中没有一例接受超过 1周的 crenolanib

维持治疗。结论 crenolanib与化疗联用可改善初诊60岁及

以下的FLT3突变AML患者的预后。我们已开始一项Ⅲ期

试验以比较 crenolanib 与 midostaurin 联合化疗对初诊 FLT3

突变AML患者的疗效。

A294.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PML/RARα融合基因
亚型的临床意义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临

床医学院 翁萍 1,2 张淑遐 1,2 徐淑娟 1 郭江睿 1 吴勇 1,2

目的 分析并比较不同早幼粒细胞/维甲酸受体α融合

基因（PML/RARα）异构体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

的临床特点及其与预后的关系。方法 收集我中心2013年

2月至2016年7月收治的78例初诊APL患者的临床资料，分

析不同PML/RARα亚型的临床特点及预后。结果 最常见

的 PML/RARα融合基因为 L 型 38 例，占 48.7%，其次为 S 型

36例，占46.2%，V型4例，占5.1%。女性32例，占41%，男性

46例，占59%，中位年龄为40岁。WBC大于10×109/L中，以

S 型最多见（22/36,61.1%），其次为 V 型（2/4,50%）、L 型（12/

38,31.6%），P<0.05。其中合并 CD34 阳性的占 14.1%，合并

FLT3/ITD突变的占 21.8%，合并DNMT3A突变的占 15.4%，

附加染色体异常的占11.5%。三种不同亚型间合并CD34阳

性、FLT3/ITD、DNMT3A以及附加染色体异常无明显差异。

S型发生维甲酸分化综合征最多见（21/36,58.3%），L型及V

型少见，P<0.05。不同PML/RARα异构体对CR率以及DFS

的影响无明显差异。结论 不同PML/RARα异构体的APL

临床特点不尽相同，L型最常见，V+S型高危组多见，S型治

疗期间合并维甲酸诱导分化综合征多见，不同亚型对CR率

及DFS无明显影响。

A295.比较临床免疫调控药物疗效分析 t(8;21)

AML免疫逃逸特征
1.深圳大学；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吕娜 1,2 于力 1,2

目的 深入研究 t(8;21)AML 的免疫逃逸机制，探索免

疫治疗潜质，从而降低难治复发率。方法 本研究将针对

mRNA水平，揭示免疫共刺激分子及PD-1/PD-L1通路的表

达差异。利用免疫调节药物处理 t(8;21)AML细胞株，建立

表达芯片库，辩证解析免疫促进药物和免疫抑制药物对 t(8;

21)AML免疫原性的影响，进一步分析这类白血病细胞的免

疫逃逸机制。结果 常见的免疫治疗如CAR-T细胞和PD-1

抑制剂，针对肿瘤细胞的免疫逃逸机制，分别靶向免疫共刺

激分子和PD-1/PD-L1通路，激活T细胞杀伤作用。有趣的

是，在初诊 t(8;21)AML，免疫共刺激分子 CD86 表达明显降

低，NK细胞活化分子CD48明显低表达。同时 PD-L1也有

一定的表达。在细胞水平上，t(8;21)AML细胞系kasumi-1中

CD86和CD48表达明显降低。西达本胺针对HDACⅠ类分

子，除了抑制肿瘤生长外，还有免疫调节功能；激素是常用恶

性血液病治疗药物，具免疫抑制作用。两类药物都可以抑制

t(8;21)AML细胞生长，基因表达芯片结果揭示：西达本胺的

主要分子功能体现在免疫调节，包括免疫应答、抗原提呈、免

疫黏附分子激活、MHC分子结合等；而激素的主要分子功能

体现在免疫抑制等方面。西达本胺明显上调CD48、CD86、

CD28及MHCⅠ类和Ⅱ类分子，而激素则没有这样的作用，

反之，激素上调了PD-L1。两类药物对 t(8;21)AML白血病细

胞的免疫原性出现了明显相反的作用，这也提示这类白血病

的免疫逃逸机制主要与免疫共刺激分子的活化障碍有关。

结论 t(8;21)AML的免疫原性特征是免疫共刺激分子CD86

和CD48表达抑制，西达本胺可改善 t(8;21)AML细胞的免疫

原性，促进CD48和CD86的表达，为CAR-T细胞治疗提供靶

点；激素尽管发挥了免疫抑制作用，上调白血病细胞中的

PD-L1表达，但可以作为PD-1抑制剂的作用靶点。总之，两

类药物联合不同的免疫治疗方案可为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

A296.Effect of G - CSF on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1.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2.Union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s，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Weng Ping1,2,

Yang Shu1,2, Wu Yong1, Zhang Shuxia1,2, Xu Shujuan1, Guo Jian-

grui1, Chen Yuanzhong1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G - CSF) on

outcom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Method The clinical data of 526 patients with AML in the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Department of He-

matology were collected. According to whether G-CSF was ad-

ministered in the induction chemotherapy period, they were di-

vided into G- CSF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clud-

ing 355 cases of G- CSF group and 171 cases of no G- CSF

group. Using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Kaplan- Meier

Cur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G-CSF on CR1 Phase and over-

all survival. In addition, furthe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based

on the initial white blood cell count of 50×109/L. The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dosages of G-CSF and the CR1 phase or over-

all survival was analyzed by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① The application of G-CSF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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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1 phase and overall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high leuko-

cytes; ②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dosage

of G- CSF and CR1 phase or survival time. Conclusion G/

GM- CSF should be used with caution in patients with AML,

especially for those with high leukocytes.

A297.CD4+ CAR 19-T 和CD8+ CAR-T细胞体外肿
瘤杀伤活性的比较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赵娜 徐颖茜 钟梦君 李赛赛 王颖 邢妍妍 邢

海燕 田征 唐克晶 饶青 王敏 王建祥

目的 研究 CD19-CAR 修饰的 CD4 + T、CD8 + T 细胞

（CD4+ CAR-T、CD8+ CAR-T）体外抗白血病细胞作用，为临

床治疗提供指导意义。方法 制备CD19-CAR病毒，感染人

T细胞。应用流式分选出CD4+ CAR-T、CD8+ CAR-T细胞并

扩增培养。将两组CAR-T 细胞分别与CD19阳性的白血病

细胞系Nalm-6细胞共培养，通过流式及磁珠计数检测Nalm-

6细胞的残留，采用Human Cytokine Array检测共培养上清

中 36种细胞因子水平，用流式检测CD107a表达（脱颗粒实

验）以及胞内颗粒酶B表达。结果 ①CD4+ T细胞与CD8+

T细胞感染CD19-CAR病毒的效率均在 50%以上。②与空

载体感染的T细胞相比，两组CAR-T细胞与CD19+的Nalm-6

细胞共培养，均显示出显著的杀伤效应，效靶比例为1∶8时，

16 h之内靶细胞基本被清除，即使低至1∶16时，24 h之内靶

细胞也可被清除50%以上，36 h完全被清除。③两组CAR-T

细胞与Nalm-6细胞共培养上清中均产生TNF-α、巨噬细胞

炎性蛋白（MIP）-1α、IFN-γ、GM-CSF、IL-2、IL-5、IL-8、IL-13，

以及炎症趋化因子CCL1、CCL5。CD8+ CAR-T组和空载体

对照组未检测到 IL-17a 和 CD40L。CD8+ CAR-T 组产生的

IL-13 和 TNF-α低于 CD4+ CAR-T 组。④两组 CAR-T 细胞

CD107a表达均在 84%以上（P>0.05），而CD107a在Vector-T

细胞表面无明显表达（P<0.0001）。⑤CD4+ CAR-T细胞有颗

粒酶B表达 (35.0%~38.0)%，且与Nalm-6细胞共培养 2 h后

颗粒酶 B 表达升至 47.4%~60.3%。结论 CD4+ CAR-T 和

CD8+ CAR-T细胞均能在体外有效扩增，并对CD19阳性的

Nalm-6细胞有显著的肿瘤杀伤效应。两组CAR-T细胞在杀

伤过程中均产生多种细胞因子，且因子分泌的种类基本相

同。CD4+ CAR-T细胞可能依赖颗粒酶途径对肿瘤细胞发挥

杀伤功能。

A298.Ph样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诊断体系及临床
特征分析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周红升 高雅 王蔷 曹睿 李

环 易正山 郑忠信 李珍 周玲玲 阴常欣 何涵 黎

秋丽 林岱楠 何显君 刘南南 刘晓力 刘启发

目的 建立基于流式免疫分型、FISH检测和二代测序

等整合多平台的Ph样ALL诊断体系；探索基于分子遗传学

特征的Ph样ALL靶向治疗策略。方法 采用常规流式细胞

仪免疫分型联合CRLF2/p-STAT5/p-CRKL表达检测，设计针

对 Ph 样 ALL 的 ABL1、ABL2、CRLF2、JAK2、EPOR、CSFR1

等8类断裂重排FISH多探针，进一步进行覆盖Ph样ALL热

点突变谱二代测序，对初发及难治复发ALL患者进行筛查；

在儿童样强化门冬抗代谢的PDT-ALL-2016方案基础上，基

于分子遗传学特征分类，指导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

HDACi和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治疗。结果 2016年2月-
2018年6月，我们采用上述Ph样ALL诊断体系，对南方医科

大学南方医院血液科 257例患者进行筛查，确诊 Ph样ALL

共 47 例，检出率为 18.3%，约占 B-ALL 的 23.8%；其中男 23

例，女 24 例，中位年龄 21.5(13~74) 岁；流式免疫分型显示，

Ph 样 ALL 以 CRLF2/p-CRKL/p-STAT5 高表达为典型特征；

FISH分析显示，CRLF2重排或突变 15例，ABL1/ABL2断裂

重排10例，JAK2断裂重排8例，EPOR重排4例，其余分子遗

传学异常 10例；二代测序结果显示，Ph样ALL热点突变包

括 IKZF、FLT3、EP300、DDX18、IL-7R/JAK/STAT 等。临床

特征分析，中位 WBC 13（1.1~351.1）×109/L，中位 LDH 水平

486 U/L（117~4260 U/L）；治疗反应评价，首次诱导缓解治疗

中期（D14）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微小残留病(MRD)，MRD<

1%比例为49%，诱导后完全缓解率74%，均显著低于非Ph样

ALL组(P<0.01)；基于分子遗传学特征指导分类下，33例患

者接受 HDACi 或 TKI 靶向治疗（11 例加用达沙替尼，22 例

加用西达本胺），16例患者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结

论 Ph样ALL占成人ALL约20%，常规治疗效果不佳；其分

子遗传学特征异质性大，需整合多个检测平台完善诊断体

系；基于分子遗传学特征指导的靶向治疗和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有望改善该组患者疗效，亟待开展临床研究。

A299.High PARP- 1 expression predicts poor sur-

vival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nd PARP-1 in-

hibitor and SAHA- bendamustine hybrid inhibitor

combination treatment synergistically enhances an-

ti-tumor effects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

j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Li Xia, Li Chenying,

Jin Jingrui, Wang Jinghan, Huang Jiansong, Huang Xin, Jin Jie

PARP- 1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DNA damage repair and

contributes to progression of cancer. To address the role of

PARP- 1 in AML, we analyzed the expression of PARP- 1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using RT-PCR. We found high

expressers had higher levels of blast cells in bone marrow (P=

0.003) and WBC in peripheral blood (P=0.008) and were asso-

ciated with a more frequent FLT3- ITD mutation (28.2% vs

17.3%, P= 0.031). The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event free sur-

vival (EFS) of the high express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of the low expression group (P=0.005 and

P=0.004, respectively). High PARP-1 expression predicts poor

survival in AML patients. Then, we investigated the efficacy

and mechanism of PARP inhibitor BMN673 (Talazoparib) com-

bined with, NL101, a novel SAHA-bendamustine hybrid in vi-

tro and in vivo. The combination significantly enhanced apop-

tosis of AML cells and induced G2/M cell cycle arrest. Mecha-

nistically, BMN673 and NL101 combinatorial treatment pro-

moted DNA damage. In vivo, the combination effectively de-

layed the development of AML and prolonged survival.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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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ergistic effects of PARP inhibitor BMN673 in combination

with SAHA-bendamustine hybrid, NL101, provide a new thera-

peutic strategy against AML.

A300.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非APL）诱导方案的疗
效对比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陈霞 阮敏 刘芳 刘天

峰 张丽 陈晓娟 郭晔 杨文钰 赵贝贝 竺晓凡

目的 探讨MAE方案及预激方案（CAG/HAG）诱导治

疗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非APL）的疗效。方法 2008年1月

至 2017年 7月初治 99例急性髓系白血病（非APL）患者，其

中诱导缓解治疗使用MAE方案者61例（A组），预激方案者

38例（CAG方案26例，HAG方案12例）（B组）。分析A、B两

组患者的缓解率、不良反应及生存函数。 结果 99例患者

男 60例，女 39例，中位年龄 7.1（0.8~15）岁。99例患者完全

缓解（CR）73例（73.74%），部分缓解（PR）11例（11.11%），未

缓解（NR）15例（15.15%），总有效率 84.85%。其中A组（共

61例），均为初次治疗，CR 55例（90.16%），PR 4例(6.56%)，

NR 2例( 3.28%)，总有效率 96.72%；B组（共 38例，其中初次

治疗 23 例，再诱导 15 例），CR 18 例（47.37%），PR 7 例

(18.42%)，NR 13例(34.21%)，总有效率65.79%。B组23例初

次治疗使用预激方案患者 CR 14 例（60.87%），PR 4 例

（17.39%），NR 5 例（21.74%），总有效率 78.26%。A、B 两组

CR率和总有效率均有统计学差异（均P<0.001），但二者EFS

（P=0.822）、DFS（P=0.332）、OS（P=0.644）无统计学差异。不

良反应：两组消化道反应（P=0.626）无差异，但是否感染（P<

0.001）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预激方案不良反应较小，远

期生存与MAE方案相比无明显差异。

A301.IRF7在AML中的作用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王昊 刘晓礼 张东玥 王丽娜 郑国光

目的 干扰素调节因子 7（interferon regulator factors,

IRF7）在免疫调节中起重要作用，其异常表达与白血病相

关。本研究在生物信息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在MLL-AF9诱

导的小鼠白血病模型中敲除 IRF7探究其在AML中的作用

机制。方法 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 IRF7 与白血病的相关

性。富集 IRF7敲除小鼠与WT小鼠的 c-kit+造血干祖细胞，

体外用MSCV-PGK-MLL-AF9-GFP的病毒感染后移植到致

死剂量照射的小鼠体内，进而构建 IRF7敲除的AML模型。

通过检测AML小鼠的外周血白血病细胞比例，小鼠生存期

以及小鼠组织器官的浸润程度来探究 IRF7对白血病进程的

影响；通过检测白血病细胞的增殖、凋亡、分化以及自我更新

能力来检测 IRF7 对白血病细胞的影响。结果 通过对

bloodspot数据库进行检索分析发现，以正常人骨髓为对照，

IRF7在AML、CLL中高表达，在CML中低表达，而在MDS

中表达水平无显著差异。分析不同的AML亚型发现，正常

核型的AML、超二倍体的AML以及 inv(16) AML 中 IRF7均

高表达。按照 IRF7表达水平将AML患者分为高表达与低

表达两组进一步分析 IRF7表达水平与AML患者生存期的

相关性发现，IRF7高表达组患者的生存期显著低于 IRF7低

表达组（P=0.008）。IRF7敲除模型构建过程中，MSCV-PGK-

MLL-AF9-GFP逆转录病毒感染WT和 IRF7-/-细胞后GFP+细

胞阳性率小于1%；受体小鼠100%发病，其中WT组移植20 d

后，外周血GFP+比例约 1.5%，骨髓GFP+比例约 10%；IRF7-/-

组移植 28 d 后，外周血 GFP+比例约 5%，骨髓 GFP+ 比例约

15%；分选两种GFP+AML细胞，分别移植至未经照射的受体

小鼠中，进一步纯化白血病细胞。结论 IRF7表达水平与

白血病相关；成功构建 IRF7敲除AML模型。本研究旨在揭

示 IRF7在AML中的作用机制，不仅有利于阐明AML发生

发展机制，而且可为寻找AML治疗靶点提供线索和依据。

A302.ASP2215联合 SAHA对 FLT3-ITD突变细胞
株协同机制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液科 朱庆锋 陈芳

源 胡晓丽 郎竞雯 钟济华

目的 探究 FLT3 抑制剂 ASP2215 联合 HDAC 抑制剂

SAHA对伴FLT3-ITD突变的细胞株MV4-11协同作用及机

制。方法 用不同浓度的ASP2215、SAHA单药或两药联合

处理MV4-11细胞株，观察细胞形态变化，CCK-8方法检测

细胞活力，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率；蛋白免疫印迹检

测 FLT3 及下游信号分子 STAT5 的磷酸化，凋亡调控蛋白

Mcl-1、Bcl-xL、Bcl-2、Bax 和 Caspase-9/3 的 蛋 白 含 量 。

结果 ASP2215联合SAHA能够协同抑制MV4-11细胞株的

活性，两药联合相较于单药能够明显增加细胞凋亡。并且，

FLT3抑制剂ASP2215能够明显抑制 FLT3及下游信号分子

STAT5，SAHA对其轻度抑制。两药联合相较于单药能够进

一步下调Mcl-1、Bcl-xL的蛋白水平和Bcl-2/Bax蛋白比例。

结论 HDAC抑制剂SAHA随药物浓度增加并未降低FLT3-

ITD的蛋白水平，但能降低 FLT3-ITD及下游信号转导分子

STAT5的磷酸化水平，对FLT3-STAT5信号转导通路有一定

抑制作用，并且这种抑制作用伴随 Caspase-9/3 的活化。

FLT3抑制剂ASP2215和HDAC抑制剂SAHA分别通过特异

和非特异的方式不同程度抑制FLT3-STAT5信号转导通路，

并且两药联合能够显著下调Mcl-1、Bcl-xL及Bcl-2/Bax的蛋

白水平。所以，ASP2215联合SAHA能够协同抑制伴FLT3-

ITD突变MV4-11细胞株增殖，增加细胞凋亡。其机制涉及

两药对FLT3-STAT5通路不同程度抑制作用，以及对凋亡相

关蛋白Mcl-1、Bcl-xL及Bcl-2/Bax蛋白比例的调控。本研究

为FLT3抑制剂ASP2215联合HDAC抑制剂在临床上治疗伴

有FLT3突变的AML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将来还有待于

临床试验来进一步加以验证。

A303.急性髓系白血病的流式个体化微小残留病阈
值鉴定及其预后指示价值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眭竫旎 陈秋生 张

赟翔 盛燕 吴靖 李军民 翁香琴 陈冰

目的 尝试根据不同的 AML 白血病特异性免疫表型

（LAIPs）建立个体化的 MRD 检测阈值，并评估其临床预后

价值。方法 在 292例初诊成人AML（非M3）患者中，鉴定

不同的LAIP，并以 10色流式细胞术监测完全缓解（CR）时、

第一次或第二次巩固治疗后的MRD。在 47例正常或重建

骨髓中，对各种LAIP进行背景值检测，并将单侧95%医学参

考值上限作为其背景值上限，确立为该 LAIP 表型个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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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D（individual-MRD）的阈值。结果 在 292 例患者中鉴

定出 36 种不同的 LAIPs 表型，其背景值介于<2.00×10-5至

5.71×10-4间。生存分析显示，三个时间点 individual-MRD阴

性组的长期生存率均显著高于 0.1%-MRD 阴性/individual-

MRD 阳性组以及 0.1%-MRD 阳性组（3 年 OS：P<0.001，P<

0.001；3年EFS：P<0.001，P<0.001）。在各时间点，多因素分

析结果均显示 Individual-MRD 为独立的预后因素。在 204

例仅接受化疗治疗的病例中，我们发现，在NCCN低、中危组

患者中均可由CR时 Individual-MRD阴阳性状态鉴别出预后

显著差异的不同人群(低危：3年OS P=0.003, EFS P=0.001；

中危：3 年 OS P=0.023, EFS P=0.006)，而以 0.1%为阈值的

MRD分组则无法揭示这种预后区别。我们进一步注意到，

仅接受化疗的NCCN低、中危组 individual-MRD阴性患者的

生存趋势与接受异基因骨髓移植者无统计学差异（3年OS：

P=0.941，3 年 EFS：P=0.611）。结论 我们的工作建立了基

于不同LAIP表型特点的个体化流式MRD监测阈值，与常规

应用的0.1%阈值相比，个体化MRD阈值能更严格更精准地

区分不同预后患者。尤其在NCCN低中危患者中，CR时达

到个体化MRD阴性的人群预后良好，仅接受化疗就能达到

移植患者的疗效，从临床应用角度，能为NCCN低中危患者

的移植选择策略提供有效参考。

A304.HDGS精准用药技术体系在难治型血液病临
床个性化用药决策中的应用
1.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2.中国科学院合肥技术

创新工程院；3.安徽省精准用药技术工程实验室；4.合肥中科

普瑞昇医学检验实验室，合肥中科普瑞昇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任涛 1,2,3 黄瑞 2,4 夏田东 3,4 陈程 1 刘青松 1,2,3

目 的 初 步 探 索 HDGS 精 准 用 药 技 术 体 系

（Highthrough-put drug sensitivity & functional genes analysis

strategy）在复发、难治型血液病患者个体化用药中的临床应

用价值。方法 采集血液病患者的外周血和骨髓，利用新

型条件重编程技术（CRC）对患者自体原代癌细胞（PDC）进

行体外培养和扩增，一部分用于 54个血液病相关基因的高

通量功能基因检测（NGS），一部分用于98个药物（含化疗方

案）的高通量药物有效性评估（HDS），检测周期 5 d，在精准

分子分型诊断基础上结合药物敏感性数据为个体患者提

供个性化用药参考依据，观察临床缓解率。结果 本研究纳

入了 22 例复发的血液病患者的骨髓和外周血成对标本，

包括 8 例 ALL，7 例 AML，5 例 DLBCL，1 例 MDS，1 例 MM。

22例标本中3例操作失败，3例放弃治疗，3例失访，1例完全

缓解（CR），8例部分缓解（PR），3例病情稳定（SD），1例未缓

解（NR），根据临床跟踪反馈结果显示，HDGS检测结果和临

床治疗效果之间的阳性符合率为 69.2%，标可评价率 86%。

结论 HDGS检测技术体系将高通量功能基因检测和高通

量体外药效评估相结合，周期可控，临床符合率较高，可能成

为血液病尤其是复发、耐药、难治型血液病个性化用药的一

种独立检测手段。

A305.Impact expressed tRFs in relapsed & refrac-

tory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and the bioin-

formatic analysis for their potential clinical use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 Hospital，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

lege Meng Jie, Xiao Jigang, Cai Wenyu, Lu Xulin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TKIs on platelet aggregation function in CML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clinicians. Methods PubMed, Co-

chrane library and Embase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to identify

valid studies published from inception to June, 2018. Studies

that demonstrated platelet function in CML subjects follow-

ing TKIs treatment were included. Quality of studies were eval-

uated depending on the type. Data were extracted and pooled

analyzed by two reviewers. Results Studies reporting TKIs

therapy in association with platelet aggregation included three

single arm studies, and four case reports. In patients with

CML, imatinib had a significant impairment in ristocetin- in-

duced platelet aggregation. Dasatinib, even at low doses(40-50

mg/d), might impair platelet aggregation function and cause

clinically significant bleeding. The BCR- ABL inhibitor of

ponatinib inhibited platelet activation and aggregate formation

in whole blood under shear, likely through targeting platelet ty-

rosine- based activation motif signaling. However, pooled re-

sults demonstrated that nilotinib potentiated platelet activation

and platelet thrombus formation. Conclusions These find-

ings indicated that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CML patients

had diverse patterns of platelet function abnormalities follow-

ing TKIs treatment. Such an analysis could potentially provide

guidance for clinicians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risk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which could help to choose the most favorable

drug for each individual patient.

A306.以多部位髓外包块起病并截瘫的急性髓系白
血病一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姚子龙 李红华 靖彧 李猛

李艳芬 李艳 陈晶

目的 分享 1例以多部位髓外包块起病并截瘫的急性

髓系白血病少见病例。方法 患者女性，43岁，干咳胸痛起

病，近 2个月后检查前纵隔内软组织包块 98 mm×48 mm大

小，双侧胸腔积液，行肿物活检病理形态及免疫组化结果考

虑髓系肉瘤，血常规检查发现贫血、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偏

高有幼稚细胞，骨髓检查形态及组化诊断急性髓系白细胞，

非M3，流式免疫分型符合AML表型，白细胞细胞除表达髓

系相关抗原外，伴CD56、CD19阳性。在上述系列检查过程

中很快出现双下肢无力到不能活动，大小便失禁等表现，

PET/CT全身检查除纵隔内、胸骨旁以及双侧胸膜多发高代

谢灶外，腰 5右侧横突后方及骶孔、胸段椎管内也有多发高

代谢灶，结合肿块病例，均考虑为髓系白血病髓外肉瘤。基

因AML1/ETO伴KIT和NRAS基因突变。结果 由于患者

入院当日即出现了下肢截瘫症状，根据入院前检查已明确诊

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髓外髓细胞肉瘤，中枢神经系统白血

病，截瘫，血小板已明显减低，于是立即给以 IA（盐酸伊达比

星、阿糖胞苷）方案诱导化疗。目前化疗后骨髓抑制期，干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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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痛等症状消失，截瘫症状好转不明显。结论 急性髓系白

血病起病时即伴随多部位髓外包块尤其纵隔大包块，椎管内

包块压迫神经出现截瘫的病例甚为少见，该例患者白血病细

胞免疫表型存在CD56、CD19阳性，基因AML1/ETO伴KIT

和NRAS基因突变，是否对其生物学的这种成瘤特性起到一

定作用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A307.高表达Fbxw11小鼠AML模型的建立及其免
疫微环境初步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王丽娜 王荣 王昊 刘晓礼 张东玥 任倩 郑国光

目的 Fbxw11是F-box蛋白家族成员之一，参与细胞周

期、发育、代谢和免疫等众多重要的调节过程。前期研究发

现 Fbxw11 可以通过调节 NF-κB 和β-TrCP 两条信号通路促

进淋巴白血病细胞的增殖，其在髓系白血病的中的作用及对

白血病微环境的影响亟待解决。方法 构建携带BFP筛选

标记并且表达 Fbxw11 的三种异构体 Fbxw11a、Fbxw11c 和

Fbxw11d 的逆转录病毒载体。体外感染 MLL-AF9 诱导的

GFP+的小鼠白血病细胞，然后移植到半致死计量照射的小

鼠体内，构建高表达 Fbxw11 的三种异构体的小鼠 AML 模

型。通过检测移植小鼠外周血中GFP+BFP+细胞的比例，监

测白血病的发病进展。在发病早期，通过检测高表达

Fbxw11三种异构体组和对照组小鼠骨髓和脾脏微环境中非

白血病群体中CD3+ T细胞、CD19+ B细胞、CD11b+CD115+单

核细胞、CD11b + Ly6G + 粒细胞、NK1.1 + 自然杀伤细胞和

Gr1loCD115intF4/80+巨噬细胞的比例，进而研究 Fbxw11对白

血病微环境的影响。结果 移植后 1个月在小鼠的外周血

中检测到白血病细胞，我们对骨髓和脾脏来源的的白血病细

胞进行Fbxw11的表达分析和表型鉴定。qRT-PCR和West-

ern blot 实验均证实 Fbxw11 在白血病细胞中有高水平表

达。对GFP+BFP+白血病细胞进行淋系标记CD3、CD19和髓

系标记 Gr1、CD11b 的染色，结果显示白血病细胞为 CD3-

CD19-CD11b+Gr1+/Gr1-，为 AML 表型。与对照组白血病小

鼠比较，高表达Fbxw11三种异构体白血病小鼠骨髓和脾脏

白血病微环境中T细胞、B细胞、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的比例

均增加，单核细胞比例下降。结论 成功构建高表达Fbxw11

的小鼠AML模型，高表达Fbxw11的白血病微环境中免疫微

环境发生一定发生变化，其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本研究

为深入探索Fbxw11在AML中的作用机制奠定基础。

A308.CD56在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表达情况及临
床意义分析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胡晋君 许晶 田婷婷 谢娟

范丽芳 朱桂杨 任方刚 张耀方 覃艳红 陈秀花 王

宏伟 徐智芳

目的 探讨CD56在初诊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急性

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除外）患者的表达情况，分析其表达与年

龄、性别、实验室指标、肿瘤负荷等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

析 2016年 5月至 2017年 7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

92例初诊AML患者的临床资料：基本信息：年龄、性别；实验

室数据：外周血血象、骨髓原始细胞数、融合基因、基因突变、

肿瘤负荷相关指标如乳酸脱氢酶、WT-1 表达水平。结果

92例初发AML患者中，男性 53例，女性 39例，男女比例为

1.36∶1；中位年龄 48（14~83）岁。CD56+患者占 23.0%，异常

核型组与正常核型组之间CD56阳性率无明显差异，但前者

更高（50.0% 对17.1%，P=0.051）；CD56+组患者较CD56-组患

者初诊时血小板数更低（P=0.004），辅助性T细胞比例更高

（P=0.041），第1次化疗后骨髓原始细胞数更低（P=0.001），同

时期抑制性T细胞比例增高（P=0.029），辅助性T细胞/抑制

性T细胞比值增高（P=0.009），其他临床数据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结论 CD56在异常核型组表达比例有增高趋势，且

与AML患者初诊时血小板数及初诊、化疗后的淋巴细胞亚

群比例有关，其具体机制尚需进一步探究。

A309.IL2RA mRNA expression i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biomarker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1.Institute of Hematology,Union Hospital,Tongji Medical Col-

lege,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2.Wu-

han Kindstar Diagnostics;3.Department of Bioinformatics and

Systems Biology,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Biophysic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College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

ogy,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4.British

Columbia Cancer Agency，Vancouver Island Cancer Center

He Jing1, Du Wen1, Zhou Wei2, Shu Simin2, Deng Yun1, Lu

Cong1, Lin Shengyan3, Guo Anyuan3, Li Juan1, Liu Wei1, Yao

Junxia1, Zheng Jine1, He Yanli1, Li Xiaoqing1, Li Huiyu1, Huang

Shiang1, Feng Xiaolan4, Hu Dong1

Objective Elevated protein expression of CD markers

such as IL2RA/CD25, CXCR4/CD184, CD34 and CD56 are

known to be associated with adverse prognosis in acute my-

eloid leukemia (AML). However,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mRNA expressions of these CD marker genes remains unclear.

In our pilot study, mRNA expression of IL2RA was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its protein CD25 expression. In addition,

mRNA expression of IL2RA seems to prognosticate survival in

an exsiting TCGA-AML cohort, whilst other CD markers not.

We sought to determine specifically the role of IL2RA mRNA

expression in predicting clinical outcome in relation to other

conventional and gene expression prognostic factors.

Methods In our AML clinical cohort, we quantified IL2RA

mRNA expression by TaqMan RQ-PCR and analyzed the cor-

relation of IL2RA mRNA expression with other conventional

prognostic biomarkers and with clinic outcome. In our interme-

diate-risk AML clinical cohort, we performed NanoString anal-

ysis on 9 gene expression markers including IL2RA and ana-

lyzed the correlation of IL2RA mRNA expression with other

gene expression prognostic biomarkers and with clinic out-

come. In an existing TCGA cohort, we did similar analysis as

in our own cohorts as validation. Results In the AML cohort,

we showed that high IL2RA mRNA expression independently

predicts shorter relapse free survival (RFS, P<0.001) irrespec-

tive of age and cytogenetics status and predicts shorter overall

survival (OS, P<0.001) irrespective of age, cytogenetics and

FLT3- ITD status. We showed that in the intermediat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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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L cohort IL2RA mRNA expression is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BAALC (P<0.001), CDKN1B (P=0.001) and ERG (P=

0.037) expressions. Most importantly, we showed that IL2RA

mRNA expression independently predicts shorter RFS(P<

0.001) irrespective of other established prognostic biomarkers

(BAALC,CDKN1B,ERG,MECOM/EVI1, FLT3, ID1, IL2RA,

MN1 and WT1) in intermediate-risk AML. Conclusions We

conclude that IL2RA mRNA expression may serve as a useful

independent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AML and provide addi-

tional information to the established prognostic tools especial-

ly in intermediate-risk AML.

A310.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与普
通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在初诊急性髓系白
血病诱导治疗促进中性粒细胞恢复的单中心、随机
对照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刘凯奇 魏辉 王迎 刘兵城 周春林 林冬 魏述

宁 宫本法 张广吉 刘云涛 赵邢力 弓晓媛 李艳

顾闰夏 邱少伟 秘营昌 王建祥

目的 比较应用单剂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

激因子（PEG-rhG-CSF）与传统每天应用重组人粒细胞集落

刺激因子（G-CSF）在初诊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诱导

化疗后骨髓抑制期(中性粒细胞减少)促进中性粒细胞恢复

的时间。同时，比较两种药物对患者感染发生率、住院时间

的影响。方法 符合入组条件的初诊AML患者诱导治疗后

按1∶1比例随机分成两组：①PEG-rhG-CSF组，停化疗第5天

应用PEG-rhG-CSF 1次，药物剂量根据患者体重决定（体重

≥45 kg者给 6 mg/次，<45 kg者给予 3 mg/次）；②G-CSF组，

从第5天开始应用G-CSF，剂量5 μg/kg，每日1次，直至中性

粒细胞恢复（≥0.5×109/L）和/或白细胞计数≥1.0×109/L。收

集患者数据，采用SAS FOR WINDOWS软件对两组患者粒

细胞恢复时间、感染发生率、住院时间加以分析比较。结

果 共入组初诊 AML 患者 60 例，其中 PEG-rhG-CSF 组 30

例；G-CSF 组 30 例。除性别构成外（P=0.018），两组患者在

中位年龄、化疗方案、CR率、化疗前中性粒细胞计数（ANC）、

WBC 均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EG-rhG-CSF 组患者与 rhG-

CSF组患者的ANC恢复中位时间分别为 9（3~23）d和 8（5~

15）d，无统计学差异（P=0.47）。PEG-rhG-CSF组与G-CSF组

患者骨髓抑制期感染的发生例数均为26例（86.7%），无统计

学差异。两组患者的中位住院时间分别为23（19~52）d和23

（20~46）d，无统计学差异（P=0.45）。结论 AML 诱导治疗

的患者，应用单剂 PEG-rhG-CSF与每天予普通G-CSF无论

在中性粒细胞恢复时间，还是在感染的发生率及住院时间均

相当。由于PEG-rhG-CSF为单次给药，减少了注射次数，相

应减少患者痛苦，减轻临床医护人员负担。

A311.CAR-T治疗桥接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难治性
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一例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2.湖北省肿瘤疾

病细胞治疗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江慧雯 1，2 梅恒 1,2 刘林 1

郭涛 1,2 夏凌辉 1 胡豫 1,2

目的 报道 1例原发难治性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的

患者，经CAR-T治疗桥接造血干细胞移植得到长期完全缓

解，旨在为此类患者的治疗提供新思路。方法 患者，男，32

岁，2017年1月确诊为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CR/ABL阳

性），骨髓细胞学提示原始淋巴细胞 85%。经历三次不同方

案的诱导化疗联合TKI治疗，患者仍无法达到MRD阴性缓

解，顺利进入移植程序。经科室讨论并由患者签署知情同意

书后，于2017年7月18日将患者纳入武汉协和医院CD19特

异性 CAR-T 治疗复发/难治性 B 细胞恶性肿瘤临床试验

（NCT02965092），依次进行白细胞单采、预处理化疗、CAR-T

细胞回输。回输后第 18天患者骨穿显示MRD阴性。回输

后第 89至 90天，患者行HLA 4/6半相合亲缘外周血造血干

细胞移植，供者为胞兄。移植后口服他克莫司抗 GVHD。

结果 患者CAR-T细胞回输后出现3级细胞因子风暴，经对

症支持及托珠单抗和激素治疗后缓解，第18天骨髓MRD转

阴，并维持阴性直至移植。随访至移植后 8个月（CAR-T治

疗后11个月），患者仍维持MRD阴性完全缓解，未出现明显

GVHD。结论 对于原发难治性B-ALL患者，传统治疗方式

难以使其达到MRD阴性完全缓解，从而失去最佳的移植机

会。此类患者经由CAR-T细胞治疗达MRD阴性后，可桥接

造血干细胞移植，以期维持长期缓解。

A312.Complete Responses of Myeloid/Lymphoid

Neoplasms with Rearrangement of PDGFRA Pre-

senting as AML/ALL/Myeloid Sarcoma to Ima-

tinib Monotherapy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Ma Rui, Jia Jinsong, Kong Jun, Zhao Xiaosu, Huang Xiaojun,

Jiang Hao

Objective Myeloid/lymphoid neoplasms with PDGFRA

rearrangement have been categorized as a distinct type of he-

matopoietic disorders in the WHO classification of myeloid

neoplasms. Most reported cases exhibit normal or mildly ele-

vated blasts at diagnosis and imatinib monotherapy is suffi-

cient to induce complete hematopoietic responses. Patients

with FIP1L1/PDGFRA (F/P) but presenting as AML/ALL or

myeloid sarcomas are rare and the efficacy of imatinib mono-

therapy in these cases remains undefined. Methods Two pa-

tients presenting as AML or myeloid sarcoma were eventually

diagnosed as neoplasms with F/P in our institute. A literature

review searching for similar cases was performed and efficacy

of imatinib monotherapy was evaluated. Results Both pa-

tients were in sustained complete molecular remission on ima-

tinib. When pooled together with 24 cases reported in litera-

ture, we found all 26 patients were male with a median age of

33. The 2-year probabilities of overall survival were compara-

ble between the imatinib monotherapy group and the imatinib

plus chemotherapy/HSCT group (90% vs 77.1% , P=0.698).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to specifically explore

outcomes of various treatments for this disease. The efficacy

of imatinib monotherapy emphasized F/P gene detection 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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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nosis of hematopoietic malignancies with eosinophilias.

A313.成人与儿童AML1/ETO+ 急性髓系白血病的
临床和预后特征比较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2.东莞康华医院；3.南方医科大

学 余国攀 1 周佳恒 3 周金蝉 3 丘家乐 3 尹昭 1 阴常

欣 1 徐丹 1 郑忠信 1 江雪杰 1 刘启发 1 孟凡义 1,2

目的 比较分析成人与儿童AML1/ETO+ AML的临床

和预后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多中心 173 例 AML1/

ETO+ AML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了成人（98例）和儿童（75

例）患者的差异。结果 骨髓形态学以AML-M2亚型常见，

其中成人组尤为显著（92.9%对82.7%，P=0.005）。成人患者

的髓外白血病（EML）发生率比儿童患者更高（29.6% 对

13.3%），C- KIT 基因突变更多见（21/67，31.3% 对 12/66，

18.2%，P=0.079）。两组患者在性别分布、外周血白细胞计

数、细胞免疫表型、细胞遗传学异常包括附加核型异常和性

染色体缺失、FLT3-ITD突变等方面均无显著差异。成人患

者主要接受 IA/DA方案诱导，儿童患者主要接受FLAG+Ida/

DAE方案诱导 1~2个疗程，儿童首疗程诱导缓解率（69/74，

93.2% 对成人 56/95，58.9%，P<0.001）、2个疗程累计缓解率

（73/74，98.6%对成人 82/95，86.3%，P=0.004）均显著高于成

人患者。缓解后成人患者主要接受标准剂量阿糖胞苷

（SDAC）/中剂量阿糖胞苷 MDAC 方案（19 例接受 allo-

HSCT），儿童患者主要接受 MDAC/HAE 方案巩固化疗（11

例接受 allo-HSCT），中位随访23.5（2~126）个月，成人累计复

发率（CIR）（35/87，40.2% 对 18/74，24.3%，P=0.032）和累计

死亡率（39/98，39.8%对 13/75，17.3%，P=0.001）均显著高于

儿童。在成人 AML1/ETO + AML 中，EML[RFS：HR 3.20

(1.63~6.28)，P=0.001；OS：HR 2.92(1.55~5.51)，P=0.001]和C-

KIT 突变 [RFS：HR 3.17(1.47~6.93)，P=0.003；OS：HR 2.24

(1.03~4.86)，P=0.041]是RFS和OS的不良因素；而在儿童患

者中，这些因素对生存无显著影响。结论 成人与儿童

AML1/ETO+ AML在骨髓形态学、髓外浸润和C-KIT突变发生

率、预后影响因素等方面均存在异质性；高强度诱导治疗可能

是儿童AML1/ETO+ AML高缓解率和生存获益的重要原因。

A314.长链非编码RNA KIAA0125在成人B系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中转录异常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诺禾致源生物信息公司；3.北大清华

生命科学中心 吴利新 1 卢润青 1 李金兰 1 江浩 1 江倩 1

江滨 1 张晓辉 1 许兰平 1 郑琪 2 王悦 2 宋成丽 2 刘开

彦 1 黄晓军 1,3 阮国瑞 1

目的 进一步探索了B-ALL患者骨髓单个核细胞中高

频长链非编码（Long non-coding,Lnc）RNA KIAA0125 的转

录水平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以ABL1为内参基因，应用实

时荧光定量PCR检测KIAA0125的转录水平。纳入在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收治的132例初治成人B-ALL患者、38例缓解

B-ALL患者、29例初治成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及

30例健康供者。同时纳入 3个B-ALL细胞系BV-173、SUP-

B15、BALL-1。结果 健康供者组KIAA0125转录水平中位

值为57.92%（范围25.28~128.19%），而初治成人B-ALL患者

KIAA0125中位转录水平为 0.99%（范围 0~1144.95%），显著

低于健康供者组（P<0.001）及初治 AML 患者（中位值

134.74%，范围 1.95%~1202.10%，P<0.001）。缓解期 B-ALL

患者较初治患者显著升高（中位值 19.25%，范围 3.11%~

81.77%，P<0.001）。3个B-ALL细胞系中的KIAA0125转录

本均未检测到。在132例初治B-ALL患者中，6例治疗后未

达缓解患者转录水平（0.41%，范围 0.05%~0.77%）显著低于

126 例治疗后达缓解患者（1.10%，范围 0~1144.95%，P=

0.025）。结论 KIAA0125在成人B-ALL中转录水平降低，

其转录水平与临床病程密切相关，可能在B-ALL的病理机

制中发挥一定作用。

A315.PDT-ALL-2016儿童样方案治疗成人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的中期数据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周红升 王蔷 高雅 史鹏程

蒋玲 宣丽 赵珂 林岱楠 何显君 黎秋丽 刘南南

黄康瑜 徐丹 江雪杰 刘晓力 刘启发

目的 探索以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化疗理

念为基础，建立基于精准分层指导靶向治疗和造血干细胞移

植的整体临床路径，改善成人ALL整体预后。方法 我们

设计了“精准分层指导成人ALL靶向治疗的整体方案PDT-

ALL-2016”临床研究：通过精准分层将成人ALL分为Ph阳

性ALL、Ph样ALL、ETP-ALL、T-LBL等 8个亚组；基于儿童

ALL强化门冬酰胺酶强化抗代谢理念，设计包括预治疗、诱

导、桥接、巩固强化、再诱导和维持等模块和不同时间点微小

残留病(MRD)检测的整体方案；根据分子遗传学特征和亚组

分布，指导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达沙替尼、组蛋白去乙

酰化酶抑制剂（HDACi）西达本胺、利妥昔单抗等靶向药物

使用；根据基线分层和 MRD 水平，进入移植出口。结果

2016年 2月-2017年 6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血液科共

入组 121 例成人 ALL 患者，男 58 例，女 63 例，中位年龄 23

岁，中位随访时间 20（12~29）个月；亚型组成分布，Ph 阳性

ALL占18%，Ph样ALL占15%，CD20阳性B-ALL占10%，其

他BCP-ALL占28%，ETP-ALL占14%，T-LBL占6%；66例患

者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53例患者接受化疗；首疗程

诱导缓解率 92%，2年累积复发率 18%，其中移植组复发率

9%，化疗组复发率为 28%；90 d内死亡率为 3.3%，均为感染

性休克死亡；其他严重不良反应包括急性胰腺炎(3例)、侵袭

性肺部真菌感染、甲氨蝶呤浓度超窗等。中位随访 20（12~

29）个月，整体的2年EFS为66%；亚组分析显示，ETP/T-LBL

亚组 EFS 77%。以历史队列(2006-2011 年，330 例；2012-
2015，215 例)作为对照，PDT-ALL-2016 方案初步显示提高

了成人ALL整体疗效。结论 中期分析显示，强化培门冬

酶和甲氨蝶呤抗代谢的儿童样方案 PDT-ALL-2016在成人

ALL中安全有效；精准分层指导不同亚组采用TKI和HDA-

Ci等靶向药物干预和移植出口的临床路径，改善了高危组疗

效，可提高成人ALL整体预后，亟待进一步临床研究验证。

A316.综合老年评估对中国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患
者的预后价值
北京医院 白洁菲 梅迪 冯茹 李江涛 王婷 张春

丽 刘辉

目的 评价综合老年评估（CGA）在国内老年急性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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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AML）患者中预后价值。方法 纳入73例北京医院

诊断的年龄≥60岁的AML患者，CGA评估选取日常活动功

能量表、工具性日常活动功能量表以及改良老年疾病累计评

分表。以评分量表及患者年龄为标准，将患者分为适合、不

适合以及脆弱组。结果 73例患者中男 46例，女 27例，中

位年龄75（60~89）岁。适合组37例（50.1%），不适合组14例

（19.2%），脆弱组 22 例（30.7%），其中三组分别有 33 例

（89.2%），8例（57.1%），10例（45.5%）患者接受化疗(标准化

疗或去甲基化治疗)，三组患者总反应率分别为 68.7%、

62.5%、75.0%（χ2=0.615，P=0.769）。适合组、不适合组、脆弱

组的早期死亡率（8周死亡率）分别为5.4%、7.1%、27.3%（P<

0.05），1 年预计总生存率分别为 64.9%、28.6%、22.7%（P<

0.05）。单因素生存分析示CGA评分、年龄、ECOG评分均是

影响AML患者生存时间的因素（P<0.05）。进一步将年龄、

CGA评分、ECOG评分纳入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CGA评分

是 AML 患者预后生存的独立影响因素（HR=0.213，95% CI

为0.055~0.825，P=0.025）。结论 CGA可预测老年AML患

者的早期死亡率及远期生存。

A317.芦可替尼联合化疗治疗Ph样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五例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戴海萍 李正 尹佳 潘金兰

吴德沛

目的 探讨芦可替尼联合化疗对Ph样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ALL）诱导化疗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收集 5例Ph

样ALL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芦可替尼在Ph样ALL的临床

疗效及安全性。结果 5例患者中3例检测到CRLF2重排，

1例检测到EPOR重排，1例检测到 JAK2重排。5例患者均

采用芦可替尼联合 IVLP方案化疗，总反应率为80%，其中3

例获得完全缓解（60%），1例获得部分缓解（20%），1例未缓

解（20%）。5例患者在诱导治疗期间均未发生严重感染。结

论 芦可替尼联合化疗是伴有CRLF2及EPOR重排的Ph样

ALL安全可靠的诱导化疗方案。

A318.亚砷酸联合索拉菲尼治疗复发难治性FLT3-

ITD阳性AML-M2a一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李婧雯 褚章

波 孙春艳 胡豫

目的 复发难治性白血病的治疗是临床上急性白血病

治疗的重点及难点，在治疗方案上强调个体化，对特殊病例

的研究有助于提供新的治疗思路和研究方向。方法 分析

1例复发难治性AML-M2a接受亚砷酸联合索拉菲尼治疗的

临床、实验室资料，结合相关文献报道，探讨该方案有效性与

AML突变基因的关系。结果 患者男性，40岁，确诊AML-

M2a 4 余年，基因检测示 DNMT3A、TET2 和 ASXL1 突变，

CBFβ/MYH11及FLT3-ITD阳性，经标准 IA方案诱导达完全

缓解，后续分别给予 IA方案 1个疗程，中剂量阿糖胞苷 1个

疗程以及地西他滨加MEA3个疗程巩固强化。初次缓解15

个月后复查骨髓象提示复发，给予两个疗程地西他滨+CAG

方案无效，并在此过程中发现左眼视神经白血病浸润，给予

小剂量阿糖胞苷结合放疗，复查骨髓象原始细胞增多，后予

亚砷酸 10 mg每日1次，索拉菲尼 0.4 g每日1次治疗2周，复

查血象、骨髓象提示再次完全缓解，3个月后行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继续随访 9个月，状态持续缓解。结论 文献

报道除外APL，亚砷酸对于FLT3-ITD阳性的AML有显著疗

效。在治疗浓度下使用亚砷酸，可以降低FLT3-ITD 的水平，

并促进白血病细胞系及表达FLT3-ITD的原始细胞的凋亡。

而索拉菲尼以FLT3-ITD为主要靶点，通常用于FLT3-ITD阳

性的AML。已有研究将亚砷酸与索拉菲尼联合用于FLT3-

ITD阳性AML细胞系和小鼠，发现诱导白血病细胞凋亡的

作用加强，表明两者联合使用理论上可以提高FLT3-ITD阳

性AML患者的疗效。本病例患者，在使用一线及二线化疗

方案治疗效果不佳，应用亚砷酸联合索拉菲尼后再次完全缓

解，结合之前的研究报道，从临床试验的角度证明了该方案

对于FLT3-ITD阳性AML有一定的临床应用和研究价值。

A319.Retrospective analysis the biological charac-

teristics and prognosis of 82 patients that diag-

nosed with mixed-phenotype acute leukemia
1.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Huiqiao, Nanfang Hospi-

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ao Ya1,2, Yang Chunyan2,

Xu Ying2, Zhang Yintian2, Zhu Dongmao2, Li Weiru2, Fan Zhip-

ing1, Liu Qifa1, Ping Baohong1

Objective Mixed-phenotype acute leukemia (MPAL) is

a heterogeneous group of hematopoietic malignancies in which

blasts co- expression of lymphoid and myeloid markers. Be-

cause adverse cytogenetic abnormalities are frequently present,

MPAL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a disease with a poor progno-

sis and the rarity of MPAL precluding a consensus treatment

approach.we retrospective analysis the clinical trail and progno-

sis of 82 patients that diagnosed with MPAL in our centre.

Methods eighty- two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MPAL at

Nan fang hospital from 2006 to 2017 using either EGIL or

2008 WHO criteria were analyzed. Comparison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outcomes between different therapy types.Result

eighty- two patients, including 60 males and 22 females with a

median age of 29 years (range, 2 months-72 years), were stud-

ied.fifty one of these cases (62.2% ) had a B/myeloid pheno-

type, Twenty four of these cases (29.3%) had a T/myeloid phe-

notype. The other cases (8.5%) showed immunophenotypic evi-

dence of a B, T, and myeloid lineage in one blast population.

Among the 82 cases, 57 cases with successful cytogenetic

studies, 20 (35.10% ) had normal karyotypes and 37patients

(64.90%) had abnormal karyotypes. Twelve patients (21.05%)

translocation between chromosomes 9 and 22, five (8.80%) pa-

tients had 11q23/MLL translocations. Twelve patients (21.05% )

had a complex karyotype and eight patients(14.00%) had other

karyotype. Of the 82 cases, 75 patients underwent the complete

first course of treatment and complete remission rate was

49.8% . treatment approaches utilizing therapy for acute lym-

phoblastic leukemia (ALL),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and so- called“hybrid”therapy mixing elements of both are

51.9%, 16.7% and 66.7% respectively (P=0.003).OS and D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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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hybrid induction therapy and ALL like induction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an those with AML induction by either

definition (P>0.05). A total of 60 patients received consolida-

tion treatment, 21 patients received the chemotherapy while 39

patients received stem cell transplant (HSC). The total EFS

was 21months, in Chemotherapy group and HSC group, the

EFS was 6 months and 39 months respectively, the 3-year EFS

was 26.1% and 55.6% respectively (P=0.038). The total OS

was 21 months, Median OS showed a significant survival bene-

fit for starting with chemotherapy as compared to HSC (11

months and 43 months, P=0.001, The 3- year OS was 19.1%

and 57.7% respectively).Conclusion ALL like induction ther-

apy or“hybrid”therapy was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CR rate

than AML therapy, SCT therapy showed a trend for an associa-

tion with higher OS and EFS for MPAL.

A320. 对白血病患儿行allo-HSCT前家长心理干预
的效果研究
陆军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田春

目的 探讨白血病患儿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

HSCT）前，家长临床心理状况及心理干预的应用价值。方

法 选取2013年5月至-2017年11月准备行allo-HSCT的白

血病患儿家长 30名，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 15例。对

干预组进行为期10 d的临床心理干预，对照组仅接受对应的

健康知识宣教。以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患儿家长

心理状态进行评估。观察临床心理干预对白血病患儿家长

心理适应、生存质量和身体症状的影响。结果 与对照组相

比，干预组患儿家长心理障碍、抑郁、焦虑减轻；生活质量显

著改善。焦虑自评量表和抑郁自评量表评分均较对照组降

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临床心理干预不仅

减轻了白血病 allo-HSCT患儿家长心理的不适、提高了生存

质量及心理健康水平，还有效促进了白血病患儿 allo-HSCT

的顺利进行和康复。临床上对完成移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A321.真实世界绵阳地区老年髓系白血病的诊疗及
影响因素
绵阳市中心医院 周巧林

目的 探讨真实世界绵阳地区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患者的基本医疗情况、诊疗现状，并分析相关影响因

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 年 3 月至今绵阳地区收治的

179例老年（≥60岁）AML（非M3）患者，包含医保构成、体能

评分、合并症、初发或继发、MICM检查、诱导方案、缓解情况

等因素，并总结可能影响因素。结果 绵阳地区老年AML

患者医保覆盖率为91.6%，以新农合为医保主体。不良预后

因素方面，体能评分≥3分比例 29.6%；49.7%有一个或多个

合并症；16.76%为继发白血病，29例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转化而来，1例为乳腺癌继发。诊断规范性上，仅 24例患者

进行了完整的MICM检查，其余患者仅完善骨髓形态学+流

式细胞术+染色体/融合基因（107 例）或预后基因检查（28

例）。进一步分析发现，新农合患者未完成MICM检查的比

率为 90.3%（84/93），自费患者为 93.3%（14/15），≥75 岁患者

为84.6%（33/39）。经完整的MICM检查，遗传学分层划分为

中高危的比例是 95.8%（24/25）。治疗上，本地区老年AML

患者治疗方案包括标准化疗（DA，HA，IDA）、减量化疗

（CAG，HAG，地西他滨+HAG/CAG）、支持治疗（小剂量阿糖

胞苷，成分输血），各自比例分别为 28.5%（51/179）、27.4%

（49/179）、15.1%（27/179）。52例未进行治疗，其中，新农合

占 57.7%（30/52）。年龄≥75 岁患者，经诊断为 AML 后，

64.1%选择不治疗或仅支持治疗。经完整的标准及减量化疗

诱导治疗后，19例获得CR，12例获得PR，缓解率仅31%（31/

100）。结论 绵阳地区老年AML患者医保覆盖率较高，以

新农合医保为主。完成规范的MICM检查进行诊断及规范

化治疗的比例较低，治疗缓解率也较低，低于文献报道。分

析治疗缓解率低的可能原因，除了老年AML患者体能较差、

多数有合并症、继发白血病、遗传学分层以中高危为主等因

素外，还与诊断及治疗规范性、经济原因、治疗依从性相关。

绵阳地区老年AML患者的诊疗规范性尚待提高，应积极进

行疾病知识普及及依从性教育。并根据老年AML患者的预

后影响因素拟定个体化分层治疗，降低经济成本，提高治疗

疗效，为绵阳地区老年AML患者提供更优质的诊治服务。

A322.PKM2蛋白通过调节糖酵解代谢途径介导慢
性髓性白血病耐药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林童 许娜 周璇 黄继

贤 陈晨 吴婉儿 刘靓 刘晓力

目的 研究CML细胞中丙酮酸激酶PKM2介导的糖酵

解代谢过程，探究PKM2是否参与介导CML耐药的产生，并

进一步阐明相关通路的分子机制。方法 以 CML 细胞株

KBM5、KBM5-STI作为研究对象，分别为TKI 敏感株和TKI

耐药株。CCK-8法检测PKM2抑制剂对细胞增殖影响，流式

细胞术检测PKM2抑制剂对细胞凋亡和生长周期的影响，免

疫印迹试验和荧光定量PCR检测TKI敏感或耐药细胞株中

PKM2蛋白及相关信号通路蛋白表达差异，实时细胞能量检

测仪对细胞糖酵解水平进行检测。结果 ①PKM2抑制剂

能抑制 KBM5、KBM5-STL 细胞活性，24 h 时 IC50 分别为 5

和 6.8 μmol/L（P=0.001）,PKM2抑制剂联合伊马替尼能明显

抑制 KBM5 和 KBM5-STL 细胞增殖，两药联用具有协同抗

CML作用。②PKM2抑制剂具有诱导细胞凋亡的作用，联合

伊马替尼具有协同作用，促进 TKI 耐药细胞株凋亡。③
PKM2在TKI耐药的原代细胞及细胞株中均高表达，并且同

时发现mTOR、HIF-1a同时在耐药原代细胞及耐药细胞株中

也高表达。④干扰PKM2后细胞株的增殖能力下降，伊马替

尼促凋亡作用增强，细胞株氧摄取量下降，乳酸生成水平降

低。mTOR、P13K/AKT 表达量下降。结论 丙酮酸激酶

PKM2作为有氧糖酵解通路的一个重要的限速酶，介导的异

常代谢途径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侵袭及耐药形成。与伊马

替尼敏感的白血病细胞相比，伊马替尼耐药的原代细胞及细

胞株中均发现PKM2的高表达，并与CML细胞糖酵解水平

密切相关，使用PKM2抑制剂可以诱导CML细胞生长停滞、

抑制细胞增殖、抑制糖酵解水平并诱导其凋亡，低浓度

PKM2 抑制剂联合伊马替尼可以增强 CML 的靶向杀伤作

用，提示PKM2蛋白参与其中并促进了耐药的产生。同时，

干扰PKM2蛋白的表达后，可明显下调CML细胞的糖酵解，

并下调P13K/AKT/mTOR信号通路，本研究验证了PKM2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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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参与调控扰白血病细胞的能量代谢进而诱导CML耐药。

A323.复发性BCR-ABL1+急性髓系白血病一例并文
献复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福建省

血液病学重点实验室 朱志娟 周华蓉 林艳娟

目的 探讨复发性BCR-ABL1+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临

床和分子生物学特征，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法 分析1例

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M5）复发时检出BCR-ABL1融合基因

阳性的患者初治和复发时临床特点、治疗经过和分子生物学

改变，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患者，女，46岁，于2017年完

善骨髓MICM分型后初诊为M5，检测白血病融合基因、白血

病基因突变（FLT3-ITD、C-KIT、NPM1、DNMT3A、CEBPA）

均阴性。骨髓染色体为正常核型。予 IA和FLAG方案诱导

化疗 2个疗程后复查骨髓提示缓解。后予 FLAG、HAG、中

剂量Ara-C、TA方案巩固化疗 6个疗程。停化疗后 5个半月

监测血常规示血小板进行性增高[（500~600）×109/L]，遂复查

骨髓提示原幼单占16%，进一步查骨髓BCR-ABL1（P190）融

合基因阳性；骨髓MPN相关基因突变（MPL、JAK2、CARL）：

均阴性；骨髓髓系白血病基因突变：NRAS、SF3B1、TET2基

因突变阳性。考虑患者系复发性BCR-ABL1+M5，予伊马替

尼口服靶向治疗联合MA方案化疗 1个疗程后未达缓解并

发生严重肺部感染，患者要求自动出院。结论 BCR-

ABL1+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病率约0.5~3%，既往文献报道本病

对常规化疗和TKI类药物治疗效果欠佳，预后较差。本病例

在白血病复发时新检出BCR-ABL1（P190）融合基因阳性和

NRAS、SF3B1、TET2基因突变阳性，对伊马替尼和常规化疗

疗效欠佳，提示该患者疾病复发时存在多个白血病细胞亚克

隆群可能。

A324.急性髓系白血病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中
TCF21启动子甲基化态势研究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谷雨 周

静东 钱军

目的 探索转录因子 21（TCF21）甲基化态势及其在急

性髓系白血病（AML）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中的临

床意义。方法 研究对象包括初诊的 100例非M3型AML，

33例MDS和25例对照者。常规采集骨髓分离单个核细胞，

提取DNA进行重亚硫酸盐处理，PCR扩增后通过目的区域

富集甲基化测序分析TCF21启动子CpG岛的甲基化态势。

我们比较了AML、MDS和对照组的TCF21甲基化水平，并

分析其与患者临床参数及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结果 ①
与对照组相比，MDS和AML均表现为TCF21启动子的高甲

基化（P=0.003和P<0.001）。与MDS相比，AML的TCF21甲

基化水平升高（P=0.001）。②TCF21甲基化可以作为一个潜

在的生物标志物分别用于识别正常对照组与MDS和AML

（AUC=0.728，95% CI 0.588~0.869，P=0.003 和 AUC=0.858，

95%CI 0.761~0.954，P<0.001）。③在TCF21高、低甲基化组

之间，MDS和AML患者的年龄、性别、白细胞、骨髓原始细

胞、FAB分型、WHO分型（2008）和 IPSS分级（MDS）均无统

计学差异。但是MDS高甲基化组的血红蛋白低于低甲基化

组（P=0.009），AML高甲基化组的血小板也低于低甲基化组

（P=0.010）。④以细胞遗传学为分类依据，AML高、低甲基

化组在预后风险等级的分布上存在差异（P=0.032），高危组

的高甲基化率高于低、中危组（67%、44%和 29%）。⑤AML

高甲基化组的 DNMT3A 基因突变率低于低甲基化组（P=

0.020）。结论 TCF21高甲基化是MDS和AML的常见分子

事件，与AML高危核型相关，且可能有助于疾病的辅助诊断。

A325.miR-181a对MLL基因重排AML预后影响的
表观遗传学机制研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周迪 欧阳建 陈兵

目的 探索miR-181a对MLL基因重排AML细胞蛋白

乙酰化水平的影响并寻找下游靶基因，从表观遗传学角度阐

明miR-181a影响该类AML预后的分子机制，为其治疗提供

新的思路。方法 构建包载miR-181a序列的慢病毒，转染

伴 MLL-AF9 融合基因的 AML 细胞株 THP-1，建立过表达

miR-181a的细胞模型。蛋白质免疫共沉淀（IP）及蛋白电泳

（WB）确定乙酰化变化显著的蛋白条带，质谱鉴定蛋白种

类。实时定量荧光PCR及免疫印迹法分别检测过表达miR-

181a对靶蛋白mRNA水平和蛋白水平的影响，流式细胞术、

CCK-8、免疫印迹法检测其对白血病细胞增殖、凋亡及药敏

性的影响。结果 过表达miR-181a显著增强THP-1中总蛋

白乙酰化水平；蛋白质免疫共沉淀分离并纯化出乙酰化变化

明显的蛋白条带，质谱检测示 PARP1 为下游靶蛋白。在

THP-1 中 miR-181a 过表达能够增强 PARP1 乙酰化修饰水

平并下调 PARP1 总蛋白量，增加细胞对化疗药物敏感性。

结论 THP-1中miR-181a能够增强PARP1乙酰化修饰并显

著下调 PARP1 蛋白表达量，从而增强白血病细胞的药敏

性。本研究首次发现miR-181a能够通过调控蛋白乙酰化修

饰发挥抗白血病效应，其中介导的乙酰化修饰酶尚待进一步

研究；此外，本研究发掘PARP1可作为MLL基因重排AML

的治疗靶点，为PARP1抑制剂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A326.LncRNA RP1-68D18.2 通过调节CD44及其下
游信号通路促进K562R细胞伊马替尼耐药的形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严天友 龚玉萍

目的 分析K562R与K562细胞间差异表达 lncRNA及

mRNA；研究 lncRNA RP1-68D18.2 在 K562R 细胞伊马替尼

（IM）耐药中的作用。方法 lncRNA 芯片及基因芯片检测

K562 和 K562R 细胞间差异表达的 lncRNA 和 mRNA；MTT

法检测药物的细胞毒性；Western blot 检测蛋白表达；qPCR

检 测 基 因 表 达 ；采 用 shRNA 敲 减 K562R 细 胞 中 RP1-

68D18.2，并采用RP1-68D18.2-pENTER质粒过表达K562细

胞中RP1-68D18.2；借助SPSS 20.0对CML原代细胞中及恶

性血液病细胞株间RP1-68D18.2和CD44 mRNA表达水平进

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①基因芯片结果显示 lncRNA RP1-

68D18.2 及 CD44 mRNA 水平在 K562R 细胞中明显增高。

Western blot和 qPCR结果证实K562R细胞中RP1-68D18.2、

CD44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增高，lncRNA RP1-68D18.2与

CD44基因呈内含子正义重叠的关系。②敲减K562R细胞

中RP1-68D18.2导致K562R对 IM敏感性增强，CD44、c-Myc

表达水平降低。③高表达 K562 细胞中 RP1-68D18.2 导致

K562 细胞对 IM 的敏感性减低。④原代 CML 细胞中 R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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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D18.2 与 CD44 mRNA表达水平呈正相关，恶性血液病细

胞株间RP1-68D18.2与CD44 mRNA表达水平也呈正相关。

结论 K562R细胞中过表达的 lncRNA RP1-68D18.2通过对

CD44表达的调控促进K562R细胞对 IM的耐药。

A327.携带DNMT3A基因突变的AML患者的基因
突变特征
天津协和华美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陈龙 贾玉娇 张

冬雷 聂彦博 蔺亚妮

目的 分析携带DNA甲基化转移酶 3A（DNMT3A）基

因突变的中国AML患者的基因突变情况，探讨DNMT3A突

变与FAB分型的关系以及其他基因突变特征。方法 采用

高通量测序技术，靶向测序与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密切相关的

112 个基因，其中 NPM1 Excon11、FLT3-ITD 和 CEBPA 同时

使用Sanger测序法。分析DNMT3A基因Excon23突变阳性

的64例AML患者中DNMT3A基因突变类型及与FAB分型

关系，分析其他基因突变的伴随情况。结果 64 例

DNMT3A 基因 Excon23 突变阳性的 AML 患者中，M2 5 例

（7.8%）、M5 49 例（76.6%）、M4 5 例（7.8%）、未分型 5 例

（7.8%）；64 例的 AML 患者中，DNMT3A 突变类型 R882H、

R882C、R882S 和 R882P 的突变例数分别为 37（57.8%）、16

（25.0%）、4（6.3%）和2（3.1%），其他突变类型5例（7.8%）；该

类患者常伴有 NPM1、FLT3、NRAS、TET2、FAT1、IDH1 和

PTPN11 等基因突变，基因突变频率分别为 50.0%、42.2%、

21.9%、15.6%、14.1%、14.1%和 14.1%。在DNMT3A突变的

AML患者中，NPM1和FLT3突变经常伴随发生；而剪接位点

相关基因之间，转录因子相关基因之间以及信号通路相关基

因间很少发生协同突变。结论 DNMT3A是AML患者中

常见的突变基因，主要见于 M5，而最常见的类型为 M5b；

DNMT3A基因Excon23突变阳性的AML患者基因突变普和

不伴 DNMT3A 突变的 AML 患者有所不同，其中常见于

AML 中的 RUNX1、WT1、IDH2、ASXL1、TP53 和 U2AF1 等

基因突变检出率极低，提示DNMT3A突变可能与这些基因

突变相互排斥；DNMT3A突变阳性的AML患者中，NPM1与

FLT3突变常伴随发生，而同一类型基因很少伴发突变，提示

DNMT3A、NPM1和FLT3在AML的发生和发展中起协同作

用。本研究利用 NGS 靶向基因测序技术，分析中国携带

DNMT3A突变AML患者的基因突变特征，为基因突变更好

的应用于临床检测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A328.早期前体T淋巴细胞白血病与其他急性T淋
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特征及治疗疗效的回顾性分析
1.黄山市人民医院；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骨髓移

植中心 汪琼 1 黄维嘉 2 刘丽珍 2 黄燕 2 蔡真 2 黄河 2

孙洁 2

目的 本中心就其他类型急性 T 淋巴细胞白血病(T-

ALL）与早期前体T淋巴细胞白血病（ETP-ALL）患者的临床

表现、实验室指标、治疗反应率及预后进行比较，以了解

ETP-ALL的临床特性。方法 共有71例T-ALL患者纳入本

研究，为2013年到2018年本中心入院的患者。其中15例为

ETP-ALL，55例为其他类型T-ALL。采用流式细胞计数进行

细胞免疫表型的检测。用二代测序对部分患者进行ALL相

关基因的筛查。结果 71例患者中，EPT-ALL平均41岁，明

显高于其他T-ALL（平均23岁，P=0.002）。15例ETP-ALL患

者均表达 CD3、CD7、CD2，低表达或不表达 CD5，不表达

CD1a 和 CD8，同时伴有髓系/干细胞抗原：CD34、CD117、

HLA-DR、CD13、CD33、CD65、CD11b一个或多个阳性，12例

患者同时表达CD38，10例患者同时表达CD200，2例患者同

时表达CD56。ETP-ALL组患者的骨髓原始细胞（57.97%对

74.11%，P=0.038）和白细胞计数（33.06×109/L 对 91.9×109/L，

P=0.018）均低于其他T-ALL组。本研究中，有 23例进行了

白血病相关基因的筛查，结果显示 ETP-ALL 中并未见

T-ALL常见的HOX基因突变，伴有的突变有TET2缺失突变

（1 例）、DH2/R140Q 突变（1 例）、GATA 突变（1 例）、TP53 突

变（1 例）、RUNX1 突变（1 例），有 1 例则同时有 NRAS、

DNMT3A、NOYCH1、ETV6、IDH2及TCF3突变。相比较于

其他 T-ALL，ETP-ALL 患者对化疗药物反应较差 (CR 率

58.3%对85.7%, P=0.044)，8例患者在半年内死亡，并未获得

骨髓移植机会。 2 年 OS 明显短于其他 T- ALL（40%对

73.1%，P=0.017）。结论 ETP-ALL是一种具有独特临床特

征、免疫表型、较低缓解率、生存期短的T-ALL，预后较差，有

待新的治疗方法改善其预后。

A329.NPM1基因突变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预后
意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延方 侯降雪 王树娟 郝倩

倩 王冲 白俊俊 廖林晓 郭程娱 李涛 常银银 汤

平 王萌 孙慧 谢新生 姜中兴

目的 观察NPM1基因突变阳性成人急性髓系白血病

（NPM1+AML）患者的基因突变特征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采用二代测序测出NPM1基因突变者 75例，用

二代测序法测定其余 21 种 AML 常见的基因突变及 43 种

AML常见的融合基因，对于接受化疗者进行预后分析。结果

75 例 NPM1+AML 患者中，检测到 76 个 NPM1 基因位点突

变，其发生率依次分别为L287fs（92.11%）、Q289fs和W288fs

（2.63%）、L258fs 和 Q289H（1.32%），其中 1 例存在两个

NPM1突变位点。L287fs位点突变与其他位点突变之间的

EFS及OS无统计学差异（P>0.05）。NPM1基因突变率的平

均值为35.18%，以上下四分位数上间距38.36%为界，NPM1

突变率>38.36%的AML患者（NPM1hiAML）与NPM1突变率

≤38.36%的患者（NPMloAML）相比较，其早期死亡率更高、中

位 EFS 及中位 OS 显著缩短（P<0.05）。NPM1hiAML 与常见

的基因突变无显著性相关（P>0.05）。无论是否存在

DNMT3A及FLT3-ITD突变，NPM1hiAML患者的EFS均显著

缩短（P<0.05）。在 93.33%的 NPM1+AML 患者中共检测到

194 个伴随基因突变位点，其发生率依次为甲基化基因

（89.33%）、激 酶 通 路 基 因（42.67%）及 RAS 通 路 基 因

（14.67%）；转录因子、剪接子、染色体重构、抑癌相关基因检

出率较低。NPM1伴随甲基化基因突变的患者中位EFS显

著缩短（P<0.05）。伴随RAS通路基因突变的患者CR1率高

（双侧 P<0.05）且中位 OS 显著延长（P<0.05）。NPM1+AML

中73.33%的患者存在3个或以上的基因突变，其中位EFS较

存在 2个以下基因突变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

于上述影响患者生存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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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高龄及高NPM1突变率为影响患者EFS及OS的不

良预后危险因素（P<0.05）。75 例 NPM1+AML 患者中 67 例

完善髓系 43种融合基因检查，所有患者融合基因检查结果

均为阴性。结论 AML患者NPM1基因突变通常伴随其他

基因突变，罕有融合基因并存。NPM1 高突变率是 NPM1+

AML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

A330.Expression and mechanism of plasma miR-

382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patients
Qinghai People's Hospital Zhao Qiangqiang, Li Wenqian,

Zhou Xuanlin, Shen Kuo, Chen Shaobin, Feng Jianming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miR-382 in

the plasma of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and the possible mechanism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ML. Methods Real- time quantitative 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level of miR-382 in plasma. Bioinformatics software

predicted the possible target genes of miR-382 and dual lucifer-

ase reporter assay was performed to validate the prediction. In

HL-60 cells, miR-382 was knocked down, and the effects on

cell migration and cloning were detected by scratch test and

clone formation. Results The level of miR-382 was signifi-

cantly up-regulated in the plasma of AML patients (33.71±5.41

vs 4 ± 2.35, P<0.001). ROC analysis showed that miR- 382

c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AML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with under curve area of 0.934 (95%CI 0.903-1.000; P<0.001).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showed that miR-382 could in-

hibit the activity of PTEN- 3’UTR. Inhibition of miR- 382 in

HL-60 cells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cell migration rate and

clone formation ability. Conclusion In summary, for the first

time, we showed novel data that the level of miR-382 was in-

creased in the plasma of AML patients. By targeting the tumor

suppressor gene PTEN, miR-382 may become a potential non-

invasive biomarker for the screening and diagnosis of AML.

A331.骨髓基质细胞分泌CCL2和VEGF在急性髓
系白血病中的作用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

中心 向茜茜 孔佩艳 高蕾 张诚 刘耀 高力 文

钦 李佳丽 刘红 彭贤贵 张曦

目的 筛查BMSCs相关分子在AML患者不同疾病阶

段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临床价值；在细胞水平研究BMSCs相

关的重要分子对AML细胞的作用。方法 通过数据库检索

到与AML有联系的BMSCs相关分子38个。收集我中心69

例AML患者在初诊、完全缓解（CR）、复发、难治性AML这4

个疾病阶段的骨髓样本，非恶性血液病患者骨髓样本作为对

照组；分离、培养、收集 BMSCs，并提取 RNA。用 PCR 芯片

检测所有样本的38个分子的mRNA表达水平。统计分析筛

选出的趋化因子 2（CCL2）、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

AML 患者不同疾病阶段中的表达差异性。构建转染了

CCL2、VEGF的对照空质粒和过表达质粒的HS-5，和白血病

细胞MOLM13、HL60的共培养体系；检测CCL2、VEGF的不

同表达水平对MOLM13和HL-60的生物行为学影响；CCK8

实验、Transwell检测共培养体系中白血病细胞的活力、增殖

能力及侵袭能力。结果 通过对PCR芯片检测结果的聚类

分析，发现CCL2和VEGF在AML不同疾病阶段表达具有最

大的差异性，变化具有一致性。初诊时两者的表达均高于对

照组（P<0.05）；在CR时其表达水平比初诊时明显降低（P<

0.05），与对照组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P=1.000）；复发和难

治性AML患者中两者的水平比CR时明显增高（P<0.05）。

HS-5分别过表达CCL2、VEGF时，生长曲线及Q-PCR（72 h）

显示共培养体系中MOLM13、HL60的细胞活力均明显增高

（P<0.05）；当同时过表达 CCL2 和 VEGF 时，MOLM13、HL-

60 的细胞活力比单独过表达两者时明显升高（P<0.05）。

Transwell检测共培养体系中HS-5过表达CCL2或VEGF时，

白血病细胞数量增多，侵袭能力增强；HS-5 同时过表达

CCL2和VEGF时，两者的细胞数量比单独过表达时更多，侵

袭能力也更强。结论 BMSCs 分泌的 CCL2、VEGF 与

AML疾病发展进程关系密切，其在AML的不同阶段表达具

有规律性；BMSCs通过分泌CCL2、VEG能够分别和共同促

进AML细胞生长且可能有协同作用。

A332.Study on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aberrant an-

tigen in patients with acute B lymphocytic leuke-

mia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Xinqiao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Liu Jun, Tan Xu, Ma Yingying, Liu Yao, Gao Li,

Gao Lei, Kong Peiyan , Peng XianGui, Zhang Cheng, Zhang Xi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aberrant antigen

in bone marrow blasts of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

patient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errant antigen

expression and therapeutic response and prognosis.To identify

new targets for CAR-T cell therapy. Method This study retro-

spectively analyzed expres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abrrent anti-

gen in BM blasts on 194 newly diagnosed acute B-lymphocyt-

ic leukemia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10 to December 2015 in

our center. We evaluated the effect of abnormal antigen expres-

sion on the prognosis of b-all patients by analyzing the immun-

ophenotype and prognosis of the patients initially diagnosed.

Results ①The median DFS of the 194 enrolled patients was

12 months (95% CI=7.549 to 16.451), and the 1- year and 2-

year DFS was 48.3% and 39.8%,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OS

was 18 months (95% CI=13.09 to 22.90), and the 1-year and 2-

year OS was 56.6% and 47.4%, respectively. Patients without

abnormal antigen expression had better DFS (=19.502, P<

0.001) and OS (=22.619, P<0.001) than did patients with ab-

normal antigen expression. Upon analysis of the 106 patients

with abnormal antigen expression, DFS (=0.105, P=0.949) and

OS with abnormal myeloid expression, abnormal T-line expres-

sion, and abnormal myeloid and T- line expression (=0.09, P=

0.956)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② The single- factor

analysis of the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showed that

the DFS and OS of patients without abnormal antigen expres-

sion were better than those of patients with abnormal anti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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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The risk of disease prog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ab-

normal antigen expression was 2.323 times that of patients

with normal antigen expression (95% CI=1.559 to 3.461, P<

0.001).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age>14 years,

abnormal antigen expression, transplant- naive, and failure to

achieve remission after the first induction of chemotherapy

compose the conditional combination that increases the pa-

tient's risks of disease recurrence and death.③Within the 194

patients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CD56, CD13, and CD123

were the most common antigens with abnormal expression.

Correlative analysis showed that abnormal CD123 expression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FS and OS.④Analysis of 49

transplant patien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in patients with abnormal expression of antigens regard-

ing WBC, PLT reconstruction time and posttransplantation

MRD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FS (=

1.526, P=0.217) or OS(=0.883, P=0.347) between transplanted

patients with abnormal antigen expression and those without

abnormal antigen expression (=1.526, P=0.217).Conclusion

Abnormal antigen ex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B-ALL has no ef-

fect on the remission rate after first induction chemotherapy,

but abnormal antigen expression reduces the 2-year DFS and 2-

year OS of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abnormalities.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2- year

DFS and 2-year OS among the different antigen expression pat-

terns within patients. Age>14 years old, abnormal antigen ex-

pression, a lack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nd

failure to achieve remission after first induction chemotherapy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death. The

most common abnormal antigens were CD56, CD13, and

CD123.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

tween aberrant CD123 expression and both DFS and OS.

A333.小剂量地西他滨10天方案在高龄急性髓系白
血病化疗后维持治疗中的临床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

中心 刘嘉 颜红菊 朱丽丹 高世春 高蕾 张曦

目的 探讨小剂量地西他滨10 d方案在高龄AML化疗

后维持治疗中的疗效。方法 我们选取本中心2017年新确

诊 6 例高龄 AML 患者，中位年龄 74（70~78）岁；诊断 AML-

M2 2例，M4 1例，M5 2例，M6 1例；根据细胞遗传学危险度分

层低危 1例，中危 3例，高危 2例。6例患者中 1例采用 IA方

案达到完全缓解，之后采用DA方案维持4个疗程，疾病处于

持续完全缓解状态，残留病阴性，因并发房颤、心衰，停止化

疗，其余5例患者采用地西他滨+CAG/地西他滨+HAG方案，

中位治疗5（4~8）个疗程。上述6例高龄AML患者化疗结束

后予以小剂量地西他滨10 d方案维持治疗，具体用法：地西

他滨 10 mg/d×10 d，6~8 周 1 个疗程，持续至疾病进展。

结果 6例患者入组临床研究时疾病均处于血液学完全缓

解状态，其中4例MRD阴性，2例MRD阳性。小剂量地西他

滨 10 d方案维持治疗后，1例MRD阳性患者转阴，另外 1例

MRD阳性患者仍持续阳性，并于维持治疗 4个月后复发死

亡。至2018年7月，中位观察时间10（7~16）个月，6例患者，

5例仍维持缓解状态，1例复发死亡。患者在应用小剂量地

西他滨10 d方案期间仅出现短暂Ⅱ度以内血液学毒性，且以

中性粒细胞减少为主。结论 剂量地西他滨 10 d方案用于

高龄AML化疗后维持治疗效果较好、副作用轻微，后续可通

过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其有效性和安全性。

A334.慢性中性粒细胞白血病一例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陶千山 张青 翟志敏

目的 报告一例慢性中性粒细胞白血病病例的诊治经

验。方法 患者47岁女性，2个月前因“咳嗽1个月”在外院

查血常规示“WBC 69.25×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 63.29×109/

L，HGB 85 g/L，PLT 366×109/L”，腹部彩超示“脾大（191 mm×

45 mm）”，骨髓MICMP全套示“粒系增生，余未见异常”，诊

断为“原发性骨髓纤维化”，予以甲泼尼龙+沙利度胺+羟基

脲+阿法骨化醇治疗，但疗效不佳。1个月前入住我科复查

血常规和腹部彩超同前，骨髓MICMP全套示“粒系增生显著

伴部分细胞胞体变大、胞质中颗粒增粗，染色体为正常核型，

BCR/ABL等融合基因全套均阴性，JAK2V617F等MPN相关

基 因 全 套 均 阴 性 ”；进 一 步 查 外 周 血 基 因 突 变 示

“CSF3R T618I阳性、SETBP1阳性”，且结合其他相关检查能

进一步排除炎症、感染、寄生虫病、实体肿瘤以及自身免疫性

疾病等引起的白细胞升高和脾大，故最终诊断为“慢性中性

粒细胞白血病”。结果 治疗上因患者经济原因未行卢可替

尼靶向治疗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分别行“阿糖胞苷

方案（50 mg每日2次×7 d）”和“地西他滨方案（50 mg×5 d）”

治疗两个疗程，过程顺利，目前维持白细胞计数在正常范围

和脾脏长径 170 mm以内 6个月余。结论 “阿糖胞苷联合

地西他滨方案”至少对慢性中性粒细胞白血病短期获益良

好，值得临床参考。

A335.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Richter转化危险因素及
早期临床发现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学

科实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

控制中心 赵伟 马影影 王买红 陈果 孔佩艳 张曦

目的 分析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小淋巴细胞淋

巴瘤（SLL）患者组织学转化（即Richter Transformation，RT，

Richter转化）的临床特征及危险因素。方法 收集我科4例

RT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临床特征和转化的危险因素。结

果 4例患者均为大B细胞转化，只有1例患者大于65岁，3

例患者临床分期为RaiⅢ~Ⅳ/BinetB~C期，2例患者β2微球蛋

白（β2M）高于 3.5 mg/L，2 例患者铁蛋白（SF）明显高于正常

值，3例患者乳酸脱氢酶（LDH）高于正常值，1例患者 IgHV

无突变（其余3例未检查），1例为复杂核型，1例患者CD38+，

4例均无TP53缺失，其中3例患者完善了二代测序结果未发

现TP53突变、Notch1突变和CDKN2A丢失，FISH检测均无

ATM基因缺失。4例患者发现Richter转化时，全身多发淋巴

结肿大，并进行性增大，其中 3例患者完善了PET/CT，结果

示 FDG 代谢明显增高，SUVmax 均大于 10，其中 1 例初诊

Richter转化患者除了多发淋巴结肿大外，还伴有骨骼、肝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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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累；除了 1例初诊时便发生Richter转化外，其余 3例患者

对前期治疗均发生了耐药。2例Richter转化发生于CLL诊

断 5 年左右，对淋巴瘤的方案反应较好，1 例患者达完全缓

解，1例患者 3年仍存活；1例Richter转化发生于CLL诊断 3

个月左右，对多线方案耐药；1例初诊Richter转化患者，对R-

CHOP 方案治疗有反应，但是 70 d 时因为并发严重感染死

亡。结论 TP53 异常、Notch1 突变、CDKN2A 丢失、CD38+

高表达参与了Richter转化，并且发生Richter转化的时间越

短、LDH和SF水平越高、IgHV无突变、11q-、高龄等是其预

后不良因素。对于CLL患者，如果发生淋巴结增多增大、不

常见部位受累（比如骨骼）、耐药，应考虑 Richter 转化的可

能，并进一步活检明确诊断，其次是PET/CT检查SUV值明

显升高（大于5）也提示Richter转化可能，应对高摄取病灶进

行活检，可以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A336.克拉屈滨协同阿糖胞苷联合脂质体阿霉素在
诱导难治急性髓系白血病缓解的初步临床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

中心 姚涵 张诚 孔佩艳 刘耀 高蕾 高力 张曦

目的 该研究旨在评估以克拉屈滨、阿糖胞苷联合脂质

体阿霉素（CLAAG）为主的化疗方案在难治AML中的诱导

缓解作用，以期为难治性 AML 提供新的有效治疗方案。

方法 截至目前，共纳入难治性AML9例，中位年龄 6.84岁

（1.67~46岁），病例均按以下方案接受治疗：克拉屈滨 5 mg/m2

(第 1~5 天) ，阿糖胞苷 1~2 g/m2(第 1~5 天)，脂质体阿霉素

30 mg/m2，G-CSF（克拉屈滨给药前预激），以白血病缓解疗

效、治疗并发症（血液学毒性以及非血液学毒性）为观察指

标。结果 总体反应率为 88.9%(8/9)，1 个疗程达形态学

CR7 例（77.8%），MRD 转阴 7 例（77.8%），2 个疗程达 CR 为

8例（88.9%），8例患者MRD全部转阴。反应率以及完全缓

解率较现有文献报道有优势。结论 克拉屈滨、阿糖胞苷联

合脂质体阿霉素（CLAAG）方案在难治AML的诱导缓解治

疗中有效，不良反应可耐受。但因该研究现阶段纳入病例数

较少，以上研究结果可能受样本量影响，后续将继续纳入有

治疗指征的病例。

A337.不同强度化疗方案在Ph+ ALL诱导缓解中作
用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1.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

实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2.南充市川北医学附属医院；3.泸州市西南医科大学

附属医院；4.重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5.解放军昆明总医

院；6.解放军成都总医院；7.合川区人民医院医院 张诚 1

谭栩 1 倪勋 2 邢宏运 3 邓建川 4 王三斌 5 范方毅 6 黄

曦 7 刘耀 1 高蕾 1 高力 1 孔佩艳 1 魏锦 2 李晓明 3

娄世峰 4 苏毅 6 张曦 1

目的 探讨不同强度化疗方案在 Ph+ ALL诱导缓解中

的作用。方法 针对 2013年 1月至 2018年 3月 7个中心的

有完整资料的79例初诊Ph+ ALL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将他

们分为两组；标准剂量组54例：TKI联合VTLP或VTP（长春

地辛、左旋门冬酰胺酶、吡柔比星、地塞米松）；减低剂量组

25例：TKI联合VP（长春地辛和地塞米松）。观察诱导缓解

率和并发症。结果 标准剂量组和减低剂量组的完全缓解

率分别为 90.7%(49/54)、92.0%(23/25)(P>0.05)；感染发生率

分别为 48.15%(26/54)、36%(9/25)(P<0.05)；诱导相关死亡率

3.7%(2/54)、4%(1/25) (P>0.05)。结论 Ph+ ALL减低剂量化

疗具有与标准剂量相同的缓解率，更低的并发症，是Ph+ ALL

诱导缓解的首选方案。

A338.Are corticosteroids necessary in induction re-

mission for newly diagnosed adult Ph- positive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Xinqiao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Tan Xu, Ma Yingying, Liu Jun, Liu Yao, Gao Lei,

Gao Li, Kong Peiyan, Wang Maihong, Yang Chen, Zhang

Cheng, Zhang Xi

Corticosteroids combined with dasatinib have achieved

good outcomes as an induction therapy for newly diagnosed

adults with Philadelphia chromosome- positive acute lympho-

blastic leukemia (Ph + ALL). However, numerous side effects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use of corticosteroids. Whether dasat-

inib monotherapy can be used for these patients is still unclear.

We describe 23 newly diagnosed Ph+ ALL adult patients given

dasatinib monotherapy. The complete remission rate was 100%

at days 14 and 28. MRD negativity was 35% confirmed by real-

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t day 28. No patients experi-

enced infections. No other severe side effects developed. We

conclude that dasatinib monotherapy can be used for induction

therapy in newly diagnosed Ph+ ALL.

A339.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检测微小残留病与儿童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冯静 陈晓娟 常丽贤 刘晓明 邹尧 郭晔 杨文

钰 张丽 陈玉梅 竺哓凡

目的 研究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检测微小残留病（MRD）

对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预后判断的临床价值。

方法 收集 2014年 5月至 2015年 4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

液病医院儿童血液病诊疗中心就诊的 165例ALL患儿的临

床资料，随访终点为2018年7月。采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检

测患儿诱导缓解第 15天、33天、90天MRD水平，分析患儿

MRD水平与预后之间的关系。结果 165例ALL患儿中位

年龄4（2~13）岁，男97例，女68例，男女比例1.46∶1。165例

ALL患儿中位生存时间 44（2~51）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时

间38（1~46）个月。165例ALL患儿中，标危组、中危组、高危

组分别为 64例（39%）、48例（29%）、53例（32%）。T、B细胞

免疫表型分别为12例（7%）、153例（93%）。诱导缓解治疗第

15 天 MRD<l × l0- 3 组 3 年无复发生存期（FFS）率 [（94.9 ±

3.6）%]显著高于≥l×l0-3组[（81.7±3.7）%]（P<0.05）；诱导缓解

治疗第33天MRD<l×l0-4组3年FFS率（88.3±3）%显著高于≥
l × l0- 4 组 [（68.9 ± 9.3）% ]（P<0.05）；诱导缓解治疗第 90 天

MRD<l×l0-4组 3 年 FFS 率[（88.6±2.9）%]显著高于≥l×l0-4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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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14.1）%]（P<0.05）。结论 多参数流式检测MRD可作

为儿童ALL敏感的预后指标，诱导缓解治疗第 15天MRD≥
10-3、第33天和第90天MRD≥10-4提示疾病复发可能性大。

A340.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缓解后继发急性髓系
白血病二例并文献复习
安阳市地区医院 陈杰甫 武永强 唐广 栾春来 张晓

南 何孜岩 孟君霞

目的 观察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缓解后发生继发性

急性髓系白血病的发病时间、临床特点、治疗方法、疗效及预

后。方法 总结 2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缓解期继发急

性髓系白血病的实验室检查、治疗方法，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例1患者在骨髓及分子生物学CR 24个月后发生继发

白血病，伴复杂染色体核型，伴AML1-ETO基因。例 2患者

骨髓CR 37个月后发生继发白血病，染色体为正常核型，2例

患者应用常规化疗均未能达到再次缓解。结论 继发性白

血病的发生与烷化剂和拓扑异构酶Ⅱ抑制剂有关，常规化疗

再次缓解率低，生存时间短，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为目前

主要治疗方法，与文献结果一致。

A341.Niche TWIST1 is critical for maintaining

normal hematopoiesis and impeding leukemia pro-

gression
1.Institute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s Hospital, Chi-

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2.Zhongna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Liu

Xiaoyan1,2, Ma Yanping1, Li Rongrong1, Guo Dan1, Wang Nan1,

Zhao Yangyang1, Yin Jing1, Ren Qian1, Ma Xiaotong1

Bone marrow microenvironment regulates normal and ma-

lignant hematopoiesis, but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mecha-

nisms remain poorly defined. Using a chimeric mice model,

we demonstrate that Twist1 deletion in microenvironment re-

sults in alteration of multiple niche cells as well as downregu-

lated expression of majo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supportive

factors.The perturbed microenvironment reduces hematopoiet-

ic stem cell homing and retention, impair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self- renewal and induces myeloid skewing. Nevertheless,

it accelerates MLL-AF9 leukemia progression, which is partial-

ly mediated by Jagged-2 dependent Notch signaling. Our data

for the first time demonstrates a pivotal role of TWIST1 in fa-

voring normal hematopoiesis and hampering leukemia develop-

ment. It also brings new insights into the role of bone marrow

niche in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nd proposes possible new avenues from the niche angle to im-

prove leukemia treatments.

A342.干扰素α-1b、白细胞介素-2联合沙利度胺方案
逆转急性髓系白血病的微小残留病
1.河南省肿瘤医院；2.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琳 1 米瑞

华 1 魏旭东 1 尹青松 1 王敏芳 2 梁利杰 1 袁芳芳 1 李

梦娟 1 冀烜静 1 2 宋永平 1

目的 探索“干白沙”方案（干扰素α-1b、白细胞介素-2

联合沙利度胺）对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微小残留病

（MRD）的影响。方法 对 18例处于血液学缓解但MRD阳

性的AML患者应用不同剂量的“干白沙”方案（常规剂量：

IFN-α-1b，60 μg 隔日1次，皮下注射；IL-2 100万U 隔日1次，

皮下注射；沙利度胺 200 mg 每晚睡前口服；如果患者PLT˃

50×109/L，需要口服复方丹参片 3片，一日三次，预防深静脉

血栓。IFN-α-1b 前 1 h 口服布洛芬颗粒预防发热。如果患

者“干白沙”方案常规剂量无效或者常规剂量应用过程中出

现MRD升高或转阳给予加量应用，即：IFN-α-1b 60 μg 每日

皮下注射，IL-2 100万U 每日皮下应用，沙利度胺及丹参片

应用与常规剂量相同），并监测其MRD水平变化。结果 18

例患者当中，只接受常规剂量“干白沙”方案 10例，7例患者

MRD转阴，3例患者MRD水平明显下降；接受加量的“干白

沙”方案 3例，2例患者MRD转阴，1例MRD水平下降；5例

患者治疗失败，出现血液学复发。总有效率 72.2%。结论

“干白沙”方案可使血液学缓解但 MRD 阳性的 AML 患者

MRD转阴或下降，其疗效与方案的剂量呈正相关，与治疗前

MRD水平高低可能呈负相关。

A343.144例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身体质量指数与
分子生物学相关性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王书春 阮敏 赵贝贝 戚本泉 陈晓娟 张丽 刘

晓明 陈玉梅 邹尧 竺晓凡

目的 研究我院急性髓系白血病儿童身体质量指数与

融合基因的发生的相关性，希望会通过身体质量指数提示预

后，指导临床治疗。方法 对我院2013年10月至2015年12

月 144例非APL儿童髓系白血病相关信息进行分析。身体

质量指数BMI数值=体重（kg）÷身高 2（m）。身体质量指数根

据中国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筛查体重指数（BMI）分类标

准分为4个级别，分别为：消瘦、正常、超重、肥胖。分子生物

学根据患儿初诊时融合基因结果，将仅有 AML1/ETO、

CBFB/MYH11、NPM1融合基因的患者定义为伴有预后良好

融合基因组。结果 144例患者中男 77例，女性 7例，中位

年龄为8（1~14）岁。身体质量指数BMI中4个级别均与预后

良好融合基因的发生没有相关性（P>0.5）。同时对身体质量

指数与急性髓系白血病治愈率、复发及远期生存作了相关性

分析，结果均没有统计学差异。结论 本组非APL儿童髓

系白血病患儿身体质量指数与良好融合基因、治愈率、复发

率及远期生存均没有明显相关性。

A344.妊娠合并MDS转白血病一例报道并文献学习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喻亚兰 吴三云 周怡 熊蓓 左学兰

目的 报道1例妊娠合并MDS转白血病并进行文献复

习。方法及结果 一例在怀孕期间诊断MDS病例，其在妊

娠 25周进行常规产前检查显示HGB 97 g/L伴有正常WBC

和PLT，发现患有贫血症。同期在胎儿中检测到67.36 Mb的

7号染色体微缺失。在妊娠第29周骨髓形态学检测有11.5%

的原始粒细胞，红系病态造血细胞和微小巨核细胞可见；免

疫表型显示骨髓 9.03%有核细胞中 CD34 和 CD117 异常表

达；正常核型；RUNX1（runt 相关转录因子 1）7 号外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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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28R 基因突变。按照 IPSS-R 评分，其在 8 周内转变为

AML的风险很高。妊娠第39周成功经阴道分娩后，WBC升

至60.5×109/L，随后骨髓涂片显示原始粒细胞占65%；免疫分

型异常细胞群占 57.2%，CD33 ++ CD117+ CD13+ CD38+

CD7- CD34+；染色体核型分析显示 46，XX，del(7)(q22)[8]/

46，idem,der(5)[3]；RUNX1基因突变仍然存在，并且出现了

FLT3基因（FLT3-TKD）酪氨酸激酶结构域中D835Y的新突

变。结论 不良核型、基因突变、MDS亚型和 IPSS-R评分高

是妊娠期MDS患者向白血病转化的重要因素。在怀孕期间

诊断出的原始细胞转化类型为少数类型。涉及染色体 7的

异常在MDS中是常见的并且表明预后不良。RUNX1突变

通常提示不良预后。大多数研究中，尚未发现其他血液系统

恶性肿瘤和妊娠期诊断出的各种癌症与持续性或复发性疾

病发病率增加有关。尽管本例患者快速转变为白血病，但几

乎没有证据表明高风险患者的转化与妊娠有关。此外，它与

母体和胎儿并发症的增加无关。我们的病例可能表明，即使

风险较高，MDS患者也不应禁用足月妊娠，但应在妊娠期和

产后期提供严格的监测，特别是那些MDS亚型较差和 IPSS-

R风险分层的患者。

A345.PTPN22低表达对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细
胞增殖及凋亡的影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汤平 谢梦晗 姜中兴

目的 探讨PTPN22基因低表达对人急性T淋巴细胞白

血病（ATL）细胞的增殖及凋亡等的影响及可能的信号途

径。方法 通过转染 PTPN22 siRNA 于 Jurkat 细胞，抑制

PTPN22在 Jurkat细胞中的表达，应用 qRT-PCR方法检测转

染组与对照组 PTPN22 的 mRNA 表达水平, 采用 Western

blot方法检测转染组与对照组PTPN22、AKT、P-AKT、ERK、

P-ERK的蛋白表达水平，MTT法检测转染组与对照组的细

胞增殖状况，应用TUNEL和流式细胞术检测转染组与对照

组细胞凋亡状况。结果 转染 PTPN22 siRNA 于 Jurkat 细

胞48 h后，转染组PTPN22的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较对照

组均下调；AKT、P-AKT、ERK及 P-ERK蛋白表达水平较对

照组均下降；与对照组相比，转染组 Jurkat细胞增殖受抑、凋

亡增加。结论 PTPN22 在 ATL 细胞中低表达可能通过

ATK、ERK信号途径抑制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可能成为

ATL的新的治疗靶点。

A346.饮食干预对白血病患者化疗期间营养与便秘
状况的重要性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胡颖 刘贵英

目的 主要讨论在白血病患者化疗期间进行饮食干预

措施对患者营养及排便的重要性。方法 选取 2018年 1月

至 6月我科收治的白血病初治化疗患者 50例作为此次研究

的对象进行饮食护理干预。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25例

患者，对每例患者饮食及排便等生活习惯进行资料收集，对

照组患者进行化疗和常规的对症治疗及护理；观察组患者在

上述基础上给予营养健康教育及饮食干预。结果 通过比

较，饮食干预有助于改善患者化疗期间引起的营养状况及便

秘情况。结论 白血病患者化疗期间应用化疗药物能引起

胃肠道反应，患者出现恶心、呕吐，影响患者进食，易造成患

者营养不良，止吐药物的应用易造成患者便秘，因此对化疗

患者进行饮食干预是临床护理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

能忽视其重要性。

A347.口服砷剂青黄散与低强度化疗治疗老年急性
髓系白血病生存期比较分析
1.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2.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

范腾 1,2 吕妍 1 刘为易 1 全日城 1 肖海燕 1 唐旭东 1

刘驰 1 李柳 1 王洪志 1 许勇钢 1 郭小青 1 胡晓梅 1

目的 比较分析口服砷剂青黄散与低强度化疗治疗老

年急性髓系白血病（eAML）的生存期。方法 对在2015年1

月到 2017年 12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 42例 eAML患者进行

回顾性分析，其中 20 例接受口服砷剂青黄散治疗（青黄散

组），22例接受低强度化疗（低强度化疗组）。结果 低强度

化疗组和青黄散组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13 和 13.5 个月（χ2=

0.096，P=0.757），1年（59.1%对70%，χ2=0.543，P=0.461）、2年

（13.6%对 15%，χ2=0.016，P=1）以及 3 年（4.6% 对 5%，χ2=

0.005，P=1）生存率均无显著性差异。对两组在年龄、体能评

分、合并症指数（HCT-CI）以及原发继发等因素进行分层分

析，结果发现，低强度化疗组和青黄散组在年龄≥75岁（12个

月对 12.5 个月，χ2=1.317，P=0.251）、体能评分≥2（12 个月对

12 个月，χ2=0.834，P=0.361）、继发 AML 患者（10 个月对 14

个月，χ2=1.552，P=0.213）、合并症指数≥2（12 个月对 13 个

月，χ2=1.726，P=0.189）以及差的遗传学（12个月对8个月，χ2=

0.479，P=0.489）患者中生存期均无显著性差异。结论 口

服砷剂青黄散与低强度化疗治疗 eAML生存期相当，提示那

些不愿接受低强度化疗的 eAML、尤其 75岁以上 eAML，可

以选择口服砷剂青黄散治疗。

A348.abn(9p)异常ALL中常见基因缺失、突变检测
及预后因素分析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弘慈血液病医院；2.苏州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3.江苏省血液研究所；4.卫生部血栓与止血重点实

验室 寇林冰 1 仇惠英 2,3,4 潘金兰 2,3,4 陈苏宁 2,3,4 岑建

农 2,3,4 沈宏杰 2,3,4 马骁 1,2,3

目的 检测 abn(9p)异常ALL中常见基因缺失、突变发

生率，了解基因缺失、突变的预后意义，建立预后积分系统评

价疾病预后。方法 应用 FISH 技术行 CDKN2A、PAX5、

P53、RB1 等基因缺失检测，PCR 产物测序法检测 IKZF1、

NOTCH1、P53及HOX11基因突变，Log-rank检验用于单因

素的生存分析，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COX回归模

型进行多因素预后分析，判断影响预后的因素。结果 ①该

组病例中初诊ALL 161例，CML急淋变者 13例。CDKN2A

基因缺失阳性者 70.2%，PAX5基因重排阳性者 58.6%，RB1

缺失阳性者6.3%，P53基因缺失阳性者11.8%。②31例ALL

行基因突变检测，其中 IKZF1 基因突变阳性者 16.1%，

NOTCH1 基因突变阳性者 9.7%，P53 基因突变者 3.2%，

HOX11 基因突变 3.2%。③单因素分析显示染色体核型、

ECOG评分、P53基因、诱导缓解、MRD、免疫分型均具有统

计学差异。多因素分析显示复杂核型(≥5 种异常)、MRD>

10E4、及BCR-ABL阳性均显著影响EFS(P<0.05)。据此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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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EFS积分系统，可区分不同疾病EFS长短(P=0.002)。④
该组 abn(9p)异常 ALL 预后较差，5 年总体生存率仅为

17.55%。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WBC、LDH、BCR-ABL融合

基因、免疫分型、基因突变、P53基因、危险分层、治疗方法、

PAX5基因缺失阴性伴CDKN2A基因双缺失组均显示出统

计学差异。多因素分析影响 OS 因素示：年龄大于 31 岁、

WBC>25×109/L、LDH>375 U/L、BCR-ABL融合基因阳性、T

淋系表达、基因突变阳性、P53基因缺失、高危组、单纯化疗

均显示出统计学差异(P<0.05)。根据以上因素建立影响OS

积分系统，可区分疾病不同预后(P=0.011)。结论 9p异常

ALL 中 CDKN2A、PAX5、P53、RB1 基因异常率高于其他

ALL。同时伴随BCR-ABL融合基因、T淋系表达、P53基因

缺失阳性、高危组、PAX5基因缺失阴性伴CDKN2A双缺失

等为不良预后因素。利用临床及实验室参数分别建立EFS

及OS积分系统，可以较好预测EFS及OS情况，区分预后。

A349.23例涉及 9p双着丝粒染色体(dic)异常ALL

临床和实验研究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弘慈血液病医院；2.苏州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3.江苏省血液研究所；4.卫生部血栓与止血重点实

验室 寇林冰 1 仇惠英 2,3,4 潘金兰 2,3,4 陈苏宁 2,3,4 岑建

农 2,3,4 沈宏杰 2,3,4 马骁 2,1,4

目的 分析我中心涉及9p双着丝粒异常ALL的临床及

实验室特征，分析双着丝粒易位是否产生新的融合基因。

方法 对 23 例 9p 异常 ALL 双着丝粒易位病例，应用 FISH

技术和相应着丝粒探针进行验证，对其中部分病例抽提

DNA及RNA行 aCGH、SNP及转录组测序，分析断裂点所涉

及基因，判断有无融合基因形成，并设计引物行PCR验证。

结果 ①共23例双着丝粒异常ALL，男女比例为16∶7，中位

年龄 38(10~78) 岁。其中 dic(9;20)异常 9例(39.1%)；dic(1;9)

异常 1 例(4.3%)；dic(4;9)异常 1 例(4.3%)；dic(7;9)异常 5 例

(21.7%)；dic(8;9)异常 1例(4.3%)；dic(9;12)异常 5例(21.7%)；

dic(9;17)异常 1 例 (4.3%)。②对其中 4 例标本行 aCGH 及

SNP检测，分析发现 4例患者均出现 9p及 20q的缺失，断裂

点显示出异质性及不稳定性。对 3例患者标本足够者送检

转录组测序显示，例 3结果显示形成EXOSC3-PIGU新的融

合基因，PCR 及测序证实为 EXOSC3 及 PIGU 基因融合。

结论 9p双着丝粒异常发生比例低，常见为 dic(7;9)、dic(9;

12)及 dic(9;20)，并常有其他伴随异常，其中 t(9;22)最常见。

dic(9;20)异常断裂点存在异质性，其CDKN2A、PAX5、P53及

RB1基因缺失比例均高于 abn(9p)异常中其他亚组。本研究

发现一新的dic(9;20)断裂点(EXOSC3-PIGU)，并经PCR产物

测序证实该断裂点基因发生融合，拟进一步对该新的融合基

因进行研究。

A350.慢性髓性白血病TKI停药研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张丹 朱焕玲

目的 探究慢性髓系白血病（CML）患者酪氨酸激酶抑

制剂（TKI）停药情况、分析停药后结局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选择长期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科门诊随访、停用TKI半

年以上的 CML 患者 16 例为研究对象，搜集停药前后的临

床资料，分析停药原因、停药后结局及其可能影响因素。

结果 16例患者中，因TKI相关不良反应、主动停药、妊娠/

计划妊娠、经济困难、合并实体肿瘤等停药者分别为 5 例

（31.25%）、5 例（31.25%）、4 例（25%）、1 例（6.25%）、1 例

（6.25%）。截至随访终点，10例维持无治疗缓解（TFR），5例

（31.25%）发生分子学复发，分别发生在停药后第2、3、4、4、5

个月，4例分别于复发后第3、4、6、8个月重新开始TKI治疗，

分别在重新用药 2/2、3/3、4/7、5/8个月后重获MMR/MR4.5，

1例因计划妊娠而未重新开始TKI治疗。1例因经济困难而

停药 1年，重新开始TKI治疗时仍保持MR4.5。停药 6、12、

18 个 月 TFR 分 别 为 11/16（68.75%）、9/15（60%）、6/12

（50%）。2例停药后发生TKI撤药综合征，表现为全身骨骼

或肌肉疼痛。对可能影响停药后无治疗缓解的因素：性别、

年龄、TKI前是否干扰素治疗、诊断至使用TKI间期、TKI用

药时间、是否转换 TKI、停药原因、停药前稳定分子学反应

（DMR）持续时间等分析显示，上述因素与TFR相关关系均

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长期 TKI 治疗、获得持续 DMR 的

CML-CP患者，约 50%停药后可获得长期TFR，但停药后仍

需长期监测分子学反应。

A351.白蛋白与纤维蛋白原比值在慢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患者中的预后意义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邹怡新

乔佳 朱华渊 卢瑞南 夏奕 曹蕾 吴微 金晖 刘文

洁 梁金花 吴佳竹 王莉 范磊 徐卫 李建勇

目的 探讨白蛋白与纤维蛋白原比值在CLL患者中的

预后意义。方法 本研究共分析了 191例初诊CLL患者的

AFR，探索其与患者的临床特征的相关性、与预后的关系以

及其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变化。结果 本研究为单中

心回顾性分析，纳入男女比例2∶1，中位年龄61岁，中位随访

51个月。中位AFR为 17.19，通过X-tile分析，以 9.7设定为

AFR 高与低的界值，其中 20 例患者 AFR≤9.7。年龄大于

65 岁的患者，AFR 明显低于年轻的患者（P<0.001），生存分

析提示，低AFR的患者，总生存期（OS）明显短于高AFR的

患者（P<0.001），无治疗生存期两组无差异。多因素生存分

析提示，年龄大于 65 岁（P=0.013）、伴有 TP53 异常（P=

0.008），IGHV无突变（P=0.014）以及低AFR（P=0.003）是OS

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 AFR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预测初诊

CLL患者预后的指标。

A352.人内源性逆转录病毒HERV-K致癌蛋白Np9

与β-Catenin蛋白相互作用并引起急性髓系白血病
细胞基因组不稳定的作用及机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陈婷 郑希 徐荣臻

目的 从病毒致癌基因Np9这个新角度探讨诱发白血

病基因组不稳定的关键分子和作用机制。方法及结果 用

激光共聚焦和免疫共沉淀证明Np9蛋白和β-Catenin蛋白在

白血病细胞中形成复合体，过表达 Np9 蛋白能显著引起β-

Catenin入核并激活Wnt/β-Catenin信号通路下游基因转录、

促进细胞增殖和克隆形成、增加DNA损伤修复蛋白γH2AX

的表达、并使白血病细胞产生大量的融合基因。进一步利用

原核纯化及 pull-down技术，我们率先发现Np9蛋白能与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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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nin蛋白直接相互作用，敲低β-Catenin的蛋白水平直接

影响Np9蛋白对白血病细胞增殖、克隆形成及诱发基因组不

稳定的影响。结论 本项目从临床样本、分子和细胞水平等

不同层次探讨Np9蛋白干扰白血病细胞基因组稳定性的关

键调控因子，揭示Np9招募β-Catenin诱发基因组不稳定的分

子机制，为白血病精准治疗提供新的科学思路。

A353.LINC00944的表达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临
床意义
1.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陕西省西安市生物诊断治

疗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 贾亚春 1 冯远栋 1 沈莹 1

王芳侠 1 王剑利 1 白菊 1 徐燕 1 何爱丽 1,2

目的 长链非编码RNA（LncRNA）在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LINC00944是我们筛选

出的在AML患者中低表达的LncRNA。本文进一步探索了

LINC00944 的表达在 AML 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

AML 和缺铁性贫血（IDA）患者骨髓标本，qRT-PCR 验证差

异 ，ROC 曲 线 及 Kaplan- Meier 生 存 曲 线 进 一 步 分 析

LINC00944表达与患者诊断及预后的相关性。结果 初发

AML60例，其中男性32例，低危8例，中危34例，高危18例，

合并高白细胞（白细胞≥100×109/L）7例，高龄（≥65岁）11例，

瘤负荷≥67%（为 60例初发AML患者骨髓中原始细胞的平

均值）43 例，合并染色体异常 14 例，合并基因异常 34 例，

IDA24例，LINC00944的表达量在初发AML与 IDA组有统

计学差异（P=0.003）。ROC 曲线示 AUC 为 0.653 (P=0.046,

CI 0.516，0.789)，说明 LINC00944 有作为初发 AML 的生物

标志物的潜力。LINC00944表达在瘤负荷≥67%和瘤负荷<

67%组（P=0.851）、高白组和非高白组（WBC<100×109/L）（P=

0.219）、低危/中危/高危组（P=0.441）间表达无统计学差异。

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高表达LINC00944组的中位总

生存时间（OS）为（524±70）d，低表达组的中位总OS为(316±

62)d，说明 LINC00944 可作为判断预后的指标（P=0.047）。

采用基于Pearson相关的加权网络分析方法，发现GZMA的

表达与LINC00944高度相关，可能是其靶基因。结论 Ln-

cRNA LINC00944具有作为初发AML患者的生物标志物的

潜能，并可预测患者的预后。其在AML中的具体作用机制

有待进一步研究。

A354.延胡索酸酶功能缺失促进慢性髓性白血病疾
病进展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血液科 李珊

乔纯 钱思轩

目的 探讨延胡索酸酶（FH）功能缺失及糖酵解是否为

CML进展的因素。方法 采用RT-PCR及Western blot检测

CML原代细胞慢性期及急变期 FH表达，利用RNA干扰及

病毒载体转染等技术检测FH敲降及过表达对K562细胞侵

袭性的影响及糖酵解水平变化，并且检测FH敲降对DNA损

伤修复的影响。结果 FH的表达在CML急变期中显著低

于慢性期，而糖酵解水平在急变期中高于慢性期。FH干扰

后，糖酵解水平增高，K562细胞侵袭性增强，并且DNA损伤

修复水平受损。结论 FH 功能缺失通过糖酵解通路促进

CML疾病进展，为CML急变期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A355.伴有 t(8;21;22)的急性髓系白血病相关的噬血
细胞综合征一例
1.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吴玉玲 1

徐娟 2 沈恺 2 季杰 2 杨晨露 2 刘霆 2 向兵 2

目的 t(8;21;22)(q22;q22;q11.2)复杂平衡易位未见报

道。AML相关的噬血细胞综合征非常罕见，仅有少数个案

报道。报道伴有 t(8;21;22)的AML相关的噬血细胞综合征一

例。病例资料 一例15岁女性表现为牙龈出血、高热、三系

降低，骨髓涂片见1%原始粒细胞，染色体检查示46, XX, t(8;

21;22)(q22;q22;q11.2)，且RUNX1-RUNX1T1融合基因阳性，

同时噬血细胞综合征相关临床检测指标异常，患者噬血细胞

综合征相关基因检测提示LYST基因杂合突变，且患者母亲

存在同样基因异常，父亲基因未见异常。最终，患者诊断为

伴有 t(8;21;22)(q22;q22;q11.2)的AML，同时伴有噬血细胞综

合征。在4周针对噬血细胞综合征的治疗后，所有噬血细胞

综合征相关临床指标均恢复正常。患者在接受了AML标准

诱导化疗及2个疗程的巩固治疗后出现复发，考虑患者复发

状态、存在复杂染色体易位及伴有LYST杂合突变的噬血细

胞综合征，患者紧急接受了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术，目前

患者已获得 1年以上的持续缓解及RUNX1-RUNX1T1阴性

状态。结论 存在 t(8;21)等特殊可重现性细胞遗传学异常

时，可忽略骨髓原始细胞计数，而诊断AML。我们应该从临

床表现、预后等各个方面进一步认识复杂染色体易位。噬血

细胞综合征相关基因突变不仅见于原发噬血细胞综合征，也

可见于继发噬血细胞综合征，我们推断可能存在二次打击，

即基因突变为第一打击，感染、肿瘤、免疫等继发因素为第二

触发因素，从而导致噬血细胞综合征的发病。

A356.服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中国慢性髓性白血
病慢性期患者自我报道的症状及相关影响因素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于露 汪海波 黄晓军 江倩

目的 评估中国慢性髓性白血病慢性期（CML-CP）患

者服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过程中自我报道的症状及

其影响因素。方法 2015年9月至2016年9月，我们开展了

一项横断面调研，在全国范围内向正在服用 TKI 的成年

CML-CP患者发放无记名问卷，内容包括受访者人口/社会

学特征、疾病特征、TKI用药和治疗中常见症状等。采用累

积比数Logistic回归模型对症状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进行分

析。结果 1142份有效问卷中，男性 724例（63%），中位年

龄 42（18~88）岁，完成问卷时 75%正在服用伊马替尼。97%

的受访者报告治疗中出现了种类不同、程度不一的症状，最

多见的10项依次为疲劳（77%）、水肿（72%）、胸闷/呼吸困难

（61%）、记忆力减退（54%）、皮肤颜色改变（44%）、脱发

（44%）、肌肉痉挛（42%）、体重增加（42%）、肌肉/骨骼疼痛

（42%）、瘙痒（38%）。半数育龄期女性出现月经紊乱：月经

过少27%，月经过多17%，闭经6%。受访者报告的症状数目

中位为 10（1~34）个，绝大多数为轻、中度。多因素分析显

示，女性、已婚、服用外国仿制品和TKI治疗时间1~3年与较

多症状的发生率和程度严重显著相关，服用二代 TKI 和获

CCyR而未获CMR与症状较少发生率和程度较轻相关。年

龄、户籍、学历和婚姻状态与不同症状的发生及严重程度相

关。结论 中国 CML-CP 患者 TKI 治疗中，绝大多数具有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101·

轻、中度症状。患者的人口/社会学特征、TKI用药种类和时

间、治疗反应与症状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显著相关。

A357.linc-223、miR-125a在急性白血病患者中的表
达及其临床意义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刘爱飞 陈懿建 爱飞 陈懿建

目的 探讨 linc-223、miR-125a在成人急性白血病(AL)

中的表达水平及其相关因素。方法 收集 2017 年 1 月至

2017年 9月入院AL患者93例及非恶性血液病患者20例的

资料。采用 qRT-PCR 检测骨髓单个核细胞中 linc-223 与

miR-125a的表达水平。结果 linc-223在ANLL、ALL中的

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初治组、复发组与缓解

组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ANLL各亚型与对照组

之间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 PML-RARα(+)患者

和治疗后PML-RARα(-)患者中表达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对初治患者化疗后进行分组比较发现，CR 组

linc-223 表达量低于 NR 组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miR-125a 在 ANLL 中的表达量均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在 ALL 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 ANLL 患者中，初治组、复发组与缓解组的

miR-125a表达量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但三组间差异

并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不同亚型中miR-125a的表达

均存在不同程度降低，以M4表达量最低。PML-RARα (+)患

者 miR-125 表达量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但和治疗后PML-RARα(-)患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初治ANLL患者中CR组与NR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初治 ANLL 患者miR-125a的表达水平

与患者年龄呈正相关（P<0.05），与LDH水平、幼稚细胞比例

呈负相关（P<0.05）。在 ANLL 患者骨髓中 linc-223 与 miR-

125a表达水平存在正相关（P<0.05）。结论 研究 linc-223与

miR-125a表达水平及其关系有望为临床上对AL的诊断、治

疗及预后评估等方面提供理论依据。

A358.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对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糖
脂代谢的影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于露 江倩

目的 比较尼洛替尼、达沙替尼和伊马替尼对中国

CML 患者糖脂代谢的影响。方法 回顾服用上述药物≥3

个月CML患者病例资料，无心血管疾病及代谢综合征病史，

服药前空腹血糖（GLU）、血清低密度脂蛋白（LDL）、胆固醇

（CHO）和甘油三酯（TG）正常者纳入本研究。观察TKI治疗

中上述指标的变化，以无糖脂指标（GLU、LDL、CHO和TG）

升高生存率进行评估。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糖脂代谢异

常的相关因素，比较不同 TKI 对患者糖脂代谢的影响。结

果 370例CML-CP患者纳入本研究，225例（61%）服用伊马

替尼，102 例（27%）尼洛替尼，43 例（12%）达沙替尼。男性

239例（65%），中位年龄36（18~80）岁，三组患者特征无显著

差异。尼洛替尼组[21（3~90）个月]和达沙替尼组[24（3~114）

个月]的服药时间均显著短于伊马替尼组[48（3~188）个月]

（P<0.001）。3年无GLU升高生存率和无TG升高生存率尼

洛替尼组（82%和82%）和达沙替尼组（62%和62%）均显著低

于伊马替尼组（88%和 87%，P=0.012 和 P=0.037）。3 年无

LDL升高生存率和无CHO升高生存率尼洛替尼组（88%和

82%）显著低于伊马替尼组（99%和99%）和达沙替尼组（94%

和94%，P=0.001和P<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尼洛替尼与

GLU 升高 [HR=2.0(1.1~3.7), P=0.019]和 CHO 升高 [HR=19

(4.3~85.3), P<0.001]显著相关，达沙替尼与 GLU 升高[HR=

2.6(1.3~5.2), P=0.009]和 TG 升高[HR=2.7(1.3~5.7), P=0.008]

显著相关。此外，年龄增长与GLU升高[≥40岁，HR=2.0~6.7

(0.9~16.7), P≤0.001~0.07]和TG升高[50~60岁，HR=2.4(1.0~

5.5), P=0.041]显著相关。结论 与伊马替尼相比，尼洛替尼和

达沙替尼对CML患者的糖脂代谢有明显的负面影响。此外，

年龄增长也是TKI治疗期间血清GLU和TG升高的不利因素。

A359.中国服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慢性髓性白血病
慢性期患者共存疾病状况及其对患者报告结果的
影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于露 江倩

目的 评估中国服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慢

性髓性白血病慢性期（CML-CP）患者共存疾病状况及其对

患者报告结果（PRO）的影响。方法 2015年 9月至 2016年

3月，在全国范围内向正在服用TKI的成年CML患者发放无

记名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人口学特征、常见共存疾病、

TKI用药、费用、治疗反应、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HRQoL，以

SF-36量表评估）、患者对TKI治疗的满意度和TKI治疗对患

者工作及生活的影响等。结果 1108例CML-CP受访者提

供的问卷可供分析，男性 701 例（63.6%），中位年龄 42（18~

88）岁，TKI用药以伊马替尼为主（76.4%），中位服药时间为

29（3~178）个月。300例（27.1%）受访者报告具有共存疾病，

常见的依次为：高血压30.3%、糖尿病21.0%、冠心病12.3%、

胃肠道疾病 12.3%、肝病 11.7%、肾病 8.3%、脑血管病 6.7%、

肺病5.7%、血栓1.3%，其他良性病15.3%，其他肿瘤8.0%，其

中 74例（24.7%）报告有≥2种共存疾病。多因素分析显示，

具有除代谢综合征和其他肿瘤以外的其他良性共存疾病与

较低的 HRQoL 评分和 TKI 治疗影响患者工作生活显著相

关，但并未显著影响患者对TKI治疗的满意度。此外，女性

和未获完全细胞遗传学反应（CCyR）与较低的HRQoL显著

相关，大学及以上学历和服药时间≥3年与较高的HRQoL显

著相关；一代、二代TKI之间换药及未获CCyR与患者对TKI

治疗不满意显著相关，而免费用药与较高的治疗满意度显著

相关；年龄<60岁和未获CCyR与TKI治疗影响患者工作生

活显著相关。结论 中国成人 CML-CP 患者中 27.1%具有

共存疾病，不同的共存疾病种类对患者生活质量和TKI治疗

造成的对患者工作生活的影响不同。

A360.化疗患者恶心呕吐的预防和护理
成都军区总医院 张晓梅

目的 探讨血液科患者化疗期如何做好患者恶心、呕吐

的预防和护理。方法 熟悉了解患者在化疗过程中发生恶

心呕吐的发病机制及相关因素，减轻患者化疗中所致的胃肠

道反应。围绕血液科患者化疗前后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化

疗前期对患者做好护理评估，了解化疗的经过及熟悉化疗方

案，掌握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时做好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适当

给予患者饮食指导及化疗期间给患者创造良好进餐环境，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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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用药时间、正确使用止吐药物，严密观察药物的不良反应等

给予具体的护理措施。鼓励患者少量多餐，以新鲜清淡易消

化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为主。结果 通过医务人员

的护理干预措施，患者恶心呕吐症状明显好转，化疗患者取

得了满意的效果。结论 通过心理评估合理的饮食调节、良

好的进餐环境，恰当给予护理措施、密切观察药物的不良反

应及并发症。对血液科的患者化疗期恶心、呕吐实施合理的

护理措施，可以减轻患者化疗所致的胃肠道反应，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提高了患者对化疗的耐受性及治疗效果，降低化

疗期间恶心呕吐的发生率保证了化疗的连续性和治疗效果，

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和减轻痛苦，并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A361.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细胞肿瘤病例报道及
文献综述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周世秋 陈蓉

病例资料 患者，69岁，男性；因“发现淋巴结肿大 1个

月余，左上腹痛、发热 3天余”于 2017年 5月 18日入院。查

体：贫血貌，躯干可见多个暗红色结节，大小不一，质硬，边界

清晰，活动差，无触痛、红肿、破溃、流脓；全身浅表淋巴结肿

大；脾大。入院查血常规提示全血细胞减少；骨髓涂片：骨髓

增生低下，粒红比：4.75:1；原粒ANC占7%，NEC占8.6%；单

核细胞占43%，其中原单+幼单ANC占35%，NEC占43.2%；

淋巴细胞占 10%，以小淋巴细胞为主；考虑急性髓系白血病

骨髓象；外周血涂片：原单+幼单占46%；骨髓流式：异常细胞

占有核细胞的 47.69%；表达 HLA-DR、CD7、CD33、CD123;

部分表达 CD38、CD9、CD56、CD303; 弱表达 CD4、CD304；

染色体：未见异常核型；背部结节免疫组化：表达 CD4+,

CD56 + , CD123 + , CD34- , CD117- , MPO- , Lysozyme- ,

CD163-, CD20-, CD3-；考虑诊断为：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

细胞肿瘤（BPDCN）。讨论 BPDCN 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造

血系统恶性肿瘤，2008年WHO造血与淋巴组织肿瘤分类标

准中将其划归为AML及相关前体细胞肿瘤。2016年修订版

又将其正式定义为髓样肿瘤中一个独立的类型。该疾病临

床进展隐匿，常首先发生皮肤、淋巴结等髓外浸润，进而浸润

骨髓，并出现发热等系统症状。该疾病典型免疫分型为高表

达 CD4、CD56、CD123，表达 BDCA2/CD303；目前尚无针对

BPDCN的标准一线治疗方案，但据目前已有报道，一些针对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化疗方案，如hyper-CVAD，可能会给

BPDCN患者带来较好的治疗效果。且完全缓解后，进行异

基因干细胞移植能使BPDCN患者的长期生存获益。另外，

一些针对 BPDCN 高表达蛋白的靶向药物，如 CD123 单抗

SL-401、BCL-2单抗等，也正在研究中，可能成为BPDCN患

者治疗的新方向。

A362.BAX rs4645878基因多态性与恶性肿瘤易感
性及预后相关性研究的Meta分析
1.应届研究生；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3.廊坊市益都

中心医院；4.福州市儿童医院 冯烨 1 王少元 2 陈湘磊 3

郑译 4

目的 BAX基因是Bcl-2家族中的一个重要凋亡调节

因子。BAX rs4645878位点的多态性和恶性肿瘤易感性及

预后的关系在不同种族群体及恶性肿瘤类型中的结果有明

显的争议，有必要对此进行Meta分析。方法 ①通过关键

词及主题词检索Medline，Embase，Cochrane图书馆，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维普及万方数据库，检索截止

时间到 2017年 7月 1日止，检索BAX基因多态性和恶性肿

瘤易感性及预后的研究；②严格按照纳入、排除标准，筛选关

于该基因位点多态性和恶性肿瘤易感性有关的病例-对照研

究及与预后有关的回顾性研究，并进行数据提取，采用NOS

标准（The Newcastle-Ottawa Scale）评价纳入文献的质量；

③该基因位点多态性和恶性肿瘤易感性的关系采用等位基

因模型A对G、显性遗传模型(AG+AA)对GG、隐性遗传模型

AA对（AG+GG）、加性遗传模型AA对GG，并根据种族（分

为高加索亚组和东亚亚组两个亚组）以及根据对照组来源

[分为基于人群的研究组（population based, PB）和基于医院

的研究组(hospital based, HB)两个亚组]进行亚组分析，通过

计算合并比值比（OR）及 95%可信区间（CI）来评估；④该基

因位点多态性和预后总生存（OS）的关系采用显性遗传模型

(AG+AA)对 GG，通过计算合并风险比（HR）及 95%CI 来评

估；⑤OR和HR根据情况选择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

应模型进行合并。并分别对所纳入的研究进行发表偏倚分

析和敏感性分析。结果 ①纳入 12个病例对照研究，分析

BAX 基因多态性和恶性肿瘤易感性的关系。结果显示：

BAX基因多态性和恶性肿瘤易感性无显著的关联性（OR=

1.052，95%CI 0.827~1.339，P=0.679，A对G），基于种族、对照

组来源进一步亚组分析也显示无显著关联性；②纳入4个回

顾性研究，分析BAX基因多态性和恶性肿瘤预后的关系，结

果显示 BAX 基因多态性与恶性肿瘤预后有关联性（HR=

1.735,95% CI1.368~2.202，P=0.000,AA + AG 对 GG）。结论

BAX 基因多态性与恶性肿瘤易感性无显著的关联性，但与

恶性肿瘤不良预后有关联性。结论的可靠性受限于研究数

量，仍需要多中心、大宗前瞻性研究证实。

A363.急、慢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中H19表达的临床
意义及生物学功能研究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张婷娟

周静东 林江 钱军

目的 拟检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和慢性髓性白血

病（CML）患者骨髓单个核细胞中H19表达水平并探讨其临

床意义及潜在的致病机制。方法 应用实时定量PCR检测

36例正常对照，161例AML和78例CML患者的骨髓单个核

细胞中H19 mRNA表达水平并分析临床意义，并进一步评

价H19甲基化是否为其异常表达的调控机制。采用 siRNA

沉默HL60细胞中H19表达，观察其生物学功能改变，并预测

下游潜在靶基因。结果 AML和CML患者中H19表达水

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03 和<0.001）。AML 中 H19 高

表达组患者的完全缓解（CR）率和总体生存（OS）均显著低

于 H19 低表达组患者（P=0.039 和 0.020）。Cox 多因素分析

提示：H19高表达在非M3 AML中趋近于是患者预后不良的

独立影响因素（P=0.063）。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也发现H19

高表达组患者的OS显著缩短。此外，H19表达水平在CR期

下调，而复发后又显著上调（P<0.001）。而检测 5例不同临

床分期的配对CML标本发现AP/BC期H19表达量显著高于

CP期，提示H19表达可能与CML疾病进展相关。随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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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 CML 患者完全分子缓解期 H19 表达也下调（P<

0.001）。表观遗传学调控研究发现H19表达可能受甲基化

调控。通过 siRNA沉默HL60细胞中H19基因后，干扰组细

胞的增殖速度较对照组减慢、且总体凋亡率显著增高。此

外，干扰组中 H19 靶基因 ID2 表达量下调，且 AML 临床样

本中 H19 表达与 ID2 表达呈正相关（R=0.262，P=0.002）。

结论 H19 过表达在急、慢性髓系肿瘤中是常见的分子事

件，H19高表达与AML患者预后不良相关，并可用于AML

复发及CML疾病进展的监测。沉默H19可下调 ID2表达，

减慢白血病细胞增殖，并且诱导细胞凋亡，提示H19/ID2异

常可能参与急、慢性髓系肿瘤的发生发展。

A364.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慢性
期患者发生慢性肾损害的影响分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任欣 左力 黄晓军 江倩

目的 比较伊马替尼、尼洛替尼和达沙替尼对慢性髓性

白血病慢性期（CML-CP）患者发生慢性肾损害的影响。方

法 回顾服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3个月、基线肾功能

正常 [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60 ml/min/1.73 m2]的

CML-CP患者肾功能指标的变化情况。慢性肾脏不良事件

（CRAE）定义为 eGFR 下降超过 30%，持续≥90 d；慢性肾脏

病（CKD）定义为 eGFR<60 ml/min/1.73 m2，持续≥90 d。初

发CML-CP患者评估伊马替尼和尼洛替尼对肾小球和肾小

管功能的影响。结果 共599例，男376例（63%），中位年龄

39（18~87）岁。460例TKI一线治疗患者（伊马替尼 360例，

尼洛替尼 100例），中位随访 36（3~198）个月，3年无CRAE/

CKD生存率伊马替尼组显著低于尼洛替尼组（55%对 77%，

P=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伊马替尼、男性、年龄增长和

TKI前白血病治疗史与发生CRAE/CKD显著相关。55例初

发CML-CP患者中，伊马替尼组尿β2-微球蛋白水平在36个

月（P=0.042）和 42 个月（P=0.039）时显著高于尼洛替尼组。

139例TKI二线或三线治疗患者（尼洛替尼 65例，达沙替尼

74例），中位随访24（3~118）个月，3年无CRAE/CKD生存率

尼洛替尼和达沙替尼两组无显著差异（67%对 86%，P=

0.832）。多因素分析显示，TKI前白血病治疗史是唯一与发

生CRAE/CKD显著相关的因素，而尼洛替尼和达沙替尼对

肾功能的影响相似。结论 CML-CP患者，TKI作为一线治

疗时，伊马替尼引发的慢性肾损害显著多于尼洛替尼；TKI

作为二线或三线治疗时，尼洛替尼和达沙替尼对肾功能的影

响无显著差异。

A365.初发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中TET2的表达及
其临床意义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大学附属人民医院） 张婷娟

周静东 林江 钱军

目的 检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骨髓单个核细

胞中TET2 基因的表达并探讨其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134

例初诊AML患者和35名健康者骨髓标本，应用RQ-PCR方

法检测骨髓单个核细胞中TET2转录本水平。结果 AML

患者中TET2的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显著下调（P=0.010）。根

据AML患者中检测的TET2的中位值0.140，将AML患者分

为 TET2 低表达组和 TET2 高表达组。两组 AML 患者的年

龄、外周血细胞计数、染色体危险程度分级以及完全缓解

（CR）率并无统计学差异（P>0.05）。然而，TET2低表达和高

表达组在 FAB/WHO亚型分布上存在明显差异。在以 FAB

分型的M1/M2/M3亚型中，M1亚型中TET2低表达的发生率

显著高于M2/M3亚型（89%和 42%，P=0.011）。TET2低表达

的患者中 t(8;21)易位的发生率更高（P=0.033）。非M3及正常

核型AML患者的生存分析显示，TET2低表达患者的总体生

存时间显著短于 TET2 高表达患者（P=0.016 及 P=0.044）。

多因素分析进一步证实了TET2表达下调是影响正常核型

AML 患者预后的不良因素（P=0.049）。此外，TET2 表达在

CR 期显著升高，而复发后又下降（P=0.001 和<0.001）。

结论 TET2表达下调在正常核型AML中频发，其表达异常

与疾病复发、缓解有关，并且TET2低表达是影响正常核型

AML患者预后的不良影响因素。

A366.基于CLAG方案治疗难治复发急性髓系白血
病临床分析
1.江苏省人民医院；2.宜兴人民医院；3.南京市第二医院 朱

雨 1 陈思思 2 赵慧慧 3 黄嘉瑜 1 李珊 1 乔纯 1 洪鸣 1

钱思轩 1 李建勇 1

目的 观察CLAG（克拉屈滨、阿糖胞苷、G-CSF）为基

础的挽救方案治疗难治复发急性髓系白血病（RR-AML）的

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应用CLAG为基础的挽

救化疗方案治疗 11 例难治复发 AML 患者临床结果。

CLAG 方案：克拉屈滨 5 mg·m-2·d-1静脉滴注，第 1~5睦；阿

糖胞苷 1.0 ~ 2.0 g/m2 静脉滴注，第 1 ~5天；粒细胞集落刺激

因子 300 μg/m2 皮下注射，第 0 天起，至外周血 WBC>20×

109/L 停止。根据患者既往治疗的个体情况，联合索拉菲

尼、地西他滨、西达苯胺、达沙替尼、伊达吡星治疗，分析各

患者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 11 例难治复发 AML 患者

中，1例因治疗早期死亡未进行疗效评估，可评估的 10例患

者，40%（4 例）达完全缓解（CR），10%（1 例）达部分缓解

（PR），40%（4 例）未缓解（NR），10%（1 例）疾病稳定（SD），

总有效率 50%（5/10）。主要不良反应为骨髓抑制，所有患

者均发生 IV度骨髓抑制及感染，胃肠道反应和肝肾功能受

损均为 1 ~ 2级，经适当的治疗可耐受。2 例RR-AML经含

克拉屈滨方案治疗后获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机会。

结论 含克拉屈滨方案治疗RR-AML有效，患者耐受性良

好，可作为桥接移植的挽救治疗方案。

A367.Luks-PV促进急性髓系白血病自噬
安徽省立医院 强萍 马筱玲

目的 检测LukS-PV诱导人髓系白血病THP-1细胞及

AML原代细胞自噬；探讨LukS-PV诱导自噬对THP-1细胞

及 AML 原代细胞的影响。方法 体外培养 THP-1 细胞及

AML原代细胞，不同LukS-PV浓度刺激，透视电镜观察自噬

小体；Western blot 检测 LC3-Ⅱ/Ⅰ比值；mRFP-GFP-LC3 双

标腺病毒转染细胞，激光共聚焦观察自噬流；qRT-PCR筛选

HOX家族基因，并使用Western blot验证；MTT方法检测细

胞增殖。结果 ①Luks-PV 诱导 THP-1 的 LC-3-Ⅰ向Ⅱ转

化，LC-3-Ⅱ表达增加，自噬增强。1 h 增强最为显著。②
Luks-PV 刺激 THP-1 细胞，电镜观察自噬小体增多，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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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h自噬小体增多最明显，高尔基体丰富，2 h和 12 h空泡

变性明显，24 h细胞破碎死亡。③Luks-PV刺激THP-1细胞

及 AML 原代细胞，自噬流明显增强，1 h 增强最明显。④
Luks-PV 刺激 THP-1 及 AML 原代细胞后，HOXA9 表达下

调，增殖减少。结论 Luks-PV 诱导 THP-1 及 AML 原代细

胞自噬增强。Luks-PV下调HOXA9表达，影响细胞增殖。

A368.DCAG方案治疗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克服
了高龄及高危患者的不良预后？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洪鸣 黄

佳瑜 连芸 乔纯 李建勇 钱思轩

目的 探讨DCAG方案治疗初诊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研究 2010年 10月至 2018

年 5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诊断、治疗、随

访的125例初诊老年AML患者，男性67例，女性68例，中位

年龄67（60~85）岁。AML诊断均符合WHO 2016诊断标准，

排除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所有患者留取初诊时骨髓标

本进行常规染色体分析及二代测序检测相关基因突变。所

有患者均采用DCAG方案诱导治疗1~2个疗程，达到完全缓

解（CR）的患者采用原方案巩固 2~4个疗程。结果 125例

患者 1 个疗程后的 CR 率为 68.8%，2 个疗程后的 CR 率为

75.2%。中位随访期12（2~82）个月后，所有患者中位总生存

期（OS）及无病生存期（DFS）分别为 16 及 12 个月。按

NCCN 2018 AML指南标准进行危险度分层，低危患者12例

（9.6%），中危患者51例（40.8%），高危患者62例（49.6%），低

中危患者与高危患者的CR率无显著性差异，OS及DFS均明

显优于高危患者（OS：20个月对 11个月，P=0.0013；DFS：15

个月对 8个月，P=0.003）。而在 40例≥70岁的患者中，包括

低中危12例，高危20例，低中危患者的OS与DFS与高危组

均无显著性差异（OS：19 个月对 9 个月，P=0.2299；DFS：13

个月对 6 个月，P=0.1110）。突变个数小于 3 个的患者 62

例，≥3个的患者 63例，两组患者的CR率（67.7% 对 82.5%，

P=0.0645）、OS及DFS均无显著性差异（OS：15个月对 18个

月，P=0.2806；DFS：12 个月对 13 个月，P=0.1191）。TP53 突

变的患者 15 例（12%），与 TP53 野生型患者相比，CR 率

（73.3% 对 75.5%，P=0.7482）及OS及无显著性差异（10个月

对 18个月，P=0.0657）；DFS明显缩短（7个月对 14个月，P=

0.0231）。CR患者治疗后突变频率明显下降，82.4%的患者

治疗后突变频率降为0。没有患者发生早期死亡（治疗后30

d 内），不良反应轻微可控。结论 DCAG 方案治疗老年

AML安全有效，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高龄及高危患者的不

良预后。

A369.高危Ph阴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微小残留
病的意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李宗儒 赵婷 王婧 许兰平 张晓

辉 王昱 闫晨华 陈育红 陈欢 韩伟 贾晋松 江

浩 主鸿鹄 黄晓军 江倩

目的 在高危Ph阴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Ph- ALL）

中分析微小残留病（MRD）对预后和治疗策略的影响。方

法 回顾性分析自2008年1月至2017年12月本院收治的初

治成人Ph- ALL高危组患者的基线特征、治疗[化疗或CR1后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MRD监测结果、复发

和生存情况。流式细胞术检测>0.001%表型异常的细胞定

义为MRD阳性。通过COX回归模型，分析CR患者与无疾

病生存期（DFS）和总生存期（OS）相关的因素。以 allo-

HSCT组患者CR至移植的中位巩固疗程数为 landmark时间

点，删去此前复发、死亡或失访的化疗组患者，比较化疗组和

allo-HSCT组的预后。结果 233例Ph- ALL患者中，177例

终获CR（75.9%），其中男性 99例（55.9%），中位年龄 40（16~

65）岁，95例（53.7%）在CR1接受 allo-HSCT。存活者中位随

访时间为 28（1.5~119）个月。多因素分析显示，巩固 1个疗

程后MRD阴性、4周达到CR和 allo-HSCT是影响DFS的有

利因素，allo-HSCT也是影响OS的有利因素。Landmark时

间点为巩固 3个疗程，121例进入 landmark分析。巩固 1个

疗程后MRD阴性的85例（化疗25例，allo-HSCT 60例)患者

中，多因素分析显示，巩固 3 个疗程后 MRD 阴性是 DFS 和

OS的共同有利因素，allo-HSCT是DFS的有利因素。在巩固

1个疗程和巩固 3个疗程后MRD均阴性的 79例患者（化疗

21例，allo-HSCT 58例）中，allo-HSCT组的 3年DFS率有高

于化疗组的趋势（71.8% 对 51.3%，P=0.082），但 3 年 OS 率

（65.7%对 68.7%, P=0.657）相似。巩固 1 个疗程和巩固 3 个

疗程后至少 1 次阳性的 36 例患者（化疗 3 例，allo-HSCT 33

例）中，allo-HSCT组的3年DFS率（63.0%对33.3%, P=0.006）

和 3年OS率（71.8%对 33.3%, P=0.028）均显著高于化疗组。

结论 在高危成人Ph- ALL患者中，巩固1个疗程后MRD阴性

是预后良好的独立影响因素。对于巩固1个疗程和巩固3个

疗程MRD均阴性的患者，接受 allo-HSCT有利提高DFS率，

但OS率与化疗相当。对于巩固1个疗程和巩固3个疗程后

MRD至少一次阳性的患者，allo-HSCT预后显著优于化疗。

A370.ADAM28 promotes tumor crowth and dis-

semination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through

IGFBP-3 degradation and IGF-I-induced cell pro-

liferation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Peking University Insti-

tute of Hematology Zhang Jiamin, Wang Chencong, Zhang

Xiaohui

ADAM28 has been shown to relate with tumor prolifera-

tion and prognosis. The expression of ADAM28 is up-regulat-

ed in acutemyeloidleukemia(AML). However, the mechanism

by which ADAM28 regulates the leukemic cell and the prog-

nostic relevance with AML remain unknown. Here, we found

that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ADAM28 was significantly elevat-

ed in AML patients suffering a relapse compared with those re-

maining in complete remission (CR). ADAM28 promoted the

proliferation, migration and invasion in leukemic cells in vitro.

Additionally, the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ADAM28 led to

more IGFBP- 3 degradation and IGF- I- induced cell prolifera-

tion. In a xenotransplantation mouse model, knockout of AD-

AM28 alleviated HL- 60 cells growth and dissemination. The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relapse (CIR)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high ADAM28 expression. When separately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ADAM28 on prognosis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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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kstratifications, patients with high ADAM28 expression

levels ha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CIR in the favorable and inter-

mediate-risk group but not in poor-risk group. Taken together,

these data suggest a pivotal role for ADAM28 in regulating the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of leukemic cells and in the predic-

tion of relapse in AML patients.

A371.MRD联合 B细胞、CAR-T细胞残留监测在
B-ALL患者CAR-T细胞治疗中的临床指导价值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陶千山 安福润 吴凡 李

迎伟 张青 王会平 阮燕洁 张秋叶 翟志敏

目的 评估 MRD 联合 B 细胞、CAR-T 残留监测在 B-

ALL患者CAR-T治疗中的临床指导价值。方法 以 3例复

发 B-ALL 为研究对象，用自体外周血 T 细胞制备 4-1BB 和

CD28共刺激分子的靶向CD19分子CAR-T细胞，回输细胞

并监测 MRD、B 细胞及 CAR-T 细胞残留等数据变化。

结果 ①例1，8岁男孩，Ph样B-ALL18个月，第二次半相合

移植 4个月，复发半个月。入组时血MRD 1.4%，骨髓MRD

90%，TEL-JAK2阳性，B细胞 6.7%。预处理输注CAR-T细

胞，1 个月后血和骨髓 MRD 0%，嵌合率 100%，B 细胞 0%，

CAR- T 细胞残留高，获完全缓解。 3 个月后血和骨髓

MRD 0%，TEL-JAK2阴性，B细胞 0%，CAR-T残留高，获分

子学缓解。6个月后血和骨髓MRD 0%，TEL-JAK2阴性，B

细胞5.6%，维持分子学缓解。12个月后血和骨髓MRD 0%，

TEL-JAK2阴性，B细胞 22.5%，CAR-T细胞残留高，维持分

子学缓解。②例 2，10岁男孩，B-ALL联合化疗 8年余，第 2

次复发 4 d。入组时血 MRD 2%，骨髓 MRD 68%，B 细胞

6.8%。第 1次预处理输注CAR-T细胞，2周后血MRD 0%，

骨髓 MRD 12%，CAR-T 细胞残留低，未缓解；继续输注

CAR-T 细胞，1 个月后血 MRD 0%，骨髓 MRD 2%，B 细胞

0%，获骨髓完全缓解，但CAR-T细胞残留低，3个月后骨髓

MRD 97%，B细胞5.2%，复发。第2次预处理后注CAR-T细

胞，2周后血MRD 0.1%，骨髓MRD 40%，B细胞 0.6%，未缓

解；继续输注CAR-T细胞，1个月后血MRD 0%，骨髓MRD

2%，B 细胞 0.4%，CAR-T 细胞残留高，再次达骨髓完全缓

解。③例3，6岁男孩，B-ALL13个月，脐血移植6个月，复发

半个月。入组时血 MRD 0.4%，骨髓 MRD 55%，B 细胞

1.5%。第1次预处理输注CAR-T细胞，2周后血MRD 7%，B

细胞0.3%，CAR-T细胞残留低，未缓解。第2次预处理输注

CAR-T细胞，2周后血MRD 0.4%，B细胞2.4%，CAR-T残留

低，1 个月后骨髓 MRD 84%，未缓解。第 3 次预处理输注

CAR-T 细胞，2 周后血 MRD 8%，CAR-T 细胞残留低，未缓

解。结论 MRD 联合 B 细胞、CAR-T 细胞残留监测在 B-

ALL患者CAR-T治疗中具有临床指导价值。

A372.循环滤泡辅助性T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在急
性髓系白血病中的作用研究
1.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京华信医院；2.清华长庚医院；3.

北京第六医院 郭振兴 1 许亚茹 1 于凡 2 柴俊月 3

目的 探讨循环滤泡辅助性 T 细胞（TFH）和调节性 T

细胞(TFR)在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中的作用。方法 以

22例新诊断的AML患者为研究对象，26例性别、年龄匹配

的健康体检者作为正常对照。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TFH和TFR细胞的比例，细胞因子微球检测技术进行相关细

胞因子 IL-2、IL-21、TGF-β1测定。AML组和健康对照组之

间TFH细胞和TFR细胞的比例以及细胞因子差别采用独立

样本的 t检验或非参检验比较。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AML患者的TFR细胞比例明显升高，TFH细胞的比例在两

组中差异不大，进一步研究发现 cTFH/cTFR比值在AML患

者中明显降低。在AML患者中，cTFR细胞比例低者则更容

易在诱导治疗中获得完全缓解。与正常对照组相比，AML

患者的血浆 IL-2 和 TGF-B 水平降低。结论 AML 存在细

胞免疫失衡，循环TFR细胞可能在AML的免疫发病机制中

起作用。

A373.伊马替尼反应不佳或不耐受的慢性髓性白血
病患者早期转换达沙替尼的疗效观察
1.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2.粤北人民医院 刘靓 1 许

娜 1 周璇 1 黄继贤 2 陈晨 1 林童 1 吴婉儿 1 阴常欣 1

刘启发 1 刘晓力 1

目的 分析伊马替尼反应不佳或不耐受的CML患者早

期转换达沙替尼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分析南方医

科大学南方医院血液科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间就诊的

CML患者中应用伊马替尼反应不佳或不耐受的患者早期转

换达沙替尼疗效及安全性分析。结果 2014年 1月至 2016

年 12月间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血液科就诊的CML患者

中 70例患者存在伊马替尼反应不佳或不耐受。37例（应用

伊马替尼 3~6个月期间）患者早期转换为达沙替尼治疗，其

中31例伊马替尼反应不佳（sokal评分为中高危）及6例伊马

替尼不耐受患者，24例CML患者（64.9%）在转换达沙替尼

后3个月达到BCR/ABL(IS)<10%,其中6例已达MMR；15例

（40.5%）在转换达沙替尼后12个月后达到MMR；33例（应用

伊马替尼3~6个月期间）未进行早期转化，其中31例伊马替

尼反应不佳及2例伊马替尼不耐受患者，继续原剂量或加量

应用伊马替尼，继续随访 3 个月仍有 13 例（51%）未达到

BCR/ABL(IS)<10%，继续随访 12 个月仅 12 例（36.3%）达到

MMR，且有 4例患者在随访中因检测出激酶区突变后改用

达沙替尼或尼洛替尼。应用达沙替尼期间的最常见的血液

学不良反应为血小板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贫血；非血液学

不良反应有水肿、胸腔积液、脱发、胃肠道反应及少见的肺动

脉高压等，减少或暂停达沙替尼的使用患者的不良反应可缓

解。结论 伊马替尼反应不佳或不耐受的CML患者早期转换

为达沙替尼能更早更大程度获益，且其不良反应在可控范围。

A374.下调Pin1对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1.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福建省血液病学重点实验室，福建

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2.医学与肿瘤研究所，转化治疗研

究所，哈佛医学院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学中心；3.福建医科

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福建省癌症与神经退行性疾病转化研

究重点实验室 连晓岚 1,2,3 林裕敏 2 Shingo Kozono2

Megan K. Herbert2 李鑫 1 元小红 1 郭江睿 1 郭雅斐 1

谭明 1 林佳 1 黄依萍 1 王碧新 1 吴勇 1 刘合焜 1 周小

珍 2,3 卢坤平 2,3 陈元仲 1

目的 检测肽基脯氨酰顺反异构酶-1（Pin1）在急性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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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白血病（AML）中的表达情况，研究 Pin1 在 AML 中的功

能及 Pin1 抑制剂全反式维甲酸（ATRA）对 AML 细胞的作

用，探讨下调 Pin1 对 AML 细胞增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旨在寻找 AML 的潜在治疗靶标。方法 采用定量实时聚

合酶链反应（RT-PCR）和 Western blot 检测多种 AML 细胞、

AML 初诊患者和健康对照的骨髓单个核细胞中 Pin1 的

mRNA 和蛋白质水平；构建慢病毒载体稳定表达的短发夹

RNA（shRNA）系统和四环素诱导的 Tet-on shRNA 系统；采

用 Western blot 检测 Pin1 基因敲减和 ATRA 处理后的

AML 细胞中的 Pin1 及其下游癌蛋白的表达，通过台盼蓝细

胞计数、CCK-8 细胞活性检测、甲基纤维素克隆形成实验及

裸鼠皮下异体移植瘤实验，观察 Pin1 下调后的 AML 细胞在

体内外的生物学行为变化。结果 与健康对照相比，AML

初诊患者和细胞株中 Pin1 的 mRNA 和蛋白的表达水平显

著增加；人类多种 AML 细胞（包括 U937、HL-60 和 KG-1a

细胞）中 Pin1 的下调能够抑制多条癌症信号传导通路中的

多个关键癌蛋白（包括 β-catenin、CyclinD1、AKT、NF-κB、

Rab-2A），进而有效抑制 AML 细胞增殖和集落形成的能

力。四环素诱导的 Pin1 基因敲减的 U937 及 HL-60 细胞在

裸鼠的成瘤速度减慢，皮下移植瘤的体积及重量也较对照组

明显减小；皮下包埋 ATRA 缓释片也能够下调 Pin1及其下

游多种关键癌蛋白，进而抑制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中AML细

胞的致瘤性。结论 Pin1 在人类 AML 中高度过表达，并且

是阻断AML中多种癌症驱动途径的潜在治疗靶标。

A375.含脂质体阿霉素与含柔红霉素的VDCLD方
案治疗成人ALL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的比较
1.广东医科大学附属湛江中心人民医院；2.广东医科大学；

3.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杨志刚 1,2 刘冰冰 2 聂丽容 3

文瑞婷 3 吴国才 3 张宇明 3

目的 比较聚乙二醇化脂质体阿霉素（PLD）与柔红霉

素（DNR）在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VDCLD 方案

诱导治疗中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将符合入组标准

的 69 例 ALL 患者随机分为 PLD 组（32 例）和 DNR 组（37

例），PLD组采用含PLD的VDCLP方案诱导治疗，DNR组采

用含DNR的VDCLP方案诱导治疗，比较两种化疗方案的首

疗程缓解率、1年复发率和死亡率，观察两种化疗方案的骨

髓抑制程度、化疗期间感染发生情况和心脏毒性。结果 首

疗程化疗后PLD组的完全缓解（CR）率与DNR组比较未见

明显差异（87.5%对 86.4%）；DNR组 1年内的死亡率和复发

率高于 PLD 组（45.2%对 26.1%，47.8% 对 35.0% ，P 值均<

0.05）；PLD组与DNR组化疗后均出现明显的骨髓抑制，而

DNR组粒细胞缺乏持续时间更久、程度更重，（P<0.05）；在

首次化疗期间，PLD组患者感染发生率较低，感染部位相对

较少，其中两组的血流感染发生率具有明显差异，（P<0.05）；

化疗3个疗程后，DNR组的心脏毒性发生率较PLD组升高，

（P<0.05）。结论 与传统的蒽环类药物DNR相比，PLD作

为新的化疗药物，具有更高的安全性；两种化疗方案的疗效

未见明显差异，但PLD组具有相对更低的死亡率和复发率，

PLD有望改善ALL患者的预后。

A376.异体CAR-T治疗血液肿瘤临床观察

1.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天津医科大学一中心临床医学

院 曹雅青 2 肖霞 1 江嫣雨 1 金鑫 1 孙瑞 2 赵明峰 1

目的 报道了近18个月来我院7例移植前异体CAR-T

治疗血液肿瘤的早期观察及随访结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

我院2017年2月-2018年7月7例复发难治性B细胞白血病/

淋巴瘤患者采用异体CAR-T细胞治疗的临床疗效。回输前

以氟达拉滨+环磷酰胺方案预处理，回输CAR-T数量为（1~

8）×106/kg。 结果 7例行异体CAR-T治疗患者中，有2例复

发难治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所输CAR-T来源于全相

合供者，均在输注后1个月内达到完全缓解。其余5例患者

所输CAR-T来源于半相合供者，仅1例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

病患者骨髓原始细胞由83%降至29%，其余均未见明显效果

（1例B细胞淋巴瘤，4例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在整个治

疗过程中，未观察到严重不良反应。结论 全相合CAR-T细

胞治疗能够使复发难治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获得缓

解，可以作为自体T细胞质量较差时的选择。我院所行半相

合CAR-T未能达到较好的疗效，其机制仍需进行临床研究。

A377.伴不典型BCR-ABL融合基因白血病患者的
临床和实验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合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韩聪 王

芳 马娇 万丽 李庆华 汝昆

目的 探讨伴不典型 BCR- ABL e6a2、e8a2、e13a2、

e13a3 型融合基因白血病患者的临床和实验室特点。方法

对2014年至2018年8例核型分析为 t(9;22)(q34;q11)，而实时

定量PCR（RQ-PCR）检测常见BCR-ABL融合基因阴性的白

血病患者，用多重RT-PCR的方法进行扩增、测序以明确基因

型，并用特异性RQ-PCR方法进行MRD监测。结果 8例患

者的多重 RT-PCR 扩增产物经测序分析，其中 4 例为 e6a2

型，2例变异 e13a2型，1例 e8a2型，1例 e13a3型。男5例，女

3 例，中位年龄 38 岁。4 例 e6a2 型患者分别诊断为 CML

（2 例）、AML 和 ALL；2 例变异 e13a2 型患者诊断为 CML；

e8a2型患者为AML；e13a3型患者为ALL。除4例 e6a2型患

者外，其他 4例不典型BCR-ABL患者均存在转录本水平序

列的插入和缺失。2例变异 e13a2型和 e13a3型患者均缺失

BCR 第 13外显子末端部分序列，同时有序列的插入。e8a2

型患者缺失 BCR 第 8 外显子部分序列（24 bp）并插入 7 bp

ABL 内含子1b序列。随访期间，2例 e13a2型患者转录本水

平分别为 0.02%（随访 36个月）和 0.15%（随访 3个月），2例

ALL患者（e6a2和e13a3）未检测到转录本（随访8个月和9个

月），其余 3 例 e6a2 型和 e8a2 患者转录本水平没有明显下

降。结论 不典型BCR-ABL（除外e6a2）融合基因转录水平

的剪接机制较为复杂；伴不典型BCR-ABL 融合基因的ALL

患者对TKI治疗的反应性较为敏感；CML或AML患者中，

e6a2和 e8a2型患者对TKI治疗的反应性明显差于 e13a2型

白血病患者。

A378.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an effective

adjunct therapy for acute myeloid leukemia

patients with neutropenia and infection
1.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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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Local Joint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Biodiagnostics and Biotherapy Shen Ying1, Bai Ju1, Yang

Yun1, Wang Fangxia1, Zhao Wanhong1, Wang Jianli1, Zhang

Wanggang1, Cao Xingmei1, Chen Yinxia1, Liu Jie1, Ma

Xiaorong1, Chen Hongli1, Wang Xiaman1, Wang Baiyan1, He

Aili 1,2

Objectives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patients

undergoing intensive chemotherapy have a high risk for

infection. Reportedly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IVIg)

could improve immun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tly reduce

febrile episodes and febrile days in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AML and infection. To investigate the adjunct therapeutic

effect of IVIg on adult patients with AML, we carried out this

study.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138 adult

patients with AML who had neutropenia and infection after

chemotherapy. Among them, 62 patients got IVIg treatment

and 76 did not (serving as controls). Results Between two

groups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the FAB classification, risk

status, therapy stage, chemotherapy, duration of neutropenia,

site of infection and central venous catheter. But febrile day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IVIg group relative to control

group (P<0.001). Moreover, IVIg did not influence the

category of detected pathogen between two groups.

Conclusion This suggests that IVIg may be an effective

adjunct therapy for adult patients with AML who have

neutropenia and infection after intensive chemotherapy.

A379.以TLR2为新型共刺激分子增强CAR-T治疗
髓外浸润的复发难治性白血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1.广东省人民医院；2.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赖沛龙 1 翁建宇 1 秦乐 2 赖允鑫 2 蒋治武 2 罗成伟 1

黄欣 1 邓程新 1 吴穗晶 1 陆泽生 1 陈冬梅 2 李鹏 2 杜欣 1

目的 针对CD19的嵌合抗原T细胞（CAR-T）在B系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治疗中展现了令人瞩目的成功，

但CAR-T对于髓外浸润的复发难治B-ALL患者难以产生有

效应答，并且存在神经毒性的风险。本研究创新性将Toll样

受体 2（TLR2）的胞内段结构域（ITR）引入CAR分子作为共

刺激分子结构域，构建了新型第三代 CAR-T，并命名为

1928zT2 T细胞。研究将明确1928zT2 T细胞更强的抗肿瘤

能力，并在髓外浸润的B-ALL患者中探索其有效性，拓展免

疫细胞治疗的适应症。方法 构建含有 19-28z-TLR2的新

型慢病毒载体，转染原代人 T 淋巴细胞，制备临床应用级

1928zT2 T细胞。利用体外肿瘤细胞杀伤体系、异种移植免

疫缺陷小鼠模型明确 1928zT2 T细胞在体内外水平中的杀

伤肿瘤能力。纳入 3例明确诊断为髓外浸润的复发难治B-

ALL患者，按照临床试验流程给予1928zT2 T细胞静脉输注

治疗，不同时间点进行骨髓涂片、B超、PET/CT或组织病理

学等检测以明确疗效，进行流式细胞术、qPCR、ELISA 和

luminex assay 以探索作用机制。结果 成功制备新型

1928zT2 T细胞，在体外实验中发现其可显著增强杀伤不同

来源的CD19阳性肿瘤细胞系以及原代肿瘤细胞，并在异种

移植免疫缺陷小鼠模型中也证实 1928zT2 T细胞可抑制皮

下肿瘤细胞的生长，提示其对髓外白血病的治疗潜力，与其

提高CAR-T细胞迁移浸润能力密切相关。令人振奋的是，

1928zT2 T细胞完全清除了 3例白血病患者的髓外病灶，患

者获得了完全缓解，同时全部患者都没有发生严重的神经毒

副作用。尽管他们经历了 2级到 3级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

征，但这一并发症自发地或者在应用了 tocilizumab后迅速缓

解。结论 将TLR2引入CAR分子构建的新型三代CAR-T

具有更为强大的肿瘤杀伤能力，可有效清除髓外浸润的白血

病细胞，因此1928zT2 T细胞具有极大的潜力有效治疗髓外

复发这一难治性白血病。研究成果还将推动优化CAR-T疗

法应用于恶性度更高的血液肿瘤和实体肿瘤的治疗策略中。

A380.丹参酮对白血病K562细胞的体外诱导凋亡
作用研究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血液科 刘加军 于明雪 方

志刚

目的 研究丹参酮ⅡA对人急性白血病K562细胞的诱

导凋亡作用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以不同浓度的丹参酮Ⅱ
A(10~50 μmol/L)作用于体外培养的K562细胞 24、48、72 h，

应用MTT法检测细胞生长抑制率，流式细胞术(FCM)检测

细胞凋亡率,并对50 μmol/L的药物作用不同时间后亚G1期

细胞进行检测。应用免疫印迹法检测Caspase-3及其裂解底

物多聚ADP-核糖聚合酶(PARP)的表达水平，并对凋亡调节

蛋白 Fas、Bax、Bcl-2、Bak、Bid 的表达水平进行检测。结果

20 μmol/L以上的丹参酮ⅡA可显著抑制K562细胞的生长、

诱导细胞发生凋亡，并呈现出明显的量-效与时-效关系；

FCM检测结果表明 50 μmol/L丹参酮ⅡA作用不同时间后，

亚G1期细胞(凋亡细胞)逐渐增多。20 μmol/L以上的丹参酮

ⅡA作用48 h后Caspase-3逐渐被活化出现17000的亚单位，

Caspase-3 的作用底物 PARP 被活化裂解出现 89000 的亚单

位片段，而且 Caspase- 3 的激活以及 PARP 的裂解可被

Caspase-3的特异性抑制剂 z-DEVD-FMK所阻断，促凋亡蛋

白Fas以及Bax的表达水平明显升高,而凋亡抑制蛋白Bcl-2

及其他促凋亡蛋白 Bak 和 Bid 的表达水平则无明显变化。

结论 丹参酮ⅡA可以通过诱导白血病K562细胞凋亡而发

挥体外抗白血病作用，上调促凋亡蛋白Fas和Bax的表达水

平及激活Caspase-3可能是丹参酮ⅡA诱导白血病K562细

胞发生凋亡的重要作用机制之一。

A381.7/7q缺失 AML的 PDX 模型构建及新型治疗
靶点探索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

室 刘婷婷 1 廖丹 1 徐菁 1 李军 1 易煜尧 1 牛挺 1 刘

玉 1,2 陈崇 1,2

目的 染色体异常是复发难治AML的显著特征，其中

7/7q缺失发生频率最高，且与预后不良密切相关。课题组首

次鉴定了小鼠7q上的一个关键表观遗传学抑癌基因Mll3的

缺失对小鼠 7/7q缺失的AML的发生发展有重要作用，以及

使用BET抑制剂 JQ-1对Mll3缺失的鼠源AML有很好的治

疗效果 (Cancer Cell, 2014)，但是使用鼠源肿瘤基因组学及

治疗靶点直接用于指导人类AML的治疗还有一定距离。因

而，本研究将使用 7/7q缺失的AML患者来源的骨髓细胞在



·108·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NSG 小鼠体内构建新型接近 7/7q AML 患者实际情况的

PDX模型，进而鉴定新型治疗靶标，特别是在小鼠模型中初

步验证的表观遗传学基因。方法 收集 7/7q 缺失的 AML

患者的骨髓标本，裂解红细胞，留下白细胞。使用磁珠分选

出所需白细胞，并将分选出的白细胞骨髓原位移植6~8周龄

的经过辐照的雌性NSG小鼠。利用流式细胞术、血常规分

析、血涂片、HE染色、免疫组化染色、FISH检测、染色体核型

分析技术来进行动态检测该模型是否构建成功。随后在我

们成功构建的新型 7/7q 缺失AML PDX 模型中验证我们之

前在小鼠 7/7q 缺失 AML具有治疗作用的BET抑制剂 JQ-1

及其他候选表观遗传学靶标及对应小分子药物对 7/7q缺失

的 AML 的治疗效果及毒副作用。进一步使用 RNA-seq、

ChIP-seq等一系列实验技术阐明表观遗传学小分子药物干

预 7/7q 缺失 AML 其可能的作用机制。结果 与同年龄健

康小鼠相比，移植小鼠的脾脏、肝脏在 2 个月时明显增大。

外周血流式检测到移植小鼠体内存在大量的人CD45及人

CD33细胞。移植小鼠外周血白细胞高，红细胞、血红蛋白

低。移植小鼠的血涂片可发现髓系白细胞病细胞。其提示

AML PDX 模型构建成功。我们将进一步在构建成功的

AML PDX模型中验证我们之前在小鼠模型中初步验证的有

效的表观遗传学基因的抑制剂比如 JQ-1，及使用我们已经构

建出来的 600多个 shRNA文库及 gRNA文库筛选出来其他

候选表观遗传学靶标及对应小分子药物对7/7q缺失的AML

的治疗效果及毒副作用。结论 本研究成功构建的 7/7q缺

失的AML PDX模型弥补了之前对于染色体大片段研究缺

乏有效的实验技术手段的不足，该模型为研究染色体大片段

功能及治疗靶点提供了重要的接近患者实际情况的新的研

究方法，为探索 7/7q缺失AML的临床干预奠定了重要的理

论基础 。

A382.伴有非经典突变位点NPM1突变的急性髓系
白血病临床特征分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血液病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卢晟晔 赵晓甦 阮国

瑞 贾晋松 主鸿鹄 宫立众 赵婷 王婧 江倩 江浩

目的 研究伴有非经典位点NPM1基因突变的急性髓

系白血病(AML)患者的临床特点。方法 采用实时定量

PCR方法对335例初诊AML患者进行NPM1基因突变(包括

A、B、D三种最常见类型)检测，对于其中上述常规位点低表

达（NPM1≤4%）病例进行NPM1基因测序。结果 NPM1突

变阳性患者 71例，占所有AML患者的 21.2%；对 18例上述

常规位点低表达（NPM1≤4%）病例测序，16例检测到如BJ-

02（CTGG插入突变）和BJ-02（CAAG插入突变）等非经典突

变，占NPM1阳性患者的22.5%。18例非经典NPM1突变和

53例经典型NPM1突变患者相比，初诊时中位年龄(52岁和

53岁, P=0.865)、WBC (12.1×109/L和 27.81×109/L，P=0.403)、

PLT (72×109/L 和 76×109/L，P=0.882)、染色体正常核型比例

(88.3%和79.25%，P=0.117)、诱导化疗1个疗程CR率(88.89%

和92.31%, P=0.655)等临床特征均相似。但非经典型NPM1

突变伴有 FLT3-ITD 突变阳性患者的比例显著低于经典型

NPM1 突变(5.56%和 39.62%,P=0.007)，33.33%的非经典型

NPM1伴有其他特异性融合基因表达，41.51%经典型NPM1

伴有其他特异性融合基因表达，39.62%经典型NPM1突变伴

有高危融合基因表达，而仅5.55%非经典型NPM1伴有高危

融合基因表达（P=0.001）。非经典型与经典型NPM1突变的

复发率（30.8% 和 42.7%，P=0.586）及总生存率（51.2% 和

34.8%，P=0.968）两者并无显著差异。结论 非经典型

NPM1突变AML较少合并 FLT3突变等高危特异性融合基

因突变，但临床特点及预后与经典型NPM1突变相似。

A383.全反式维甲酸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继
发分化综合征的危险因素分析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临

床医学院 翁萍 1,2 徐淑娟 1 张淑遐 1,2 郭江睿 1 陈小芳 1,2

吴勇 1,2

目的 探讨全反式维甲酸（ATRA）诱导治疗初诊急性

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期间继发分化综合征（DS）的危险

因素。方法 收集我中心 2013年 2月至 2016年 7月收治的

初诊APL并接受ATRA联合三氧化二砷（ATO）或蒽环类药

物诱导治疗的 78例患者。根据Frankel描述诊断其中 34例

出现DS。根据潜在的危险因素收集数据，并对影响DS发生

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及 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结果提示患者危险度分层、治疗前是否合并发热

及PML/RARα融合基因分型是影响DS发生的危险因素（P<

0.05）。而年龄、性别、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乳酸脱氢酶

值、是否合并FLT3/ITD突变、是否合并附加染色体异常、是

否合并DIC,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Lo-

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提示，初诊时危险度分层及 PML/

RARα融合基因是影响 DS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进一步对不同组间危险度分层及PML/RARα融合基因亚型

行χ2检验，结果提示患者初诊时危险度分层为高危及PML/

RARα融合基因亚型为S型，组间DS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初诊时危险度分层高危及 PML/

RARα融合基因S亚型可作为初诊APL患者接受ATRA诱导

分化治疗期间发生DS的危险因素预测，及早发现DS,合理

使用糖皮质激素可以降低相关死亡率。

A384.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BCR-ABL转录本类型
的临床意义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乔纯 张

晶晶 朱雨 金晖 洪鸣 赵慧慧 陈耀宇 李建勇 钱

思轩

目的 研究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患者 BCR- ABL

p210的两种转录本（e14a2和 e13a2）的表达以及在预后评估

中的价值。方法 通过 RQ-PCR 检测 CML 患者的 BCR-

ABL转录本水平，RT-PCR检测BCR-ABL p210转录本类型，

并通过巢式PCR以及Sanger测序法检测患者ABL激酶区突

变，分析不同转录本类型的患者临床特征以及对酪氨酸激酶

抑制剂（TKIs）的治疗反应。结果 206 例转录本类型为

BCR-ABL p210 的 CML 患者分为三组，e13a2 类型的患者

105 例（105/206，51.0%）、e14a2 类型的患者 76 例（76/206，

36.9%）以及 e13a2 和 e14a2 共表达的患者 25 例（25/206，

12.1%）。206 例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1.99:1（137:69），中位年

龄为43（12~81）岁。183例患者处于慢性期，3例患者为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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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20 例患者为急变期。三组患者的性别（P=0.067）、年龄

（P=0.362）、Sokal 积分分布（P=0.352）以及额外染色体异常

比例（P=0.753）均无统计学差异。三种转录本类型患者的无

事件生存（EFS）和对治疗产生的耐药性（drug resistance）存

在统计学差异（P=0.023和P=0.003），e13a2组EFS长于e14a2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6 )，且 e14a2组患者在治疗过

程中较 e13a2 组更易产生耐药，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2）。另外，e14a2 组激酶区突变的患者为 16 例（16/

76，21.05%），高于 e13a2突变患者的11例（11/105，10.48%），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9）。e13a2 组突变以 T315I 及

E255V 多见，而 e14a2 组突变以 T315I、Y253H 及 F317L 多

见。此外，三组患者对药物的反应速度Halving time和BCR-

ABL转录本下降速率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三组患者对

TKI治疗的主要分子生物学反应（MMR）以及深度分子学反

应 MR4.0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转录本类型为

BCR-ABL p210的CML患者中，e14a2类型的患者较e13a2类

型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更易产生不良事件、对TKI的耐药以及

ABL激酶区突变，因此需严密监测这部分患者对治疗的分

子学反应、ABL激酶区突变的情况，及时调整或更换药物。

A385.ARHGEF12是AML1-ETO致病机制中的重
要基因并可能是潜在的治疗靶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解杨阳 高

莉 吴蕊池 刘萍 沈树红

目的 AML1-ETO（AE）是是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中

最常见的融合基因。作为转录因子AE通过顺式元件调控靶

基因的表达并赋予造血祖细胞白血病特性。我们通过公共

数据库研究发现，AE+的白血病细胞的ARHGEF12基因表达

持续上调。本项工作旨在了解其作用，以及可能的应用价

值。方法 ①通过qPCR和Western印迹分析对一组独立的

AML样品进行了ARHGEF12定量。②在转导AE的CD34+

人脐血细胞模型中用 shRNA敲低ARHGEF12后观察细胞生

长、细胞周期、细胞凋亡以及ARHGEF12/RhoA轴的下游信

号。③AE的剪接异构体AML1-ETO9a转入的 arhgef12条件

性敲除小鼠的胎肝造血细胞构建成白血病移植模型，并用他

莫西芬诱导ARHGEF12敲除，或用法舒地尔抑制ROCK活

性观察白血病细胞生长和荷瘤小鼠的生存情况。结果 在

这组独立的AML样品中我们证实了AE+患者的ARHGEF12

高表达。并且发现 ARHGEF12 的表达高低和治疗预后相

关，高表达者预后较差。提示其在AML1-ETO致病机制中

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具有潜在的临床价值。转导 AE 的

CD34+人脐血细胞模型中，shRNA敲低ARHGEF12后细胞生

长明显受抑制、细胞周期阻滞、细胞凋亡增加，同时活化的

GTP-RhoA减少、MLC和Stat3磷酸化显著下调。进一步研

究发现诱导敲除ARHGEF12明显可延缓小鼠AE9a转化的

白血病发生：ARHGEF12 敲除组小鼠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和

GFP阳性率显著低于对照组，而且敲除组总体生存期明显延

长(敲除组平均生存 83.5 d，对照组 68 d)。同样，活化RhoA

水平降低、ROCK1的底物MYPT1磷酸化降低。应用ROCK

抑制剂法舒地尔可获得与ARHGEF12敲除相似的细胞生长

抑制的表型，且法舒地尔与他莫西芬联合用药第9天白血病

细胞基本完全丧失活力。结论 ARHGEF12 作为 AML1-

ETO 的靶基因在白血病发生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下游

RHOA-ROCK通路可能成为 t（8; 21）AML新的治疗靶点。

A386.Functional evaluation and mechanism

research of KEL and circ-KEL in AEL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2.Nanjing First Hospital Hui

Jin1 Zijuan Wu1 Handong Sun2 Zhiqiang Sun1 Chun

Qiao1

Objective Acute erythroleukemia (AEL) is defined as

an distinct subtype (<5%) of AML characterized by predomi-

nant erythropoiesis. It is associated with a poor prognosis. No

recurrent cytogenetic abnormality is specific of AEL. Through

“Oncomine”Database, we found KEL was significantly up-

regulated in AEL patients, compared with other types of AML

and normal patients.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KEL promoter

exhibited a strong transcriptional erythroid activity in K562

cells, but it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EL remains unclear.

Circular RNAs (CircRNAs) are a novel type of endogenous

noncoding RNAs that regulate target gene expression by inter-

acting with microRNAs (miRNAs). Emerging evidence shows

that circRNA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biological and pathologi-

cal processes. Here we found one circRNA transcripted from

KEL gene (circ- KEL), which had a high expression in AEL,

may play a role of coordinate regulation with KELL (a protein

encoded by KEL mRNA). Our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

gate the function of KEL and circ-KEL and enrich the potential

modulation mechansim on erythroid differentiation in AEL.

Methods In our study, we collected blood samples from 45

AEL patient, 121 other types of AML patients and 88 normal

patients. Two AEL cells lines (K562 and HEL) were used as

the erythroid differentiation models in vitro, induced with 50

μM hemin from day 1 to day 7. We knocked down and/or over-

expressed KEL and circ-KEL separately in AEL cell lines by

using lenti-virus and siRNAs.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γ-glo-

bin and FUT1 as well as the erythroid surface markers TER119

and GPA were examined to evaluate their function in erythroid

differentiation. Initial characterization (RNase R and Actino-

mycin D treatment) has been performed to identify circ-KEL.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system, FISH assay and RIP assay

have been performed to validate the interaction of circRNAs,

miRNAs and mRNA. To test the protein-coding ability of circ-

KEL, we took advantage of an expression vector that con-

tained a 3×FLAG and circ-KEL sequence, which was able to

produce circular transcripts.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performed to examine the expression of related RNA and pro-

tein.Results KEL and circ-KE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ex-

pressed in AEL clinical samples/cells lines, the results were

consistent with the database. When KEL was over- expressed,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circ-KEL w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resulted in the up- regulation of erythroid differentiation and

cell proliferation. Similar effects occured when circ-KEL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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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 expressed. On the contrary, when KEL was knocked

down,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of circ-KEL was significantly de-

creased, led to a down- regulation of erythroid differentiation.

Moreover, we found that increased circ-KEL levels could res-

cue the erythroid differentiation inhibition when KEL was

knocked down in AEL. Circ-KEL could serve as a sponge for

miR- 490 and up- regulate miR- 490 functional target KEL

mRNA, thus promote the erythroid differentiation. Combined

with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we found circ-KEL contains m6A

motif in initiation codon region and an open reading frame

(ORF) that could encode polypeptides (293aa). Circ-KEL trans-

lation can be modified by m6A. The function of the circ-KEL

encoding protein and its influence on erythroid differentiation

in AEL will be futher explored. Conclusion Our study re-

veals a novel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KEL and circ- KEL in

erythroid differentiation, suggesting that circ-KEL can be used

as a potential diagnostic biomarker of AEL. This provides a

promising strategy for future diagnosis, biomarker discoveries

and treatment of AEL.

A387.Establishment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za-

tion of decitabine-resistant K562 cells
Affiliated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Wen

Xiangmei, Qian Jun

The clinical activity of decitabine (5- aza- 2’- deoxycyti-

dine, DAC), a hypomethylating agent, has been demonstrated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 and myelodysplastic syn-

drome (MDS) patients. However, secondary resistance to this

agent often occurs during treatment and leads to treatment fail-

ure. It is important to clarify the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re-

sista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acy. In this study, by gradually

increasing concentration after a continuous induction of DAC,

we established the DAC-resistant K562 cell line (K562/DAC)

from its parental cell line K562. The proliferation and survival

rate of K562/DAC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ereas the

apoptosis rate was remarkably decreased than that of K562 af-

ter DAC treatment. In K562/DAC, a total of 108 genes were

upregulated and 118 genes were downregulated by RNA-Seq.

In addition, we also observed aberrant expression of DDX43/

H19/miR-186 axis (increased DDX43/H19 and decreased miR-

186) in K562/DAC cells. Ectopic expression of DDX43 in pa-

rental K562 cells rendered cells resistant to the DAC. Taken to-

gether, we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DAC- resistant K562 cell

line which can serve as a good model for investigating DAC re-

sistance mechanisms, and DDX43/H19/miR- 186 may be in-

volved in DAC resistance in K562.

A388.CYTH1高表达与AML临床和遗传特征相关
并提示不良预后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2.华中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任文翔 1 林生彦 2 马朝霞 1 郭少

君 1 雷倩 1 高飞 1 陈智超 1

目的 探讨CYTH1表达在AML中的作用。方法 利用

TCGA数据库 179例AML患者完整的临床数据和基因组数

据对CYTH1在AML中的作用进行了生物信息学分析。结果

CYTH1高表达患者相对CYTH1低表达患者5年生存率显著

偏低（23.7%对39.5%, P=0.0236）；与临床特征相关性分析发

现CYTH1表达水平与年龄、FAB分型相关和白细胞计数相

关；与遗传学特征相关性分析发现 CYTH1 高表达患者中

RUNX1和 IDH2突变显著多见；同时用多变量回归分析证实

CYTH1 表达水平是 AML 的独立预后因素（P=0.026）；并进

行了mRNAs差异表达分析，发现差异基因主要分布在整合

素信号通路和炎症反应等生物功能，CYTH1高表达患者β整

合素表达水平明显高于 CYTH1 低表达患者；miRNAs 差异

表达分析发现CYTH1高表达患者促癌基因miR-21-5p、miR-

362-5p 和 miR-210-3p 显著上调，抑癌基因 miR-145-5p 和

miR-145-3p显著下调。结论 CYTH1高表达在AML中是

一个独立的预后不良因素，可能与β整合素等差异基因表达

和信号通路有关。

A389.慢性髓性白血病女性患者接受酪氨酸酶抑制
剂治疗期间的计划妊娠结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窦雪琳 秦亚溱 赖悦云 石红霞

江倩

目的 探讨酪氨酸酶抑制剂（TKI）时代计划妊娠策略

对于慢性髓系白血病（CML）女性患者及其胎儿的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分析TKI治疗中CML女性患者计划妊娠的结

果。计划妊娠策略指对于TKI治疗中获得至少主要分子学

反应（MMR）的患者，医生建议其在计划受孕前或尽早发现

受孕后停用TKI，直至分娩。结果 共收集16例接受计划妊

娠指导的女性CML慢性期和加速期患者的临床资料。确诊

CML后，均以伊马替尼作为一线治疗，3例因治疗失败或不

耐受转化为尼洛替尼治疗。患者妊娠时中位年龄 31（26~

35）岁。因为妊娠停用 TKI 前，患者服药总时间为 72（42~

134）个月，6例处于MMR，2例MR4.0，8例MR4.5。3例患者

停药6（4~15）周（距离末次月经时间）后妊娠，13例于孕4（2~

7）周确认妊娠后立即停药。除1例于孕10周自发流产外，15

例患者持续妊娠至足月胎儿分娩。停药妊娠期间，患者中位

每 2（1~3）个月监测外周血 BCR-ABL 水平。10 例于停药 3

（1~5）个月时丧失MMR，其中6例于停药3（2~6）个月时丧失

完全血液学反应（CHR），3 例维持 MR4.0，2 例维持 MR4.5，

无患者进展至加速期或急变期。单因素分析显示，TKI治疗

中 MMR 持续>3.5 年与停药妊娠期间维持 MMR 显著相关

(OR=15.9，P=0.043)。产后随访14（2~73）个月，5例患者哺乳

4（0.3~6）个月，14 例于产后 16（3~133）天恢复服用原来的

TKI，其中10例丧失MMR或CHR者均于再次服药4（2~7）个

月时重获 MMR，而 1 例产后 6 月持续停药的患者仍处于

MR4.5。随访期间，所有胎儿生长发育健全。结论 TKI治

疗后获得MMR的CML女性患者，计划妊娠策略提供了母

子安全的可能性。TKI治疗中MMR维持>3.5年与停药妊娠

期间维持MMR显著相关。

A390.含地西他滨方案巩固/强化治疗11例急性髓系
白血病疗效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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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魏立 叶梅 高泽莉 汪宏

云 汪姝玥 张文俊

目的 探讨地西他滨在改善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完

全缓解（CR）质量，延缓 CR 期，减少复发的可行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6年 1月至 2018年 6月采用含地西他滨

方案（巩固方案：地西他滨 20~25 mg/d×5 d 后接 DA、EA 或

MA方案；强化方案：地西他滨 20~25 mg/d×5 d后接 ID/HD-

Ara-C）治疗的 11例AML-CR1患者临床资料。结果 11例

AML患者（14~69岁，中位年龄为 42岁）中，2例ETO+，1例

CEBPA+，其余 8 例均存在 FLT3- ITD、DNMT3A、TET1/2、

IDH1/2或C-KIT等基因突变；诊断时 5例染色体正常，1例-

X，t（15；16），2例 t（8；21），1例+8；1例 inv（16），1例del（11）；

诊断时4例WBC>80×109/L，3例<3×109/L，4例（4~30）×109/L；

5例经 1个疗程标准化疗达CR，3例经 2个疗程标准化疗达

CR，1例经2个疗程标准化疗达PR，第3疗程CR，2例经2个

疗程标准化疗仍NR，经挽救化疗后达CR。CR后，11例患者

经中位4（1~8）个疗程含地西他滨方案巩固及强化治疗[中位

2（0~4）个疗程]后，中位随访 18（10~28）个月，6例（54.55%）

仍处于 CR1，5 例（45.45%）复发，距获得 CR 时间中位 9（5~

15）个月，其中 3例在CR后未规律治疗，1例为FLT3-ITD突

变，1例为 t-AML，地西他滨疗程数分别为 1、6、1、4、8个；至

随访结束，11例中 1例-X，t（15；16）在CR后核型恢复正常，

其余10例在治疗过程中均未发生核型转变。结论 含地西

他滨的巩固/强化治疗可能延长AML的CR期，其效应可能

与CR后规律治疗、某些特定基因突变及核型稳定等因素有

关，但需进一步扩大研究。

A391.初发慢性髓性白血病起病即伴髓外T淋系急
变一例并文献复习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 申静枝 马亮亮 方

美云 孙国珍 王瑶

目的 慢性髓性白血病（CML）起病即出现髓外急变临

床少见，髂骨的肌肉软组织发生 T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T-

LBL）急变的病例报道更少，通过本病例分析及文献复习，以

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介绍1例CML起病即伴髂骨肌

肉软组织T-LBL髓外急变患者的临床资料并结合文献进行

分析。结果 患者，女，30岁，因“右髋部疼痛3个月，加重伴

头晕、乏力 1周”于 2017年 12月 28日就诊于我院。查体：浅

表淋巴结、肝脾不大，双髋关节压痛（+），右侧为甚。血常规：

WBC 81.9×109/L，HGB 109 g/L，PLT 1860×109/L。骨髓符合

CML（慢性期）骨髓象。染色体：46，XX，t（9；22）（q34；q11）

[2]/46，XX，t（9；22）（q34；q11），add[der（22）t（9；22）（q34；

q11）]（q？）[18]。RT- PCR 检测 BCR/ABL 210 为 23.261%；

BCR/ABL 190和 BCR/ABL 230为0%。MRI（增强）：右侧髂

骨肿物，侵犯周围软组织，考虑为恶性。遂超声下行右侧髂

骨肿物穿刺术，病理示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右髂骨肿物活

检组织石蜡包埋切片上FISH检测示：BCR/ABL融合基因阳

性（融合信号 90%）伴ASS1基因缺失。诊断：CML (髓外T-

LBL急变)。患者拒绝化疗，仅接受伊马替尼和羟基脲治疗1

周后要求出院，1个月后死亡。结论 CML髓外急变发生率

约10%，一半为髓系急变，约25%为淋系急变（多为B淋巴细

胞），其他为混合型或不易区分。髓外起病最常见部位为淋

巴结和肝脾。初发CML患者可以髂骨肌肉软组织为首发部

位T淋系急变，而骨髓尚处于慢性期，该类病例可通过 FISH

检测分析其肿瘤细胞克隆性起源，除外 CML 并发/继发 Ph

（-）-TLBL。该类患者预后差，需积极治疗。

A392.原发急性髓系白血病伴骨髓纤维化患者的疾
病特点及预后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于萍 魏旭东

目的 提高对原发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伴骨髓纤维

化（MF）患者的疾病特点及预后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我院54例原发AML（除外M6、M7）行骨髓活检患者伴MF的

情况，对伴MF患者的诊治过程及转归情况进行总结讨论。

结果 54例患者中17例伴MF，比例约为31.48%。其中MF

患者男8例，女9例，男∶女为1∶1.125，中位年龄58（6~74）岁，

平均年龄 50岁，3例经 1个疗程化疗后达骨髓缓解，目前存

活；9 例经过 2 次化疗达骨髓缓解，其中 4 例已死亡，4 例至

2018年6月存活；2例患者疾病未缓解而死亡；3例未治疗。

结论 AML伴MF发病率较高，患者化疗缓解率低，预后较差。

A393.联合去甲基化药物诱导伴MLL-SEPT9融合基
因阳性的难治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完全缓解一例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科；2.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实验医学

科 王甫珏 1 陈影影 1 蒋能刚 2 龚帅格 1 曹婷雍 1 刘

家卓 1 谢莉萍 1 吴俣 1 贾永前 1

目的 在一例 t(11;17)(q23;q25)的难治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患者中检测MLL-SEPT9融合基因，观察含去甲基化

药物化疗方案疗效。方法 ①骨髓形态学、流式免疫分型、

染色体核型分析、白血病常见融合基因及预后相关基因检测

等方法确定患者诊断及评估病情。②分离患者骨髓单个核

细胞，提取RNA并经RT-PCR、Sanger测序检测MLL-SEPT9

融合基因。③IDA、FLAG 方案及含地西他滨的化疗方案

（De-CAG）疗效评估。结果 ①患者诊断为 AML-M4，伴

t(11;17)(q23;q25)，MLL-SEPT9融合基因阳性；其他常见融合

基因均为阴性，无特殊预后基因异常。②患者接受 IDA、

FLAG 方案化疗后复查骨髓提示病情未缓解，MLL-SEPT9

融合基因持续阳性。③使用De-CAG方案再诱导化疗后患

者获得完全缓解，染色体核型恢复正常，MLL-SEPT9融合基

因阴性；继续使用该方案巩固、维持治疗，随访9个月后患者

仍处于完全缓解状态，MLL-SEPT9融合基因及微小残留病

灶（MRD）持续阴性。结论 ①t(11;17)(q23;q25)的白血病患

者需要筛查MLL-SEPT9融合基因，该融合基因可能成为监

测病情的分子标志物。②去甲基化药物可能为伴 MLL-

SEPT9融合基因阳性白血病患者的治疗带来益处。

A394.成人初发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年龄相关临床
特征和预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窦雪琳 赵婷 王婧 主鸿鹄 江

浩 贾晋松 杨申淼 江滨 王德炳 黄晓军 江倩

目的 探讨非老年成人初发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

者年龄相关的临床特征、早期结局和预后。方法 回顾分析

18~65岁的初发AML（非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连续病例，



·112·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分析不同年龄组患者初诊时疾病特征、早期治疗反应、复发

和生存，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结果 共收集1024例患者，男

性 557 例（54.4%），中位年龄 42（18~65）岁。随着年龄的增

长，患者WBC显著下降（P<0.001)、PLT显著上升（P=0.013），

外周（P=0.026）和骨髓（P=0.006）原始细胞比例显著下降。

SWOG危险度在各年龄组的分布有统计学差异（P=0.048），

低危组患者比例随年龄增长呈逐渐下降趋势（P=0.175）。

NPM1阳性伴FLT3-ITD阴性的患者比例随年龄增长显著上

升（P<0.001)。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增加是不利于获得形

态学无白血病状态（MLFS）时血细胞完全恢复（CR）（P=

0.005）的独立影响因素。在获得 MLFS 并持续接受化疗的

患者，多因素分析显示：骨髓原始细胞≥71%、单体核型、

FLT3-ITD突变阳性和CRi低危患者是影响总生存期（OS）的

危险因素。在无危险因素的患者中，OS随年龄增加而显著

缩短（P=0.049），但具有≥1个危险因素患者中，年龄不影响

OS。结论 非老年初发AML患者的临床、细胞遗传学和分

子学特征随年龄变化而不同，年龄增加是获得CR的不利因

素。在获得 MLFS 并持续接受化疗的无危险因素患者中，

OS随着年龄增加而缩短。

A395.KRAS，BRAF，ERK1/2 may involve the de-

velopment of Blastic 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

neoplasm harboring TET2 mutations
1.Wuhan NO.1 hospital; 2.Tongji hospital，Huazhong universi-

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Hube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 Jun1, Cai Yaxian3, Mao Xia2, Zhou Ying1,

Zhang Ting1, Chen Hui1, Zou Liang1, Chen Ping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and mole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Blastic 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 neoplasm

（BPDCN）, and search the personalized and targeted medi-

cine for the patients. Methods We enrolled a patient diag-

nosed of BPDCN on Oct. 2017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

teristics of the case. She received induction and consolidation

chemotherapy in our hospital from then on. We conducted

whole exome sequencing（WES）or next generation sequenc-

ing (NGS）tests, bone marrow flow cytometry detection and

other measures to monitor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s. Lastly the phosphorylation of 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 (ERK)1/2 was detected through flow

cytometry. Results Firstly, TET2, KRAS and/or BRAF muta-

tions were shown in the samples from the patient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Secondly, the expression of the phosphorylation of

ERK1/2 was higher than the case without the similar mutations.

Thirdly, the expression of the phosphorylation of ERK1/2

was higher than the case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onclusion KRAS and BRAF may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

opment and relapse of the BPDCN harboring TET2 mutations.

ERK1/2 may involve in the downstream pathway and may be a

therapeutical target in BPDCN.

A396.RO3280, a small- molecular PLK1 inhibitor,

induces proliferation inhibition,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arrest in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1.Tianjin Hematonosis Hospital; 2.Shengjing hospital of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Chen Nianci1, Zhang Guojun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PLK1 in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nd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RO3280 on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of acute lym-

phoblastic leukemia cell lines.Methods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PLK1 protein. CCK- 8 was

used to show the effect of RO3280 on proliferation and to cal-

culate it’s IC50 of each cell line. Inverted microscope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alteration of cell morphology after RO3280

treatment; Annexin Ⅴ-FITC/PI method was used to show the

effect of RO3280 on apoptosis of cell lines. PI method was

used to show the effect of RO3280 on cell cycle of cell lines.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apoptosis re-

lated proteins and cell cycle related proteins after RO3280

treatment.Results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PLK1 pro-

tein level were highly expressed in bone marrow samples from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ALL) patients compared to sam-

ples from normal people（P<0.05）. RO3280 inhibited cell pro-

liferation in dose and time- dependant manners; the IC50 of

BALL- 1 is (46.970 ± 21.187)nmol/L, the IC50 of SUP- B15 is

(41.861±12.478)nmol/L, the IC50 of Hut78 is (24.402±12.608)

nmol/L, the IC50 of CCRF-CEM is (4.955±1.247)nmol/L. Cell

morphology changed as the concentration increased and the

time prolonged, the cells gradually swelled, shrank and frag-

mented. RO3280 could induce apoptosis of cell lines with An-

nexinV-FITC/PI assay（P<0.05）and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apoptosis related proteins verified by Western blot. RO3280

could induce cell cycle G2/M arrest of cell lines with PI assay

（P<0.05）and alter of the expression of G2/M period related

proteins verified by Western Blot assay.Conclusion PLK1

protein level were highly expressed in bone marrow samples

from ALL patients compared to samples from normal people.

RO3280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in dose and time- depen-

dant manner. RO3280 induced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G2/M

arrest of cell lines with related proteins increased.

A397.994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住院病例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蔡玉丽 邹

尧 陈晓娟 张丽 郭晔 杨文钰 陈玉梅 竺晓凡

目的 分析 994 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临

床病例，了解儿童 ALL 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对我中心

2008年 4月至 2015年 5月收治的 994例ALL患儿采用回顾

性分析的方法，分析性别、发病年龄、发病季节、发病相关危

险因素及分子生物学特征等。结果 ①ALL患儿男女比例

1.5∶1，中位发病年龄5岁，发病年龄高峰为2岁至5岁，发病

高峰季节为春季。②出生喂养史：足月产患儿占 98.0%，早

产患儿占 2.0%。顺产患儿占 55.9%，剖宫产患儿占 44.1%。

母乳喂养者占79.8%，人工/混合喂养者占20.2%。中位出生

体重 3.5（1.8~7.2）kg，其中低出生体重儿占 2.1%，正常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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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重儿占 79.6%，巨大儿占 18.3%。有出生异常史者 34 例

（3.4%），其中脐带绕颈者10例。③异常接触史：发病近期有

家庭装修史者占31.4%，中位装修环境暴露时间12（1~36）个

月。母亲孕期/生后有化学物质接触史者占 2.1%，有放射性

物质接触史者占 0.7%，其他有毒物质接触史者占 0.4%。④
家族史：患儿一至三级亲属中，有血液系统疾病者 45 例

（4.5%），其中白血病患者23例。患儿一至三级亲属中，有恶

性肿瘤者 53 例（5.3%），以肺癌、消化系统肿瘤、乳腺癌居

多。⑤免疫表型显示，B-ALL占84.6%，T-ALL占15.4%。分

子生物学检测中，TEL/AML1阳性者占19.8%，E2A/PBX1阳

性者占 6.3%，BCR- ABL 阳性者占 5.1%，MLL 阳性者占

4.7%。结论 儿童ALL的发病，与性别、年龄、季节、出生喂养

史、装修环境接触史、家族血液病及恶性肿瘤病史可能相关。

A398.TKI药物联合化疗治疗伴C-KIT突变的急性
髓系白血病-M2b患者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米瑞华 陈琳 郭珍 刘莎 于

萍 朱松涛 袁芳芳 尹青松 魏旭东

目的 探讨 TKI 药物联合化疗治疗伴 C-KIT 突变的

AML-M2b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2016年 2月至 2018

年 8月在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住院的 10例伴C-KIT突变

的AML-M2b患者，男5例，女5例，年龄为14~59岁，其中包括

多周期化疗后复发1例；多周期化疗后不缓解2例；化疗1周

期后不缓解3例；多周期化疗后融合基因不转阴2例；融合基

因转阴后再次转阳2例。分别给予TKI药物（首选伊马替尼

患者2例，首选达沙替尼患者8例）联合化疗方案再次诱导缓

解治疗，评估其疗效及监测不良反应。结果 10例患者中8

号外显子突变 2例（2/10，20%），17号外显子突变 8例（8/10，

80%）；联合治疗后 2例无效，总有效率 为 80%，期间均未出

现肝肾功能损害及胸腔积液的发生。10例患者中 2例无效

患者均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1例移植过程中死亡，1例

移植后 3个月复发，余 8例患者TKI药物应用后的生存期为

4~30个月。结论 AML-M2b 患者中C-KIT突变位点主要为

激酶功能域的D816突变；联合TKI药物治疗能明显提高伴

C-KIT突变患者的疗效。

A399. Pathogenesis study of down syndrome

prone to leukemia using iPSCs from trisomy 21

patients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2. Nanjing First Hospital; 3.Chi-

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Wu Zijuan1, Sun Handong2, Sun Zhiqiang3, Jin Hui1

Objective Down syndrome (DS) is the most frequent

single cause of human birth defects and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ID). Its etiology has been known for over 50 years, DS is

caused by trisomy of chromosome 21 (Ts21). In addition, there

are more evidences in clinical show that patients of DS are also

have high incidence of leukemia, but its underlying mecha-

nisms have yet to be discovered. Elucidation of these mecha-

nisms has been hindered by the difficulties in isolating and ex-

panding enough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HSCs) from the pa-

tients. Circular RNAs (CircRNAs) are a novel type of endoge-

nous noncoding RNAs that reported to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b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processes. Our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athogenesis of Down Syndrome prone to

leukemia using iPSCs from DS patients and the modulation

mechanism of key target gene and circRNAs. Methods To

overcome the limitation of clinical sample resources, we devel-

oped Ts21-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Cs) from mono-

nuclear cells using Episomal vectors which highly express

Oct4, Sox2 and Klf4.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these Ts- 21

specific iPSCs could be further induced into any cell types, in-

cluding HSCs. Next, we induced the patient-specific iPSCs dif-

ferentiate into HSCs under serum free and feeder- free condi-

tion in vitro. By using flow cytometry, qRT-PCR and CFU as-

says, we have made well comparisons between HSCs derived

from TS-21 iPSCs and control iPSCs and explore the patholog-

ical feature and mechanisms. By performing circRNA-seq anal-

ysis, we are trying to identify key gene and key circRNA regu-

latory networks in DS with hematopoietic disorder. On the ba-

sis of that, we can further search for the potential drug targets

that effective against leukemia of DS patients. Results We

show here by gene sequencing, karyotyping and immunohisto-

chemistry staining, the initial characterizations of the patient-

specific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are confirmed to be fully re-

programmed and they still carry the original mutation. These

cells can be used for screening approaches, like RNA-seq, and

can be modified for loss- and gain- of- function strategies to

identify pathways and test candidate mechanisms. We have ob-

served that myeloid differentiation potential of HSCs derived

from DS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rmal pa-

tients. DS-iPSCs exhibited a two- to five fold increase in a pop-

ulation of CD43+ (Leukosialin)/CD235+ (Glycophorin A) he-

matopoietic cells, accompanied by increased multilineage colo-

ny- forming potential in colony- forming assays. During this

process, several circRNAs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and

the potential modulation mechanism of them will be further ex-

plored. Conclusion We established the cellular models of DS

patients and derived differentiation into different cell types in

vitro, which has the similar function with patient HSCs. On the

basis of that, we can further search for the potential drug tar-

gets that effective against leukemia of DS patients. This ap-

proach would provide a powerful cell resource for clinical re-

search and a useful model for the study of the mechanisms of

DS and drug screening.

A400.急性髓系白血病的新药研发进展

1.新基医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2.曼彻斯特大学 徐应永

目的 介绍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新药研发进展，

探讨研发挑战和对未来的展望。方法 参考现有文献资料，

依不同作用机制，按研发的不同阶段讨论AML的新药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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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8）。结果 AML 是一类高异质，常见的血液肿

瘤。化疗联合移植（allo-HSCT）作为AML标准疗法可治愈

35%~40%年轻患者（≤60岁）和5%~15%老年患者，而单纯化

疗仅使16.6%（年轻）和2.4%（老年）的AML患者获得长期生

存。在过去 10年里，随着对AML分子学的深入了解，巨大

的临床需求推动了新药研发的快速发展。2017 年 4 月 28

日，FDA 批准 Midostaurin 治疗初发 FLT3 突变的成人 AML

患者，这是自2000年来第一个在美国被批准上市的AML新

药 。 之 后 ，Enasidenib（2017/8/1）、CPX- 351（2017/8/3）、

Gemtuzumab Ozogamicin（2017/9/1）、Ivosidenib（2018/7/20）

相继获批，Quizartinib的三期研究也已获得成功。其他在研

新药按作用机制，分为：①细胞毒药物：如Vosaroxin；②表观

遗传学：Pracinostat；③细胞周期和信号转导：Volasertib；④免

疫治疗：单克隆抗体、CAR-T、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疫苗。

结论 AML的疾病特点（如高度异质性，不同的治疗选择和

预后）给新药研发提出挑战。①临床研究设计：选定人群中

的生存获益支持 FDA 的审批，对成功案例进行讨论；②展

望：寻找治疗靶标（如EHA的HARMONY项目），推动AML

的精准治疗，探索“篮子”研究的可行性。

A401.血管紧张素Ⅱ和其受体ATR1在急性白血病
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学文 张冬霞 贾国

荣 马宏杰 云雁 卢艳

目的 研究初发急性白血病中血管紧张素Ⅱ（AngⅡ）

及其受体ATR1 mRNA表达水平，并分析与临床特征及预后

的关系。方法 初发急性白血病患者55例，其中AML患者

36 例，ALL 患者 19 例，分离并收集骨髓单个核细胞，qRT-

PCR法检测AngⅡ及ATR1表达水平，并与骨髓增生程度、骨

髓原始细胞数、髓外浸润、细胞遗传学等临床因素进行相关

分析。平均观察 24个月，分析AngⅡ、ATR1高表达组及低

表达组在OS、PFS上的差异。结果 急性白血病患者中Ang

Ⅱ及 ATR1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成人

ALL患者尤为显著。AngⅡ及ATR1表达水平与骨髓增生程

度及骨髓原始细胞数量呈正相关（R 分别为 0.64，0.47，P<

0.05）。AngⅡ、ATR1高表达组 2年OS及PFS显著低于Ang

Ⅱ、ATR1低表达组（P<0.05）。结论 AngⅡ、ATR1 mRNA

在急性白血病中表达增高，参与了白血病的发生、浸润及转

移，并与白血病预后相关。

A402.伴CEBPA突变的62例AML基因突变谱分析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朱瀛 陈禹欣 冯菁华 任玉霞

目的 CEBPA 基因突变可见于 7%~11%的 AML 患者

(13%~15% NK-AML患者)。NCCN指南对CEBPA双突变的

限定词 isolated提示，细胞遗传学检查结果正常的前提下，单

独出现 CEBPA 基因双(等位)突变才提示预后良好。方法

利用 illumina nextseq测序平台，捕获建库分析175个血液肿

瘤相关基因全外显子，挑选CEBPA基因突变阳性结果进行

分析。结果 62例阳性，22例是单独CEBPA基因突变；12

例为CEBPA典型双突变(N-端移码/截短突变和C-端框内插

入/缺失的非移码突变)，但N-端突变发生位置多变，可见于

23~113位；C-端突变集中在305~313位；3例非典型双突变在

N-端检测到移码/截短突变，C-端发生点突变(1 例 R297P，

2例Q305P)；根据结构预测，bZIP结构域(281-334)包含了此

二位点，由于突变频率接近，推测可能属于CEBPA双突变；

另1例CEBPA典型双突变伴CEBPA-ITD突变，意义未明；剩

余 40 例 CEBPA 阳性样本中，17 例为 CEBPA 典型双突变模

式，其中1例CEBPA单突变伴CEBPA-ITD突变，经 sanger验

证证实是一个插入 60个碱基的非移码突变，归入典型双突

变组；14 例 CEBPA 单突变；4 例不典型 CEBPA 双突变样本

中，3 例是双移码突变，可同时发生在 N-端或 C-端，1 例是

C-端点突变(Q305P)。伴FLT3基因突变多见于CEBPA单突

变样本，多为 FLT3-ITD LOW突变，其中两例还伴随NPM1

W288fs突变，预后提示方面可能要更偏重FLT3和NPM1基

因；伴随其他预后不良的基因突变的CEBPA双突变，考虑已

经不满足指南 isolated的条件，考虑预后分层时应纳入其他

分子学/细胞遗传学指标综合分析；CEBPA基因单突变预后

意义尚未定论，可能需要偏重其他预后意义明确的基因突

变。结论 临床上检测到CEBPA基因突变阳性的患者，在

不考虑核型的前提下，仅有一小部分符合指南要求的独立的

CEBPA基因双突变；CEBPA基因双突变但有其他影响预后

的因素存在时，应同时纳入考量范围；独立但不满足经典突

变模式的CEBPA基因双突变，预后意义需进一步的临床观

察；CEBPA基因单突变的预后意义尚无定论，可能需要偏重

预后意义明确的基因突变。

A403. 慢性髓性白血病慢性期合并恶性实体瘤八例
临床分析并文献复习
1.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南阳市中心医院血液科；3.河南

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4.新乡市中心医院血液科

米瑞华 1 陈琳 1 姚金晓 1,2 杨如玉 1, 2 杨海平 1,3 尹俊杰 4

魏旭东 1

目的 探讨慢性髓性白血病慢性期（CML-CP）合并恶

性实体瘤的临床特点，并复习相关文献，以帮助临床医生更

进一步认识CML合并恶性实体瘤。方法 8例CML- CP合

并实体瘤患者分别为：例 1，男，40岁，2006年确诊为CML，

一直给予伊马替尼（印度版）400 mg口服每日1次治疗，2016

年12月再次确诊为尤文氏肉瘤；例2，女，51岁，1991年确诊

为甲状腺交界性混合瘤，后给予 I131 和甲状腺素片治疗，

2017年 5月再次确诊为CML；例 3，女，43岁，2006年确诊为

乳腺癌，后给予化疗及放疗治疗，2010 年 11 月再次确诊为

CML；例 4，女，49岁，2012年 12确诊为CML，后给予伊马替

尼（格列卫）400 mg口服每日 1次治疗，2014年 10月再次确

诊为宫颈癌；例5，男，51岁，2013年3月确诊为CML，后给予

伊马替尼（格列卫）400 mg口服每日1次治疗，2013年8月再

次确诊为肠癌；例6，男，55岁，2015年3月诊断为乳腺癌，后

给予化疗及放疗治疗，2017年3月再次确诊为CML，后给予

尼洛替尼（达希纳）300 mg口服每 12 h1次治疗，2017年 7月

再次确诊为肾癌；例7，女，76岁，2011年诊断为肾癌，后给予

化疗及放疗治疗，2017年11月再次确诊为CML；例8，女，49

岁，2006年诊断为CML，后给予羟基脲片治疗，2011年再次

确诊为宫颈癌。结果 8例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51.75岁，其

中同时性多原发癌(SMPC)2 例，异时性多原发癌(HMPC)6

例，前2例患者生存期(OS)分别为1.5和2.9个月，后6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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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期分别为 11、26、11、5、6、5年余。结论 CML-CP合并

恶性实体瘤的发病率低，同时性多原发癌的预后差，治疗上

应遵循综合治疗及个体化治疗两条主线。

A404.BCAT1对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临床意义及作用
机制研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潘佳佳 王敬瀚 李霞

黄淑娟 金洁

目的 分析BCAT1基因在急性髓系白细胞（AML）中的

表达特点及其与预后的关系。探索 BCAT1 表达水平对

AML细胞系的增殖、凋亡及周期的影响，及对细胞DNA损

伤修复机制的作用。方法 应用 q-PCR检测 332例正常核

型AML患者的BCAT1基因的表达，根据BCAT1基因表达水

平进行分组，并对各组患者之间临床特征及预后进行比较分

析。在AML细胞系THP-1及MV4-11中，利用 crispr-cas9技

术敲除BCAT1基因，在OCI3-AML细胞系中过表达BCAT1

基因。MTS检测BCAT1敲除或过表达后细胞增殖变化。流

式细胞术检测BCAT1敲除或过表达对细胞凋亡及周期的影

响。应用 Western blot 及免疫荧光检测 BCAT1 敲除或过表

达对细胞DNA损伤相关蛋白的影响。结果 332例患者按

照BCAT1表达量分为低表达组[中位表达水平为 0.06(0.03，

0.09)111例，33.4%]及高表达组[中位表达水平为 0.41（0.22，

0.83），221例，66.6%]。高表达组的OS和EFS明显差于低表

达组（P=0.001）。BCAT1敲除组较NC组细胞增殖受到明显

的抑制，且存在G0/G1期阻滞。BCAT1过表达组较NC组细

胞增殖增快，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BCAT1 过表达组存在

DNA损伤修复过程中主要的蛋白（p-ATM、p-ATR、p-CHK1、

p- CHK2、cleaved parp、γ- H2AX）上调，且对 parp 抑制剂

BMN-673敏感性增加，免疫荧光DNA双链断裂损伤修复，

观察到过表达组γ-H2AX簇集点增多。结论 ①BCAT1基

因高表达患者的 OS、EFS 较低表达患者差，BCAT1 基因高

表达可能是CN-AML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

②BCAT1 可促进 AML 细胞增殖。③BCAT1 高表达导致

DNA 双链损伤，其表达水平高低影响 AML 对 parp 抑制剂

bmn-673的敏感性。

A405.SLC2A5基因在儿童Ph+ ALL患者中高表达
的临床意义和分子机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赵攀 牛挺 郑宇欢

目的 研究糖酵解（Glycolysis）相关基因在不同亚型儿

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中的差异表达情况。方法

儿童 ALL 患者基因表达谱及临床信息分别由 NCBI Gene

expression omnibus 和 Oncomine 数据库获得。儿童 ALL 患

者骨髓样本，共69例，通过华西医院标本库获取。临床样本

中目的基因表达采用qPCR和Dot blot进行检测。细胞系实

验采用人SUP-B15细胞，相关指标使用试剂盒进行检测。结果

通过分析三个独立的儿童ALL基因表达谱中糖酵解相关基

因表达，确定SLC2A5基因编码果糖转运蛋白Glut5在儿童

Ph染色体阳性（Ph+ ALL）患者中高表达（P<0.05）。早期复发

（≤36个月）、CR持续时间短（<20个月）及化疗后（D19,D46）

MRD阳性状态的患者SLC2A5水平表达相对较高。临床样

本证实：SLC2A5 低表达患者诱导治疗后更容易获得 MRD

阴性（低表达患者91.67%，高表达患者45.45%；P<0.05）。细

胞系机制研究提示，Glut5介导Ph+ ALL细胞果糖摄入，而果

糖能促进肿瘤细胞在严苛条件下（如化疗药物，营养缺乏等）

存活。TKI类靶向药物可通过c-Myc下调Glut5，降低果糖对

肿瘤的促进作用。结论 糖酵解相关基因SLC2A5在儿童

Ph+ ALL患者高表达，且与临床不良预后因素相关。ALL细

胞可通过消耗果糖提高存活，产生化疗耐受；TKI类药物能

克服该机制。

A406.门冬酰胺酶药代动力学及临床给药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陈长城 沈

树红 黄试颖 张顺国

目的 通过门冬酰胺酶活性检测，明确培门冬酰胺酶

（Peg-asp）及欧文门冬酰胺酶（Erw-asp）的药代动力学，并且

依据药代动力学及酶活性，指导临床给药，从而提高疗效。

方法 Peg-asp药代动力学检测：单次肌注 Peg-asp后，分别

于注射后1、2、3周时检测血清门冬酰胺酶活性。Erw-asp药

代动力学检测：单次注射Erw-asp后，分别于注射后 24、48、

72、96 h 检测血清门冬酰胺酶活性。结果 ①既往无明显

Asp 过敏表现的患儿，单次 Peg-asp 治疗，酶有效活性（100

IU/L）能维持3周以上；其中给药剂量2000 U/m2与2500 U/m2

相较，酶活性中位数值有所下降，仍能维持 3周的有效酶活

性。②既往有Asp过敏史，再次使用Peg-asp，其半衰期明显

缩短，严重影响既往Peg-asp过敏的患儿，再次使用普通大肠

杆菌门冬，所有患儿均在数次治疗后再次出现过敏表现同时

伴酶活性丧失Peg-asp治疗期间，存在沉默失活现象，发生概

率 5%左右，大部分发生在 3~4次培门冬治疗后一线门冬酰

胺酶过敏或者沉默失活后，换用二线Erw-asp后均能再次恢

复有效酶活性。国产Erw-asp半衰期较国外明显延长，分别

为（26.1±2.5）h 和（15.6±3.1）h（肌注），推荐国内剂量 25000

U/m2，每周2次或者10000 U/m2，隔日1次，国产Erw-asp过敏

发生率15%左右。结论 依据药代动力学，Peg-asp推荐给药剂

量为 3周 1次，单次 2000 U/m2；Peg-asp治疗中，可能会发生

沉默失活，需要警惕；Peg-asp与普通大肠杆菌门冬存在交叉

的免疫原性，对一种过敏后不宜简单更换为另一种；Erw-asp

作为二线用药能再次恢复酶活性，依据药代动力学，国内剂

量推荐25000 U/m2，每周2次或者10000 U/ m2，隔日1次。

A407.Clinical and path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mixed phenotype acute leukemia and the compari-

son of acute biphenotypic leukemia with acute bi-

lineal leukemia
Insititute of Hematology & Blood Diseas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Cai Xiaojin, Li Yuanyuan,

Shang Lei, He Dashui, Guo Guiqing, Li Chengwen, Xu Yidan,

Mi Yingchang, Ru Kun, Wang Huijun

Objective To document th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fea-

tures of Mixed phenotype acute leukemia (MPAL) defined by

the 2016 WHO criteria and compare the bilineal and bipheno-

typic leukemias.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2 to December

2017, 2824 acute leukemia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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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zed to select MPAL cases. The diagnosis of MPAL was made

according to 2016 WHO criteria and based on morphology, cy-

tochemical, flow cytometry (FC) immunophenotyping, immu-

nohistochemistry, cytogenetic and molecular analysis.Re-

sults Among 2824 consecutive leukemia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institute, we identified 65 cases (2.3%) of MPAL, among

which 34(52.3%) cases had a B-lymphoid +myeloid immuno-

phenotype (M-B), 21(32.3%) a T-lymphoid + myeloid immun-

ophenotype (M-T), 9 (13.8%) a B+T-lymphoid immunopheno-

type (T- B), 1 (1.5% ) has a trilineage concomitant expression

(myeloid, B, and T lymphoid, M-B-T). For MPAL cases who

had myeloid + lymphoid immunophenotype, flow cytometry

and cytochemistry (or immunohistochemistry) showed 43.8%

and 70.8% of positive rates for MPO detection, respectively

(P=0.007). Cytogenetics evidenced t (9;22) (20% ), 11q23/

MLL rearrangements (5% ), complex (13.33% ) and normal

(13% ) karyotypes. The frequency of M- B immunophenotype

in Ph+ MPA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non Ph+ subtypes

(97.1% vs 43.1%, P=0.007). 36(55.4%) and 29(44.6%) cases

were classified into the biphenotype and bilineal leukemia, re-

spectivel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

ics as well as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featur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MPAL is characterized by

prevalence of male and adults. M- B immunophenotype ac-

counts for more than half of MPAL, and the frequency is signif-

icantly higher in Ph + subgroup than non- Ph subgroup. Cyto-

chemistry showe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sensitivity for MPO

analysis compared with FC for myeloid+lymphoid MPAL. Dif-

ference between bilineal and biphenotypic MPAL seems unre-

markable.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is required to insight into

their underlying pathological mechanisms leading to different

immunophenotypic and morphological manifestation.

A408.雷帕霉素增强化疗对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体
外增殖抑制及对NPG白血病鼠的治疗作用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徐静 吴琼 贺文凤 郑积富

汪清铭 费妍 宋渊 汤爱萍 李振江

目的 探讨雷帕霉素联合阿霉素及阿糖胞苷在体外

对 SHI-1 细胞增殖的影响及对 NPG 白血病鼠的治疗作用。

方法 0.5 μmol/L 阿霉素+0.5 μmol/L 阿糖胞苷（化疗组）、

5 μmol/L雷帕霉素组、阿霉素+阿糖胞苷+雷帕霉素（联合组）

处理人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细胞株SHI-1细胞，采用CCK8

法检测SHI-1细胞体外增殖。将 1×107个SHI-1细胞经尾静

脉接种于 NPG 鼠体内，流式细胞仪检测 NPG 鼠外周血

CD45、33双阳性细胞比例大于 1%时，随机分成 3组进行治

疗，对照组 10只，化疗组 11只，雷帕霉素组 12只，联合化疗

组 12 只，阿霉素（1 mg/kg）,隔天 1 次，共 3 d，阿糖胞苷（100

mg/kg）及雷帕霉素（10 mg/kg）每日 1次，共 5 d，药物腹腔注

射。治疗结束后第1天每组随机处死1只，通过大体解剖、流

式细胞术及病理学检测 NPG 鼠体内 SHI-1 细胞浸润程度。

结果 单药雷帕霉素可有效抑制SHI-1细胞增殖，联合组较

雷帕霉素及化疗组具有更显著的抑制作用（联合组、化疗组

及雷帕霉素组抑制率分别为 60.3%，49.9%，35.4%，P<

0.05）。对照组、化疗组、雷帕霉素组、联合组的NPG鼠中位

生存期分别为 30.5、35.0、34.0、39.0 d，各治疗组与对照组生

存期均有明显差异且联合组NPG鼠生存期较化疗及雷帕霉

素组显著延长（P<0.05），而化疗组与雷帕霉素组无明显差异

（P>0.05）。治疗结束后第1天，对照组、化疗组、雷帕霉素组

以及联合组 NPG 鼠脾脏重量分别为 78.6、16.1、48.9、11.7

mg，外周血、骨髓以及脾脏中CD33、CD45双阳性细胞比例

分别为：对照组 20.2%、23.2%、16.8%,化疗组 13.6%、14.2%、

5.50%，雷帕霉素组 2.02%、2.68%、3.31%，联合组 0.309%、

2.49%、1.22%。病理显示在化疗结束后第1天，化疗组、雷帕

霉素组及联合组脏器中白血病浸润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

对自然死亡的NPG鼠大体解剖发现，对照组死亡时体内多

个脏器（肾、肝、胃、肠系膜、纵隔、膀胱、脊柱、皮下、耳后、颈

部）均可见绿色瘤生长，化疗组、雷帕霉素组及联合组自然死

亡的NPG鼠仅少量脏器可见瘤体生长。结论 雷帕霉素在

体外及NPG白血病鼠体内均可抑制SHI-1细胞增殖，并能增

强化疗的作用，延缓白血病细胞在NPG鼠体内的浸润，延长

白血病鼠生存期。

A409.浙贝黄芩汤对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 PTEN、
PI3K调控作用研究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林楠 张雅月

目的 初步探索浙贝黄芩汤对AML患者的疗效及患者

外周血中 PTEN、PI3K 基因的调控作用。方法 入组 AML

患者37例，按随机数字表分为治疗组17例(浙贝黄芩汤配合

化疗)，对照组20例(单纯化疗组)，采集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

3~5 ml，以人中性粒细胞分离液分离出中性粒细胞，提取总

RNA，应用Real-time PCR检测比较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

后PTEN mRNA、PI3K mRNA表达情况。结果 治疗组CR

者6例，PR者2例，NR者9例，总效率为47%，对照组CR者8

例，PR者2例，NR者11例，总效率为50%，治疗组OR稍低于

对照组，经检验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

疗前后证候积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组治疗

前与治疗后相比痰瘀互阻、热毒夹湿的症状、体征明显缓

解。治疗前 PTEN mRNA表达：治疗组、对照组相对β-actin

表达量分别为0.0396(0.1272,0.2063)、0.0312(0.0478,0.4000)，

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 PTEN 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PTEN mRNA表达：治疗组、对照组相对β-actin

表 达 量 分 别 为 0.0778(0.2087,1.0692)、0.13974(0.7862,

0.1772)，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PTEN表达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比较治疗组与对照组轶均值，治疗组 PTEN

表达较对照组高。治疗前PI3K mRNA表达：治疗组、对照组

相对 β- actin 表达量分别为 0.0026(0.0062,0.0097)、0.0011

(0.0034,0.0010)，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前PI3K表达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PI3K mRNA表达：治疗组、对照

组相对β-actin 表达量分别为 0.0100(1.4590,1.4330)、0.0509

(1.5760,1.481)，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后 PI3K 表达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比较治疗组与对照组轶均值，对照组

PI3K表达较治疗组高。结论 浙贝黄芩汤联合化疗能改善

患者临床症状，其上调抑癌基因PTEN和下调致癌基因PI3K

的表达可能是浙贝黄芩汤治疗AML的部分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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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0.人源化抗CD19 CAR-T细胞治疗急性B淋巴
细胞白血病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临床研究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曹江 程海 齐昆明 张常晓

韩笑 陈伟 徐开林

目的 探讨应用人源化CD19 CAR-T细胞治疗难治/复

发性B-ALL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符合入组标准

的18 例既往接受或未接受鼠源CD19CAR-T 细胞治疗的难

治/复发性 B-ALL儿童和成人患者入组本临床试验。患者在

氟达拉滨和环磷酰胺为基础的预处理化疗后接受了剂量为

1×106/kg的自体人源化CD19 CAR-T（hCART19s）细胞的输

注。在患者回输CAR-T细胞后观察其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

性。结果 在既往未接受鼠源CD19 CAR-T治疗的患者中，

92.9%（13/14）可评价的患者在 hCART19s输注后第 30天获

得了完全缓解 (CR) 或者CR伴血细胞不完全恢复(CRi)。在

鼠源CD19 CAR-T细胞治疗缓解后复发且再次输注无效的

CD19+B-ALL患者中，仅33.3%（1/3）患者在hCART19s治疗

后获得了CR。180 d时总生存率及白血病无病生存率分别

达到 65.8%和 71.4%。累积复发率及非复发死亡率分别为

22.6% 和7.1%。4例患者获得CR后接受了自体或异体造血

干细胞移植。76.4%患者（13/17）出现了 1~2 级的细胞因子

释放综合征（CRS），23.6%患者（4/17）出现了 3~5级的CRS。

而只在 1 例患者 (5.6% )观察到可逆性神经毒性。结论

hCART19s可有效治疗难治/复发性的成人及儿童B-ALL患

者，其治疗相关的CRS及神经毒性发生率较低。hCART19s

输注后桥接自体或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可使患者减少复发

的风险。

A411.对比地西他滨联合化疗治疗老年及非老年初
诊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疗效及安全性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付玉 孙京男 刘晓亮 谭业辉

目的 评估地西他滨联合小剂量化疗治疗老年（≥60

岁）与非老年（<60岁）初诊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疗效及

安全性。方法 回顾分析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2014年 1月至

2018年1月收治的初诊AML患者，因存在高龄（≥60岁）、血

液病史、不良预后核型、严重感染或脏器功能不全等不利因

素，接受地西他滨联合小剂量化疗诱导治疗。根据年龄，分

为老年及非老年两组，对比其缓解率、预后及安全性。结果

共纳入62例患者，其中非老年组25例，中位年龄51岁，男女

比例为 11∶14，低危组 4例，中危组 13例，高危组 8例。老年

组 37例，中位年龄 64岁，男女比例为 18:19，低危组 9例，中

危组 17例，高危组 11例。二组比较，总有效率无明显差异

（18/25，72.0%对 29/37，78.4%，P>0.05），非老年组完全缓解

率为 68.0%（17/25），略高于老年组 59.5%（22/37）（P>0.05）。

所有患者均发生 4级血液学毒性，感染发生率分别为 80.0%

（20/25）和 73.0%（27/37），其中 3~4 级感染发生率分别为

24.0%（6/25）和 21.6%（8/37），P>0.05。无严重出血、肝肾及

心功能损害。治疗相关死亡率为 4.0%（1/25）和 2.7%（1/

37）。截止到随访时间（2018年 7月 30日），二组中位OS及

无病生存期（DFS）均无明显差异（9 个月对 13 个月，P=

0.0694；6个月对9个月，P>0.05）。性别、基因突变、外周血白

细胞数及骨髓原始细胞数对缓解率及生存期均无明显影响

（P>0.05）。间歇第 21天髓系残存≥3.08%是老年AML患者

OS及DFS的预后不良因素。结论 地西他滨联合小剂量化

疗治疗初诊AML缓解率高，耐受性好，老年人与非老年人疗

效无明显差异。间歇第 21天髓系残存≥3.08%是老年AML

的预后不良因素。

A412.基因突变在MDS/AML及AML中的意义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吴广胜 胡偏

目的 探讨MDS、MDS/AML及原发AML基因突变频

谱的异同点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以98例MDS患者、32例

MDS/AML患者及234例原发AML患者为研究对象，利用二

代测序技术检测基因突变。结果 DNMT3A(P=0.006)、

IDH2(P=0.004) 及 NPM1(P=0.002) 等基因突变在 MDS 与

MDS/AML 两组间的突变率有统计学差异；FLT3-ITD(P=

0.001)、NPM1(P=0.002)、CEBPA(P=0.011)及 IDH2(P=0.019)

等基因突变在MDS与原发AML两组间的突变率有统计学

差异；所有受检基因突变在MDS/AML与原发AML两组间

的基因突变的突变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MDS、

MDS/AML及原发AML基因突变的突变频谱具有相似性及

异质性，从 MDS 到 MDS/AML、原发 AML 基因突变的变化

不仅影响疾病转归及预后而且可帮助鉴别MDS/AML和原

发AML。

A413.T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伴纯红细胞再生障
碍性贫血切脾治疗一例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熊媛媛 张丽娜 张青兰 周

虎 李刚苹 刘新建 魏旭东 宋永平

目的 探讨脾切除治疗在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

中的意义。方法及结果 患者男，47 岁，主因“乏力盗汗

2年”就诊，外院考虑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给予环孢素治疗

半年，脱离输血依赖，后停药，停药半年后出现乏力，复查提

示贫血加重，再次加用环孢素治疗 1 年，疗效不佳，输血依

赖，血红蛋白低至40 g/L，入院后晚上相关检查，骨髓提示纯

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大颗粒淋巴细胞检测阳性，TCR基

因重排阳性，TCR-Vb 阳性，脾大，给予切牌治疗后血象恢

复，HGB维持90~110 g/L，复查TCR-Vb仍阳性，大颗粒淋巴

细胞白血病克隆依旧存在，切脾治疗后随访 8个月，病情稳

定。结论 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较少见，治疗多以免

疫抑制治疗为主，国外有少量文献报道，切脾治疗大颗粒淋

巴细胞白血病有效率为24%~86%，提示T-LGLL脾肿大伴顽

固性血细胞减少时，脾切除可作为可行选择。但总体病例数

较少，需要更多的研究以明确。

A414.一代与二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联合化疗治疗
BCR-ABL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疗效比较
河南省肿瘤医院 刘莹 魏旭东

目的 探讨一线应用一代与二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TKI)联合化疗治疗 BCR-ABL 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临床疗效差异及预后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2012年

4月至2018年6月89例BCR-ABL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影响因素，比较一线应用一代与二代

TKI是否存在临床疗效差异。结果 应用一代TKI(伊马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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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组患者60例，二代TKI(达沙替尼)组患者29例，两组患者

在性别、年龄、初诊时白细胞计数、初诊时血红蛋白浓度、初

诊时血小板计数、染色体核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TKI

开始时间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一代与二代TKI组比较：

诱导治疗 4 周完全缓解 (CR)率分别为 83.3%和 89.7%(P=

0.534)，治疗过程中获得分子学完全缓解 (CMR)分别为

48.3%和 58.6%(P=0.36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一代和二

代 TKI 组 2 年总生存(OS)率分别为 34.9%、64.0%(χ2=4.743，

P=0.029)，2 年无复发生存(RFS)率分别为 17.2%、55.0%(χ2=

8.801，P=0.0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中显示

治疗过程中获得分子学完全缓解(HR=0.281，95%CI 0.151~

0.523，P=0.000)是OS预后良好的独立影响因素，治疗过程中

获得分子学完全缓解 (HR=0.209，95% CI 0.112~0.390，P=

0.000)、应用二代 TKI(HR=0.318，95% CI 0.158~0.641，P=

0.001)是RFS预后良好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 一线应用二

代TKI联合化疗治疗BCR-ABL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无论是总生存时间还是无复发生存时间都优于一代TKI。

A415.30种血液肿瘤高频基因体细胞与胚系突变与
血液疾病相关性分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张楠晨 龚玉萍

目的 分析 30种血液病高频基因体细胞、胚系突变在

血液病中的表达及意义。方法 收集2015年1月至2018年

4月于康圣达公司检测的254例患者30种基因突变情况，分

析其在血液疾病中的发生、诊断价值和意义。结果 ①基因

突变: 24例(9.4%)未检测到突变，230例(90.6%)共检测到659

个位点突变，其中体细胞突变 520个(78.9%)，胚系突变 139

个(21.1%)。突变数位于前10位的基因(体细胞突变:胚系突

变:常见突变位点:确诊诊断):NF1为47:16，6921+40A>G，体:

MDS、AML 各 12 例；胚:4 例 MDS，1 例 AML；TET2 为 39:

20，2604T>G，体:6例MDS，14例AML，4例MDS/MPN；胚:5

例MDS，4例AML；ASXL1为26:22，3692C>T，体:7例MDS、

5例AML，4例 MDS/MPN；胚:6例AML，4例MDS；BCOR为

20:15，494C>T，体:MDS、AML 各 3 例 ，5 例 AA；胚:4 例

AML，2 例 MDS；CEBPA 为 35:0，937_939dupAAG，体:2 例

MDS，17 例 AML；RUNX1 为 28:4，611G>A，体:4 例 MDS，7

例AML；胚:1例AA；TP53 为 29:3，658T>C，体:12例MDS，7

例AML；胚:1例AML；NRAS为30:1，34G>A，体:3例MDS，8

例 AML；BCORL1 为 11:19，3332C>T，体:3 例 MDS，2 例

AML；胚:4例AML，2例MDS；STAG2为 24:3，1732-33T>C，

体:MDS、AML 各 6 例，胚:1 例 MDS。②突变特点:1、TP53、

TET2、STAG2、RUNX1、NRAS、IDH2、BCOR 以体细胞突变

为主，BCORL1以胚系突变为主，CEBPA仅有体细胞突变，

BCOR、ASXL1发生体细胞及胚系突变比例相似，ZRSR2的

42-4C>A既能发生体细胞突变，也能发生胚系突变，致病意

义不明确，其余位点暂未发现同时有两种突变。③与疾病关

系：TP53 倾向发生 MDS，TET2、RUNX1、NRAS、NPM1、

IDH2、CEBPA、BCOR 倾向发生 AML，BCORL1、ASXL1、

NF1 发生 AML、MDS 概率相似，BCOR 倾向发生 AA。结

论 体细胞、胚系突变在发生率、突变位点、疾病类型等方面

有差异，进一步研究对血液病分型、预后有重要提示。

A416.Impact of treatment algorithm on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

multi-center analysis
1.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2.Depart-

ment of Hematology,Changhai Hospital，Chinese Army Medi-

cal University;3.Department of Hematology,Program of trans-

plantation and cell therapy,Program of leukemia,Centre de Re-

cherche en Cancérologie de Marseille (CRCM),Institut Paoli-

Calmettes,Aix Marseille University;4.Institute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s Hospital,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

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Gao Wenhui1,4,

Zhao Huijin1, Yin Chunyun1, Wang Ziwei2, Wang Ling1, Tang

Wei1,Raynier Devillier3,Didier Blaise3, Huang Pingping4, Wang

Jianmin2, Hu Jiong1

The overall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acute my-

eloid leukemia (AML) remained poor. In this multi-center ret-

rospective analysis, we evaluate the potential prognostic fac-

tors associated with treatment outcome in 220 patients with re-

fractory AML. The criteria of refractory AML was defined as

primary induction failure (PIF; n=96), early relapse (CR1 <6

months; n=57), late relapse (CR1>6 months) refractory to sal-

vage chemotherapy (n=61), or multiple relapses (n=6). Among

these patients, 131 received salvage chemotherapy without sub-

sequent allo- HSCT, while 60 received salvage chemotherapy

followed by allo-HSCT and 29 received direct allo-HSCT with-

out any salvage chemotherapy. With a median of 24.4 months

follow-up，a total of 72 patients were alive while 56 remained

in complete remission. The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leukemia-free survival (LFS) were 10 months and 8.9 months

respectively. In patients receiving salvage chemotherapy (n=

191), response rate including complete remission or complete

remission with incomplete hematological recovery (CR/CRi)

was 42.2% (n=81). However, whether or not CR/CRi was ob-

tained, the OS/LFS of patients without subsequent allo-HSCT

was poor with 4-year OS at 4.0%±3.3% while 89 patients treat-

ed with direct allo- HSCT or following salvage chemotherapy

showed a significantly imporved 4-year OS of 46.2%±5.9%(P<

0.001).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only the treatment algorithm

with allo-HSCT included was associated with improved over-

all outcome (P<0.001).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allo- HSCT

was the only prognostic factor for both OS and LFS (P<0.001;

RR=0.411[OS]; P<0.001; RR=0.401[LFS]). These results indi-

cate that allo- HSCT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reatment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AML while salvage chemotherapy

had no impact on the treatment outcome.

A417.DACT1通过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抑制白
血病细胞KG-1α凋亡的研究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朱珂 刘卓刚

目的 通过转染DACT1质粒，上调其在白血病KG-1α

细胞中的表达，研究DACT1对白血病细胞增殖及凋亡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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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及作用机制。方法及结果 通过克隆形成实验检测过表

达DACT1对KG-1α细胞的增殖能力的影响。结果显示，转

染DACT1组较空载体组的克隆形成能力显著降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应用CCK-8法检测DACT1转染组

及空载体转染组细胞的增殖情况。结果显示过表达DACT1

组细胞的吸光度值低于空载体转染组。应用流式细胞术检

测过表达DACT1对细胞凋亡的影响。结果显示，DACT1组

凋亡率为（26.07±1.14）%，空载体组为（1.67±0.10）%，过表达

DACT1使 KG-1α细胞的凋亡率明显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通过Western blot方法检测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结

果显示过表达DACT1组细胞中促凋亡蛋白Bax、Caspase-3、

Caspase-9表达升高，抗凋亡蛋白Bcl-2表达下调。利用免疫

荧光法检测β-catenin的细胞内定位，结果显示转染DACT1

后，KG-1α细胞核内的β-catenin 的表达下调。进一步 West-

ern blot结果显示，过表达DACT1可以下调wnt/β-catenin信

号通路靶基因 cyclinD1、cyclin E1 及 c-myc 的表达。结论

DACT1可以抑制白血病KG-1α细胞的增殖和凋亡，并调节

凋亡相关蛋白的表达，这种作用可能是通过调控 wnt/β-

catenin信号通路实现的。

A418.二代测序技术在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预后评
估中的价值
江苏省人民医院 陈肖 洪鸣 朱雨 金晖 钱思轩 李

建勇 乔纯

目的 探讨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基因突变情况

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采用二代测序技术检测 204例初诊

非M3型AML患者23种基因突变情况，分析基因突变与临床

预后的相关性。结果 204 例 AML 患者基因突变率为

80.9%（165/204），其中突变率最高的基因为NPM1（22.1%），

其次为 ASXL1（18.1%）、TET2（18.1%）、IDH2（15.7%）、

CEBPA（14.7%）、FLT3-ITD（13.2%）和 DNMT3A（11.8%）。

TET2 基因突变组与野生型组相比，发病年龄更高（P<

0.001）；IDH2基因突变组与野生型组相比，骨髓原始细胞比

例更高（P=0.035）；与野生型组相比，FLT3-ITD基因突变组

男性患者比例高（P=0.027），外周血白细胞计数（WBC）高

（P=0.042）和骨髓原始细胞比例高（P=0.001）；NPM1基因突

变组与野生型组相比，骨髓原始细胞比例更高（P=0.003）。

单因素生存分析显示，NPM1 +/FLT3- ITD- 组与其他组

（NPM1+/FLT3-ITD+组、NPM1-/FLT3-ITD+组和NPM1-/FLT3-

ITD-组）比较，总体生存（OS）更长（P=0.033）；与野生型组和

单突变组比较，CEBPA 双突变组有更长 OS（P=0.043）；

RUNX1突变组（P=0.019）、TP53突变组（P=0.035）和ASXL1

突变组（P=0.041）分别与野生型组相比，均有更短 OS；

RUNX1 突变组较野生型组无复发生存（RFS）更短（P=

0.004）；老年患者（>60岁）与年轻患者（≤60岁）相比，具有更

短 OS（P<0.001）和 RFS（P=0.008）；中高危细胞遗传学组与

低危组相比有更短OS（P=0.015）和RFS（P=0.033）。多因素

生存分析显示年龄（>60 岁）（P=0.024）、中高危核型（P=

0.032）、IDH2基因突变（P=0.015）和KIT基因突变（P=0.039）

是OS独立不良危险因素，而NPM1+/FLT3-ITD-是较好预后

因素（P=0.035）；中高危核型（P=0.014）、高 WBC（P=0.008）

和 RUNX1 基因突变（P=0.026）是 RFS 独立不良危险因素。

结论 二代测序技术检测初诊AML患者基因异常，能够为

临床诊疗和评估预后提供重要依据。

A419.A new Tool for 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

sessment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

kemia
Beijing Hospital Zhang Chunli, Feng Ru, Li Jiangtao, Wang

Ting, Bai Jiefei, Liu Hui

We aimed to validate the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IADL) scales, age, comorbidities, and albumin (IACA)

index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Patients aged ≥60 years, who had been diagnosed with AML,

were screened for eligibility. A total of 21, 34, and 6 patients

were categorized as IACA low- risk (0 points), intermediate-

risk (1-2 points), and high-risk (≥3 points) groups, respective-

ly. Thirty- nine patients received induction chemotherapy (IC,

n=35) or decitabine (n=4) after diagnosis, and the rate of com-

plete remi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IACA low-risk

group than that of intermediate-risk group (68.4% vs 30.0%, P=

0.016). The rate of relapse/progression- related mortality was

23.8%, 58.8%, and 100.0% in the IACA low- , intermediate- ,

and high-risk groups, respectively (P<0.001). The 2-year prob-

ability of overall survival (OS) was 47.7% and 20.2% in the

IACA low- and intermediate- risk groups, respectively (P=

0.014), which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high- risk group (0.0% ). In the IACA low- risk groups, the 2-

year probability of OS in patients receiving IC was significant-

ly higher than in those receiving best supportive care (50.8%

vs 0.0%, P<0.001). Thus, IACA index may be a new and effec-

tive tool for 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 in elderly

AML patients.

A420.miR- 139- 5p inhibits the leukemogenesis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through the PI3K/Akt

pathway by targeting Tspan3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Zhang Ronghui, Jiang Zhongxing,

Sun Ling, Tang Ping, Zhang Shu, Pei Rongrong

Objective Dysregulation of miRNAs is closely implicat-

ed in the initiation and progression of human cancers including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miR-139-5p was reported to

be a potent tumor suppressor in adult AML. However, the mo-

lecular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tumor suppressive role of

miR-139-5p in AML remains to be further defined. Methods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were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ex-

pressions of miR-139-5p and tetraspanin3 (Tspan3) in AML pa-

tients and cells.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qRT-PCR and west-

ern blot were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iR-

139- 5p and Tspan3. Cell proliferation,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were evaluated by CCK-8, flow cytom-

etry, Transwell invasion and migration assay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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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 blot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the protein levels of

phosphorylated- protein kinase B(p- Akt) and Akt. Results

miR- 139- 5p exp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span3 expression at both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was mark-

edly increased in AML patients and cells. Tspan3 was identi-

fied as a target of miR-139-5p and was negatively regulated by

miR-139-5p. Rescue experiments demonstrated that ectopic ex-

pression of miR- 139- 5p inhibited cell proliferation, invasion

and migration, and induced cell cycle arrest at S phase in AML

cells, which were partially reversed by Tspan3 overexpression.

Additionally, we found that miR-139-5p suppressed the phos-

phoinositide 3-kinase (PI3K)/Akt pathway in AML cells by tar-

geting Tspan3. Conclusion Our study concluded that miR-

139-5p suppressed the leukemogenesis in AML cells by target-

ing Tspan3 through inactivation of the PI3K/Akt pathway, pro-

vid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ML progression.

A421.慢性嗜酸性粒细胞白血病转化为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一例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郝正栋 张连生 李莉娟 郭晓嘉

楚松林 刘洋 周文

目的 报道慢性嗜酸性粒细胞白血病转化为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一例，增强以对该病的认识。方法及结果 患者

表现为以外周血白细胞数（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血

小板数增高、贫血以及胸腔积液为临床特征慢性嗜酸性粒细

胞白血病，同时发现其具有 t(21;22)(q22;q11.2)染色体异常。

患者早期经干扰素治疗后可有效控制病情，表现为白细胞及

血小板数恢复正常，血红蛋白水平>100 g/L，但嗜酸性粒细

胞比例仍偏高。观察随访约19个月后疾病转化为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经过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方案治疗后骨髓可以

达到完全缓解。结论 目前国内外文献均未报道 t(21;22)

(q22;q11.2)染色体异常在 MDS、MPN、MDS/MPN 及白血病

等血液系统疾病中出现。该病例转化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结合文献复习，提示慢性嗜酸性粒细胞白血病预后差，需

探索更有效的治疗方案。

A422.丙戊酸钠、沙利度胺联合小剂量AA方案治疗
老年白血病疗效观察
邢台市第一医院 原现华 杨艳敏 王佩 郝秀君 董

照 赵志芳 徐伟格 席亚男 张云晓

目的 探讨丙戊酸钠、沙利度胺联合化疗治疗老年急性

髓系白血病（AML）疗效。方法 回顾分析22例患者均为我

院 2009年 3月至 2016年 7月住院患者，中位年龄 65.3岁，其

中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MDS)转化的 AML（MDS-AML）

7例，15例初治AML。其中 8例患者脏器功能正常；其余患

者 3例B型尿钠肽（BNP）升高；4例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升

高；2例肌酐清除率降低；2例心电图示心肌供血不足；3例血

糖升高，诊为糖尿病。考虑患者重要脏器功能退化可能不能

耐受标准方案化疗药物带来的不良反应，或标准方案化疗过

程中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感染、出血，增加患者死亡风险。我

科探索丙戊酸钠、沙利度胺口服，联合小剂量阿柔比星+阿糖

胞苷方案化疗的疗效。结果 1个疗程后评价治疗效果，22

例中CR 8例（36.4%），PR 6例（27.3%）。1例化疗后死于骨

髓抑制期，3例治疗后临床症状及检查指标无好转，另4例中

途放弃，自动出院，失去追踪。 不良反应：22例患者出现不

同程度的恶心、呕吐、上腹不适、便秘等胃肠道反应，1例有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史患者，出现心律失常，经给予

对症处理后好转。3 例患者出现感染，其中 2 例肺部感染，

1例感染部位不明确。1例出现消化道出血黑便。所有患者

均无丙戊酸钠精神、神经异常等不良反应。结论 丙戊酸

钠、沙利度胺联合小剂量阿柔比星+阿糖胞苷不良反应少，疗

效明确，为治疗老年AML一种较好的选择。

A423.从真实世界看索拉非尼对高危FLT3-ITD阳
性急性髓系白血病的分层治疗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贾晋松 主鸿鹄 王婧 宫立众 赵

婷 江倩 黄晓军 江浩

目的 从真实世界数据探讨索拉非尼对高危FLT3-ITD

突变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FLT3-ITD + AML）分层治疗结

果。方法 收集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我所初发FLT3-

ITD+AML患者 114例，了解患者初诊时生物学特征，采用化

疗方案进行诱导治疗，随访病例，并对其缓解率、预后等进行

统计学分析。结果 FLT3-ITD+AML初诊时分子学检测发

现其中伴随良好预后基因 52 例（NPM1 46 例，ETO 5 例，

CEBPA双突变1例）；其他类型FLT3-ITD+AML 62例。所有

患者均至少完成了1个疗程的诱导治疗并进行了疗效评估，

1个疗程完全缓解（CR）率为50%（57/114），2个疗程CR率为

72.5%（74/104）。52例FLT3-ITD+AML同时伴随良好预后基

因表达的患者 1个疗程CR率为 67.3%（35/52），2个疗程CR

率为83.3%（40/48）；62例其他类型FLT3-ITD+AML患者1个

疗程 CR 率为 35.5%（22/62），2 个疗程 CR 率为 64.8%（35/

54）；两者之间比较 CR 率有显著性差异（P<0.05），显示

FLT3-ITD+AML合并良好预后基因突变的患者治疗效果相

对较好。对于其他类型 FLT3-ITD+AML 1 个疗程 NR 的患

者，随后采用索拉非尼联合化疗的 9例患者有 6例达到CR，

缓解率为 66%；采用常规化疗方案的 23 例患者有 7 例达到

CR，缓解率为 30.4%，两者之间统计学有显著性差异（P<

0.05），显示索拉非尼联合化疗方案可以显著提高FLT3-ITD+

AML不缓解患者的CR率。比较两者之间的OS和DFS，索

拉非尼联合化疗与常规方案化疗患者无明显差异（P值分别

为0.641和0.517）。结论 FLT3-ITD+ AML患者整体预后不

良，通过索拉非尼联合化疗的方案对不伴随良好预后基因的

高危FLT3-ITD+ AML进行分层治疗可以提高疗效。

A424.B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骨髓单个核细胞中
PARD3转录水平检测及其意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徐衍 张静 张加敏 吴利新 卢润

青 黄晓军 刘开彦 阮国瑞

目的 探索其在成人B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

骨髓单个核细胞中极性缺陷基因（PARD3）的转录水平及其

临床意义。方法 以ABL1为内参基因，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检测 208 例初诊急性白血病患者骨髓单个核细胞和

10种血液肿瘤细胞系中PARD3的转录水平，20例造血干细

胞移植健康供者作为对照。结果 PARD3在B系ALL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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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Ball-1和Bv173中高表达(分别为195.3%和129.6%)，在急

性髓系白血病细胞系中转录水平较低。PARD3在 138例初

诊 B 系 ALL 组中转录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供者组[92.8%（0~

316.2%)对 13.74%（0~41.1%），P<0.01]，而 32 例初诊急性髓

系白血病组[11.6%（0~114.2%)]PARD3的转录水平与健康供

者组无显著性差异(P=0.72)。6 例 B 系 ALL 复发组[110.3%

(1.3%~499.8%)]的PARD3转录水平显著高于完全缓解组，且

与初诊 B 系 ALL 组无显著性差异，而 32 例完全缓解组

[10.5%(0.4%~64.5%)]的PARD3表达水平与健康供者组无显

著性差异(P=0.36)。结论 PARD3在B系ALL患者骨髓单

个核细胞中转录水平升高，且其转录水平与临床病程密切相

关，可能在B系ALL病理机制中发挥一定作用。

A425.FLT3相关通路负向调控分子 SHP-1可能成
为FLT3-ITD突变AML潜在的治疗靶点
同济医院 李童娟 李丹 赵磊 王珏 商臻 周剑峰

目的 通过阐明SHP-1在FLT3相关信号通路中生理性

负向调控机制，为针对FLT3-ITD突变新的靶向策略提供理

论依据。方法 验证磷酸酶SHP-1与FLT3结合，在体和离

体观察FLT3与SHP-1相互作用的生物学效应。人工构建多

肽调控SHP-1活性，探讨阻断FLT3-ITD异常活化信号通路

的可行性。结果 研究者通过免疫共沉淀技术联合蛋白质

谱分析，发现磷酸酶SHP-1与FLT3结合。进一步通过 co-IP

及邻位连接技术（PLA）验证了 SHP-1 与 FLT3-WT 及 FLT3-

ITD 的相互作用。在 FLT3-ITD 杂合突变的 AML 细胞株

molm13 及 crispr-cas9 构建的 FLT3-ITD 敲入同源疾病模型

SKM-1 FLT3-ITD细胞中，结合PLA互作定量、pNPP磷酸酶

活性检测、Western blot 信号通路蛋白表达变化试验，我们

发现 SHP-1 与 p-FLT3 结合后获得磷酸酶活性，进而使得

p-FLT3本身及部分下游通路重要蛋白去磷酸化而终止信号

传递。其次，通过慢病毒感染方法在 FLT3-WT/ITD细胞中

过表达或沉默SHP-1蛋白来研究生物学效应发现，在AML

中过表达SHP-1可能促进细胞凋亡、抑制增殖及克隆形成能

力，尤其在FLT3-ITD细胞中更显著。我们通过 tet-on病毒诱

导系统获得稳定过表达 SHP-1的细胞株，NCG小鼠体内试

验发现DOX诱导表达SHP-1的AML移植小鼠白血病浸润

程度降低。最后，通过计算机模拟蛋白结构分析，构建截短、

突变质粒在细胞中过表达后PLA验证发现，FLT3与SHP-1

N-SH2 R30位点结合。利用特异性激活SHP-1的穿模多肽

进行研究发现，该多肽可以促进AML细胞尤其是FLT3-ITD

突变细胞的凋亡,抑制细胞增殖活性及 FLT3 下游信号通

路。裸鼠皮下瘤模型局部注射多肽试验表明，激活SHP-1组

肿瘤明显小于对照组。结论 研究者发现磷酸酶SHP-1通

过N-SH2结构域与FLT3分子直接相互作用，通过抑制FLT3

及其下游信号通路的磷酸化，发挥促凋亡、抑增殖的负向调

控效应。通过人工构建多肽靶向激活SHP-1的生理功能，抑

制FLT3-ITD相关的异常活化信号，可能成为FLT3-ITD新的

靶向策略。

A426.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s of he-

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a single central

retrospective study of 40 cases
H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Shi Pengfei, Chen Can,

Qian Shenxian

Objective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is rare

in adult and usually fatal without treatment. Malignant lympho-

ma and EBV infection were the most common initiating diseas-

es. Clinical presents are complex and unspecific. Methods

We reviewed the clinical features, underlying diseases and

prognostic factors of 40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HLH in our

hospital between January 2011 to December 2016. Results

Lymphoma followed by infection were the majority diseases

which induced HLH. Treatment strategies were depend on the

underlying diseases. Chemotherapy included etoposide was

widely used in the lymphoma patients. The median survival

time was 2.85 months. 36 patients died during the treatment.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we found high level of LDH (P=

0.001), increased aspartate transaminase (P=0.031) and EBV

copies ≥1.0×103 copy/ml were inferior prognostic factors. For

multivariate analysis, the high level of LDH and EBV copies

we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Conclusion Since

death is often occurred if early administration of an efficient

therapy could not be performed, timely diagnosis is essential in

haemophagocytic syndrome.

A427.CD39/CD73/ADO/A2AR与HIF-1α在慢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中的表达及作用
山东省立医院 蔡怡勍 封丽丽 袁代 王倩 王欣

目的 检测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 患者骨髓中

CD39、CD73、腺苷（ADO）及A2AR受体和HIF-1α的表达情

况，探讨 CD39/CD73/ADO/A2AR 系统对 CLL 细胞增殖及

HIF-1α表达的影响。方法 收集CLL患者（研究组）及健康

对照（对照组）的骨髓并分选淋巴细胞。通过 RT-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并比较两组骨髓中 CD39、CD73、A2AR 和

HIF-1α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情况；采用流式细胞术确认

CD39、CD73、A2AR和HIF-1α在CLL细胞的表达情况；最后

应用 A2AR+的 CLL 细胞株验证 A2AR 激动剂与拮抗剂对

CLL细胞增殖及HIF-1α蛋白表达的影响。结果 ①CLL患

者骨髓中 CD39、CD73、A2AR 和 HIF-1α的 mRNA 及蛋白表

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进一步的分析显示，

CD73及HIF-1α的表达水平与CLL患者的分期相关，Rai分

期Ⅳ期及Binet分期为B/C期的患者显著高于Rai分期Ⅰ~Ⅲ
期及Binet分期A期的患者（P<0.05）。②流式细胞术分析结

果显示 CLL 患者骨髓中 CD39 + CLL 细胞比例高于 CD73 +

CLL 细胞及 HIF-1α+CLL 细胞（P<0.05），CD39+CLL 细胞及

CD73+CLL 细胞的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③
CLL 细胞（Lym-2）购自美国 ATCC，Western blot 检测显示

Lym-2细胞表达A2AR蛋白，加入A2AR激动剂（CGS21680，

10 μmol/L）可 促 进 CLL 细 胞 增 殖 ，而 A2AR 拮 抗 剂

（SCH58261，5 μmol/L）可抑制 CLL 细胞增殖。④CLL 细胞

表达的 HIF-1α随着 A2AR 激动剂 CGS21680 浓度的增加而

增高。结论 CLL 患者骨髓中 CD39、CD73、A2AR 和 HIF-

1αmRNA及蛋白的表达均高于对照组，且CD73及HIF-1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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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水平与CLL患者的分期相关，A2AR的活化与CLL细胞

增殖及 HIF-1α的表达相关。我们的结果说明 CLL 骨髓中

CD39/CD73/ADO/A2AR 系统可能通过影响 HIF-1α表达而

影响CLL的发展。

A428.Acute leukemia during pregnancy: a case se-

ries of 16 patients
H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Chen Can, Qian Shenxian

Objective For better understand the treatment for acute

leukemia during pregnancy, especially for early trimester pa-

tients. Methods We reviewed the data of 16 patients diag-

nosed with acute leukemia during pregnancy in our institution

from 2010 to 2017. Results There is fifteen acute myelocyt-

ic leukemia and one 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 Half patients

(8, 50%) were diagnosed during third trimester. Nearly all pa-

tients (15 of 16) achieved complete remission with individual-

ized therapeutic strategy, and one patient died of disease pro-

gression. The median time of overall survival is 40.9 month.

All patients during first and second trimester received therapeu-

tic abortion. Eight patients with AL during the third trimester

accepted cesarean section, six of eight received chemotherapy

during pregnancy. All neonates were healthy without malfor-

mation or growth retardation up to now. Conclusion AL dur-

ing pregnancy is a complicated and dilemma situation for clini-

cian. Monitoring carefully is essential and treatment strateg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individually for both maternal and fetal.

A429. OPN促进白血病干细胞存活维持白血病发展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2.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血液学研究所 陈幸 1 胡雪莲 1 周盼 1 罗毅 1 袁卫平 2

周剑峰 1

目的 相关研究显示，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在

肿瘤中的高表达常与肿瘤转移和不良预后相关。然而，目前

针对OPN在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中研究主要局限于患者

样本的分析及生物信息学统计，关于OPN对AML中白血病

细胞和白血病干细胞的生物行为学的影响，机制以及作为治

疗靶点的潜力尚不清楚。我们对此进行研究。方法及结

果 通过分析临床数据库及本中心的临床样本数据，发现了

OPN在AML中枢浸润中的重要作用，是AML细胞存活的重

要信号之一。为了探究OPN作为AML治疗靶标的可能性，

利用RNA干扰技术分别建立了OPN敲降的人血液系统恶

性肿瘤细胞系体外模型和小鼠 MLL-AF9 过表达的在体模

型。结果发现：体外模型中骨桥蛋白敲降后出现细胞系活性

下降、凋亡增加、细胞周期阻滞、迁移能力减弱。而在在体模

型中，OPN敲降可以有效延缓白血病进展，减轻小鼠肿瘤负

荷；OPN敲降组的白血病细胞较对照组出现明显的凋亡增

多、周期受抑、增殖减慢、分化程度增加；且这些表型在白血

病干细胞中差异更为明显。Real-time PCR证实，OPN敲降

后，P16、P18、P21 表达量显著上升；Western blot 检测发现

PUMA 及 cleaved-Caspase3 表达显著上升。提示可能 OPN

敲降后可能通过上调PUMA表达，抑制BCL2蛋白的作用，

从而促进凋亡。结论 在体外和体内水平发现并证实OPN

能够促进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细胞的增殖和迁移，抑制白血病

细胞尤其是白血病干细胞的凋亡。为临床靶向骨桥蛋白治

疗白血病提供了治疗依据。

A430.CpG ODN对急性白血病细胞化疗敏感性的
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宋珂珂 王瑾 马肖容 张

王刚

目的 观察CpG ODN能否增强U937细胞对多柔比星

化疗敏感性，探讨增强急性白血病化疗效果的可能途径。方

法 用MTT方法检测单独应用多柔比星和联合应用不同的

浓度的 CpG ODN 对 U937 细胞的生长抑制率。采用光镜、

Hoechst 染色法和流式细胞仪 Annexin Ⅴ-PI 双染法检测

U937细胞的凋亡情况。采用RT-PCR检测分析凋亡相关基

因Bcl-2和Bax的水平。结果 ①ADM对U937细胞的生长

具有明显抑制作用，并呈浓度、时间依赖性。不同浓度的

ADM单独作用U937细胞24、36 h后，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

对细胞的生长抑制作用逐渐增强。不同浓度的ADM联合

CpG ODN作用U937细胞24、36 h后，随着药物浓度的增加，

对细胞生长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当浓度为 0.5、1、2 μg/ml

时，ADM 联合 CpG ODN 组的细胞生长抑制率均大于单独

ADM 组的细胞生长抑制率。②凋亡分析：单独应用 ADM

时，随着ADM浓度的增加，细胞的凋亡增加，凋亡小体逐渐

增加，在高浓度时细胞核碎裂明显，几乎不可见完整细胞

核。单独CpG ODN处理细胞24 h后细胞核大多完整，几乎

未见明显凋亡小体。ADM联合CpG ODN作用细胞24 h后，

随着ADM浓度的增加，细胞的凋亡增加，凋亡小体形成逐渐

增多，且较单药组增多。浓度分别为0.25、0.5、1、2 μg/ml时，

ADM联合CpG ODN组细胞的早期凋亡率均大于单独ADM

组细胞的早期凋亡率，两组之间有显著性差异（P 均小于

0.05）。③机制研究：不同药物组作用 U937 细胞 12 h 后，

ADM 组较对照组 Bcl- 2 mRNA 的表达量减低（P<0.05），

ADM组和ADM+CpG ODN组细胞之间Bcl-2 mRNA的表达

量无显著性差异（P=0.183）；ADM+CpG ODN 组较 ADM 组

Bax mRNA 的表达量升高（P<0.05）；ADM+CpG ODN 组较

ADM组Bcl-2/Bax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pG ODN可增强ADM对U937细胞的生长抑制效果，加强

ADM对细胞凋亡的诱导作用，从而增强了白血病细胞U937

对ADM的化疗敏感性。该作用可能是通过上调Bax基因的

表达进而实现的。

A431.急性白血病Nrp1基因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分析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古流芳 崔晓光 曹

星梅

目的 探讨急性白血病患者人神经菌毛素 1（Neuropi-

lin1，Nrp1) 基因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方法 征得患者同

意，留取2015年8月至2017年1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血液科收治的76例（包含36例初诊、22例完全缓解，18例

难治/复发）急性白血病患者骨髓标本，血液系统非恶性疾病

作为对照，采用QRT-PCR检测Nrp1基因的表达水平变化。

结果 Nrp1基因及蛋白在初诊及难治/复发的急性白血病中

特异性高表达，在完全缓解的病例中表达水平明显下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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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患者 Nrp1 表达水平有显著性差异（P<0.001）。结论

Nrp1与急性白血病化疗疗效、疾病状态密切相关，具有成为

急性白血病疗效评判及MRD监测标志基因的潜质。

A432.分级分区护理模式在成人急性白血病骨髓抑
制期患者中的应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齐明珠 靳迎

目的 探讨分级分区护理模式在成人急性白血病骨髓

抑制期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44例成人急性白血病

骨髓抑制期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22例和对照组 22例，观察

将22例成人急性白血病骨髓抑制期患者根据骨髓抑制的不

同分级置于不同区域层流洁净病房，由护士根据不同分级及

分区患者实施个性化的护理，根据每例患者可能出现的不同

并发症采取不同的预防及护理措施。22例对照组成人急性

白血病骨髓抑制期患者随机置于层流洁净病房，由护士实施

常规护理。两组患者均实施保护性隔离。结果 实施分级

分区的急性白血病患者骨髓抑制期感染相关并发症发生率

为22.7%，明显低于对照组的45.5%，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出血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 13.6%，明显低于对照

组的18.2%，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对成

人急性白血病骨髓抑制程度不同的患者实行分级分区护理，

可明显降低患者的感染及出血相关并发症。

A433.组蛋白去甲基化酶PHF8与MEK/ERK信号
通路相互作用介导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研究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付悦 杨亚玲 王晓明 尹小林 周

敏然 王斯琪 杨琳 黄涛 徐曼 陈春燕

目的 成探究组蛋白去甲基化酶 PHF8 介导成人 ALL

发生发展的功能，并对其中的分子调控机制进行解析。方法

及结果 ①PHF8在ALL中表达升高，并且与ALL的进展呈

正相关。通过对GEO数据库中ALL和对照骨髓样本进行分

析以及对不同阶段ALL患者及对照组骨髓样本进行检测，

发现 PHF8 的表达水平在 ALL 初诊患者中显著上调，并与

ALL 疾病进程呈正相关。②PHF8 稳定干扰可以抑制 ALL

细胞增殖、促进凋亡，阻碍体内细胞生长。EdU和凋亡实验

证明PHF8稳定低表达抑制ALL细胞增殖、促进凋亡；小鼠

皮下成瘤模型证实PHF8稳定干扰细胞成瘤体积和重量较对

照组明显降低。③PHF8 在体外和体内水平上调 MEK1 表

达，稳定干扰PHF8的ALL细胞中存在MEK1 表达下调，伴

随MEK/ERK信号通路活性的降低；ChIP实验证实PHF8可

以结合在 MEK1 的启动子区域，介导 MEK1 的表达上调；

PHF8 和 MEK1 的表达在 ALL 临床样本及小鼠模型中呈现

的正性相关性。④PD184352通过抑制MEK/ERK信号通路

的活性下调 PHF8 的表达。免疫荧光结果显示，加入

PD184352抑制MEK/ERK信号通路活性后，PHF8表达明显

下调，证实 PHF8 与 MEK/ERK 信号通路存在正反馈调控。

⑤干扰 PHF8可增强 PD184352对于ALL细胞的杀伤作用：

EdU及凋亡实验证明PHF8干扰情况下PD184352对ALL细

胞系增殖的抑制和凋亡的促进明显提高。结论 PHF8 在

ALL中表达升高，与ALL的发生和进展相关。PHF8干扰抑

制 ALL 细胞增殖、促进凋亡，阻碍 ALL 细胞体内生长。

PHF8结合于MEK1启动子区域转录激活其表达，从而激活

MEK/ERK 信号通路。MEK/ERK 信号通路活性受抑制后

PHF8 表达明显下调，阐明了两者存在正反馈调控机制，而

PHF8 干扰也可以增强 PD184352 对于 ALL 细胞的杀伤作

用。因此，本研究为ALL的靶向干预提供潜在候选靶标分

子以及联合治疗策略的初步线索。

A434.FLT3突变的AML患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cre-

nolanib维持治疗的剂量递增研究

1.Roswell Park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2.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3.AROG Pharmaceuti-

cals, Inc. Eunice S. Wang1, Stefan Ciurea2, David Marin2, Jes-

sica McCarty2, Qaiser Bashir2,Sairah Ahmed2,Amanda Olson2,

Uday Popat2,Yago Nieto2, Partow Kebriaei2, Elizabeth Shpall2,

Trishala Agrawal2,3, Richard Champlin2, Betul Oran2

目的 评估FLT3突变AML患者allo-HSCT后使用高效

高选择性酪氨酸激酶抑制剂crenolanib维持治疗的安全性以

及相应药物剂量。方法 入组 allo-HSCT后18岁以上FLT3

突变AML患者，给予 crenolanib维持治疗。起始剂量 60 mg

每日2次治疗1个月后增至80 mg每日2次，若耐受良好则最

后增至 80 mg每日 3次。结果 目前 21例患者入组。剂量

60 mg 每日 2次和 80 mg 每日 2次被良好耐受。1例患者完

成所有治疗周期，2例仍继续治疗，18例患者停止治疗：7例

因自我决定，5例因疾病进展，6例因研究者决定。7 例患者

升至 80 mg每日 3次，其中 4例耐受多个治疗周期。不良反

应多为 1~2级，包括恶心（62%）、呕吐（38%）和腹泻（33%）。

21例患者中 16例无疾病复发，中位随访 17.4个月；5例疾病

进展，其中4例HSCT前微小残留病变阳性，2例接受单倍体

移植，中位进展时间为 17（7~29）d。结论 每日 160 mg 至

240 mg 的 crenolanib 可以安全用于 HSCT 后的 AML 患者。

我们已启动两项Ⅲ期临床随机分组试验，crenolanib联合化

疗对比单独化疗在复发或难治 FLT3突变AML患者中的疗

效，以及化疗分别联合 crenolanib 和midostaurin在初诊FLT3

突变AML患者中的疗效比较。基于本试验结果，这两项试验

将使用100 mg每日2次的crenolanib作为HSCT后维持治疗。

A435.miR-181b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中的表
达及其靶基因预测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寇珍 李燕 王一淳 黄琴 古再

丽努尔 郎涛 聂玉玲 安利 阿孜古丽 木合塔拜尔

张晓燕 富玲 艾何买江 毛敏 王晓敏

目的 探讨miR-181b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患

者CD19+B淋巴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分析其表达与CLL预后

的关系，并利用生物信息学预测miR-181b在CLL中的潜在

靶基因。方法 收集 2013年 6月至 2018年 6月在新疆自治

区人民医院诊治的CLL患者84例、健康对照组20例。应用

磁珠分选实验对象外周血CD19+B淋巴细胞后进行RNA提

取，检测miR-181b的表达水平，分析其与疾病分期、免疫球

蛋白重链可变区（IGHV）突变情况及遗传学异常的相关性，

应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使用网上数据库及文

献复习预测miR-181b靶基因，对候选靶基因进行基因注释

分析及相关信号通路分析。结果 ①miR-181b在CLL患者

中表达显著低于对照组(P<0.01)；②CLL患者遗传学异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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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与miR-181b表达水平呈负相关（r=-0.312，P=0.004），miR-

181b在预后良好组及预后中等组中表达量均高于预后不良

组（P<0.05）,但在预后良好组及预后中等组间表达无差异

（P=0.768）；IGHV是否突变与miR-181b表达水平呈负相关

（r=-0.313，P=0.004）,且 miR-181b 的表达量在 IGHV 突变组

明显高于 IGHV 未突变组（P=0.004）；CLL 患者 Rai 分期与

miR-181b的表达水平无明显相关性（P=0.926）；③使用 star-

Base、TargetScan和PicTar数据库进行靶基因预测，结合文献

报道与血液疾病相关靶基因有CARD11、ZFP36L1、RUNX1、

NR4A3、ATP1B1、PUM1、PLAG1，其中上调的 CARD11、

ZFP36L1通过促进细胞增殖、抑制细胞衰老等参与淋巴系统

肿瘤形成。结论 miR-181b在CLL患者中的表达水平明显

低于正常人，且miR-181b低表达与CLL不良预后有关。通

过生物信息学预测并结合文献报道，推测 CARD11 及

ZFP36L1可能作为miR-181b的直接靶基因参与CLL疾病发

生发展，该结果还需要进一步实验进行验证。

A436.低增殖急性髓系白血病骨髓缓解后全身多发
髓细胞肉瘤一例
1.暨南大学；2.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丘丹 1 卢育洪 2

罗更新 2 赖菁 2 陈洁 2 郁志 2 钟隽 2 李扬秋 1,2

目的 报道低增殖急性髓系白血病骨髓缓解后全身多

发髓细胞肉瘤一例，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及结果 56

岁女性患者，2017 年 10 月 17 日因头晕、黒蒙伴心悸、乏力

1个月余初诊。体检为贫血貌，无出血点无淋巴结肝脾肿大

等。血常规：HGB 58 g/L、PLT 12×109/L、WBC 2.75×109/L、N

0.55×109/L；生化：ALB：27.4 g/L、LDH 263 U/L、彩超：肝大

（斜径144 mm）。骨髓形态：有核细胞增生明显减低，单核细

胞比例高，占25.5%，其中原幼单占23%。POX染色：原始细

胞呈阴性或弱阳性。全片未见巨核细胞。血片：外周血白细

胞少见，分类见原始单核细胞 23%。骨髓流式：CD34+细胞

占有核细胞总数约13.2%，免疫表型异常：CD34+，CD117+，

CD33 +，HLA- DR +，CD11b-，CD7-，CD2-，CD5-，CD19-，

CD10-，CD56-，CD13+。染色体核型：42-43，XX，-5，-7，-12，-

17，-18，-22，+mar1-mar3[cp5]/46,XX[1]；骨髓肿瘤基因突变

谱：检测到TP53基因突变。骨髓活检：镜下见骨髓增生极度

活跃，尤其中幼阶段粒系细胞明显增多，网状纤维增多，胶原

纤维未见增多；免疫组化：CD34（少量，+），CD117（少量，+），

MPO（+）。符合：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予1个疗程地西他

滨（25 mg/d×5 d）诱导缓解后，巩固治疗：1个疗程地西他滨

及2个疗程HD-Ara-C（1.5 g q12h第1、3、5天）后骨髓缓解但

发生髓外复发，分布在脊柱旁、腹腔（阑尾）、颈部淋巴结等。

接受局部放疗缓解脊柱局部神经压迫以及1个疗程HD-Ara-

C+IDA+Vp16的联合化疗后病情缓解。结论 对于核型不

良以及TP53阳性的AML患者，联合化疗有助于减少复发，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给患者带来长OS。

A437. Tim-3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的表达及临
床意义
1.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总医院；2.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血液病中心 张娟 1 曲建华 1,2

目的 检测T细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分子 3 (Tim-3)在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中的表达，并探究其临床意

义。方法 选取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1月于我院就诊的初

治CLL患者 48例纳入实验组（CLL患者组），同时选取健康

体检者 20例纳入对照组（健康成人组），采用流式细胞技术

（FCM）分别检测实验组及对照组外周血CD3+、CD4+、CD8+T

淋巴细胞表面Tim-3的表达，并研究Tim-3的表达水平与疾

病临床分期、CD38表达、Zeta链相关蛋白-70（ZAP-70）表达、

FISH检测的细胞遗传学异常、血清β2-微球蛋白（β2-MG）、血

清乳酸脱氢酶（LDH）的相关性。结果 ①48例CLL患者组

中，男性 30例，女性 18例，男、女比例约为 1.67∶1，中位年龄

为59.5(40~85)岁，与健康成人组比较，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在外周血的各项指标中，CLL患者组与健

康成人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②CLL患

者组外周血CD3+、CD4+、CD8+T 淋巴细胞表面Tim-3的表达

均高于健康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③在Binet分期中，BinetA期、BinetB期 、BinetC期三个疾病

过程中，Tim-3的表达水平逐步上升（P<0.05），同样在Rai 分

期中，随着危险度（低、中、高危组）的增高Tim-3的表达水平

亦成上升趋势（P<0.05）。④CD3+、CD4+、CD8+T 淋巴细胞表

面Tim-3的表达在CD38+组高于CD38-组，在ZAP-70+组均高

于 ZAP-70-组，在预后不良染色体组高于预后良好染色体

组，在血清β2-MG≥3.5 mg/L高于β2-MG<3.5 mg/L，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Tim-3的表达与LDH无相关性，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LL 患者中 Tim-3 的表达

水平显著升高，与疾病的临床分期、CD38、ZAP70的表达、染

色体核型异常、血清β2-MG等预后因素有相关性，推测其有

可能作为CLL的预后判断。

A438.剂量调整的 DA 与 IA 方案诱导化疗成人
AML的疗效及安全性比较
1.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2.四川省人民医院 罗姗 1 李慧 2

目的 探讨剂量调整的DNR及 IDA分别联合Ara-C所

组成的DA方案及 IA方案对成人初治AML的临床疗效及不

良反应。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年9月至 2017年9月在四

川省人民医院血液科住院治疗的 97例初治AML患者的临

床资料。其中 41例接受调整剂量的DA 方案（DNR 60 mg·
m-2·d-1，第1~3天；Ara-C 150 mg·m-2·d-1，第1~7天）诱导缓解

治疗，56例接受调整剂量 IA 方案（IDA 10 mg·m-2·d-1，第1~3

天，Ara-C 150 mg·m-2·d-1，第 1~7天）；探讨两组患者的临床

疗效（CR率、总有效率），并对两组患者的复发率、无复发生

存时间以及药物不良反应等进行分析比较。结果 DA、IA

组1个疗程CR率各为 53.7%(22/41)及53.6%(30/56)，两组组

间比较提示 DA 组与 IA 组的 CR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993）。DA 及 IA 组 2 个疗程 CR 率分别为 63.7%(26/41)及

66.1%(37/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86）。在细胞遗传学

危险分层方面，低危组的DA方案及 IA方案CR率均 100%；

中危组的 DA 方案及 IA 方案 CR 率分别为 66.7%（8/12）、

81.3%（13/1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78）；高危组的DA

方案及 IA 方案 CR 率分别为 47.6%（10/21）、48.4%（15/31），

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P=0.957）。在高白细胞组中，DA方案

及 IA 方案 CR 率分别为 66.7%（4/6）、80.0%（4/5），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621）；在非高白组中，DA 方案及 IA 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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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率分别为 62.9%（22/35）、64.7%（26/51），无明显差异（P=

0.861）。两组均出现了严重骨髓抑制，非血液学不良反应主

要包括感染、心脏毒性、肝功能异常等,其中 IA方案组肛周感

染的发生率为 19.6%，明显高于DA组的 4.9%（P=0.035），其

余不良反应两组无明显差异（P>0.05）。接受这两种化疗方

案患者均未出现早期死亡。结论 调整剂量的DA方案与

IA方案在初治成人AML患者诱导治疗上的临床疗效及安

全性相比较无明显差异。

A439.化疗联合异体自然杀伤细胞巩固治疗低中危
AML的疗效观察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北京大学国际医院 江浩 1 王春键 2

宫立众 1 贾晋松 1 刘霄红 1 常英军 1 赵晓甦 1 黄晓军 1

目的 评价巩固化疗联合异体自然杀伤（NK）细胞输注

治疗低中危AML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

2018 年 4 月我院诊治的 23 例经化疗达血液学完全缓解

(CR)，且巩固3个疗程后，应用NK细胞回输联合巩固化疗治

疗的低中危 AML 患者，对照组为 1∶2 配对的 46 例 AML 患

者，配对因素为患者的性别、年龄、诊断、预后危险分层、诱导

CR及NK细胞输注前巩固化疗的疗程数。MRD相关定义依

照 2018年ELN MRD工作组共识。比较两组MRD转阴率、

复发率、LFS及OS。结果 治疗组23例低、中危患者于巩固

化疗 4~7个疗程共输注NK细胞 45次，中位NK细胞输注数

量 7.5（6.6~8.64）×109/L，NK细胞中位成活率 95.4%（93.9%~

96.9%），中位扩增倍数 141.1（86.1~171.1），其中中位 CD3-

CD56 +细胞占 76.8%（30.8% ~82.9%）；CD3 + CD56 +细胞占

8.8%（4.9%~20.9%）。NK细胞输注前，治疗组MRD阳性的

患者数为 9 例（39.1%），对照组 MRD 阳性的患者数 19 例

（41.3%），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χ2=0.03，P=0.862）。治疗组

输注NK细胞前后疗效评估与对照组对比，治疗组与对照组

MRD阴转阳比率无统计学差异[14.3%（2/14例）对22.2%（6/

27例），χ2=0.037，P=0.847]。治疗组MRD由阳转阴的患者数

占 66.7%（6/9例）明显高于对照组 10.5%（2/19例）（χ2=6.811，

P=0.009）。其中治疗组有 1 例 MRD 阴性发生了形态学复

发，对照组有 2例MRD阳性患者形态学复发。截至末次随

访，中位随访 21（14~29.5）个月，治疗组与对照组MRD阴性

患者无统计学差异 [60.9%（14/23）对 43.5%（20/46），χ2=

0.208，P=0.208]。但治疗组血液学复发患者数占17.4%（4/23

例），明显低于对照组 40.4%（19/46例）（χ2=3.945，P=0.047）。

治疗组预计2年LFS率为（76.4±10.4）%，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50.9±8.3)%(P=0.046)。治疗组与化疗组的预计2年OS率分

别为（92.3±7.4）%和（91.9±5.5）%（P=0.473）。结论 巩固化

疗联合异体NK细胞输注有助于低中危AML患者达到更深

层次的缓解，减少远期复发。

A440.靶向花生四烯酸代谢途径干预急性髓系白血
病的效果及机制研究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

室 刘婷婷 1 廖丹 1 徐菁 1 李军 1 易煜尧 1 牛挺 1 刘

玉 1,2 陈崇 1,2

目的 研究花生四烯酸代谢途径作为AML治疗靶点的

干预效果及潜在机制。方法 首先，利用肿瘤基因组学数据

库及本中心AML临床标本确定 ALOX5 在 AML中的表达

特点。随后体外培养人AML原代细胞及人源性AML细胞

系，利用RNA干扰、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在基因层面

揭示调控ALOX5基因后对AML细胞的维持作用。其次，研

究使用ALOX5抑制剂(Zileuton)对AML细胞体外增殖凋亡

的影响。再次，评价使用 Zileuton 对人源性原位 AML 模型

(AML PDX 模型)的治疗效果及毒副作用。最后，使用RNA-

seq 及质谱技术分析 AA 三条代谢途径(ALOX、COX、P450)

中上下游基因表达及代谢产物的变化，了解靶向ALOX5干

预 AML 的机制。结果 通过分析开放的肿瘤基因组学数

据库 (OncomineTM) 和本中心的AML骨髓标本发现高表达

的ALOX5的AML患者的PFS、OS更短。使用CRISPR/Cas9

技术敲除ALOX5基因，并感染AML患者来源的原代细胞和

人源性AML细胞系，结果提示敲除ALOX5的 AML细胞生

长速度明显慢于对照组。加入Zileuton后，AML患者来源的

原代细胞的增殖减慢，凋亡增加。我们将进一步在构建成功

的AML PDX 模型中验证Zileuton对AML的治疗作用及毒

副作用。结论 本研究初步验证了靶向花生四烯酸代谢对

AML有一定干预作用，该研究有助于对AML代谢机制的深

入理解，并鉴定 AML 治疗的新靶点。本课题使用的 AL-

OX5 抑制剂 (Zileuton)曾经系治疗哮喘用药，临床有现成药

物，属于“老药新用”，若实验成功，广大患者获取方便，经济

实惠, 其临床推广实用性强。该药有可能适用于高表达AL-

OX5的AML 患者的维持治疗。

A441.HO-1在骨髓微环境中介导ALL耐药的机制
研究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刘萍 王季石

目的 探索骨髓微环境中的血红素加氧酶-1（HO-1）表

达水平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中的作用，初步探讨

HO-1在骨髓微环境中的表达诱导ALL细胞耐药的信号通

路。方法 体外实验：收集ALL患者的骨髓血，分离培养骨

髓基质细胞（BMSCs），慢病毒介导 HO-1/siHO-1 调控 BM-

SCs 中 HO-1 的表达。培养 CCRF-SB 细胞，与 BMSCs 共培

养，分空白组、上调HO-1组、沉默HO-1组。加入地塞米松诱

导凋亡后，CCK-8检测各组细胞增殖抑制率、流式细胞术检

测细胞凋亡、Real time PCR 及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细胞

HO-1、BCL-2、cleaved-caspase 3、CXCR4、CXCL12 mRNA及

蛋白表达。体内实验：采用 CRISP/Cas9 技术构建 HO-1 敲

除小鼠，建立骨髓微环境中 HO-1 表达不同的小鼠肿瘤模

型，分五组：HO-1野生型、HO-1部分敲除型（HO-1+/-）、HO-1

完全敲除型（HO-1-/-）、HO-1高表达型（Hemin 诱导）、HO-1

低表达型（ZnPP IX 诱导）。尾静脉输注CCRF-SB细胞到各

组小鼠体内，统计小鼠的生存期，FCM、形态学及病理检查

评估 HO-1 调控后白血病细胞对小鼠的侵润及骨髓破坏情

况，再尾静脉注射地塞米松后分别检测上述基因的表达情

况。结果 ①CCK-8提示BMSCs中HO-1 高表达组CCRF-

SB细胞的增殖抑制率明显下降（P<0.05）。②流式细胞术检

测 1 μmol/L 地塞米松诱导凋亡24 h，BMSCs中HO-1 高表达

组的凋亡率明显下降（P<0.05）。③与空白组及下调 HO-1组

相比，上调 HO-1组小鼠可较快出现弓背抬高、后肢瘫痪（平

均在第 20天，而下调组平均分别为第 34天），下调 HO-1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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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鼠生存期延长，小鼠器官白血病细胞的侵润少。④在ALL

细胞株及ALL小鼠模型中，上调HO-1表达，BCL-2、cleaved-

caspase 3、CXCR4、CXCL12表达升高，且 p-AKT升高，激活

PI3K/AKT信号通路，减少细胞凋亡产生耐药。结论 HO-1

低表达诱导骨髓微环境中ALL细胞凋亡，对化疗药物敏感，

因此调控骨髓微环境中的HO-1可以作为治疗ALL的潜在

靶点，研究发现骨髓微环境中的HO-1抑制白血病细胞凋亡

发挥耐药的作用可能与 CXCR4/SDF-1轴的激活，并且介导

肿瘤细胞增殖的 PI3K/AKT 通路异常活化有关。

A442.可溶性CD40配体对白血病K562细胞MEK/

ERK信号通路的影响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2.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血液科；3.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科 封忠昕 1 王季石 1

陈琦 2 龚玉萍 3

目的 研究可溶性CD40配体对人白血病K562细胞增

殖、凋亡的作用及 MEK/ERK 信号通路的影响。方法

CCK-8检测细胞增殖、流式细胞术检测HL-60细胞凋亡，以

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sCD40L 处理 K562

细胞后 MEK1、MEK2、ERK1、ERK2 的基因和蛋白的表达。

结果 不同浓度的 sCD40L 作用 K562 细胞 24、48 和 72 后，

随着 sCD40L浓度增加及作用时间延长，K562细胞增殖抑制

率随之增高，与细胞对照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明 sCD40L对K562细胞增殖抑制作用具有剂量时间依赖

性。不同浓度的 sCD40L 作用白血病 K562 细胞 48 h 后，随

着 sCD40L浓度增加，细胞凋亡率由（36.41±2.73）%、（44.52±

3.98）%上升到（53.76±4.89）%，与对照组（21.45±1.87）%比较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浓度 sCD40L 作用白血病

K562细胞均显著降低MEK1、MEK2、ERK1、ERK2的基因和

蛋白的表达（P<0.05）。结论 sCD40L能够抑制K562细胞

增殖、诱导细胞凋亡，其可能机制是通过抑制MEK/ERK信

号通路而实现。

A443.急性混合细胞白血病治疗及研究进展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血液病研究所 程薇薇 王季石

急性混合细胞白血病（MPAL）是一类比较罕见的白血

病，可能起源于多能造血干细胞，过去因为其诊断标准不统

一，MPAL曾具有多种名称。1995年欧洲白血病免疫分型小

组(EGIL)将一些特异性相对缺乏的免疫标记物进行统计归

纳，根据这类白血病的免疫学特征提出EGIL积分系统进行

分类。2008年WHO在此基础上增补更多的特异性标记物，

并提出新的诊断标准，最终将系未明型白血病分为两种类

型，即急性混合细胞型和急性未分化型，急性混合细胞型又

细 分 为 伴 t（9；22）（q34.1；11.2）；BCR- ABL1、伴 t（v；

11q23.3）；MLL 重排、B/M，NOS、T/M，NOS 等 4 个亚型。

MPAL本身不包括继发性白血病（在治疗一些原发肿瘤时产

生的骨髓异常，呈现出急性白血病的免疫表型）。目前

MPAL主要依靠免疫表型分析和分子遗传学诊断，参照标准

主要有EGIL积分系统和（或）急性白血病的WHO 2016分类

（WHO2008修订版）对其进行诊断分型。用单克隆抗体来检

测诊断MPAL在临床上应用广泛。失调和转录因子的异常

表达支配着细胞的分化发生和基因组表观遗传学改变。分

子遗传学上的差异也是该病诊断分型的侧重点。在治疗上

目前MPAL的治疗方案仍未统一，主要根据患者免疫表型及

遗传学特征给予淋系和（或）髓系诱导方案化疗，有报道发现

3个因素影响预后：年龄、MLL基因重排及诱导方案的选择；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是唯一治愈该病的方法。

MPAL预后较其他急性白血病差，需要努力在一个世界性多

中心、大样本地进行系统研究，协同规模，以更好地建立对于

这种疾病的生物学行为的认知，以及发现其异常所引发的疾

病，从而统一的诊断标准，建立完善的治疗方案，同时根据不

同的基因学差异，个体化治疗。

A444.FCR方案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疗效观察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何玲 王季石

目的 FCR 方案治疗 CLL 12 例，观察其疗效及不良

反应，探讨治疗CLL的有效方法。 方法 12例CLL患者，

男 7例，女 5例，平均年龄 45岁，初治 8例，复治 4例，曾用泼

尼松、苯丁酸氮芥等药物，未获较好疗效，病情未控制。分期

（Rai）：Ⅱ期2例，Ⅲ期5例，Ⅳ期5例。细胞遗传学有多种和

不良染色体核型改变的 7例，LDH>250 U/L 10例，β2-MG>3

mg/L 6例，外周血淋巴细胞>50.0×109/L，12例，骨髓中淋巴

细胞比例 0.46~0.85，>0.8 者 6 例。FCR 方案：利妥昔单抗

375 mg/m2，静脉滴注第 0天，氟达拉滨 35 mg/m2，静脉滴注，

第 1~3 天，环磷酰胺 250 mg/m2，静脉滴注第 1~3 天。28 d

1个疗程。4个疗程后评价其疗效，在治疗过程中观察患者

的不良反应。结果 12例中完全缓解（CR）5例（41%），部分

缓解（PR）5例（41%），总有效率82%，5年生存率为40%。治

疗相关不良反应主要是化疗致骨髓抑制、利妥昔单抗抑制体

液免疫、氟达拉滨抑制细胞免疫所导致的感染的发生，发生

率为 28%，但程度均较轻，经相应治疗及加强支持治疗后均

能控制。但 1 例老年患者出现严重肺部感染，死于呼吸衰

竭。提示此方案有比较强的抑制体液及细胞免疫的作用，在

治疗过程中要加强提高免疫功能，积极防治感染。血小板减

少出现较少，出血均轻，一般不用治疗。结论 FCR方案治

疗CLL疗效较好，不良反应主要是因骨髓抑制、体液及细胞

免疫降低致感染的发生。因此感染的防治是极其重要的环

节。总之，FCR方案是治疗CLL的有效安全的方案。

A445.Melatonin suppresses the self-renewal capaci-

ty of leukemia stem cell through miR-193a-mediat-

ed inhibition of AML1- ETO fusion protein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with t (8;21) translocatio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Zhou Bin, Xing Chongyun, Li Haiying, Ye Haige, Wu Jianbo,

Gao Shenmeng

AML1-ETO, the most common oncoprotein in acute my-

eloid leukemia (AML), enhances hematopoietic self- renewal

and leukemogenesis. However, currently no specific therapies

have been reported for AML patients with AML1-ETO. Here,

we report that melatonin (MLT), synthesized and secreted by

the pineal gland, remarkedly decreased AML-ETO fusion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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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in in a time- and concentration- dependent manner in leuke-

mic cell lines and primary AML blasts with t(8;21) transloca-

tion. MLT induced apoptosis, decreased proliferation, and re-

duced colony formation in leukemia cells. However, MLT had

little effect on colony formation in normal hematopoietic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 (HSPC). Mechanistically, MLT- induced

degradation of AML1-ETO is independent of caspase-3 activa-

tion, ubiquitin- proteasome system, and MT1/2 receptor. MLT

decreased AML1- ETO protein through upregulation of miR-

193a, which inhibited AML1-ETO expression via targeting its

putative binding sites. Inhibition of miR- 193a partially re-

stored MLT-induced degradation of AML1-ETO protein, sug-

gesting that miR- 193a mediated the degradation of AML1-

ETO by MLT. Finally, MLT substantially reduced the infiltra-

tion of leukemia blasts, decreased the frequency of leukemia

stem cell (LSC), and prolonged the overall survival in AML1-

ETO- induced murine leukemia, suggesting that MLT might

suppress the self- renewal of LSC. Moreover, MLT decreased

the infiltration of U937- AML1- ETO (U937T) cells and pro-

longed the overall survival in U937T-inoculated NSG mice. In

conclusion, MLT might be a potential treatment for t(8;21) leu-

kemia by targeting AML1- ETO oncoprotein and suppressing

the self-renewal of LSC.

A446.一例急性髓系白血病伴 t(8;21)（q22；q22）
AML1/ETO阳性（低危组）患者治疗及克隆演变过程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孙京男 刘杉珊 付玉 谭业

辉 高素君

目的 回顾学习一例急性髓系白血病伴 t(8;21)（q22；

q22）AML1/ETO 阳性（低危组）患者治疗及克隆演变过程。

方法 患者 2013年 6月因齿龈肿胀、疼痛伴发热发病，于吉

大一院就诊，行血常规及骨髓检查明确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

病伴 t(8;21) AML1/ETO阳性（低危组）。2018年 6月开始行

IA方案诱导，间歇 21 d复查达形态学缓解。后行DA、大剂

量阿糖胞苷巩固1个疗程，融合基因转阴。继续给予大剂量

阿糖胞苷巩固治疗 3 个疗程，融合基因和流式残存持续阴

性。后每3~6个月规律复查，未见异常。2018年3月初患者

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体温波动在37.0~37.7 ℃，自行口服消

炎药物（西力欣 8 d、复方新诺明 6 d）未见好转。专科检查：

血常规 WBC 20.37×109/L，RBC 2.01×1012/L，HGB 68 g/L,

PLT 53×109/L。骨髓涂片：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活跃。粒细胞

系占31%，原粒细胞占21.5%，分布不均，部分中幼粒细胞颗

粒减少、占粒系的7%。红细胞系占65%，可见三核有核红细

胞、占红系的8%。淋巴细胞比例减低，形态正常。全片找到

巨核细胞29个，其中，幼稚巨2个，颗粒巨26个，产板巨1个，

可见多核巨核细胞,占2/29，血小板散在可见。免疫分型：有

核细胞中见 8.34%异常髓系原始细胞，主要表达 CD34、

CD13、CD33、CD38、HLA-DR、CD117。染色体：44，XY，-5，-

6，-11，-17，-18，+mar×3[10]。AML1-ETO 融合基因定量阴

性。基因突变检测：TP53基因250del，比例91.51%；CUX1基

因 4124- 4268del，比例 7.66%。WTI 定量结果为 0.051%，

PRAME基因定量结果为0.72%。结果 结合血常规及骨髓

全面检查，患者白血病发生克隆演变。经与家属沟通，患者

拒绝再次化疗，放弃出院。讨论 患者起病时为伴有 t(8;21)

（q22；q22）重现性染色体异常的AML，属于预后良好组，经

过规律治疗，已经达到深层分子学缓解。间隔 4年，出现克

隆演变，新发复杂染色体核型并TP53突变，非原克隆复发，

国内外罕见，预后不佳。患者拒绝进一步治疗，我们将随访

患者生存期情况。

A447.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诱导缓解后继发噬血
细胞综合征一例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徐州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孔庆

玲 朱锋 曹江 齐昆明 桑威 闫志凌 李振宇 徐开林

目的 探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诱导缓解后

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HLH）的诊断及治疗要点。方法 对

1 例诊断 APL 患者的临床特点进行分析，并探讨其可能机

制。结果 确诊病例为1例52岁男性患者，在采用亚砷酸联

合维甲酸治疗 4 d后出现维甲酸综合征(RAS)，经糖皮质激

素治疗后好转，诱导缓解第24天复查骨髓提示原发病缓解，

第31天白细胞及血小板恢复正常。在原发病缓解后出现持

续发热，临床缺乏明确感染证据，且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后

出现全血细胞减少、淋巴结及肝脾增大、血清铁蛋白明显升

高、甘油三酯明显升高、NK细胞比例降低、骨髓中可见噬血

现象，根据HLH-2004标准诊断符合HLH。结论 绝大多数

APL可临床治愈，其主要风险为诱导缓解期间严重出血，极

少数患者在采用维甲酸及亚砷酸诱导治疗后可并发HLH，

并可能与分化综合征有关，对APL原发病缓解而仍反复发

热，临床缺乏明确感染证据时及时复查骨髓细胞学，排除罕

见HLH可能。

A448.Earlier molecular response is more predic-

tive for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 patients

treated with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TKI)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Yan Zhiling, Hong Fei, Qiao Jianlin,

Zhang Huanxin, Niu Mingshan, Hu Chenyuan, Li Hujun, Zhao

Kai, Zhu Feng, Chen Chong, Zhu Shengyun, Sang Wei, Cao Ji-

ang, Zeng Lingyu, Li Zhenyu, Xu Kailin

Third month have been approved for the first time-point

of detecting molecular response for CML patients treated with

TKI, but not applicable for every individual. 118 patients, treat-

ed with TKIs, were investigated to correlate the dynamical vari-

ances of BCR-ABL transcription level within first 3 months of

treatment with disease development or with the transcription

level at 3, 6, 12 months. Our results showed an obvious reduc-

tion of BCR- ABL level in 87.5% (70/80)patients treated with

imatinib at 1 month, and 88.8% (71/80) at 2 months. In the fol-

lowing period, there were 52.5%(42/80), 52.5%(46/80), 65.0%

(52/80) patients achieving optimal response at 3, 6, or 12

months respectively. For patients treated with nilotinib, obvi-

ous BCR-ABL reduction was observed in 81.6% patients at 1

month, and 86.8% (33/38) at 2 months. Afterward,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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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20/38), 57.9% (22/38), 65.9% (25/38) patients respec-

tively achieved optimal response at 3, 6, or 12 months. Further

analysis found majority patients, treated with either imatinib or

nilotinib, could not achieve optimal response at 3, 6 or 12

months if no obvious decline of BCR-ABL levels or even in-

crease within first 3 months. Furthermore, only 61.5% (8/13)

and 30.8% patients in accelerated and blast period respective-

ly before treatment cloud achieve ideal effects at 3 months.

Our data suggest that changes of BCR-ABL level within first 3

months have an important value to predict the treatment effect

later, and detection of BCR- ABL level is necessary for CML

patients, especially for those patients with disease progres-

sion before treatment.

A449.稳定下调K562细胞血管内皮钙黏蛋白表达
对其药物敏感性的影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徐州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张焕

新 闫志凌 陈翀 洪菲 吴庆运 曾令宇 李振宇 徐

开林

目的 探索稳定下调VE-cadherin蛋白对K562细胞药

物敏感性的影响及可能的机制。方法 设计靶向人VE-cad-

herin的特异性干扰序列，连同 IRES-GFP及NEO基因片段，

构建重组慢病毒载体；三质粒系统包装慢病毒颗粒，感染

K562 细胞，筛选稳定下调 VE-cadherin 的 K562 细胞；CCK8

法鉴定 K562 细胞对伊马替尼药物敏感性的变化，Annexin

Ⅴ/7-AAD 标记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荧光定量

PCR检测白血病细胞ALDH1的转录水平，Western blot方法

检测白血病细胞VE-cadherin、CD133、Bcr-abl、β-catenin表达

水平。结果 成功构建重组慢病毒载体 pLB-shVEC-NEO-

IRES-GFP，并包装慢病毒，筛选出稳定下调 VE-cadherin 蛋

白的K562细胞株；稳定下调K562细胞VE-cadherin表达后，

相同药物浓度压力下白血病细胞增殖率降低、凋亡率升高，

CD133及ALDH1转录水平降低，BCR-ABL融合蛋白表达水

平无明显变化，总β-catenin 蛋白表达水平下降，细胞核β-

catenin 蛋白水平亦下降。结论 稳定下调 K562 细胞 VE-

cadherin蛋白的表达可使白血病细胞药物敏感性增高，该结

果可能是通过降低β-catenin蛋白的稳定性，减少β-catenin蛋

白的核转位实现的。

A450.稳定下调K562细胞株FMI表达对其甲磺酸
伊马替尼药物敏感性的影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张焕新 韩雅慧 洪菲 于迪

扈臣媛 孙乾 曾令宇 李振宇 闫志凌 徐开林

目的 探讨稳定下调K562细胞株FMI表达对其甲磺酸

伊马替尼药物敏感性的影响，初步探索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方法 Western blot 方法分别检测 K562 细胞、CML 患者、

CML急变患者及健康志愿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FMI蛋白表

达；设计靶向人FMI的特异性干扰序列，连接入慢病毒载体

LV3；三质粒系统包装慢病毒颗粒，感染K562细胞，筛选稳

定下调FMI的K562细胞；CCK8法鉴定K562细胞对伊马替

尼药物敏感性的变化，AnnexinⅤ/7-AAD标记细胞，流式细

胞术检测细胞凋亡，荧光定量PCR检测白血病细胞FMI、Fz8

的转录水平，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白血病细胞 FMI、Fz8、

NFAT1、Bcr-Abl、β-catenin的表达水平。结果 CML急变患

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与K562细胞可检测到FMI蛋白表达，

CML缓解期患者及健康志愿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未检测到

FMI表达。成功构建重组慢病毒载体LV3/FMI，并包装慢病

毒，筛选出稳定下调 FMI 蛋白的 K562 细胞株；稳定下调

K562 细胞 FMI 表达后，相同药物浓度压力下白血病细胞

增殖率降低、凋亡率升高，Fz8 基因转录水平降低，Fz8 蛋

白表达水平下降，NFAT1 总蛋白水平增高，核转位增加，

BCR-ABL融合蛋白表达水平无明显变化，总β-catenin蛋白

表达水平下降。结论 稳定下调FMI表达后，K562细胞对

伊马替尼药物敏感性增高，凋亡增加，该作用可能是通过抑

制FMI-Fz8信号通路，激活Ca2+-NFAT与Wnt/β-catenin信号

通路实现的。

A451.Hedgehog与Wnt信号通路的交互作用在慢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的机制研究及预后意义
山东省立医院 丁梅 王欣

目的 通过检测Hedgehog与Wnt通路中Gli1、SFRP-1、

β-catenin、Gli3表达情况，探讨其与患者临床指标及预后的

相关性。在CLL细胞株MEC-1中应用GNAT-61干预试验，

初步探讨两通路的交叉作用。方法 收集CLL患者骨髓或

外周血标本43例，Western blot检测Gli1、β-catenin、SFRP-1、

Gli3 的表达水平。生存分析采用 Kaplan-Meier 法，Logrank

检验比较生存差别，COX 多因素回归模型进行预后分析。

检测MEC-1中上述蛋白表达水平，加入不同浓度的Gli1/2抑

制剂GANT-61，CCK-8法检测不同剂量（10~150 μmol/L）、不

同作用时间（24~72 h）对MEC-1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对比

处理前后上述蛋白表达情况。结果 CLL患者及MEC-1细

胞株中 Gli1、SFRP-1、β-catenin、Gli3 的表达均明显升高。

Gli1、β-catenin、SFRP-1、年龄、Rai、Benit临床分期与患者生

存显著相关。Gli1及β-catenin高表达提示预后差。GANT-

61 对 MEC-1 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具有时间-浓度依赖关

系。结论 Hedgehog与Wnt通路异常激活在CLL发病中具

有重要意义，Gli1及β-catenin高表达提示预后不良。Hedge-

hog作为Wnt信号通路的上游通路，抑制Wnt信号通路促进

CLL细胞株MEC-1的增殖，GANT-61对MEC-1的增殖抑制

作用具有时间-浓度依赖关系。多条通路交叉作用的研究能

够克服单一信号通路研究的局限性，可能为临床治疗提供新

的靶点和方向。

A452.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FLT3-ITD突变
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疗效分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梁赜隐 任汉云 李渊 邱志祥 尹

玥 董玉君 刘微 王莉红 王倩 许蔚林 孙玉华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FLT3-ITD突变

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疗效。方法 对19例接受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FLT3-ITD突变阳性AML患者临床资

料进行分析。结果 非M3型的AML且FLT3-ITD阳性患者

共 19 例，男 10 例，女 9 例，年龄 3~63 岁，其中 M0 1 例，M1 3

例，M2 5例，M4 6例，M5 4例。单独FLT3-ITD阳性者 11例，

FLT3-ITD阳性合并NPM1阳性者 5例，合并DEK/CAN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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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例，合并RUNX1-RUNX1T1阳性1例。初治诱导缓解方案

为 IA方案 13例，DA及HA方案 6例，初治化疗完全缓解率

46%，移植前中位疗程3（2~6）个，其中9例联合索拉非尼。5

例（23.6%）移植前本病处于非CR期，7例（36.8%）患者移植

前 MDR 阳性。预处理方案 BU/FLU 11 例，FLAG 序贯 Bu/

CY 方案 5 例，Bu/CY 方案 3 例。移植前未 CR 患者均选择

FLAG 序贯 Bu/CYg 方案预处理。供者为同胞 HLA 全相合

4例，亲缘HLA半相合14例，无关全相合1例。中位随访时间

15个月，所有患者均成功植活，中位白细胞植活时间及血小

板植活时间分别为 11 d及 15 d。死亡 6例，其中 3例死于白

血病复发，3例死于感染及慢性GVHD。19例 FLT3-ITD阳

性患者 1年总生存(OS)率为 72.9%，1年无白血病生存(LFS)

率为 59.9%。移植前疾病状态及 HLA 相合情况对 OS 无影

响。移植前疾病状态对LFS无影响，但HLA相合组LPS低

于同胞HLA半相合组（P=0.05）。1年累积复发率为 27.1%，

所有复发患者均在1年内复发，其中3例经化疗、DLI及索拉

菲尼治疗获得再次缓解。移植前疾病状态对复发率无影

响。亲缘同胞HLA相合组及亲缘HLA半相合组患者复发

率分别为100%及27%（P=0.05）。结论 allo-HSCT是FLT3-

ITD阳性AML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法，亲缘HLA单倍型造血

干细胞移植与同胞HLA全相合移植疗效相似，复发率低。

A453.High expression of miR- 25 predicts favor-

able chemotherapy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Niu

Mingshan, Feng Yuan, Zhang Huihui, Shao Tingting, Zhang

Ninghan, Xu Kailin

Objective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is a highly

heterogeneous disease and needs refine risk stratification to

drive decisions about the optimal management strategies. Mi-

croRNAs have critical roles in the leukemogenesis and progno-

sis in AML.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miR- 25

on the outcome, a total of 162 AML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nd

divided into chemotherapy and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 HSCT) groups. Results In chemo-

therapy group, high expression of miR- 25 associated with a

longer overall survival (OS; P=0.0086) and event-free survival

(EFS; P=0.019). In multivariable analyses, high miR- 25 ex-

pression remained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a better

OS (HR=0.556, P=0.015) and EFS (HR=0.598, P=0.03) com-

pared with low miR- 25 expresser. Notably, allo- HSCT may

overcome the adverse outcome in low miR-25 expresser treat-

ed with chemotherapy. High miR-25 expression levels are asso-

ciated with a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that is significantly in-

volved in leukemogenesis of AML, including HOXA and

HOXB clusters, and the HOX cofactor MEIS1. Of these genes,

PRDM16 and MYH9 were predicted as direct miR-25 targets.

Conclusions MiR- 25 expression levels are associated with

clinical outcome independently of other strong clinical and mo-

lecular predictors. The expression of miR-25 may be useful for

patients to choose the better treatment types from chemothera-

py and allo-HCST. Therapeutic treatments that increase endog-

enous levels of miR-25 might represent novel therapeutic strat-

egies for AML.

A454.血红蛋白浓度与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预后的
相关性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血液病研究所、贵州省造血

干细胞移植中心实验室 王燕 王季石

目的 探讨初诊 CML 患者的贫血程度是否与后期

BCR-ABL 融合基因对 TKI 的敏感程度相关。方法 筛选

2016年 1月至 2018年 1月初诊CML患者临床资料，采用荧

光定量PCR定量监测患者BCR-ABL融合基因的表达，分别

记录初诊，TKI 治疗 3、6、12 个月后患者 BCR-ABL 表达量

（均值±标准差%IS），计算融合基因表达量下降一半（CR0.5）以

及完全缓解所需要时间（CR）。并以CML患者初诊时的血

红蛋白（HGB）浓度将患者分为 4 组：重度贫血 30~60 g/L

（A）、重度贫血 60~90 g/L（B）、轻度贫血 90~120 g/L（C）、>

120 g/L（D）。比较不同组CML患者的CR0.5与CR情况，比

较不同组在 3、6、12个月的BCR-ABLIS下降程度（%）。结果

共纳入645例CML初诊患者，其中102例临床资料完整可进

行分析。A、B、C、D 组患者 CR0.5分别为 11.75±10.21、6.82±

8.08、2.72±1.41、3.00±2.14个月。AC、AD组CR0.5相比均有显

著性差异（P<0.001、P<0.001），BC组患者CR0.5也存在显著性

差异（P=0.003）。D 组患者在 TKI 治疗 3 个月后 BCR-ABL

下降百分率[（-7.75±77.082）%IS]与其他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

异（P<0.05）。AC、AD、CD、BC 组在治疗 12 个月后 BCR-

ABL（%IS）下降程度有差异（P<0.05）。而AC、AD组在治疗

6个月后分子生物学缓解程度也呈现显著性差异（P<0.05）。

结论 HGB浓度越低，CR0.5表现得越长，在TKI治疗3、6、12

个月后的下降程度也具有显著性差异。表明CML患者诊断

时贫血程度不同，其后期对TKI的敏感程度不同，对CML患

者预后有一定程度的指示作用。

A455.CARMA1通过激活NF-κB信号调控T-ALL

细胞增殖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牛铭山 齐家磊 张会会 许小

宇 徐开林

目的 分析CARMA1基因在T-ALL白血病中的表达及

对患者预后的影响；研究CARMA1基因对T-ALL细胞增殖

和 NF-κB 信号通路的影响。方法 Western blot 分析 CAR-

MA1基因在不同类型白血病细胞系、原代T-ALL细胞中的

表达情况；基因芯片分析 CARMA1 及与其形成复合体的

MALT1、BCL10 基因在 T-ALL 中的表达和对预后的影响。

采用慢病毒 shRNA沉默CARMA1基因，CCK-8和EdU法分

析对T-ALL细胞增殖的影响；流式细胞术分析对T-ALL细胞

周期的影响；NSG小鼠模型分析对T-ALL细胞体内增殖的

影响；荧光素酶双报告基因法和Western blot分析对T-ALL

细胞中NF-κB活性的影响。结果 通过对AML、B-ALL和

T-ALL细胞系检测，发现CARMA1基因在T-ALL细胞中特

异性高表达，在原代T-ALL细胞中也高表达。通过对GEO

数据库基因芯片分析，CARMA1基因在T-ALL白血病中高

表达，而且CARMA1高表达患者的预后显著好于低表达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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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P=0.0043）。将 CCRF- CEM、MOLT- 4 和 Jurkat 细胞的

CARMA1基因沉默后，SIL-TIL1阳性的CCRF-CEM细胞增

殖未观察到显著变化。但是，MOLT-4和 Jurkat细胞的生长

和增殖活性显著降低；细胞周期阻滞在 G1/S 期。将 CAR-

MA1基因沉默的MOLT-4细胞系通过尾静脉接种到NSG小

鼠，小鼠的生存期显著延长（P<0.001）。CARMA1基因沉默

后，T-ALL 细胞的 NF-κB 的转录活性显著降低；抑制 CD3/

CD28刺激诱导的 IκBα蛋白降解。结论 在T-ALL细胞中，

MALT1和BCL10可能为组成型表达，CARMA1为调节型表

达。CARMA1 高表达患者的预后显著好于低表达患者。

SIL-TIL1 融合基因阴性的 T-ALL 白血病细胞增殖依赖于

CARMA1 基因的表达。CARMA1 通过激活 NF-κB 信号途

径调控T-ALL细胞增殖。

A456.Pseudogene POU5F1B expression for predic-

tion of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in AML
The Affiliated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Yi

Jing, Deng Zhaoqun

Objective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Oct4 is necessary for

maintaining pluripotency and self- renewal of embryonic stem

cells, and POU5F1B is a processed pseudogene of OCT4 with

coding capacity.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ex-

pression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 of POU5F1B in AML.

Methods The expression of the POU5F1B transcript was

evaluated in 180 de novo AML patients and 39 controls by Re-

al-time quantitative PCR(RQ-PCR).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s,POU5F1B was down- expressed in AML(P<0.001).

The receiver operatingcharacteristic(ROC)curverevealsthat the

POU5F1B transcript level could differentiate AML from

healthy(AUC=0686). NM3 AML with low POU5F1B expres-

sion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WBC than those with high

POU5F1B expression (20.2 × 109/L vs 4.6 × 109/L, P=0.017).

Among whole AML and NM3 AML,POU5F1BHigh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CR than POU5F1Blow patients (P=0.020 and

P=0.014).In addition,Kaplan-Meier analysis demonstrated bet-

ter overall survival(OS,P=0.022 and P=0.011,respectively) and

leukemia-free survival (LFS, P=0.030 and P=0.008, respective-

ly) in POU5F1Bhigh patients compared with POU5F1Blow pa-

tients. Furthermore, in multivariate survival analysis,

POU5F1B was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OS and LFS in

NM3 cohort of AML patients as a favorable prognostic factor.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POU5F1B was frequently down-

regulated in AML,and might contribute to the diagnosis and

prognosis of AML.

A457.miR-217 sensitizes chronic myelogenous leu-

kemia cells to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by target-

ing pro-oncogenic anterior gradient 2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College Pan Bin, Wang Xiangmin, Xu Kailin

BCR-ABL1-independent mechanisms had been indicated

to mediate drug resistance to 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TKI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CML).

The pro- oncogenic anterior gradient 2(AGR2) mediates drug

resistance of cancer cells. In this study, we observed increased

level of AGR2 in TKIs- resistant CML cells. Silence of

AGR2 in dasatinib- resistant K562 (K562DR) cells led to re-

stored sensitivity to dasatinib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Expo-

sure to dasatinib induced up- regulation of AGR2 in K562

cells, which indicated a probable treatment related drug resis-

tance. We further investigated the potential interaction between

microRNA (miRNA) and AGR2 in K562DR cells, and found

that down-regulation of miR-217 was associated with over-ex-

pression of AGR2 in K562DR cells.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identified that miR- 217 negatively regulated expression of

AGR2 through binding 3’- untranslated region (3’- UTR)

of AGR2. Hypermethylated CpG island on the promoter re-

gion of MIR217 gene played a role in regulating expression of

miR- 217 in K562 cells. Forced expression of miR- 217 led to

decreased expression of AGR2 as well as compromised TKIs-

resistant potential of K562DR cells. Similarly, over-expression

of miR-217 re-sensitized K562DR cells to dasatinib-treatment

in a murine xenograft transplantation model. Taken together,

TKIs- treatment induced drug- resistance is correlated with de-

crease of miR- 217 and up- regulation of AGR2. miR- 217/

AGR2 interaction might be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in

treating CML patients with TKIs-resistance.

A458.急性白血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单纯
髓外复发的临床研究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张燕 王季石

目的 探讨急性白血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

HSCT) 术后单纯以髓外复发为表现的患者临床特征及诊

治。方法 回顾性分析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自

2010年 3月-2018年 7月收治的 665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

临床资料，分析行 allo-HSCT的急性白血病患者236例［急性

髓系白血病 (AML)128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 85例

和急性混合细胞白血病 4 例，慢性髓性白血病急淋变 9 例，

急髓变 10例］，探讨 allo-HSCT术后单纯以髓外复发为复发

表现的患者临床表现、单纯髓外复发率、危险因素和诊治。

结果 236例急性白血病患者 allo-HSCT术后，复发时仅表

现为单纯髓外复发者共 8 例(其中 ALL 1 例，AML 6 例，

CML 急淋变1例)，累计发生率3.39%。8例髓外复发患者中，

中枢神经系统复发 5例，粒细胞肉瘤 2例，睾丸复发 1例，复

发时血液学仍呈完全缓解状态，融合基因仍保持阴性，供受

者嵌合检查均为完全供者嵌合状态。初诊时高白细胞计数、

髓外浸润、染色体复杂核型、移植时疾病状态为髓外复发高

危因素。给予患者供者淋巴细胞输注、化疗、鞘内注射、局部

放疗等治疗，疗效欠佳，目前仅 3 例患者仍存活正在治疗

中。结论 急性白血病患者allo-HSCT后复发并不少见，少部

分患者仅以髓外病变为其复发表现，其预后不佳。重视复发

的危险因素并积极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可有助于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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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59.去甲氧柔红霉素、硼替佐米对急性髓系白血
病细胞凋亡及免疫原性的影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刘欣

吴金菊 王兴兵 汪健 李庆

目的 研究去甲氧柔红霉素、硼替佐米及联合用药对急

性髓系白血病（AML）不同免疫表型细胞群细胞凋亡及免疫

原性的影响,为寻找有效杀伤白血病细胞的治疗方法提供部

分实验依据。方法 收集20例初治AML患者外周血，利用

淋巴细胞分离液及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出单个核细胞，通过

流式细胞术检测CD34+CD38+细胞群、CD34+CD38-细胞群。

用去甲氧柔红霉素和硼替佐米以指定浓度和时间分别单独

或联合作用初发AML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流式细胞术

检测CD34+CD38-细胞、CD34+CD38+细胞的凋亡率及细胞表

面钙网蛋白的表达，分析两种药物对凋亡率及免疫原性（钙

网蛋白表达率）的影响。结果 单药处理组间各细胞群凋亡

率和钙网蛋白表达率无明显差异，明显低于联合处理组，高

于空白组。去甲氧柔红霉素单药组、蛋白酶体抑制剂单药组

及两药联合各处理组内 CD34 + CD38 +细胞凋亡率均高于

CD34+CD38-细胞凋亡率[（45.97±7.85）%对（20.81±1.87）%，

P=0.007；（44.16±6.83）%对（21.93±4.74）%，P=0.010；（65.63±

7.92）%对（41.69±3.85）%，P=0.009]，钙网蛋白表达率也有同

样表现[（25.31±2.73）% 对（4.40±1.17）%，P=0.000；（24.27±

4.20）%对（4.27±0.49）%，P=0.010；（42.13±6.06）% 对（22.06±

2.13）%，P=0.006]。结论 去甲氧柔红霉素、蛋白酶体抑制

剂均能诱导白血病细胞凋亡和凋亡细胞表面钙网蛋白表达，

联合用药有协同作用。CD34+CD38+细胞比CD34+CD38-细

胞更易诱导凋亡及表达钙网蛋白。

A460.去甲氧柔红霉素与柔红霉素在急性髓系白血
病的诱导治疗中心脏毒性的对比研究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赵梅 王季石

目的 研究AML患者在应用去甲氧柔红霉素及柔红霉

素诱导治疗后不同年龄组间心脏毒性的差异。方法 选取

2015年 6月 1日至 2018年 6月 1日就诊于我院，并通过骨髓

细胞学涂片、骨髓流式细胞学检查明确诊断为AML的患者

共210例，均初治使用标准剂量的 IA（去甲氧柔红霉素 8~10

mg/m2 第1~3天+阿糖胞苷100 mg/m2 第1~7天）或DA（柔红

霉素 45~60 mg/m2 d 第 1~3 天+阿糖胞苷 100 mg/m2 第 1~7

天）方案诱导治疗并获得完全缓解；据年龄分成三组，分别为

小于40岁、40~60岁、大于60岁，各年龄组分别对比经1~2个

疗程治疗后，接受上述不同方案治疗的患者出现新发心脏不

良事件的种类、时间、频率及不良事件是否可纠正等，综合

评估去甲氧柔红霉素及柔红霉素的心脏毒性方面的差异。

结果 小于 40岁组经 1~2个疗程诱导化疗后出现新发心脏

不良事件的频率在所有患者中比例最低，且大部分患者经治

疗心脏不良事件可获得纠正；年龄大于 60岁的患者更易出

现新发心脏不良事件且容易反复出现且不易纠正；在较大累

积剂量时柔红霉素治疗组发生心脏不良事件的频率较去甲

氧柔红霉素治疗组更高，而在较低累积剂量时两者无显著差

异。结论 去甲氧柔红霉素对于AML患者（尤其是老年患

者）在较大累积剂量时心脏毒性小，安全性高。

A461.钙网蛋白对树突状细胞负载急性髓系CD34+

白血病干/祖细胞影响的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刘欣

吴金菊 王兴兵 汪健 李庆 沈季敏

目的 鉴定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骨髓中CD34+

白血病细胞形成集落的自我更新及增殖的干细胞特性；观察

完全缓解期患者外周血培养出的树突状细胞（DC）未成熟期

与成熟期差异；研究钙网蛋白对DC负载白血病干/祖细胞影

响，探讨体外增强白血病细胞免疫原性的可能性。方法 选

取初治急AML（除外M3），采集骨髓3~5 ml。提取骨髓中单

个核细胞（MC），磁珠分选出CD34+细胞，运用流式细胞仪检

测CD34+细胞的纯度。标本冻存留用，待初发患者明确原发

病完全缓解，复苏CD34+细胞，行甲基纤维素体外克隆形成

实验，鉴定具有干的自我更新能力。抽取完全缓解期AML

患者外周血，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利用磁珠分

选CD14+单核细胞，制备细胞悬液，加入GM-CSF，第 5天观

察并加入TNF-α诱导DC成熟，流式细胞仪分析成熟及非成

熟CD11c及HLA-DR表型差异。体外利用蛋白酶体抑制剂

（硼替佐米）联合蒽环类抗生素（去甲氧柔红霉素）诱导白血

病干/祖细胞凋亡，标记荧光染料，分为三组，分别加入抗钙

网蛋白抗体、空白对照或重组钙网蛋白，收集细胞，标记

CD11c-FITC抗体，流式细胞术检测CD11c和CTO双阳性细

胞，计算出吞噬率。结果 ①从初发AML骨髓单个核细胞

中磁珠分选的CD34+细胞经流式细胞仪检测纯度为(92.67±

2.02)%。②纯化的CD34+白血病细胞可在培养基上形成集

落，具有自我更新的白血病干细胞活性。③取自完全缓解期

外周血中培养的DC，GM-CSF与 IL-4诱导CD14+单核细胞

分化为DC过程中，细胞由悬浮变为贴壁，并聚集成团，集落

大小不均一，培养 5 d TNF-α诱导成熟过程中，DC形态不规

则且有大量毛刺状突起，体积较前明显变大，大多呈悬浮状

态；成熟DC较非成熟表面CD11c、HLA-DR表达增多（P值<

0.05）。④总体重组钙网蛋白组吞噬率与空白组、抗钙网蛋

白抗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初治AML中CD34+

细胞具有白血病干/祖细胞特性。GM-CSF 可与 IL-4 诱导

CD14+单核细胞分化为DC，TNF-α可诱导DC成熟，成熟DC

较非成熟表面CD11c、HLA-DR表达增多。体外实验中钙网

蛋白可增强自体DC负载白血病干/祖细胞。

A462.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伴骨髓增生异常
综合征相关急性髓系白血病临床分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费倩 王昱

目的 探讨型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治疗

伴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相关急性髓系白血病(AML-MRC)的

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年1月至 2015年7月在北京

大学人民医院接受 haplo-HSCT 的 102 例第1次完全缓解期

(CR1)高危 AML 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全部 102例AML

患者中，AML-MRC 17例(AML-MRC 组)，其他类型 AML 85

例(对照组)。AML-MRC 组中男 8 例，女 9 例，中位年龄 35

(17~61)岁；对照组中男 52例，女 33例，中位年龄 31(11~60)

岁。AML-MRC组、对照组移植后巨细胞病毒、EB 病毒、血

流感染发生率及造血重建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移植后 2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80.8%(95% CI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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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72.5%(95% CI 62.8%~80.1%)(P=0.650)，无病生存率

分别为79.4%(95% CI 48.8%~92.9%)、65.9%(95% CI 54.3%~

75.2%)(P=0.573)，累积复发率分别为 13.0%(95% CI 1.9%~

34.7%)、13.3%(95% CI 7.0%~21.5%)(P=0.623)，非复发死亡

率分别为6.7%(95% CI 0.3%~27.0%)、20.0%(95% CI 12.0%~

29.4%)(P=0.436)。结论 CR1期 AML-MRC 与其他类型高

危 AML 患者行 haplo-HSCT 的预后相似。haplo-HSCT 是

CR1 AML-MRC 患者的理想选择。

A463.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获得持续深度缓解后停
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观察性研究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孔军 刘霄红 秦亚溱 石红霞 赖

悦云 黄晓军 江浩

目的 评价单中心慢性髓系白血病（CML）患者获得持

续深度缓解后停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安全性及无治疗缓

解率（TFR），探讨影响 TFR 的因素。方法 回顾分析 2013

年 3月至 2017年 8月在我中心服用TKI获得持续深度缓解

后停药的 40 例 CML 患者临床资料，比较获得 TFR 与失去

TFR 患者临床特点异同。结果 对 40 例患者中随访超过

6 个月的 32 例进行分析，男/女为 20/12，中位年龄 50.5（13~

70）岁，2例发病时为加速期，余均为慢性期，可行Sokal评分

患者 27 例，其中低危 15 例，中危 11 例，高危 1 例。达到

MR4.5 中位用时 16.2（3~42.2）个月，MR4.5 持续中位时间

49.9（7~103）个月。停药前有25例患者一直服用伊马替尼，

7例服用二代TKIs。TKIs总服用中位时间83.7（37.5~125.4）

个月。停药后中位随访 14.5（6~59）个月，其中 1 例 BCR-

ABL1转阳但未失去MMR自行恢复伊马替尼，11例最终失

去TFR，其中9例在6个月内、2例在12个月后。预期6个月

TFR生存为68.8%（95%CI 52.7%~84.9%）。共11例恢复TKI

治疗，1 例失访，10 例服药 3 个月内重新获得 MMR 或

MR4.5。未失去MMR的 20例中，9例持续BCR-ABLIS为 0，

6 例单次 BCR-ABL1IS低水平阳性，5 例出现 2 次以上 BCR-

ABL1IS低水平阳性。7例服用二代TKIs患者，停药后1例失

去MMR（14.3%），为停药后2个月。分析单纯服用伊马替尼

的 25 例停药成功影响因素，年龄、性别、Sokal 评分、达到

MR4.5时间、伊马替尼应用累积时间及平均剂量与停药后复

发无明显相关性。停药前MR4.5持续≥60个月组与<60个月

组比较（通过ROC曲线确定 60个月界值），停药后失去TFR

比例分别为 2/11及 9/14（P=0.024），停药后BCR-ABL1超过

2次阳性比例分别为3/11和11/14（P=0.017）。两组非复发生

存有统计学差异（P=0.026）。结论 CML 患者在 TKI 治疗

获得持续深度缓解后停药是相对安全的，停药失败后恢复

TKI 均能再次获得 MMR，停药前 MR4.5 维持 5 年以上将能

提高TRF率。

A464.年龄调整的不同剂量地西他滨联合 HCG/

CAG方案治疗老年人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临床研究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医院 张立明 杨玉红 唐伟兰 王

惠 邱迪

目的 临床观察和探讨根据患者年龄调整的不同剂量

地西他滨联合 HCG/CAG 方案治疗老年人 AML 的临床疗

效。方法 2013年 8月-2018年 7月，本中心共收住老年人

（≥60岁）AML 81例，选取采用不同剂量地西他滨联合HCG/

CAG方案治疗的 36例为观察对象。其中初发 30例，复发 6

例，男性25例，女性11例，中位年龄75.5（62~89）岁，FAB分

型 M2 13例，M4 9例，M5 11例，M6 13例。地西他滨根据年龄

调整为<70 岁 20 mg/m2，70~80 岁 15 mg/m2，≥80 岁 10 mg/

m2，静脉滴注，每日 1次，共 5 d，第 6天起HCG方案治疗，高

三尖杉酯碱 1~2 mg，7~10 天，总剂量 7~14 mg，肌肉注射。

Ara-C 25 mg/d，每12 h分2次皮下注射，7~10天；粒细胞集落

刺激因子（瑞白或惠尔血）150~200 μg，每日1次，皮下注射，

7~10天或贯穿整个低细胞期。CAG方案则为：阿克拉霉素

（A）10 mg，静脉滴注 5~7天，阿糖胞苷及粒细胞集落刺激因

子用法用量同HCG方案。结果 以完成2个疗程以上30例

为疗效评估对象，其中 CR 8 例（26.7%），PR 16 例（53.3%）

总有效率（CR+PR）24 例（80%），NR 6 例（20%），其中死亡

2例。治疗期间无化疗相关死亡。缓解后治疗采用原方案

或改良中剂量Ara-C、HAA、IA、DA等方案治疗或支持等一

般治疗，少数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总生存时间（OS）

2.5~27个月，6~12个月10例，12~24个月12例，≥24个月3例。

主要不良反应为：低细胞期的感染和出血，其中败血症10例

（培养到致病菌），肺部真菌感染（临床诊断）6例，肛周及皮

肤软组织感染6例，持续3 d以上发热者25例，经抗菌（G+或

G-菌）及抗真菌治疗后患者均存活。出血主要为黏膜及皮肤

出血，脑出血死亡 2例，均发生在未缓解患者。结论 年龄

调整的不同剂量地西他滨联合 HCG/CAG 方案治疗老年

AML有较高疗效，大多数患者可耐受其不良反应，可延长老

年AML患者总的生存时间。

A465.硼替佐米联合VDLP方案治疗儿童复发难治
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五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曾鹏云 陈慧玲 柴晔 李亮亮 岳

玲玲 吴重阳 胡婉丽

目的 探讨硼替佐米联合VDLP方案对儿童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的短期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并进行文献复习。

方法 对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 2018 年 1 月至 2018 年

6月收住的 5例（4例B细胞性急淋，1例T细胞急淋）儿童复

发难治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应用硼替佐米联合

VDLP 方案进行化疗（硼替佐米 1.3 mg/m2 第 1、4、8、11 天，

VDLP剂量和用法依照CCLG2008方案）。结果 5例患儿

平均年龄5.8岁，3例高危，1例中危，1例低危，平均复发时间

为8.4个月（距缓解时间最短2个月，最长14个月），应用本方

案前均经一个以上其他复发难治儿童急淋方案治疗，包括

ALL-REZ BFM2002、UKALL R3\HyperCVAD、CAG等，最多

4个。经过本方案治疗后，4例患儿完全缓解（CR），1例骨髓

完全缓解、血小板未恢复（血小板<80×109/L），2 例 MRD<

0.1×10-2，2例<0.1×10-1，1例<0.1×10-4。所有5例患儿均出现

3度以上血液学毒性，未发现严重心脏毒性，无周围神经炎

及血栓事件发生。缓解后 2例行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3例

因经济等原因继续巩固化疗（CCLG2008方案），目前所有患

儿均持续缓解，MRD<0.1×10-2。讨论 硼替佐米对复发难

治小儿急淋具有较好短期疗效，不良反应可以接受，但硼替

佐米的剂量和用法以及长期疗效还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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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66.Increased expression of circular RNA vimen-

tin predict adverse clinical outcome in acute my-

eloid leukemia
Affiliated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Yi Yunyun,

Deng Zhaoqun

Objectives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vealed that up-regu-

lated vimentin gen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various hemato-

logical malignancies. However, extremely few is known about

the roles of Circ-VIM (a circular RNA of vimentin), especially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The focus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status of Circ-VIM and further an-

alyze its pathogenesi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AML pa-

tients. Methods Real- time quantitative PCR (RQ-PCR) was

carried on Circ-VIM in 113 AML patients and 42 healthy con-

trols. Results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RQ-PCR) was car-

ried on Circ- VIM in 113 AML patients and 42 healthy con-

trols. Circ- VIM was significantly up- regulated in AML com-

pared with control (P<0.001) and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WBC count (r=0.259, P<0.001). ROC curve analysis indi-

cated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Circ-VIM expression could serve

as a promising biomarker for differentiating AML patients

from controls (AUC=0.741, 95% CI 0.657- 0.825, P<0.001).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of Circ- VIM expression were found

with white blood cells and French-American-British classifica-

tions (P<0.05). Survival analyses further showed that over- ex-

pressed Circ-VIM were associated with markedly shorter over-

all survival (OS) and leukemia free survival (LFS) in whole-co-

hort AML, Non-APL AML and CN-AML patients. Multivari-

ate analysis also disclosed that Circ-VIM over-expression was

an independent poor prognostic factor for OS and LFS in AML

patients. Remarkably,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evidence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Circ-VIM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vimentin (VIM) expression in all AML patients (r=0.259, P<

0.001).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irc- VIM

over-expression was a frequent event in de novo AML patients

and might serve as promising diagnosis, prognostic and initial

treatment marker for AML. The expression of Circ- VIM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VIM expression in all AML patients,

suggesting that Circ- VIM might promote the occurrence and

progress of AML by regulating VIM.

A467.FLT3- ITD 驱 动 的 STAT3/miR- 126- 5p/

HOXB5网络促进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增殖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宋鸽 陈树英 汝昆

目的 研究AML FLT3-ITD驱动的分子致病机制，研发

针对FLT3-ITD的可靠、特异的分子靶点。方法及结果 我

们利用miRNA芯片技术筛选了FLT3野生型和FLT3-ITD突

变型AML患者骨髓中差异表达的miRNA，在众多差异表达

的miRNA中选择异常高表达的miR-126-5p为进一步研究对

象，研究其致病机制，阐明其分子机制。我们利用 qRT-PCR

检测了20对FLT3野生型和FLT3-ITD突变型AML患者骨髓

样本，发现 miR-126-5p 在 FLT3-ITD 阳性样本中高表达。

CCK8和流式细胞术实验结果显示：过表达或封闭miR-126-

5p，AML细胞的增殖能力分别增强和减弱，并且分别抑制或

促进细胞凋亡。生物信息学预测miR-126-5p的靶基因，我

们选择与血液病发生密切相关、但报道相对较少的HOXB5

作为候选靶基因，荧光报告子实验和qRT-PCR实验分别检测

了miR-126-5p与HOXB5 mRNA 3’UTR的靶定关系，结果显

示 miR-126-5p 直接靶定并正向调控 HOXB5 的表达，表明

HOXB5是miR-126-5p的直接作用靶基因。过表达HOXB5，

细胞增殖能力增强，凋亡能力减弱；敲降HOXB5，细胞增殖

能力减弱，凋亡能力增强。挽救实验表明，HOXB5是miR-

126-5p 的功能靶基因。小鼠模型实验显示，过表达或敲降

HOXB5，AML小鼠的生存期分别缩短或延长。接下来，我

们利用 qRT-PCR和Western blot实验进行了机制研究，发现

FLT3-ITD通过活化STAT3进一步促进miR-126-5p高表达。

结论 本实验揭示 FLT3-ITD 驱动的一个新的 STAT3/miR-

126-5p/HOXB5的调控网络，miR-126-5p发挥了促癌基因的作

用，这可能为AML的精准治疗提供了新的靶点和治疗策略。

A468.地西他滨不同时机联合“3+7”方案治疗急性
髓系白血病的疗效观察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彭晓娟 张睿娟 杨林花

目的 通过回顾性分析探讨地西他滨不同时机联合标

准诱导方案治疗AML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将我院收治

的接受地西他滨序贯诱导方案治疗的29例AML患者，纳入

地西他滨序贯诱导方案组；将同期地西他滨与诱导方案同时

用药治疗AML的16例患者纳为同时用药组，比较两组患者的

疗效及不良反应等。结果 治疗1个疗程后，45例患者中有25

例获得CR，CR率达55.56%，总有效率(ORR)达75.56%；其中

序贯组CR 17例，部分缓解 5例，未缓解 7例，ORR为 75.9%

(22/29)；同时用药组 CR 8 例，部分缓解 4 例，未缓解 4 例，

ORR为75.0%(12/16)。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595，P=

0.842）。两组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3级以上的血细胞减少和

感染，在治疗早期(第1~2疗程)比较常见；在首次诱导治疗结

束骨髓抑制期，序贯组粒细胞缺乏期中位数为 15.0 d，红细

胞输注量为 8.0 U，血小板输注量为 5.0 U；同时用药组粒细

胞缺乏期中位数为8.5 d，红细胞输注量为4.0 U，血小板输注

量为 3.5 U。序贯组骨髓抑制期明显明显高于同时用药组，

主要体现在粒细胞缺乏期的延长（P<0.001）；红细胞和血小

板输注量无明显统计学差异。结论 地西他滨序贯标准诱

导方案与同时用药时疗效相当，但同时用药时安全性更好。

A469.三氧化二砷诱导TBLR1-RARα阳性急性早幼
粒细胞白血病分化及凋亡的研究
1.浙江省人民医院; 2.浙江大学附属邵逸夫医院 陈一瑞 1

王燕忠 2 蓝建平 1 童向民 1

目的 研究三氧化二砷（ATO）在TBLR1-RARα高表达

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中的分化及凋亡作用及其

作用机制。方法 构建TBLR1-RARα高表达U937细胞株，

使用ATO处理TBLR1-RARα高表达细胞株，使用流式细胞

术、NBT还原实验、集落形成实验、MTT、Western blot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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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ATO对TBLR1-RARα阳性APL分化及凋亡作用并阐明

其作用机制。结果 使用不同剂量 ATO 处理细胞株后，

U937/TBLR1-RARα组细胞表面分化抗原CD11b表达比率及

凋亡比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细胞株，呈时间剂量依赖性（P<

0.05）。进一步研究发现，使用 ATO 处理细胞后，细胞内

TBLR1-RARα融合蛋白水平明显下降。同时加入蛋白酶体

抑制剂 MG132 与 ATO 共同处理细胞，结果显示，ATO 与

MG132共同处理组细胞中TBLR1-RARα mRNA水平较对照

组细胞中的 TBLR1-RARα mRNA 水平未见明显改变（P>

0.05），但融合蛋白水平明显升高。信号通路研究结果显示，

U937/TBLR1-RARα细胞中 JNK1信号通路被激活，同时发现

PARP、Caspase 3、Caspase 9 的剪切体和细胞质中细胞色素

C、p53 水平增高，而在线粒体细胞色素 C 水平降低。结论

TBLR1-RARα融合蛋白高表达可以提高 U937 细胞对 ATO

的敏感性，促使细胞在ATO的作用下分化和凋亡。ATO能

促使 TBLR1-RARα融合蛋白通过蛋白酶体途径进行降解。

TBLR1-RARα高表达能够增加ATO诱导的线粒体途径的细

胞凋亡，并且依赖于p53凋亡途径。

A470.The clinical and biological effect of reduced

protocadherin17 expression in AML
1.Zhenjia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2.The Third People's Hos-

pital of Kunshan City Xu Zijun1, Yao Dongming1, Zhou Jing-

dong1, Ma Jichun1, Wen Xiangmei1, Zhang Wei1, Ji Runbi1, Wu

Dehong2, Deng Zhaoqun1, Lin Jiang1

Objective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pattern of proto-

cadherin17 gene (PCDH17),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n-

text of established markers, and the associated gene- and mi-

croRNA- expression signatures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Methods The prognostic relevance of PCDH17 was

analyzed on a cohort of 173 AML patients from the The Can-

cer Genome Atlas (TCGA), and further validated in three inde-

pendent cohorts (n=339). All AML samples were dichoto-

mized at the median PCDH17 expression. In our cohorts,

PCDH17 expression was measured by real- time quantitative

PCR (126 patients with AML and 44 healthy donors), while tar-

geted bisulfite sequencing was used to access the methylation

status of PCDH17 (107 patients with AML and 25 healthy do-

nors). Results PCDH17 repression was observed in three

AML microarray datasets and validated by RT- PCR; this re-

pression was mediated mainly by promoter methylation. Clini-

cally, low PCDH17 expre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female sex

(P=0.01), higher WBC (P<0.0001), higher percentages of BM

(P=0.04) and blood blasts (P<0.001), presence of FLT3- inter-

nal tandem duplications (P=0.002), mutated NPM1 (P=0.02),

wild-type TP53 (P=0.005), and in trend with high ERG expres-

sion(P=0.08). Patients with low PCDH17 expression had

worse overall survival (OS; P=0.021)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P=0.014) than patients with high PCDH17 expression;

the predictive value for OS was further validated in three inde-

pendent cohorts. In multivariable analyses, low PCDH17 ex-

pression retained independent prognostic value for both OS (P<

0.001; hazard ratio0=2.04) and DFS (P=0.007; hazard ratio0=

1.89). Biologically, PCDH17 expression-associated gene signa-

tur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deregulations of EMT- and wnt

pathway- related genes. Conclusions Low PCDH17 expres-

sion is associated with distinct clinical and biological features

and predicts adverse outcome in patients with AML.

A471.ARHGEF6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表达及其
生物学功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陈树英 宋

鸽 汝昆

目的 ARHGEF6为Rac1/Cdc42鸟苷酸交换因子 6，所

编码蛋白能通过将 GDP 转变为 GTP 从而激活 Rac1 和

CDC42的细胞质蛋白。ARHGEF6在恶性胶质瘤、卵巢癌、

皮肤黑色素瘤、髓母细胞瘤等中都存在异常的过表达，并调

节多种肿瘤细胞的生物学行为，但在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中的作用尚不明确。本研究通过对AML细胞中AR-

HGEF6 的检测及 RNA 干扰探讨了 ARHGEF6 在 AML 中的

生物学功能。方法 用Q-PCR和Western blot检测AML患

者骨髓细胞及几种AML细胞系中ARHGEF6的表达。构建

含有 ARHGEF6-ShRNA 的慢病毒载体，感染 AML 细胞系

KG1细胞，用pull-down方法检测Rac1及 cdc42的活化水平；

MTT方法检测细胞增殖；用Annexin Ⅴ/PI方法检测细胞凋

亡水平；用PI标记检测细胞周期的变化；在甲基纤维素中培

养检测细胞的克隆形成能力。结果 ①AML患者及KG1细

胞系中ARHGEF6的mRNA及蛋白水平显著高于正常供者；

②成功构建带有ARHGEF6-ShRNA 的慢病毒载体，干扰效

果明显；③在KG1细胞中降低ARHGEF6表达后，细胞增殖

减慢，G0/G1期比例增加，S期比例降低，且明显促进细胞凋

亡，增强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④干扰 ARHGEF6 表达后

KG1 细胞中 Rac1 及 cdc42 的活化水平显著减低。结论

ARHGEF6在AML中高表达，降低ARHGEF6表达能够减低

Rac1及 cdc42的活化水平，从而导致细胞周期阻滞，抑制细

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并可增强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

性。本研究提示ARHGEF6可能是AML中一种新的致癌基

因，可作为临床治疗研究新的靶点。

A472.MiR-368在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及相应细胞
系中的表达分析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闫振宇 王霖虹 谢燕燕 杨美

荣 张嵩

目的 探讨miR-368在AML患者外周血、骨髓以及细

胞系THP-1、NB4以及HL60中的表达情况；用含miR-368基

因的慢病毒载体转染THP-1细胞系，观察高表达miR-368对

THP-1细胞分化及凋亡的影响。方法 收集2014年10月至

2016年10月我科初治AML 66例(治疗复发者15例)，以及同

期非恶性血液病者 17例为对照组，采集外周血及骨髓。提

取血液及骨髓总RNA，逆转录为 cDNA后应用RT-PCR检测

标本中 miR- 368 含量。培养 AML 细胞系 THP- 1、NB4、

HL60，检测这三种细胞株内miR-368含量。构建含有miR-

368基因的慢病毒载体，并转染THP-1细胞，应用细胞流式仪

检测高表达 miR-368 的 THP-1 细胞表面分化抗原 CD11b、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135·

CD14的阳性率。流式细胞术检测过表达miR-368的THP-1

细胞凋亡率。结果 ①MiR-368在外周血中表达分析显示,

初诊组为0.66±0.91,复发组为0.92±0.72，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3.03±0.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初诊组和复发组相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②MiR-368在骨髓中表达分析显示，初

诊组为 1.66±0.12，复发组为 1.92±0.11，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2.91±0.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③MiR-368 在细胞系

THP-1、NB4、HL60中表达水平分别为1.66±0.12、2.54±0.20、

2.01±0.18，低于对照组(分别为 5.95±0.27、4.99±0.26、5.55±

0.3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④构建含miR-368基因慢病毒载

体转染THP-1细胞使其过表达miR-368，其细胞表面分化抗

原CD11b、CD14阳性率分别为 0.159±0.010、0.074±0.005，明

显高于空白对照组(分别为0.016±0.004、0.102±0.013)和空载

体细胞组(0.025±0.005、0.012±0.0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⑤过表达miR-368的THP-1细胞其凋亡率为0.726±0.043，明

显高于空白对照组(0.118±0.008)及空载体组细胞(0.114±

0.01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miR-368 在 AML 外周

血、骨髓以及相应细胞系中表达水平均降低。高表达miR-

368可能促进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分化及凋亡。

A473.观察白血病化疗后患者合并感染的控制及生
活质量的影响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曾宪飞

目的 探讨白血病化疗患者医院感染的主要危险因素，

从发生医院感染进行研究，为医院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提供有

效的措施与建议。探讨护理干预观察白血病化疗后患者合

并感染的控制及生活质量的影响，了解白血病化疗后患者的

生活质量。方法 选择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内科

2017年3月-2018年7月收治的白血病患者82例，分成两组，

分别给予常规护理和心理干预，观察治疗后白血病化疗后感

染患者治愈的发生率，并比较患者心理状态的变化及生活质

量变化。结果 全部患者经化疗后均发生不同程度的骨髓

抑制，经对症治疗和护理干预后，干预组治疗后显效共45例，

对照组显效共34例，干预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

患者心理状态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干预组心理状态改善效果

明显优于常规护理组。讨论 护理干预可有效治疗白血病化

疗后感染，有利于感染的控制、有效改善焦虑等不良心理状态

及提高生活质量，保证化疗顺利进行，值得推广应用。

A474.达沙替尼联合α干扰素诱导Ph染色体阳性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发生细胞焦亡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黄菁草 代阳 郑宇欢 刘霆

目的 在我们的前期研究中发现，小剂量达沙替尼联合

α干扰素协同作用，诱导Ph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Ph+ ALL）细胞SUP-B15死亡，本研究旨在探究上述双药联

合杀伤细胞的机制及其对原发性Ph+ ALL小鼠模型的治疗

效果。方法 体外实验：达沙替尼或α干扰素单药或联合处

理SUP-B15细胞。Western blot检测药物处理对细胞蛋白表

达及活化水平的影响。ELISA检测培养上清内分泌因子浓

度。动物体内实验：利用表达BCR-ABL（P210转录本）的逆

转录病毒感染供体小鼠骨髓细胞，尾静脉注射致死剂量辐照

的受体小鼠，建立原发性Ph+ ALL小鼠模型。建模后，治疗

组小鼠利用小剂量达沙替尼（15 mg/kg体重灌胃，每日1次）

联合α干扰素（30 mg/kg体重皮下注射，每周两次）处理，持续

治疗直至对照组小鼠死亡。流式监测小鼠外周血白血病细

胞负荷，免疫组化检测骨髓细胞 B220 表达。结果 通过

Western blot，我们发现双药处理后，凋亡相关蛋白Caspase-

8、Caspase-9、Caspase-3及PARP未发生活化，提示细胞死亡

并非由Caspase依赖的凋亡通路（Caspase-dependent apopto-

sis）介导；同时，非 Caspase 依赖的凋亡通路（Caspase-inde-

pendent apoptosis）相关蛋白 AIF 和 ENDOG 未见明显核转

移。双药联合亦未增加细胞程序性坏死（necroptosis）标记

MLKL 的磷酸化。而我们发现双药处理后，细胞焦亡（Py-

roptosis）相关蛋白 Caspase-1 的激活，同时通过 ELISA 检测

到细胞培养上清中 IL-1b表达增加。体内实验发现，与对照

组相比，联合治疗能够明显降低小鼠外周血白血病细胞负

荷、延长生存时间，骨髓免疫组化切片显示联合治疗组小鼠

骨髓B220阳性细胞比例显著降低。结论 我们通过体外实

验证实了沙替尼联合α干扰素经由细胞焦亡机制诱导细胞死

亡，同时双药对Ph+ALL小鼠有显著疗效。Ph+ ALL属于预后

极差的白血病亚型。我们的研究结果或为Ph+ ALL患者提

供新的维持治疗方案，有益于患者的长期生存。

A475.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治疗复发难治急性B淋
巴细胞白血病后并发凝血功能障碍三例报告并文
献复习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齐昆明 程海 陈伟 王雪 马

莎 刘迷迷 丁宁宁 曹江 潘秀英 徐开林

目的 探讨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治疗急性B淋

巴细胞白病（B-ALL）的疗效及不良反应。方法 报道 3例

CAR-T细胞治疗B-ALL后凝血功能障碍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3例患者均为B-ALL，其中1例女性，58岁，ALL（B细

胞型），复发2次；2例男性，ALL（B细胞型），其中1例并发中

枢神经系统白血病，另1例复发2次，持续不缓解，均给予FC

方案预处理后输注自体CAR-T细胞，其中这例女性并发严

重的细胞因子释放反应，出现多脏器功能损害，2例男性，其

中1例出现中枢神经系统症状，以上3例均出现凝血功能障

碍，APTT均延长，FIB降低，D-二聚体升高，经过积极止血，

给予氨甲苯酸、维生素 K1 等积极治疗后复查凝血功能示

APTT、FIB等恢复正常。结论 抗CD19的CAR-T细胞技术

治疗复发难治B-ALL安全有效，术后并发凝血功能障碍，经

过积极治疗后均得到改善。

A476.Neuropilin-1 expression on regulatory T cell

may affect its immunosuppressive function in ITP
1.Tumor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 2.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 Comparative Medical Center,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3.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

versity; 4.Key Laboratory of Genomic and Precision Medicine,

Beijing Institute of Ge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5.Institute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s Hospital, Chi-

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Zhou Hu1, Su Lulu2,Liu Liu3, Shu Xinhui , Wang X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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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n1, Ding Bingjie1, Yang Jingyi1, Song Yongping1, Yang Renchi5

Primary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ITP) is an acquired

autoimmune disorder with abnormal immunoregulation. Neuro-

pilin-1 (Nrp-1) plays a vital role in immunoregulation. Howev-

er, it is unclear whether Nrp-1 correlates with the pathogenesis

of ITP. Thus, to determine the role of Nrp-1 in ITP, we investi-

gated the effects of Nrp-1 blocking antibody on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and cytokines secretion of PBMCs. We also evaluat-

ed the role of dexamethasone (DXM) on the expression of Nrp-

1 on Tregs. We found that Nrp- 1 blocking antibody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CD4+ T cells, increased the apoptosis of reg-

ulatory T cells (Tregs) and had no effect on Th1/Th2 polariza-

tion. Also, we confirmed DXM promoted the expression of

NRP-1 on Tregs, and high expression of Nrp-1 did not affect

the expression of FoxP3 on Tregs. In conclusion, Nrp- 1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TP by influencing immunosuppres-

sive function of Tregs which mediate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endritic cells (DCs) and T cells.

A477.可诱导型白血病转基因小鼠模型的构建及其
表型分析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陈懿建

目的 本研究试图建立一个在造血系统中可诱导的

c-Myc转基因白血病小鼠模型。该小鼠模型在无诱导剂作

用时 c-Myc不表达；在诱导剂作用的情况下 c-Myc过表达，

引发白血病的发生，并对其进行表型分析。方法 构建打靶

载体Rosa-Myc质粒，通过电击法转染小鼠ES细胞，经G418

药物筛选抗性ES细胞克隆并进行PCR鉴定；通过显微注射

将正确同源重组的ES细胞注射至野生型C57BL/6J小鼠的

囊胚进行培育，通过PCR鉴定筛选 c-Myc嵌合鼠；将 c-Myc

嵌合鼠与野生型C57BL/6J小鼠合笼获得 c-Myc稳定遗传的

c-Myc小鼠；将 c-Myc小鼠与Mx1-Cre小鼠合笼，通过 PCR

方法筛选Myc:Cre双阳性小鼠。poly(I:C)诱导Myc:Cre双阳

性小鼠 c-Myc基因表达，对小鼠表型进行分析。结果 成功

获得 c-Myc小鼠与Myc:Cre双阳性小鼠，这两种小鼠出生后

发育良好，与野生型C57BL/6J小鼠外观无差异。Myc:Cre双

阳性小鼠为诱导前 c-Myc不表达，poly(I:C)诱导Myc:Cre双

阳性小鼠后 c-Myc表达，数月后小鼠出现白血病表型。结论

成功构建了可诱导型 c-Myc转基因小鼠白血病模型，poly(I:

C)所诱导产生的是 AML。该模型的成功构建可为针对

AML 治疗新药的体内试验提供理想的动物模型；也可以

c-Myc原癌基因为治疗靶点，为白血病治疗提供新的策略。

A478.常见融合基因与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预后的
相关性分析：华南儿童AML协作组多中心临床研
究中期随访结果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小儿血液科，福建省血液病重

点实验室，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3.中山大学附属孙逸仙纪念医院；4.湖南省儿童医院；5.湖南

省人民医院；6.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郑湧智 1 李健 1

胡建达 1 冯晓勤 2 李春富 2 徐宏贵 3 贺湘玲 5 郑敏翠 4

杨丽华 6

目的 探讨常见融合基因对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预后的影响。方法 2014年12月至2018年2月期间

华南儿童AML协作组6个中心收治初诊AML儿童172例纳

入本研究，所有采用C-HUANAN-AML15方案化疗，其中有

112例进入FLAG-IDA组，60例进入DAE组，39例在化疗后

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 HSCT）。比较 RUNX1-

RUNX1T1、CBFβ/MYH11 融合基因、MLL 重排对预后的影

响。结果 172例AML患儿，男103例，女69例，中位年龄5

岁（7 个月~14 岁），初诊白细胞计数中位数 20.6（0.1~464）×

109/L，<20×109/L 组 83 例（48.26%），（20~50）×109/L 组 39 例

（22.67%），≥50×109/L组50例（29.07%）；RUNX1-RUNX1T1

阳性 41 例（23.84%），MLL 重排 26 例（15.12%），CBFβ/

MYH11 阳性 14 例（8.14%）。本组患儿 3 年总体生存率

（OS）、无事件生存率（EFS）分别为（73.1 ± 4.3）%、（66.7 ±

4.6）%。伴不同融合基因患儿的 3 年 OS 及 EFS 分别为：

RUNX1-RUNX1T1 阳性组为（84.7±6.6）%、（74.6±8.2）%，

MLL 重排组为（66.4±12.8）%、（67.3±12.8）%，CBFβ/MYH11

阳性组为（92.9±6.9）%、（92.9±6.9）%，不伴以上融合基因组

为（67.2±5.8）%、（59.9±6.4）%，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

0.111，0.087）。FLAG-IDA 组 3 年 OS 及 EFS 均高于 DAE 组

[（80.3±5.7）%对（65.9±6.8）%,（70.7±5.7）%对（62.4±7.0）%）]，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74,0.361）；其中 MLL 基因重排

组FLAG-IDA组 3年OS及EFS均高于DAE组，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09，0.007）。结论 伴 MLL重排AML患

儿采用C-HUANAN-AML15方案FLAG-IDA组化疗可能改

善远期预后；伴有RUNX1-RUNX1T1阳性、CBFβ/MYH11阳

性的AML患儿预后可能好于伴有MLL重排或不伴有以上

融合基因的AML患儿，但仍需更长随访时间及积累更多病

例进一步明确。

A479.DNA甲基转移酶 3A基因突变急性髓系白血
病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研究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高素君 齐悦 谭业辉 林

海 刘秋菊 杨岩 孙京男 梁新悦 胡瑞萍 李薇

目的 研究DNA甲基转移酶 3A（DNMT3A）基因突变

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 回顾

分析296例初诊AML患者DNMT3A基因突变发生率、临床

特征、治疗效果及预后。结果 296例患者中，DNMT3A突

变77例，发生率为26.01%，其中53例（68.83%）为R882位点

突变，22例（28.57%）为非R882位点突变，2例同时发生两者

突变（2.60%）。DNMT3A突变患者具有如下临床特征：初诊

时年龄大，大部分患者（62.34%）为M4与M5，初诊时表现为

外周血白细胞计数高、血红蛋白高、血小板计数高。生存分

析提示在正常核型AML患者中，DNMT3A突变组 2年总生

存（OS）率及无复发生存率（RFS）均劣于野生型组（65.5%对

79.2%，P=0.024；48.3%对66.0%，P=0.012）。在年龄<60岁正

常 核 型 AML 中 ，DNMT3A/FLT3- ITD/NPM1 突 变 组 与

DNMT3A-合并其他突变组及野生型组相比有更差的RFS，

而野生型组患者OS优于三突变组及DNMT3A-合并其他突

变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P=0.011）；在年龄≥60岁

患者中，三组OS及RFS无统计学差异（P=0.428；P=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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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DNMT3A突变是正常核型AML患者

RFS 的独立预后因素（P=0.020）。结论 DNMT3A 突变为

正常核型AML患者RFS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之一，在年龄<

60 岁正常核型 AML，DNMT3A/FLT3-ITD/NPM1 突变亚型

有更差的RFS，但不能作为独立预后指标。

A480.CNCT19细胞注射液治疗复发难治性B-细胞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研究报告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王迎 邹德

慧 陈晓娟 刘薇 何祎 郭晔 顾闰夏 刘兵城 张荣

莉 杨栋林 阮敏 吕瑞 冯四洲 竺晓凡 邱录贵 王

建祥

目的 CNCT19细胞注射液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

医院（血液学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第二代抗CD19嵌合性抗

原受体T 细胞（CAR-T）。目前已经完成体内、体外试验，正

在 进 行 早 期 探 索 性 临 床 研 究 (NCT02975687、

NCT03029338)，拟于近期提交国内注册临床研究申请。现

将部分早期探索性临床试验结果报告如下。方法 自主

制备 CD19 单克隆抗体（HI19a）, 构建二代 CD19CART

（4-1BB），完成体外和体内各项检测，确立生产工艺和验证

工艺。自2016年9月至2018年6月共有39例复发难治B-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25例)与非霍奇金淋巴瘤（NHL）

(14例) 患者接受了CNCT19细胞注射液治疗。结果 在清

淋化疗后，回输总数为（0.75~5.4）×106/kg的CNCT19 细胞，T

细胞转染效率约为15%~56%。在总计39例复发难治B细胞

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中，CNCT19有效率达到 80%以上。

25例复发难治ALL中，有3例儿童睾丸淋巴细胞白血病；可

通过骨髓检查评估疗效的为22例，CR/CRi 达90.9%(20/22)，

早期死亡 2例，早期死亡率为 9.1%（2/22）；3例睾丸白血病

患者接受CNCT19细胞治疗后，2例患侧睾丸体积明显减小；

3 级及以上 CRS 发生率为 16%（4/25）。13 例可评估疗效的

复发难治 NHL 患者接受 CNCT19 细胞治疗，ORR 达 84.6%

（11/13），其中 4 例患者发生 1 级 CRS，1 例出现 4 级中枢毒

性，无早期死亡发生。截至2018年6月28日，共有13例患者

接受后续造血干细胞，9例患者仍然无复发生存。在本研究

中，有5例ALL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MRD阳性患者接

受了供者来源 CNCT19 细胞输注，5 例患者 MRD 全部转阴

性。结论 与自主研发的CNCT19细胞注射液确立生产工

艺并完成体内外研究，在复发难治B细胞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患者中初步显示了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未来经过进一步注

册临床研究，将为复发难治B细胞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提

供有效治疗手段。

A481.含地西他滨方案治疗初治老年急性髓系白血
病疗效分析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高素君 田焕焕 林海 谭业

辉 杨岩 苏克举 杨艳萍 刘春水 李薇

目的 分析含地西他滨化疗方案对初治老年急性髓系

白血病（AML）患者的治疗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

析 47例含地西他滨方案治疗的初治老年AML患者的临床

资料、治疗疗效及安全性。结果 47例患者中，男性 15例，

女性32例，中位年龄65（60~83）岁，1个疗程诱导治疗总反应

率为 74.3%，其中单药地西他滨组、地西他滨联合减量化疗

组患者的有效率分别为 54.5%和 75.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63）。地西他滨联合减量化疗组1个疗程起效率明显

高于地西他滨组，两组患者起效疗程数总体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均P<0.05）。单药地西他滨组中位OS为12个月，地西他

滨联合减量化疗组为 14 个月，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0.004，P=0.950）。地西他滨联合减量化疗组，2个疗程获得

CR者16例，中位OS为17个月，化疗1个疗程后中断治疗或

2个疗程及以上未达CR者 20例，中位OS为 6个月，两组间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383，P=0.012）。该治疗组与姑

息治疗组相比，生存期明显延长（12 个月对 3 个月，P<

0.001）。主要不良反应为骨髓抑制所致血细胞减少、感染，

4周内死亡 1例（2.1%），死亡原因为心功能不全及感染性休

克。结论 含地西他滨的化疗方案对初治老年AML是有效

的、可行的、安全的治疗方案。

A482.以腰骶部疼痛为首发症状的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一例并文献复习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辛柳燕 李方林 王金霞 陈

懿建

目的 探讨以反复腰骶部疼痛为主要症状的急性白血

病的临床特点，提高对首发为不典型、非特异表现的急性白

血病的认识，提高诊治水平。方法 以1例长期反复腰骶部

疼痛就诊于风湿科的青年男性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表

现、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结果 患者

最终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结论 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在成人中发病率较儿童低，急性白血病主要表现为感

染、贫血、出血，目前已有不少报道发现急性白血病以少见临

床表现起病，如视力下降、腮腺肿大、冠周炎等，我们需要加

强科室间的交流，从而提高对疾病的认识及诊治。

A483.伊马替尼耐药的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ABL激
酶区点突变检测及其临床意义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王云贵 王冬梅 潘含

章 金洁

目的 研究发生伊马替尼(IM)耐药的慢性髓性白血病

(CML)患者 BCR/ABL 融合基因 ABL 激酶区发生点突变发

生率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采集 29例 IM原发耐药与继发

耐药的 CML 患者骨髓标本，逆转录巢式 PCR 扩增 BCR/

ABL 融合mRNA 的ABL 激酶区，纯化、测序并进行序列同

源性分析。结果 ①IM耐药的 CML 患者点突变总检出率

为 37.9 %（11/29）。其中 20例在 18个月未取得细胞遗传学

主要缓解且未发生疾病进展（指血液学失效即转入 AP/BP

期 或细胞遗传学失效）的患者3例检出点突变，突变率仅为

15％,且两例患者突变比例仅为 15%~20%；9例发生疾病进

展的患者中8例(88.9%)检出点突变。 11 例患者首次点突变

检出中位时间为 15.5（3~41）个月。②共检测到17次突变和

9个突变点（同一患者多次检测到同一突变点计算一次）：其

中P环内（氨基酸 244~255，M244V 4例，G250E 1例，Y253H

2 例，E255K 1 例）47.1% (8/17)，T315I 17.6% (3/17)，M351T

17.6%(3/17)，A环（E355G）1/17,其他类型（F359V和F317L各

1例）为2/17。11例患者7例含有P环突变，占63.6% 。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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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例突变患者进行追踪观察，其中2例点突变后3~4个月发

生疾病进展，3 例突变类型分别为 M244V 100%、F317L

20%、F359V 10%患者点突变后随访期内未发生疾病进展，6

例患者检测到点突变后即出现疾病进展。其中2例 IM开始

治疗时处于AP/BP患者（突变类型分别为Y253H+T315I和

M244V+E255K+M351T）在检测到点突变后 5个月和 8个月

后死亡。结论 IM治疗出现有血液学、细胞遗传学或分子

生物学复发的患者大部分发生ABL 激酶区点突变，点突变

是 IM治疗CML 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定期监测ABL 激酶

区点突变有助于及早采取干预治疗，提高疗效。

A484. Ibrutinib for first-line treatment of older pa-

tients with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small

lymphocytic lymphoma(CLL/SLL): a 4-year expe-

rience from the resonate-2 study
1.The University of Texas,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2.

Wilmot Cancer Institute,University of Rochester;3.Medical

University of Lodz;4.Tom Baker Cancer Centre;5.Università

Vita- Salute San Raffaele and IRCCS Istituto Scientifico San

Raffaele;6.ASST Grande Ospedale Metropolitano Niguarda;7.

Rabin Medical Center; Sakler Faculty of Medicine;8.The

Leeds Teaching Hospitals,St. James Institute of Oncology,UK;

9.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Stanford;10. Kings

College Hospital,NHS Foundation Trust;11. School of Public

Health,Silesian Medical University;12. Royal Bournemouth

Hospital,Bournemouth,UK;13.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14.

North Shore Hospital;15.Universitair Ziekenhuis Gent;16.Hos-

pital de la Santa Creu i Sant Pau;17.Pharmacyclics，LLC，an

AbbVie Company;18.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

Moores Cancer Center;19.NA Jan Burger1,Paul Barr2,Ta-

deusz Robak3,Carolyn Owen4,Paolo Ghia5,Alessandra Tedes-

chi6,Osnat Bairey7,Peter Hillmen8,Steven Coutre9,Stephen De-

vereux10,Sebastian Grosicki11,Helen McCarthy12,Jianyong Li13,17,

David Simpson14,Fritz Offner15,Carol Moreno19,Sandra Dai19,

Dean James1,Danelle James17,Thomas Kipps18

Objective Ibrutinib (ibr), a first-in-class, once-daily in-

hibitor of Bruton’s tyrosine kinase, is approved in the EU and

other regions for the initial treatment of CLL. RESONATE-2 is

a phase 3 study designed to compar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first- line ibr vs chlorambucil (clb) in patients (pts) with CLL/

SLL. Primary results (assessed by 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

tee[IRC]) with a median follow- up of 18.4 mo demonstrated

that ibr reduced the risk of progressive disease (PD) or death

by 84% (P<0.001) (Burger, N Engl J Med 2015). This exten-

sion study updates long-term ibr efficacy and safety from RES-

ONATE 2. Methods Pts with treatment- naïve CLL/SLL

aged ≥65 y (ITT n=269) were randomized 1:1 to receive 420

mg ibr once-daily continuously or clb for up to 12 cycles. Pt in-

formed consent was obtained. The primary endpoint was PFS

by IRC. Secondary endpoints included ORR, rate of hemato-

logic improvement, and safety; long-term follow-up safety fo-

cused on ibr. Pt- reported outcomes included FACIT- Fatigue

(F). Pts with PD on clb could crossover to ibr. IRC was discon-

tinued after primary analysis. Long- term efficacy is reported

per the investigator. Additional review for CR was undertaken

by the sponsor to assure alignment with iwCLL criteria.

Results With median follow-up of 4 yrs (max 55 mo), pro-

longation of PFS benefit for ibr vs clb was sustained (HR

0.137; 95% CI 0.090-0.210; Figure), including in high-risk sub-

groups (del11q: HR 0.034; 95% CI 0.011- 0.110; unmutated

(UM)- IGHV: HR 0.088; 95% CI 0.046- 0.169). 48- mo PFS

rates for ibr vs clb overall were 74% vs 16%, in pts with del11q

were 79% vs 0% (72% with ibr in pts without del11q) and in

UM-IGHV were 75% vs 4% (79% with ibr in pts with mutated

IGHV). ORR was 91% with ibr vs 37% with clb; sponsor-con-

firmed CR with ibr was 18% (increased from 4% [IRC- con-

firmed] at primary analysis). Ibr led to sustained hematologic

improvement in 80% of pts with baseline anemia vs 24% with

clb (P<0.0001) and in 54% of pts with thrombocytopenia vs

25% with clb (P=0.0229). Ibr led to significantly greater im-

provements over time vs clb in FACIT-F (P=0.0014; repeated

measure analysis). Grade(Gr) ≥3 adverse events(AEs) in ≥5%

of pts over the 4- yr follow- up included neutropenia (13% ),

pneumonia (12%), anemia (7%), hypertension (HTN; 7%) and

hyponatremia (5% ) terms. Gr ≥3 hematologic and infectious

toxicities were generally highest in the first yr and then de-

creased, while HTN remained stable. Of interest, Gr ≥3 atrial

fibrillation occurred in 4% of ibr-treated pts and Gr ≥3 major

hemorrhage in 7%. The most common reason for discontinua-

tion in ibr-treated pts was AEs (19%, n=26), which decreased

over time (yr 0-1, n=9; yr 1-2, n=7; yr 2-3, n=6; yr 3-4, n=4).

AEs leading to discontinuation in >1 pt were atrial fibrillation

(n=4), palpitations, and pneumonia (n=2 each). With a median

ibr treatment duration of 46.9 mo (range 0.7- 55.2), 89/136

(65% ) pts remain on first- line ibr; 7/136 pts discontinued ibr

due to PD. 11/136 pts received subsequent CLL therapy after

stopping ibr (most commonly FCR [n=3], BR [n=2], acalabruti-

nib [n=2]). Conclusion With 4 yrs of follow-up, efficacy of

single-agent ibr continues to endure with 86% risk reduction of

PD or death. Ibr substantially improved PFS in pts with tradi-

tional high- risk features del11q or UM- IGHV (risk reduction

97% and 91% vs clb, respectively). PFS with ibr was pre-

served in pts with or without del11q or UM- IGHV. CR rates

improved with prolonged follow- up. Discontinuation due to

AEs decreased over time, with 65% of ibr pts continuing daily

treatment.

A485.急性髓系白血病相关基因及信号通路的生物
信息学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朱阳敏 高

清妍 杜俊 胡靖 刘旭 张凤奎

目的 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鉴定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相关基因及信号通路，为揭示AML发生及发展的分

子机制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从NCBI的GEO数据库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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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L与非白血病对照样本数据集（GSE15061），利用加权基

因共表达网络（WGCNA）分析方法鉴定AML相关模块及枢

纽基因。对数据集进行差异表达分析并与枢纽基因结果取

交集。差异表达结果利用TCGA数据库中的AML RNAseq

数据集进行验证分析。随后对差异枢纽基因进行蛋白质相

互作用、生物学功能富集分析及生存分析等。生存分析结果

利用LGA数据库进行验证。结果 鉴定出100个AML相关

差异表达枢纽基因，生物学功能富集分析提示这些基因与信

号通路参与了免疫学调控、宿主防御、细胞凋亡负反馈调节

及细胞分化负反馈调节等过程，部分基因尚未报道与AML

相关。随后鉴定出4个与AML总生存期（OS）显著相关的枢

纽基因。结论 我们对可能参与AML发生与发展的枢纽基

因进行了全方面的生物信息学分析，这些基因与信号通路为

揭示AML病理学发生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这些结

果仍需体内外分子学实验加以验证。

A486.PD-1抑制剂联合CD8+ T细胞过继输注免疫
治疗在急性髓系白血病动物模型中效应及机制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邓锐 范方毅 易海

刘芳 何光翠 苏毅

目的 通过在体外用表达特异性抗原的AML细胞株产

生AML细胞特异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组合PD-1抑制剂

这两种免疫治疗策略来干预AML，并探讨其可能潜在的相

关机制。方法 首先，通过免疫刺激诱导外周血单核细胞

（PBMC）产生大量CD8+CTL细胞，流式细胞术对AML-CTL

的免疫表型进行特征分析。其次，用标准的4 h铬（51Cr）释放

试验（CRA）进行CTL细胞毒性试验。然后，建立人AML动

物模型，给予CTL细胞过继输注联合PD-1抑制剂干预治疗，

观察外周血肿瘤负荷、细胞因子、免疫细胞等相关指标。最

后，免疫组化方法分析内脏各个器官 DPL-1 配体的表达情

况，统计分析相关结果。结果 外周PBL中超过70%的细胞

通过刺激被转化为CD3+CD8+表型。在Cr-51释放测定中，杀

伤效率随效应物与靶标的比例（E∶T）的变化而增加。PD-1

抑制剂联合 CTL 细胞在体外可快速促进 AML 细胞凋亡。

在体内实验中，联合 PD-1 抑制剂的 CTL 显示出优异的抗

AML效果，其疗效比单一抗PD1疗法或CTL治疗均有显著

的提高，动物累积存活率也显着增加。动物实验结果还显示

PD-1对应配体PDL-1在骨髓和脾的表达明显受到抑制，在

肝及肺有相对程度的抑制。结论 PD-1阻断在AML中的

潜在应用，与单独的任一治疗相比，PD-1阻断协同CTL治疗

具有优异的协同抗AML的治疗效果。

A487.供者经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动员后自发性脾
破裂一例报道及相关文献复习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吕素娟 刘芳 范方

毅 何光翠 李业成 苏毅

目的 提高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中供者使用

G-CSF 后发生自发性脾破裂的认识并早期积极处理。方

法 报道 1例经G-CSF动员的正常供者发生自发性脾破裂

临床特点及治疗经验, 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结果 供者，

男，49岁，因其妹妹患有AML，被选择为HLA12/12相合的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供者。于 2017年 11月 8日入我院，

血常规、肝肾功能、出凝血、心电图、腹部B超、胸部CT检查

等未见明显异常，既往身体健康，无手术、外伤史。于预处

理-4天起给予G-CSF动员(3 μg/kg，皮下注射，每12 h l 次，共

5 d)。供者动员前腹部B超检查示脾脏大小形态正常，白细

胞计数动员前为4.73×109/L，动员第2天为41.37×109/L，动员

第3天为43.48×109/L，动员4天为47.98×109/L，动员第5天为

50.73×109/L，动员第 5天行外周血干细胞采集术，采集后白

细胞计数为56.00×109/L。供者于外周干采集结束后6 h左右

出现左上腹痛，查体：体温37 ℃，脉率120次/min，呼吸32次/

min，血压120/80 mmHg，痛苦面容，神清，腹部平坦，腹软，左

上腹压痛，无明显反跳痛，肝脾触诊不满意，移动性浊音阴

性。查血尿淀粉酶正常，行腹部彩超检查示：肝周、脾周及下

腹部肠袢探及液性暗区，最深约5.6 cm，行腹腔穿刺，抽出血

性腹水。立即行急诊剖腹探查术，术中见腹腔内大量游离积

血，脾周、左右肝下、右结肠旁沟可见大量血凝块，吸出腹腔

积血，累计约4000 ml，脾脏大小约15 cm×12 cm×10 cm，可见

包膜破裂，表面可见血凝块附着，可见自包膜处活动性出血，

腹腔内其余脏器和组织未探及异常。由于脾脏伤口不能止

血，遂行脾脏切除术，术后病理示：脾肿大，伴脾破裂；裂口边

缘出血、炎细胞浸润。脾破裂切除术后供者无明显不适，术

后 1周复查血常规：白细胞计数为 17.97×109/L，红细胞计数

3.82×1012/L。讨论 本例供者单采当天发生自发性脾破裂，

此时白细胞计数最高，这与大多数文献报道脾破裂发生时间

相似，提示脾破裂可能与白细胞计数相关。供者动员后脾肿

大，与大多数文献报道相符，提示脾破裂可能与脾脏大小相

关。根据文献报道的术后病理结果考虑自发性脾破裂原因

为脾脏实质淤血和出现髓外造血。

A488.地西他滨联合抗CD123 CART提升AML的
治疗反应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韩青梅 包昌倩 雷文

钱文斌

目的 通过CART123联合地西他滨探讨AML的新型

治疗方案。方法 将THP-1细胞与患者或健康捐赠者衍生

的CART123细胞以及地西他滨组合。在体外模型中研究了

该组合治疗的效果。结果 地西他滨引起多种CART123细

胞功能分子变化，相比对照组，IL-4、IL-6、IL-10升高，IL-2

下降，GZMB表达增强。并且地西他滨影响CART123细胞

亚型，CD4+细胞比例增加，CD8+细胞比例减少，使 CD4+∶

CD8+细胞趋向1∶1。中央记忆型T细胞（CD45RA-CCR7+）及

初始T细胞（CD45RA+CCR7+）比例上升，TEMRA（CD45RA+

CCR7+）及效应型记忆T细胞（CD45RA-CCR7-）细胞比例下

降，CD4+FOXP3+比例升高。通过质谱流式发现，地西他滨作

用后，CD8a+细胞减少，而高表达 ICOS+NKG2D+Tim3+CD25+

CD4+的一群细胞显著性增加。Western blot 提示 Notch2 及

Stat5 蛋白表达量下降，Notch1 和磷酸化 NF-κB 表达量上

升。在地西他滨作用下CART123对THP-1杀伤作用进一步增

强。结论 CART123联合地西他滨是一种合理的治疗方案。

A489.微小残留病监测在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预后
评价中的意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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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赵贝贝 阮敏 王慧君 陈晓燕 戚本泉 王书春

陈晓娟 张丽 陈玉梅 邹尧 竺晓凡

目的 探讨微小残留病（MRD）监测在儿童急性髓系白

血病（AML）预后评价中的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

1月至2015年12月就诊我中心的初诊AML患儿的MRD检

测结果对长期生存的影响。采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

究所 2009 方案（CAMS-2009），MRD 检测采用流式细胞术

（FCM），检测时间点为诱导缓解治疗后及巩固强化治疗1个

疗程后。进行了 MRD 监测患儿纳入本研究，采用 Kaplan-

Meier 方法评估患儿的 3 年总体生存率（OS）及无事件生存

（EFS），组间差异采用Log-rank检验。结果 108例患儿进

行了 MRD 监测，纳入本研究的 108 例患儿的 3 年 OS 为

83.7%，3年EFS为74.4%。诱导治疗后MRD>0.1%（35例）与

MRD<0.1%患儿（73例）的 3年EFS分别为 45.7%和 73%（P=

0.000），3年OS分别为48.4%、82.3%（P=0.000）；MRD>0.01%

（54例）与MRD<0.01%患儿（54例）的3年EFS分别为57.4%

和 70.9%（P=0.027），3 年 OS 分 别 为 58.8% 和 83%（P=

0.006）。巩固强化治疗 1 个疗程后 MRD>0.1%（26 例）与

MRD<0.1%患儿（82例）的3年EFS分别为42.3%、71.1%（P=

0.000），3年OS分别为44.7%、79.2%（P=0.000）；MRD>0.01%

（45例）与MRD<0.01%患儿（63例）的 3年EFS分别为 60%、

68.3%（P=0.1），3 年 OS 分别为 59.7%、80.2%（P=0.026）。两

个疗程后的MRD均>0.1%（21例）与诱导缓解方案后MRD>

0.1%经过巩固强化治疗 1个疗程后MRD<0.1%患儿（14例）

的 3 年 EFS 分别为 30.3%、61.9%(P=0.001)，3 年 OS 分别为

39.1%、61.9%（P=0.16)。两个疗程后的 MRD 检测均<0.1%

（69例）与诱导缓解方案后MRD>0.1%、巩固强化治疗1个疗

程后 MRD<0.1%患儿（14 例）的 3 年 EFS 分别为 72.3%、

62.3% (P=0.412)，3 年 OS 分别为 82.8%、72.3%（P=0.074)。

结论 MRD监测能有效甄别AML高危患儿。诱导治疗后

MRD<0.1%是儿童AML预后良好的因素，早期巩固强化治

疗可进一步提高缓解深度以提高儿童AML疗效。

A490.新诊断急性白血病合并妊娠：单中心回顾性
研究
北京协和医院 甄俊峰 冯俊 张路 曹欣欣 周道斌

李剑

目的 探讨合并妊娠的新诊断急性白血病患者的临床

特征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85年 1月至 2018年 6月

期间在北京协和医院确诊的合并妊娠的新诊断急性白血

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治疗选择、妊娠结局，以及临床转归等。

结果 共收集到合并妊娠的新诊断急性白血病患者 20例，

中位年龄 27（22~43）岁。初次妊娠 8例（40%，8/20），双胎妊

娠 1 例（5%，1/20）。包括 AML13 例，其中 6 例 M2、6 例 M3、

1 例 M4Eo；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7 例，包括 6 例 L2和 1 例 L3。

妊娠早期（0~12周）5例（25.0%）：1例未行白血病治疗，并自

然流产；其他 4 例均在诊断后即开始化疗，1 例在诱导化疗

CR后自然流产，1例在化疗期间主动人工流产，2例在诱导

CR后人工流产。妊娠中期（13~27周）11例（55%）：2例在中

期引产后未治疗血液病；1例自然流产后开始化疗；另外8例

诊断后即开始化疗，1例在化疗期间诱发流产、经阴道分娩

死胎，3例在达CR后中期引产，2例在化疗同时行保胎处理

（其中1例孕33周剖宫产后婴儿死亡；1例32周胎死宫内、经

阴道分娩死胎）。妊娠晚期（28周后）4例（20%）：1例支持治

疗至足月剖宫产后开始化疗；另外 3例诊断后即开始化疗，

其中 1例早产和 2例足月剖宫产，上述 4例胎儿均成活。所

有病例均无产科操作相关死亡或严重并发症。7例非APL

的AML患者中，2例放弃原发病治疗，1例行HPAGP方案化

疗2个疗程后达到CR；4例行DA方案化疗：1例诱导化疗期

间脑出血死亡；2例1个疗程后CR；1例第2疗程后CR。6例

APL患者均在ATO＋ATRA诱导后获得CR。7例ALL患者

中，1例未行原发病治疗，1例BCL/ABL P210阳性接受VD+

TKI诱导获得 CR，其余 5 例均接受 VDCD 化疗，1 例 NR 和

4例CR。结论 妊娠合并急性白血病是复杂困难的临床难

题，需要内科、产科和麻醉科等多科协作。孕早和中期者胎

儿结局均不良；但是孕晚期者胎儿可获生存。

A491.达沙替尼单药巩固治疗难治性儿童Ph+ ALL

持续缓解一例
洛阳市中心医院（原洛阳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慧睿 郭淑

利 徐晓燕 王双琳

目的 报道一例难治性儿童Ph+ALL病例，总结其临床

特点，探讨其诊断及治疗方法。方法 收集该患儿多次就诊

的临床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分析治疗效果。结果 患儿

1 岁，因间断发热就诊，查血常规示 WBC18.13×109/L，HGB

76 g/L，PLT 78×109/L，外周血涂片示原幼淋巴细胞占 30%，

骨髓象示原始幼稚细胞占 91.6%，流式细胞学符合B-ALL，

融合基因示 BCR-ABLP190 阳性，彩超提示肝脾大，诊断为

高危Ph+ALL，按CCLG-2008ALL方案化疗，化疗间歇口服伊

马替尼（100~260 mg/m2）。泼尼松预治疗、VDLD 方案诱导

后骨髓穿刺示 CR，MRD 阴性。后予早期强化治疗(CAM×

2)、巩固治疗（HR-1、HR-2 、HR-3）、延迟强化治疗（CDVP+

CAM）均未达CR。考虑患儿复发难治，建议骨髓移植，家属

拒绝，因化疗及伊马替尼治疗均效果不佳，遂更换为达沙替

尼（20~60 mg/m2）。随后患儿未再接受化疗，目前随访29个

月，患儿骨髓象示CR，BCR-ABL融合基因、MRD、激酶区突

变均为阴性，持续随访中。结论 Ph+ALL预后极差，常规化

疗的完全缓解率低，长期生存率低。伊马替尼提高了 Ph+

ALL的临床疗效，但耐药已经成为限制治疗效果的主要问

题。多项研究提示达沙替尼一线治疗 Ph+ALL临床疗效显

著，可获得深度分子生物学反应。本例报道患儿在化疗及伊

马替尼治疗疗效欠佳后更换为达沙替尼单药治疗，获得持续

缓解，长期疗效尚需进一步随访。

A492.升麻鳖甲汤加减方诱导HL-60细胞凋亡的机
制探讨
1.江苏省中医院；2.南京中医药大学 马邦云 2 王梦亚 2

孙雪梅 1

目的 通过利用升麻鳖甲汤加减方体外干预人髓系白

血病细胞株HL-60，观察其中的促凋亡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方法 采用MTT法检测升麻鳖甲汤加减方不同生药浓度和

不同作用时间内对HL-60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Annexin Ⅴ-

FITC/PI流式细胞术检测不同浓度生药组对HL-60细胞凋亡

率的影响；Heochest染色检测不同浓度生药组干预HL-60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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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凋亡形态学改变；Western blot法检测给药 24 h后凋亡

相关蛋白如 caspase-3、Bax、Bcl-2、PARP 等基因的表达变

化。结果 ①MTT法和Annexin Ⅴ-FITC/PI流式细胞术结

果显示，升麻鳖甲汤加减方呈浓度-时间依赖性抑制HL-60

细胞的增殖，从而诱导HL-60细胞的凋亡；②Heochest染色

显示升麻鳖甲汤干预后HL-60细胞呈明显的核固缩、破裂等

凋亡形态学表现，且相同倍镜下凋亡细胞数随药物浓度递

增；③Bcl-2、bax、caspase-3、PARP等基因的表达与升麻鳖甲

汤加减方的干预浓度具有相关性。结论 升麻鳖甲汤加减

方可诱导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株HL-60凋亡，其凋亡作用可

能与线粒体凋亡通路的活化相关。

A493.CD56表达在AML1-ETO阳性急性髓系白血
病中的意义及其对预后的影响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赖思含 孙浩平 范方

毅 邱玲 刘英 苏毅

目的 分析CD56表达在AML1-ETO阳性AML患者中

的意义及其对预后的影响。方法 统计我院 2012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共 75例初治AML1-ETO阳性AML患者资料，

男性42例，女性33例，中位年龄35（10~70）岁。所有患者经

骨髓形态学、细胞遗传学、免疫表型、融合基因检查确诊。所

有患者均检测CD56表达水平，阳性定义为≥20%。75例患

者中，CD56阴性患者31例，CD56阳性患者44例。回顾性分

析 CD56 表达与一般临床特征的关系及对生存期的影响。

结果 ①AML1-ETO阳性AML患者初诊时CD56的表达率

为43.0%。CD56阳性与阴性患者在年龄、性别、初诊时血红

蛋白、血小板、FAB分型、骨髓原始细胞比例、染色体核型、基

因突变无统计学差异(P>0.05)。CD56阳性患者初诊时白细

胞计数高于阴性患者，有统计学差异(P=0.031)。②CD56阴

性患者首疗程CR者 26例，PR患者 5例。CD56阳性组首疗

程达到CR患者35例，PR患者9例。两者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P>0.05）。③中位随访时间12（5~36）个月。截止随访结束，

CD56阴性组复发6例，阳性者复发9例，CD56阴性组患者无

死亡，阳性组死亡 6例。CD56阳性患者总体生存率明显低

于 CD56 阴性患者(P=0.026)，CD56 阳性患者无复发生存率

较阴性患者低，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5)。结论 表达

CD56 的 AML1-ETO 阳性 AML 具有独特的临床特征，可能

具有不良的遗传学改变、治疗效果差、有较高的复发率，需要

临床医师全面、准确地评估患者的预后，从而寻找更合适的

治疗方案。

A494.CCLG-ALL2008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的死亡相关因素分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曾星 于洁

目的 分析CCLG2008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死亡患儿的死亡原因、死亡时间及其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选取 2008年 3月至 2015年 1月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儿童医院新诊并按照CCLG2008方案化疗的 545例ALL患

儿，其中 97例死亡，分析其死亡原因、死亡时间及死亡相关

危险因素。结果 ①545例ALL患儿 5年总体生存率（OS）

为（80.0±1.9）%，标危、中危及高危患儿其 5 年 OS 分别为

（89.5±1.9）%、（75.9±4.0）%及（49.1±0.64）%，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0）。②与白血病复发相关的死亡者52例，单纯骨

髓复发 43例，单纯髓外复发 5例，骨髓联合髓内复发 4例；3

例难治白血病；与治疗相关死亡(TRD)者 33例，其中因感染

导致死亡 26 例，重要脏器出血 4 例，重型药疹 2 例，胰腺炎

1例；9例患儿因经济原因放弃。③97例死亡患儿的中位生

存时间为 10(1~64)个月。与治疗相关的死亡患儿中，标危

5例，中危12例，高危16例，高危患儿最多，高危患儿中诱导

缓解期死亡3例，早期强化阶段2例，巩固期10例，延迟强化

1例，高危巩固期死亡患儿最多。与复发相关的死亡患儿中

极早期复发死亡29例，早期复发死亡12例，晚期复发死亡患

儿 11例，极早期复发最多。④死亡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年龄≥10 岁、危险度为高危是独立的死亡危险因素。

结论 CCLG2008方案治疗ALL患儿5年OS为（80±1.9）%，

预后良好。复发是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单纯骨髓复发与极早

期复发为最常见的复发相关死亡。与治疗相关的死亡中感

染为最主要的死亡原因，高危化疗的巩固阶段是治疗相关的

死亡发生率最高的时期。患儿危险度分层为高危、年龄≥10

岁为独立死亡相关危险因素。

A495.含地西他滨预处理方案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治疗高危/难治性急性髓系白血病的临床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刘芳 何光翠 李业

成 成晓敏 张珊 吕素娟 苏毅

目的 探讨含地西他滨预处理方案的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allo-HSCT)治疗高危/难治性急性髓系白血病（AML）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2016年6月至2017年12月成都

军区总医院20例高危/难治性AML接受 allo-HSCT患者，其

中男性 11例，女性 9例，中位年龄 28.5（6~54岁）。移植时第

1次完全缓解（CR1）且微小残留白血病（MRD）阴性8例，CR1

伴MRD阳性 7例，第 2次完全缓解（CR2）2例，难治复发 3例

（其中1例骨髓及髓外进展），肿瘤负荷最高69%。同胞全相

合移植7例，亲缘单倍体相合移植13例。预处理方案中均包

含地西他滨，其中方案A 10例：地西他滨联合FLAG（氟达拉

滨+阿糖胞苷+G-CSF）及白消安（BU）；方案B 10例：地西他

滨联合CLAG（克拉曲宾+阿糖胞苷+G-CSF）及BU。回输单

个核细胞中位数为 9(6~18)×108/kg，CD34+细胞中位数为 4.5

(1.9~9.2)×106/kg。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预防采用环孢

素/他克莫司联合霉芬酸酯及短程甲氨蝶呤。分析植入率、

移植相关死亡率（TRM)、GVHD发生率、总生存率(OS)及无

病生存率（DFS）。结果 19例患者获造血重建，1例原发性

植入失败，植入率95%。中性粒细胞植活中位时间为12（9~

19）d，血小板植活中位时间为 13（11~35）d。5例（25%）发生

急性 GVHD，其中 3~4 度 GVHD 仅 1 例（5%）；7 例发生慢性

GVHD（35%），其中广泛型2例（10%），局限型5例（25%），无

人因急性GVHD死亡。随访至 2018年 7月，中位随访时间

12（8~25）个月, 死亡 2例，一例死于原发性植入失败后放弃

治疗，另一例死于肺部感染，TRM为 10%。仅 1例患者移植

后 9个月出现MRD阳性，经小剂量化疗联合供者淋巴细胞

输注后持续转阴，无一例出现全面复发，无一例因复发死

亡。采用 SPSS 20.0 Log- Rank 法分析，OS 及 DFS 均为

88.7%，方案A和方案B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0.808）。结论

含地西他滨的预处理方案安全可行，不良反应小，可降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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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难治性AML患者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

A496.一例TEL/AML1阳性同时伴有染色体核型改
变的儿童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和实验研究
北京海思特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孙媛 刘建勇 王

显凤 王桂林 陈忠

目的 报道一例罕见的TEL/AML1阳性同时伴有染色

体核型改变的儿童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病例，并探讨儿童

B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特点。方法 采用骨髓细胞短期

培养法制备染色体标本，抽取患者骨髓细胞，经24 h短期培

养制备染色体，G显带进行核型分析，并进行免疫分型及融

合基因筛查。结果 患儿 3岁，血常规示WBC 5.61×109/L；

淋巴细胞 82.50%，中性粒细胞 14.70%，单核细胞 2.40%，嗜

酸粒细胞0.20%，嗜碱粒细胞0.20%；HGB 75 g/L；RBC 2.89 ×

1012/L；PLT 297×109/L；Hct 23.70%；染色体结果为 46,XY,

t(2;21;12) (q23;q22;p13),del(6) (q15)[1]/46,XY[19]；免疫分型

结果为在CD45/SSC点图上设门分析，原始向CD45阴性延

伸的分布区域可见异常细胞群体，约占有核细胞的 84.3%，

表达 HLA-DR、CD10、CD19、CD38，部分细胞表达 CD33、

CD34、TdT，不表达 cIgM；白血病43种融合基因筛查检测出

TEL/AML1融合基因。结论 t(12;21)(p13;q22)最早在 1995

年被报道。随后的报道发现这种普通遗传学几乎无法检测

到的易位，是儿童ALL中最为常见的易位。几乎 25%的小

儿ALL有该易位。其主要的阳性患者出现在 1~12岁，其中

最多的在 2~5岁。据文献报道，t (12;21)阳性的患者都有较

好的预后，其复发的时间也会较晚。

A497.ALDH高活性白血病干细胞的比例在 t(8;21)

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临床意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杨璐 张妍欢 王亚哲 常艳 李玲

娣 陈文敏 龙玲玉 赖悦云 主鸿鹄 秦亚溱

目的 探讨 t(8;21) AML初诊乙醛脱氢酶（ALDH）高活

性白血病干细胞的比例与复发的关系。方法 66 例初诊

t(8;21) AML 患者骨髓有核细胞标记 CD45/CD34/CD38/lin

（CD3/CD14/CD16/CD20/CD36）/ALDH荧光抗体，采用流式

细胞术检测 lin-CD34+CD38-ALDH+（缩写为ALDH+）的比例，

分析其比例与复发及临床特征的关系；分选1例患者骨髓标

本中ALDH+细胞，采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检测AML1-ETO

融合基因阳性比例。结果 ①66例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37.5

（2~66）岁，男：女为 44:22，52例随访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

13（1~34）个月月，其中 7 例复发，12 例接受移植。初诊时

ALDH+细胞在骨髓有核细胞中比例的中位值为 0.013%

（0.00028%~0.62%）。根据复发制作ROC曲线（曲线下面积

72.38%，P=0.059），根据Youden指数找到ALDH+比例的最佳

界值为 0.024%，据此将患者分为 ALDH 高比例与低比例

两组（>0.024%与≤0.024%）。在全部（52 例）及成人患者

（38例）中，ALDH高比例患者的 2年累积复发率（CIR）均明

显高于低比例的患者（36.36% 对12.15%，P=0.024和50.13%

对18.33%，P=0.024）。将移植患者随访时间截止到移植前，

全部及成人患者中 ALDH 高比例均与高的 2 年 CIR 相关

（43.52%对 19.05%，P=0.033 和 71.36% 对 32.5%，P=0.017）。

多因素分析显示，成人患者中ALDH高比例是复发的独立预

后因素（HR=8.89，95%CI 1.02~77.01，P=0.047）。ALDH高比

例与巩固治疗后AML1-ETO融合mRNA水平下降小于3-log

相关（P=0.027），与 c-KIT突变、初诊白细胞计数、年龄无关

（P>0.05）。②分选的ALDH+细胞群AML1-ETO融合基因阳

性比例为93%，说明为白血病细胞。结论 初诊 t(8;21)AML

患者骨髓中ALDH高活性白血病干细胞的比例与复发相关。

A498.慢性髓性白血病合并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一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丹丹 谢梦晗 吴瑞盈 邹典

斌 谢新生

目的 报道慢性髓性白血病合并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

一例，提高对该病的认识。病例资料 患者，男，31 岁，以

“右耳突发听力下降10 d”为主诉于2018年5月28日入我院

耳科。入院后查血常规：WBC 261.0×109/L；请我科会诊后转

入我科。入我科后查体：贫血貌，颈部、腋窝及腹股沟可触及

多发淋巴结肿大，无压痛，胸骨压痛阳性，腹软，脾大，超过腹

部正中线及脐水平线，肝脏肋下可触及。血常规：WBC

226.40×109/L，HGB 86.0 g/L，PLT 160×109/L；中性粒细胞绝

对值 207.61×109/L。超声：肝大并实质弥漫性回声改变；脾

大；双侧颈部、锁骨上窝、腋窝、腹股沟多发异常肿大淋巴结；

胸部CT示：双肺小肺大疱，脾大。骨髓象提示慢性髓性白血

病（慢性期）；BCR/ABL基因融合（210位点）细胞占 87.0%。

诊断为“慢性髓性白血病；淋巴结肿大原因待查”。给予口服

羟基脲、碱化水化对症处理，复查血常规示：WBC 13.2×109/L，

HGB 90 g/L，PLT 124×109/L，停用羟基脲，予以口服伊马替

尼 400 mg/d 治疗，遂办理出院，院外等待淋巴结活检结果。

出院 2周后，淋巴结活检结果回示：（左颈部）淋巴结内见较

弥漫分布的幼稚 T 淋巴母细胞肿瘤成分，部分表达髓系标

记。请结合临床病史考虑是否为慢性髓性白血病合并T淋

巴母细胞淋巴瘤或慢性髓性白血病急淋变。免疫组化：CD3

(+)，CD7(+)，CD20(灶+)，PAX-5(灶+)，TdT(+)，MPO(-)，CD33

(+)，CD117(灶+)，CD123(-)，CD30(+)，Ki-67(80%+)。TCR基

因重排阴性。2018年7月11日北医三院病理会诊结果：淋巴

结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2018年 7月 16日再次入院，查体：

正常面容，颈部、腋窝及腹股沟未触及肿大淋巴结，胸骨无压

痛，肝脾肋下未触及。血常规：WBC 6.00×109/L，RBC 3.93×

1012/L，HGB 115.0 g/L，PLT 146×109/L。超声：肝脾不大；腹

膜后、双侧颈部、腋窝、锁骨上、腹股沟、腘窝未见明显肿大淋

巴结。骨髓象：慢性髓性白血病（慢性期）。结合检查结果，

诊断为“①慢性髓性白血病；②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综合

分析患者病情，一般情况可，血常规及骨髓结果均提示疾病

稳定，浅表淋巴结及肝脾恢复正常，继续予以口服伊马替尼

治疗，办理出院，门诊定期复查。

A499.Single-agent ibrutinib Vs chemoimmunother-

apy regimens for treatment- naïve patients with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 a cross-trial

comparison
1.Medical University of Lodz; 2.The Univer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3.ASST Grande Ospedale Metropoli-

tano Niguarda; 4.Wilmot Cancer Institute，University of Ro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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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er; 5.Tom Baker Cancer Centre，Calgary; 6.Rabin Medical

Center; Sakler Faculty of Medicine; 7.The Leeds Teaching

Hospitals，St. James Institute of Oncology; 8.North Shore Hos-

pital; 9.School of Public Health, Silesian Medical University;

10.Kings College Hospital,NHS Foundation Trust; 11.Royal

Bournemouth Hospital, Bournemouth; 12.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tanford; 13.Cancer Immunology Pro-

gram, Peter MacCallum Cancer Centre; 14.Division of Haema-

tology, Department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UPO; 15.Insti-

tute of Blood Pathology and Transfusion Medicine，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of Ukraine;16.Norton Health

Care, Louisville; 17.Hospital de la Santa Creu i Sant Pau; 18.

Department of Haematology, Princess Alexandra Hospital Bris-

bane; 19. Sarah Cannon Research Institute; 20.Centre for Hae-

mato-Oncology, Barts Cancer Institute, Queen Mary Universi-

ty of London, Charterhouse Square; 21.Genentech, Inc., 1

DNA Way; 22.Undefined; 23.Pharmacyclics, LLC, an AbbVie

Company; 24.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5.Università Vita- Sa-

lute San Raffaele and IRCCS Istituto Scientifico San Raffa-

ele Tadeusz Robak1,Jan A Burger2,Alessandra Tedeschi3,Paul

M Barr4,Carolyn Jane Owen5,Osnat Bairey6,Peter Hillmen7,Da-

vid Simpson8,Sebastian Grosicki9,Stephen Devereux10,Helen

McCarthy11,Steven Coutre12,Hang Quach13,Gianluca Gaidano14,

Zvenyslava Maslyak15,Don A Stevens16,Carol Moreno17,Devin-

der Gill18,Ian W Flinn19,John Gribben20,Ahmad Mokatrin21,Mei

Cheng22,Lori Styles23,Danelle F James23,Thomas J Kipps24,

Paolo Ghia25

Objective Chemoimmunotherapy (CIT) is standard-of-

care for patients(pts) with treatment-naïve(TN) CLL. Although

outcomes have improved with CIT, targeted therapies that elim-

inate the need for chemotherapy may be desirable, particularly

for older pts or those with high- risk disease. Ibrutinib (ibr), a

first- in-class, once-daily inhibitor of Bruton's tyrosine kinase,

is approved in the US and EU for the treatment of CLL and al-

lows for treatment without chemotherapy. In the primary analy-

sis of the phase 3 RESONATE-2 (PCYC-1115) study of single-

agent ibr vs chlorambucil (Clb) in TN pts ≥65 yrs with CLL,

ibr resulted in significantly longer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with 84% reduction in risk of progression or death and

longer overall survival (OS) compared with Clb (Burger, N

Engl J Med 2015). We conducted a cross- trial comparison of

ibr data with additional follow-up of RESONATE-2 with phase

3 data of CIT regimens in the setting of TN CLL.Methods A

cross-trial comparison was performed between single-agent ibr

therapy in RESONATE-2 (median follow-up 35.7 mo) and CIT

regimens from published phase 3 studies conducted in pts with

TN CLL: fludarabine + cyclophosphamide + rituximab(FCR)

from CLL8 (FCR-CLL8) (Hallek, Lancet 2010), bendamustine

+R (BR) and FCR from CLL10 (FCR-CLL10) (Eichhorst, Lan-

cet Oncol 2016), obinutuzumab + Clb (G-Clb) and R-Clb from

CLL11 (Goede, N Engl J Med 2014), and ofatumumab + Clb

(Ofa- Clb) from COMPLEMENT- 1 (Hillmen, Lancet 2015).

Data comparisons were limited given the lack of available pa-

tient- level data from CIT studies and differences in study de-

sign and patient eligibility criteria. Pts with del(17p) were ex-

cluded in RESONATE-2 and CLL10. RESONATE-2 enrolled

pts ≥65 yrs. CLL8 and CLL10 enrolled pts with low comorbid-

ity (cumulative illness rating scale [CIRS] ≤6 and CrCl ≥70

mL/min). CLL11 enrolled pts with comorbidity (CIRS >6 or

CrCl <70 mL/min). COMPLEMENT-1 enrolled pts unsuitable

for fludarabine therapy.Results The median age across stud-

ies was 61-74 yrs, with older pts enrolled in studies with ibr, G-

Clb, or R-Clb (Table 1). Median CIRS scores ranged from 1-9,

with lower comorbidity scores for pts treated with BR, FCR-

CLL10, and FCR-CLL8(medians 1-2). Treatment with single-

agent ibr was associated with longer PFS compared with CIT

regimens. Notably, PFS with ibr compared favorably to CIT

studies that also excluded pts with del(17p) (BR and FCR-

CLL10), and with CIT studies that enrolled older pts with co-

morbidities(G- Clb, R- Clb, and Ofa- Clb). Based on compari-

sons of hazard ratios(HR) for PFS by baseline subgroups from

studies that included Clb as the control arm, the magnitude of

PFS benefit with ibr vs Clb in high- risk pts including those

with unmutated IGHV or del(11q) was greater than those ob-

served with G-Clb or R-Clb vs Clb from CLL11. In pts with un-

mutated IGHV, PFS HR(95% CI) vs Clb was 0.08(0.04- 0.17)

for ibr, 0.23(0.16-0.34) for G-Clb, and 0.54(0.38-0.76) for R-

Clb. In pts with del(11q), PFS HR (95% CI) vs Clb was 0.02

(0.005-0.11), 0.37(0.17-0.81) and 0.99 (0.49-2.03) for ibr, G-

Clb and R-Clb. Additional PFS comparisons by baseline sub-

groups will be presented. OS with single-agent ibr appeared fa-

vorable to CIT in studies with older or less fit pts. Median treat-

ment duration was 34 mo for ibr and approximately 5-6 mo for

CIT regimens. The overall rate of grade ≥3 AEs for CIT regi-

mens was highest with FCR, followed by BR and Clb- based

regimens. The rate of grade ≥3 AEs was similar for ibr and G-

Clb despite the longer AE collection period for ibr. The rate of

grade ≥3 infections varied by study and ranged from 9% with

Ofa- Clb to 40% with FCR- CLL10, and was 25% with ibr.

Rates of grade ≥3 cytopenias were generally lower with ibr

compared with CIT, including neutropenia (ibr: 12%; CIT regi-

mens: 26% to 84%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published

data of CIT regimens in pts with TN CLL, single-agent ibr was

associated with longer PFS and a generally more favorable

safety profile despite the longer treatment duration and much

longer AE collection period. Acknowledging that interpreta-

tion of these results is limited by differences in study design

and patient populations, and that conclusions cannot be made

on whether ibr is superior to FCR, this cross- trial comparison

suggests that ibr may potentially eliminate the need for chemo-

therapy in some pts with TN CLL.

A500.DPEP1基因在B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的
预后意义和生物学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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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张加敏 张静 王树娟 吴利新 阮

国瑞 刘开彦

目的 探讨DPEP1在B-ALL中的生物学功能以及与临

床的相关性。方法 RQ-PCR法检测DPEP1转录水平，分析

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与健康供者和正常B细胞系相比，

DPEP1转录水平在B-ALL中高表达。在common-B- ALL患

者中，与初诊时DPEP1低转录水平患者相比，初诊时DPEP1

高转录水平患者 5 年累积复发率（CIR）增高 [55%（40%~

69%）对 23%（10%~35%），P=0.021]，5 年无复发生存（RFS）

降低[39%（24%~53%）对73%（60%~86%）；P=0.037]；DPEP1

高转录水平在仅接受化疗的 Common-B-ALL 患者中与高

CIR 和低 RFS 相关，但在移植的患者中未检测到这一相关

性。此外，多因素分析提示，初诊时 DPEP1 高转录水平是

Common-B- ALL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DPEP1基因敲减可

抑制B-ALL细胞系BV173细胞的增殖、周期进展和集落形

成和细胞迁移能力，而细胞凋亡增多；DPEP1基因在BV173

和BALL-1细胞中的过表达则引起相反的效应；裸鼠皮下成

瘤试验证明DPEP1基因过表达可促进BV173细胞在小鼠体

内成瘤，DPEP1基因敲减则使瘤体内凋亡和坏死增加，抑制

瘤体生长。分子学检测提示，DPEP1 过表达可引起 AKT、

CREB 的磷酸化增多；DPEP1 敲减则抑制 AKT、CREB 磷酸

化，并上调 p53 的表达；pCREB 和 p53 介导了 DPEP1 在

BV173细胞中的效应。结论 DPEP1在初诊成人B-ALL骨

髓细胞中过表达，DPEP1高转录水平与Common-B-ALL患

者的临床病程及不良预后相关，是Common-B-ALL患者复

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A501.非血缘脐血移植治疗AML1-ETO阳性急性
髓系白血病疗效观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任佳

荣 朱小玉 汤宝林 童娟 皖湘 张磊 张旭涵 宋闿

迪 姚雯 孙光宇 刘会兰 孙自敏

目的 回顾性分析非血缘脐血移植（UCBT）治疗

AML1-ETO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的植入、移植

物抗宿主病（GVHD）及生存等临床结果。方法 2010年7月

到 2018 年 4 月，单中心进行单份 UCBT 治疗 AML1-ETO 阳

性AML患者45例，中位年龄13（3~41）岁。所有患者均采用

清髓性预处理方案，环孢素 A（CsA）联合吗替麦考酚酯

（MMF）预防GVHD。结果 输注脐血总有核细胞（TNC）中

位值为 5.21（1.96~12.68）×107/kg受者体重，其中CD34+细胞

数为 5.61（0.56~15.4）×105/kg受者体重。42 d中性粒细胞及

120 d血小板植入率分别为95.6%和86.7%，中性粒细胞绝对

计数（ANC）>0.5×109/L和血小板≥20×109/L的中位时间分别

为移植后 16（12~18）d和 37（17~140）d。移植后 100 dⅠ~Ⅳ
度aGVHD的累积发生率为48.9%（95%CI 33.5%~62.6%），Ⅱ
~Ⅳ度 aGVHD 12 例（33.3%）(95%CI 20%~47.2%)，Ⅲ~Ⅳ度

aGVHD 8 例 (20%)(95%CI 9.8%~32.8%)。40 例存活大于

100 d患者中5例移植后出现慢性GVHD（cGVHD），4例为局

限性，1例为广泛性。3例患者复发，2年累积复发率为9.5%

（95%CI 2.4%~22.8%）。中位随访时间23.5 (0.9~89.67)个月,

死亡 10 例，2 年无病生存率（DFS）及总生存率（OS）分别

72.7%和 75.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Ⅲ~Ⅳ度急性GVHD

（aGVHD）为影响总生存的独立因素。结论 UCBT是高危

难治性AML1-ETO阳性AML的一种有效解救治疗措施。

A502.STAT3基因在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中的表达
及临床意义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黄成双 陈艳

目的 探讨STAT3基因在初诊AML患者骨髓中的表达

及其与临床特征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

检测38例AML患者骨髓中STAT3 mRNA表达水平，分析其

与临床特征及预后的相关性；利用Western blot检测AML患

者骨髓中 STAT3 蛋白表达水平，以 15 名正常人作为对照

组。结果 在mRNA水平上，AML组的STAT3 表达水平明

显高于正常对照组（P=0.002）；AML组的STAT3表达水平与

危险程度呈正相关（P=0.000，r=0.592），高危组的 STAT3 表

达水平明显高于标危组及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00，P=0.002）,其余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M5

组 STAT3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且有统计学差异（P=

0.01）；M2 与 M5 及对照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异（P=1.000,P=

0.066）；STAT3低表达组中位生存时间高于高表达组，但其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46）；在蛋白水平上，AML 组

STAT3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P=0.017）。结论 STAT3基因

在AML患者中存在高表达，且与患者免疫分型、危险度之间

存在相关性。

A503.B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横纹肌溶解综
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 王素丽 朱斌 潘韶英 刘娟

娟 丁志勇 赵文理

目的 探讨白血病合并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诊治与转

归。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初诊B系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伴横纹肌溶解综合征患者的诊治经过，并复习国内外

文献。结果 男，26岁，高热，四肢肌痛，不能行走，三系细

胞重度减少，骨髓检查确诊B系ALL，Ph染色体（-），基因未

检见异常，CK及肌酸激酶显著升高（大于 10倍），血培养检

出“金黄色葡萄球菌”，出凝血指标异常，肌酐正常。确诊为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脓毒血症、肺部

感染、DIC”。予以抗感染，成分输血，大剂量水化与碱化，小

剂量地塞米松预处理，低剂量VP（长春新碱、地塞米松）方案

诱导化疗1个月，成功治愈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脓毒血症、肺

部感染、DIC，复查骨髓，ALL 达完全缓解；现 Hyper-CVAD

A、B方案交替化疗，巩固强化治疗中。白血病合并横纹肌溶

解综合征罕见，复习文献，共报道33例白血病合并横纹肌溶

解症（国外26例，国内7例），ALL 17例，AML 7例，APL 2例，

CML 6例，HCL 1例；10例（30.3%）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透

析后仍有 5例（15.1%）死亡；横纹肌溶解常见诱因有化疗药

物（11例）、细菌感染（11例）、真菌感染等。本例金黄色葡萄

球菌感染为诱因。结论 白血病合并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罕

见，早期识别综合治疗，控制白血病最关键。

A504.系统生物学框架下AML骨髓区域微环境里
神经组织调控Th细胞免疫网络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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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张琛 马道新

目的 前期研究发现，AML骨髓中存在神经组织的损

害与 Th 亚群的失衡，因此推断其可能参与 AML 的发生发

展，研究其具体作用机制对于阐明AML的发病机制及靶向

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收集63例初诊白血病病患及16例

对照骨髓，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Th亚群比例，RT-PCR检测

神经相关分子和Th特异性转录因子mRNA的表达情况，以

及ELISA检测骨髓上清中Th亚群相关因子的分泌情况。将

数据放入贝叶斯网络中进行分析，得到数学模型模拟下的关

键节点的变化。通过尾静脉注射MLL-AF9细胞建立AML

白血病模型，通过定期腹腔注射6-OHDA与4-MY分别作为

神经破坏剂与神经保护机组。取AML患者骨髓细胞，磁珠

分选出CD4+T细胞，加入神经递质培养4 d后，流式细胞术检

测Th亚群的变化。结果 ①神经相关分子：我们检测患者

骨髓局部区域神经相关分子的表达及分泌情况，发现其在

AML中明显减少；而神经胶质细胞的表达明显增高，可间接

提示存在神经损害。②Th细胞免疫网络：通过检测Th细胞

的比例、特异性转录因子及细胞因子的分泌情况，我们发现

在AML病患中Th1、Th2、Th9、Th22、Th17明显降低，Treg明

显升高，表明AML患者骨髓中存在Th细胞免疫抑制；③系

统生物学分析：我们将上述结果放入到贝叶斯网络进行学

习。分析发现对比AML病患骨髓和对照，其网络关键分子

发生了变化。并借此推断其中起作用的关键分子。④AML

模型鼠内证实，神经破坏剂组中，Th1、Th17 均降低，Treg

升高，造成骨髓 Th 免疫抑制，而神经保护剂可进行逆转。

⑤AML模型鼠中，神经破坏剂AML组生存期明显短于其他

AML组。神经破坏剂组白血病细胞明显高于其他AML组；

神经保护剂组白血病细胞明显低于其他 AML 组。⑥在体

外，应用神经递质培养CD4+T细胞观察其对Th亚群分化的

影响，实验发现外源性神经递质可以影响 Th 亚群比例。

结论 AML病患骨髓中存在神经损害及Th亚群的失衡；神

经递质的紊乱影响Th亚群的比例，并可能因此影响白血病

的发生发展。通过系统生物学的分析找出了神经分子与Th

亚群的关键节点，以期作为白血病预后与治疗的靶点。并且

体内、体外实验均证实神经损害对Th亚群的影响，且神经损

害后影响小鼠生存期，以及促进白血病发生发展。

A505.达沙替尼用于Ph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的分层治疗
1.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四川省医学会血液专委会 Ph+ ALL

多中心临床研究协作组 张万华 1 邝璞 1 代阳 1 贾永前 1

牛挺 1 杨丽华 2 陈蓉 2 邱发麒 2 青胜兰 2 王欣 2 练颖 2

郑立 2 魏锦 2 杨尚伦 2 胡宏 2 刘霆 1

目的 为探索达沙替尼一线治疗初治Ph+ ALL患者的

安全性和有效性，我们开展了一项前瞻性多中心注册临床研

究（ChiCTR1800015763）。方法 2016年 2月-2018年 7月，

93 例成人初发 Ph+ ALL 患者纳入本研究。治疗分诱导、巩

固、维持3个阶段，诱导化疗采用DVP方案（达沙替尼、长春

地辛、泼尼松）。巩固治疗包括3个疗程D+DVP方案。在获

得CR后，有合适HLA匹配的供者，建议在CR1期尽快接受

allo-HSCT。若患者在CR后持续 3~6个月内保持完全分子

学缓解（CMR），推荐行 auto-HSCT，若患者不适合或不能行

HSCT，则在巩固治疗后进入维持治疗，老年或存在严重合并

症的患者在达到CR后进入维持，方案为长春地辛、泼尼松、

达沙替尼、α-干扰素。第1年每月1次，第2年每2个月1次，

第3年每3个月1次。3年后停止化疗。所有患者在达到CR

后均接受鞘内注射预防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结果 93例

患者中男49例，中位年龄41岁。诱导CR率为100%，无患者

在诱导期死亡。CR 后随访中，6 例患者病程中自行停药，

3 例失访。目前共 12 例患者接受 allo-HSCT，8 例行 auto-

HSCT。93例患者中 31例（33.3%）复发，其中 auto-HSCT后

复发 4例，allo-HSCT后复发 2例。30例复发患者中 22例检

测了ABL激酶区突变，其中T315I突变17例（77.3%）。死亡

14例（15.5%），其中2例在CR1死于重症感染，其余均死于疾

病复发进展。各时间点MRD检测结果显示：诱导后CMR率

为 21.5%，第 3 个月 CMR 率为 48.4%，第 6 个月 CMR 率为

40.9%。全队列 2年DFS和OS分别为（49.8±8.6）%和（73.0±

6.0）%。分组分析结果显示：CR1期接受 allo-PBSCT的患者

与未接受移植的的患者相比，前者获得更好的RFS（75%对

53.3%），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2）。与化疗组相比，

auto-PBSCT在RFS中没有显示出优势。结论 达沙替尼联

合低强度诱导化疗治疗初治Ph+ ALL患者的耐受性和临床

疗效良好。在CR1期进行 allo-HSCT仍是治疗Ph+ ALL患者

的金标准，部分获得良好分子生物学反应的患者可通过

auto-HSCT 或维持化疗获得长期生存。BCR-ABL1 融合基

因以外的附加遗传学异常以及治疗后早期分子学MRD水平

可为患者的危险分层提供指导。

A506.伴UNC13D、LYST、ITK噬血细胞综合征基
因的慢性髓性白血病一例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 黄成双 陈艳

目的 分析 1例伴UNC13D、LYST、ITK噬血基因的慢

性髓性白血病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1例慢性髓性

白血病患儿的临床资料。结果 5岁男患儿，以“发热 2天，

发现血象异常半天”入院，查体：肝脾肿大，辅查：血常规：

WBC 111.29 ×109 /L，原幼细胞0.03，中幼粒细胞0.04，中性晚

幼粒细胞 0.06，中性杆状核粒细胞 0.17；HGB 87 g/L，PLT

785×109 /L，骨髓染色体：46,XY,t(9;22)(q34;q11) ；骨髓象：有

核细胞增生极度活跃，粒∶红为 62.00∶1，粒系：明显异常增

生，原粒及早幼粒易见，以中性中幼及以下阶段粒细胞增生

为主，部分细胞胞体大小不一，空泡等异常；嗜酸和嗜碱细胞

比例明显增高。红系：增生明显受抑制；全片见到巨核细胞

412 个,血小板明显增多，偶呈小堆分布；骨髓免疫分型：在

CD45/SSC 点图上射门分析：中性粒细胞约占有核细胞的

81.5%，比例增高，表达 CD10、CD11、CD13、CD15、CD16、

CD33、CD58、CD64，嗜碱性粒细胞约占有核细胞的 3%，比

例偏高，淋系增殖明显受抑制；融合基因提示：BCR/ABL1

(P210型阳性），CML诊断明确，既往3余年前诊断噬血细胞

综合征，外送噬血基因检测：UNC13D基因Exon4周围内含

上存在C.321+19C>G（杂合突变），LYST基因Exon32周围内

含上存在 C.8368A>C；P.Lys2790Glin（杂合突变），ITK 基因

Exon6周围内含上存在C.496-56G>A（杂合突变），既往予以

环孢素、依托泊苷、地塞米松规律化疗 3 个月，现口服羟基

脲、伊马替尼化疗中，过程顺利，目前维持化疗中。结论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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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慢性髓性白血病患儿可能是依托泊苷化疗或其他环境暴

露的结果，也可能是该患儿发病初期处于恶性肿瘤的初期，

且噬血基因UNC13D、LYST、ITK是否与慢性髓性白血病发

病机制相关，需要进一步研究。

A507.儿童正常核型急性髓系白血病临床特征与预
后：单中心临床病例分析
1.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 蒋卫

芹 1 赵文理 2

目的 探讨儿童正常核型急性髓系白血病(CN-AML)

临床特征及其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苏州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血液科2010-2016年收治的初诊为非APL的AML患儿

151例，分为CN-AML和非CN-AML组。Kaplan-Meier曲线

评估各组患儿3年总生存率(OS)和无病生存率(DFS)。结果

①44例CN-AML患儿分别入中危组和高危组，3年OS率分

别为 (69.0±12.4)%、(66.7±12.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0.647)；3年DFS率分别为(59.1±14)%、(51.9±13.2)%，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467)。②107例非CN-AML患儿分别入低

危组、中危组和高危组，3年OS率分别为(87.3±6.9)%、(80.5±

7.7)%、(56±14.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92)；3年DFS率

分别为(77.6±11.0)%、(55.1±12.5)%、(52.3±13.7)%，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226)。③CN-AML组与非CN-AML组内CBF

(无 C-kit 突变)亚组比较，3 年 OS 率分别为 (68.8±8.4)%、

(80.1 ± 11.5)%，P=0.041，3 年 DFS 率分别为 (56.5 ± 9.5)%、

(74.8±11.9)%，P=0.02；CN-AML组与非CN-AML的CBF(C-

kit 突变)亚组比较，3 年 OS 率分别为 (68.8±8.4)%、(84.4±

8.3)% ，P=0.309，3 年 DFS 率分别为 (56.5 ± 9.5)% 、(56.3 ±

23.6)%，P=0.322；CN-AML组与非CN-AML组的MLL基因

亚组比较，3 年 OS 率分别为(68.8±8.4)%、(52.4±12)%，P=

0.175，3 年 DFS 率分别为 (56.5 ± 9.5)% 、(46.6 ± 12)% ，P=

0.301。结论 ①多因素预后分析显示，初诊时外周血白细

胞计数、D二聚体数值及两个疗程诱导化疗后是否CR，是影

响儿童CN-AML预后的危险因素，移植与否不影响两组预

后。②CN-AML 组与 MLL 基因亚组、CBF(C-kit 突变)亚组

的3年OS率、DFS均无统计学差异，而CBF(无C-kit突变)亚

组的3年OS、DSF率均明显优于CN-AML组。

A508.429例初发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中国患者
基因突变分布特征分析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朱晗 陈

思思 乔纯 洪鸣 李建勇 钱思轩

目的 回顾性分析 25 种常见于髓系恶性肿瘤的基因

突变在初发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中的分布特征。

方法 对我院自 2010年 1月至 2018年 5月新诊断的 429例

初发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除外）

患者进行 25种常见于髓系恶性肿瘤的基因突变二代测序，

回顾研究了基因突变的分布特征。结果 429例AML患者

（女198例，男231例，中位年龄54岁）中，根据NCCN2018年

第1版进行危险分层，其中低危组63例（14.7%），中危组149例

（34.7%），高危组 214例（49.9%），因染色体核型分析未能获

得有效结果而无法进行分层的患者 3例（0.7%）。最常出现

的基因突变为 TET2（287 例，66.9%），其次是 FLT3（108 例，

25.2%）、ASXL1（101 例，23.5%）、NPM1（88 例，20.5%）、

CEBPA（80 例，18.6%）、DNMT3A（67 例，15.6%）、NRAS（61

例，14.2%）、IDH2（50 例，11.7%）、KIT（49 例，11.4%）、TP53

（33例，7.7%）、IDH1（26例，6.1%）、RUNX1（20例 4.7%）；其

余基因突变检出率均低于5%。基因突变与染色体核型相比

较，20例（20/20，100%）RUNX1突变患者均为高危组，33例

（33/33，100%）TP53 突变患者均为高危组，99 例（99/101，

98%）ASXL1突变患者为高危组，9例（9/11，81.8%）SRSF2突

变患者为高危组，提示这四项基因突变与预后不佳相关。以

下基因在老年组检出率显著高于非老年组：DNMT3A

（21.6%对 11.7%）、IDH2（15.7%对 8.9%）、TP53（13.5%对

3.9%）、SF3B1（4.1% 对 0.8%）、SRSF2（5.3% 对 0.8%）、

RUNX1（7.6% 对 5.7%）。以下基因突变老年组检出率显著

低于非老年组：KIT（4.7% 对 15.9%）、CEBPA（15.6% 对

21.3%）、EZH2（0.6%对 1.9%）、ZRSR2（0%对 2.3%）、CBL

（0.6%对3.5%）、KRAS（0%对1.9%）。结论 使用二代测序的

方法分析基因突变谱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不同危险分

层患者的疾病演变的区别，从而为新的靶向治疗提供思路。

A509.供者源性NK细胞联合HLA单倍体相合造血
干细胞移植治疗难治复发性急性髓系白血病
1.南方医科大学顺德医院；2.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 吴秉

毅 1 蔡嘉惠 1 黄宇贤 1,2 许建辉 1

目的 探讨供者源性NK细胞联合HLA单倍体相合造

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难治复发性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疗效。方法

5例难治复发性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为2015年12月至2016

年 6月在珠江医院血液科住院患者。患者细胞遗传学均为

正常核型，3 例伴有 Flt3/ITD 突变，1 例伴 MLL/ELL 突变，

1例伴有ASXL1突变。2例为第二次复发后缓解（CR2），1例

为第 3次复发未缓解，1例为经 2个疗程治疗后缓解。移植

前患者经历中位7（4~9）个疗程化疗。供者为患者的同胞和

父母，2例为同胞供者，3例为父母供子女。供受者HLA均不

合。移植前15天抽取供者外周血分离单个核细胞在体外扩

增获高纯度、高活性 NK 细胞。FBCA 预处理，移植前输

注 1×109/kg NK细胞，输注NK细胞后 6 h输注造血干细胞。

结果 FLT3-TTD 定性，AML/ETO 定量。每月复查骨髓和

STR-PCR，4 例患者均为骨髓完全缓解，MRD 阴性，STR-

PCR完全供者植入。例 2移植后 7个月复发，其余 4例缓解

目前无病生存，中位无病生存时间26（21~30）个月。目前生

存患者均回归社会，正常工作和学习，患者生存质量KPS100

分，无慢性 GVHD。结论 供者源性 NK 细胞输注是安全

的，可能降低GVHD的发生率，HLA单倍体相合造血干细胞

移植联合供者源性NK细胞治疗可以提高难治复发性急性

髓系白血病患者的效果，结果值得进一步临床验证。

A510.Aggresssive or less aggressive salvage chemo-

therapy for relapsed or refractory acute myeloid

leukemia based on leukemia burden: analysis of

181 patients in single center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Chen Yi, Zheng

Xiaoyun, Yang Xiaozhu, Zheng Zhihong, Zheng Jing, Fu Haiy-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147·

ing, Yang Ting, Liu Tingbo, Hu Jianda

Objective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relapsed or re-

fractory (R/R)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is poor, and the

recommendation of aggressive or less aggressive re- induction

regimen for these patients remains controversial. We retrospec-

tively analyzed treatment outcome and prognostic factors of R/

R AML patients who had received either aggressive or less ag-

gressive regimens based on luekemia burden before re- induc-

tion.Methods 181 R/R AML patients with good performance

status (ECOG PS ≤ 2) received one of four regimens for re-in-

duction in this study: high-dose cytarabine, 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G-CSF) plus fludarabine (FLAG; n=45) or

cladribine (CLAG; n=19); standard-dose cytarabine plus mito-

xantrone and homoharringtonine (MAH; n=62); low-dose cyta-

rabine, aclarubicin, G- CSF, and decitabine (DCAG; n=45).

Results After re- induction treatment, the overall remission

(OR) rate was 39.8% and complete remission(CR) rate was

36.5%. The median overall survival(OS) was 14.7 months, and

the 1-year, 3-year and 5-year OS rates were 63.1%, 21.7% and

14.4% , respectively. Patients treated with aggressive chemo-

therapy were younger than those received less aggressive che-

motherapy, and had higher white blood cell (WBC), blasts, and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The long- term survival showed

no significance in aggressive and less aggressive group (P=

0.483). The median OS for patients receiving MAH, FLAG,

CLAG and DCAG re- induction therapy were 15.9 months,

12.3 months, 19.0 months and 18.7 months, respectively(P=

0.127). 1-year and 3-year OS rates in MAH group were 66.4

and 22.0%, while they were 51.9% and 16.4% in FLAG group,

68.9% and 34.5% in CLAG group, and 67.8% and 23.3% in

DCAG group, respectively. The early mortality and 6-month re-

lapse rates in four groups showed no difference. The outcome

of patients received salvage Allo-HSCT was significant superi-

or to those only treated with chemotherapy, median OS was

30.7 months in Allo-HSCT group, compared to 14.5months in

chemotherapy group. Univariate analysis identified primary re-

fractory disease, relapse within 6 months, poor cytogenetics at

diagnosis, blasts more than 20% in bone marrow, WBC higher

than 10×109/L, LDH ≥upper normal limit before re-induction

as adverse prognostic factors for CR and OS. Conclusion

Aggressive regimen is more suitable for fit patients with high

tumor burden, while fragile patients with less blasts may bene-

fit from less aggressive regimen.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ut-

come, Allo-HSCT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R/R AML patients

when it is feasible.

A511.PI3K/mTOR 双重抑制剂 Voxtalisib 对 KG-1

细胞株的抑制效应研究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晁红颖 晁红颖

目的 探讨信号通路PI3K/mTOR双重抑制剂Voxtalisib

对人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株KG-1细胞的影响及可能的作用

机制。方法 CCK-8法检测Voxtalisib对KG-1细胞增殖的

影响；平板克隆形成实验检测Voxtalisib对KG-1细胞集落形

成的抑制情况；Annexin Ⅴ/PI 双重染色法检测 Voxtalisib 对

细胞凋亡的影响；实时荧光定量 PCR检测细胞凋亡相关基

因的表达；Western blot法检测凋亡相关蛋白及信号通路分

子磷酸化水平的表达变化。结果 Voxtalisib 能有效抑制

KG-1细胞的增殖，抑制率呈剂量依赖性增加；与DMSO处理

组相比，加入Voxtalisib后，KG-1细胞的集落形成能力显著

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2)；Voxtalisib 能有效诱导

细胞凋亡，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显著(P<0.0001)；Voxtalisib作

用KG-1细胞 48 h后，细胞的凋亡相关基因Bcl-2表达下降，

Bax及Caspase3表达上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5)；

与 DMSO 组对比，实验组 Bax 及 Caspase3 活化蛋白表达增

加，同时Bcl-2 蛋白表达下调，信号蛋白PI3K、AKT及S6K磷

酸化水平表达下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05)。

结论 Voxtalisib能有效抑制KG-1细胞增殖及集落形成，并

诱导细胞凋亡，其机制可能与调节凋亡基因 Bcl2、Bax 及

Caspase3水平及抑制PI3K、AKT及S6K磷酸化水平相关。

A512.一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ART细胞治疗后复
发化疗联合双标抗体Blinatumamop治疗的护理体会
山东省立医院 刘文

目的 总结一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ART细胞治疗

后复发化疗联合双标抗体Blinatumamop 治疗的护理体会。

方法及结果 我科收治一例CART细胞回输后复发难治的

患者，再次入院后化疗联合双抗Blinatumomap治疗，对于可

能出现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症等，护理人员给予相应的护理

措施，保证了治疗的顺利进行和效果，极大地减轻了患者的

痛苦。结论 Blinatumomab靶向治疗B系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的护理经验包括：细胞因子释放综合症的严密观察，舒

适、有效的高热护理，预防性补液，多途径提升血氧饱和度，

预防感染和医源性压疮，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及心理变化，严

密监测细胞因子及炎性因子水平，按时准确配药及给药，结

合患者特殊病情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有利提高用药的疗

效，而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A513.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恩替诺特）联合氟
达拉滨通过HDAC1/HO-1通路显著促进TP53基因
突变型CLL细胞凋亡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周振 王季石 马丹 何正昌 任梅

魏丹娜 方琴

目的 探讨氟达拉滨联合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恩

替诺特，Entinostat）对 TP53 突变 CLL 细胞的作用及机制。

方法 采用Real-time PCR的方法检测TP53野生型和TP53

突变 CLL 患者中 HDAC1、HDAC2、HDAC3 和 HDAC8 基因

表达。 CCK- 8 的方法检测氟达拉滨（1~20 μmol/L）和

Entinostat（1~20 μmol/L）处理后的细胞活力。Entinostat（10

μmol/L）、氟达拉滨（6 μmol/L）和DMSO（0.1%）处理 JAV-2和

MEC-1细胞 24 h后，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率。采用

Western blot的方法检测HDAC1、乙酰化组蛋白H3K9、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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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 H3、HO-1、BCL-2 和 Bax 蛋白的表达。采用氟达拉滨

（6 μmol/L）或 Entinostat（10 μmol/L）联合处理 24 h，Western

blot 的方法测 HDAC1、HO-1、BCL-2 和 Bax 的蛋白质表达。

利用慢病毒调控 MEC- 1 细胞中 HDAC1 基因的表达，

Western blot法检测MEC-1细胞中 JAK/STAT和 P38通路的

变化。在侧腹皮下接种NOD/SCID小鼠MEC-1细胞（1×107

个细胞）以建立CLL的异种移植小鼠模型。当肿瘤可触及

时（第 12 天），每天 1 次用 0.9%生理盐水，20 mg/kg 氟达拉

滨，40 mg/kg Entinostat 和氟达拉滨+Entinostat（20 mg/kg 氟

达拉滨，40 mg/kg Entinostat）处理小鼠。通过标尺测量和计

算肿瘤体积，再用 Kaplan- Meier 曲线计算生存。结果

Entinostat联合氟达拉滨显著诱导CLL细胞系 JVM-2细胞凋

亡TP53野生型和MEC-1细胞携带TP53突变。此外，我们发

现增强HDAC1基因表达可以抵抗Entinostat诱导的细胞凋

亡和MEC-1细胞中P-38蛋白表达的上调。进一步，免疫印

迹实验证实，其作用机制与HO-1蛋白表达增加有关。体内

实验证实，氟达拉滨与Entinostat联合显著诱导肿瘤细胞凋

亡，延长异种移植小鼠模型的存活时间。结论 氟达拉滨联

合Entinostat对诱导TP53突变CLL细胞凋亡具有协同作用，

其机制与HDAC1/P38/HO-1轴有关。

A514.初诊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合并中枢神经系
统白血病一例并文献回顾
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 刘娟娟 潘韶英 王素丽 朱

斌 丁志勇 赵文理

目的 探讨初诊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合并中枢

神经系统白血病(CNSL)的诊治与转归。 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初诊APL伴发CNSL的诊治经过，并复习国内外文献。

结果 女性，37岁，因月经量增多、牙龈出血半个月就诊，诊

断为APL（中危组），PML-RARα融合基因阳性（bcr-3型），头

颅CT、MRI证实“左侧颅内出血，右侧脑实质与小脑白血病

浸润”，左侧周围性面瘫伴左侧动眼、外展、视神经受累，左侧

视野缺失，合并CNSL成立，在全反式维甲酸（ATRA）、三氧

化二砷（ATO）双诱导中，加柔红霉素化疗2 d，联合透过血脑

屏障化疗药依托泊苷、司莫司汀。治疗 40 d骨髓达完全缓

解。以中剂量阿糖胞苷、米托蒽醌、去甲氧柔红霉素联合

ATRA巩固化疗3个疗程，期间脑脊液正常，共行三联化疗药

鞘注 11次。面瘫 3个月后才恢复，4个月后头颅MRI正常。

目前以ATRA和ATO交替维持治疗中。文献复习，APL是高

度治愈白血病，仍有10%~20%病例复发，最常见复发来自中

枢神经系统，初诊APL即累及中枢神经系统非常罕见，bcr-3

亚型与之明显相关。初诊时需完善头颅MRI，因血小板与出

凝血异常，不能腰穿。明确合并有CNSL，需在双诱导治疗

中加用透过血脑屏障化疗药，后续大剂量MTX化疗和三联

化疗药鞘注十分必要。结论 初诊APL的bcr-3型更易出现

CNSL，早期诊断，应用透过血脑屏障化疗药和鞘注很关键。

A515.以小肠肿块为首发表现的粒细胞肉瘤一例并
文献复习
长沙市中心医院 沈瑞 李杰平 刘樱子 徐宏向 易

婷 展会恩 雷艳花

目的 总结以小肠肿块为首发表现的粒细胞肉瘤的诊

疗体会。方法 对 1例以小肠肿块为首发表现的粒细胞肉

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为其诊

断和治疗提供思路。结果 患者以腹痛腹胀起病，CT提示

腹部巨大包块，行手术活检初次免疫组化考虑B细胞淋巴母

细胞淋巴瘤，再次考虑小肠间质瘤，伊马替尼治疗无效，白细

胞增多后行骨髓穿刺提示急性髓系白血病。染色体核型分

析 47，XY，inv(16)（p13q22），+22 及分子生物学检查 CBFβ/

MYH11阳性均提示急性髓系白血病。加做小肠组织 FISH

检测 CBFβ/MYH11 阳性，提示与急性髓系白血病同源性。

诊断为急性粒-单核细胞型白血病伴小肠粒细胞肉瘤。经

TA方案诱导化疗后达完全缓解，继续予以 IA、中剂量Ara-C

等方案巩固化疗共6个疗程，拒绝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术。结论 以小肠肿块为首发表现的粒细胞肉瘤易误诊为

淋巴瘤及间质瘤，对早期血常规正常的占位病变患者及时进

行骨髓细胞学检查。粒细胞肉瘤的预后差，诱导化疗缓解后

的患者应尽快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A516.A rare case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with increased number of basophils
Clinical Laboratory of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

&amp;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Zhang Juan, Li

Mingyong, He Yuan

A 57- year- old female wa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be-

cause of hypogastric ecchymosis and fatigue. Physical exami-

nation revealed anemia and petechia in the oral cavity. Labora-

tory data were as follows: hemoglobin was 79g/L; white blood

cells increased from 11.18 × 109/L to 55.54 × 109/L within one

week , with nearly 62% acute promyelocytic cells and 10% ba-

sophils in peripheral blood cells; platelets were 48×1012/L, Plas-

ma fibrinogen was 1.46 g/L, and D-Dimer was 17.18 mg/L, P-

FDP was 39.1 Ug/L.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DIC) was suspected. Bone marrow showed hypercellularity

with 70.5% acute promyelocytic cells(red arrows) and 20.5%

basophils(black arrows). The leukemic cells were character-

ized by striking nuclear folding, many granularity, and numer-

ous Auer rods(faggot cells), supporting a diagnosis of APL

(panel A,B). The results of peroxidase and toluidine blue stain-

ing confirmed that the case was AML-M3 (FAB) accompanied

by basophils. (panel C,D). 43 types of leukemia fusion gene

screening showed positive for PML- RARα(L bcr1).Flow cy-

tometry showed there are mainly two groups of abnormal cells,

the Red Group mainly expresses bright CD13、CD117、CD9、

CD123, but lacked CD34、HLA-DR、CD15,which conforms to

the immunophenotype of the acute promyelocytic

cells; the black Group mainly expresses bright CD33、CD13、

CD123、CD203c, but lacked CD117、CD15, which conforms to

the immunophenotype of the basophilic cells (panel E).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is common, however, acute promyelo-

cytic leukemia with numerous basophils is rare. Another unusual

feature of this case is the immunophenotype of basophils

showed increased fluorescence intensity of CD33, and revealed

abnormal positive reactivation to Peroxidase staining. It se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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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were two independent clones in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A517.核仁磷酸蛋白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表达
及临床意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林敏辉 陈艳欣 吴正军

曹燕琴 胡建达

目的 研究NPM蛋白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的表达

变化及其在临床预后评估中的意义。方法 采用免疫印迹

技术检测ALL患者的NPM蛋白表达量，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及检测NPM mRNA的表达水平。共检测169例ALL患

者，其中包括 54例新诊断患者，80例完全缓解（CR）患者和

35例ALL难治或复发的患者，同时以30例健康志愿者作为

正常对照。并对NPM表达水平与临床预后的相关性进行了

分析。结果 与健康正常对照组（3.3%，1/30）相比，ALL患

者 NPM 表达阳性率（NPM+）更高。在新发、CR 及复发难

治 ALL 患者中，NPM+的表达率分别为 34.4%（21/61）、7.5%

（6/80）和 53.6%（15/28）。并且，复发难治患者的 NPM 表达

高于新发患者（P=0.0389）和CR患者（P<0.0001）。同时，也

评估了 NPM 表达变化与临床预后的相关性。在随访期间

（中位数 16.7个月，范围：0.5~100.5个月），61例接受标准一

线化疗且可评估治疗结果的患者中，NPM蛋白阴性（NPM-）

患者的 CR 率（80.0%，32/40）高于 NPM+患者（52.4%，11/21;

P=0.039）。NPM阳性与较短的总生存率（OS）和无病生存率

（RFS）显着相关。NPM-患者的 2年OS率为 18.6%，OS中位

数为7.16个月（范围：0.50~42.66个月），NPM+患者为39.6%，

OS 时间中位数为 11.03 个月（范围：6.13~30.13 个月，P=

0.031）。与NPM-患者相比，NPM+患者的RFS较低，2年RFS

率分别为 17.1%和 41.3%，中位RFS时间分别为 4.89（0.50~

18.10）个 月 和 0.15（0.67~29.44）个 月（P=0.039）。 结论

NPM高表达与ALL患者的预后不良相关，NPM蛋白有望作

为ALL预后评估的新的指标之一。

A518.中国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 IGHV突变状
态最佳截断值的研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夏奕 史

珂 孙倩 乔纯 朱华渊 范磊 王莉 徐卫 李建勇

目的 研究中国CLL患者 IGHV突变状态的最佳截断

值。方法 收集 595 份 CLL 患者外周血标本，提取基因组

DNA，并采用 IGH Somatic Hypermutation Assay v2.0 (InVi-

voScribe)进行 PCR 后测序，与 IMGT/VQUEST 比对得到

IGHV突变率。结果 扩增共得到 600个 IGHV序列。以传

统的 98%作为截断值，58.7%（352/600）IGHV有突变，41.3%

（248/600）IGHV无突变。为了研究最适合中国CLL患者的

IGHV 截断值，我们以 1%作为标准将 IGHV 划分为 7 个区

间：<95%，95%~95.99%，96%~96.99%，97%~97.99%，98%~

98.99%，99%~99.99%和 100%。Cox 回归统计发现，当且仅

当 IGHV≥98%时，患者的总生存时间（OS）和至初次治疗时

间（TTFT）才与 <95%组存在显著差异（与<95%组相比，OS/

TTFT HR 分别为 95%~95.99%：1.02/0.93，96%~96.99%：0.5/

0.78，97%~97.99%：0.83/1.39，98%~98.99%：2.94/2.3，99%~

99.99%：3.44/2.9，100%：4.25/2.34）。与 IGHV<98%组相比，

IGHV≥98%组 Binet 分期晚，β2 微球蛋白水平高，TP53、

SF3B1、NOTCH1突变率高，del17p、del11q及CD38+、ZAP70+

更常见；相反，在 98%~98.99%，99%~99.99%和 100%三组之

间，以上指标均无差异，提示这 3 组间 HR 的逐渐增加是因

IGHV突变率的降低所致，而与其他指标的分布差异无关。

多因素分析也证实，IGHV≥98%是CLL患者OS、TTFT的独

立预后因素。结论 98%是中国CLL患者 IGHV突变状态

的最佳截断值，早期检测 IGHV突变状态可帮助临床医生更

好地判断CLL患者预后、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

A519.以噬血细胞综合征为首发表现的合并 t（9；22）
染色体异常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一例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胡婉丽 曾鹏云 岳玲玲 吴重阳

李亮亮 陈慧玲 张育榕 张连生 柴晔

目的 报道 1例以噬血细胞综合征为首发表现的合并

染色体为 46，XY，t(9：22)(p24；q11)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并行相关文献复习。方法 结合患者临床资料及国内外相

关文献对该类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治疗进行总结。结果 患

者，男性，44岁，主因“间断右肘疼痛 2个月余，恶性、发热伴

皮肤黄染50 d”入院。查体可见贫血貌，巩膜轻度黄染，浅表

淋巴结无肿大，双侧腮腺、颌下腺肿大，胸骨压痛，肝脾肿

大。入院查血常规示：WBC 13.79×109/L，中性粒细胞 30%，

淋巴细胞 64%，HGB 84 g/L，PLT 20×109/L；血生化示肝肾功

异常，乳酸脱氢酶增高；常规止凝血示纤维蛋白原1.2 g/L；贫

血检查示铁蛋白 1689 ng/ml。因考虑噬血细胞综合征，查

sCD25 7444 ng/ml；NK细胞活性11.31%，进一步查自身抗体

示：抗核抗体 1:320，抗线粒体抗体阳性。不排外干燥综合

征，遂完善唇腺活检，病理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生发中心

内来源。骨髓细胞学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骨髓活检示：

幼稚细胞增生伴骨髓纤维化，急性白血病可能；免疫分型示：

异常细胞约占有核细胞的 87.5%，表达 HLA-DR、CD10、

CD19、CD20、CD22、CD38、CD123、TdT，髓系增殖明显受

抑，提示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染色体示：46，XY，t(9：22)

(p24；q11) [9]/46，XY[11]；白血病相关基因筛查（含 BCR/

ABL）全阴性；FISH检测点未见异常。最终诊断为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B细胞），噬血细胞综合征。给予CVDLP方案

化疗，期间复查微小残留示残存白血病细胞比例占 0.18%。

结论 结合骨髓形态学、免疫表型、染色体的异常，本例患者

诊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明确，且患者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

查结果符合噬血细胞综合征诊断标准，同时该患者合并自身

免疫异常，临床上极为罕见。

A520.Impact of molecular response of Nilotinib for

BCR/ABL1 transcripts>10% with Imatinib 3 and/

or 6 months by Sokal risk in chronic phase chronic

myelogenous leukemia
Harbin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 Oncology Cao Zhijian,

Ma Jun

Objective BCR/ABL1 transcripts ≤ 10% after 3

months or 6 months was an effective prognosic indicator for

long- term outcomes (Hanfstein B,et al. Leukemia,2012). The

incidence of disease progress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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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ents who failed to achieve Early molecular response (EMR)

rates- BCR/ABL1 transcripts ≤ 10% by 3 months or 6months

(Hughes T,et al.Blood,2003).During 2009-2016,there have 429

patients (Pts) with standard dose Imatinib 400mg QD for first

line in our centre,but 29.3% (102 Pts) BCR/ABL1 transcripts ≥
10% after 3 months and 31.3% (77 Pts) BCR/ABL1 tran-

scripts ≥1% after 6 months. Here,3 years datas from our centre

of NIL 400 mg BID (n=43) as secondline vs. high- dose IM

600 mg QD (n=71) for standard-dose IM 400 mg QD in newly

dignosed CML-CP who failed to EMR were analysed to evalu-

ate the molecular response rate and safety. Methods Inclu-

sion Criteria:Patients of age ≥18, newly dignosed CML- CP

(within 6 months of dignosis).BCR/ABL1 transcripts ≥10% at

3 or 6 months with standard dose IM 400 mg QD.ECOG per-

formance status≤2. And normal hepatic,renal and cardiac func-

tion.Study Design:Datas of NIL 400mg BID (n=43) as second-

line vs. high-dose IM 600 mg QD(n=71) for standard-dose IM

400mg QD(n=114) in newly dignosed CML-CP who failed to

EMR were analysed to evaluate by Sokal risk.Primary end-

points are cumulative incidence rates of MMR and rate of pa-

tients achieved MMR by Sokal risk.Secondary endpoints are

OS and PFS by Sokal risk and safety. Result Two study

groups were balanced with age、gender and Sokal risk score.

Rates of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MMR in two groups were

13.2% in NIL vs 3.3% in IM respectively(P=0.001) at 3

months, 34.3% vs 14.8% respectively(P=0.004) at 6 months

and 55.3% vs 34.4% respectively (P=0.014) at 12 months but

ther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wo groups at 24

and 36 months. Rate of patient achieved MMR in study were

7.9%(n=3) in NIL vs 4.9% (n=3) in IM respectively (P=0.009)

at 3 months,15.8% (n=6) vs 11.5%(n=7) respectively(P=0.008)

at 6 months and 26.3% (n=10) vs 14.8% (n=9) respectively (P=

0.008) at 12 months in low risk group by Sokal risk score;

10.5% (n=4) vs 6.6% (n=4) respectively (P=0.001) at 6 months

and 21.2% (n=8) vs 13.1% (n=8) respectively (P=0.004) at 12

months in intermediate risk group. PFS of two groups were

80.3% vs 70.2% respectively in low risk (P=0.001) and 78.6%

vs 66.8% respectively in intermediate risk (P=0.005) at 60

months but ther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high risk.

The OS of two groups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all So-

kal risk at 12,36 and 60 months also. The most common (rate

of AEs ≥ 10%) hematologic AEs were grade 1/2 in two groups

but AEs rate of NIL was less than IM. Nonhematologic AEs al-

so focused on grade 1/2, included rash (28.9%,n=11) and myal-

gia (13.2%,n=5) in NIL; oedema (41.0%,n=25) and nausea &

vomiting (34.4% ,n=21) in IM commonly, but there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two groups.Grade 3/4 AEs

were uncommon in hematology & nonhematology. Conclusion

NIL resulted more rapidly to achieve MMR compared with

high dose IM who failed to EMR with standard dose IM. Low

ang Intermediate groups of Sokal risk achieved significantly

higher MMR rate at 6 and 12 months and higher PFS at 60

months in patients receiveing NIL compared with IM but OS

similarly in all groups.The safety profiles of NIL and IM were

different and the hematologic AEs of NIL was less than IM.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support that NIL can achieve molecular

response rapidly for BCR/ABL1 transcripts ≥10% with Ima-

tinib (IM) 3 or 6 months in CML-CP.

A521.磷酸化STAT3介导白血病细胞耐药的机制研究
1.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2.常州市第三人民医院 贾祝霞 1

卢绪章 1 周民 2 蔡晓辉 1 韩文敏 1 秦伟 1 肖溶 1

目的 探讨 STAT3 磷酸化在慢性髓性白血病细胞

（K562）发生化疗耐药中的作用机制，为提高白血病耐药患

者的疗效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以K562细胞为研究对象，

通过脂质体 Lipofectammine 2000 介导转染真核表达载体

pXJ40-Stat3，筛选获得稳定转染细胞株，鉴定转染细胞株对

化疗药物阿霉素的耐药水平。RT-PCR和Western blot等实

验手段检测野生型细胞株、和转染细胞株的STAT3磷酸化水

平，促凋亡基因 bax、caspase3、caspase9水平，耐药基因mdr1

和耐药蛋白Pgp水平。检测STAT3抑制剂干预前后转染细

胞株 bax、caspase3、caspase9、mdr1、Pgp 表达水平的变化。

结果 ①与野生型K562细胞相比，转染细胞株 p-STAT3的

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对阿霉素的敏感性明显降低（P<0.05）。

②与野生型的 K562 细胞株相比，转染细胞株促凋亡基因

bax、caspase3、caspase9表达水平明显下降，mdr1和Pgp的表

达明显升高（P<0.05）。③用STAT3抑制剂干预后，转染细胞

株对阿霉素的敏感性明显升高，同时其促凋亡基因 bax、

caspase3、caspase9表达水平升高，mdr1和Pgp的表达水平明

显降低（P<0.05)。结论 STAT3 磷酸化可以诱导白血病细

胞对化疗药物耐受性，通过抑制STAT3的活化可以诱导耐药

白血病细胞凋亡，逆转白血病细胞化疗耐药，可能为提高白

血病耐药患者的疗效提供有效途径。

A522.急性髓系白血病免疫表型伴系异常与染色体
核型异常相关性影响
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扬州市红十字中心

医院 孙幸 王红 吴蔚 倪军 方悦之 顾健

目的 分析AML免疫表型伴系表达对染色体异常的

影响。方法 选择 2017年 1月到 2018年 6月我院血液科住

院确诊 AML 患者共 141 例，男 75 例，女 66 例，平均年龄 58

（22~88）岁，其中包括M1 6例，M2 80例，M3 15例，M4 24例，

M5 7例，CML急髓变6例，混合细胞白血病1例。结果 141例

患者中有伴系表达者 67例，无伴系改变 74例。伴系异常表

达依次分别为伴CD56+39例，CD15+39例，CD7+ 21例，CD19+

13例，伴两种以上表达约 46例。该组 141例列入统计AML

患者中有34例未见染色体核型异常改变。采用卡方检验统

计分析，具有显著统计学差异（卡方值为 5.797，P=0.0161）。

结论 AML 免疫表型伴系异常表达主要为 CD56、CD15、

CD7等，存在伴系异常表达的患者其伴有染色体异常的概率

明显增加。该特征与急性白血病的预后相关。

A523.齐墩果酸通过 SDF-1/CXCR4通路诱导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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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细胞早期凋亡
浙江省人民医院 李双双

目的 探索齐墩果酸（OA）对急性白血病细胞株HL-60

细胞增殖情况的影响，并探讨其诱导细胞凋亡的可能机制。

方法 采用新型四氮唑盐法（MTS）检测 OA 对 HL-60 细胞

增殖的影响；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OA对HL-60细胞的周期

分布、线粒体膜电位的影响；通过HL-60与HUVECS细胞共

培养体外模拟HL-60与内皮细胞的黏附能力；采用Western

blot检测OA诱导HL-60细胞凋亡的可能机制。结果 OA

能显著抑制HL-60细胞增殖，其 IC50（48 h）值为 187.8 µmol/

L，周期结果显示OA可上调G0/G1期细胞比例并下调S期细

胞比例，并使其线粒体膜电位显著下降；凋亡结果提示OA

可以浓度依赖的方式诱导HL-60细胞凋亡；黏附实验结果提

示，OA预处理可以减低HL-60细胞与HUVECS细胞的黏附

能力，促进其凋亡；最后，Western blot结果显示，HL-60细胞

中CXCR4及其受体SDF-1表达显著下调。结论 OA可能

是通过下调SDF-1/CXCR4通路，抑制白血病细胞增殖，促进

其凋亡，为临床联合用药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A 524.骨髓转移癌患者的临床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分析
苏北人民医院 方悦之 倪军 王红 孙幸 顾健

目的 通过对35例骨髓细胞形态学确诊的骨髓转移癌

患者进行实验室检查及临床分析，对骨髓转移癌疾病特点进

行分析，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对我院 35例经

骨髓涂片及活检确诊的骨髓转移癌患者的血常规、碱性磷酸

酶、血清钙离子等实验室检查，结合其临床特点进行分析。

结果 35例骨髓转移癌患者中，以骨痛、发热为最常见的临

床表现；实验室检查中，91.42%的患者存在血象异常，其中以

贫血最为常见，其次为血小板减少；94.29%的患者存在碱性

磷酸酶异常升高；48%患者影像学检查提示骨质破坏或缺

损；骨髓涂片联合骨髓活组织检查能够提高骨髓转移癌疾病

检出率。结论 临床出现不明原因的骨痛、发热、贫血、血清

碱性磷酸酶异常升高，影像学提示骨质破坏时，需怀疑骨髓

转移癌可能，应及时行骨髓检查，有条件时可同时行骨髓穿

刺及骨髓活检检查，以提高疾病诊断的检出率。

A525.Deubiquitinase inhibitor WP1130 rapidly de-

grades WT1 protein through ubiquitin- protea-

some dependent process and decreases the frequen-

cy of leukemia stem cell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People’s Hospital of Yuhuang County Li Haiying1,

Zhou Bin1, Chen Linling1,2, Xing Chongyun1, Ye Haige1, Gao

Shenmeng1

Overexpression of Wilms’tumor- 1 (WT1) in acute my-

eloid leukemia (AML) facilitates proliferation and inhibits

apoptosis. Thus, degrading WT1 oncoprotein by compounds

might improve the clinical outcome in AML patients. Here, we

found that WP1130, a small molecule derived from a com-

pound inhibiting Janus-activated kinase 2 (JAK2) kinase, pre-

sented strong anti- leukemia activity through ubiquitin protea-

some- mediated destruction of WT1 protein. WP1130 induced

degradation of WT1 protein both in leukemia cell lines and pri-

mary AML blasts in concentration- and time- dependent man-

ner. WP1130 induced apoptosis, inhibited proliferation, and de-

creased colony formation in leukemic cells but not in normal

CD34 + hematopoietic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s (HSPC). Fur-

thermore, overexpression of WT1 partially blocked WP1130-

induced apoptosis and inhibition of colony, suggesting that

WT1 mediates the anti- leukemia activity by WP1130. Mecha-

nistically, WP1130 induced the degradation of WT1 via in-

creasing polyubiquitinated WT1 protein. Finally, WP1130 pro-

longed the survival time in THP1-xenografted NSG mice mod-

el. Most importantly, WP1130 decreased the frequency of leu-

kemia stem cell (LSC) and prolonged the overall survival in

MLL- AF9- induced mice leukemia. I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have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ing effective therapies

for myeloid leukemia with high expression of WT1. WP1130

might be a potential anti-leukemia agent via targeting WT1.

A526.A case of acute lymphocytic leukaemia with t

(3;13) a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eukemia after

allogenic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Fujian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n Hematology, Fujian Med-

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Li Xiaofan, Huang Jiafu, Li

Nainong

Objective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 is a

neoplastic cancer characterized by clonal expansion of leuke-

mic cells in lymph organs and bone marrow. Lots of kinds of

different chromosomal translocation can be found in those leu-

kemic cells. the role of the abnormal chromosomals and genes

in leukemogenesis is not yet fully understood. And identifica-

tion of new chromosome translocations of ALL is needed.

Methods we report a rare case of acute lymphocytic leukae-

mia with t(3;13) (q29,q21). Results The patient was diag-

nosed B- ALL with no abnormal chromosomal or gene fusion

and achieved complete remission(CR) after induction chemo-

therapy. Ten months later, she relapsed in the consolidation

with cytogenetics test showing 46,XX,t（3；13）（q29，q21）.Giv-

en no CR after 2 chemotherapy regimen, she received salvage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Regular intrathecal methotrexate

was applied to prevent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eukemia. Good

GVL was induced by daily injection of low dose of IL-2 two

month post transplantation. MRD negativity was maintained

until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eukemia was found 8 months af-

ter transplantation. A whole exome sequencing was performed.

Nine driver mutation genes and seven tumor genes was found.

Conclusion We report a case of ALL with t(3;13)(q29,q21).

We highly suspected that the relapse i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fter transplant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the rare chromosomal

transloc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with integ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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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7.血清免疫球蛋白检测在急性白血病患者中的
临床意义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施青青 孙幸 吴蔚 倪军 方悦之

顾健

目的 探讨血清免疫球蛋白 IgG、IgA和1gM在急性髓系

白血病（AML）患者中的表达水平及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

我院自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12月初诊的AML患者 75例，

其中 M1 型 4 例，M2 型 32 例，M3 型 17 例，M4 型 12 例，M5 型

8例，M6型 1例，M7型 1例，所有患者根据WHO白血病诊断

标准MICM分型确诊；同期收集在我院健康体检者 40名作

为对照组。采用免疫比浊法测定各组血清中 IgG、IgA、IgM

的水平，比较免疫球蛋白在对照组和AML不同亚型中的表

达差异。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AML组的 IgG和 IgA检测结

果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IgM的

均值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AML不同

亚型间 IgG、IgA、IgM水平均值比较，IgG均值在各亚型间有

显著差异（P<0.05），其中M5中 IgG均值最高；而 IgA、IgM在

各亚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AML患者

体内存在免疫紊乱，血清免疫球蛋白检测可以作为AML临

床筛查和鉴别诊断的重要手段。

A528.合并 t(9；12)(q34;q11）和 inv(16)(p13；q22）染
色体异常的急性白血病一例
陕西省人民医院 王一 牛奔 郭颖

目的 报道 1 例合并 t(9；12)(q34;q11）和 inv(16)(p13；

q22）急性髓系白血病的诊治。方法及结果 患者为一年轻

女性，急性发病，高白细胞，巨脾，染色体核型 t(9；12)(q34;

q11）和 inv(16)(p13；q22）两种重现性染色体异常。予以伊马

替尼治疗后，1周病情改善，2周后血象基本正常，脾脏明显

缩小。

A529.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细胞因子信号抑制因
子基因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的表达
山东省立医院 路康 陈娜 李沛沛 王欣

目的 检测细胞因子信号抑制因子（SOCS）在慢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CLL）中的表达，并探讨其在 CLL 中的临床意

义。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21例初诊的CLL

患者和 14 例健康志愿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 SOCS1、

SOCS2、SOCS3 基因及内参β-actin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

结果 CLL组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SOCS1基因的表达

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分别为0.31±0.06和1.35±0.14，P<

0.001）。SOCS2基因在CLL组和健康对照组中的表达水平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为0.52±0.10和0.59±0.15)。CLL组

SOCS3 基因的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0.26±0.12 和

2.70±0.61，P=0.007）。结论 SOCS1 和 SOCS3 基因在 CLL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低表达，提示SOCS1和SOCS3基因表

达异常与 CLL 的发病有关，而 SOCS2 与 SOCS1、SOCS3 的

基因表达水平并不平行。

A530.CCLG-2008方案治疗儿童急性T淋巴细胞白
血病单中心疗效分析

1.海军总医院；2.北京儿童医院 潘虹宇 1 吴南海 1 吴敏媛 1,2

目的 分析CCLG-ALL2008方案治疗儿童急性T淋巴

细胞白血病（T-ALL）的单中心临床疗效。方法 收集我科

接受CCLG-ALL2008方案治疗的25例T-ALL患儿的疾病生

物学特性及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患者治疗效果及治疗相关

不良反应。结果 25例患儿中危 7例，高危 18例。伴有中

枢神经系统白血病（CNSL）3例，诱导缓解率 96%。化疗期

间发生严重感染 7 例（28%），并发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

3例，继发第二肿瘤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多症1例，发生治疗

相关死亡（TRM）1 例。3 年累积复发率为（17.00±0.08）%。

CNSL 3 年累积复发率为（4.00±0.04）%。单纯髓外白血病

3年累积复发率为（10.00±0.07）%。本组患者的 3年总体生

存率为（87.00±0.07）%，3年无事件生存率为（83.00±0.08）%。

影响生存的主要因素是诱导期严重感染所致TRM和疾病复

发。结论 CCLG-ALL2008方案治疗儿童急性T淋巴细胞

白血病的单中心初步疗效好，CR率高，复发率低。

A531.以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为首发表现的Ph染色
体或BCR/ABL基因阳性的白血病三例报道及文献
复习
1.北京协和医院；2.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杨辰 1 韩冰 1 杜

亚丽 1 景红梅 2 龙章彪 1 李红敏 1

目的 了解以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为首发表

现，随诊中发展为 t(9;22)(q34;q11）染色体异常或 BCR/ABL

基因阳性的白血病患者的临床特征。方法 对新收治的

3例以MDS为首发表现，随诊中发展为 Ph（+）或BCR/ABL

基因阳性的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报道；复习文献，查

找以MDS为首发表现的伴有 Ph（+）或BCR/ABL基因阳性

的白血病患者病例，提取病例相关信息，并进行统计分

析。结果 3例患者分别为 41岁女性、51岁女性和 57岁男

性初始诊断 MDS 患者，在疾病病程中出现 Ph 染色体或

BCR/ABL基因，转化为急性白血病，均给予酪氨酸激酶抑制

剂（TKI）治疗，1例短期死亡，1例缓解，1例带瘤生存。结合

文献共分析 1972-2016年 45例患者，男 32例，女 13例，中位

年龄 64岁。诊断时，30.7%的患者存在复杂染色体异常（含

Ph染色体）。在中位 18.5个月的随访期内，62.2%的患者转

化为急性白血病，82.2%患者死亡，中位生存时间为 19 个

月。患者性别年龄、IPSS评分、是否接受TKI治疗对急性白

血病转化无影响。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年龄、IPSS评分和

TKI治疗是影响生存的因素，但多元回归分析显示：仅年龄

及 IPSS评分是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MDS患者随诊中出现

Ph染色体或BCR/ABL基因阳性者白血病转化发生率高，生存

率低，年龄及 IPSS分期是独立的预后影响因素，TKI治疗可

能改善预后。

A532.The management to reduce side effect after

HighDose Methotrexate for pediatric ALL
Department of Haematology/Oncology,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Xie Lichun, Mai Huirong, Chen Xiaowen,Lin Jun-

rong

In pediatric ALL, HD MTX are important compon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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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otherapy. Since HD- MTX may cause severe side effects

including nephrotoxicity, myelotoxicity, mucositis, hepatotox-

icity a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toxicity. With concurrent hy-

dration, urinary alkalinization, and leucovorin rescue to pre-

vent and mitigate acute kidney injury and subsequent toxicity.

Hospital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of patients diagnosed by

South China Children's leukemia Group between January 2016

and December 2017 were retrieved.Of the 138 patients, 80 ful-

filled the inclusion criteria. Median age of the cohort was 3.9

years (0.83-12.8) with female to male ratio of 28:52. Oral mu-

cositis was the most common manifestation(n=27, 33.75%). Of

the 80 patients, severity of oral mucositi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before. Subjective assessment of oral mucositis was

done by Numeric Rating Scale and objective scoring according

to RTOG system. When myelosuppression occurs, standard

therapies for febrile neutropenia and transfusions are provided

as clinically indicated. Nephrotoxicity hepatotoxicity and cen-

tral nervous system toxicity were no founding. All patients

were eventually rechallenged with MTX. This study revealed

that our schedule may be an effective means to reduce the se-

verity of side effect in undergoing HD MTX. Our management

showed significant clinical benefit.

A533.婴儿白血病疗效分析
1.海军总医院；2.北京儿童医院 潘虹宇 1 吴南海 1 吴敏媛 2

目的 回顾性分析CCLG-ALL2008和BCH-AML05方

案治疗婴儿白血病的单中心疗效，为改进婴儿白血病的治疗

提供临床资料。方法 2011年 1月至 2018年 4月期间符合

入组标准的30例婴儿白血病患儿，其中19例婴儿ALL患儿

接受了 CCLG-ALL2008 方案治疗，合并 MLL-r 者 10 例，无

MLL-r者 9例，11例婴儿AML接受BCH-AML05方案治疗。

1例婴儿AML同时存在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CNSL)。1例

婴儿 AML 同时合并髓外粒细胞肉瘤（GS）和睾丸白血病

（TL），回顾性分析患者治疗结果及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结果

19 例婴儿 ALL 中危 7 例，高危 12 例。诱导完全缓解率

100%。化疗期间发生严重感染 11例（57.9%），发生治疗相

关死亡（TRM）10.5%（2/19）。2 年累积复发率均为（14.00±

0.13）%。本组患者的 2 年 OS 率均为（79.00±0.11）%，2 年

EFS率均为（65.00±0.14）%。影响生存的主要因素是TRM、

疾病复发以及患者治疗途中失访。11 例婴儿 AML 中危

7例，高危4例。诱导完全缓解率（CR）100%。化疗期间发生

严重感染7例（63.6%），发生TRM 9.1%(1/19)。2年累积复发

率均为（28.00±0.17）%，2 年 OS 率均为（79.00±0.13）%，2 年

EFS率均为（65.00±0.17）%。结论 CCLG-ALL2008方案治

疗婴儿 ALL，CR 率高，复发率低。降低严重感染所致

TRM。BCH-AML05方案治疗婴儿AML获得了与年长儿童

相同的疗效，甚至化疗效果有优于年长儿童AML的趋势。

A534.Ph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单中心疗
效观察
深圳市儿童医院 谢丽春 刘四喜 陈小文 王晓东 张

小玲 林俊荣 麦惠容

目的 总结深圳市儿童医院Ph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Ph+ ALL）儿童的疗效和预后。方法 分析深圳市

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 2013 年至 2017 年间接受酪氨酸激酶

抑制剂（TKI）治疗的 Ph+ ALL14 例患儿的病例资料。结果

14例Ph+ ALL患儿占同期初次诊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

儿的 3.4%（14/407）。根据诊断时的年龄和白细胞计数及治

疗反应分为中危和高危两个危险度。中位年龄 5.8（2.6~

11.1）。总生存率78.6%，3例复发，其中1例为中枢复发，2例

复发放弃治疗死亡，高危患儿8例，复发率为25%，中危险度

6例，复发率为 16.1%。4例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2例高

危，2例中危），目前无病存活中。结论 本中心的研究结果

显示，患有Ph+ ALL的儿童加用TKI治疗效果良好。

A535.CAR-T细胞治疗后T淋巴细胞亚群变化及临
床意义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浙江大学血液学研究所；

3.上海雅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丁利娟 1 崔嘉真 2 胡永仙 1

徐惠君 1 张艳磊 3 刘绍辉 3 王康岩 3 郭振兴 3 张鸿升 3

黄河 1,2

目的 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CAR-T细胞治疗后T淋巴

细胞亚群的变化，特别是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前后，

从而探讨CAR-T细胞治疗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及其可能

的机制。方法 收集10例患者CAR-T细胞治疗后不同时间

点的外周血，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其外周血淋巴细胞表面分

子CD3、CAR、CD4、CD8、CD45RA、CCR7，在散点图中框出

T淋巴细胞群，标记出其中CAR+和CAR-细胞的比例，分别

在CAR+和CAR-细胞中标记各个细胞亚群。采用R-Studio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在T细胞亚群比例比较时，不同时间

点之间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结果 对10例临床反应

良好且数据较完整的患者加以分析和总结发现，CAR+和

CAR-细胞群中，CD8+细胞的比例先增高后降低，CD4+细胞

的比例先降低后增高。在 CAR+、CAR+CD4+、CAR+CD+、

CAR-、CAR-CD4+、CAR-CD8+细胞群中，CD45RA+CCR7-细

胞在 CAR- T 细胞扩增达到最高峰之前开始逐渐减少，

CD45RA-CCR7-细胞则逐渐增多。结论 CAR-T细胞在体

内的扩增以CD8+为主，并且是以直接行使杀伤功能的效应

细胞为主。在CAR-T细胞扩增达到最高峰之前，由于肿瘤

细胞几乎完全被清除，肿瘤抗原消失，效应细胞逐渐减少，而

记忆T细胞升高。对CAR-细胞群分析发现其细胞亚群的变

化规律与CAR+细胞群一致，提示CAR-T细胞对机体自身免

疫功能具有一定的优化作用。

A536.27例伴有-5/5q-染色体异常的儿童急性白血
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郑方圆 张乐萍 陆爱东 左英熹

吴珺 贾月萍

目的 探讨有-5/5q-染色体异常的儿童急性白血病的临

床特征及其与预后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年 1月

至2017年12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收治的27例-5/5q-染色体

异常非复发儿童急性白血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情况，随访观

察并进行相关性研究。结果 ①-5/5q-染色体异常的非复发

儿童急性白血病共 27例，占同期我院收治的 1819例非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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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童急性白血病的 1.48%，其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15

例，急性髓系白血病 12例，男女比例 0.93∶1，中位发病年龄

为 7（0.9~16）岁，-5/5q-患儿组的 1 年、2 年的生存率分别为

(61.7±9.6)%、(49.0±10)%，低于非 -5/5q-组 [分别为 (88.8±

0.8)%、(87.4 ± 0.8)%，P=0.000]。②- 5/5q- ALL 患儿年龄偏

大，>10 岁有 8 例，占 53.3%，高于非-5/5q-的 ALL 患儿（P=

0.000），-5/5q-AML患儿中位生存时间为 7.5个月，明显短于

非-5/5q-的 AML 患儿（P=0.001），比较-5/5q-与非-5/5q-患儿

中，不同性别、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肝脾淋巴

结肿大均无统计学意义。③在 27 例-5/5q-患儿中，合并-7/

7q-染色体异常的患儿生存时间短于不合并-7/7q-染色体异

常的患儿（P=0.047），但临床表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④单

因素分析中，年龄≥10岁提示预后不良，生存时间短，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不同性别、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计数、血小板

计数等其他因素的生存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不是预后影

响因素。结论 -5/5q-染色体异常为儿童急性白血病的预后

不良因素，尤其为AML、合并-7/7q-的患儿。

A537.从PD-1的表达看CAR-T细胞在体内的状态
及对临床治疗的指导意义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浙江大学血液学研究所；

3.上海雅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丁利娟 1 崔嘉真 2 胡永仙 1

徐惠君 1 张艳磊 3 刘绍辉 3 王康岩 3 郭振兴 3 张鸿升 3

黄河 1,2

目的 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CAR-T细胞治疗后各个细

胞亚群PD-1的表达情况，结合患者CAR-T细胞扩增情况以

及临床表现，探讨PD-1的表达在CAR-T细胞耗竭中的指示

作用，以及对临床治疗的指导意义。方法 收集 10例患者

CAR-T细胞治疗后不同时间点的外周血，采用流式细胞术

检测其外周血淋巴细胞表面分子CD3、CAR、CD4、CD8、PD-

1，在散点图中框出T淋巴细胞群，标记出其中CAR+和CAR-

细胞的比例，分别在 CAR +和 CAR-细胞中标记出 CD4 +、

CD8+、PD-1+细胞的比例，并在CAR+CD4+、CAR+CD8+、CAR-

CD4+、CAR-CD8+细胞中标记出PD-1+细胞的比例。采用R-

Studio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不同时间点之间采用重复测量

的方差分析。结果 对10例临床反应良好且数据较完整的

患者加以分析和总结发现，CAR-T细胞输注后CAR+、CAR+

CD4+、CAR+CD8+、CAR-、CAR-CD4+、CAR-CD8+细胞群中

PD-1阳性的比例均增高，而在CAR-T细胞扩增达到最高峰

之后，PD-1阳性的比例在各个细胞亚群中均开始降低。无

论在CAR+还是CAR-细胞中，CD4+细胞中PD-1阳性的比例

均高于CD8+细胞。结论 输注前CAR-T细胞的PD-1表达

量很低，输注后随着CAR-T细胞的扩增，PD-1的表达量逐渐

增高。CAR-T细胞扩增的速度越快，PD-1表达越高，CAR-T

细胞下降的速度也越快。以上结果对于临床使用PD-1抑制

剂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A538.CD19-CAR-T细胞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急淋
变合并T315I突变二例
1.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安徽未名细胞治疗有限公

司 安福润 1 刘振云 2 吴凡 1 宋晓彤 2 李迎伟 1 程丰

伟 2 陶千山 1 潘莹 1 王维 2 王会平 1 徐华栋 2 张家奎 1

沈元元 1 阮艳洁 1 秦慧 1 汪涎生 1 翟志敏 1

目的 采用 CD19-CAR-T 细胞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

(CML)转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且合并有T315I突

变的患者，评估其不良反应及疗效。方法 以 2 例合并有

T315I突变的CML急淋变患者为研究对象，检测其外周血及

骨髓，确认其肿瘤细胞表达CD19。采集患者外周血，采用第

2代CAR-T细胞技术制备自体CD19-CAR-T细胞，采血后第

14天将制备合格的自体CAR-T细胞回输。输前依据患者病

情予VDCP或FC方案预处理。输注后密切监测患者生命体

征、炎症因子、凝血功能等指标，评估有无细胞因子释放综合

征（CRS）或其他不良反应。输注后 2 周评估疗效。结果

①例 1，女性，41岁，确诊CML后口服伊马替尼治疗，3个月

后转为B-ALL并检出T315I突变，急变后+54天输注CD19-

CAR-T细胞，输注前予VDCP方案预处理，输注后患者未出

现发热、CRS等不良反应，输注后+14天评估原发病达CRi。

建议患者尽快行 allo-HSCT，但患者无合适供者且无经济能

力，未行移植，后患者出现中枢复发，最终死亡，生存时间为

180 d。②例2，男性，34岁，确诊CML后口服伊马替尼治疗，

4个月后转为B-ALL并检出E355G突变，换用达沙替尼口服

并行VILP方案诱导化疗达CR，后行巩固化疗 3次，急变后

7个月复发并检出T315I突变，停用达沙替尼并予VIP方案

再诱导化疗未缓解。复发后+63天，输注CD19-CAR-T，输注

前予FC方案预处理，输注后出现发热，最高体温达40 ℃，但

未出现≥3级CRS等严重不良反应。输注后+14天评估原发

病达CR，后序贯行 allo-HSCT，目前原发病仍处于CR状态，

生存时间已达 188 d。结论 对于CML转B-ALL同时合并

有T315I突变的患者，在无合适TKI制剂且传统化疗效果不

佳的情况下，行CAR-T细胞治疗可使其达CR/CRi，但仍存在

复发风险，如能序贯行 allo-HSCT可获得长期缓解和生存，

且相较于未缓解状态下强行移植，安全性及疗效更佳。

A539.81例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患者的分子遗传学
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 周峰 晁红颖

目的 综合检测81例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患者多基因

突变的发生率及突变类型，初步探讨其分子遗传学特征。

方法 采用荧光原位杂交(FISH)技术检测MLL基因；采用

DNA-PCR联合测序技术对 17种髓系肿瘤相关基因突变进

行综合检测。结果 ①81例患者中，82.7%（67/81）的患者至

少携带一个基因突变。突变检出率最高为 NPM1 突变(18

例)，其他突变检出率大于 10%的基因依次为：FLT3-ITD

(19.7%，16例)，NRAS(19.7% ，16例)，DNMT3A(18.5%，15例)，

TET2(14.8%，12 例)，RUNX1(13.5%，11 例)，KRAS(11.1%，

9例)。②功能归类后，参与DNA甲基化的表观遗传学调节

基因突变发生率最高，为38.27%(31/81)，其次为酪氨酸受体

基因(32.1%)、转录调节基因(28.4%)及RAS通路调控相关基

因(24.7%)。③异常核型组以单基因突变为主，而正常核型

组则以 2 个或 2 个以上基因突变共存为主，且与 NPM1、

FLT3-ITD 及 DNMT3A 有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均<

0.05)。以染色体为基础进行危险度分层，中危组及高危组单

基因突变患者的CR率分别为91.7%%和87.5%，均高于多基

因突变患者的 57.6%和 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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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9，0.0117 )。结论 大于80%的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患

者至少携带一个基因突变，多基因突变与MLL重排的叠加

可能共同影响了该类疾病的临床表型及预后，相同危险分层

下，基因突变个数与首次诱导缓解率呈负相关。

A540.伊布替尼治疗复发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一例
并文献复习
1.义乌市中心医院；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罗秋

莲 1 曲志刚 1 王吉如 1 陈瑾 1 吴康丽 1 吴雅君 1 赵毅 2

目的 提高伊布替尼治疗复发/难治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治疗的疗效及毒副作用。方法 报告 1例复发慢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患者的诊治经过，并进行分析。结果 该患者近

期疗效佳。结论 伊布替尼的治疗过程中可出现出血、皮疹

等毒副反应，但一般可控制，不需停药治疗。

A541.无血清培养基条件下 G- CSF 选择性促进
PMA诱导的Kasumi-1 细胞向单核巨噬细胞分化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谭明 吴勇 陈元仲

目的 探讨G-CSFR在急性白血病细胞分化中的作用，

明确G-CSF是否能促进白血病细胞分化或增强诱导分化剂

的作用。方法 THP-1、Kasumi-1、KG-1、SKNO-1 细胞培养

于 stemspanTM 无血清培养基中。前期利用CRISPR/CAS9技

术构建G-CSFR敲除的THP-1和Ksasumi-1细胞单克隆稳定

株，siRNA构建G-CSFR敲减的THP-1和Kasumi-1细胞株，

Western blot 验证敲减效果。G-CSF(100 ng/ml)、PMA(200

nmol/L)单独或联合诱导THP-1、Kasumi-1、KG-1、SKNO-1细

胞3 d。 流式细胞术（FCM）检测细胞表面分化标志CD11b、

CD14、CD15、CD163、CD34 及 G-CSFR。瑞氏-吉姆萨染色

评价细胞分化后形态学改变。结果 单独应用G-CSF 并不

能上调任何上述细胞株的CD11b、CD14、CD15、CD163 的表

达，同时 G-CSF 也不能促进 PMA 所诱导的 THP-1、KG-1、

SKNO-1 细胞分化。但是，G-CSF显著促进 PMA所上调的

Kasumi-1 细胞的 CD11b、CD14、CD163 的表达，而对 CD15

的上调无影响。同时，G-CSF 促进PMA下调的CD34+ Kasu-

mi-1 细胞的比例。瑞氏-吉姆萨染色对形态学的观察也表

明，G-CSF可促进PMA诱导的Kasumi-1细胞形态的进一步

成熟和更多的细胞分化。此外，PMA上调Kasumi-1 和THP-

1 细胞的G-CSFR表达。对Kasumi-1细胞的G-CSFR进行敲

除或是敲减都能消除上述现象，同时能显著减弱PMA诱导

Kasumi-1细胞分化的能力，但是在THP-1细胞中未观察到这

种现象。结论 单独应用G-CSF并不能促进急性白血病细

胞的分化。G-CSF也不能促进PMA诱导的所有类型的急性

白血病细胞，G-CSF只选择性地促进PMA诱导的Kasumi-1

细胞向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发生分化。同时，G-CSFR似乎在

Kasumi-1细胞分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SKNO-1细

胞也是类似Kasumi-1细胞的 t(8;21)阳性细胞株，但是上述现

象并未在SKNO-1细胞中观察到。似乎这一现象并不完全

与 t(8;21)染色体有关，具体机制尚需进一步探讨。

A542.进展期慢性髓性白血病MEG3及miR147表
观遗传学调控机制的初步探讨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李子夜 杨琳 刘小军 王真

真 刘璇 聂子元 湛颖 潘玉夏 王兴哲 尚银涛 杨

敬慈 罗建民

目的 探究长链非编码RNA MEG3及miR147在CML

加速急变中的作用机制。方法 应用PCR及Western blot检

测 CML 各个时期的 DNMT1、DNMT3A、DNMT3B、MBD2、

MECP2、HDAC1、MEG3及miR147的表达情况，应用CCK8

及 FCM 检测过表达 MEG3 及 mi147 后增殖凋亡情况，PCR

及 Western blot 检 测 过 表 达 后 DNMT1、DNMT3A、

DNMT3B、MBD2、MECP2、HDAC1的表达情况，裸鼠成瘤明

确MEG3在体内条件下对增殖的影响，pulldown及RIP实验

探讨MEG3调控的蛋白质，免疫共沉淀及染色质免疫共沉淀

检测目的蛋白的相互作用及基因启动子对目的蛋白的调控

作用。应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 chidamide 处理K562

及 KCL22 细胞检测 DNMT1、DNMT3A、DNMT3B、MBD2、

MECP2、HDAC1、MEG3 及 miR147 的表达情况，应用 MSP

方法检测各个时期临床患者的MEG3及miR147启动子的表

达情况。结果 在加速急变期，DNMT1、DNMT3B、MBD2、

MECP2、HDAC1 表达增高，MEG3 及 miR147 表达降低，而

DNMT3A无统计学差异，过表达MEG3及miR147抑制增殖

促进凋亡，MEG3 与 DNMT1、HDAC1、JAK2、TYK2 相互作

用，对 JAK2 进行免疫共沉淀质谱分析发现 STAT3 与 JAK2

相互作用，MSP结果显示在加速急变期MEG3及miR147的

启动子出现了超甲基化，西达本胺处理细胞后降低了

DNMT1、DNMT3A、DNMT3B、MECP2、MBD2、HDAC1 的

表达，升高了 MEG3 及 miR147 的表达。结论 MEG3 及

miR147在CML加速急变中扮演重要角色，而西达本胺有望

加入到CML急变治疗中。

A543.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家庭护理研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齐明珠

目的 探讨家庭护理与CAA治疗效果及并发症发生的

关系。方法 选取 2011年 5月至 2017年 5月在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血液科治疗的CAA患者 145例，分观察组及对

照组，观察组给予患者家属进行家庭护理的宣教，增强患者

的院外护理，对照组仅进行一般的护理宣教。对接受家庭护

理的CAA患者进行随访观察，比较其与对照组的治疗效果

的差异，以及患者院外出现并发症的差异。结果 观察组治

疗的总有效率为82.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8.5%，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院外发生并发症的发生率为

10.7%，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8.1%，差异有统计学差异（P<

0.01）。结论 长期家庭护理及指导不仅可以提高 CAA 患

者的治疗效果，亦使院外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降低，且更能得

到及时的处理，从而提高生存率及生活质量。

A544.IRF8调控 IL-9介导的免疫机制在CLL发病
中的研究
山东省立医院 陈娜 李英 刘新 姜玉杰 封丽丽 丁

梅 曲惠廷 王欣

A545.苯接触和白血病发生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福建省血液研究所，福建省血液病学重点实验室，福建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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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血液内科 赖桂兰 沈建箴

A546.地西他滨联合化疗治疗复发难治性白血病
邯郸市第一医院 吴燕 李焱

A547.难治复发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诊治进展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蒙珊 赵万红 王剑利 何

爱丽 陈银霞

A548.环境因素与急性白血病关系研究的综述
福建医科大学 李会宁

A549.成人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克罗恩病致
肠套叠一例并文献回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付国美 王卫敏 张霞 王萌

张银银 葛芳芳 高风采 孙慧敏 徐婷婷 王晶淼 姜

中兴

A550.白血病患者粒细胞缺乏期PICC非计划拔管
的原因分析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陈斌 方园

A551.来那度胺在骨髓纤维化中的研究及应用进展
兰州军区总医院 樊文静 白海

A552.过表达BMI1基因对人干细胞体外造血分化
的影响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血液科 刘加军 何易

A553.BMI1在人胚胎干细胞命运调控中的作用及
机制研究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血液科 刘加军 王雯倩 张玲

A554.T幼淋巴细胞白血病一例
山东省立医院 曲惠廷 陈娜 闵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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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造血干细胞移植

B1. 选择性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一线治疗重型再生
障碍性贫血的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中国人民解

放军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儿童医院；3.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总医院；4.广东省人民医院；5.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6.苏州

大学附属儿童医院；7.北京京都儿童医院；8.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协和医院；9.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10.上海市长海医

院；11.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12.安徽省立医院；

1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覃霞 1 陈静 1 罗成

娟 1 罗荣牡 2 唐湘凤 3 王顺清 4 朱易萍 5 胡绍燕 6 孙媛 7

杨婷 8 陈纯 9 黄科 9 章卫平 10 王椿 11 孙自敏 12 胡炯 13

目的 探讨选择性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一线治疗重型再

生障碍性贫血的疗效。方法 2014年 4月至 2017年 7月期

间，全国共13家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纳入患者112例，其中极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34例，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78例，中位

年龄10（0.8~46）岁。非血缘全相合47例，非血缘1/2位点不

全相合44例，亲缘1/2位点不全相合21例。造血干细胞来源：

外周血97例，外周血+骨髓14例，骨髓1例。所有患者移植前

均未接受兔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治疗，且无活动性感染。预

处理方案：氟达拉滨+环磷酰胺+兔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小

剂量全身放疗/白消安。移植物单个核细胞数中位数 11.7×

108/kg，CD34+细胞中位数 5.8×106/kg。结果 105 例成功植

入，中性粒细胞重建中位时间12 d，血小板重建中位时间14 d，

其中 3例出现移植物功能不良。1例在未植入前死于感染，

2 例原发植入失败，4例继发植入失败。46例发生1/2度急性

GVHD，10 例 发 生 3/4 度 急 性 GVHD。 17 例 发 生 慢 性

GVHD。11例死亡，主要死亡原因为感染、植入失败、移植物

功能不良、GVHD、EBV相关性疾病和肝静脉闭塞症。中位随

访1年，总体无病生存率为（87.8±3.2）%，其中非血缘全相合、

非血缘1/2位点不全相合、亲缘1/2位点不全相合组的无病生

存率分别为（88.6±4.8）%、（86.1±5.3）%、（90.5±6.4）%，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849）。与同期51例同胞全相合移植患者比

较，总体无病生存率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87.4±7.2）%对

（87.8±3.2）%，P=0.419］。结论 选择性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

一线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获得了预期的临床疗效。在没

有同胞全相合供者的情况下，有望成为一线治疗。

B2.Human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from

mobilized peripheral blood can be purified based

on CD49f integrin expressio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College Cheng Hai

G-CSF-mobilized peripheral blood (MPB) is the preferred

source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HSCs) and has outcompeted

bone marrow for HSC- based therapies.Umbilical cord blood

(UCB) represents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HSCs commonly

used in preclinical investigations, but limited cell dose has pre-

cluded its wide clinical utility. Purification of HSCs to homoge-

neity from these various sources is essential to better under-

stand their unique biology and identify novel therapeutic strate-

gies targeting these cells. In humans, the CD34+CD38−CD45RA−

CD90 + phenotype is now customarily accepted to define a cell

population highly enriched in HSCs. Recently, Notta et al fur-

ther refined this phenotype with the addition of CD49f, an inte-

grin known to mediate HSC niche interactions.Using UCB,

they estimated that 1∶10 cells within the CD34+CD38−CD45RA−

CD90 + CD49f + population had long- term repopulating activity

in vivo and c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transiently engrafting

multipotent progenitors (MPPs) defined as CD34 + CD38 −

CD45RA − CD90 − CD49f −. When these highly purified UCB

HSCs were further sorted based on high efflux of the mitochon-

drial dye rhodamine 123 (Rholo), an additional twofold HSC en-

richment was obtained and, strikingly, a fraction of murine re-

cipients transplanted with single-sorted CD34+CD38−CD45RA−

CD90 + CD49f + Rholo cells displayed multilineage chimerism.

Hence, this report was the first to demonstrate purification of

human HSCs at single-cell resolution from UCB.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whether this panel of 6 markers established in

UCB could also mark HSCs in MPB.

B3.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
血40例疗效观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吴鸿飞 谢新生 万鼎铭

目的 探讨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治疗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

年9月至2018年2月接受haplo-HSCT的40例SAA患者的临

床资料（SAA-Ⅰ型29例，SAA-Ⅱ型9例，肝炎后SAA 2例）。

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33例，外周血联合骨髓移植7例。预

处理方案包括环磷酰胺、氟达拉滨及兔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

（ATG），部分患者加用白消安或减量全身照射。应用环孢素

A（CsA）、短程甲氨蝶呤、霉酚酸酯预防GVHD。输注移植物

单个核细胞（MNC）中位数为5.3（2.0~13.5）×108/kg，CD34+细

胞中位数为5.6（1.6~15.9）×106/kg。结果 40例患者中，36例

（90.0%）植活，达到造血重建。中性粒细胞及血小板植入中

位时间分别为 15（10~25）d、17（10~58）d。急性GVHD 发生

率为 40.0%（16/40），Ⅱ~Ⅳ度急性GVHD发生率为22.5%（9/

40），Ⅲ/Ⅳ度急性GVHD发生率为15.0%（6/40）。慢性GVHD

发生率为25.0%（10/40），广泛型慢性GVHD发生率为12.5%

（5/40）。中位随访时间353（30~1226）d，28例（70.0%）存活，

总生存率（OS）为（67.8±7.8）%，平均生存时间（883±82）

d。 + 100 d 内移植相关死亡率（TRM）为 12.5% 。结论

haplo-HSCT是治疗SAA的有效方法。

B4. 改良DSA清除方案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
的尝试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赵鹏 王季石 张燕 卢英豪 何

玲 李艳菊 李梦醒 黄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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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索包含清除供者特异性抗体（DSA）的预处理方

案在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应用。方法 2015年1月至

2017年12月我中心检测17例DSA阳性患者，所有17例患者

均具备移植适应症，且DSA阳性（4例患者MFI值500~5000，

8例患者MFI值5000~10000，5例患者MFI值>10000），无可替

代供者，针对MFI>5000患者进行改良DSA清除方案（利妥昔

单抗375 mg/m2，-9 d、-2 d；阿糖胞苷4 g/m2，-10 d、-9 d；白消安

0.8 mg/kg每6 h 1次，-8 d~-6 d；氟达拉滨30 mg/m2，-5 d~-2 d；

ATG 2.5 mg·kg-1·d-1，-5 d~-2 d；司莫司汀 250 mg/m2，-3 d口

服，环磷酰胺1.8 g/m2，+3 d、+4 d）。结果 17例DSA阳性患

者中，植入失败发生率为 7.7%（1/13），植入不良发生率为

30.8%（4/13）。结论 本研究运用包含改良清除DSA的预处

理方案对DSA阳性（MFI>5 000）患者进行单倍型造血干细胞

移植，由于DSA阳性率偏低，且样本例数太少，故不能与DSA

阴性患者进行植入率对比，仅作为符合我国国情的清除DSA

方法的初步尝试，本研究仅限于研究统计植入率情况，随访时

间较短，故未对该方法移植后的DFS、OS及复发率进行统计。

B5. 369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慢性移植物抗宿
主病危险因素分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马曼曼 郭荣 姜中兴 万鼎铭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慢性

GVHD的临床特征、发病相关因素及预后分析。方法 回顾

性分析2010年1月1日至2017年10月1日在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行allo-HSCT的369例患者。结果 369例患者中142

发生慢性GVHD，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年龄、HLA配型及既

往发生急性GVHD与慢性GVHD发生相关，多因素分析表明

患者年龄、既往急性GVHD为慢性GVHD发生的重要危险因

素；中重度慢性GVHD患者生存率较低。结论 患者年龄较

大、既往发生急性GVHD是慢性GVH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

素，急性GVHD的预防及治疗可减少慢性GVHD的发生；中

重度慢性GVHD患者总生存率较低。

B6. High proportions of CD3 + T cells in grafts de-

layed lymphocyte recovery and reduced overall

survival in haploidentical 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Wang

Xiaoning, Guo Caili, Sun Chunhong, Chen Ying, Zhu Huachao,

Xi Jieying, Zhang Mei, He Pengcheng

Graft derived mature T cell has been implicat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in HLA matched allo-

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munologic recovery, but its role in the haploidentical pe-

ripheral blood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s still uncertain. In this

study, the CD3+T cells in the graft and its impact on the hemato-

poietic and immune recovery, CMV activation,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relapse, progress free survival and overall survival

were analyzed and evaluated. 30 patients who underwent hap-

loidentical 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were in-

cluded. CD3 + T cells accounted for a median of 23.1% (8.0%-

47.4% ) with a median dose of 299.7(104.0- 623.4) × 106/kg.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CD3 + cells in the grafts

between first and second day harvest and there was no differ-

ence of CD3 + T cell with donor sex and donor age (P>0.05).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CD3+T

cell count: above the median (high T cell group) and below the

median CD3 + T cell (low T cell group). There was no signifi-

cance of neutrophil and platelet recovery day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The mean lymphocyte recovery day of high T

cell group was 107.07 days, and the mean lymphocyte recovery

day of low T cell group was 50.4 days. The lymphocyte recov-

ery day of high T cell group was longer than that of low T cell

group (P<0.05). The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CMV activation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The cumula-

tive incidence of gradesⅡor greater acute GVHD was higher in

high T groups than that in low T groups (P<0.05). The cumula-

tive incidence of chronic GVHD and relaps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wo groups (P>0.05). The overall survival rate

and progress free survival were higher in low T cell group than

that of the high T cell group (P<0.05). In conclusion, high T

cells in graft will delay the lymphocyte recovery and increase

the rate of acute GVHD and decrease the overall survival.

B7. 间充质干细胞对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预处理
后急性药物性肝损害的保护作用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晓宁 陈颖 朱化超 张

梅 贺鹏程

目的 观察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中输注间充质干细胞

对预处理后急性药物性肝损害的预防保护作用。方法 回顾

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7年8月期间行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

植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组8例在回输造血干细胞前4~6 h内

回输间充质干细胞1×106/kg，对照组17例未输注间充质干细

胞，观察两组患者在预处理后1天、2周、4周肝功能变化以及

治疗转归。结果 两组患者预处理后均有不同程度的肝脏生

化学指标异常，2周达高峰，4周后趋于正常。观察组在预处

理后1天及2周ALT、AST、ALP、GGT、DBIL值均低于对照组

（P<0.05）。结论 输注间充质干细胞有可能降低预处理后急

性药物性肝损害的程度，对肝脏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B8. 亚标准剂量供者干细胞输注治疗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后复发急性白血病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晓宁 习杰英 李静 王孟

昌 刘华胜 张梅 贺鹏程

目的 观察亚标准剂量G-CSF动员的供者干细胞输注

（DSI）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复发急性白

血病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17例allo-HSCT后复发

的急性白血病患者临床资料，7例复发后给予常规化疗联合

G-CSF动员的亚标准剂量［（1~9）×107/kg］DSI进行治疗，10例

单纯进行常规化疗。结果 亚标准剂量DSI联合化疗组中，4

例DSI后14~32 d出现皮肤及肝脏Ⅰ/Ⅱ度GVHD，经甲泼尼

龙、霉酚酸酯、他克莫司等免疫抑制剂治疗后得到控制；3例

DSI后出现Ⅳ度骨髓抑制及肺炎，治疗后均完全缓解。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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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组患者中3例治疗后达到完全缓解。至随访截止DSI组

患者 6例死亡，5例死于DSI后骨髓抑制合并重症感染，1例

DSI后疾病缓解，1年半后出现髓外复发，皮肤感染及败血症

死亡，1年总生存率为57.1%，3年总生存率为19.0%。单纯化

疗组6例患者死亡，2例死于重症肺炎，4例死于原发病进展，1

年总生存率为66.7%，3年总生存率为17.8%。结论 亚标准

剂量DSI联合化疗可能有助于提高allo-HSCT后复发急性白

血病的完全缓解率。

B9.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后早期供者嵌合状态
对预后的预测意义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翟卫华 刘

庆珍 施圆圆 李刚 孙佳丽 陈欣 马巧玲 庞爱明 何

祎 杨栋林 张荣莉 黄勇 魏嘉璘 冯四洲 韩明哲 姜

尔烈

目的 评价清髓性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allo-

PBSCT）后早期完全供者嵌合状态（FDC）对患者预后的预测

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2月至2017年7月行清髓性

allo-PBSCT治疗的 72例血液病患者临床资料。男 44例，女

28例，中位年龄36.5（4~59）岁。其中同胞全相合供者35例、

亲缘单倍型供者27例、无关供者10例。采用聚合酶链反应扩

增短串联重复序列（PCR-STR）定期检测移植后1、2、3个月患

者骨髓的供者细胞嵌合率（DC）。结果 随访截至2018年4

月30日，中位随访462（47~805）d，55例存活，总体生存（OS）

率为（68.9±7.7）%；45例无病存活，无病生存（DFS）率为（59.5±

6.3）%；复发16例，中位复发时间为+157（+32~+374）d，累积复

发率为（24.1±5.3）%。移植相关死亡11例，移植相关死亡率

（TRM）为（18.2±5.4）%。40例发生急性GVHD，23例（31.9%）

发生慢性GVHD。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年龄、性别、供受者血

型、供受者性别、是否发生急性GVHD和慢性GVHD均不影

响OS、DFS、复发率及TRM。移植后1、3个月是否达到FDC

对 OS、DFS、复发率及 TRM 均无影响。移植后 2 个月达到

FDC 组 OS、DFS 率均高于未达 FDC 组（71.4%对 68.6%，P=

0.038；76.7%对 47.7%，P=0.020）；FDC 组复发率低于未达

FDC组（16.7%对 34.0%，P=0.132）；FDC组TRM率低于未达

FDC 组（16.7% 对 22.1% ，P=0.093）。结论 清髓性 allo-

PBSCT后早期患者是否达到FDC对移植预后具有重要预测

价值，移植后2个月对未达FDC患者进行干预有助于减少复

发及移植相关死亡、提高OS及DFS。

B10. FLAG加强预处理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
疗儿童高危急性白血病的临床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赵颖 李捷 胡绍燕 肖佩芳 卢

俊 姚艳华 凌婧 李乐 翟宗 胡昳歆 高莉 范丽艳

目的 观察FLAG联合经典BU-CY预处理方案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高危难治性急性白血病患

儿的安全性、有效性，拓展适应症。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

年4月至2017年8月至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行allo-

HSCT的 31例高危急性白血病患儿，预处理方案：氟达拉滨

30~40 mg·m-2·d-1×4 d，阿糖胞苷2 g·m-2·d-1×4 d，G-CSF 5 μg·
kg-1·d-1×5 d，白消安 0.8~1.0 mg/kg，3~4次，环磷酰胺 50~60

mg·kg-1·d-1×2 d。个体化采用霉酚酸酯、环孢素A、他克莫司、

甲氨蝶呤、雷帕霉素等两种及以上药物联合应用预防移植物

抗宿主病（GVHD）。结果 31例患儿中30例获得造血重建，

粒系重建中位时间为13（10~31）d，巨核系造血重建中位时间

为19（7~167）d。共有4例患儿复发，3例死亡，总体生存（OS）

率为90.3%（28/31），无病生存（DFS）率为87.1%（27/31），累积

复发率为13.0%（4/31），中位生存时间为13（1~79）个月。总死

亡率为 9.7%（3/31），移植相关死亡率（TRM）为 0。急性

GVHD 发生率为 64.5%，中位发生时间为 17（7~47）d，慢性

GVHD发生率为9.7%。CMV病毒感染发生率为48.4%，EBV

病毒感染发生率为22.6%，出血性膀胱炎发生率为16.1%，渗

漏综合症发生率为3.23%，所有患儿移植后均未发生肝静脉

闭塞症（VOD）。结论 FLAG加强预处理方案allo-HSCT治

疗高危难治性急性白血病患儿是安全、有效、可行的。

B11. 不同方式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151例儿
童白血病的疗效比较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高莉 肖佩芳 胡绍燕 何海龙

卢俊 李捷 王易 凌婧 郭爱莲 刘虎 李乐

目的 比较HLA相合同胞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MSD-

HSCT）、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脐血造血干

细胞移植（UCB-HSCT）和无关供者造血干细胞移植（UD-

HSCT）四种移植方式治疗儿童白血病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

分析2011年4月至2017年12月间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的 151例白血病患儿临床资料，MSD-HSCT组 22例，haplo-

HSCT组74例，UCB-HSCT组42例，UD-HSCT组13例；急性

髓系白血病（AML）90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55例，

慢性髓性白血病（CML）4例，混合细胞白血病2例。预处理方

案为阿糖胞苷、白消安、环磷酰胺及全身照射等。联合使用环

孢素A、短程甲氨蝶呤、霉酚酸酯、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等预

防移植物抗宿主病。结果 所有患儿全部获得造血重建；中

位随访时间为21（3~83）个月，haplo-HSCT组、UCB-HSCT组

Ⅲ/Ⅳ度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发生率分别为 26%、

33%，明显高于MSD-HSCT组（0%），而UD-HSCT患儿Ⅲ/Ⅳ
度急性GVHD发生率为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8例患儿死

亡，均发生于移植后2年内，MSD-HSCT、haplo-HSCT、UCB-

HSCT、UD-HSCT 组的移植相关死亡率分别为 9%、12%、

21%、8%，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SD-HSCT的复发率

高达 14%，haplo-HSCT、UCB-HSCT、UD-HSCT组的复发率

分别为4%、2%、0%，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SD-HSCT、

haplo-HSCT、UCB-HSCT、UD-HSCT组的2年预期总生存率

分别为 77%、78%、77%、9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MSD-HSCT、haplo-HSCT、UCB-HSCT、UD-HSCT四种移植

方式治疗儿童白血病总体预后无明显差异，对于需要行造血

干细胞治疗的复发难治白血病患儿可按照具体情况选择合适

的供者。

B12. 单中心儿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长期生存随访
分析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孔令军 何海龙

目的 分析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和联合免疫抑制

（IST）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患儿的疗效和相关影

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中心2009年2月至2017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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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诊断为 SAA 并接受 HSCT 或 IST 治疗的 196 例患儿的资

料。结果 ①HSCT与 IST二组患儿年龄、性别、危险度、诊治

间隔时间、初诊外周血常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②196例

患儿5年总生存（OS）率为（98.3±1.0）%，5年无进展生存（PFS）

率为（72.7±3.7）%，IST组、HSCT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不同年龄、性别分组OS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按疾病危险度、

按诊治间隔、治疗后第6个月治疗反应分组，OS率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③HSCT组与 IST组在3、6、9、12个月OR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感染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④IST 组中，

r-ATG组和p-ALG组5年PFS、OS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⑤
HSCT组中，同胞全相合（MSD）组与非MSD组、HSCT前 IST

治疗组与非 IST治疗组比较，5年PFS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MSD、非MSD组Ⅱ度及以上急性GVHD、慢性GVHD发

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SCT前 IST组与非 IST治疗组Ⅱ
度及以上急性 GVHD、慢性 GVHD 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结论 ①HSCT组总体疗效优于 IST组。②初诊性别、年

龄、外周血常规对预后无影响，而初诊危险度高、诊治间隔长、

治疗第6个月反应差是预后危险因素；③HSCT组较 IST组血

象恢复快，但感染发生率相当。④r-ATG组和p-ALG组疗效

相当，但前者治疗后前9个月血象恢复慢，且更容易出现类过

敏反应；两组治疗后出现血清病样反应的发生率相当。⑤
HSCT供者选择、治疗前有无 IST治疗与总体疗效无明显相关

性，但MSD组Ⅱ度及以上急性GVHD及慢性GVHD发生率

较低。

B13. 脐血干细胞移植人类白细胞抗原相合与错配治
疗儿童血液病的疗效分析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翟宗 王易 胡绍燕 李捷 卢

俊 肖佩芳 姚艳华 杜智卓 胡昳歆 凌婧 高莉 李

乐 刘虎

B14.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改变 c-kit突变阳性儿童急
性髓系白血病预后的有效手段
1.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高莉
1 胡昳歆 1 卢俊 1 肖佩芳 1 何海龙 1 王易 1 李捷 1 孙

伊娜 1 吕慧 1 范俊杰 1 陆叶 1 吴德沛 2 胡绍燕 1

目的 探讨 c-kit突变阳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

儿的临床特征与治疗效果。方法 利用一代测序方法从131

例AML患儿中检出32例c-kit突变的AML患者，分析c-kit突

变患儿的临床特征、对患者总生存（OS）率、无复发生存（RFS）

率以及无事件生存（EFS）率的影响，进一步分析造血干细胞

移植对c-kit突变AML患儿OS、RFS、EFS的影响。结果 131

例检测c-kit基因外显子突变（8、17号外显子）的患儿中，32例

（24.43%）c-kit基因外显子突变阳性（c-kit+），其中8号外显子

突变占29.6%，17号外显子突变占70.4%。c-kit突变全部位于

带核心结合因子类髓系白血病（CBF-AML）中，CBF白血病中

c-kit突变占43.5%。突变组骨髓原始细胞比例明显低于野生

型组（P=0.007），突变组与野生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白细胞、

血小板计数、血红蛋白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突

变组中8号外显子与17号外显子突变的患儿完全缓解（CR）

率、OS、RFS、E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CBF白血病

中c-kit突变组与未突变组CR、OS、RFS和EFS差异也无统计

学意义（P>0.05）。131例患者中54例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

77例未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中，c-kit突变组和野生型

组化疗后OS、RFS和EF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54

例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中位OS时间为 21（4~52）个

月，其中 c-kit突变组和野生型组OS、RFS和EFS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99例c-kit-（正常野生型）患者中，移植组OS

率明显高于非移植组（P=0.037）；32例 c-kit+患者中，移植组

OS明显优于非移植组（P=0.030）。Cox多因素回归显示，造血

干细胞移植能显著提高患者的OS和EFS。结论 c-kit突变

在儿童AML患者中较为常见，带有c-kit突变的患者骨髓原始

细胞比例明显低于c-kit未发生突变的患者；造血干细胞移植

能有效延长c-kit突变AML患儿的生存。

B15. 化疗联合供者造血干细胞输注是移植后复发患
者的有效治疗方法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邢海洲 万鼎铭 姜中兴 王萌

患者，男，15岁，因MDS-EB1行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

移植后获得CR。移植后15个月时发现血小板减少，骨髓涂

片、流式细胞术免疫表型分析提示复发（MRD 2.46%），骨髓嵌

合92%。给予地西他滨25 mg/d×4 d。化疗后2周复查，外周

血三系细胞持续减少，骨髓原始细胞比例增高、MRD 26.87%。

化疗后3周给CCMG方案（克拉曲滨 +阿糖胞苷+米托蒽醌+

G-CSF）化疗。化疗结束后3周骨髓持续严重抑制，输注单倍型

供者外周血造血干细胞（MNC 1.0×108/kg）。输注后7 d，WBC、

血小板计数恢复正常，骨髓CR，MRD 0.28%，嵌合100%。

B16. 外周血脑利钠肽检测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后急性GVHD的意义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候彦飞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者急性移植物抗

宿主病（aGVHD）发生前后血浆脑利钠肽（BNP）水平变化及

早期预测临床价值。方法 选择我院2014年2月至2017年

11月期间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发生 aGVHD患者 17例

（A1组），经积极抗GVHD治疗后，其中 14例获得有效控制

（A2组），3例因 aGVHD进行性加重导致死亡（A3组）。随机

选择同期未发生aGVHD 15例患者为B组。比较四组BNP水

平。结果 A1组BNP水平高于A2组和B组（P<0.05），但明

显低于A3组（P<0.05）；A2组和B组BNP水平比较无统计学

意义，但两组BNP水平均明显低于A3组（P<0.01）。结论 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发生 aGVHD 时 BNP 水平升高，

aGVHD控制欠佳者BNP水平升高尤为明显，但aGVHD患者

有效控制后BNP水平可下降接近未发生aGVHD患者。BNP

水平变化可能作为预测aGVHD反应发生及转归等一项敏感

指标。

B17. 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急性髓系白血
病19例疗效观察
山西省运城市第三医院（血研所） 梁云霞

目的 观察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急性髓系白

血病（AML）的疗效。方法 19例AML（除外APL）患者，男

10例，女9例，中位年龄28（8~51）岁；所有患者均系CR1，并给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161·

予中大剂量阿糖胞苷强化治疗2个疗程，然后给予阿糖胞苷

1.5~2.0 g/m2 每12 h 1次×3 d，WBC<1×109/L时给予 rhG-CSF

5~10 μg·kg-1·d-1。WBC>4.0×109/L、PLT>50×109/L开始采集

干细胞。预处理方案：米托蒽醌10~12 mg·m-2·d-1，-13~-11 d；

白消安10 mg·kg--1·d-1，-7~-4 d。结果 所有患者随访至今，

2例患者复发死亡，1例移植后2年继发MDS。16例患者中位

无白血病生存期 52.9 个月，无白血病存活率 84.2%。结论

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可提高AML患者的总生存率和

无白血病生存率。

B18. 联合脐血模式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恶性
血液病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蔡宇 杨隽 姜杰玲 万理萍 白海

涛 李肃 宋献民 王椿

目的 评价外周血联合脐血模式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

的疗效及不同年龄组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发生、植

入、感染、生存情况。方法 2014年1月至2017年12月31日，

我科收治的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50例，男9例，女11

例，中位年龄 35（9~67）岁，按照年龄分为青年组（17例，<30

岁）、中年组（19例，30岁~49岁）、较大年龄组（14例，≥50岁，

移植前评估疾病均未缓解）。GVHD预防：ATG（即复宁）+

CsA +MTX。回输当天上午回输1份第三方脐血，下午回输单

倍型造血干细胞。结果 植入情况：早期植入前2例患者死

于感染，4例（8.0%）患者植入失败，较大年龄组1（7.1%）例植

入失败。50例患者中，12例（24%）出现 II~IV度aGVHD，其中

II 度 aGVHD 3 例（6%）、III 度 aGVHD 5 例（10%）、IV 度

aGVHD 4例（8%）。较大年龄组中1例患者（7.1%）出现 II度

aGVHD，未发生 III/IV度aGVHD。29例（58%）患者移植后发

生病毒感染。中位随访7.2（0.4~27.2）个月，青年组、中年组各

有1例复发，较大年龄组无复发病例。21例（42%）患者死亡，

29例（58%）患者存活。预计2年总生存（OS）率为60.2%。较

大年龄组 2 年 OS 率为 77.1%。结论 预处理加用 ATG

10 mg/kg的脐血联合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不增加 aGVHD

及病毒感染发生率率，适合年龄较大、未缓解患者。

B19. 非血缘脐血移植治疗急性淋巴母细胞淋巴瘤/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疗效分析
安徽省立医院 黄璐璐 朱小玉 汤宝林 宋闿迪 郑昌

成 耿良权 丁凯阳 王兴兵 张旭晗 皖湘 童娟 姚

雯 张磊 孙光宇 刘会兰 孙自敏

目的 分析单份非血缘脐血移植治疗淋巴母细胞淋巴

瘤/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LBL/ALL）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

性分析2009年2月至2017年11月中接受单份非血缘脐血移

植（sUCBT）19例LBL/ALL患者的临床疗效，其中男11例，女

8例。中位年龄18（4~50）岁，中位体重50（17~82）kg，Ann Ar-

bor分期均为Ⅳ期，其中6例患者既往有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

病史。首次完全缓解（CR1）患者8例，CR2和CR3以上（包括

疾病进展）分别为 3例和 8例。预处理均采用清髓性方案：

TBI+CY+Ara-C 10例，Flu+Bu+CY 9例，有CNSL病史的患者

预处理方案加用卡莫司汀。GVHD预防采用CsA联合短程

MMF方案，未使用ATG。结果 脐血均来自中国公共脐血

库，TNC 为 3.44（1.55~6.62）×107/kg，CD34 +细胞 2.35（0.98~

12.4）×105/kg。42 d中性粒细胞累积植入率为100%，180 d血

小板累积植入率为84.2%，ANC≥0.5×109/L、PLT≥20×109/L的

中位时间分别为 18（2~32）d、32.5（24~170）d。Ⅱ~IV度急性

GVHD、Ⅲ/Ⅳ度急性GVHD发生率分别为 47.37%、36.84%，

慢性GVHD发生率为10.5%。随访截止至2018年4月30日，

9例患者存活，中位随访时间23（6~110）个月，3年DFS、OS率

分别为38.6%、42.2%，180 d TRM为15.8%，3年累积复发率为

34.8%。结论 单份非血缘脐血移植是治疗LBL/ALL的一种

安全有效的方法。

B20. 强化清髓不含ATG单份非血缘脐血移植治疗
恶性血液病不同预处理方案的对比研究
1.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罗晨晖 1 刘会兰 2 耿良权 2 孙自敏 1

目的 对比分析强化清髓性预处理以化疗为主与以放疗

为主的方案在单份非血缘脐血移植（sUCBT）治疗恶性血液病

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年1月至2017年8

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共402例恶性血液病患者接受

了强化清髓性预处理的 sUCBT，其中接受以化疗为主（氟达

拉滨+白消安+环磷酰胺）方案 263例（化疗组），以放疗为主

（分次全身照射+阿糖胞苷+环磷酰胺）方案139例（放疗组），

GVHD预防方案：环孢素A+霉酚酸酯。结果 化疗组与放疗

组在年龄、性别、体重、患者供受者人类白细胞抗原（HLA）相

合程度、回输的有核细数（TNC）与CD34+细胞数，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植入情况：移植后30 d粒细胞植入率两

组相似（95.2%对 95.2%），但化疗组粒细胞植入快于放疗组

（16 d对19 d，P=0.002）。化疗组、放疗组120 d血小板累积植

入率及植入速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5.5%对78.3%，38 d对

42 d，P=0.085）。两组Ⅱ~Ⅳ度及Ⅲ/Ⅳ度急性GVHD发生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65、0.055）。随访至2018年5月10

日，中位随访时间18个月，化疗组与放疗组3年总生存（OS）

率、无病生存率（D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9.8%对58.6%，P=

0.682；53.2%对58.2%，P=0.794）。放疗组、化疗组移植后3年

移植相关死亡率（27.8%对 18.1%，P=0.198）、累积复发率

（13.6%对 22.1%，P=0.256）差异均没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非血缘脐血移植治疗恶性血液病，化疗为主的强化清髓性预

处理方案与放疗为主的强化清髓性预处理方案疗效相当，对

于不适宜行全身照射的恶性血液病患儿，氟达拉滨+白消安+

环磷酰胺方案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

B21. 单核细胞绝对计数在白消安联合环磷酰胺清髓
预处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
预后价值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汤丽苑 王纳 邢冲云 庄

强 梁彬 孙岚 陈怡 钱燕 沈志坚 江松福 俞康 冯

建华

目的 探讨单核细胞绝对计数（AMC）在白消安联合环

磷酰胺清髓预处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

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中的预后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本院接受白消安联合环磷酰胺

清髓预处理 allo-HSCT并获得有效随访的59例AML患者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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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资料。结果 共纳入59例患者，中位年龄37岁，存活者的

中位随访时间为38个月。所有患者的5年总生存率（OS）为

61%。Kaplan Meier 分析显示移植后第 15 天高 AMC 组

（AMC≥0.57×109/L）具有更差的OS（P=0.005）。单因素Cox

比例风险分析显示仅移植后第15天高AMC是OS（P=0.008）

和复发后生存率（P=0.030）的预后不良因素。结论 在接受

白消安联合环磷酰胺清髓预处理 allo-HSCT治疗的AML患

者中，移植后第15天AMC≥0.57×109/L与高死亡率相关。

B22. In vivo flow cytometry combined with intravi-

tal microscopy to monitor kinetics of transplanted

BM-MNCs in peripheral blood and bone marrow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

ty Fen Wang, Chen Tong

In vitro methods have mainly been used to study the hom-

ing of transplanted cells. However, it is difficult to monitor the

dynamic homing in living mice. The present study obtained the

kinetics of transplanted bone marrow mononuclear cells (BM-

MNC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PB) and the homing of BM-

MNCs in the bone marrow (BM) in living mice by a combina-

tion of in vivo flow cytometry (IVFC) and calvarium intravital

microscopy. We found out that BM-MNCs were cleared rapidly

from the PB and mainly localized to various hematopoietic tis-

sues after transplantation. Transplanted BM-MNCs were main-

ly distributed over the large vessels in the cross- road intersec-

tion region of coronal and sagittal sutures, especially within the

anterior half of the skull marrow. In addition, the homing of

BM-MNCs in the BM increased gradually in the same mouse.

By combining the in vivo data from the PB and the BM, we

found out that the number of BM- MNCs in the PB decreased

over time accompanied by an increase in the BM after trans-

plantation. Understanding the early homing kinetics of trans-

planted BM-MNCs could help to regulate the homing and en-

graftment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HSCs) in clinical HSC

transplantation (HSCT).

B23. Cord-haplo identical non-in-vitro T-cell-deple-

tion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

tion reduces relapse for refractory acute leukemia
China Aerospace Center Hospital Lei Yuan, Jingbo Wang

Whether a graft- versus- graft (GVG) respons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SCT) is associated with an enhanced graft-versus-leuke-

mia (GVL) effect remains highly controversial. Furthermore, it

is unknown if the GVG response overwhelms the impact of re-

fractory acute leukemia. We aimed to compare the characteris-

tics and therapeutic outcomes in patients undergoing a modi-

fied“cord- haplo”HSCT protocol (n=97) to those undergoing

haplo- HSCT (n=42) for refractory acute leukemia. A reliable

and stable predominant haplo- donor chimerism was estab-

lished. The 2-year relapse rate was more favorabl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cord- haplo HSCT than in those receiving haplo-

HSCT (25.9% vs 53.2%, respectively, P=0.007) as was the pro-

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 rate (35.5% vs 17.9%, respective-

ly, P=0.049). Meanwhile, non-relapse mortality at 2 year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38.0% vs 24.6% , respectively, P=

0.367). We also found that a higher number of mutual haplo-do-

nor mismatched antigens (MHMAs), a concept similar to HLA

mismatching, was associated with better disease control. Multi-

variat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undergoing cord- haplo HSCT

was an independent significant predictor of reduced relapse

(HR=0.440, P=0.028) and improved PFS (HR=0.580, P=

0.033), as was chronic GVHD (relapse: HR=0.420, P=0.013;

PFS: HR=0.630, P=0.052). However, the incidences of neutro-

phil and platelet engraftment, GVHD, and virus reactivation be-

tween the groups were comparable.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cord- haplo HSCT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GVL effect

and improved PFS, thus introducing a reliable and efficient ther-

apeutic platform for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acute leukemia.

B24. 供者特异性抗体对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疗效
的影响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 谢新生 万鼎铭 郭荣 曹

伟杰 姜中兴

目的 探讨在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中，

供者 HLA 特异性抗体（DSA）对移植疗效的影响。方法

2014 年 3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我院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行

haplo-HSCT患者90例，分别于移植前及移植后1、3、6个月，

采用流式液相芯片技术检测血清DSA滴度，以平均荧光强度

（MFI）判断抗体结果MFI<2000为阴性，MFI 2000~5000为阳

性，MFI>5000为强阳性，结合临床指标分析结果。结果 患

者移植前及移植后 1、3、6 个月的 DSA 检出率分别为 45%、

40%、33%、25%；移植前抗体阳性者、阴性者植入不良的发生

率分别为21%、7%（P=0.020），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

的发生率分别为45%、30%（P=0.040），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cGVHD）的发生率分别为50%、22%（P=0.030），总体生存率

（OS）分别为55%、61%（P=0.040）。移植后1个月DSA阳性者

与阴性者aGVHD发生率分别为45%、23%（P=0.001），移植后

3个月DSA阳性者与阴性者cGVHD发生率分别为23%、21%

（P=0.600），移植后6个月DSA阳性者与阴性者cGVHD发生

率分别为30%、21%（P=0.06）。结论 在haplo-HSCT中，移

植前DSA阳性影响移植疗效，移植后1个月DSA阳性者有较

高GVHD发生率。

B25. 供受者特异性HLA抗体与单倍型造血干细胞
移植造血重建的相关性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晓娜

B26. A new conditioning regimen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outcome of cord blood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patients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ZhongDa Hospital, South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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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Zhengping Yu, Jiahua Ding, Baoan Chen, Zheng

Ge, Nan Jin, Wenduo He

Objective To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the incidence of

cells graft,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GVHD), transplantation-

related mortality (TRM) and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hemato-

logic diseases after intensified conditioning regimen based on

FC of cord blood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data from 54 patients with hematological diseas-

es had been treated with unrelated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

plantation (UCBT) from August 2013 to July 2017. All patients

received intensified conditioning regimens based on FC of cord

blood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cyclosporin A plus mycopheno-

late mofetil as prophylaxis for GVHD. Twenty- eight patients

had received single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which

eight patients with double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Twenty- six patients were pretreated with FBC protocol while

ten patients with FC before transplantation. Prevention of

GVHD was performed with cyclosporine A (CsA) and myco-

phenolate mofetil (MMF). Twenty- nine patients were consis-

tent with 5-6 while 7 patients were 4 by low-resolution of HLA

(HLA) matching for donor/recipient in 6 sites. Results Thirty-

three patients (91.7% ) had achieved complete engraftment in

this study. The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granulocytes implanta-

tion at 40 days after transplantation was 60% with a median

time of 19 days and the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megakaryocyt-

ic implantation at 100 days was 63% with a median time of 36

days. As well as the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I- IV aGVHD at

100 days was 58.3%. At the end time of follow-up, the cumula-

tive incidence of TRM was 22% with a 75% of two years over-

all survival. In our study, seventeen (77.3%) out of twenty-two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blood diseases had survived while the

remaining all died of complications, one of engraftment failure,

two of transplantation-related complications and two of relapse

(not able to relieve before transplantation). Besides, ten out of

fourteen patients with non- malignant blood disease have been

healthy survival, while two died of implant failure, one of intra-

cranial hemorrhage and one of pneumonia. Conclusion Inten-

sified pretreatment of CBT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which can enhance

the implantation of umbilical cord blood stem cells with less

complication associated with transplantation. Doubled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dUCBT) can be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high weight children and adult patients.

B27. 第三方间充质干细胞干预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
植后继发性植入不良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邢海洲 万鼎铭 姜中兴 曹伟

杰 王萌

目的 研究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后继

发植入不良的治疗方法与疗效。方法 纳入 2016 年 4 月-
2018年1月我院haplo-HSCT后继发性植入不良患者19例，排

除病毒感染、激素治疗无效。给予第三方间充质干细胞

（MSC）输注方案：单次1×106/kg每周1次，输注后给予更昔洛

韦口服预防病毒感染。结果 19例患者中，继发性三系或两

系细胞减少8例，血小板减少患者7例，中性粒细胞缺乏患者4

例。所有患者均接受4次MSC输注，中位输注时间为移植后

7（3~15）个月。19 例患者全部达到粒细胞恢复标准，18 例

（94.7%）达到血小板恢复标准，粒细胞、血小板中位恢复时间

分别为首次MSC输注后 18（7~24）d、22（14~29）d。8例两系

以上血细胞减少患者中，7 例达恢复标准，1 例 4 次输注后

PLT<50.0×109/L。7例单纯血小板减少患者输注后均达造血

恢复，中位起效时间为输注后21（15~27）d。4例中性粒细胞

缺乏患者输注后14（8~16）d达恢复标准。19例患者中，输注

后病毒感染4例，CMV-DNA阳性3例，EBV-DNA阳性1例。

输注前和4次输注后CD8+细胞、CD56+细胞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 第三方MSC输注治疗haplo-HSCT后继

发性植入不良有效，在采取预防病毒感染措施情况下不增加

CMV、EBV感染发生率。

B28. 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继发性植

入不良护理体会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娜 姜中兴 万鼎铭 邢海洲

刘长凤 刘晓

目的 研究间充质干细胞（MSC）治疗单倍型造血干细胞

移植（haplo-HSCT）后继发植入不良过程中的护理要求和方

法。方法 纳入我院2016年4月-2018年1月haplo-HSCT后

继发植入不良患者19例，在移植后7（3~15）个月给予第三方

MSC输注，输注前予以地塞米松5 mg静脉注射。观察输注前

后患者心理状态、感染护理和输注反应的预防护理措施。结

果 19例患者均接受 4次MSC输注，共输注 76例次。ANC

和PLT达恢复标准分别为 100%（19/19）和 94.7%（18/19），粒

细胞、血小板中位恢复时间分别为首次输注后18（7~24）d、22

（14~29）d。输注后血压明显升高32例次，血压降低1例次，发

热4例次，皮疹6例次，呼吸困难1例次。经及时吸氧、抗过敏、

抗炎治疗后均短期恢复正常。无相关死亡病例。结论

MSC对haplo-HSCT后继发性植入不良有效。在输注过程中

应加强血压监测，观察体温、皮疹、呼吸功能变化，及时干预。

B29.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中枢神经系统白血
病48例疗效分析
航天中心医院 费新红 殷宇明 程昊钰 王静波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中

枢神经系统白血病患者的疗效。方法 回顾分析我院2012

年 5月-2017年 12月收治的 48例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的患

者，入组标准：①脑脊液形态学可见白血病细胞；②颅内或脊

髓腔内占位，病理确诊为白血病细胞浸润或治疗有效；③患者

出现临床症状和体征，鞘注或全身治疗后消失。其中急性髓

性白血病21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22例，慢性髓性白血病5

例。移植前骨髓达完全缓解的患者 19例，未获完全缓解 29

例。预处理方案：成人采用以TBI为主方案，其中有3例患者

联合全脑全脊髓放疗，2例患者联合射波刀治疗；儿童采用改

良的 IDA联合Bu-Cy方案。结果 48例患者均顺利植活，粒

细胞植活的中位时间为14（10~23）d，血小板植活的中位时间

16（6~70）d。移植后28 d，48例患者均达骨髓完全缓解，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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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供者嵌合。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14（2~69）个月，其中29

例患者存活，10例复发，其中3例患者移植后中枢神经系统白

血病复发。allo- HSCT 后 1 年的缓解组总生存率（OS）为

（77.3±12.9）%，无病生存率（DFS）为（77.6±9.9）%。未缓解组

OS 率为（61.2±9.2）%，DFS 率为（57.7±9.3）%。结论 allo-

HSCT治疗合并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患者是安全、有效的，采

用TBI为主的预处理方案联合全脑全脊髓放疗或颅内包块局

部放疗可进一步降低复发率，使患者获得长期生存。

B30. 肺部感染影响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巨核系
植入的倾向性分析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2.海军军医大学统计学教研

室 王柔嘉 1 黄爱杰 1 陈琪 2 章卫平 1 杨建民 1 王健民 1

胡晓霞 1

目的 研究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肺部感染以及非肺

部感染患者巨核系植入情况。方法 回顾性选取181例接受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其中32例患者移植后3个月

内出现肺部感染。根据患者年龄、疾病状态、疾病诊断至移植

的时间间隔、回输CD34+细胞数及单个核细胞数等参数匹配

64例未发生移植后肺部感染患者。结果 肺部感染组患者和

非肺部感染组患者巨核系植入时间分别为16（11~49）d、13（8~

20）d（P=0.001）。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巨核系植入与肺部感

染（P=0.001）、非恶性原发疾病（P=0.023）、预处理中加入氟达

拉滨（P=0.003）、HLA不全相合（P=0005）相关。多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巨核系植入与肺部感染（P=0.001）、预处理中加入

氟达拉滨（P=0.001）、HLA不全相合（P=0013）相关。巨核系

植入延迟不影响移植后总生存率（P=0.399）和无复发生存率

（P=0.709）。结论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发生肺部感染

对移植后巨核系植入和恢复有延迟作用。

B31.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FLT3-ITD突变阳
性急性髓系白血病40例临床疗效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梁晨 姜尔

烈 姚剑峰 何祎 张荣莉 杨栋林 冯四洲 韩明哲

目的 总结FLT3-ITD突变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AML）

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的疗效，探讨该类型

白血病的有效治疗方案。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年 9月至

2016年12月于我中心行allo-HSCT的40例FLT3-ITD突变阳

性成年AML患者临床资料，对患者移植疗效及预后相关因素

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初诊时患者中位白细胞计数为35.0

（1.7~185.0）×109/L，移植前化疗中位疗程数为4（2~7）个。CR1

患者 34例，NR患者 6例。同胞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 24例，

HLA配型相合无关供者移植7例，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9

例。患者3年OS率为74.3%（95%CI 60.4%~88.2%），DFS率

为 74.3%（95%CI 60.4%~88.2%）。3 年累积复发率为 7.5%

（95% CI 1.9% ~18.4%），累积 TRM 为 18.2%（95% CI 7.9% ~

32.0%）。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达 CR 疗程数≥2 个（HR=

4.388，95% CI 1.232~15.637，P=0.023）、移植后发生急性

GVHD（HR=5.721，95% CI 1.454~22.518，P=0.013）是影响患

者OS的独立预后危险因素。达CR疗程数≥2个（HR=4.453，

95% CI 1.242~15.969，P=0.022）及移植后发生急性 GVHD

（HR=5.538，95% CI 1.423~21.557，P=0.014）亦为影响患者

DFS的独立预后因素。CR1期行造血干细胞移植、1疗程达

CR 患者的 3 年累积复发率低于其他患者（0%对 50.0%，P<

0.001；0%对 16.7%，P=0.020）。结论 allo- HSCT 可改善

FLT3-ITD突变阳性AML患者预后。及CR1期行 allo-HSCT

患者预后相对较好。

B32. 甘油磷脂代谢在预测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中的
作用
1.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血液科，中国人民解放军血液

病研究所；2.海军军医大学药学院药物化学教研室，上海药物

代谢产物研究重点实验室；3.海军军医大学卫生勤务学系

黄爱杰 1 刘悦 2 陈琪 3 陈啸飞 2 费洋 1 赵潇溟 1 章卫平 1

杨建民 1 柴逸峰 2 王健民 1 胡晓霞 1

目的 通过整合分析代谢组学、转录组学数据，构建基

因-代谢网络，研究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发生过程

中代谢途径与aGVHD发生相关性。方法 纳入2014年9月

至2016年5月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患者

作为预测组（57例），对移植后15 d尚未发生aGVHD患者（除

外移植后复发）的血浆进行代谢谱分析，确定关键代谢产物变

化，并对外周血单个核细胞进行转录组学分析。利用Lasso模

型筛选出具有最高 aGVHD预测能力的代谢物组合，并计算

aGVHD危险分数（aGVHD risk score, GRS）。纳入 2016年 6

月至 2017 年 5 月接受 allo-HSCT 的 26 例患者进行验证。

结果 在预测组及验证组外周血浆中，aGVHD 组与非

aGVHD组相比，共有38种代谢产物发生差异性表达。转录

组学分析中通过筛选57773条基因变化，发现1148条基因的

表达水平在 aGVHD组差异明显，其中包括LCAT、LPCAT1、

LPCAT4、PLA2G16、PLCG1、LPIN1、DGKE 及 CHKA 8 条编

码甘油磷脂代谢酯酶的基因改变。利用Lasso模型筛选出最

具 aGVHD预测价值的5种代谢物组合，包括LysoPC（18:1）、

C16:0 PAF、LysoPC（P-16:0）、LysoPC（18:2）、LysoPC（22:6）。

该代谢组合预测 aGVHD发生能力达（AUC）0.92，且高GRS

患者发生aGVHD的风险是低GRS患者的26.4倍。结论 通

过整合代谢组学及转录组学数据分析，对aGVHD发病过程中

潜在代谢特征进行初步研究，为在 allo-HSCT 后 15 d 筛选

aGVHD高危患者，并进行抢先治疗提供可能。

B33. Autologous 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 trans-

plantation did not improve progression free surviv-

al for Hodgkin’s lymphoma patients with primary

refractory disease including those in partial remis-

sion before transplant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牛家华 王椿

Objective To retrospectively analyze the outcome of pa-

tients with refractory or relapsed Hodgkin’s lymphoma(HL)

treated with autologous peripher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PBSC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hemo- sensitivity status at

APBSCT. Methods From January 2004 to Feb 2016，60 HL

patients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Disease status was

20.00% in CR, 28.33% in PR1, 20.00% in PR2+, 13.33% in SD/

PD1, and 18.33% in SD/PD2 at transplant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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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58 patients evaluable, 31 patients got a CR, 18 got a PR

after APBSCT, ORR was 84.48% . Five- year OS and PFS for

CR, PR1, PR2, SD/PD2 were 86% , 100% , 80% , 69% and

86%, 37%, 76%, 67%, respectively. Patients in SD/PD1 group

had a median OS and PFS of 34.44 months, 11.75 months, re-

spectively.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a high risk of relapse

and progre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B symptoms presence (P=

0.019) and receipt >1 kind of salvage regimens (P=0.012).

Conclusion APBSCT could increase CR rate, the proper can-

didates for APBSCT included relapsed and sensitive to salvage

chemotherapy patients, primary refractory patients but with a

CR response to salvage regimen.

B34. 早期肺泡灌洗液检测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后肺部弥漫性磨玻璃影的诊断价值及安全评估
1.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广州呼吸病研究所 莫文健 1 王

彩霞 1 周铭 1 张玉平 1 王顺清 1 赵子文 1 顾莹莹 2 关

文达 2

目的 了解早期行纤维支气管镜检肺泡灌洗液检测对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肺部弥漫性磨玻璃影的诊断价值及操

作安全性。方法 选取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内科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发生“发热、咳嗽呼吸、困难”并于出现症状

24 h内行薄层肺CT检查提示肺部“弥漫性磨玻璃病变”的15

例患者，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11例，急性髓系白血病2例，骨

髓增生异常综合征1例。72 h内如患者PLT>30×109/L、凝血

功能正常、心肺情况允许，早期行支气管纤维镜检并取肺泡灌

洗液行细菌真菌抗酸杆菌培养、曲霉菌抗原、沉渣病理、病毒

病原体检测。结果 15例患者中14例（93%）经肺泡灌洗液

检查得到确诊，分别为巨细胞病毒肺炎6例、呼吸道合胞病毒

肺炎1例、甲型流感肺炎2例、卡氏肺孢子囊虫病肺炎1例、曲

霉菌肺炎2例、细菌性肺炎2例。所有患者均能正常行肺泡灌

洗未见明显出血并发症。13例患者得到临床治愈。结论 早

期肺泡灌洗液检测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弥漫性磨玻璃

肺部病变有重大的诊断及指导治疗价值，在严格掌握适应证

的情况下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B35. 挽救性治疗预存HLA抗体阳性重型再生障碍
性贫血同胞全相合骨髓移植继发性植入失败二例
淮安市第二人民医院（淮安市仁慈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淮安

医院） 司叶俊 张兴霞 林国强 赵广圣 周华 王力

孙雨梅 张彦明

例1，女，42岁，移植前HLA-I类抗体阳性HLA-II类抗体

强阳性，第一次移植同胞全相合异基因骨髓移植（供受者

HLA 10/10相合，血型相合），行血浆置换2次清除抗体后行兔

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氟达拉滨+环磷酰胺方案预处理，移植

后粒系、巨核系分别于+10 d、+17 d植活，STR完全嵌合，无移

植物抗宿主病（GVHD）。移植后5个月STR稍下降，环孢素A

（CsA）减量后回升，其后呼吸道感染，全血细胞、STR下降，继

发性植入失败。+170 d采用氟达拉滨50 mg/d×3 d预处理，分

2 次回输 G-CSF 动员供者外周血干细胞，回输后造血未恢

复。于+228 d行第二次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为患者

儿子（血型相合），移植前抗体筛查HLA-I类抗体阳性、HLA-II

类抗体阳性、供者特异性抗体（DSA）阳性，予以利妥昔单抗

375 mg/m2×2次处理预存HLA抗体，移植预处理方案为白消

安+环磷酰胺+抗淋巴细胞球蛋白。中性粒细胞、血小板分别

于+20 d、+25 d植活。随访11个月，无GVHD表现，STR完全

嵌合。

例2，男，10岁，移植前HLA-I类抗体强阳性，HLA-II类抗

体阳性（回顾检测，未处理）。Flu+Cy+ATG方案预处理，+11

d中性粒细胞植活，+12 d血小板植活，STR完全嵌合，无感染

及GVHD。+53 d外周血三系和STR急剧下降，继发性植入失

败。行氟达拉滨+环磷酰胺方案预处理，输注G-CSF动员供者

外周血干细胞并给予环孢素A，+70 d未植入，输注脐带间充

质干细胞2 U。回顾性检测HLA-I类抗体强阳性，HLA-II类

抗体阳性，利妥昔单抗100 mg×4次清除抗体。患者自身白细

胞、网织红细胞有所恢复，但未脱离输血。

B36. IL-33/sST2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移植物
抗宿主病的预测作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银银 郭荣 姜中兴 万鼎铭

谢新生 曹伟杰 程远东 孙玲

目的 测定 allo-HSCT 后 0、7、14、21、28 d 血浆 IL-33、

sST2蛋白水平，探讨 IL-33与 sST2关系及其与急性移植物抗

宿主病（aGVHD）发生的关系。方法 选取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2015年12月至2017年2月 allo-HSCT患者28例。分

析其一般资料，收集移植后0、7、14、21、28 d静脉血标本3~4

ml，应用ELISA方法检测血浆中 IL-33和 sST2蛋白水平。结

果 ①allo-HSCT患者 28例，男 18例，女 10例，中位年龄 29

（8~49）岁，SAA 6 例，B-ALL 3 例，T-ALL 1 例，AML 12 例，

MDS 2例，NHL 2例，CML急淋变1例，HPS 1例。②28例患

者中 27 例获得造血重建，原发植入失败 1 例。10 例发生

aGVHD，其中Ⅲ~Ⅳ度aGVHD 5例，中位发生时间为32.5（3~

60）d。③将患者按aGVHD发生与否及严重程度分为：未发生

aGVHD组、Ⅰ/Ⅱ度aGVHD组、Ⅲ/Ⅳ度aGVHD组。+28 dⅠ/
Ⅱ度 aGVHD组和Ⅲ~Ⅳ度 aGVHD组 sST2水平均高于未发

生aGVHD组（P=0.008），其余各时间点各组间 IL-33、sST2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④将患者按aGVHD发生部位

分为未发生aGVHD组、皮肤aGVHD组、肝脏aGVHD组和肠

道aGVHD组。在+14 d和+28 d，肠道aGVHD组 sST2水平均

高于未发生aGVHD组（P=0.04，P=0.001），其余各时间点各组

间 IL-33、sST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⑤4例发生肠

道Ⅳ度 aGVHD，比较各患者 0、+ 7、+ 14、+ 21、+ 28、出现

aGVHD 时及 aGVHD 症状好转时 IL-33 水平。发现在发生

aGVHD时血浆 IL-33水平较前呈降低趋势，当 aGVHD症状

改善后，血浆IL-33水平较aGVHD发生时上升。结论 IL-33

对aGVHD发生无预测作用。在+28 d发生aGVHD组sST2水

平高于未发生 aGVHD组，在+14 d和+28 d，肠道 aGVHD组

sST2水平高于未发生aGVHD组。

B37.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患者的骨髓血管内皮祖细胞数量及功能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曹谢娜 孔圆 宋阳 时旼旼 赵红艳

温琦 吕中石 段才闻 王昱 许兰平 张晓辉 黄晓军

目的 评估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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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HD患者的骨髓血管内皮祖细胞和造血干细胞的数量和功

能，并进一步探究移植后伴随全血细胞减少的急性GVHD患

者其骨髓血管内皮祖细胞的损伤程度。方法 采用前瞻性临

床病例配对研究，按照 1∶2配对分离移植后急性GVHD（41

例）和非GVHD（82例）患者以及正常供者（15例）的骨髓和外

周血单个核细胞，用血管内皮祖细胞诱导培养基培养骨髓血

管内皮祖细胞。7 d 后通过流式细胞术和 DIL- AC- LDL/

Lectin-UEA-1双染法鉴定血管内皮祖细胞表型。流式细胞术

测定骨髓和外周血的血管内皮祖细胞和造血干细胞比例、活

性氧和凋亡。血管内皮祖细胞功能通过小室迁移和成管实验

测定，造血干细胞功能通过集落形成能力和彗星实验测定。

结果 急性GVHD患者的骨髓血管内皮祖细胞数量及功能

（双标、迁移和成管能力）较非GVHD患者显著降低，细胞活性

氧和凋亡显著升高，同时造血干细胞的数量显著减少，其活性

氧和凋亡水平显著增多。在外周血中，血管内皮细胞数量明

显增多伴活性氧及凋亡增加，造血干细胞数量减少且活性氧

和凋亡显著增多。急性GVHD分度≥2度患者与GVHD分度

≤1度患者比较，其骨髓血管内皮祖细胞及造血干细胞数量显

著减低，活性氧及凋亡水平显著增加。伴随全血细胞减少的

急性GVHD患者骨髓血管内皮祖细胞及造血干细胞受损更较

血象正常的急性GVHD患者严重。结论 骨髓血管内皮祖细

胞和造血干细胞的数量减少及功能损伤可能参与了急性

GVHD的发生，而氧化应激介导了骨髓和外周的血管内皮祖

细胞和造血干细胞的损伤。

B38.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移植预处理方案的优化及
临床应用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高峰 冯术青 李晓宇 薛慧 胡

永超 刘志彬

目的 探讨经优化的移植预处理方案在重型再障（SAA）

同胞全相合及亲缘间单倍体相合移植中的临床应用安全性及

有效性。方法 以SAA传统CY+ATG移植预处理方案为基

础。①依据SAA患者移植前骨髓活检造血组织容量不同制

定不同的清理残留造血细胞的方法。具体如下：骨髓活检提

示骨髓造血组织容量<10%，在SAA移植传统预处理Cy+ATG

方案的基础上加用白消安（BU）6.4 mg/kg（分2 d静脉滴注）；

骨髓造血组织容量10%~25%则将BU剂量提高至9.6 mg/kg

（分3 d静脉滴注），以提高对患者自身残留造血细胞的清除效

果；②依据患者疾病诊断不同制定相应的移植预处理方案：

SAA-PNH综合征或单纯PNH患者，为减少移植后患者PNH

克隆疾病的复发，则不依据患者移植前骨髓活检造血组织容

量制定BU用量，直接将BU剂量定为9.6 mg/kg（分3 d静脉滴

注），在清除残留造血细胞的同时提高对 PNH 克隆的清除

率。经改良移植预处理方案后，移植方式均采用单纯外周血

造血干细胞移植。结果 20例SAA患者采用优化的预处理

方案进行移植，其中 SAAⅠ4 例、SAAⅡ13 例、SAA-PNH 3

例；同胞全相合3例、亲缘间单倍体相合17例，预计全组总生

存率（OS）为80%。其中同胞全相合组66.67%、亲缘间单倍体

相合组82.35%。结论 经优化的改良BU/CY+ATG移植预处

理方案在SAA移植治疗中安全、有效。

B39.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淋巴母细胞淋巴瘤八例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高峰 冯术青 薛慧 李晓宇 胡

永超 刘志彬

目的 探讨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的疗

效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分析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8

例淋巴母细胞淋巴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男6例、女2例，中位

年龄32（13~52）岁；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ⅣA 3例、ⅣB 2例，B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ⅣA 2例、ⅣB 1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auto-HSCT）3例、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4例、

二次移植（auto-HSCT后复发行同胞全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

1例。接受首次移植的患者均处于CR1期，二次移植患者为

NR强行移植。结果 全组未发生移植相关死亡。CR1期接受

auto-HSCT的4例患者均在移植后6~12个月复发，经再诱导

治疗均未缓解，3例在诱导治疗中死亡，余1例在接受同胞全

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3个月再次复发死亡，4例接受

haplo-HSCT的患者3例生存，生存时间分别为11、3、2年；另

一例患者移植后3个月出现继发性移植失败而死亡。全组患

者总生存率37.5%。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淋巴母细胞

淋巴瘤安全性好。auto-HSCT复发率高，不建议作为本病的

治疗措施。

B40. 米卡芬净与氟康唑预防造血干细胞移植真菌感
染临床对比观察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薛慧 冯术青 李晓宇 刘志彬

高峰

目的 比较米卡芬净与氟康唑预防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allo-HSCT）患者早期侵袭性真菌感染（IFI）的疗效。方

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行外周血 allo-HSCT的82例患者，观察

组在预处理后粒细胞缺乏期间开始给予米卡芬净静脉滴注至

粒细胞稳定植入停用，其余时间给予氟康唑口服；对照组全程

给予氟康唑口服。随访至+100 d，对比两组 IFI发生率、药物

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 IFI发生率分别为

7.1%、22.5%（P<0.05），真菌预防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11.9%、15.0%（P>0.05）；两组应用ATG患者与未应用ATG患

者 IFI 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allo-

HSCT真菌感染预防方案中，米卡芬净可有效降低allo-HSCT

患者早期 IFI的发生率，未增加药物不良反应。

B41. 包含地西他滨预处理方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血液髓系肿瘤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赵小利 姜尔

烈 翟卫华 马巧玲 庞爱明 黄勇 魏嘉璘 何祎 杨

栋林 张荣莉 冯四洲 韩明哲

目的 探讨包含地西他滨预处理方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allo-HSCT）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MDS转

变急性白血病及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CMML）的疗效及

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3月至2015年5月接受包

含地西他滨20 mg·m-2·d-1×5 d）预处理方案allo-HSCT治疗的

22例恶性髓系肿瘤患者临床资料。患者中位年龄 42.5（24~

56）岁，MDS-RCMD 1例、MDS-RAEB-Ⅰ 4例、MDS-RAEB-

Ⅱ 9例、CMML 4例及MDS转变AML 4例。结果 除1例患

者于移植后2个月死于感染外，21例患者均获得造血重建，粒

系植入时间为13（12~18）d，血小板植入时间为16（13~81）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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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至2018年3月，14例患者存活，2年、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77.3±8.9）%、（67.9±10.0）%；2年、3年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

（72.7±9.5）%、（63.6±10.3）%。急性GVHD发生率为（41.3%±

10.6）%，III/IV度急性GVHD发生率为（18.4%±9.7）%。慢性

GVHD发生率为（56.4±11.3）%，广泛型慢性GVHD发生率为

（36.4±12.1）%。8例发生巨细胞病毒（CMV）血症。18例发生

不同程度感染，其中6例发生于骨髓抑制期，12例发生于造血

重建后。4 例复发，8 例死亡，复发相关死亡率为（28.2 ±

17.0）%，非复发相关死亡率为（24.3±9.5）%。结论 包含地西他滨

预处理方案的allo-HSCT治疗恶性髓系肿瘤是安全有效的。

B42. 急性髓系白血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
与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的关系
1.上海长海医院；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王紫

薇 1 尹春荣 2 章卫平 1 唐暐 2 宋献民 1 杨建民 1 胡晓霞 1

胡炯 2 王健民 1

目的 通过分析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allo- HSCT）后复发与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cGVHD）的关系，探讨GVHD与移植物抗白血病（GVL）效应

的伴随发生和分离。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1年 3月 1日至

2015年 8月 31日接受 allo-HSCT并生存超过 100 d的 218例

AML患者资料，分析复发相关因素及 cGVHD发生相关影响

因素，比较复发伴活动性cGVHD患者与单纯复发患者临床特

征及预后的差异。结果 218例患者中103例发生 cGVHD，

有 cGVHD、无 cGVHD 组 3 年 OS 率分别为（71.5%±5.0）%、

（56.3% ± 5.0）%（P=0.003），无事件生存率（EFS）分别为

（61.8%±5.2%）、（46.3%±4.9）%（P=0.001），3年累积复发率分

别为（23.6%±4.9%）、（42.0%±5.2）%（P=0.001）。截至随访终

点，共62例患者发生移植后复发，其中17例复发时伴有活动

性 cGVHD，3 例经供者淋巴细胞输注（DLI）治疗后出现

cGVHD。复发伴活动性cGVHD患者复发后生存时间较单纯

复发患者更长，1 年 OS 分别为（59.1%±13.0）%和（22.1%±

7.6）%（P=0.039）。多因素分析结果提示，女患者（P=0.009）及

复发后仅给予姑息治疗（P=0.007）是复发后生存的独立危险

因素，而复发时伴活动性 cGVHD（P=0.012）及复发出现在移

植2年后（P=0.028）的患者复发后生存率更高。结论 AML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cGVHD不能完全抑制疾病复发，但

发生 cGVHD的患者体内GVL效应均强于不发生者，因此即

使患者复发仍可从cGVHD中获得生存优势。

B43. 含克拉屈滨预处理方案的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
重型地中海贫血疗效和安全性分析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陆婧媛 颜秀珍 洪秀理 庄燕

红 陈亚玫 胡嘉升 鹿全意

目的 探讨含克拉屈滨预处理方案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allo-HSCT）治疗儿童重型地中海贫血中的疗效和安全

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在厦门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接受 allo-HSCT的10例重型β地中海贫血患儿

的临床资料。中位年龄5（2~13）岁，其中HLA全相合无关供

者（MUD）7例，HLA位点 8/10相合无关供者 1例，亲缘HLA

全相合同胞供者（MSD）2例。所有受者移植前3个月至－10

d予以高量输血，口服羟基脲30 mg·kg-1·d-1、硫唑嘌呤3 mg·

kg-1·d-1，强化祛铁等措施。采用环磷酰胺+克拉屈滨+白消

安+ATG的预处理方案。移植时输注单个核细胞（MNC）中位

数为 10.97（5.72~12.49）× 108 /kg，CD34 +细胞中位数为 12.2

（6.7~21.5）×106 /kg。移植后采用环孢素A+短疗程甲氨蝶呤+

霉酚酸酯预防GVHD。结果 10例患者均获得造血重建，中

性粒细胞植入的中位时间为11（8~17）d，血小板植入的中位时

间为 15（10~37）d。8 例患者+30 d 检测 STR 提示供者型>

95%，2例患者+30 d STR为85%，给予减少免疫抑制剂及DLI

治疗，+45 d STR升高至95%并持续稳定。5例患者发生 II度

以下急性GVHD，1例+35 d发生 IV度肠道急性GVHD，后因

合并严重感染于+70 d死于多器官衰竭。2例曾接受DLI的患

者发生局限性皮肤慢性GVHD。10例患者中巨细胞病毒血症

发生率为30%，未发生肝静脉闭塞症、出血性膀胱炎、败血症

等严重移植相关并发症。随访中位时间6（3~9）个月，死亡1

例，9例患者健康生存并脱离输血。结论 克拉屈滨为基础的

预处理方案在儿童重型地中海贫血的干细胞移植中是安全有

效的，但由于强烈的免疫抑制有可能导致移植后感染和病毒

激活的风险增高。

B44.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口腔上皮鳞状细胞癌一例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杨晶 徐雅靖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收治1例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口腔上皮

鳞状细胞癌患者，经口腔黏膜活检确诊，手术治疗后恢复良

好。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口腔上皮鳞状细胞癌较一般口腔鳞状

细胞癌恶性程度更高。对合并口腔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患

者进行随访，早期发现及时诊断，对于改善疾病的预后有重要

的作用。

B45. CD8+CD161hi T cells are associated with 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after haploidentical he-

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Yan Hong, Long Liu,

Yingjun Chang, Yu Wang, Xiaohui Zhang, Lanping Xu, Xiaojun

Huang, Xiaosu Zhao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different CD161 + T

cell subsets affect aGVHD after haplo- HSCT. Methods All

patients enrolled were adult (above 14) with hematological ma-

lignancies and underwent allo-HSCT from March 2016 to July

2016 in our center. G-BM and G-PB from 63 haploidentical do-

nors were examined. Post-HSCT peripheral immune reconstitu-

tion was analyzed from 43 recipients (31 underwent haplo-

HSCT, 12 underwent identical-HSCT) on 30 d, 60 d, 90 d after

transplantation. Briefly, fresh cells were stained with the follow-

ing antibodies: CD3, CD4, CD8, CD161 and detected via multi-

color flow cytometery. Results In the cohort of 63 patients

whose grafts were analyzed, 37(58.7%) suffered from aGVHD

at a median of 21(10- 72) d and 15(23.8% ) had grade II- IV

aGVHD at a median of 21(10- 46) d. Among patients with

grade II-IV aGVHD, 13(86.7%) experienced acute gastrointes-

tinal GVHD at a median of 26(10-54)d.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low- and high- dose groups based on the median dose of

CD161 + T cell subsets. Our result showed the low-dose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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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D8+CD161hi T cells in G-PB had a higher cumulative inci-

dence of gastrointestinal aGVHD compared with the high-dose

group(P=0.047). Therefore, we further studi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D161 + T cell subsets reconstitution and aGVHD. In

the cohort of 43 patients whose peripheral reconstitution was

analyzed, 14 of 31 patients undergoing haplo- HSCT suffered

from aGVHD and only 2 of 12 patients undergoing identical-

HSCT had aGVHD. The median numbers of CD8 + CD161hi T

cells in haplo-group on 30 d, 60 d, 90 d were 865.4(0-18366.9)

cells/ml, 2339.4(32.9- 25419.8) cells/ml, 2372.0(7.3- 34801.4)

cells/ml,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numbers of CD8+CD161hi T

cells in identical-group on 30d, 60d and 90d were 6444.6(106.2-

57043.4) cells/ml, 13569.8(1973.7-45657.3) cells/ml, 8589.6.0

(1790.4- 69053.2) cells/ml, respectively. CD8 + CD161hi T cells

reconstitution in haplo- group was slower than identical- group

(P<0.01). Moreover, patients in haplo-group with gastrointesti-

nal aGVHD (n=5) had a lower frequency of CD8 + CD161hi T

cells (P=0.01) and also lower in absolute number(P=0.009) on

30 d post-HSCT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out gastrointestinal

aGVHD (n=26). Conclusion CD8 + CD161hi T cells in G-PB

might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gastrointestinal aGVHD after

haplo-HSCT. CD8+CD161hi T cells reconstitution are associated

with gastrointestinal aGVHD.

B46. Notch信号通路对内皮细胞促进造血干细胞增
殖的影响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李琴 黄纯兰 李晓明

目的 研究肺微血管内皮细胞（MEC）促进造血干细胞

（HSC）增殖的分子机制及Notch抑制剂对肺MEC促进HSC

增殖的影响。方法 C57小鼠肺组织经过 I型胶原酶消化获

得MEC，流式细胞术检测其表面标志，利用miniMACS磁珠

分选仪从GFP小鼠骨髓分选得到HSC（CD117+细胞），流式检

测HSC纯度。体外直接接触共培养骨髓CD117+细胞与P1代

MEC，并在培养体系中加入DAPT，分为EC组、HSC组、HSC+

EC组、HSC+EC+DAPT组、HSC+DAPT组，每组 3个复孔。

培养至第 4天收集EC与HSC样本并计数；离心柱法提取总

RNA，qRT- PCR 法检测 EC 上 Jagged2 和 HSC 上 Notch1、

Notch2、Hes1 基因的 mRNA 表达。结果 ⑴成功培养出肺

MEC，FACS检测MEC vWF、CD34、CD31、CD45 表达率分别

为 81.39%、57.48%、45.8%、0.17%。⑵流式细胞术检测HSC

纯度为99.51%。⑶各组HSC增殖的情况：①细胞计数：HSC+

EC组高于HSC组；HSC+EC+DAPT组较HSC+EC组减少（P<

0.05）；HSC+DAPT组较HSC组减少（P>0.05）；HSC+DAPT组

较HSC+EC+DAPT组减少（P>0.05）；②各组HSC的RNA含

量：HSC+EC组高于HSC组；HSC+EC+DAPT组较HSC+EC

组减少（P<0.05）；HSC+DAPT 组较 HSC 组减少（P>0.05）；

HSC+DAPT组较HSC+EC+DAPT组减少（P>0.05）。⑷EC上

Jagged2的相对表达量：HSC+EC组较EC组增加（P<0.05）；

HSC 上 Notch1、Notch2、Hes1 的相对表达量：HSC + EC 组

Notch1、Notch2、Hes1 mRNA相对表达量均较HSC组增加（P

均<0.05）；HSC+EC+DAPT组Notch1、Notch2、Hes1 mRNA相

对表达量均较HSC+EC组降低（P均<0.05）；HSC+DAPT组与

HSC组、HSC+EC+DAPT 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P>0.05）。

结论 肺 MEC 可以促进 HSC 体外增殖；肺 MEC 可能通过

Notch信号促进HSC增殖，而加入DAPT抑制Notch信号阻断

了EC对HSC增殖的作用；DAPT抑制EC对HSC增殖的作用

与Notch基因下调有关。

B47. The impact of inflationary CMV- specific

memory T cells on anti-tumour immune responses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1.Department of Hae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2.Therapeutic Immunology

unit, Department of Laboratory Medicine, Karolinska Insti-

tute Xiaohua Luo1,2, Qingda Meng2, Rao Martin2, Zhenjiang

Liu2, Georgia Paraschoudi2, Ernest Dodoo2, Markus Maeurer2

Human cytomegalovirus (CMV) is a ubiquitous, persistent

beta herpesvirus. CMV infection contributes to the accumula-

tion of functional antigen (Ag)-specific CD8+ T-cell pools with

an effector- memory phenotype and enrichment of these im-

mune cells in peripheral organs. In this review, we discuss this

‘memory T-cell inflation’phenomenon and associated factors

including age and sex.‘Collateral damage’due to CMV-direct-

ed immune reactivity may occur in later stages of life- arising

from CMV- specific immune responses that were beneficial in

earlier life. CMV may be considered an age-dependent immu-

nomodulator and a double-edged sword in editing anti- tumour

immune responses. Emerging evidence suggests that CMV is

highly prevalent in patients with a variety of cancers, particular-

ly glioblastoma.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MV- associated

immune response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immune senescence,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cancer, may aid to design more clini-

cally relevant and tailored, personalised treatment regimens.

‘Memory T-cell inflation’could be applied in vaccine develop-

ment strategies to enrich for immune reactivity where long-term

immunological memory is needed e.g. in long- term immune

memory formation directed against transformed cells.

B48.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原发性血小板增多
症一例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邓慧兰 鹿全意

患者，女，52岁，确诊为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采用非清

髓性预处理方案：氟达拉滨 40 mg·m-2·d-1×5 d+白消安 3.2

mg·kg-1·d-1×3 d。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预防方案：环孢素

A+霉酚酸酯+短程甲氨蝶呤。低分子肝素+熊去氧胆酸预防

肝静脉闭塞症，并进行细菌、病毒和真菌感染预防。移植后

13 d完成造血重建。未发生严重感染、口腔黏膜损伤、脏器损

伤和重度GVHD等并发症。移植后21 d短串DNA 重复序列

分析（PCR-STR）检测 99.6%供者型，于+31 d出院。随访至

2018年7月15日，患者血象恢复正常范围，除轻度口唇干燥、

眼干外，无其他并发症。

B49.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树突状细胞水平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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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生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苏苗 温树鹏 王颖 牛志云 刑

丽娜 宋争嵘 张学军 王福旭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30 d

树突状细胞（DC）水平与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的关

系。方法 流式细胞术检测 42例血液病患者 allo-HSCT后

30 d外周血浆样树突状细胞（pDC）、髓样树突状细胞（mDC）

绝对值。结果 患者性别、年龄、疾病类型、供受者人类白细

胞抗原（HLA）匹配程度及预处理方案，对移植后 30 d pDC、

mDC的数量重建没有影响（P>0.05）。42例血液病患者移植

后中23例未发生aGVHD，19例发生aGVHD，其中9例发生早

期 aGVHD（移植后 30 d 内发生的 aGVHD），10 例发生晚期

aGVHD（移植后 31 d~100 d 发生的 aGVHD）。发生早期

aGVHD 与未发生 aGVHD 的患者比较，移植后 30 d 外周血

pDC、mDC 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发生晚期

aGVHD 与未发生 aGVHD 的患者比较，移植后 30 d pDC、

mDC 表达较低（P<0.05）。移植后 30 d mDC 数量较低患者

aGVHD 的发生率（52.9%）明显高于 mDC 数量较高患者

（6.25%）（P<0.05）。结论 allo-HSCT后30 d外周血DC数量

可预测晚期 aGVHD的发生。发生 aGVHD前，pDC、mDC的

数量明显降低；aGVHD 经治疗，pDC、mDC 水平可恢复。

mDC水平与aGVHD的发生率呈负相关。

B50. The prognostic values of increased B7 family

proteins in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followed

by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

plantation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Insti-

tute of Blood and Marrow Transplantation; 3.Jiangsu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4.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Hematol-

ogy; 5.Bright Scistar Biotech Co.; 6.Jiangsu Institute of Clini-

cal Immunology Biqi Zhou1,2,3, Tanzhen Wang1,2,3, Lei Lei1,2,4,

Yutong Lu1,2,3, Li Zhang5, Xueguang Zhang6, Yang Xu1,2,4, Depei

Wu1,2,4

Objective B7H1 and B7H3 were reported to participate

in GVHD, the major cause of death from NRM in haplo-HSCT

patients, but their prognostic values have not been defined.

Methods 64 haplo-HSCT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from 2013

to 2014 were retrospectively collected, and 38 HLA-matched-

HSCT patient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also col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B7H1, B7H3, PD1, soluble CD25, ST2 and

TNFR1 were analyzed at 0d, +7d, +14d and +28d after HSCT.

Results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aGVHD occur-

rence among different HSCT groups (34/64, 53.1% vs. 17/38,

44.7% , P=0.413). The + 7 d/+ 14 d B7H1/B7H3 serum levels

were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aGVHD who underwent haplo-

HSCT. Furthermore, +7 d B7H1/B7H3 serum levels could pre-

dict grade II-IV aGVHD (B7H1: AUC=0.891, P<0.001; B7H3:

AUC=0.790, P<0.001). The cutoff values were 121.337 pg/ml

(sensitivity 75.0% , specificity 97.5% ) and 10307.025 pg/ml

(sensitivity 60.9% , specificity 87.5% ). No biomarker was

found to predict sensitity to MP or MTX treatment. haplo-

HSCT patients with higher +7 d B7H1 serum levels had poor

OS (P=0.001), TRM (P=0.001) and GVHD- related mortality

(GRM) (P<0.001). Meanwhile, higher +7 d B7H3 patients had

worse TRM (P=0.015) and GRM (P=0.012). Multivariate anal-

ysis confirmed that the + 7 d B7H1 serum level (HR=3.344,

95% CI 1.093-10.204, P=0.034), as well as MCN (HR=4.420,

95% CI 1.292- 15.124, P=0.018) and virus infection (HR=

2.985, 95% CI 1.009-8.850, P=0.048), could independently pre-

dict GRM. Conclusion Collectively, we found that + 7 d

B7H1/B7H3 serum levels could predict grade II- IV aGVHD,

while only the +7 d B7H1 serum level, together with MCN and

virus infection, could independently predict GRM in patients

with haplo-HSCT.

B51.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mobilization with eto-

poside and cytarabine in lymphoma and multiple

myeloma
Union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Fujian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Fujian key laboratory of hematology Yiping Liu,

Xiaofan Li, Jing Zheng, Jiafu Huang, Haiying Fu, Nainong Li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mobilization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regimen consisted of etoposide and cytarabine

(EA regimen) in lymphoma and myeloma patients, for autolo-

gou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uto- HSCT).

Methods Eighty-six cases of lymphoma/myeloma patients re-

ceiving EA mobilization at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from 2013.3 to 2017.12 were included (Male 56 cases,

female 30 cases), The median age of the patients was 47(8-66)

years. The median weight of the patients was 63(22-90)kg. The

diseases includedNHL(32cases),HL(5cases)andMM(49cases).

The median time of disease diagnosis to mobilization was 10.5

(3- 61) months. The EA regimen was etoposide (100 mg/m2/d,

d1-d3) and cytarabine (500 mg/m2. Q 12 h, d1-d3). The patients

were injected with the G- CSF 5 μg/kg/d subcutaneously from

d5 to apheresis, and the apheresis timing was the day WBC>

4.0 × 109/L and peripheral blood CD34 + cells> 0.01 × 109/L.

Results All 86 patients underwent successful collection

(CD34+ cell numbers>2.0×106/kg). Seventy-two cases (83.7%)

had CD34 + cell number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5.0 × 106/kg.

Seventy-nine cases (91.9%) had CD34+ cell numbers>2.0×106/

kg in a single day, and 68 cases(79.1%) had CD34 + cell num-

bers>5.0 × 106/kg within the first day. The median of total

CD34+ cells was 18.1(2.24-111.0)×106/kg. Eighty-five patients

successfully underwent auto- HSCT(59 patients single trans-

plantation, 26 patients tandem transplantation). The median

time of neutrophils and platelet engraftment in single transplan-

tation was 11(8- 38) days and 11(0- 48)days respectively. The

median time of neutrophils and platelet engraftment in tandem

transplantation was 12(10- 22)days and 14(10- 30)days respec-

tively. Conclusion EA regimen was highly effective in lym-

phoma/MM patients. All patients had successful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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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after autologous peripheral blood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EA regimen was espe-

cially suitable for the tandem transplantation of multiple myelo-

ma.

B52. 一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行非血缘造血干细胞
移植合并下肢腓肠肌血肿的护理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徐妍妍 刘长凤

B53. Occurrence and severity of DLI associated

chronic GVHD influence the clinical outcomes in re-

lapsed acute leukemia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

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1.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2.Peking-Tsinghua Cen-

ter for Life Sciences Wenjing Yu1, Xiaodong Mo1, Xiaohui

Zhang1, Lanping Xu1, Yu Wang1, Chenhua Yan1, Huan Chen1,

Yuhong Chen1, Wei Han1, Fengrong Wang1, Jingzhi Wang1, Kai-

yan Liu1, Xiaojun Huang1,2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occurrence and severity of

chemotherapy plus donor lymphocyte infusion (Chemo- DLI)

associated chronic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cGVHD) in a con-

secutive cohort of patients with acute leukemia who experi-

enced relapse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

plantation (allo-HSCT). Methods This study included consec-

utive patients (n=104) with acute leukemia who relapsed after

allo- HSCT at the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tween June 2001 and July 2015. According to the grading

system of NIH, Chemo- DLI treatment related cGVHD was

graded, and the number, type and overlap syndrome of the in-

volved organs were described. The effects of Chemo-DLI relat-

ed cGVHD on complete remission(CR), non- relapse mortality

(NRM), progressive disease(PD),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after Chemo-DLI were further

analyzed. Results The 5- year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com-

plete remission (CR) after Chemo- DLI was 81.0% (95% CI

73.3%-88.7%) and 84.6% (95% CI 74.5%-94.7%) in the moder-

ate and severe cGVHD groups, respectively, which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mild cGVHD 40.9% (95% CI

29.3%-52.5%) and non-cGVHD groups 29.2% (95% CI 23.1%-

35.3%). The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non-relapse mortality was

comparable betwee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cGVHD. The 5-

year probabilities of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after Chemo-

DLI were 42.9% (95% CI 26.2%-70.2%) and 34.6% (95% CI

15.3%-78.2%) in moderate and severe cGVHD groups, respec-

tively, which were both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mild

cGVHD 9.1% (95% CI 2.4%-34.1%) and non-cGVHD groups

8.3% (95% CI 3.3%-21.3%). The 5-year probabilities of over-

all survival after Chemo- DLI were 56.7% (95% CI 38.9%-

82.7%) and 43.1% (95% CI 22.1%-84.0%), in moderate and se-

vere cGVHD groups,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both significant-

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mild cGVHD 9.1% (95% CI 1.8%-

47.1%) and non-cGVHD groups 14.9% (95% CI 7.3%-30.2%).

Conclusion Our observations highlight the close relation be-

tween cGVHD and immune- mediated graft- versus- leukemia

(GVL) effect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 receiving Chemo- DLI;

however, mild cGVHD may not be associated with a sufficient-

ly strong GVL effect to induce remission and improve survival.

B54. Quantity and quality reconstitution of

NKG2A+ NK cells are associated with graft-versus-

host disease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Lijuan Hu, Xiangyu

Zhao, Xingxing Yu, Meng Lyu, Tingting Han, Wei Han, Xiaojun

Huang

Objective The immune mechanism underlying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GVHD) following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 remains unclear. Natural killer (NK)

cell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mediating pathogen-specific immuni-

ty, and are the first donor- derived lymphocytes reconstituted

post- HSCT. However, NK cell subsets are varied at different

stages after HSCT. In this study, we used peripheral blood from

GVHD, non-GVHD paired specimens and healthy donors to ad-

dres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by which NKG2A + NK cells

regulate T cells after HSCT. Methods We detected the speci-

mens using flow cytometry from two independent cohorts,

which were prospective cohort and paired cohort. Futher, we

performed experiments in vitro to investigate the potential role

of NKG2A+ NK cells on T cells. Results Here, we found that,

compared with non-GVHD subset, NKG2A+ NK cells percent-

age and absolute cell count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GVHD patients after HSCT. Moreover, the reduction of

NKG2A + NK cells in GVHD patients was ascribed to its in-

creased apoptosis and decreased proliferation capacity, while re-

taining a strong graft-versus-leukemia (GVL) effect. In vitro as-

say showed that when co- cultured T cells with NKG2A + NK

cells, the T cells secreted IFN-r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while the IL- 4 level was increased. Moreover, CD25 expres-

sion level was decreased, while the CD4 + CD25 + FOXP3 + cells

number was increased, suggesting that NKG2A + NK cells in-

duced T cell apoptosis and decreased T cell proliferation during

GVHD process. Significantly, NKG2A + mainly regulated acti-

vated but not resting T cells. In vivo assay showed that serologi-

cal IL-10 level in GVHD subset was evide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non-GVHD subgroup, the IL-1β, IFN-r and TNF-a level was

however higher in the GVHD subgroup. Furthermore, the per-

centage of NKG2A+ NK cells from GVHD patients was mark-

edly increased by the presence of exogenous IL-10, but not by

other cytokines. However, this phenotype was not observed at

non-GVHD patients. Together, the GVHD might be ascribed to

lower IL-10 induced NKG2A + NK cells reduction, which fur-

ther overactivate T cells after HSCT. Conclusion Overall, we

herein observed reduced proportions and absolute cell cou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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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 cells and NKG2A+ subset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GVHD af-

ter allo-HSCT. The causative association between NK cell num-

bers, NKG2A+ subsets and GVHD remains debatable. Based on

our results, speculating that reduced proportions of NKG2A +

subsets in patients after allo- HSCT are associated with acute

GVHD due to their interplay with the patient’s donor-derived al-

loreactive T cells is tempting.

B55. Allelic and haplotypic diversity of HLA-A, -B,

and -DRB1 gene at high resolution in the Nanning

Han population
南宁中心血站 裴永峰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d the allele and haplotypic fre-

quencies of HLA- A, - B, and - DRB1 loci in the Nanning Han

population who live in Guangxi province of China. Method

The HLA- A, - B, and - DRB1 2nd- field genotyping were per-

formed with SeCore® Sequencing Kits (life technologiesTM,

Brown Deer, WI, USA). Result We identified 26 HLA-A, 56

HLA-B and 31 HLA-DRB1 alleles in 562 Nanning individuals

of Han ethnic group,the three most common alleles in HLA-A,-B,

and - DRB1 loci, respectively, were A*11:01 (32.12% ), A*02:

07 (12.54%), A*24:02 (12.01%); B*46:01 (14.41%), B*15:02

(13.61%), B*40:01 (11.48%); DRB1*15:01 (14.15%), DRB1*

16:02 (11.57% ) and DRB1*12:02 (10.14% ). The three most

common haplotypic were HLA- A*33:03- B*58:01- DRB1*03:

01 (6.12%),The phylogenetic tree and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uggested that Nanning Han population had a relative

close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Chinese Zhuang population

and a relative distant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Northern Han

Chinese. Conclusion The information will be useful for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for HLA matching in transplantation i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B56. 骨髓微环境中功能异常的间充质干细胞参与了
移植后植入功能不良的发生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北大-清华生命联合中心 宋阳 1,2 赵

红艳 1 吕中石 1,2 曹谢娜 1 时旼旼 1,2 温琦 1 唐菲菲 1 王

昱 1 许兰平 1 张晓辉 1 黄晓军 1,2 孔圆 1

目的 植入功能不良（PGF）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严重并发症，但其机制目前还不清楚。间充质干细胞（MSC）

是骨髓微环境中一种重要的基质细胞，发挥着重要的促进造

血的功能。因此，本研究拟评估PGF患者骨髓MSC的数量和

功能与植入功能良好的（GGF）患者之间的差异，并对其功能

损伤的机制进行研究。方法 此次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共纳

入25例PGF患者及25例GGF患者，同时纳入25例健康供者

作为对照。检测体外培养MSC的融合时间、MSC表型、MSC

成骨成脂肪能力、集落形成能力、增殖能力、细胞凋亡比例及

衰老比例。同时通过流式检测MSC胞内活性氧（ROS）水平

及 p-p38、p-p53、p21、γ-H2AX 的表达水平。为进一步探究

MSC功能的异常对造血干细胞功能的影响，将造血干细胞与

MSC共培养后检测造血干细胞数量，细胞内ROS水平，细胞

凋亡比例及集落形成能力。结果 PGF患者的骨髓MSC数

量减少，功能受损。具体表现为体外培养MSC的融合时间明

显长于GGF患者、成骨成脂肪能力减弱，细胞内ROS水平、细

胞凋亡水平及衰老比例显著升高，其胞内的p-p38、p-p53、p21

和DNA双链损伤的标志γ-H2AX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同

时，共培养实验发现PGF患者骨髓MSC的造血支持功能受

损，共培养后与对照组相比，造血干细胞数量少、细胞内ROS

水平升高、凋亡比例增加，同时造血干细胞的多系集落形成能

力明显减弱。结论 本研究证实PGF患者骨髓MSC数量减

少，功能异常，我们的研究提示增加MSC数量，修复MSC功能

可能是治疗PGF的一种有效手段。

B57.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植入功能不良患者存
在骨髓单核巨噬细胞异常极化现象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血液病北京市重点实验室；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

海儿科转化医学研究所，儿科血液学和肿瘤学重点实验室

赵红艳 1 吕中石 1 段才闻 2 宋阳 1 韩婷婷 1 莫晓冬 1 王

昱 1 许兰平 1 张晓辉 1 黄晓军 1 孔圆 1

目的 植入功能不良（PGF）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严重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长期生存。大量动物实验表明

造血干细胞的稳定植入依赖于骨髓微环境。巨噬细胞（MФ）

作为骨髓免疫微环境的重要组分之一，对维持骨髓造血干细

胞的稳态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拟探讨，与植入功能良

好（GGF）患者相比，PGF患者骨髓MФ的数量及功能是否存

在异常以及对骨髓正常造血干细胞的作用。方法 本次前瞻

性病例对照研究共纳入25例PGF患者及50例GGF患者，25

例健康供者作为对照。通过流式检测三组骨髓中经典型、中

间型以及非经典型单核细胞数量比例，检测经典活化巨噬细

胞（M1）和替代性活化巨噬细胞（M2）数量比例。分选骨髓单

个核细胞中单核细胞，体外诱导培养成骨髓来源MФ，并检测

其吞噬、迁移和分泌细胞因子功能。最后通过MФ与CD34+细

胞共培养体系，分析 CD34 +细胞的凋亡比例、胞内活性氧

（ROS）水平、细胞集落形成能力（CFU）以及胞内凋亡通路蛋

白，从而探讨PGF骨髓MФ对CD34+的作用。结果 本研究

发现，和GGF患者相比，PGF患者骨髓单核巨噬细胞存在异

常极化现象。具体表现为PGF患者骨髓经典型单核细胞比例

下降，中间型及非经典型单核细胞比例增多，M1比例增加，M2

比例减少，最终导致PGF患者骨髓M1/M2比例显著增高。体

外诱导培养MФ功能实验显示PGF患者骨髓MФ迁移功能和

吞噬功能均下降。流式细胞术检测MФ胞内细胞因子表达显

示，相比于GGF患者骨髓MФ，PGF患者骨髓MФ分泌TNF-

α、IL-12增多、分泌TGF-β减少。健康供者骨髓CD34+细胞分

别和PGF/GGF骨髓MФ共培养发现，和PGF骨髓MФ共培养

后的CD34+细胞ROS水平增高，凋亡比例上升，并且CFU能

力显著下降。与此同时，和PGF骨髓MФ共培养后的CD34+

细胞高表达p-p38及p-JNK蛋白。结论 本研究证实，PGF患

者的骨髓单核巨噬细胞向M1方向异常极化，出现M1/M2极化

失衡状态，并且其功能异常，高表达促炎细胞因子，显著削弱

CD34+细胞数量与功能，提示骨髓MФ引起的免疫微环境异常

参与PGF的发生。因此调整PGF患者骨髓中M1/M2比例失衡

状态，改善患者MФ功能可能是治疗移植后PGF的有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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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8.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伊马替尼维持治疗对 Ph+

ALL疗效的Meta分析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血液科 周立昕 宫蔷 陈洁平

目的 系统评价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

伊马替尼（IM）维持治疗对Ph+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Ph+ALL）

的疗效。方法 计算机检索The Cochrane Library及Metareg-

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PubMed、EMbase、CNKI、CBM、Wan-

Fang Data等数据库，并辅以手工检索和文献追溯，获取 allo-

HSCT后 IM维持治疗对Ph+ALL疗效的随机对照研究及观察

性研究。检索时限均从建库至2014年4月10日。筛选文献

并提取资料和评价质量后，采用Cochrane协作网RevMan5.2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 共纳入 7 篇研究，共计 366 例

allo-HSCT后Ph+ALL患者。分别比较移植后Ph+ALL的不同

IM治疗起点的疗效差异，及移植后Ph+ALL是否使用 IM的疗

效差异。结果表明：移植后 IM维持治疗对总体生存、无病生

存、非复发死亡率方面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效应统计

量风险比（HR）及其 95%可信区间分别为 0.22（0.17，0.27）、

0.84（0.80，0.89）、0.41（0.20，0.82）；IM维持治疗对移植后白细

胞植入时间及血小板植入时间无明显影响，其效应统计量均

数差（MD）及其 95%可信区间分别为－0.92（－4.35，2.50）、

0.78（－1.59，3.16）；对复发率的影响尚存在争议。预防性应

用 IM与检测到MRD后应用相比，可降低移植后的分子学复

发率，并延长BCR-ABL持续阴性的时间。但对于缓解持续时

间、无病生存、总生存及无事件生存等方面均无明显影响。

结论 allo-HSCT后应用 IM维持治疗可提高总体生存率，改

善无病生存率并降低非复发死亡率，对白细胞、血小板植入时

间无明显影响，对复发率的影响尚存在争议。移植后早期检

测到BCR-ABL阳性与不良预后相关，而移植后 IM最佳治疗

起点尚无定论。由于受纳入病例数及质量的限制，所得的结

论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B59.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地中海贫血临床观
察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欧寒冰 邓慧兰 陈小玲 鹿全意

目的 本课题将回顾性分析探讨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地中海贫血的方法并分析其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接受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的11例地中海贫血患者，年龄2~9岁，

男7例，女4例，地中海贫血临床分度 I/II度9例，III度2例。供

者均为患儿父母，ABO血型一致，其中HLA高分辨5/10位点

相合者5例，HLA 8/10位点相合者6例，供者为父源6例，母源

5例。干细胞来源由供者骨髓和外周血干细胞联合组成，移植

物CD34+细胞中位数为10.78（6.74~24.45）×106/kg，单个核细

胞中位数7.47（2.68~11.29）×108/kg。预处理方案：CTX+Flu+

Bu + ATG 方案 8 例，CTX + CLA + Flu + Bu + ATG 方案 3 例。

GVHD预防：CsA+MMF+MTX+MSC。HVOD预防：低剂量

肝素+熊去氧胆酸+腺苷蛋氨酸。用STR法检测嵌合体评价

植入情况。结果 11例患者10例植入成功，1例植入失败并

死于移植后感染。粒细胞、血小板造血重建分别为为11 d~15

d、13 d~21 d。GVHD发生情况：急性GVHD 1例（III度皮肤

型），经治疗后恢复；慢性广泛型GVHD 2例。随访 4~50个

月，10 例患者均存活（90.9%），无地中海贫血生存 9 例

（90%）。结论 采用骨髓和外周血干细胞联合单倍型造血干

细胞移植治疗地中海贫血可以取得理想的临床疗效。克拉屈

滨取代氟达拉滨用于预处理方案是可行的。供者为母亲的单

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失败率较高。移植物CD34+细胞>10×

106/kg相对比较安全。

B60. EP4A可通过激活Wnt/β-catenin信号途径增加
人CD34+细胞干性因子表达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黎春明 刘芳洁 汪亚群 唐晶

许多荣

目的 探讨前列腺素E2特异性受体激动剂4（EP4A）增强

人CD34+细胞干性因子表达的机制。方法 收集20例健康供

者经G-CSF动员后的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物。免疫磁珠法

分选出 CD34+细胞，以 DMSO 作对照，分别用 EP4A、EP4A+

EP4A拮抗剂（EP4AA）、EP4A+XAV939（Wnt/β-catenin信号途

径拮抗剂）作用人CD34+细胞72 h后，再用 real time PCR（qRT-

PCR）和Western blot检测不同组别细胞中β-catenin、干性因子

（Nanog、Oct4和Sox2）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结果 与对

照组相比，EP4A组人CD34+细胞中β-catenin、Nanog、Oct4及

Sox2 mRNA 及其蛋白的表达均增高，且这种作用均可被

EP4AA所拮抗；与EP4A组相比，当EP4A与XAV939共同作用

人CD34+细胞时，人CD34+细胞β-catenin表达水平明显降低，

并且 Nanog、Oct4 及 Sox2 基因及蛋白表达相应减少。结论

EP4A可通过激活Wnt/β-catenin信号途径增加人CD34+细胞干

性因子表达。

B61. G-CSF调节巨噬细胞极化可预防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后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温琦 1,2 孔

圆 1 赵红艳 1 张圆圆 1 韩婷婷 1 王昱 1 许兰平 1 张晓辉 1

黄晓军 1

目的 巨噬细胞（MΦ）是一群重要的免疫细胞群，其与组

织稳态和疾病发生发展密切相关。目前研究表明M1/M2极化

失衡在很多疾病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肿瘤，糖尿

病。因此，MΦ的复极化可能是治疗某些疾病的新型治疗选

择。在人体中尚无研究表明G-CSF体内应用对MΦ的极化方

向、功能的影响。此外，同种异体移植物中MΦ亚群与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患者急性GVHD的发生之间

的关系尚不明确。因此，该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G-CSF体内

应用对健康供者骨髓（BM）及外周血（PB）MΦ极化方向，骨髓

MΦ功能的影响，以及探讨骨髓移植物中MΦ不同极化方向与

急性 GVHD 发生的相关性。方法 89 例健康供者和接受

allo-HSCT的匹配患者入组，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其中30例

配对G-CSF动员前后骨髓和外周血中M1、M2占单核细胞群百

分比。利用前瞻性临床研究，探讨BM移植物中MΦ不同极化

方向与2~4度急性GVHD发生的相关性。体外诱导培养骨髓

MΦ，7 d后通过流式鉴定骨髓MΦ表型。骨髓MΦ功能通过体

外吞噬试验，小室迁移实验，与CD3+ T细胞共培养测定。利

用竞争风险分析骨髓移植物中M1/M2与 allo-HSCT后患者急

性GVHD发生的关系。结果 健康供者G-CSF动员后，骨髓

中M1比例降低，M2比例增高，M1/M2比例降低。PB中M1比例

降低，M2比例降低，M1/M2比例降低。体外实验发现G-CSF动

员后，骨髓MΦ吞噬功能增强，迁移能力减弱。骨髓T细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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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SF动员后骨髓MΦ共培养，Th1和Tc1百分比降低，Th2和

Tc2百分比增加，Th1/Th2下降，向2型免疫反应分化。并且与

G-CSF动员后骨髓MΦ共培养后T细胞的凋亡增加，Treg百分

比升高。竞争风险分析发现BM移植物中M1/M2比例越高，

allo-HSCT 后患者 2~4 度急性 GVHD 发生率更高。结论

G-CSF可调节MΦ极化，表现为健康供者的外周血和骨髓中

M1/M2比率降低，可影响Th1/Th2应答。骨髓移植物中M1/M2

比例越高，allo-HSCT后患者2~4度急性GVHD发生率越高。

本研究提示 G-CSF 体内应用可调节 MΦ极化，可能为急性

GVHD的临床干预提供新型的免疫治疗策略。

B62. 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外周血单倍型造
血干细胞移植后监测微小残留病干预复发的临床分
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及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 万鼎

铭 孙琳琳 曹伟杰 谢新生 郭荣 邢海洲 张素平 李

丽 陈晓娜 刘郁叶

目的 动态监测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外周血单

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后微小残留病（MRD）指

标，探讨其预测早期复发的意义。方法 对我院入选的53例

外周血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

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移植预处理方案均为改良的 BU/CY+

ATG方案，应用环孢素（CsA）+霉酚酸酯片（MMF）+甲氨蝶呤

（MTX）±巴利昔单抗预防GVHD。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和

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检测移植后 1、3、6、12个月MRD指标变

化，分析总生存率（OS）、无病生存率（DFS），MRD水平与移植

后复发的关系。结果 ①MRD阳性组与阴性组的无病生存

率分别为20.0%和65.8%，总生存率分别为50.8%和68.9%，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②移植后骨髓MRD阳性患者16例，进行

干预治疗后，4例患者MRD转阴，至今未复发；③血液学复发

患者11例，分别给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靶向治疗、化疗、供者

淋巴细胞输注和二次移植，最终血液学复发死亡，从发现

MRD阳性到血液学复发的中位时间为100（7~190）d；④1例

患者拒绝治疗，最终复发死亡。结论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患者haplo-HSCT后动态监测MRD水平，预防早期复发，及时

给予干预治疗，可改善生存、延缓复发。

B63.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
征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万鼎铭 刘郁叶 曹伟杰 谢新

生 郭荣 邢海洲 张素平 李丽 陈晓娜 孙琳琳

目的 探讨外周血单倍型造血干细胞（haplo-HSCT）移

植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

析2011年1月至2018年3月在我院血液内科造血干细胞移植

中心行外周血haplo-HSCT的25例MDS患者。预处理方案：

白消安+环磷酰胺+兔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预防：环孢素A+霉酚酸酯+短程甲氨蝶呤±巴利昔单

抗。结果 ①25例MDS患者中位随访时间221（22~1403）d；

粒细胞缺乏期感染发生率为72.0%（18/25）；粒细胞植入率为

100%（25/25），中位植入时间为13（7~17）d；血小板植入率为

84.0%（21/25），中位植入时间为15（7~68）d。②出血性膀胱炎

发生率为 32.0%（8/25）；急性、慢性 GVHD 发生率分别为

32.0%（8/25）、24.0%（6/25）。③2年总生存率（OS）为49.9%，

无病生存率（DFS）为49.6%，复发率为12.0%（3/25），移植相关

死亡率（TRM）及非复发死亡率（NRM）均为 40.0%（10/25）。

结论 对于无法找到HLA全相合同胞及非血缘供者的MDS

患者，haplo-HSCT可作为有效的治疗选择。

B64.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versus haploi-

dentical transplantation in adults with acquired se-

vere aplastic anaemia
1.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2.Guangzhou First Peo-

ple’s Hospital Zhengli Xu1, Ming Zhou2, Jinsong Jia1, Wenji-

an Mo2, Xiaohui Zhang1, Yuping Zhang2, Yu Wang1, Yumiao Li2,

Xiaojun Huang1, Shunqing Wang2, Lanping Xu1

In the current algorithm,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IST) has been recommended for acquired severe aplastic anae-

mia (SAA) patients without appropriate matched related donors

(MRD), and haploidentical donors (HID) for SAA have not be-

come the generally suggested alternative. However, approxi-

mately one third of patients did not respond to IST, one third of

responders relapsed and almost 10% progressed after initial

IST therapy. At the same time, recent efforts to optimize condi-

tioning regimens and graft manipulation in haploidentical trans-

plantation have greatly improved. Our previous multicenter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comparable outcomes between HID

and MRD recipients in SAA. Besides, ha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 from HID could be conducted in an ear-

ly stage without the overuse of transfusions and long course of

disease, all of which have been proved as adverse factors for

survival following HSCT. Our study aimed to compare treat-

ment outcomes between HSCT from a haploidentical donor and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IST) in adults with SAA within

six months after diagnosis. The medical records of 113 adults

with SAA who received IST (n=37) or HID HSCT (n=76) at

two institutions from 2009 to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re-

viewed. The estimated 8-year overall survival (OS) was compa-

rable between the IST and HID HSCT groups (75.6% vs 83.7%

respectively, P=0.328), but the failure free survival (FF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former than the latter (38.5% vs

83.7% respectively, P=0.001). Further, significant improve-

ment in FFS with HSCT over IST was also true for patients un-

der 40 years old. At the last follow-up, patients in HSCT group

achieved better performance scale scoring than those in IST

group [KPS of 100 (20-100) vs 90 (20-100), P=0.002]. In terms

of blood routine, 83.1% (54/65) of patients in the HSCT group

showed complete recovery compared to only 38.2% (13/34) in

the IST group (P<0.001). Thus, these data suggest that HID

HSCT could be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treatment option for

SAA adults when matched sibling donors and matched unrelat-

ed donors are not available.

B65. 延续性护理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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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浙江省中医院下沙院区 张圆圆 林婉冰 周洁莹

目的 探究延续性护理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负

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在2016年5月至

2017年5月收治的64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采取随机数字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32例。对照组

采取常规护理模式，研究组患者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实施延

续性护理干预措施。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后负性情绪及生活质

量的改善情况。运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

（SDS）和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观察两组出院

后6个月负性情绪变化及生活质量的变化，以评估延续性护

理的临床应用价值。结果 相较于常规护理模式的对照组，

采用延续性护理的研究组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改善均更

为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延续性护理

对于改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负性情绪、提高生活质

量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B66. 一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Ⅳ度皮肤GVHD

的护理
浙江省中医院下沙院区 林婉冰 周洁莹 叶宝东 于芬

芬 徐芳芳

B67. 中医临床护理路径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睡眠
护理中的应用
1.浙江省中医院下沙院区；2.浙江省中医院湖滨院区 于芬芬 1

周洁莹 1 姚斌连 2 林婉冰 1 沈王芳 2

目的 探讨中医护理临床路径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睡

眠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80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干预组各40例。对照组予常规睡前护理，合理安排输液

给药查房时间，营造安静睡眠环境，提供舒适助睡用物等；干

预组予采用中医临床护理路径进行睡眠干预管理，自制中药

汤剂睡前熏洗双足，足底穴位按摩后使用中药貼敷再配合舒

缓的五行音乐。同时记录两组患者每日入睡时间、睡眠时长，

并在移植-11 d、+14 d、+29 d用阿森斯睡眠量表、焦虑自评量

表评价，出仓时对比两组患者的满意度。结果 干预组患者

在移植各阶段睡眠质量各项评价参数，干预组均优于对照组；

焦虑评分改善；干预组患者的满意度调查高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采用中医临床护理路径

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进行睡眠干预，能改善睡眠状况，减低

焦虑程度，并提高患者满意度。

B68. 猪抗人淋巴细胞球蛋白在重型再生障碍性贫
血-Ⅰ型患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应用
徐州市中心医院 张璞 冯凯 付杰 薛燕 张慈现 向立

丽 马家乐 李晓林

目的 探讨国产猪抗人淋巴细胞球蛋白（ALG）在重型再

生障碍性贫血-Ⅰ型（SAA-Ⅰ型）患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allo-HSCT）中的应用。方法 选取在我科接受allo-HSCT的

4例SAA-Ⅰ型患者。预处理方案：ALG+环磷酰胺+氟达拉

滨±放射治疗。移植后GVHD的预防给予短程甲氨蝶呤+环

孢素A±霉酚酸酯。结果 ALG过敏反应 1例，无血清病反

应。4例患者均获得造血重建，中性粒细胞计数>0.5×109/L的

中位时间为14 d，PLT>20×109/L的中位时间为12 d。移植后1

个月检测供者细胞DNA嵌合率为96%~100%。4例患者中2

例出现急性GVHD（Ⅱ、Ⅲ度急性GVHD各1例），脱离红细胞

输注的中位时间为15 d。患者均生存良好，最长1例已随访

38个月，未出现影响生活质量的移植后并发症。结论 ALG

应用于SAA-Ⅰ型患者allo-HSCT疗效肯定，值得推广。

B69.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恶性婴儿型石骨症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朱光华 秦茂权

目的 探讨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恶性婴儿型石骨

症（MIOP）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6月至2017年

3月期间在我院诊断并完成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MIOP患

儿的临床资料。结果 共有21例患儿纳入分析，所有患儿都

没有亲缘HLA相合供者。男14例，女7例。发病年龄4~17个

月。移植时中位年龄（13.6±8.81）月龄。预处理方案：氟达拉

滨+白消安+环磷酰胺。GVHD预防：抗胸腺细胞球蛋白+环

孢素A+吗替麦考酚脂+短疗程甲氨喋呤。21例患者均获得粒

细胞植入，17例患者获得完全造血重建，中性粒细胞植入时间

为（14.47±5.59）d，血小板植入时间为（58.64±51.91）d。急性

GVHD发生率为76.19%，未发生 III/IV度GVHD，慢性GVHD

发生率为 38.09% 。巨细胞病毒（CMV）血症发生率为

57.14%，其中CMV肺炎1例。6例患儿死亡，其中2例死于慢

性GVHD合并感染，3例死于移植早期肺出血，1例死于肝静

脉闭塞综合征。预计 5年总生存率（OS）71.42%。随访最长

2445 d，肝脾明显回缩，骨密度降低，骨髓腔逐渐形成，造血功

能逐渐恢复正常。所有患儿视神经孔直径较移植前都有增

宽，部分患儿视力有所改善。结论 MIOP患者早期进行造血

干细胞移植可减少致残率、获得更好的生存质量。

B70.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闭塞性细支气管炎患
者的延续护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王凌云

目的 探讨延续护理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并发闭

塞性细支气管炎患者的作用。方法 对我院血液科2015年-

2017年收治的5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并发闭塞性细支

气管炎患者开展延续护理；延续护理方式包括：建立个性化电

子档案、定期电话随访、构建网络沟通平台、专科门诊；延续护

理内容包括：病情观察、药物治疗、日常生活指导、家庭氧疗及

康复运动指导、心理护理及情绪管理。电话随访评估患者出

院1年时的病情观察能力、家庭氧疗状况、服药依从性、呼吸

功能锻炼情况、家庭配合度及心理状态。结果 5例患者出院

后1年均能积极观察自身病情，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服药依

从性100%，未发生药物不良反应；活动后心慌、气紧等自觉症

状有所减轻；病情加重时能得到及时的治疗。结论 院外延

续护理有助于增强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闭塞性细支气管炎患者

的遵医行为，提高自我护理能力，减轻不适症状。

B71. 内皮微粒携带的miR-155参与急性移植物抗宿
主病及其作用机制的体内研究
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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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病研究所 张然 1 吴秋玲 2 姜中兴 1 万

鼎铭 1 夏凌辉 2

目的 体内实验探讨内皮微粒（EMP）携带miR-155参与

急性GVHD的作用及其相关机制。方法 构建急性GVHD

小鼠模型，流式细胞术检测BM组及急性GVHD组小鼠移植

前、+4、+8、+12、+16 d及急性GVHD发生时外周血EMP含量；

qRT-PCR检测两组小鼠微粒、血浆及T细胞中miR-155的表

达；后将实验分为 8组：①BM组；②急性GVHD组；③EMP

组：将TNF-α刺激小鼠主动脉内皮细胞（MAEC）产生的EMP

给予急性GVHD小鼠；④辛伐他汀-EMP组：将TNF-α刺激辛

伐他汀预先保护的MAEC细胞产生的EMP给予急性GVHD

小鼠；⑤antagomir-155-EMPs组；⑥antagomir-NC-EMP组：将

TNF-α刺激预先转染antagomir-155或antagomir-NC的MAEC

产生的EMP分别给予急性GVHD小鼠；⑦antagomir-155组；

⑧antagomir-NC组：急性GVHD小鼠分别输注antagomir-155

或antagomir-NC；观察小鼠生存期及急性GVHD表现；HE染

色观察小鼠脏器病理变化；ELISA检测小鼠血清Th1、Th2、

Th9、Th17型细胞因子含量；流式细胞术检测小鼠外周血T细

胞亚群。结果 ①急性GVHD小鼠EMP比例在+8、+12、+16

d显著高于BM组，急性GVHD发生时稍下降；②急性GVHD

小鼠 MP 携带 miR-155 的表达在+4、+8、+12、+16 d 及急性

GVHD发生时均显著高于BM组，且急性GVHD小鼠MP携

带miR-155明显高于血浆，且其表达高峰明显早于T细胞；④
高剂量EMP可显著加重急性GVHD表现及病理损伤，明显缩

短生存期，增加死亡率。抑制miR-155的EMP可逆转上述现

象。TNF-α刺激辛伐他汀预先保护的MAEC细胞产生的EMP

可改善急性GVHD的表现，延长生存期；⑤高剂量EMP使急

性GVHD小鼠血清Th1、Th9及Th17型细胞因子升高，急性

GVHD小鼠CD4+/CD8+T细胞及Th17比例增高，Treg比例下

降，抑制miR-155的EMP可显著逆转细胞因子及亚群的变

化。结论 本部分体内实验表明EMP通过携带miR-155促

进T细胞向Th1、Th9、Th17细胞分化，抑制其向Th2及Treg细

胞分化，进而参与并加重急性GVHD。

B72. 肠镜及肠道病理检查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腹泻
患者精准治疗中的指导意义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彩霞 莫文健 张玉平 陈小卫

周铭 潘世毅 王顺清

目的 评价肠镜及肠道病理检查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allo-HSCT）后腹泻患者诊断及指导精准治疗中的意义。

方法 对 2014年 10月-2017年 10月期间我院 allo-HSCT后

腹泻量大于0.5 L/d的21例患者进行结肠镜检查及活检。根

据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结果进行临床诊断及治疗，获得肠

镜、病理及免疫组化结果后调整诊断及治疗策略。所有存活

患者随访半年以上。结果 根据临床表现、肠镜结果、病理结

果及免疫组化结果，在 21例 allo-HSCT后腹泻患者中，10例

（47.6%）诊断为胃肠道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iGVHD），5例

（23.8%）患者同时合并 iGVHD及巨细胞病毒（CMV）肠炎，1

例（4.8%）为单纯CMV肠炎，iGVHD合并TMA 1例（4.8%），

其余 4例（19.0%）患者被诊断为预处理或抗生素相关腹泻。

除了3例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死于严重 iGVHD及感

染外，其他患者的腹泻症状经精准治疗后均恢复。结论 临

床表现结合肠镜及肠道病理检查能为allo-HSCT后腹泻患者

的诊断提供重要线索。

B73.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树突状细胞对Vδ2+

γδ T细胞重建的影响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北京市造血干

细胞移植重点实验室；2.北京海思特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

司 王小玉 1,2 刘江莹 1 高海涛 1 莫晓冬 1 韩婷婷 1 许兰

平 1 张晓辉 1 黄晓军 1

目的 γδ T 细胞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抗感染、抗肿瘤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氨基二膦酸盐可以在体内和体外刺激扩增

外周血Vδ2+T细胞。树突状细胞（DC）可通过递呈膦酸盐抗

原促进 Vδ2+T细胞的扩增。但是在非体外去除T细胞的单倍

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体系，磷酸化抗原或磷酸化抗原处理的DC

是否可以促进Vδ2+T细胞的扩增还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

分析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磷酸盐是否刺激Vδ2+T扩增，

DC与Vδ2+T细胞重建的相关性，以及DC对Vδ2+T细胞扩增

的影响。方法 临床队列研究纳入接受“北京方案”单倍型造

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患者35例，同时以20例健康供者

为正常对照，分析+180 d Vδ2+T细胞及DC细胞亚群重建之间

的相关性。流式细胞术检测帕米磷酸盐体外刺激Vδ2+T细胞

扩增情况，同时利用实时定量PCR检测外周血γδT细胞中关

键基因的表达水平。帕米磷酸盐预处理的DC与患者PBMC

共培养，流式细胞术检测Vδ2+T细胞比例、亚群分化及细胞因

子分泌功能。结果 haplo-HSCT后180 d患者重建的Vδ2+T

细胞仍显著减少，且重建的Vδ2+T细胞不能被帕米磷酸盐体

外刺激扩增；BTN3A1在健康供者和患者Vδ2+T细胞上的表

达水平无明显差异；haplo-HSCT后180 d患者DC重建减少且

mDC比例与Vδ2+T细胞的重建具有显著相关性；来自患者或

健康供者单核细胞体外诱导培养的DC，经帕米磷酸盐预处理

后可显著恢复患者Vδ2+T细胞的扩增能力，且扩增的Vδ2+T

细胞保持记忆功能，增强了细胞毒功能。结论 haplo-HSCT

后DC的数量和功能对Vδ2+T细胞的重建至关重要，磷酸盐预

处理的DC可恢复Vδ2+T细胞的体外扩增能力。

B74.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白血病 71例
临床分析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 张兵雷 周健

张龑莉 宋永平

目的 观察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儿

童白血病的疗效，分析影响疗效的因素。方法 收集2006年

10月至2018年5月河南省肿瘤医院血液科71例allo-HSCT治

疗儿童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其临床特征，观察植入情

况、移植相关并发症、无病生存（DFS）及总生存（OS）情况，分

析影响生存的因素。结果 70例患者移植后获得造血重建，

造血重建率为98.6%。可评估患者的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中

位植入时间分别为13（9~26）d、14（9~46）d。中位随访时间16

（1.5~106）个月，50例患者发生急性GVHD，21例患者发生慢

性GVHD，20例患者合并EBV感染，37例患者合并CMV感

染，34例患者合并肺部感染，26例患者发生出血性膀胱炎。

疾病复发 19例，死亡 31例，预期 3年DFS率和OS率分别为

39.3%、49.7%。单因素生存分析结果显示，影响OS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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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前疾病缓解情况（P=0.036）、预处理方案（P=0.003）、供受

者血型相合度（P=0.018）、回输CD34+细胞数（P=0.044）、CMV

感染（P=0.044），影响DFS的因素有髓外浸润（P=0.047）和预

处理方案（P=0.028）。Cox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移植前疾病

缓解情况（RR=1.727，95%CI 1.067~2.795，P=0.026）、预处理

方案（RR=2.613，95%CI 1.255~5.439，P=0.01）是影响OS的独

立危险因素，预处理方案（RR=2.123，95%CI 1.061~4.247，P=

0.033）是影响DFS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allo-HSCT在儿

童白血病治疗中疗效显著，可明显改善患者的生存及预后，是

治疗儿童白血病的有效方法。预处理方案和移植前疾病缓解

情况是影响OS的独立预后因素，预处理方案也是影响DFS的

独立预后因素。

B75. Prophylaxis DLI may not prevent relapse of

FLT3-ITD+ AML after allogeneic HCT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Liqin

Cao, Yi Lu, Yanmin Zhao, Yamin Tan, Jian Yu, Xiaoyu Lai, Yu-

anyuan Zhu, Jie Sun, Weiyan Zheng, Jingsong He, Guoqing

Wei, Zhen Cai, He Huang, Jimin Shi

Objectives FLT3-ITD mutation in AML produced a neg-

atively impact on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if treated with che-

motherapy only, to explore its influence on AML patients after

allograf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phylaxis DLI, we make

this retrospective analysis. Methods We take 239 AML pa-

tients who underwent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our center from January of 2014 to December of 2017 into

the retrospective study. Results 50 of 239 patients (21%) de-

tected FLT3- ITD mutation at AML diagnosis, and compared

with FLT3-ITD- patients, FLT3-ITD+ patients had higher medi-

an marrow blasts percentage(77.64% vs 58.25% , P=0.01). In

the 239 patients undergoing allogeneic HSCT, the three years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relapse in FLT3- ITD + patients was

higher than in FLT3-ITD- patients (30.3% vs14.1%，P=0.015),

and in multivariate analyses, FLT3- ITD mutation (HR=2.62,

95% CI 1.20- 5.75, P=0.016) contributed independently to the

risk of relapse, but the estimated three years overall survival

(OS, 58.2% vs 72.9%, P=0.33) had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

in the two groups. In the 50 FLT3-ITD+patients, 13 patients un-

derwent prophylaxis donor lymphocyte infusion (DLI), the me-

dian time was 105(63- 227) days after allogeneic HSCT, its

three years estimated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relapse was low-

er than the 37 patients without prophylaxis DLI, but not

reach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23.9% vs 35.1% , P=0.61), and

the 2 years estimated OS was similar, respectively 65.6% vs

78.3%, P=0.86. 2/50 FLT3-ITD+ patients’FLT3-ITD remained

positive before allograft, whose estimated survival time were 7

months and 16 months respectively, much lower than the aver-

age survival time of 48 patients (38 months), suggesting that

the AML patients with FLT3- ITD mutation who can’t reach

FLT3-ITD mutation negative before allograft faced a very poor

prognosis even if they received allogenic HSCT. Conclusions

Although allogeneic HSCT does not overcome the high relapse

risk bring by FLT3-ITD mutation in AML patients, trying any

means to make FLT3-ITD reaching to negative before allograft

can beneficial to AML patients greatly. And Prophylaxis DLI

as a new method to decrease incidence of relapse in high risk

AML patients may not prevent relapse of AML patients with

FLT3-ITD mutation effectively.

B76.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促进脐血单个核细胞在低氧
条件下扩增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许力 杨友卫 武琳琳 江慧敏

目的 探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对人脐血单个核细胞在低

氧条件下体外扩增的作用。方法 将新鲜标本分离的脐血单

个核细胞接种在预先建立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层上，在低氧

培养体系中培养7 d，在0、7 d检测有核细胞数、CD34+细胞数

及CD34+CXCR4+、CD34+CD49d+、CD34+CD62L+细胞数和集

落形成单位（CFU）。实验分组为A组（低氧+脐血MNCs、B组

（低氧+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脐血 MNCs）、C 组（低氧+脐血

MNCs +SCF、FL和TPO 3种细胞因子）、D组（低氧+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脐血MNCs +SCF、FL和TPO 3种细胞因子）。结

果 和A组相比，B、C、D组均可有效扩增脐血造血细胞（P<

0.05），与B、C、D三组比较，D组扩增效果优于B、C两组（P<

0.05），但B、C两组之间却无明显区别（P>0.05）；和A组相比，

B、C、D 三组均可提高脐血 CD34 +细胞 CD49d、CD62L 和

CXCR4的表达（P<0.05），D组可明显促进脐血CD34+细胞上

CD49d、CD62L和CXCR4的表达并优于B、C两组（P<0.05），

B、C两组比较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在低氧条件下可支持并可协同SCF、FL和TPO

3因子扩增脐血单个核细胞。

B77. 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POEMS综合
征六例
福建医科大学省立临床医学院，福建省立医院 廖丽昇 郑

志海 魏天南 谢颖 林芸 陈碧云 陈为民

目的 评价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PBSCT）

治疗POEMS综合征的疗效和安全性，提高对POEMS综合征

诊治进展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6例POEMS综合征患

者的临床特点及治疗方法。结果 男4例，女2例，移植时中

位年龄44（32~65）岁，起病至移植的中位时间为10.5（8~46）个

月。肢体乏力、麻木5例，消瘦4例，低热1例，乳腺发育2例，

皮肤色素沉着4例；5例患者肌电图存在上、下肢周围神经病

变，1例患者左正中神经及左胫神经近端损害，2例患者需要

轮椅或者拄拐行走；髓外浆细胞瘤1例，免疫固定电泳（IFE）

检测M蛋白阳性5例，其中 IgA/λ 2例，IgG/λ 3例；淋巴结肿大

3例，肝/脾肿大 4例；内分泌改变：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低 4

例，阳痿3例，月经紊乱1例，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2例，糖尿病

2例，其中1例出现多腺体受累（甲状腺、胰腺、肾上腺、性腺）；

胸腹水2例，肢体水肿4例，视乳头水肿3例；血小板增多3例，

多毛 3 例；血清 VEGF 测定均不同程度升高，中位数 13239

（1983~18069）pg/ml；4例脑脊液检查提示蛋白增高，5例影像

学见多发硬化性骨病，1例心脏彩超示肺动脉压增高，1例患

者病程中出现脑梗塞，1例淋巴结活检病理报告反应性增生。

4例患者确诊后立即予大剂量环磷酰胺（CTX）动员及 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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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SCT，1 例患者在确诊 43 个月后予 CTX 动员及 auto-

PBSCT，1例以胸腹水为首发表现的患者动员前予Rd方案（来

那度胺+地塞米松）治疗3个疗程。采集物单个核细胞（MNC）

数为7.41（3.50~10.80）×108/kg，CD34+细胞为3.98（1.40~6.68）×

106/kg。所有患者干细胞均成功植入，3例发生腹泻，4例发生

植入综合征，粒细胞、血小板植活的中位时间分别为12（8~14）

d、14（12~15）d，无严重感染发生，无移植相关死亡。中位随访

22（5~37）个月，移植后3个月血清VEGF明显下降/恢复正常，

2例血清蛋白电泳阴性但免疫固定电泳弱阳性，周围神经病变

缓慢改善，神经系统症状缓解率83%，其他症状也有所改善。

结论 auto-PBSCT为主的抗浆细胞治疗 POEMS综合征有

效，尤其有利于改善水肿及周围神经病变，且安全性高。

B78.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BK病毒感染研究进展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罗云 梁顺嗣

B79. 抗淋巴细胞球蛋白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
的应用
石家庄平安医院 张耀臣 庞宇慧

目的 总结并分析抗淋巴细胞球蛋白（ALG）在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中的临床应用。方法 回顾性分

析2017年12月至2018年6月在我院接受allo-HSCT的患者8

例，男4例，女4例，中位年龄28（12~45）岁，再生障碍性贫血6

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2例（RCMD 1例，急性髓系白

血病转化 1例）。供者为患者相关亲属（父母、子女、兄弟姐

妹），HLA全相合2例，HLA半相合6例，血型不同4例，血型相

同4例。再生障碍性贫血预处理：ALG+Cy+Flu；MDS-RCMD

预处理：ALG+Bu+Cy+Flu+Ara-C+MeCCNU；MDS急性髓系

白血病转化预处理：ALG+Bu+Flu+Cy+Ara-C+Me-CCNU+

HCPT+VP-16方案。采用骨髓加外周血干细胞联合移植，回

输骨髓单个核细胞（MNC）数为（5.38±1.62）×108/kg，外周血单

个核细胞（MNC）数为（7.09±1.11）×108/kg，骨髓CD34+细胞数

为（1.98±1.24）×106/kg，外周血CD34+细胞数为（2.05±1.30）×

106/kg。给予他克莫司+霉酚酸酯+甲氨蝶呤预防移植物抗宿

主病（GVHD）。结果 8例患者全部植活（8/8），中性粒细胞

植活时间为（13.50±3.12）d，血小板植活时间为（17.75±6.41）

d。2例患者出现急性GVHD（Ⅰ、Ⅱ度各1例）。1例患者出现

慢性局限型皮肤GVHD。1例患者应用ALG过程中出现中等

发热，对症处理后缓解；未发生血清病；发生肺部真菌感染、

EB病毒血症各1例。结论 ALG应用于在allo-HSCT安全、

有效。

B80.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肛周感染的循证护理实践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张晨霞 程红霞 陈莹莹 任

超

目的 研究循证护理在造血干细胞移植肛周感染患者中

的护理效果。方法 2016年1月-2018年6月采用便利抽样法

选择 35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为观察组，应用循证护理模

式，找出存在的共性问题，针对问题实施具体护理措施，包括

健康宣教、防止腹泻和便秘、常规护理及肛周局部护理。以实

施循证护理前35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作为对照组。结果

观察组肛周感染发生率为22.86%（8/35），对照组为60%（21/

35）（P<0.05）。观察组肛周感染愈合时间为（5.21±2.14）d，对

照组为（8.05±3.44）d（P<0.05）。结论 将循证护理应用造血

干细胞移植患者肛周感染的干预，能够降低肛周感染的发生

率，促进发生的感染早期愈合。

B81.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高危难治淋巴瘤生存
分析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蒲欣 陈洁平

目的 探讨高危难治淋巴瘤患者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预后与生存情况。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110例高危难治淋

巴瘤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随访资料。结果 110例

患者中位生存时间39.4个月，移植后3年总生存率（OS）、无进

展生存率（PFS）分别为80.9%、76.4%。移植前完全缓解（CR）

状态（P=0.016）、移植后巩固治疗（P=0.006）是恶性淋巴瘤移

植患者预后的良好因素；IPI 评分>2 分、血清乳酸脱氢酶

（LDH）偏高、骨髓浸润、HBV感染的恶性淋巴瘤患者预后差

（P<0.05）；年龄≥60 岁可能是患者预后的不良因素（P=

0.051）。结论 高危难治淋巴瘤患者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可以提高远期生存率。移植前处于CR状态、移植后巩固

治疗为恶性淋巴瘤自体移植患者的良好预后因素；偏高LDH、

IPI评分>2分、骨髓浸润及HBV感染均为影响恶性淋巴瘤行

自体移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年龄≥60岁可能是恶性淋巴

瘤自体干细胞移植患者的预后不良因素。

B82. Zfp21 调节小鼠造血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和分化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李志刚 陈

洁平

目的 造血干细胞具有自我更新和分化成造血系统各系

细胞的能力，对于维持造血系统的稳态具有重要作用。

Zfp521是BMP信号通路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作为OLF1/EBF1

的转录活性抑制子，参与调节神经祖细胞和 B 细胞谱系分

化。造血祖细胞中超表达Zfp521，不仅可以促进造血祖细胞

的增殖抑制其分化，而且促进B细胞白血病的发生。然而，

Zfp521在造血干细胞中的功能研究较少，特别是在造血干细

胞静息态维持及急性髓系白血病发生中的机制尚不清楚。

方法 利用Zfp521的条件性超表达和敲除小鼠模型，研究

Zfp521在造血干细胞及祖细胞中的功能。利用连续骨髓移植

实验和竞争性骨髓移植实验分析Zfp521在造血干细胞自我

更新及分化中的作用。结果 我们发现在造血干细胞中超表达

Zfp521的小鼠中，HSC的比例显著降低，GMP和MEP的比例

升高，而CLP的比例没有显著差异。这证明Zfp521的高表达，

促进了HSC从静息态进入激活态，并且抑制了髓系祖细胞的

分化，这一点与外周血中髓系细胞数量减少相一致。结论

以上结果表明，Zfp521是一个重要的造血干细胞更新和分化

的调节因子，对于造血干细胞的静息态维持具有重要作用。

B83. 感染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植入影响的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 万佳 陈洁平

目的 分析感染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植入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7年8月434例造血干细胞移植

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5~68岁，其中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254

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180例（包括同胞全相合、单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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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非血缘移植）。结果 434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在移植过

程中有289例（66.6%）发生轻重不一感染，早期感染（移植后

30 d内）死亡5例。肺部感染占61%。细菌性感染以肺炎克雷

伯杆菌为首位，其他为铜绿假单孢菌、表皮葡萄球菌、大肠杆

菌、阴沟肠杆菌、粪肠球菌、鲍曼不动杆菌、溶血性葡萄球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真菌主要是白色念珠菌，曲霉感染次之。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感染发生率（71.5%）高于自体造血干细

胞移植（61.5%），主要发生于干细胞输注后3~12 d，感染患者

植入延迟时间为 5~25 d。淋巴瘤患者感染发生率低于白血

病、多发性骨髓瘤等其他类型血液肿瘤患者。结论 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感染发生率高于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感染

可导致造血干细胞移植植入延迟。

B84. Persistent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deter-

mined by multicolor flow cytometry pre-transplant

predicts poor outcome in AML underwent allo-

HSCT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Jing Liu, Xiaosu Zhao,

Yanrong Liu, Lanping Xu, Xiaohui Zhang, Huan Chen, Yuhong

Chen, Fengrong Wang, Wei Han, Yuqian Sun, Chenhua Yan,

Feifei Tang, Xiaodong Mo, Kaiyan Liu, Qiaozhen Fan, Xiaojun

Huang, Yingjun Chang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significance of dynamic mini-

mal residual disease (MRD) pre-transplantation on outcome of

acute myelocytic leukemia (AML) patients receiving allo-

HSCT. Method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data of 145

consecutive AML patients undergoing allo- HSCT in complete

remission status. MRD was determined with multiparameter

flow cytometry after the first and second courses of chemother-

apy, as well as before transplantation. A lower limit of detec-

tion of 0.01% was targeted. Any measurable level of MRD was

considered positive. Results In matched sibling donor trans-

pant (MSDT) settings, patients with positive MRD had higher

incidence of relapse than those without MRD after the first

course of chemotherapy[(32.3±9.7)% vs (7.7±3.1)%, P=0.046],

the second course of chemotherapy [(57.1 ± 3.6)% vs (12.5 ±

2.7)% , P= 0.003], and before transplantation [(50 ± 9.7)% vs

(23 ± 3.2)% , P=0.019]. However, in hapo- SCT settings, the

MRD status at those timepoints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clinical outcome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pre- transplant

MRD on outcomes in patients receiving haplo-HSCT and MS-

DT,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four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MRD status pre- transplantation and donr type: ① patients un-

dergoing MSDT with postive MRD pre- transplantation (n=8);

②patients undergoing MSDT without postive MRD pre-trans-

plantation (n=23); ③ patients undergoing haplo- HSCT with

postive MRD pre-transplantation(n=33); and ④patients under-

going haplo- HSCT without postive MRD pre- transplantation

(n=81). Patients with persistent positive MRD from chemother-

apy to pre- transplantation had higher relapse rate than those

without persistent positive MRD both in MSDT and haplo-

HSCT settings. Patients with persistent positive MRD undergo-

ing MSDT had the highest incidence of relapse, followed by pa-

tients with persistent positive MRD undergoing haplo- HSCT,

patients without persistent MRD undergoing haplo-HSCT, and

patients without persistent MRD undergoing MSDT [(66.7 ±

9.2)% vs (38.5 ± 6.0)% vs (18.8 ± 8.7)% vs (12.0 ± 1.0)% , P<

0.001].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persistent positive

MRD before transplant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higher relapse

incidence (HR=1.69, 95% CI 1.20- 2.38, P=0.003), worse LFS

(HR=1.81, 95%CI 1.17-2.81, P=0.008) and OS(HR=2.35, 95%

CI 1.53-3.63, P<0.001).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persistent positive MRD before transplantation is better than

positive MRD at single timepoint in prognosis prediction both

in MSDT and haplo-HSCT settings.

B85. 供者NKG2C基因缺失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后
受者适应性NK细胞重建及难治性CMV发生的影响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北大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 赵翔宇 1

余星星 1,2 曹勋红 1 刘雪飞 1,2 裴旭颖 1 赵晓甦 1 常英军 1

王昱 1 许兰平 1 张晓辉 1 刘开彦 1 黄晓军 1,2

难治性巨细胞病毒（CMV）感染的发生是造血干细胞移

植后移植相关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但目前机制不清。适应

性NK（NKG2C+NK）在二次CMV感染后能迅速扩增具有抗

CMV功能，而NKG2C基因的缺失决定了NKG2C受体的表

达。本研究的目的是探究供者NKG2C基因缺失对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后适应性NK细胞重建及难治性CMV发生的

影响。首先通过对364例回顾性病例的供者NKG2C基因型

鉴定，利用Cox多因素分析模型发现供者NKG2C基因的缺失

是难治性 CMV 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HR=0.370，95% CI

0.174~0.790，P=0.010）。进而对 125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后患者适应性NK细胞表型及功能重建进行研究发现，在

移植后30、90、180 d基因型为NKG2C+/del患者中适应性NK数

量和抗肿瘤功能都显著低于基因型为 NKG2C +/+患者，而

NKG2del+/del无适应性NK细胞重建。进一步通过早期适应性

NK细胞重建与难治性巨细胞病毒感染相关性研究发现，适应

性NK细胞占NK细胞百分比小于1.84%组的难治性CMV累

积发生率显著增高（P=0.001）。因此我们的结果表明，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供者NKG2C基因缺失可能通过降低移植

后适应性NK细胞重建进而增加难治性CMV的发生。

B86. 长疗程霉酚酸酯对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NK细胞免疫重建的影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赵翔宇

目的 探究霉酚酸酯（MMF）在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

（haplo-HSCT）模式下对NK细胞免疫重建的影响及与临床预

后的关系。方法 前瞻性地分析 2016年 9月至 2017年 3月

在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接受haplo-HSCT的92例标危成人

血液肿瘤患者，男61例（66.3%），女31例（33.7%），中位年龄

29（14~58）岁。根据MMF疗程分为长疗程组（MMF 500 mg/d

口服，-9 d开始，+30 d减半，+45 d~+60 d停药，合并CMV血

症、EBV血症或迟发出血性膀胱炎者提前停用）和短疗程组

（MMF 500 mg/d口服，-9 d开始，粒细胞植活后停药）。移植

后 1、3、6 个月检测外周血 NK 细胞表型及杀伤功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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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疗程组（46例）、短疗程组（46例）MMF中位用药时间分别

为23（11~71）d、14.5（9~24）d。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疾病类

型、HLA不合位点、供受者关系、供受者血型、供者性别、供者

年龄方面均无统计学意义。长疗程组与短疗程组急性

GVHD、CMV血症、难治性CMV、EBV血症发生率及血液学

复发率、分子学复发率、总生存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②MMF调节移植后早期NK细胞功能和表型的重建，

并降低NK细胞杀伤能力，主要发挥移植物抗白血病（GVL）

效应的NKG2A-CD57+KIR+CD107a+亚群的比例在长程组降

低，重复性测量显示两组有统计学差异（P=0.015）。结论 在

haplo-HSCT中，长疗程MMF组NK细胞重建延迟。考虑到长

疗程和短疗程MMF组之间可比较的临床结果，建议在粒细胞

植入后即停用MMF。

B87. Clinical features, risk factors and outcome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omplications after allo-

HSCT in adults
1.Shenzhen People's Hospital;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Jiangsu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Peng Ke1, Xiebing Bao2, Xinyou Zhang1, Depei Wu2, Juan

Zhuang2, Xiao Ma2

Objective To summari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risk fac-

tors and its impact on survival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com-

plications(CNSCs)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in adult patients. Methods We ret-

rospectively analyzed clinical data of 810 consecutive adult pa-

tients who underwent allo-HSCT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

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between January 2013 and Decem-

ber 2015. Results To the end of follow-up, a total of 126 pa-

tients(15.6%) developed CNSCs. The estimated CIR of CNSCs

at 100 days, 1 years, and 3 years after allo-HSCT, were 9.38%,

13.46% and 16.56%, respectively. Most of CNSCs(60.3%, 76

of 126)occurred within 100 days after allo-HSCT. Cerebrovas-

cular events were the most common CNSCs after allo- HSCT

(23.8%), followed by drug-related neurotoxicity(22.2%), meta-

bolic encephalopathy(15.1%), infectious disease(14.3%), CNS

relapse of underlying disease(14.3% ), immune- mediated en-

cephalopathy(7.9% ), and unidentified encephalopathy(2.4% ).

Seizure(50.8%)was the most frequent neurologic symptom, fol-

lowed by altered levels of consciousness(20.6%), fever and/or

headache(15.2%), abnormality of cranial nerve(such as ophthal-

moplegia, visual fields defect, or facial palsy; 8.7%), and others

(such as memory decline, language barrier, and so on; 3.2% ).

Patients with 0- 1 grade aGVHD were chosen as the control

group, stratified analyses demonstrated that HLA- mismatched

patients with 2-4 grade aGVHD(HR=2.65, 95% CI 1.68-4.17)

were more likely to suffer from CNSCs than those who recept-

ed HLA-matched allo-HSCT(HR= 0.99, 95% CI 0.52-1.87, P=

0.015 for interaction), and female patients with severe aGVHD

(HR=2.79, 95% CI 1.66- 4.68)were also more prone to CNSCs

than male patients(HR=1.36, 95% CI 0.85-2.18, P=0.040 for in-

teraction). The 3-year overall survival(OS)was significantly low-

er among patients with than without CNSCs (25% vs 66% , P<

0.001). Conclusions CNSCs are common complications after

allo-HSCT and sufficently reduced overall survival. More atten-

tion should be paid to HLA-mismatched and female patients with

severe aGVHD after allo-HSCT.

B88. 儿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中枢神经系统并
发症的临床特点、危险因素及预后分析
1.深圳市人民医院；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

究所 柯鹏 1 鲍协炳 2 庄娟 2 张新友 1 吴德沛 2 马骁 2

目的 探讨儿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

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CNSC）的临床特点、危险因素及对预后

的影响。方法 回顾分析2013年1月至2015年12月在苏州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 allo-HSCT的169例儿童患者CNSC的

发生情况。结果 169例患者中男105例，女64例，中位年龄

13（1~17）岁，其中39例（23.08%）发生CNSC，中位发生时间为

移植后33（1~582）d。CNSC主要包括：药物相关性脑病14例

（35.9%），免疫相关性脑病 7 例（17.9%），脑血管异常 6 例

（15.4%），感染4例（10.3%），中枢复发4例（10.3%）及代谢性

脑病等。移植后 100 d、1 年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 17.75%、

21.89%。多因素分析显示，2度以上急性GVHD是allo-HSCT

后CNSC的独立危险因素。allo-HSCT后发生CNSC患者的3

年总生存率低于未发生者（48%对69%，P<0.001）。多因素分

析显示，CNSC患者的死亡风险高于较未发生者（HR=2.79，

95% CI 1.52~5.11，P<0.001）。结论 CNSC是儿童allo-HSCT

常见并发症，可显著降低患者的总生存率。

B89. 非血缘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相关血栓性微血
管病的早期诊疗和护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王姣 张川莉

目的 总结非血缘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相关血栓性微

血管病（TA-TMA）的护理经验。方法 采用个案分析的方

法，对我科收治的1例TA-TMA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经过、

护理措施、治疗护理效果等进行回顾总结，并结合文献进行讨

论分析。结果 TA-TMA的护理要点包括：密切观察病情变

化、TA-TMA并发癫痫的护理、肠道TA-TMA的护理、口腔溃

疡的护理、饮食护理、心理护理。经治疗及护理后，患者病情

逐渐好转，于移植后第56天出院，出院后各项指标正常；截至

2017年5月，移植后已生存24个月。结论 TA-TMA是一种

较罕见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并发症，死亡率高。密切观察

TA-TMA的相关症状、早期诊断并采取积极的治疗及预见性

的护理措施是成功救治的关键。

B90.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并发急重型肠道移植物
抗宿主病患者粪菌移植治疗的护理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芹 朱霞明 卫峰 陆茵

B91. 腹腔来源细胞减轻MHC不合小鼠骨髓移植模
型移植物抗宿主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刘志刚 张万华 陈心传 何川 张丹

凤 刘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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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供鼠来源腹腔细胞能否减轻小鼠MHC不相

合骨髓移植模型GVHD，以及其对移植后T细胞免疫重建及

细胞因子微环境的影响。方法 建立C57BL/6供BABL/c的

MHC不相合骨髓移植模型。在移植后第0、3、5天经尾静脉注

射5×106个供鼠腹腔细胞，观察其对生存期、体重变化、GVHD

评分以及组织病理的影响。使用GFP C57BL/6转基因小鼠腹

腔细胞，观察GFP腹腔细胞在受鼠体内的分布。测量两组小

鼠不同时间段血浆细胞因子水平。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移植

后两组小鼠T细胞亚群的变化。免疫荧光染色IL-10和TGF-β

在小鼠不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结果 BABL/c受鼠注射5×

106个供鼠腹腔细胞后，生存期延长，在体重、活动度、脱毛、皮

肤改变等各方面均优于对照组。BMT受鼠注射GFP C57BL/

6转基因小鼠腹腔细胞，使用活体成像技术发现腹腔细胞集中

于组织损伤较重的大肠和小肠部位。将冰冻切片用荧光显微

镜观察，发现大量绿荧光细胞分布在大肠小肠。将这些组织

研磨过滤后使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证实肠道中有大量GFP阳

性细胞，小肠中的比例高达30%，大肠为15%，肝脏、肺中仅为

5%。流式细胞术检测移植后小鼠脾脏和骨髓，发现腹腔细胞

治疗可以使BMT受鼠CD4+细胞比例增加，CD8+细胞比例降

低；在CD4+细胞亚群中，效应T细胞比例降低，Naive T细胞增

加；并升高Treg细胞、Th2细胞和NK细胞比例，下调Th1细胞

比例。腹腔细胞治疗组TGF-β、IL-10、IL-4的水平逐渐升高并

显著高于BMT组，TNF-α、IFN-γ、IL-15则低于BMT组。免疫

荧光染色发现腹腔细胞治疗组大肠、小肠的TGF-β、IL-10表

达呈强阳性，BMT组表达极弱。结论 供者来源腹腔细胞可

延长BMT小鼠的生存，改善体重、GVHD评分，减轻组织病理

损伤。腹腔细胞被注射到BMT受鼠后，大量集中在严重损伤

较重的大肠、小肠部位，发挥抗炎和组织修复的作用。注射供

鼠腹腔细胞可调节受鼠移植后T淋巴细胞的分化，使CD4+细

胞亚群中Naive T细胞比例升高，效应T细胞比例下降，Treg、

Th2和NK细胞比例升高，Th1细胞比例下降，抗炎因子TGF-

β、IL-10、IL-4水平上调，IFN-γ、TNF-α、IL-15水平下调。

B92. 70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侵袭性真菌感染预
防临床观察
石家庄平安医院 张耀臣 曹建柱 王荣孝 庞宇慧 张

娜 刘金霞 翟晓冉 李建英 史奎竹 韩石岭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侵袭性

真菌感染的预防方案、药物选择及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分

析 2016年 5月至 2018年 6月在我院接受 allo-HSCT患者 70

例，男42例，女28例，中位年龄27（3~61）岁，其中再生障碍性

贫血33例，急性髓系白血病16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6例，

慢性髓性白血病7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4例，多发性骨髓

瘤1例，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1例，范可尼贫血1例，淋

巴瘤1例。供者为亲缘（父母、子女、兄弟姐妹），HLA全相合

19例，HLA半相合51例，ABO血型相同34例，ABO血型不同

36例。预处理方案主要为ATG+Cy+Flu/TBI+Cy+ATG +Flu+

Ara-C+MeCCNU和Bu+Cy+ATG+Flu+Ara-C+MeCCNU。采

用骨髓加外周血干细胞联合移植，回输单个核细胞（11.49±

2.79）×108/kg，CD34+细胞（4.98±3.33）×106/kg。常规给予他克

莫司、霉酚酸酯、短疗程甲氨蝶呤预防GVHD。移植前常规口

腔、鼻腔、耳、肛周拭子培养，G试验、GM试验、肺高分辨CT检

查，了解有无侵袭性真菌感染，入舱后百级层流床保障严格无

菌环境。选用米卡芬净常规预防及治疗侵袭性真菌感染，造

血重建后择时复查肺 CT 调整用药方案。结果 70 例 allo-

HSCT患者中，8例预处理前存在肺部侵袭性真菌感染，联合

应用米卡芬净、唑类，预处理中及预处理后细胞0期感染均未

加重，造血重建后复查肺部CT，感染灶较前变小。其余62例

患者常规应用米卡芬净，在移植舱内均未发生新发感染，出舱

后100 d内有3例出现新发侵袭性真菌感染，发生率为4.3%。

结论 重视病原学检查及肺部高分辨CT检查、常规米卡芬净

预防侵袭性真菌，可降低侵袭性真菌感染发生率。

B93. CD25单抗在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应用
石家庄平安医院 张耀臣 张娜 王荣孝 庞宇慧 曹建

柱 刘金霞 翟晓冉 史奎竹 韩石岭 杜红新 李建英

目的 总结分析 CD25 单抗在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

（haplo-HSCT）中的应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年 7月至

2018年6月在我院接受haplo-HSCT的16例患者，应用CD25

单抗预防GVHD，观察急性GVHD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其

中男10例，女6例，中位年龄33（14~61）岁；再生障碍性贫血7

例，急性髓系白血病2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3例，慢性髓性

白血病2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1例，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

白尿症1例。供者为患者相关亲属（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ABO 血型相同 9 例，ABO 血型不同 7 例。预处理方案包括

ATG+Cy+Flu、TBI+Cy+ATG+Flu+Ara-C+MeCCNU、Bu+Cy+

ATG+Flu+Ara-C+MeCCNU。采用骨髓加外周血干细胞联合

移植，回输单个核细胞（MNC）（11.96±2.21）×108/kg，CD34+细

胞（4.56±3.01）×106/kg。常规给予他克莫司+霉酚酸酯+短疗

程甲氨蝶呤预防GVHD。分别在+1 d、+8 d给予CD25单抗

20 mg。常规应用更昔洛韦、阿昔洛韦预防病毒感染。结果

16例患者均获得造血重建，8例发生急性GVHD，其中Ⅰ/Ⅱ度

5例，Ⅲ/Ⅳ度3例。调整他克莫司剂量或加用甲泼尼龙或再次

加用CD25单抗等治疗，5例缓解，1例死亡。移植后3个月内

发生真菌感染3例，细菌感染1例，巨细胞病毒肠炎1例。结

论 预防性应用CD25单抗可减少急性GVHD发生及严重程

度，且移植后感染率无明显增加。

B94.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巨细胞病毒再活化对
急性髓系白血病复发和生存的影响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刘微 张英 戢莉 邱志祥 李渊 孙

玉华 许蔚林 尹玥 董玉君 王倩 梁赜隐 王莉红 岑

溪南 王茫桔 王文生 欧晋平 王清云

目的 探讨巨细胞病毒（CMV）再活化对于完全缓解期

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的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患者复发和生存的影响。方法 对106例于完全缓解

期行allo-HSCT的成人AML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包

括移植后CMV再活化的发生情况和影响因素，以及CMV再

活化对于复发和生存的影响。结果 67.0%（71/106）的患者

在移植后12个月内发生CMV再活化，中位发生时间为移植

后46（1~117）d。预处理应用ATG是移植后CMV再活化的影

响因素。106例患者移植后的中位随访时间为36（1~171）个

月，19例患者移植后出现复发，中位复发时间为4.5（2~38）个

月，3年累积复发率为17.8%。单因素分析显示 II~IV度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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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HD和慢性GVHD的发生可降低患者的复发率，而CMV

再活化对于复发率无明显影响。106例患者的3年总生存率

（OS）为77.2%，无病生存率（DFS）为76.0%。单因素分析显示

年龄>40岁和移植后CMV再活化影响患者的OS，但不影响

DFS。Cox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移植后CMV再活化是影响

患者3年OS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HLA不全相合和预处

理过程中应用ATG是导致移植后CMV再活化的危险因素，

而CMV再活化对于完全缓解期AML移植后的复发并没有影

响，但仍是影响此类患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

B95.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早期减停预防性霉酚酸酯可
通过促进Vδ2+ T细胞重建减少EB病毒再激活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高海涛 刘江

莹 许兰平 王小玉 常英军 莫晓冬 王昱 张晓辉 黄

晓军

目的 随着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在血

液病治疗中的广泛应用，病毒感染仍然是阻碍进一步提升移

植疗效的重要临床问题。EB病毒（EBV）再激活及其相关疾

病是haplo-HSCT的重要并发症及死亡原因之一。我们之前

的研究发现，haplo-HSCT后30 d Vδ2+ T细胞重建不良与EBV

再激活密切相关。霉酚酸酯（MMF）是一种常用于防治急性

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的免疫抑制剂，能够抑制T细胞增

殖，因此可能影响T 细胞亚群重建。然而，MMF对Vδ2+ T细

胞有何影响、早期停用MMF是否有利于Vδ2+ T 细胞重建并降

低EBV再激活率仍然未知。方法 在我所注册的临床试验

（CHICTR-COC-16008052，目的是监测haplo-HSCT后γδT细

胞重建规律及意义）执行期间，我们改变了MMF预防GVHD

的方案。因此，我们有机会研究预防方案中早期停用MMF是

否有利于haplo-HSCT后Vδ2+ T细胞的重建并降低EBV再激

活率。共165例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长疗程组82例（移植后

45~60 d停用MMF），短疗程组 83例（干细胞植活后即停用

MMF）。本研究比较了两组 aGVHD和病毒发生率以及T细

胞亚群重建情况，并评估了MMF对原代Vδ2+ T细胞的影响。

结果 短疗程组MMF中位应用时间为25（15~36）d，长疗程

组为 42（24~69）d（P<0.001）。流式细胞术分析显示，haplo-

HSCT后30~90 d，短疗程组外周血Vδ2+ T细胞重建水平高于

长疗程组。短疗程组EBV再激活率明显低于长疗程组［13%

（11/83）对26%（21/82），P= 0.043］。两组间CMV再激活率无

明显差异（76%对 81%，P= 0.476）。Ⅰ~Ⅳ度和Ⅲ/Ⅳ度

aGVHD 发生率在两组间均无明显差异（P 值分别为 0.573、

0.142）。MMF活性代谢产物霉酚酸可降低原代Vδ2+ T细胞

存活率及产生 IFN-γ的能力，并显著抑制体外扩增的Vδ2+ T细

胞的EBV特异性细胞毒性。结论 早期停用预防性MMF是

可行的，其可能通过促进Vδ2+ T细胞的重建以降低EBV再激

活率。这些发现强调了MMF对Vδ2+ T细胞功能和EBV再激

活的重要影响，可能有助于改善异基因HSCT患者的整体预

后。

B96.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
一例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郑润辉 林竞韧 郜靓 罗晓

丹 王春燕 谭获

患者，男，47岁，2017年4月因“痛风发作”于外院就诊查

血象示白细胞增高，骨髓象：单核细胞占57.5%，以原幼单为

主，AML常见融合基因阴性，FLT3基因 14号外显子为野生

型，NPM1基因12号外显子为野生型。免疫分型：23.64%细

胞为恶性髓系原始幼稚细胞，34.08%细胞为较成熟的单核细

胞。正常核型。诊断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中危）。于2017

年4月14日予 IA方案化疗。期间并发肺部感染、呼吸衰竭，

转入 ICU治疗好转。复查骨髓CR。2017年6月21日于我科

予 IA方案化疗。2017年8月予阿糖胞苷（4 g/d×3 d）化疗，期

间血培养提示肺炎克雷伯菌。2017年9月再以阿糖胞苷化疗

1次，2017年11月以HA方案化疗1疗程。2018年1月予以改

良Bu-Cy方案预处理，GVHD预防方案：CsA+MMF+ALG+

MTX+CD25 单抗，回输单个核细胞 9.8×108/kg，CD34+细胞

3.24×106/kg。+18 d血象明显恢复，出院后给予CSA+霉酚酸

酯预防GVHD。+32 d因发热入院，CMV-DNA阳性，CMV-

IGM阳性，入院予膦甲酸钠抗病毒、甲泼尼龙抗GVHD治疗，

症状缓解后出院。2018年4月出现尿频、尿痛，尿蛋白（++），

镜检红细胞（++），尿BK病毒阳性，B型钠尿肽前体22187 pg/

ml，2018年5月患者逐渐出现尿少、肌酐逐渐升高，诊断急性

肾衰竭。给予卡泊芬净联合磺胺甲恶唑抗感染、更昔洛韦抗

病毒及血液透析，停用CsA，改为他克莫司联合霉酚酸酯、激

素抗GVHD。肾功能逐渐好转，+172 d脱离血液透析，肌酐

220~289 μmol/L。尿量恢复正常，微量蛋白尿，血尿阴性。

B97.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
血25例临床观察
石家庄平安医院 王荣孝 庞宇慧 张娜 刘金霞 曹建

柱 翟晓冉 史奎竹 韩石岭 杜红新 李建英 张耀臣

目的 观察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haplo-HSCT）

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2016年6月至2018年4月在我院接受haplo-HSCT的重型再

生障碍性贫血（SAA）患者25例，男17例，女8例，中位年龄18

（5~45）岁，其中SAA-Ⅰ型3例，SAA-Ⅱ型22例，病程3个月~

25年。供者：父供子 9例，父供女 2例，母供女 6例，母供子

4例，子供父2例，女供父1例，兄供弟1例。血型不同11例，血

型相同14例。预处理方案：环磷酰胺+氟达拉滨+抗胸腺细胞

球蛋白（ATG）。采用骨髓加外周血干细胞联合移植。常规给

予他克莫司、霉酚酸酯、甲氨蝶呤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结果 25例患者中24例完全植入，中性粒细胞植

活平均时间12.4 d，血小板植活平均时间18.8 d。17例患者出

现aGVHD，其中Ⅰ度7例、Ⅱ度4例、Ⅲ度4例、Ⅳ度2例，经治

疗后均缓解，无死亡病例。4例患者出现cGVHD，3例为局限

型（皮肤），1例为广泛型（皮肤+肝脏）。25例患者中4例患者

出现肺部感染，其中1例因血型转换过程中出现多脏器功能

衰竭死亡，1 例因植入失败死亡。结论 haplo-HSCT 治疗

SAA的疗效及安全性较好。

B98.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急性髓系白血
病临床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肖玉华 李春富 何岳林 吴学

东 彭智勇 任玉琼 冯晓勤

目的 评估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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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2年1月至2017年11月在南方医院确诊并接受allo-HSCT

的49例中高危及难治复发AML患者，男35例，女14例；中位

年龄 9（1~14）岁。结果 随访截至 2017 年 12 月，平均随访

34.6个月，最终死亡19例，中位生存时间99.3个月。预计3年

OS率为（59.2±7.3）%，无白血病生存率（LFS）为（50.9±7.4）%，

中危组 3 年 OS、LFS 分别为 73.1%、65.8%，高危组 3 年 OS、

LFS分别为27.8%、27.8%，复发组3年OS、LFS分别为50.0%、

33.3%。同胞或非血缘全相合且CR1有9例，其3年OS、LFS

分别为（87.5±11.7%）、（75.0±15.3）%。死因分别为复发（13/

19，68.4%），严重感染（5/19，26.3%），多器官功能衰竭（1/19，

5.3%）。中高危及复发组间死因构成比无统计学差异。复发

相关死亡率 26.5%，感染相关死亡率 10.2%。单因素分析显

示，危险度分级（P=0.007）、移植前状态（P=0.032）、干细胞来

源（P=0.033）及急性 GVHD（P=0.018）显著影响移植 OS，而

HLA 分型（P=0.148）、移植方式（P=0.236）、慢性 GVHD（P=

0.109）对移植OS无影响。多因素分析显示，急性GVHD是影

响移植OS的危险因素，移植前状态是影响移植LFS的危险因

素。结论 危险度分级、移植前状态、干细胞来源与急性

GVHD 是影响儿童 AML 患者 allo-HSCT 疗效的关键因素。

白血病复发及感染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

B99.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血液病 70例临床
分析
石家庄平安医院 王荣孝 庞宇慧 曹建柱 张娜 刘金

霞 翟晓冉 史奎竹 韩石岭 杜红新 李建英 张耀臣

目的 总结并分析我院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

HSCT）情况。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5月至2018年6月在

我院接受allo-HSCT患者70例，男42例，女28例，中位年龄27

（3~61）岁。再生障碍性贫血33例，急性髓系白血病16例，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6例，慢性髓性白血病7例，骨髓增生异常

综合征4例，多发性骨髓瘤1例，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1例，范可尼贫血1例，淋巴瘤1例。供者为患者亲缘（父母、子

女、兄弟姐妹），HLA全相合19例，HLA半相合51例；ABO血

型相同 34例，ABO血型不同 36例。预处理方案包括ATG+

Cy+Flu、TBI+Cy+ATG+Flu+Ara-C+MeCCNU、Bu+Cy+Flu+

Ara-C+MeCCNU。采用骨髓加外周血干细胞联合移植，回输

单个核细胞（MNC）（11.49±2.79）×108/kg，CD34+细胞（4.98±

3.33）×106/kg。常规给予他克莫司、霉酚酸酯、甲氨蝶呤预防

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结果 70例患者中2例发生原发

性植入失败，68例（97.1%）顺利植活，可评价患者中性粒细胞

植活时间为（13.59±2.79）d，血小板植活时间为（22.58±13.56）

d。33 例（47.1%）患者发生急性 GVHD，其中Ⅰ/Ⅱ度 22 例

（31.4%），Ⅲ/Ⅳ度 11例（15.7%），经治疗后 31例缓解，2例死

亡。8例（11.4%）发生慢性GVHD，6例为局限型（皮肤），2例

为广泛型（皮肤+肝脏）。6 例（8.6%）患者出现肺部感染。

15 例（21.4%）患者发生出血性膀胱炎，其中Ⅰ度 3 例、Ⅱ度

10例、Ⅲ度2例，均治愈。发生肝窦阻塞综合征3例（4.3%），

1例死亡，2例治愈。结论 allo-HSCT植入成功率较高，急性

GVHD、慢性GVHD、肺部感染、出血性膀胱炎、肝窦阻塞综合

征等并发症的发生率较低。

B100. 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应用重组人粒细胞集落
刺激因子动员后血小板严重减少一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陆铉 武彧 夏凌

辉 王华芳

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女，14岁，体检B超示脾脏稍长

（9.2 cm×3.4 cm），未见其他异常。按计划给予 rhG-CSF动员

（10 μg·kg-1·d-1），动员前PLT 169×109/L，未持续监测血常规。

动员第4天（采集前）查PLT 51×109/L，脾脏增大（12.4 cm×3.6

cm）。在输注血小板1 U后开始采集。采集过程顺利，采集完

成后复查PLT 42×109/L，无出血症状体征。此后血小板计数

迅速恢复正常，脾脏大小逐渐恢复正常。

B101. 肛周拭子筛查耐碳青酶烯肠杆菌在造血干细
胞移植中的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陆铉 唐亮 王华

芳 夏凌辉

目的 探讨在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中，常规应用肛周拭

子筛查耐碳青酶烯肠杆菌（CRE）并提前给予抗感染治疗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每周定期对所有移植患者进行肛周拭

子采样1次，接种于血平板，分区后在第一、二区间贴美罗培

南/亚胺培南纸片并置于35 ℃孵箱中培养18~24 h，观察抑菌

环。对于筛查阳性患者复查验证并进行细菌鉴别和药敏试

验，提前使用敏感抗生素给予抗感染治疗，此后仍每周复查

1次。结果 对64例移植患者行反复肛拭子筛查，发现6例

CRE（肺炎克雷伯杆菌5例、聚团泛菌1例），对替加环素和粘

菌素等少量抗生素敏感。立即给予替加环素抗感染治疗并复

查，其中2例一周后复查呈阴性，2例两周后复查呈阴性，1例

持续定植，1例患者出现CRE败血症，伴高热及阴囊皮肤CRE

感染，加用多黏菌素B后感染控制但持续肛周CRE定植。筛

查结果为阴性患者无CRE败血症发生。最终全部患者存活

并移植成功，没有发生因持续使用替加环素或多黏菌素B产

生的不良反应。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定期行肛周拭子

筛查CRE并提前应用敏感抗生素，能够有效降低移植患者

CRE败血症的发生率，减少CRE定植患者因感染导致的移植

相关并发症。

B102. PEG-rhG-CSF在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陆铉 唐亮 王华

芳 夏凌辉

目的 对比观察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患者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使用聚乙二醇化重组粒细胞

集落刺激因子（PEG-rhG-CSF）与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rhG-CSF）促进中性粒细胞恢复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5 月在协和医院行 allo-

HSCT的24例SAA患者。长效组（11例）：+1 d皮下注射PEG-

rhG-CSF 6 mg，如果+11 d中性粒细胞仍未恢复，再给予皮下

注射 rhG-CSF 5 μg·kg-1·d-1；短效组（13例）：+1d开始给予皮

下或静脉注射 rhG-CSF 10 μg·kg-1·d-1。至中性粒细胞绝对计

数>1.5×109/L持续3 d停药。结果 长效组中性粒细胞植入

时间为（10.7±2.2）d，短效组为（13.2±5.1）d（P=0.141）。除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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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痛和肌肉酸痛，两组均未发生不可耐受的刺激因子相关不

良反应。结论 SAA患者行allo-HSCT，长效刺激因子PEG-

rhG-CSF与 rhG-CSF在促进中性粒细胞恢复方面存在一定优

势，在安全性方面无显著差异，能减少患者的给药次数，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并减少医护工作量。

B103. Reversal of T cell exhaustion by the first do-

nor lymphocyte infusio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per-

sistently effective antileukemic responses in pa-

tients with relapsed AML after allo-HSCT
1.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

tute of Hematology; 2.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Pe-

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Beijing Key Laborato-

ry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Hematology; 3.Peking University Peo-

ple's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Bei-

jing Key Laboratory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

tion, Peking- Tsinghua Center for Life Science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Hematology Long Liu1, Yingjun Chang2,

Lanping Xu1, Xiaohui Zhang1, Yu Wang1, Kaiyan Liu1, Xiaojun

Huang3

Donor lymphocyte infusion(DLI) i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treat 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 (AML) relapse after allo-

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 HSCT)

that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survival of relapsed patients.

However, the mechanism of an effective antileukemic response

following DLI in AML relapse remains elusive. Here, we inves-

tigated the role of T cell exhaustion in AML relapse after allo-

HSCT in prospective cohorts of 41 patients with the first AML

relapse and 41 nonrelapsed AML control subjects after allo-

HSCT and determined whether DLI exerts effective antileuke-

mic effects by reversing T cell exhaustion in the relapsed co-

horts by detecting the phenotypes and functions of T cells using

flow cytometry. We found that both CD4+ and CD8+ T cells ex-

perienced exhaustion with upregulated coexpression of PD- 1

and Tim-3, and functional impairments in cytokine production,

proliferation, and cytotoxic potentials. The reversal of T cell ex-

haustion by the first DLI is associated with persistent complete

remission in relapsed AML patients. In addition, the reversal of

T cell- exhausted status after successful DLI in bone marrow

was concurrent with the mitigated inversion of CD4/CD8 T cell

ratio. In conclusion, our study shows a clinical correlation be-

tween T cell exhaustion and AML relapse after allo-HSCT, and

uncovers the role of reversing T cell exhaustion in the antileuke-

mic response by DLI and identifies possible immunological

markers to evaluate and predict the graft- versus- leukemia ef-

fects induced by DLI.

B104. Nrf2激动剂富马酸二甲酯通过促进Treg细胞
分化减弱急性GVHD并保留GVL效应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苏州大学造血干细胞移植研究所

韩晶晶 马守宝 吴德沛

目的 核因子E2相关因子2（Nrf2）是机体抗氧化应激反

应的中枢调控因子，其在急性GVHD中的作用尚不清楚。富

马酸二甲酯（DMF）是Nrf2的特异性激动剂，已被FDA批准用

于多发性硬化症的一线治疗。本研究旨在明确Nrf2抗氧化信

号通路激动剂在急性 GVHD 及 GVL 中的作用及免疫学机

制。方法 建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急性

GVHD小鼠模型，采用荧光定量 PCR法检测各靶器官中的

Nrf2的表达水平；通过混合淋巴细胞反应研究DMF对异基因

反应性T细胞的增殖、活化的影响；于预处理前3 d予DMF灌

胃，移植后观察小鼠生存及急性GVHD程度；采用流式细胞术

检测移植后小鼠脾脏中T淋巴细胞亚群的比例、活化及效应

功能的变化情况，体外通过Treg细胞诱导分化体系研究DMF

对Treg细胞增殖分化的影响，体内通过Treg剔除实验明确

DMF减弱急性GVHD是否是Treg细胞介导。最后建立小鼠

GVL模型，研究DMF抑制急性GVHD的同时是否保留GVL

效应。结果 ①allo-HSCT 后小鼠 Nrf2 抗氧化通路明显下

调，使用DMF激活Nrf2能够抑制T细胞的增殖和细胞因子的

分泌，抑制 DCs 的活化和 IL-6 和 TNF-α的表达。体内使用

DMF干预可以显著延长急性GVHD小鼠的生存，减轻急性

GVHD的症状，抑制急性GVHD的发生发展。②DMF能够抑

制供者T细胞同种异基因反应性以及促炎症细胞因子的分

泌，上调抗氧化酶，减轻急性GVHD。③靶向激活Nrf2信号

通路减弱急性GVHD是Treg细胞依赖的，体内剔除Treg细胞

后DMF保护急性GVHD的作用被明显减弱，DMF能够通过

促进TGF-β的表达诱导Treg细胞的分化发育。④DMF在抑

制急性GVHD的同时能够保留GVL效应，DMF对肿瘤细胞

的增殖和凋亡没有直接作用，但是能够促进供者T细胞的细

胞杀伤活性，从而发挥抗白血病效应。结论 DMF激活Nrf2

信号通过能够减轻急性GVHD并保留GVL效应，Nrf2信号通

路有望成为治疗急性GVHD的新靶点。

B105. FLAG序贯Bu/Cy预处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治疗难治/复发急性髓系白血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刘微 李渊 尹玥 邱志祥 孙玉华

许蔚林 岑溪南 梁赜隐 王茫桔 王文生 欧晋平 王

倩 董玉君 王莉红 任汉云

目的 观察采用FLAG方案序贯Bu/Cy预处理方案进行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对于难治复发急性髓系

白血病（RR-AML）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对2012年2月至

2016 年 12 月应用 FLAG 序贯改良 Bu/Cy 预处理方案进行

allo-HSCT的19例RR-AML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观察疗效

和移植相关合并症。结果 预处理过程中，19例患者均未出

现肝静脉闭塞症（VOD）及 III级以上出血性膀胱炎。88.23%

（15/17）患者预处理过程中出现发热，其中败血症患者4例，除

1例患者因感染中毒性休克在脐血输注后2周死亡外，其余患

者经抗炎治疗后均好转。在可评价疗效的18例患者中，中性

粒细胞绝对计数>0.5×109/L的中位时间为13（10~21）d，其中

15 例患者获得血小板植入，PLT>20×109/L 的中位时间为

18（9~25）d。急性GVHD的累积发生率为38.9%（7/16），其中

3例患者出现 III/IV度急性GVHD。移植后存活超过100 d的

17例患者中，3例发生局限性慢性GVHD。19例患者的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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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访时间为8.5（0.5~49.0）个月，移植相关死亡率为26.3%（5/

19）。4例患者在移植后3~8个月出现复发，1年累积复发率为

24.0%。1年总生存率（OS）、无病生存率（DFS）分别为（55.0±

12.0）%、（56.7±11.6）%。Log-Rank 分析显示血小板植入不

良、III/IV度急性GVHD和移植前骨髓内原始细胞≥20%显著

降低患者移植后的OS和DFS（P<0.05）。结论 FLAG序贯

改良Bu/Cy预处理方案的allo-HSCT移植是治疗RR-AML有

效和较安全的方法。

B106. 小剂量PD-1单抗Nivolumab治疗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后复发急性白血病的临床观察
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洁 张涛 罗更新 李扬秋

朱康儿

目的 应用小剂量PD-1单抗Nivolumab治疗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复发的急性白血病患者，以期在

增强移植物抗白血病（GVL）效应的同时，避免诱发或加重

GVHD。方法 2017年 7月至 2018年 6月，6例患者接受了

Nivolumab治疗，其中5例为急性白血病复发患者：男2例，女

3例，中位年龄34（28~48）岁，其中T-ALL 3例，AML-M5 2例；

中位复发至用药间隔2（1~6）个月；HLA全相合同胞供者移植

3例，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 2例；Nivolumab中位剂量 0.80

（0.65~0.87）mg/kg，每2~3周1次。结果 2例患者有效，其中

1例T-ALL患者获得血液学CR，另1例T-ALL患者二次移植

后MRD转阴。3例T-ALL患者发生急性GVHD（Ⅱ度2例，Ⅲ
度1例），3例均累及皮肤，其中1例亦累及肝脏，分别在首次用

药后1、2、7 d发生。3例中2例为同胞全相合供者移植，既往

无GVHD病史，另1例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有GVHD

病史。Nivolumab使用情况：3例T-ALL患者用药1次，因为发

生GVHD而被迫终止治疗，2例M5患者用药2次，1例因疾病

进展而终止治疗，另1例仍在治疗观察中。GVHD治疗反应：

3例皮肤型急性GVHD用糖皮质激素或甲氨蝶呤治疗获得缓

解，但其中1例在激素减量后GVHD复发，累及皮肤和肝脏，

以糖皮质激素和霉酚酸酯治疗，皮疹消退，但黄疸持续存在。

结论 小剂量PD-1单抗（相当于标准剂量 3 mg/kg的 20%~

30%）治疗 allo-HSCT 后复发白血病有一定的疗效；小剂量

PD-1单抗并未降低GVHD发生率。

B107. 小剂量PD-1单抗Nivolumab治疗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后复发霍奇金淋巴瘤一例
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洁 张涛 罗更新 李扬秋

朱康儿

患者，男，21岁，2014年6月在外院诊断为经典型霍奇金

淋巴瘤（混合细胞型），在淋巴瘤复发第2次缓解后于2016年

10月在我院行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过程顺利。2017

年2月肺部CT示“双肺多发结节，纵隔及右肺门淋巴结肿大

（4.7 cm×3.2 cm×4.5 cm）”，提示移植后淋巴瘤复发，遂予以纵

隔局部放疗，因病情进展又给予hyper-CVAD化疗。2017年6

月复查肺部CT：双肺结节、纵隔及右肺门肿块未见明显缩小，

于2017年7月4日开始第一次PD-1单抗Nivolumab 40 mg治

疗（0.5 mg/kg），2周后重复治疗1次，复查肺部CT示双肺结节

及纵膈肿块较前显著缩小。此后，每隔3周以Nivolumab 40

mg治疗1次。2017年9月肺部CT示“双肺出现较多斑片状渗

出性病灶”，考虑为Nivolumab相关免疫性肺炎，未予以特殊

处理。1个月后双肺渗出病灶基本消失。2017年12月（治疗

12次）行PET-CT检查：纵隔淋及右肺门淋巴结残留病灶代谢

活性消失。2018年3月胸部CT：双肺散在小结节、纵隔右侧

及右肺门旁肿块增大，诊断淋巴瘤复发，Nivolumab剂量增加

至80 mg，患者出现发热，双手背、颜面、颈项和躯干皮疹伴脱

屑，诊断为皮肤 II 度急性 GVHD，未予以干预，皮疹逐渐消

退。4周后继续予以Nivolumab 80 mg治疗。2018年5月胸部

CT示纵隔及肺门肿块6.6 cm×5.8 cm×3.4 cm，遂予以化疗+靶

向药物CD-30单抗150 mg治疗，3周后复查肺部CT提示病灶

1.3 cm×2.6 cm。目前患者仍在治疗之中。

B108. Increasing dose of fludarabine in Bu/Flu con-

ditioning regimen in mismatched related donor

transplantation can achieve even better outcomes

compared with matched sibling transplantation for

intermediate and high- risk AML in complete re-

mission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Yubo Pi, Lihong Wang, Yuan Li, Yue Yin, Yujun Dong, Weilin

Xu, Qingyun Wang, Hanyun Ren.

Bu/Flu conditioning regimen was usually used in RIC

transplantation for older or unfitted patients. In resent years, it

was also used in myeloablative conditioning regimen for HLA

matched donor transplantation. However,fludarabine-contained

myeloablative regimens were seldom used for HLA haploidenti-

cal family donor transplantation. In this study, the efficacy and

toxicity of i.v. 200 mg/m2 fludarabine and busulfan (Bu/

Flu200) was evaluated as a myeloablative conditioning regi-

men in 101 patients with intermediate and high risk acute my-

eloid leukemia (AML) in complete remission. These patients re-

ceived either HLA- mismatched related donor(MMRD, n=63)

transplantation conditioned with Bu/Flu200 plus ATG or HLA-

matched sibling (MRD, n=38) transplantation conditioned with

only Bu/Flu200. Both MMRD and MRD group achieved full

engraftment. The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grades II- IV acute

GVHD was 19% vs 13.2%, respectively (P=0.406). No patient

died of transplant- related toxicity(TRM)within 100 days after

allo- HSCT, and 3- year incidence of TRM was only 9.2% vs

11.6%, respectively (P=0.581). With a median follow-up of 40

months (5- 132 months),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ere is

lower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relapse at three year post-HSCT

in MMRD transplantation than in MRD transplantation (15.4%

vs 34%, P=0.037). 3-year OS and DFS in MMRD transplanta-

tion was marginally higher than that in MRD transplantation

[76.3% (70.4%-82.2%) versus 66.3% (58.3%-74.3%) with P=

0.205 and 73.9% (68.0%-79.8%) vs 59.2% (51.0-67.4%) with

P=0.086, respectively]. Multivariate analyses revealed that the

impact of age on OS and DFS is not apparent (P=0.486 and

0.488 respectively). There is a tendency for increasing DFS in

MMRD transplantation (P=0.202). Relapse was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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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er in MMRD transplantation compared with MRD trans-

plantation (P=0.018). In summary, this modified conditioning

regimen can result in higher engraftment rate, limited toxicity

in both MMRD and MRD transplantation, However, MMRD

transplantation have a low relapse rate due to its strong GVL ef-

fect, and this might eventually result in higher DFS.

B109. Optimized plasma biomarker panels in-

creased diagnostic value for 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Bingjie Wang, Xinan Cen, Yujun Dong, Zhixiang Qiu, Jinping

Ou, Wensheng Wang, Yuan Li, Zeyin Liang, Wei Liu, Weilin Xu,

Mangju Wang, Lihong Wang, Yue Yin, Yuhua Sun, Qian Wang,

Qingyun Wang, Hanyun Ren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diagnostic value for aGVHD

using a set of biomarkers in plasma, and then establish optimal

biomarker panels to predict aGVHD with highe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Methods 102 patients who received allo-HSCT in

our center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ll the biomarkers in

plasma were tested by ELISA which included systemic bio-

markers ST2, IP10, IL- 2Rα, TNFR1 and organ- specific bio-

markers Elafin, REG- 3α and KRT- 18F. The correlation of the

levels for these biomarkers in the plasma after allo-HSCT with

diagnosis, severity and clinical course of aGVHD were investi-

gated. ROC curve was also used to predict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each biomarker for aGVHD. Systemic biomarkers of ST2

and IP10 were then combined with organ- specific biomarkers

respectively to establish a series of diagnostic panels b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 their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the pre-

diction of organ- specific aGVHD were further analyzed using

ROC curves. Results The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patients with aGVHD (n=56), without aGVHD (n=12), and

with skin rash, diarrea or liver injury judged not to be associat-

ed with aGVHD (n=34). Plasma levels of systemic biomarkers

including ST2, IP10, IL- 2Rα and TNFR1 in aGVH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no- GVHD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centrations of these four biomarkers

were all correlated with the severity of aGVHD. Also, the

changes in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se biomarkers were paral-

leled with the treatment responses. ROC curves for these four

biomarkers could predict aGVHD with an AUC of 0.858,

0.829, 0.836 and 0.755, respectively. The composite panel of

the four biomarkers distinguished aGVHD with the ROC of

0.953, whic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ere 88.5% and 95.7%.

Organ-specific biomarker of Elafin, REG-3α and KRT-18F also

had diagnostic value for sk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nd liver

aGVHD, with an AUC of 0.785, 0.860 and 0.942 respectively.

When ST2combined with these three biomarkers respectively,

these serial panels could provide more accurate prediction for

aGVHD with an AUC of 0.922(sensitivity 86.5% and specifici-

ty 93.7%), 0.953(sensitivity 92.6% and specificity 100%) and

0.975 (sensitivity 93.3% and specificity 89.5%)for skin, gastro-

intestinal tract and liver aGVHD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when IP10 combined with these three organ-target biomarkers,

the AUC for skin, gastrointestinal tract and liver aGVHD were

0.839(sensitivity 67.6% and specificity 94.1%), 0.912 (sensitiv-

ity 96.3% and specificity 81.2% ) and 0.952(sensitivity 93.6%

and specificity 86.4%),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All the bio-

markers tested in our study correlated with the onset, severity

and clinical course of aGVHD. Systemic biomarker IP10 with

organ- target biomarkers could predict organ- specific aGVHD

with increased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whereas ST2 com-

bined with organ- specific biomarkers were even better for the

diagnosis of organ-specific aGVHD.

B110.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serum free light

chain level early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chronic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Bingjie Wang, Yuan Li, Lihong Wang, Yue Yin, Yujun Dong, Qin-

gyun Wang, Hanyun Ren

Objective Many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elayed recon-

stitution of B lymphocytes contributed to chronic graft-versus-

host disease (cGVHD)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SCT). Since serum free light chain level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functional state of B lympho-

cytes, it is eligible to be a biomarker for B cell homeostasis and

reconstitution. In this study，we assessed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free light chain levels in serum collected early after allo-HSCT

for cGVHD. Methods 62 patients underwent allogeniec

HSCT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sed. Serum free light chain

levels early after HSCT were tested, furthermore, the correla-

tion between the free light chain level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GVHD were explored. Results 33 cases developed cGVHD,

with the prevalence of 53.2% . With Seattle classification, 19

cases had limited cGVHD while 14 cases presented with exten-

sive cGVHD. With NIH classification, 17 cases had mild

cGVHD, 6 cases had moderate cGVHD and 10 cases had se-

vere cGVHD. Serum free light chain levels were tested with the

median time of day + 31 after transplantation. 30 cases with κ

were below the detection limit while the median level of the

others were 5.93 mg/L. 30 cases with λ were below the detec-

tion limit while the median level of the others were 4.93mg/L.

The cases with both κ and λ below the detection limit at the

same time were classified into the low- level group, while the

others belonged to high-level group.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ed

that patient age was the independent factor affecting the levels

of free light chain. As for cGVHD,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disease risk status was a risk factor and serum free light

chain level was a risk factor for all cGVHD marginally (P=

0.049, P=0.147, respectively). However, both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clos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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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serum free light chain lev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x-

tensive cGVHD with Seattle criteria or moderate to severe

cGVHD with NIH criteria (P=0.002, P=0.022, respectively).

The patients with lower serum free light chain level were more

likely to develop extensive cGVHD or moderate to severe

cGVHD. Conclusions Serum free light chain levels early af-

ter HSCT can reflect the functional state of B cell reconstitu-

tion. Patients with poor B cell recovery earlier after allo-HSCT

tends to develop extensive cGVHD or moderate to severe

cGVHD.

B111.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Ⅳ度皮肤GVHD的护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王宇 钱慧军

目的 造血干细胞的移植后有诸多排异反应，针对我病

房出现一例严重的皮排反应，总结经验，为今后的相似病历提

供护理经验。方法 对于破溃部位使用0.9%氯化钠100 ml+

盐酸利多卡因10 ml清洗，银离子纱布外敷，重组人表皮生长

因子外用溶液及复方多粘菌素B软膏外用；大面积水泡碘伏

消毒水泡表面，用1 ml针头+2 ml注射器抽出渗液，每次抽满

注射器更换新针；室温保持30 ℃，充分暴露皮肤。结果 经过

两个月的个性化护理措施促进了皮肤愈合，减少了并发症的

发生。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皮肤严重排异应用阴离子敷

料、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外用溶液、复方多粘菌素B软膏外用

对皮肤损伤，促进皮肤愈合，取得了良好疗效。

B112.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老年恶性血液病
疗效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孙佳丽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老

年恶性血液病的疗效及影响生存的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

分析26例年龄≥50岁接受allo-HSCT恶性血液病患者的临床

资料。结果 26例患者男15例，女11例，中位年龄52.5（50~

58）岁。25例（96.2%）患者获得造血重建，粒系植活中位时间

16（12~26）d，血小板植活中位时间22（10~47）d。+100 d 急性

GVHD累积发生率为（61.5±1.0）%，II~IV度急性GVHD累积

发生率为（15.6±0.5）%。2年慢性GVHD累积发生率为（45.9±

1.1）%，广泛型慢性GVHD累积发生率为（25.6±0.9）%。5年

总生存率（OS）为（61.8±10.1）%，影响OS危险因素为：男性患

者、诊断距移植时间大于 1 年、他克莫司预防 GVHD、回输

CD34+细胞<2.0×106/kg、II~IV度急性GVHD。5年无病生存

率（DFS）为（51.5±12.6）%，影响DFS的危险因素为：男性患

者、他克莫司预防 GVHD、发生 II~IV 度急性 GVHD。结论

allo-HSCT是治疗老年恶性血液病患者的有效手段；女性患

者、诊断距移植时间小于1年、CsA预防GVHD、回输CD34+细

胞>2.0 × 106/kg、加强GVHD的防治是提高老年恶性血液病患

者allo-HSCT疗效的关键因素。

B113. The significance of peri-transplantation min-

imal residual disease assessed by multiparameter

flow cytometry on outcomes for adult AML pa-

tients receiving haploidentical allografts

1.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2.Peking-Tsinghua Cen-

ter for Life Sciences; 3.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He-

matology Jing Liu1, Rui Ma1, Yanrong Liu1, Lanping Xu1,

Xiaohui Zhang1, Huan Chen1, Yuhong Chen1, Fengrong Wang 1,

Wei Han1, Yuqian Sun1, Chenhua Yan1, Feifei Tang1, Xiaodong

Mo1, Kaiyan Liu1, Qiaozhen Fan1, Xiaojun Huang1, 2, 3, Yingjun

Chang1, 3

A retrospective study(n=460) was performe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MRD) and

transplant outcomes in a haplo-HSCT setting. Patients from the

pre-MRDneg group and the pre-MRDpos group had compara-

ble outcomes. Compared to post-MRDneg patients, post-MRD-

pos patients had a higher incidence of relapse (100% vs 8.3%,

P<0.001), lower incidences of OS (16.9% vs 78.2%, P<0.001)

and LFS (0% vs 76.5%, P<0.001), and comparable probability

of NRM (13.4% vs 16.9%, P=0.560). In a second set of analy-

ses, all adult AML patients undergoing haplo-HSCT were clas-

sified into MRDneg/MRDneg group, MRD decreasing group, and

MRD increasing group according to MRD dynamics by flow

cytometry peri- SCT. Compared to other two groups, patients

from the MRD increasing group had higher cumulative inci-

dences of relapse (MRD increasing, 100% ; MRDneg/MRDneg,

9.6%; MRD decreasing, 19.2%; P<0.001) and worse probabili-

ties of OS (MRD increasing, 28.5% ; MRDneg/MRDneg, 76.3% ;

MRD decreasing, 76.0%; P<0.001) and LFS (MRD increasing,

0.0% ; MRDneg/MRDneg, 73.9% ; MRD decreasing, 74.0% ; P<

0.001).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aploidentical allografts

might have a beneficial anti-leukemia effect in eradicating pre-

transplantation MRD, and MRD assessment peri-SCT is useful

for risk stratification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B114. 51例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移植物抗宿
主病临床观察
石家庄平安医院 张耀臣 翟晓冉 庞宇慧 王荣孝 刘金

霞 曹建柱 张娜 杜红新 李建英

目的 总结分析我院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

HSCT）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发生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年5月至2018年6月在我院接受haplo-HSCT的患者51

例，男31例，女20例，中位年龄28（5~61）岁，其中再生障碍性

贫血24例，急性髓系白血病12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6例，

慢性髓性白血病5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3例，淋巴瘤1例。

供者为患者亲缘（父母、子女、兄弟姐妹），ABO血型相同 24

例，ABO血型不同 27例。预处理方案包括：ATG+Cy+Flu、

TBI+Cy+ATG+Flu+Ara-C+MeCCNU、Bu+Cy+ATG+Flu+

Ara-C+MeCCNU。采用骨髓加外周血干细胞联合移植，回输

单个核细胞（10.52±2.46）×108/kg，CD34+细胞（4.32±2.85）×106/

kg。常规给予他克莫司、霉酚酸酯、甲氨蝶呤预防GVHD。临

床分析急性GVHD、慢性GVHD的发生率。结果 51例单倍

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急性GVHD累积发生率为 56.8%

（29/51），其中Ⅰ/Ⅱ度 37.2%（19/51）、Ⅲ/Ⅳ度 19.6%（10/51）。

经治疗后27例缓解，2例死亡。慢性GVHD发生率为15.7%

（8/51），其中局限型（皮肤）占11.8%（6/51）、广泛型（皮肤+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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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占3.9%（2/51）。结论 我院应用他克莫司+短疗程甲氨蝶

呤常规预防GVHD，预处理方案引入氟达拉滨减少了haplo-

HSCT患者GVHD的发生。

B115. Epigenetic therapy Targets Th1/Th17 polar-

ization to reversing immune evasion and treating

leukemia relapse post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

plantation in non-APL AML patients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Affliated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Xi

Yang, Jingying Dai, Chenglong Li, Rong Zhang, Xiaodong

Wang, Chunsen Wang, Xiaobing Huang

To reverse non-APL AML patients with post- transplanta-

tion relapse before hematological relapse, we investigated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a new epigenetic therapy(Decitabine and

Chidamide, plus Thymalfasin simultaneously). Twenty-four pa-

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is observational study. The most com-

mon adverse event was CTCAE grade 2- 4 thrombocytopenia

(20/24). Strikingly all 24 patients responded to this epigenetic

therapy with minute residual disease (MRD) decreasing (ORR

100%). Three-years overall survival rate is 87.5% (21/24), with

relapse- free survival rate of 75% (18/24). With this epigenetic

therapy for 3 months, Th1 cells and CTL cells increased gradu-

ally, and Th17 cells decreased. Importantly, the status remained

at the time of 3 months after discontinuation. Interestingly, the

Th1/Th17 ratio was low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 disease and

then increased gradually during this treatment regimen, correlat-

ed with the down trend of MRD. Therefore, the new epigenetic

therapy is safe and tolerable for non-APL AML suffering post-

transplant early relapse and Th1/Th17 ratio maybe a good bio-

marker for the early-stage relapse monitoring.

B116. T cell exhaustion characterized by compro-

mised MHC class I and II restricted cytotoxic activ-

ity associates with acute B lymphoblastic leukemia

relapse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1.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

tute of Hematology; 2.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Pe-

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Beijing Key Laborato-

ry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Hematology; 3.Peking University Peo-

ple's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Bei-

jing Key Laboratory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

tion, Peking- Tsinghua Center for Life Science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Hematology Long Liu1, Yingjun Chang2,

Lanping Xu1, Xiaohui Zhang1, Yu Wang1, Kaiyan Liu3, Xiaojun

Huang3

Acute B lymphoblastic leukemia (B-ALL) relapse contrib-

utes predominantly to the mortality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

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SCT). However, the mech-

anism of B- ALL relapse after allo- HSCT remains unknown.

The eradication of leukemia after allo- HSCT largely relies on

graft- versus- leukemia (GVL) effects mediated by donor T

cells. T cell exhaus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increased expres-

sion of inhibitory receptors and impaired function, may sup-

press GVL effects. In this study, we evaluated whether T cell

exhaustion was involved in B- ALL relapse after allo- HS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D4 + and CD8 + T cells exhibited in-

creased coexpression of PD- 1 and Tim- 3, and compromised

proliferative capacity, cytokine production and cytotoxic poten-

tials in relapsed patients. Additionally, T cells at the tumor site

were more easily exhausted than T cell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Moreover, the reversal of T cell exhaustion might correlate

with effective anti-leukemic responses after reinduct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 cell exhaus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B-

ALL relapse after allo-HSCT as well as its treatment outcome.

B117. 移植前免疫表型缓解与血液形态学缓解对急
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同胞HLA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
疗效预测价值的比较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刘竞 刘艳荣 王亚哲 韩伟 陈欢

陈瑶 王景枝 莫晓冬 张圆圆 闫晨华 孙于谦 陈育

红 王昱 许兰平 张晓辉 刘开彦 黄晓军 常英军

目的 探讨接受同胞HLA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MSDT）

的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移植前免疫表型缓解（ICR）和

血液形态学缓解（HCR）对移植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

析182例接受MSDT的AML患者，将移植前HCR分为血象恢

复的完全缓解（CR）、血小板未恢复的CR（CRp）、血小板和中

性粒细胞均未恢复的CR（CRi），将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检测微

小残留病阴性定义为 ICR。结果 ①全部 182例AML患者

中，男 97例，女85例，中位年龄 41（4~62）岁。②移植前CR、

CRp+CRi率分别为 80.8%（147/182）和 19.2%（35/182）；移植

前CRp+CRi组与CR组的4年累积复发率（CIR）（11%对16%，

P=0.6）、非复发死亡率（NRM）（14%对9%，P=0.339）、无白血

病生存（LFS）率（75%对75%，P=0.613）、总生存（OS）率（77%

对80%，P=0.708）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③移植前获得 ICR患

者（ICR组，147例）与未获 ICR患者（未获 ICR组，35例）比较，

4 年 CIR 较低（11.3%对 55.2%，P<0.001），LFS 率（76.2%对

32.8%，P<0.001）和OS率（79%对39%，P<0.001））较高，NRM

（12.5%对12%，P=0.65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④多因素分析

显示，移植前未获 ICR是影响AML患者MSDT后复发［HR=

11.026（95% CI 4.685~25.949），P<0.001］、LFS［HR=5.785

（95% CI 2.974~11.254），P<0.001］和 OS［HR=5.578（95% CI

2.575~27.565），P<0.001］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移植前

ICR对AML患者MSDT的疗效预测价值优于HCR。

B118. 儿童供者骨髓和外周血混合移植物组分对单
倍型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预后的影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病研究所 曹乐清 韩伟 陈欢

陈瑶 王景枝 莫晓冬 张圆圆 闫晨华 孙于谦 陈育

红 王昱 许兰平 张晓辉 刘开彦 黄晓军 常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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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儿童供者移植物组分对单倍型相合造血干细

胞移植（haplo-HSCT）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儿童供

者的骨髓（BM）和外周血（PB）混合移植物组分对 80例接受

haplo-HSCT的恶性血液病患者预后的影响。80例患者中79

（100%）例获得中性粒细胞植入，中位植入时间为13（10~28）

d；74（96.4%）例患者获得血小板植入，中位植入时间为18（9~

180）d。所有患者随访3年的总生存（OS）率为66.7%，无白血

病生存（LFS）率为60.7%，移植相关死亡率（TRM）为20.2%，

复发率为 25.8%。多因素分析显示供/受者关系为同胞（P=

0.02）、输注高剂量CD34+细胞（P=0.014）促进血小板植入，血

小板植入（P<0.001）、输注低剂量CD14+细胞（P=0.022）改善

LFS，血小板植入、发生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改善OS

（P<0.001，P=0.030）并降低TRM（P<0.001，P=0.004），此外，血

小板植入（P=0.082）有降低复发率的趋势。在 haplo-HSCT

中，采用儿童供者来源的BM和PB混合移植物进行移植时，

回输高剂量CD34+细胞和低剂量CD14+细胞数量能促进血小

板植入并改善LFS；血小板的植入和发生慢性GVHD能改善

移植预后。

B119. Relationship of cell compositions in al-

lografts with outcomes after haploidentical trans-

plantation for acquired SAA: effects of CD34+ and

CD14+ cell doses
1.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

tute of Hematology; 2. Peking-Tsinghua Center for Life Scienc-

es; 3.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Hematology Leqing

Cao1, Lanping Xu1, Xiaohui Zhang1, Yu Wang1, Yanrong Liu1,

Kaiyan Liu1, Xiaojun Huang1,2, Yingjun Chang1,3

Background The dose of certain cell types in allografts

affects engraftment kinetics and clinical outcomes after alloge-

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 So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association of cell compositions in allografts

with outcomes after unmanipulated haploidentic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aplo-HSCT) for patients with acquired severe

aplastic anemia (SAA). Methods A total of 131 patients with

SAA who underwent haplo- HSCT were retrospectively en-

rolled. Cell subsets in allografts were determined using flow cy-

tometry. To analyze the association of cellular compositions

and outcomes, Mann-Whitney U non-parametric tests were con-

ducted for patient age, sex, weight, HLA mismatched loci,

ABO matched status, patient ABO blood type, donor-recipient

sex match, donor- recipient relationship and each graft compo-

nent. Multivariat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logistic regres-

sion to determine independent influence factors involving di-

chotomous variables selected from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Re-

sults A total of 126 patients (98% ) achieved neutrophil en-

graftment, and 121 patients (96% ) achieved platelet engraft-

ment. At 100 days after transplantation, the cumulative inci-

dence of II- IV 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GVHD) was

33%. After a median follow-up of 842(124 - 4110) days for sur-

viving patients, the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total chronic

GVHD at 3 years after transplantation was 34%. The probabili-

ty of OS at 3 years was 83%.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er total doses of CD14 + (P=0.018) and CD34 + cells (P<

0.001) were associated with a successful platelet engraftment.

A successful platelet was associated with superior survival (P<

0.001). No correlation of other cell components with outcomes

was observed.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provide evidence

and explain that higher doses of CD34+ and CD14+ cells in hap-

loidentical allografts positively affect platelet engraftment, con-

tributing to superior survival for patients with SAA.

B120. Correlation of pediatric donor characteris-

tics with the hematopoietic and immunological cell

compositions in mixture allografts of G-CSF-mobi-

lized peripheral blood harvests and bone marrow

harvests
1.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

tute of Hematology; 2. Peking-Tsinghua Center for Life Scienc-

es; 3.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Hematology Leqing

Cao1, Long Liu1, Lanping Xu1, Xiaohui Zhang1, Yu Wang1, Qiao-

zhen Fan1, Yanrong Liu1, Kaiyan Liu1, Xiaojun Huang1,2,Yingjun

Chang1,3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s of

donor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immune composition in mixture

allografts of 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G- CSF)-

mobilized bone marrow harvests (G-BM) and peripheral blood

harvests of healthy pediatric donors (n=104). All cases were

treated with subcutaneous filgrastim at 5 μg·kg-1·d-1 for 5 or 6

days.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donor age was nega-

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yield of CD34+ stem cells (P=0.029).

Donor body mass index (BMI)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yields of CD34 + cells (P=0.014), CD3 + T cells (P<0.001),

CD3 + CD4 + T cells (P<0.001), CD3 + CD8 + T cells (P<0.001),

CD3 + CD4-CD8- T cells (P<0.001) and CD14 + monocytes (P=

0.001). The monocyte count pre-G-BM harvest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final CD34+ cell yield(P=0.006) and CD14+

monocytes(P=0.016). The lymphocyte count pre- G- BM har-

vest had positive effects on CD3+ T cells (P=0.001), CD3+CD4+

T cells(P=0.009), CD3+CD8+ T cells (P<0.001) and CD3+CD4-

CD8- T cells (P<0.001). Our data suggest that younger and

lower BMI donors should be chosen. The monocyte and

lymphocyte counts pre-harvest could predict the yields of both

hematopoietic and immunological subsets in allografts.

B121.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儿童复发/难治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36例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航天中心医院；3.北京美康优娃免疫

医学实验室；4.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学和微生

物学实验室；5.解放军总医院肿瘤中心肿瘤细胞实验室 左

英熹 1 程翼飞 1 贾月萍 1 吴珺 1 王静波 2 陆爱东 1 董陆

佳 3 张隆基 4 王歈 5 张乐萍 1

目的 探讨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细胞）治疗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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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复发及难治性儿童

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的疗效和预后。方法 应用

CD19特异性CAR-T细胞治疗复发或难治性及完全缓解后骨

髓微小残留病（MRD）阳性的CD19阳性B-ALL患儿36例，其

后桥接 allo-HSCT，监测骨髓缓解情况。中位随访时间337.5

（90~966）d。应用SPSS软件进行生存分析。结果 36例患儿

中男 25 例，女 11 例，中位年龄 8（3~17）岁，均因复发/难治/

MRD 阳性等原因行 CAR-T 细胞治疗有效，其后桥接 allo-

HSCT治疗，除3例采用同胞HLA全相合HSCT治疗外，其他

33 例均采用 HLA 不全相合 HSCT（父母单倍型 30 例，同胞

2例，脐血1例）。HSCT时处于第一次完全缓解期（CR1）的患

儿10例，处于第二次及第三次完全缓解期（CR2/CR3）的患儿

26例。HSCT后复发11例，治疗相关死亡3例。全部患儿的

1年总生存率（OS）为82.5%，2年OS率为50.4%；全部患儿的

1年无事件生存率（EFS）为62%，2年EFS率为43.4%。采用全

相合HSCT的3例患儿中2例复发，而不全相合HSCT的患儿

的2年累积复发率为45.4%（P=0.238）。CR1、CR2/CR3患儿的

2年OS率分别为75.0%、35.6%（P=0.223），2年EFS率分别为

78.8%、22%（P=0.090）。结论 抗CD19的CART细胞技术桥

接allo-HSCT治疗可作为复发及难治性B-ALL患儿的有效治

疗手段。采用 HLA 不全相合 HSCT 治疗的复发风险低于

HLA全相合移植；于CR1期进行CAR-T细胞桥接 allo-HSCT

患儿的长期生存优于CR2和CR3期患儿。

B122. GRK6对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生物学行为
的影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张之尧 陈文明

目的 G蛋白偶联受体激酶6（GRK6）已被证实在多发性

骨髓瘤患者浆细胞瘤中高表达并促进肿瘤细胞增殖。本研究

探讨RNAi沉默GRK6分子对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SC）

生物学行为的影响。方法 ①设计三对针对GRK6 mRNA不

同位点的 shRNA，鉴定后包装慢病毒颗粒，转染MSC并分别

从mRNA水平和蛋白水平检测GRK6的表达，筛选沉默效率

最高组；②CCK-8法检测MSC、Control、GRK6/shRNA组增殖

情况；血清饥饿法诱导72 h后，Annexin V/7- AAD双染色流式

细胞术检测各组细胞的凋亡；细胞划痕和Transwell实验检测

细胞的修复和迁移能力。结果 ①重组慢病毒颗粒感染

MSC 后，GRK6 mRNA 和蛋白表达量均有明显下降。②
GRK6/shRNA细胞于24 h、48 h、72 h其A450值分别与正常对照

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各组细胞凋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细胞划痕实验显示干扰组能明显降低MSC的迁移和修复

能力。Transwell迁移实验证实，较对照组，GRK6/shRNA组

穿膜细胞数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本研究成功构建了编码小鼠GRK6基因的慢病毒表达载体，

并筛选出高效的GRK6/shRNA干扰序列。下调GRK6表达对

小鼠骨髓MSC的增殖、凋亡无明显影响，但可明显抑制其迁

移和修复能力，影响小鼠MSC归巢。

B123. 应用地西他滨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复发MDS/AML及高危AML的疗效分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王清云 李渊 任汉云 尹玥 梁赜

隐 许蔚林 王倩 孙玉华

目的 探讨应用地西他滨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allo-HSCT）后复发的MDS/AML的效果及高危AML在allo-

HSCT后应用地西他滨预防复发的疗效。方法 收集2016年

11月至2018年5月于我院行allo-HSCT术后应用地西他滨的

MDS/AML患者10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男7例，女3例，中位

年龄43.5（10~62）岁。急性髓系白血病（AML）4例，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征（MDS）2例，MDS转化AML（t-AML）4例。中位

随访时间8.8（3.0~16.5）个月。将10例患者分为移植后复发

组和高危 AML 预防组，复发组 8 例（AML 4 例，MDS 2 例，

t-AML 2例），预防组2例（t-AML）。复发组应用地西他滨（25

mg/d×5 d）+化疗再次获得完全缓解（CR）后，继续应用地西他

滨维持治疗；预防组在移植后30 d后且无急性移植物抗宿主

病（aGVHD）表现，予预防性地西他滨输注。8例患者（复发组

7例，预防组 1例）同时加用G-CSF动员的供者淋巴细胞输

注。地西他滨维持治疗及预防性输注的剂量均为5 mg·m-2·
d-1×7~10 d，每4~6周应用1次，共应用4~7次。结果 复发组

患者应用地西他滨+化疗的CR率达100%。随访至2018年7

月23日，10例患者中有7例存活，中位OS为9.5（3.0~16.5）个

月：其中复发组8例有5例无病生存，中位生存时间为8.3（3.0~

16.5）个月，3例患者死亡（aGVHD 1例、严重感染2例）；预防

组2例患者均无病存活，存活时间分别为8个月及9.5个月。

结论 allo-HSCT后应用地西他滨治疗复发的MDS/AML及

预防高危AML复发，可提高再次缓解率，降低复发率，延长无

病生存期，为患者长期生存提供可能。

B124.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的临床
观察及护理措施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张玲 徐丽

解文君

目的 分析2016年至2018年我科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

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发生率、病原菌分布情况及易感人群，为临

床实施针对性护理措施、防止移植患者交叉感染提供理论依

据。方法 通过进仓时及常规身体各部位细菌培养，筛查出

耐药菌感染患者51例，根据患者病原菌分布的部位、是否定

植、临床症状，采取有针对性严密的床旁隔离措施，防止交叉

感染。结果 51例耐药菌感染患者，多重耐药菌检出部位依

次为肛周（54例次）、咽（16例次）、血（8频次）、牙龈（6例次）、

鼻（4例次）、会阴（3例次）和外耳道（1例次），耐药菌类型依次

为CRE、CRPAE、MRSA，主要耐药菌依次为铜绿假单胞菌、肺

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阴沟肠杆菌，42例

患者为院外定植，其中16例患者骨髓抑制期肛周及咽部出现

感染症状，4例患者黏膜屏障受损导致血流感染，9例患者耐

药菌出现在骨髓抑制期，患者未出现明显临床症状及不适。

所有耐药菌感染患者在移植期间未与其他患者出现交叉感

染。结论 感染是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严重并发症，同时

也是移植后的主要死亡原因，多重耐药菌感染更是严重威胁

着患者移植期间的生命安全，所以医护人员应对耐药菌感染

患者加以高度的重视，严格遵守治疗、操作流程，合理应用抗

生素，加强床旁隔离，保证移植期间患者的生命安全。

B125. 探讨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中心静脉导管脉压
冲管后发生呛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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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张秋会 徐

丽 解文君

目的 分析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中心静脉导管（CVC）脉

压冲管后发生呛咳的原因。方法 通过回顾性研究，总结

2017年4月-2018年7月在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中通过脉压冲

管后引起患者一过性呛咳的6例患者。对其临床表现及护士

操作手法进行分析。结果 查患者在脉压冲管2~5 min后出

现剧烈咳嗽、胸闷、憋气、心率升快，血压未见明显变化。其中

2例伴有剑突下疼痛及胃部烧灼感。5例予以低流量氧气吸

入、保胃抑酸药后10~15 min患者症状缓解，不影响CVC正常

使用。另1例症状缓解后每次使用CVC输液时均会发生类似

症状，最终予以非计划性拔管。6例患者当天行床旁胸部X射

线及心电图检查，均未发现异常。查询冲管登记表，其中4例

脉冲速度过快，1例冲管后接输液体前未及时关闭导管夹子，

另1例更换可来福接头过程中未关闭夹子。结论 CVC脉压

冲管后发生呛咳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脉冲过快造成的机械刺激

引起迷走神经的兴奋，因此在操作中采用生理盐水脉压封管

不宜过快，肝素钠盐水正压封管后及时关闭夹子。

B126. 含地西他滨预处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
疗中高危MDS/AML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王清雅 李渊 任汉云 尹玥 梁赜

隐 许蔚林 王倩 孙玉华

目的 比较含地西他滨预处理与不含地西他滨预处理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中高危MDS及其转化的AML的疗

效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77例于2005年8月至2017

年5月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中

高危MDS及其转化的AML患者的病历资料，其中地西他滨

组40例、非地西他滨组37例。结果 两组在基本临床特点方

面基本匹配，地西他滨组含有RAEB、AML患者比例较非地西

他滨组高。中位随访时间40（1~155）个月，所有患者均植入成

功。地西他滨组、非地西他滨组的3年总体生存率（OS）分别

为 80%、78.4%（P=0.942），无病生存率（DFS）分别为 75.0%、

75.7%（P=0.986），非复发死亡率（NRM）分别为12.5%、10.8%

（P=0.826）。地西他滨组、非地西他滨组 II~IV度急性移植物

抗宿主病累积发生率分别为12.5%、43.2%（P=0.002），复发率

分别为 12.5%、13.5%（P=0.876），中位复发时间分别为 7（2~

12）个月、3（2~4）个月。亚组分析中，RAEB2组中地西他滨组

与非地西他滨组3年OS率分别为100%、80%、DFS率分别为

100%、60%、NRM分别为0、20%、复发率分别为0、20%，但因

样本量过小（12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地西他滨组、非地西

他滨组新发肺部感染发生率分别为 22.5%、52.35%（P=

0.009），CMV 血症、EBV 血症、出血性膀胱炎发生率相当。

结论 含地西他滨的预处理方案与不含地西他滨的预处理方

案联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中高危MDS/AML，OS、

DFS、复发率无显著差异，但含地西他滨预处理的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可能改善RAEB2患者的生存、显著减少急性移植

物抗宿主病发生、延缓复发，不良反应轻微。

B127. Cyclosporine A versus tacrolimus as immu-

nosuppressive therapy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

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 Li

Objective Cyclosporine A (CsA) has been used as im-

munosuppressive therapy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 for about 30 years. Recently, Tacro-

limus (FK506) is increasingly used in this clinical condition

and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indicate that FK506 might be

more effective than CsA. However, data on the comparison of

these two drugs has been conflicting across clinical studies.

Therefore, we compared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sA versus

FK506 as post- allogeneic HSCT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Methods PubMed, Embase, Cochrane library and Chinese

Biomedical Literature Database(CBM) were searched for rele-

vant studies from inception to September 10th 2013. Reference

lists of the included studies were also retrieved for additional

relevant studies. A meta- analysis of eligibl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s) was performed with review manager.

Results A total of 3 trials were eligible. Compared with

FK506, CsA increased the incidence of II acute GVHD(OR=

1.79, 95% CI 1.25- 2.55, P=0.001), III- IV acute GVHD(OR=

1.60, 95% CI 1.05-2.44, P=0.03) and death due to GVHD(OR=

2.22, 95% CI 1.17-4.22; P=0.01), although did not affect over-

all survival (HR=0.90, 95% CI 0.64-1.28, P=0.57) and relapse

free survival (HR=0.89, 95% CI 0.60-1.32, P=0.57). Patients re-

ceiving CsA had a lower risk of severe nephrotoxicity (OR=

0.65, 95% CI 0.45-0.92, P=0.02), but a higher risk of hyperten-

sion (OR=2.28, 95% CI 1.53-3.38, P<0.001). There were no sta-

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isk of relapse, veno-oc-

clusive disease, mild nephrotoxicity, hyperglycemia and neuro-

toxicity. Conclusions Our meta-analysis suggests that FK506

is more effective than CsA as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for

post- allogeneic HSCT patients, though it increases the inci-

dence of severe nephrotoxicity.

B128. Co- transplantation with mesenchymal stem

cells expressing a SDF- 1/HOXB4 fusion protein

markedly improve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en-

graftment and hematogenesis in irradiated mice
Southwestern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Tingting Chen, Yong Zhang

Objective 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 contribute to

the engraftment of transplanted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HSCs). MSCs also accelerate hematological recovery by se-

creting SDF- 1 and enabling HSCs to enter the bone marrow

(BM) via the SDF-1/CXCR4 axis. HOXB4 has been shown to

stimulate HSC self-renewal.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d wheth-

er SDF- 1 and HOXB4 expression in MSCs co- transplanted

with HSCs could synergistically improve hematopoietic recov-

ery in irradiated mice. Methods Using recombinant adenovi-

ruses, we generated genetically modified BM- MSCs that ex-

pressed SDF- 1, HOXB4, and an SDF- 1/HOXB4 fusion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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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then co-transplanted these modified MSCs with HSCs and

investigated blood cell counts, BM cellularity, degree of human

HSC engraftment, and survival rate in irradiated mice. Results

We found that co- culturing the SDF- 1/HOXB4 fusion gene-

modified MSCs (SDF-1/HOXB4-MSCs) and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 CD34+ cell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HSC cell expan-

sion in vitro. More importantly, co- transplantation of CD34 +

cells and SDF-1/HOXB4-MSCs markedly increased the hema-

topoietic potential of irradiated mice as evidenced by the rapid

recovery of WBC, PLT and HGB levels in peripheral blood and

of BM cellularity. Co- transplantation also markedly improved

engraftment of human CD45 + cells in mouse BM. Conclusions

Our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SDF- 1/HOXB4- MSCs markedly

accelerate hematopoietic recovery 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

survival among mice treated with a lethal dose of irradiation.

Therefore, SDF-1/HOXB4-MSCs could have therapeutic value

by improving the efficacy of clinical transplantations in pa-

tients with defective hematopoiesis.

B129. 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多发性骨髓
瘤的疗效分析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王存邦 白海 葸瑞 潘耀柱 吴

涛 徐淑芬 张茜 周进茂 陈燕

目的 探讨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序贯化疗后自体外

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PBHSCT）的疗效。方法 对照组

7例患者采用长春新碱+多柔吡星+地塞米松（VAD）、美法仑+

泼尼松序贯化疗。观察组14例新诊断患者采用VTD（硼替佐

米+吡柔吡星+地塞米松）、VD（硼替佐米+地塞米松）方案进行

序贯化疗。4~6个疗程后，采用环磷酰胺+依托泊苷+粒细胞

集落刺激因子动员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预处理方案分别

为大剂量美法仑或硼替佐米+美法仑，行auto-PBHSCT。移植

后分别以重组人干扰素α和沙利度胺维持治疗。结果 移植

前对照组完全缓解（CR）2 例，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

1 例，部分缓解（PR）4 例（57.1%），观察组 CR 9 例（64.3%），

VGPR 3例（21.4%），PR 2例（14.3%），2组间移植前疗效（CR+

VGPR）差异显著（P<0.05）。移植后 2组患者均获得造血重

建。2 组患者中性粒细胞≥0.5×109/L 的中位时间分别为

13（11~16）d、14（11~18）d，WBC≥4.0×109/L的中位时间分别

为16（15~19）d、18（16~20）d，PLT≥50×109/L的中位时间分别

为21（18~25）d、21（17~25）d。21~28 d骨髓检查示CR。对照

组7例患者在移植后6~47个月复发，4例最终死亡，3例失访，

中位无进展生存（PFS）期36（6~47）个月，中位总生存（OS）期

37（7~50）个月。观察组有2例分别在移植后5、17个月复发死

亡，1例12个月复发失访，1例移植后46个月复发，后行第2次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并达到CR，余10例持续缓解，中位PFS

为45.5（4~105）个月，中位OS期为45.5（4~105）个月。2组间

移植后PFS和OS有显著差异（P<0.01）。结论 MM患者应

用硼替佐米为主方案化疗后进行auto-PBHSCT，移植后给予

沙利度胺维持治疗可延长患者PFS和OS。

B130. Hypobaric hypoxia induces autophagy of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Lanzhou Military Command General Hospital Jiaojiao Yin,

Bing Li, Qiang Zhao, Shuting Zhang, Hai Bai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ctivity changes of autopha-

gy of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cells (MSCs) under hypobar-

ic hypoxia and its effect on cell viability. Methods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cells were cultured in hypobaric hypoxia

chamber with an air pressure of 41.1 kPa and an oxygen density

of 1%. At 0, 4, 8, 16, 24 and 48 hours, the cells were harvested

for western blot and real- time PCR to observe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the autophagy marker protein LC3B. And the cell via-

bility under hypobaric hypoxia was evaluated after treatment

with autophagy inhibitors HCQ(8 μg/ml) and 3 MA(5 mmol/L).

Results LC3B expression in MSCs at protein and mRNA lev-

els peaked after cultured under hypobaric hypoxia condition for

8 hours. And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inhibition of au-

tophagy reduced cell viability while increased Caspase-3 expres-

sion and the incidence of apoptosis. Conclusion Hypobaric hy-

poxia activates autophagy in MSCs, and the activation of autoph-

agy might play a protective role for cell survival.

B131. 芡莲肠安胶囊防治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
者急性肠道移植物抗宿主病疗效观察
石家庄平安医院 王荣孝 庞宇慧 刘金霞 曹建柱 张

娜 翟晓冉 史奎竹 韩石岭 杜红新 李建英 张耀臣

目的 观察芡莲肠安胶囊在防治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allo-HSCT）急性肠道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方面的疗

效。方法 2016年5月至2018年4月在我院接受allo-HSCT

患者60例，供者为患者相关亲属（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随机

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30例）。对照组男17例，女13例，年

龄 7~60 岁，平均年龄（28.5±15.6）岁，其中再生障碍性贫血

13例，急性髓系白血病7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3例，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征3例，慢性髓性白血病2例，多发性骨髓瘤1例，

淋巴瘤1例；HLA全相合7例，HLA半相合23例。观察组男

19例，女11例，年龄7~61岁，平均年龄（27.8±14.1）岁，其中再

生障碍性贫血14例，急性髓系白血病6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3例，慢性髓性白血病4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1例，阵发

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 1例，范可尼贫血 1例；HLA全相合

6例，HLA半相合24例。对照组常规给予他克莫司、霉酚酸

酯、甲氨蝶呤预防GVHD，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芡莲肠安胶

囊。从预处理开始至移植后100 d，观察两组急性肠道GVHD

的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急性肠道 GVHD 发生率为

23.3%，其中Ⅰ/Ⅱ度13.3%，Ⅲ/Ⅳ度10.0%。对照组急性肠道

GVHD发生率为 30.0%，其中Ⅰ/Ⅱ度 16.7%，Ⅲ/Ⅳ度 13.3%。

两组急性肠道GVHD发生率、Ⅰ/Ⅱ度发生率、Ⅲ/Ⅳ度发生率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观察组急性肠道

GVHD发生率、Ⅰ/Ⅱ度发生率、Ⅲ/Ⅳ度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

有下降趋势，说明芡莲肠安胶囊对 allo-HSCT患者急性肠道

GVHD有一定的防治作用。

B132. 挽救性异基因干细胞移植治疗未缓解急性白
血病
兰州军区总医院 葸瑞 白海 王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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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11例初治或复发后经多疗程诱导化疗未缓

解的难治性白血病患者。方法 自2011年至2017年9月我

科确诊并经3~5个疗程化疗病情未缓解或复发后2疗程以上

再诱导失败患者11例，男10例，女1例，年龄12~43岁，骨髓原

始细胞14%~91%，ALL 3例，AML 6例，MDS-RAEB-Ⅱ2例，

行挽救性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急性白血病患者预处

理包括：FLAG方案联合TBI、依托泊甙、蒽环类、环磷酰胺7

例，改良Bu-Cy方案1例，TBI+多药联合（Flu、Ara-C、IDA、Cy）

1例，2例MDS患者采用Flu、Ara-C、IDA、Cy预处理。GVHD

预防采用经典方案：环孢素A+短程MTX，非血缘及单倍型移

植联合ATG，1例单倍型移植采用为PTCy方案。移植方式：

3例单倍型移植为骨髓+外周血干细胞，其余均采用外周血干

细胞，回输 MNC（4.3~11.6）×108/kg，CD34+细胞（1.9~15.0）×

106/kg。结果 移植后15 d至30 d复查骨髓均CR。无病存活

4例，存活期16个月~5年，3例完全植入，1例CML患者急粒

变，单倍型移植后CR。3例完全植入者中2例发生慢性局限

性GVHD，并在治疗中合并肺真菌感染，抗真菌治疗好转。死

亡7例，其中1例移植后30 d混合嵌合，随后自体造血恢复为

CR2，5个月后复发死亡；1例AML-M5患者移植后CR1，混合

嵌合，DLI后完全嵌合，出现重度皮肤、肝脏GVHD死亡；移植

后复发3例，分别于移植后3~8个月治疗无效死亡。1例MDS

患者移植后发生植入不良合并肺部重度感染死亡；最近1例

ALL全相合首次移植后8个月原发病复发，同一供者二次移

植，移植后2个月早期复发，经DLI治疗后达CR3，后合并肺部

感染呼吸衰竭于+136 d死亡。结论 对于原发耐药和复发后

耐药多次联合化疗未缓解患者，强效预处理及异基因干细胞

移植可使大多数患者病情获得缓解，部分患者可长期存活，其

中肿瘤负荷相对较低、一般状况较好的患者移植较顺利、预后

相对较好。但移植移植后复发仍然是威胁患者生命的主要原

因之一。

B133. 造血干细胞移植层流病房护理安全管理隐患
及对策
河南省人民医院 刘世哲

目的 探究造血干细胞移植层流病房在护理安全管理方

面存在的隐患并总结解决对策。方法 以2017年1月至2018

年1月期间在血液内科层流病房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40例

患者作为研究组，以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期间在血液

内科层流病房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40 例患者作为对照

组。研究组采取安全管理对策，对照组未采取安全管理对

策。对比两组的护理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 研究组护理不

良事件发生率为7.5%，对照组为32.5%（P<0.05）。结论 造

血干细胞移植层流病房在护理安全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隐患，

可通过针对性措施防范。

B134. Successful haploidentical ha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 in a patient with DNA ligase

IV deficiency
Children's Hospital Capital Institute of Pediatrics Zeliang

Song, Xiaodong Shi, Tao Hu

Background DNA Ligase IV deficiency syndrome is a

rare autosomal recessive disorder caused by hypomorphic muta-

tions in the DNA ligase IV gene(LIG4). Ha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s a curative treatment for SCID (severe

combined immunodificiency). However, it is a great challenge

to conduct haploidentical ha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

which means higher risk of GVHD. Furthermore, as to LIG4

syndrome, because of the radiosensitivity, conditioning regimes

should not include irradiation. A re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

regimen may give the best possible survival, and reconstitution

of normal immunity and marrow hypoplasia, and alkylating

agents should be avoided.So far, whether the re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 can work and succeed in immune reconstitution is

a problem. Graft failure in transplantation of LIG4 syndrome is

20%-30% and the overall survival is 64% (23/36). Up to date,

there is no alive case of haplo-HSCT in LIG4 treatment, so we

report a successful case with haplo-HSCT program in our hospi-

tal.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1 case with LIG4 was ana-

lyz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The 2- years old boy was pre-

senting with repeated fever, cough, hoarseness,severe oral and

skin ulcer, refractory diarrhea which have no improvement via

antibiotics and IVIG infusion monthly. The patient was found

microcephaly, growth restriction, combined immunodeficiency

with pro- found T- and B- lymphocytopenia and hypogamma-

globulinaemia. On admission, the patient's white blood cell

(WBC) count was (2.72-6.78)×109/L, platelets were (89-103)×

109/L, and hemoglobin was (8.3-8.9) mmol/L. Immunoglobulin

(Ig) levels before transplantation were IgM 0.459 g/L, IgG 3.25

g/L, and IgA 0.067 g/L. Lymphocyte subsets were CD3+ 68.9%,

CD4 + 12.1%, CD8 + 39.6%, CD19 + 0.6%, and NK (CD16/56 + )

28.5% . Blood EBV- DNA was 5.5 × 103copies/ml while CMV-

DNA was 1.0 × 103copies/ml；Mycological examination of dis-

charges on skin ulcers showed positive result. Laryngoscope

shows thicken vocal cords with irregularly proliferated edges.

Brain MRI displayed abnormal strengthening signals in left oc-

cipital lobe. He was confirmed LIG4 gene mutations(c.1347A>

T, p.K449N; C.584- 585insAA, p.1196Sfs*39) by the second

generation sequencing. No matched donor or umbilical cord

blood found, his mother was in lactation, his HLA-haploidenti-

cal (HLA 6/12) father was healthy, making him available as do-

nor and facilitating the decision in favor of transplantion. The

patient was then treated with haploidentical hematopo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aplo- HSCT) by EBMT protocol. That is

conditioning consisted of fludarabine (40 mg/m2/day for 5

days), cyclophosphamide (5 mg/kg/day for 4 days), and Alem-

tuzumab (0.2 mg/kg/day for 5 days). For graft versus host dis-

ease(GVHD) prophylaxis, MMF(15 mg/kg tds) was given on -

1 days, and wean by 25% per week over 4 weeks from day +28;

Tacrolimus (0.01-0.02 mg/kg/d) was given from day -1. Metho-

trexate was given on +1, +3 and +6 days. The patient received

unmanipulated bone marrow 500 ml from his donor, which con-

tained nucleated cells 16.7 × 108/kg, CD34 + cell 8.63 × 106/kg,

CD3 + cell 0.16×108/kg. At the same time, the patient rece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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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s 30ml from his donor, which con-

tained nucleated cells 5.65 × 108/kg, CD34 + cell 4.52 × 106/kg,

CD3+cell 2.41×108/kg. On day +8, 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

ing factor (G- CSF) (5 μg/kg/day) was started and given until

neutrophil more than 0.5 × 109/L. IVIG(400- 500 mg/kg/d) was

given weekly for immune support. Change of chimerism was

shown below. On day + 47, chimerism in peripheral blood

showed B-cell 98.71%, NK-cell 99.02%, T-cell 98.86%, total

98.67% , which achieved complete chimerism and remain sta-

ble. During the transplantation, the patient got various infec-

tions such as CMV, RSV, norovirus and fungi, and recovered af-

ter given anti-infection treatment. AIHA and aGVHD II degree

were found and treated with IVIG, corticosteroid and immuno-

suppressor. 5 months after transplantation, the patient was pre-

senting blurred vision, cytomegaloviral uveitis and retinitis was

diagnosed by fundus examination and aqueous humour CMV

test. After Ganciclovir intraocular injections and nutritional

support, he recovered soon. Now it is 6 month after transplanta-

tion and the patient remains complete chimerism with stable

temperature. Repeat Immunoglobulin (Ig) and lymphocyte sub-

sets show no improvement yet, these may related to infections,

nutrition status and GVHD. Conclusion LIG4 syndrome is an

extremely rare condition characterised by microcephaly, abnor-

mal "bird- like" facial features, neurodevelopmental delay and

immunodeficiencies with radiosensitivity. Ha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immunodeficiency can be curative

but it is not without its complications, and re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 regimens should be utilised, with omission of ra-

diotherapy. EBMT protocol (2012) can be a choice in LIG4 pa-

tients who received haplo-HSCT compare to ATG-based condi-

tioning regimen which may have better effect on NK cell elimi-

nation, reduce conditioning intensity and infection risk. The pa-

tient is treated by haplo-HSCT, which has no successful case re-

ported yet worldwide up to now. There was no severe infection

and GVHD (degree III or IV) happened, achieved complete chi-

merism on +47 day after transplantation. The post-transplanta-

tion course was uneventful with rapid engraftment leading to

complete and stable chimerism.

B135. TMI与TBI在ALL患者造血干细胞移植预处
理中的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程倩文 陆铉 石

威 唐亮 仲照东 武盈盈 陈文兰 游泳 夏凌辉 胡

豫 王华芳

目的 全骨髓照射（TMI）是近年新兴的一种移植预处理

放疗方式，与全身照射（TBI）相比，二者靶区照射剂量相同，

TMI患者正常组织的剂量比靶区减少。本文通过回顾性研

究，对经含TBI、TMI预处理方式进行亲缘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的ALL患者的疗效进行比较。方法 观察对象为2015

年9月-2017年12月期间在武汉协和医院血液科接受亲缘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30例ALL患者，其中19例接受TBI，

11例接受TMI。自患者移植预处理时间起，观察终止时间为

2018年2月28号或患者死亡时间。结果 TMI组所有患者均

获得造血重建，TBI组中1例患者植入不良外，其余18例患者

植入良好。TMI组、TBI组移植后1年OS率分别为90%、74%

（P=0.921）、DFS率均为53%（P=0.691）。TMI组、TBI组复发

率分别为27%、47%（P=0.295），髓外复发发生率分别为9%、

15%（P=0.618），中性粒细胞植入中位时间分别为11 d、10.5 d

（P=0.976），血小板植入中位时间分别为11 d、13 d（P=0.894），

CMV感染发生率分别为45%、68%（P=0.230），间质性肺炎发

生率分别为9%、5%（P=0.698）。结论 本研究中的30例ALL

患者，TMI组与TBI组比较，疗效虽然无明显统计学差异，但

接受TMI处理的患者可能具有更低的复发率和更轻的不良反

应，待扩大样本量进行深入研究。

B136. 预处理方案应用地西他滨的MDS和MDS/

MPN患者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疗效评价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曹易耕 姜尔

烈 姚剑峰 李刚 施圆圆 梁晨 冯四洲 韩明哲

目的 观察预处理方案应用地西他滨的MDS-MPN患者

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的疗效。方法

纳入2015年4月至2018年3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血液学研究所）移植中心接受allo-HSCT的50例初治时诊断

为MDS或MDS/MPN患者，预处理方案中均包含地西他滨。

结果 ①移植时中位年龄45（12~62）岁，移植后中位随访时间

为403（15~1160）d。②除2例患者（4%）外，其余均获得造血

重建，中性粒细胞重建的中位时间为12（10~22）d，血小板重建

的中位时间为14（11~227）d。从预处理到造血恢复，输注血小

板中位数7（2~59）U，输注红细胞中位数16（0~176）U。21例

患者（42%）发生急性GVHD，其中 I/II度 10例，Ⅲ/IV度患者

11例；8例患者发生慢性GVHD，其中局限型 4例、广泛型 4

例。③5例患者移植后复发，2年累积复发率为13.3%（95%CI

5.8%~20.8%），中位复发时间为移植后280（90~392）d，所有患

者均接受移植后化疗或化疗后回输供者淋巴细胞，1例患者进

展为急性髓系白血病死亡，其余4例患者现均无病生存。④5

例患者死亡，中位死亡时间为移植后329（15~632）d，复发死亡

1例，移植相关死亡4例。⑤2年OS率、DFS率分别为83.1%

（95%CI 76.6%~89.6%）、73.6%（95%CI 66.1%~81.1%）。移植

前应用地西他滨总量较多患者的 2 年 OS 及 DFS 率分别为

60.6%、66.7%，均明显低于应用地西他滨总量较少患者（OS率

88.4%，DFS率91.8%）。我们分析了该组患者与淋巴细胞数

量及绝对值，发现这可能与该组患者移植后T细胞水平较高

进而发生较多GVHD有关。结论 预处理方案应用地西他滨

的MDS和MDS/MPN患者接受 allo-HSCT后，不良反应小于

预期，是安全而可行的；移植前应用地西他滨总量较高的患者

具有较高的移植相关死亡率。

B137. 甲氨蝶呤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急性
移植物抗宿主病11例
石家庄平安医院 张耀臣 刘金霞 王荣孝 庞宇慧 曹建

柱 翟晓冉 张娜 李建英 史奎竹 韩石岭 杜红新

目的 分析小剂量短疗程甲氨蝶呤治疗急性GVHD的

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1月至2018年

04月我科11例经甲氨蝶呤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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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GVHD患者的临床资料，男 9例，女 2例，中位年龄 14（7~

37）岁，其中再生障碍性贫血9例，急性髓系白血病2例，供者

为亲缘（父母、子女、兄弟姐妹），HLA全相合1例，HLA半相合

10例，ABO血型相同7例，ABO血型不同4例。预处理方案包

括：ATG+Cy+Flu、TBI+Cy+ATG+Flu+Ara-C+MeCCNU。采

用骨髓加外周血干细胞联合输注，常规给予他克莫司、霉酚酸

酯、甲氨蝶呤预防GVHD。发生急性GVHD后予以甲氨蝶呤

5~7.5 mg每周1次静脉注射，连续应用4周。结果 11例患

者发生急性GVHD，Ⅰ度7例（经甲氨蝶呤治疗后均缓解），Ⅱ
度4例（经甲氨蝶呤治疗后2例缓解，2例效果不明显，经调整

他克莫司用量及加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后缓解）。11例患者

应用甲氨蝶呤均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小剂量短疗程

甲氨蝶呤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Ⅰ/Ⅱ度急性GVHD

安全有效。

B138. 再生障碍性贫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肝静脉闭
塞病临床分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丽

目的 探讨再生障碍性贫血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后

性肝静脉闭塞病（VOD）的发生率、致病因素、临床特征、治疗

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27例接受HSCT的再生障碍

性贫血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27例患者中5例（18.5%）发

生移植后VOD，中位发生时间为移植后 17（14~25）d，其中 4

例为中度，1例为重度。5例患者及时给予以阿替普酶为主的

联合治疗后症状均得到控制，5 例患者均未发生肝脏急性

GVHD，其中2例长期存活，2例患者因移植后严重感染死亡，

1例患者因颅内出血死亡。结论 再生障碍性贫血HSCT后

VOD的发生率略高于文献报道的平均发生率。VOD的发生

可能与移植前肝脏储备功能、移植方式及预处理方案有关。

未发现性别、年龄与VOD发生有关。小剂量普通肝素及多种

保肝药物联合应用能显著降低VOD发生率。早期阿替普酶

应用能显著降低VOD相关死亡率。

B139. 供者淋巴细胞输注预防极高危恶性血液病单
倍型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前瞻单臂观察
性队列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高晓宁 王书红 黄文荣 李菲

李红华 王利军 陈晶 高春记 于力 刘代红

非体外去除T细胞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高危白

血病/淋巴瘤的成熟疗法。复发是导致复发/难治性疾病患者

或携带有高风险基因突变患者（TP53、TET2、DNMT3a等）治

疗失败的主要原因。本研究计划为这些高危患者进行预防性

供者淋巴细胞输注（DLI）以减少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

发的风险。输注物采用G-CSF动员后的外周血造血干祖细

胞。在45例有DLI计划的患者中，最终有31例患者在移植后

中位 77 d时接受了DLI。输注中位CD3+细胞数为 1.8×107/

kg。DLI后，+100 dⅡ~Ⅳ度和Ⅲ/Ⅳ度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的累积发生分别为55.3%、10.2%；2年慢性GVHD和

重度慢性GVHD的发生率分别为52.0%、18.2%；2年非复发性

死亡率、复发率分别为33.1%、32.5%；预测的2年总生存率和

无复发生存率分别为 40.1%、31.9%。高风险基因突变（P=

0.029）、移植前疾病处于未缓解状态（P=0.005）、供者年龄大

于40岁（P=0.043）与DLI后疾病复发相关。在多因素分析中，

移植前疾病处于未缓解状态是复发的独立的危险因素（危险

比4.079，P=0.035）。本研究证实了预防性DLI在单倍型造血

干细胞移植背景下预防高危白血病/淋巴瘤患者复发的可行

性和有效性。

B140.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外周血单核细胞各
亚群的重建规律及与急性GVHD发生的相关性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北京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 刘丹 1,2

常英军 1 黄晓军 1,2

目的 探究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外周

血单核细胞各亚群的重建规律以及不同单核细胞亚群占比与

移植后急性GVHD发生的关系。方法 利用前瞻性队列随访

45例allo-HSCT患者，留取移植后15、30、60、90 d的外周血标

本，同期收集发生急性GVHD时（激素治疗前）与未发生急性

GVHD移植患者的外周血标本各18例。流式细胞术检测各

单核细胞亚群以及根据体外向巨噬细胞极化的表型标记的

M1及M2型单核细胞亚群的数量比例，并探究各亚群与急性

GVHD发生的相关性。结果 ①45例患者移植后15、30、60、

90 d的外周血中，经典型单核细胞（CD14++CD16−）占总单核细

胞比例+15 d时均明显低于其他三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中间型单核细胞（CD14++CD16+）比例各组间无明显差异；非

经典型单核细胞（CD14+CD16+）比例在+30 d时低于其他三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②移植后各时间点的经典型、中间

型、非经典型单核细胞比例与急性GVHD的发生无相关性；③
Ⅱ~Ⅳ度急性GVHD患者（20例）移植后M1（CD68+CCR2+）型

细胞比例与aGVHD的发生无关，+30 d M2（CX3CR1+CD206+）

型细胞以及+30 d、+60 d M2（CX3CR1+ CD163+ CD206+）型细

胞比例均高于未发生Ⅱ~Ⅳ度急性GVHD组（25例）；发生急

性GVHD时（18例）外周血中两种M2型细胞占单核细胞比例

较未发病组（18例）也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外周血单核细胞数量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15 d即重建完成，

但其不同亚群的构成比例在此后仍有改变，经典型单核细胞

比例在+ 30 d 后增长至正常水平；此外，单核细胞中 M2

（CX3CR1+CD206+）以及M2（CX3CR1+CD163+CD206+）型细胞

比例增高可能与急性GVHD的发生相关。

B141. Feasibility of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

tation with a low- dose atg combined with intensi-

fied conditioning regimen in hematological malig-

nancies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Duihong Li,

Nainong Li

Objective To describe clinical outcomes of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UCBT) with a low-dose ATG com-

bined with intensified conditioning regimen in h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out-

comes of 40 patients with h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 receiv-

ing UCBT. Low dose ATG(ATG-F) combined with intensified

conditioning regimen- FABuCy. Hematopoietic re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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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ft related complications and survival were observed.

Results Median time to neutrophil and platelet engraftment

was 18 (11-27) and 31.5 (16-66) days, respectively.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acute GVHD (aGVHD) grade Ⅱ-Ⅳ and exten-

sive chronic GVHD(cGVHD) were 16.5% and 4%, respective-

ly. After a median follow- up time of 9.8 months, Leukemia-

free survival (LFS), nonrelapse mortality (NRM) and relapse

mortality (RM) were 50.9%, 36.2%, 18.7%, respectively. The

2- year probabilities of overall survival in the CR and No CR

groups were 71.5% and 26.9% , respectively (P=0.005).

Conclusions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with a low-

dose ATG combined with intensified conditioning regimen in

h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 is feasible.

B142. CD4+ T细胞和CD8+ T细胞协同并释放 IFN-γ

介导小鼠微移植抗白血病效应
武汉市中心医院 王利

目的 建立急性白血病微移植小鼠模型，评估是否发生

GVHD，研究CD4+ T细胞和CD8+ T细胞、细胞因子包括 IFN-γ

和 IL-4在微移植的抗白血病效应中的作用。方法 以雌性

BALB/c小鼠为受鼠，雄性C57BL/6J小鼠为供鼠，雌性BALB/

c小鼠在微移植前5 d通过尾静脉注射接种WEHI-3细胞，微

移植前4 d开始接受米托蒽醌联合阿糖胞苷方案化疗，在8 h

以内输注C57BL/6J小鼠脾来源单个核细胞，对照组小鼠给予

同等量的生理盐水。分别在移植后第7天和第14天采用流式

细胞术检测雌性BALB/c小鼠外周血的供鼠源的CD3+细胞嵌

合率，3周后对骨髓白血病负荷进行检测。对小鼠是否存在精

神倦怠、活动量变化、食欲下降、腹泻等在实验过程进行观察，

同时记录小鼠的体重变化和早期死亡情况，进行GVHD的评

估，移植后3 d分离受鼠肝脏、肠道、脾脏观察是否存在GVHD

的病理表现。急性白血病受鼠分为8组，每组8只，A组：对照

组；B 组：未动员脾 MNC；C 组：动员脾 MNC；D 组：动员脾

MNC+IL-2；E 组：未动员脾 MNC+Anti-CD4；F 组：动员脾

MNC+Anti-CD4；G组：动员脾MNC+Anti-CD8；H组：动员脾

MNC+Anti-CD4及CD8。流式细胞术检测微移植过程中输入

的CD4+ T细胞和CD8+ T细胞数量，微移植后7 d采集尾静脉

血通过ELISA方法检测 IFN-γ、IL-4的水平。结果 微移植组

小鼠白血病负荷显著下降，移植后第 7 天嵌合率为（0.12±

0.03）%，为微嵌合，第14天嵌合率为0，提示嵌合消失。微移

植后未见早期死亡，未见aGVHD表现。微移植组白血病负荷

较单纯化疗组降低，加入 IL-2进一步降低白血病负荷，IFN-γ

的释放与微移植抗白血病反应有关，治疗反应与输入CD4+ T

细胞数量呈正相关（r=0.722），CD8+ T细胞可以在CD4+ T细

胞辅助下增加 IFN-γ的释放，IL-2 可进一步增加 IFN-γ的释

放。结论 成功建立了急性白血病微移植小鼠模型，初步证

明了微移植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未见明显GVHD发生，

CD4+ T细胞和CD8+ T细胞协同并释放 IFN-γ可能是微移植有

效治疗白血病的重要机制，IL-2有望发展成为进一步提高微

移植疗效的一种方法。

B143. PDA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输血安全管理中
的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周彦 刘贵英

目的 通过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进行输血过程安全管

理，从而提高了患者输血安全性。方法 应用PDA对输血的

各个环节进行管理。结果 PDA的使用明显减少人为因素造

成的输血错误，提高了移植患者输血安全，减少相关纠纷的发

生。结论 PDA在输血安全管理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使输血

流程更加完善、极大地提高了输血的安全性和医护人员工作

效率。

B144. 一例小儿超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护理体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李芳芳

B145. 重型地中海贫血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自
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临床分析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章忠明 李桥川 刘练金 罗

琳 刘容容 范静 赖永榕

目的 探讨重型地中海贫血（TM）患者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allo-HSCT）后并发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AIHA）诊

断、治疗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7年7月至2017年12

月共计 291例TM患者 allo-HSCT后AIHA发生情况。结果

重型TM患者allo-HSCT后AIHA发生率为1.72%。所有合并

移植后AIHA患者直接和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均阳性。非亲

缘 allo-HSCT与同胞移植比较具有较高的移植后AIHA发生

率；1例患者单用糖皮质激素治疗死亡，4例患者采用糖皮质

激素联合利妥昔单抗治疗有效。结论 重型TM患者 allo-

HSCT后AIHA发生率为1.72%，非亲缘 allo-HSCT有较高的

移植后AIHA发生率，利妥昔单抗联合糖皮质激素是治疗重

型TM患者移植后AIHA的有效方法。

B146. 清肿瘤性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用于高危/难
治/复发白血病的临床观察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闫蓓

目的 高危、难治及复发白血病患者的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allo-HSCT）移植后复发率高达60%~80%。因此我们采用

清肿瘤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尽可能地清除微小残留病，降

低移植后复发率。本研究对137名高危、难治、复发白血病患

者的临床疗效进行分析。方法 2009年4月至2016年10月

接受allo-HSCT的137例高危、难治、复发白血病患者，其中男

74例，女63例，中位年龄28岁。结果 ①植入和供者嵌合：

137例患者造血干细胞全部植入成功，中性粒细胞植入平均时

间为8.5 d，血小板植入平均时间为14 d，移植后1个月复查患

者嵌合体均为100%供者型。②预处理不良反应：137例患者

均能较好的耐受预处理。35例患者出现Ⅲ/Ⅳ级胃肠道不良

反应，其中25例为预处理含TBI方案者，5例患者出现Ⅰ级肝

脏不良反应，余102例均为0~Ⅱ级不同程度的胃肠道不良反

应，经过对症处理可缓解。未发生心脏、肾脏等其他重要脏器

功能异常和预处理相关死亡。③GVHD发生情况：137例患

者中27例（19.71%）发生Ⅲ/Ⅳ度急性GVHD，39例（28.46%）

发生慢性GVHD，其中广泛型cGVHD 9例（6.6%）。④移植相

关并发症：淋巴系统增殖性疾病（PTLD）3例（2.2%），血栓性微

血管病变（TMA）2例（1.5%）。⑤生存和复发：移植后随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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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个月，105例（76.6%）存活至今。32例（23.4%）死亡，其中11

例（8.0%）死于感染，6例（4.4%）死于GVHD，15例（10.9%）死

于复发。137例患者1年及2年OS率分别为82.5%和76.7%。

结论 针对高危、难治、复发白血病患者采用清肿瘤性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明显降低复发率，且不增加并发症发生率。

B147. 心灵瑜伽护理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心理状
态及负面情绪的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徐丽 张秋

会 解文君

目的 了解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心理状况，通过心灵

瑜伽护理减轻患者的不良心理反应，使患者积极配合治疗，获

得更好的疗效。方法 选取我科2018年1月至2018年7月进

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6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30例和试验组

30例。移植前2周采集患者的一般资料，并采用SCI-90（症状

自评量表）和PSQI（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评估患者的心理及

睡眠状况，入仓后对照组予以一般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及

基础的心理护理，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进行予以心灵瑜

伽护理，即通过音乐疗法、阅读疗法、冥想等综合干预，干预时

间为预处理第 1天、回输当天、+7 d、+14 d，出仓前再次评估

SCI-90和PSQI。结果 干预前两组的SCI-90、PSQI评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试验组SCI-90总分及各因

子分显著低于干预前及对照组（P<0.05），对照组干预前后总

分及各因子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试验

组PSQI评分显著低于干预前及对照组（P<0.05），对照组干预

前后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移植期

间予以心灵瑜伽的干预能缓解患者的心理问题，改善睡眠质

量，促进医护患合作，提高患者依从性。

B148. 集束化干预联合应用口腔溃疡含漱液对造血
干细胞移植患者口腔黏膜炎的预防效果观察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张秋会 徐

丽 解文君

目的 探讨集束化干预联合预防性使用口腔溃疡含漱液

对口腔黏膜炎（OM）的疗效。方法 选取2018年1月-2018

年7月应用口腔溃疡含漱液的40例患者为试验组，选取2017

年6月-2017年12月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40例患者作为对

照组。对照组予以一般口腔护理常规，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予以集束化干预，同时从预处理阶段预防性使用口腔溃

疡含漱液。采用OM（WHO）分级标准及Wang-Baker笑脸量

表，观察统计两组OM的发生率、发生时间、严重分级、持续时

间、疼痛分级及患者满意度。结果 试验组患者OM的发生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且发生时间晚，严重分级低，持续时间短，

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患者对护理工作

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即集束化干预联

合应用口腔溃疡含漱液可有效预防OM的发生，减少患者痛

苦，值得推广。

B149.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预处理期间漱口指导预
防口腔溃疡的护理体会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刘欣 徐丽

解文君

目的 分析干细胞移植患者预处理期间口腔溃疡的发生

原因，制定适合的漱口方式，达到预防口腔溃疡的目标。方法

选取我院2017年1月-2017年12月治疗的120例移植患者，

总结发生口腔溃疡的发生率、口腔溃疡的特征、患者不配合漱

口的原因，并进行每日的口腔护理，观察患者的口腔黏膜变化

并详细记录，咽拭子检查，给予复方氯已定溶液和碳酸氢钠溶

液交替漱口、帮助解决患者心理恐惧的同时给予有效的漱口

指导。按照床号排序前组为试验组，后组为对照组，每组各

60例。对照组采用传统的全面均衡漱口方法，试验组采用分

期分段漱口法，按照预处理、骨髓抑制期，饭前、饭后，外用盐

水、碳酸氢钠溶液漱口水、复方氯已定漱口水给予针对性的指

导，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口腔黏膜炎分级，观察两组患者

移植后口腔黏膜的完整性。结果 本组60例造血干细胞移

植患者出现口腔溃疡6例，发生率为9.6%，经积极有效的指导

和护理，本组6例患者口腔溃疡得到有效的控制。结论 口

腔溃疡是造血干细胞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通过给予患者精

心的口腔护理及有效的漱口指导，可以有效的降低其发生率

及严重程度，减轻患者的痛苦，保证整个骨髓移植过程顺利

进行。

B150.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急性
脱髓鞘性脊髓病一例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邢丽娜 王福旭 张学军 王颖

牛志云

患者，男，20岁，确诊为Ph－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标

危），经诱导化疗达CR，给予2疗程巩固化疗后监测MRD持

续阳性，后行父供子HLA 7/10相合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

移植后持续口服环孢素A抗排异治疗，监测骨髓象及MRD持

续阴性，无GVHD表现。患者移植后10个月出现进行性四肢

麻木及双下肢无力，无其他系统伴随症状，根据临床表现、骨

髓、脑脊液及MRI检查等相关结果，除外中枢神经系统复发、

感染、GVHD、TMA及药物因素，诊断为急性脱髓鞘性脊髓

病。给予大剂量糖皮质激素、静脉丙种球蛋白冲击及利妥昔

单抗等免疫抑制治疗，患者临床症状逐渐好转，MRI结果改

善，随访1年无复发。

B151. 二次移植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
急性白血病五例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学

科实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 蔺思佳 张诚 刘耀 高蕾 高力 孔佩艳 张曦

目的 回顾性分析在我科进行二次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allo-HSCT2）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的5例急

性白血病患者的疗效。方法 分析我院5例高危及难治/复发

急性白血病患者（AML 4例，MAL 1例）清髓性allo-HSCT2的

临床过程及转归，并探讨allo-HSCT2前缓解状态、供者选择、

预处理方案等对造血重建、移植疗效、移植相关并发症、非复

发死亡（NRM）的影响。结果 患者二次移植后的中位随访

时间为13（3~62）个月，5例患者均达到完全供者植入。1例发

生 I 度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经常规处理后治愈。

1例MRD阳性的患者二次移植后3月余因髓外（乳腺）复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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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治疗死亡；1例患者allo-HSCT2后骨髓复发（骨髓细胞学

7.5%，MRD阴性），经DAC+化疗+NK细胞输注后缓解，目前

定期治疗和随访中；其余3例患者随访期超过1年均无复发。

5例患者均未观察到严重的移植相关并发症，无移植相关性死

亡。结论 二次移植对allo-HSCT后复发的急性白血病患者

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手段。allo-HSCT2前骨髓达到完全缓解且

MRD阴性的患者预后较好，MRD阳性或骨髓未缓解仍然是

二次移植后再次复发的危险因素；二次移植对髓外复发的防

范作用依然有限。

B152. 精细化管理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中心静脉
置管护理中的应用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樊婷 孙春红 杨佩

目的 探讨精细化管理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中心静脉

置管（CVC）护理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调查西安交通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CVC使用过程

中的常见并发症及影响因素，应用精细化管理模式，针对根本

原因，不断改进使用过程中的存在问题，规范CVC置管及维

护流程。结果 实施精细化管理模式后，造血干细胞移植患

者CVC堵塞率从10%降到1.5%，静脉炎发生率从8.2%降到

1.2%。结论 将精细化管理理念应用与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

CVC的护理中，护理人员的管理意识、安全意识、服务意识明

显增强，大大减少了导管堵塞、感染等并发症。

B153. 比较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与同胞HLA全相
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多中
心回顾性研究
1.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

实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

中心；2.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总医院；3.贵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血液科；4.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5.成都军区总

医院；6.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7.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8.陆

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院卫生统计学系 曾韫璟 1 王三

斌 2 王季石 3 刘利 4 苏毅 5 陆志祥 6 张学美 7 张彦琦
8 钟江帆 1 彭利辉 2 卢英豪 3 高蕾 1 张曦 1

目的 比较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与同

胞 HLA 全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SAA）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连续搜集从 2006年 1月至

2015年12月，中国西部7个移植中心接受HLA相同和haplo-

HSCT的189例SAA患者。本研究采用倾向评分匹配（PSM）

来减少潜在混杂因素的影响。基于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计算

指示每个患者的HLA状态的倾向得分。在该模型中，因变量

是二分变量[HLA状态（相同或半相合），并且两组之间的不平

衡变量作为协变量（患者和供者年龄、预处理方案和GVHD预

防）。HLA相同组中的患者与HLA单倍型相合组匹配，采用1

∶1最近邻匹配法，卡尺宽度为0.2。结果 haplo-HSCT组的5

年预期总生存率（OS）为72.0%，全相合组为76.5%（χ2=2.044，

P=0.153）。造血重建的中位时间和急性、慢性GVHD的发生

率无统计学差异。haplo-HSCT组5年细菌和真菌感染累积发

生率高于全相合组（68.2%对36.7%，χ2=5.365，P=0.021），两组

1年CMV感染累积发生率没有差异。在亚组分析中，haplo-

HSCT组40岁以上患者的预后差于40岁以下患者和40岁以

上全相合患者。结论 对于年龄小于40岁的SAA患者来说，

haplo-HSCT可以作为无HLA全相合同胞供者时的替代选择。

B154. 大剂量化疗联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淋
巴瘤40例疗效观察
安徽省肿瘤医院 封媛媛 丁凯阳 王翠翠 胡茂贵 曹琳

琳 范丹丹 周晨阳 宋浩 吴国林 徐强 明静

目的 观察大剂量化疗联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

HSCT）对于淋巴瘤的临床疗效。方法 以 2013 年 3 月至

2018年2月在安徽省肿瘤医院行auto-HSCT的40例恶性淋巴

瘤患者为研究对象，霍奇金淋巴瘤（HL）4例，非霍奇金淋巴瘤

（NHL）36例。采用依托泊苷+G-CSF方案动员外周血干细

胞。预处理采用BEAM、CBV及BEAC方案。结果 40例患

者外周血干细胞采集数量均足够，未出现移植相关死亡。中

性粒细胞和血小板植入时间分别为 10（7~17）d、12（6~25）d。

中位随访时间15（1~53）个月，无进展生存（PFS）率为72.5%，

总生存（OS）率为 82.5%。移植前达完全缓解（CR）的患者

auto-HSCT预后良好；IPI评分大于2分的患者 auto-HSCT预

后不良。结论 auto-HSCT对改善中高危恶性淋巴瘤患者的

预后有显著的意义。

B155. CAR-T细胞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应
用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刘俊 谭栩 马影影 王买红 刘耀 高蕾 高力 孔

佩艳 张诚 张曦

目的 探讨CAR-T细胞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

HSCT）中的应用。方法 采用 CAR-T 细胞治疗桥接 allo-

HSCT治疗5例难治复发B-ALL患者；将CAR-T细胞治疗加

入2例难治复发的B-ALL患者的移植预处理；针对预后差的

3例B-ALL患者，在 allo-HSCT后预防性输注CAR-T细胞治

疗。结果 5例难治复发的B-ALL，采用CAR-T细胞治疗后

达到完全缓解后成功进行 allo-HSCT，目前随访1~6个月，疾

病仍然处于完全缓解，未发生严重细胞因子风暴；在移植预处

理中的2例患者均造血重建，完全植入，目前疾病处于完全缓

解。预防输注的患者随访1~4个月，疾病处于完全缓解，植活

率100%，CAR-T细胞持续存在，无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生，无严

重细胞因子风暴发生。结论 CAR-T细胞在allo-HSCT中安

全有效，值得推广应用，但需要进行大样本、多中心临床研究。

B156.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肝窦阻塞综合征三例
石家庄平安医院 张娜 王荣孝 庞宇慧 曹建柱 刘金

霞 翟晓冉 史奎竹 韩石岭 杜红新 李建英 张耀臣

例1，男，35岁，急性髓系白血病，供者为弟弟，血型O+供

O+，HLA 5/10相合，预处理方案为FrTBI+Cy+ATG+Ara-C+

Flu+MeCCNU，采用骨髓加外周血干细胞联合移植，单个核细

胞（MNC）13.55×108/kg，CD34+细胞10.22×106/kg，+12 d造血

重建。+27 d出现右上腹疼痛，随后出现肝大、体重迅速增加>

2%，+31 d确诊肝窦阻塞综合征，调整治疗方案，+45 d因多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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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功能衰竭死亡。

例2，男40岁，慢性髓性白血病急髓变，供者为姐姐，血型

O+供O+，HLA 10/10相合，预处理方案为Bu+Cy+ATG+Ara-C+

Flu+MeCCNU，采用骨髓加外周血干细胞联合移植，MNC

8.97×108/kg，CD34+细胞4.27×106/kg，+12 d造血重建。+28 d

出现腹胀，体重迅速增加>2%，B超“腹水，门静脉、脾静脉内

未见血流信号，门静脉官腔内低回声、肝大”，总胆红素>34.2

μmol/L，诊断肝窦阻塞综合征。给予少量多次输注新鲜冰冻

血浆、利尿、减停免疫抑制剂、保肝、对症治疗，肝窦阻塞综合

征痊愈。

例3，女，44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供者为哥哥，血型

O+供O+，HLA 10/10相合，预处理方案为Cy+ATG+Flu，采用骨

髓加外周血干细胞联合移植，MNC 13.87×108/kg，CD34+细胞

12.19×106/kg，+11 d造血重建，+62 d体重迅速增加>2%，腹水，

总胆红素36.7 μmol/L，诊断肝窦阻塞综合征。治疗同例2，肝

窦阻塞综合征痊愈。

B157.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慢性粒-单核细胞
白血病的单中心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施圆圆 何

祎 张桂新 翟卫华 马巧玲 庞爱明 杨栋林 张荣莉

魏嘉璘 姜尔烈 韩明哲 冯四洲

目的 评估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慢

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CMML）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

接受allo-HSCT的19例CMML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同胞全

相合移植13例，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5例，非亲缘全相合移

植1例。结果 2例患者于移植后早期死亡未获得造血重建，

余17例患者均获得粒细胞重建，中位植入时间为14（11~18）

d，其中15例患者获得粒细胞、血小板重建，血小板中位植入

时间为15（12~70）d。8例患者发生急性GVHD（5例Ⅰ度、3例

Ⅱ度~Ⅳ度）；8例患者发生慢性GVHD（5例为广泛型）。急性

GVHD、慢性GVHD累积发生率分别为（47.1±12.1）%、（49.6±

12.9）%。10例（52.6%）患者移植前脾脏明显肿大，6例移植后

死亡；10例患者中有8例移植后复查超声，脾脏无明显缩小的

4例患者均死亡，而明显缩小的4例患者均存活。中位随访时

间31（6~68）个月，3年总体生存率（58.2±12.5）%、无病生存率

（36.3 ± 14.0）%、累积复发率（39.9 ± 19.0）%、非复发死亡率

（37.0±12.6）%。结论 allo-HSCT能改善CMML患者的长期

生存；移植前脾脏明显肿大及移植后脾脏无明显缩小可能是

预后不良因素。

B158. Comparable outcomes afte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rom mother donors and

matched unrelated donors in patients with hemato-

poietic malignancies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Rui Ma, Xiaojun Huang, Lanping Xu, Kaiyan Liu, Xiaohui

Zhang, Chenhua Yan, Wei Han, Fengrong Wang, Yuhong Chen,

Huan Chen, Yao Chen, Jingzhi Wang, Yu Wang

Objective Haploidentical transplantations have

achieved comparable survival as matched unrelated donors

(URD). Current opinions on donor selection in haplo- HSCT

consider young males as preferred and mother donors as avoid-

ed. Comparison between mother donor and URD would add

further information for donor selection between HID and URD.

Methods Outcomes in mother donor and unrelated donor

HSCT were compared by a retrospective study. Results Both

2-year overall survival and 2-year leukemia-free survival were

comparabl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74.8% vs 72.9% , P=

0.937; 71.7% vs 67.0%, P=0.580). Higher incidences of grade

2 to 4 aGVHD and cGVHD were observed in the mother donor

group than that in the URD group (43.5% vs 14.0%, P=0.001;

58.8% vs 37.1%, P=0.013). The 2-year cumulative incidences

of relapse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mother- donor

group (7.6% vs 20.9%, P=0.036).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suggest mother donors could achieve comparable survival to

unrelated donor transplantations, and exhibited decreased rates

of relapse but increased rates of GVHD, indicating mother do-

nors could be chosen in lack of ISD/URD donors.

B159.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

tation for severe acquired aplastic anemia: a nest-

ed case- control comparison study of post- trans-

plant cyclophosphamide included regimen vs Anti-

thymocyte globulin &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

based regimen
1.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2. Xiangya Hospita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3.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

ochow University; 4.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5.

Nanf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6.

Xieh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8.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n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9.

Changhai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

versity; 10.Xinqiao Hospital affiliated to Third Military Medi-

cal University; 11.Lanzhou Military Area General Hospital; 12.

The Military General Hospital of Beijing PLA; 13.Nanfang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14.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Lanping Xu1, Bin Fu2, Wenjing Wang1, Yajing Xu2, Depei Wu3,

Shunqing Wang4, Qifa Liu5, Linghui Xia6, Shunqing Gao7, Ming

Jiang8, Jianmin Wang9, Xi Zhang10, Hai Bai11, Huiren Chen12,

Chunfu Li13, Xiaojun Huang1, 14

Objective In China, haploidentical allogeneic hemato-

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aplo-HSCT) for severe aplas-

tic anemia (SAA) commonly involves the use of an anti-thymo-

cyte globulin (ATG)/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 ting factor

(G- CSF)- based protocol. The post- transplant cyclophospha-

mide (PTCY) regimen has emerged as an alternative strategy re-

cently. Therefore, our study was designed to compare the PT-

CY-included and ATG/G-CSF protocols for haplo-HSCT in pa-

tients with acquired SAA. Methods We conducted a 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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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nested case- control study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

nese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Registry (CBMTR). 325 pa-

tients from 13 center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SAA and un-

derwent haplo-HSCT were initially enrolled. Enrollment began

in March 2013 and ended in July 2017. Of these, 37 cases had

undergone the PTCY regimen. Twenty cases had undergone the

PTCY regimen without any dose of ATG, and this group was

designated the PTCY group. For each of 20 patients who had re-

ceived PTCY haplo- HSCT, 4 patients,who met the following

criteria: age at the time of the HSCT (± 5 years) and year of the

HSCT (± 2 years, risk- set sampling),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patients re ceived ATG/G-CSF haplo-HSCT. One hundred

patients were enrolled. Results After a median follow- up

time of 257(99-785) d in PTCY group and 780 (106-1554) d in

ATG/G-CSF group, the PTCY group showed delayed myeloid

engraftment [16(13-20) d vs 12(9-31) d, P<0.001] and potential

inferior overall survival [(44.5 ± 31.7)% vs (86.5 ± 4.0)% , P=

0.472; HR=0.147 (0.026-0.828), P=0.030] and failure free sur-

vival [(41.9 ± 29.9)% vs (85.3 ± 4.2)% , P=0.306; HR=0.167

(0.030- 0.937), P=0.042]. For patients with SAA, the haplo-

HSCT ATG/G-CSF regimen is comparable to the haplo-HSCT

PTCY regimen in the CI of GF [(5.6±0.3)% vs (2.5±0.03)% re-

spectively, P=0.556] and preventing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The CIs of grades II- IV aGVHD in PTCY and ATG/G- CSF

group patients were (15.0±0.67)% vs (32.5±0.28)% (P=0.111),

respectively, for cGVHD were (27.9±3.07)% vs (24.6±0.28)%

(P=0.754), and for extensive cGVHD were (5.9 ± 0.35)% vs

(2.7±0.04)% (P=0.400), respectively. In the multivariate analy-

sis, the PTCY group was not found to be superior for prevent-

ing grades II- IV a GVHD [HR=0.470 (0.03- 3.03), P=0.427].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infection was proved between the 2

groups. The ICs of early cytomegalovirus (CMV) viremia in

PTCY and ATG/G-CSF group patients were (60.0±1.3)% and

(53.8±0.3)% (P=0.950), of early bacterial infection, were (5.0±

0.25)% and (11.3 ± 0.12)% , P=0.397, and of early fungal

infection were 0% and (7.6 ± 0.08)% , P=0.20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s With faster myeloid engraftment and better over-

all and failure free survival, the haplo-HSCT ATG/G-CSF regi-

men is potentially superior to the PTCY haplo-HSCT regimen.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ies are required.

B160. 低剂量抗胸腺细胞球蛋白联合移植后低剂量
环磷酰胺预防单倍型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移植
物抗宿主病：前瞻性II期临床试验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杨隽 姜杰玲 蔡宇 李肃 万理

萍 朱骏 刘慧霞 邵珊 白海涛 王椿 宋献民

目的 评估低剂量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5 mg/kg）

联合低剂量移植后环磷酰胺（PTCy）（50 mg/kg）预防单倍型外

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PBSCT）后急性GVHD的效果。

方法 入组32例血液肿瘤患者。中位年龄37（20~62）岁，男

18例，女14例，其中原发性急性髓系白血病22例，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5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EB II）3例，慢性

粒-单核细胞白血病2例。除3例年龄大于55岁的患者外，其

余患者均采用清髓性预处理方案。结果 除1例患者出现原

发性植入失败，其余患者均完全植入。中性粒细胞植入中位

时间12（9~20）d，血小板植入中位时间16（12~25）d。移植后

100 d内Ⅱ~Ⅳ度急性GVHD、III/IV度急性GVHD的发生率

分 别 为 19.4%（95% CI 5.5% ~33.3%）、6.9%（95% CI 0~

16.3%）。6个月内慢性GVHD发生率为18.8%（95%CI 3.9%~

33.7%）。1 年累积复发率为 25.1%（95%CI 7.3%~42.9%）。

1 年无病生存率（DFS）、总生存率（OS）分别为 59%（95%CI

33.3%~84.7%）、78.4%（95%CI 63.0%~93.8%）。180 d内累积

CMV 病毒和 EB 病毒激活率分别为 37.5%（95%CI 19.8%~

55.2%）、40.6%（95%CI 22.6%~58.6%）。结论 低剂量ATG

联合移植后低剂量PTCy预防haplo-PBSCT后急性GVHD发

生具有显著疗效。

B161. 减低强度预处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骨髓纤维化10例
上海市虹口区第一人民医院 刘慧霞 杨隽 姜杰玲 蔡

宇 万理萍 吴琳 邵珊 王椿

目的 评价减低强度预处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allo-HSCT）治疗骨髓纤维化（MF）患者的疗效。方法 回顾

性分析接受 allo-HSCT 的 10 例 MF 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全部10例患者中男6例、女4例，中位年龄为28.5（22~54）岁。

采用以氟达拉滨+白消安+全身照射（FB+TBI）为主的预处理

方案。9例患者移植后获得造血重建，粒细胞、血小板的中位

植入时间分别为13.5（10~22）d、16.5（13~40）d。4例患者发生

急性GVHD，5例患者发生慢性GVHD。中位随访时间17（6~

109）个月，预期 3 年总生存率为（90.0±8.5）%。1 例患者死

亡。结论 采用以氟达拉滨/白消安+全身照射为主的减低强

度预处理allo-HSCT是治疗MF的有效方法。

B162. 脐血嵌合状态监测在单倍型联合脐血干细胞
移植中的临床价值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小蕊 赵初娴 蒋瑛 秦尤文

目的 研究脐血嵌合状态监测在单倍体联合脐血干细胞

移植中的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5年 9月至

2018年5月亲缘单倍型联合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75例血液

病患者临床资料。观察移植后14、28、45 d骨髓单个核细胞中

脐血干细胞嵌合比例、脐血干细胞数量、活力、造血重建、急性

GVHD程度等因素之间的相关性，探讨脐血嵌合率检测在单

倍体联合脐血干细胞移植中的意义。结果 男 53例，女 22

例，中位年龄36岁（14~66）岁，71例获得造血重建，中性粒细

胞植入中位时间为13 d，血小板植入中位时间为14 d，+14 d脐

血嵌合率 0.78%（0~12.6%），+28 d脐血平均嵌合率 2.2%（0~

92%），+45 d脐血平均嵌合率为0。+14、+28 d脐血干细胞嵌

合率与以下因素均无相关性：患者性别（P=0.388，P=0.388）、

脐血供者性别（P=0.452，P=0.785）、脐血有核细胞数（P=

0.183，P=0.238）、CD34+细胞数（P=0.255，P=0.238）、细胞活力

（P=0.259，P=0.570）、脐血与受者 HLA 匹配度（P=0.955，P=

0.175）、急性GVHD程度（P=0.730，P=0.352）、供者粒系植入

时间（P=0.255，P=0.711）、巨核系植入时间（P=0.134，P=

0.643）、供者干细胞嵌合率（P=0.439，P=0.061）、总体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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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625，P=0.082）。结论 单倍型联合脐血干细胞移植后，

脐血嵌合比例对于评估患者急性GVHD程度、判断供者移植

物植入、排斥和疾病预后等均无临床价值，无需单独监测。

B163. 去除+11天甲氨蝶呤方案预防同胞相合供者造
血干细胞移植后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上海市虹口区第一人民医院 刘慧霞 邵珊 姜杰玲 杨

隽 万理萍 白海涛 李肃 王椿 宋献民

目的 探讨去除+11 d甲氨蝶呤（MTX）急性GVHD预防

方案在同胞相合供者异基因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

PBSCT）中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

至2017年8月接受同胞相合 allo-PBSCT治疗的32例患者临

床资料，GVHD预防方案：环孢素A+MTX（15 mg/m2第1天，

10 mg/m2第3、6天）。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14（7~30）个月，32

例患者均获得造血重建。可评估患者中性粒细胞、血小板中

位植入时间分别为13（11~18）d、16.5（14~36）d。急性GVHD

总体发生率为 40.6%，Ⅱ~Ⅳ度急性 GVHD 为 25.0%。慢性

GVHD 总体发生率为 48.3%，轻度 13.8%，中度 20.7%，重度

17.2%。移植后30 d内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为40.6%，Ⅲ~Ⅳ
度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为18.8%。相比采用标准MTX预防

方案的研究结果，重度口腔黏膜炎发生率显著降低（P<0.5），

而急性GVHD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去除+11 d MTX

预防方案可明显降低口腔黏膜炎发生率，Ⅱ~Ⅳ度急性GVHD

发生率未升高。

B164.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高龄髓系肿瘤30

例临床分析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杨隽 蔡宇 姜杰玲 万理萍 白海

涛 朱骏 李肃 宋献民 王椿

目的 评估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高

龄髓系肿瘤患者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年 9月至

2017年9月接受allo-HSCT的30例50岁以上髓系肿瘤患者的

临床资料。移植时仅有6例患者完全缓解，其余均为治疗后

未缓解。供者来源：亲缘全相合（MRD）12例，非血缘全相合

（MUD）6例，单倍体相合12例。18例患者采用了减低剂量预

处理（RIC）方案，12 例采用了清髓性预处理（MAC）方案。

结果 5例患者在预处理早期死亡，24例患者顺利植活，粒细

胞中位植活时间为14（10~18）d，血小板中位植活时间15（10~

19）d。6例患者发生急性GVHD，均为Ⅱ度，占可评估患者的

25%。8 例（32%）患者发生慢性 GVHD，其中中/重度 2 例

（8%）。发生CMV血症7例，肺部感染7例，带状疱疹5例，治

疗后好转，没有因感染而死亡的患者。中位随访7（0.5~38）个

月，存活 21 例，预计 2 年总生存（OS）率为 62.5%（95% CI

39.2% ~85.8%），无白血病生存率（LFS）为 59.2%（95% CI

26.9%~91.5%）。单因素分析显示，移植时的合并症指数是影

响OS的唯一因素。结论 allo-HSCT可以改善高龄髓系肿瘤

患者的生存。

B165. Analysis of infection related factors in 95 cas-

es with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

plantation—from the single center of northwest

China
Lanzhou General Hospital, Lanzhou Command Min Guo, Wu

Tao, Bai Hai, Wang Cunbang, Xi Rui, Pan Yaozhu, Zhang Qian,

Zhou Jinmao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infection status of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 HSCT) in north-

west China. Methods It was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of the

clinical data and infection status of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with allo-HSCT from July 1, 2014 to June 30, 2018 in the de-

partment of hematology, Lanzhou General Hospital, Lanzhou

Command. Results Altogether 95 patients, including 57

males and 38 females, median age 25(8- 57) years old, 71 of

them had 149 times infection. Bacterial infection occurred fre-

quently, accounting for 68.02%. The main infection sites were

blood flow and lower respiratory tract, accounting for 35.71%

and 28.57% respectively. The main pathogens were escherichia

coli, klebsiella pneumoniae and fecal coccus pneumoniae, ac-

counting for 12.5%, 10.7% and 10.7% respectively. When the

donor or the recipient was a non-active HBsAg carrier, the par-

allel infection can be blocked by effective programs. Through

the single factor analysis, age, gender, type of transplant pa-

tients for recipients, the source of stem cells, the conditioning

reginem, using ATG or not, number of transplanted stem cells,

the median time of neutrophils engrafment, using Basiliximab

or not, time of using glucocorticoid, GVHD, were all not inde-

pendent risk factors of infection. Whereas, the systemic radio-

therapy and survival situation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nfec-

tion.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fungal infec-

tion between fluconazole, posaconazole, fluconazole and carbo-

phenine. The time of using glucocorticoid was not necessarily

related to fungal infection. The greater the proportion of antibi-

otic use in hospital days, the greater the risk of death.

Conclusion Infection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after allo-

HSCT, and systemic radiotherapy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infection, patients with infection have a high mortality rate.

B166. 小剂量地西他滨联合丙戊酸用于恶性血液病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维持治疗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郭荣 刘佳 程倩倩 董振坤 王

海琼 姜中兴 谢新生 万鼎铭 曹伟杰 邢海洲 孙玲

孙慧

目的 探究小剂量地西他滨（Dec）联合丙戊酸（VPA）用

于恶性血液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维持治疗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方法 试验组共纳入24例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的恶性血液病患者（AML 12例，ALL 5例，MDS 3例，NHL

1例，CLL 1例），于+50 d后给予小剂量Dec（10 mg/d）联合丙

戊酸（VAP）维持治疗，选取同期移植后未施行该治疗措施的

24例患者为对照组（AML 14例，ALL 6例，MDS 3例，NHL 1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复发率、GVHD 发生率、无病生存率

（DSF）和长期生存率（OS），并评估该方案的安全性。结果

试验组（24例）和对照组（24例）的累积复发率、DSF率、OS率

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剔除移植时未达完全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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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强行移植）患者后，试验组（21例）的1年累积复发率低

于对照组（22例）（9.1%对 16.7%，P=0.04），1年OS率分别为

89.7%、76.6%（P=0.196），1年DSF率分别为80.7%、72.5%（P=

0.128）。试验组5例ALL中1例复发，对照组6例ALL中5例

复发。试验组2例伴TP53异常的淋系肿瘤患者无病生存分

别达22个月和9个月。试验组和对照组急慢性GVHD的发生

率无明显差异（P>0.05）。试验组仅1例患者发生3/4度骨髓

抑制。试验组7例发生移植后不明原因血小板减少，Dec的反

应率为100%，治愈率为87.5%。结论 移植后小剂量Dec维

持治疗可降低CR状态下恶性血液病患者的复发率，而对于移

植时未达CR（强行移植）患者，我们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

来防止复发。小剂量Dec维持治疗具有预防ALL移植后复发

的潜力且可能适用于伴TP53基因异常的患者。小剂量Dec

维持治疗不增加GVHD发生率，血液学毒性小且适用范围广

泛。小剂量Dec可治疗移植后不明原因的血小板减少。

B167. Upfront treatment for severe aplastic ane-

mia in adult: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

tion from matched unrelated versus matched sib-

ling donor
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Guangzhou Medical Uni-

versity Shunqing Wang, Yuping Zhang, Wenjian Mo, Liangli-

ang Wu, Ming Zhou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of matched unrelated donor

(MUD)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 up-

front without prior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IST) in adult

(older than 17 years) severe aplastic anemia (SAA), we retro-

spectively compared the outcomes of adult with SAA who re-

ceived HSCT from unrelated (n=26) to matched sibling donor

(MSD) (n=83), or IST with antithymocyte globulin and ciclo-

sporin (n=46), between November 2012 and June 2018. The

median durations for myeloid engraftment in the MUD cohorts

were 11 (8- 15) and 11 (6- 33) days,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MSD cohort, recipients from first-line MUD transplan-

tation had more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graded II-IV aGVHD

[(16.1 ± 6.8)% vs (9.8 ± 5.1)% , P=0.03], but similar III- IV

aGVHD [(7.7 ± 5.3)% vs (5.9 ± 3.4)% , P=0.34] and cGVHD

[(8.4±3.2)% vs (6.2±4.6)%, P=0.15]. The three-year estimated

overall survival (OS) in the upfront unrelated transplantation

was 96.0 ±3.9% compared to (90.6±4.0)% in the MSD group

(P=0.56) and (93.5 ± 3.6)% in the IST group (P=0.65). Three-

year failure-free survival (FFS) in the upfront unrelated cohort

was (91.6±4.9)% compared to (85.9±5.1)% in MSD group (P=

0.62), and (52.5 ±8.6)% in the IST group (P<0.05). Those data

show that matched unrelated donor transplantation had compa-

rable results for OS and FFS to MSD transplantation, and supe-

rior to IST in adult SAA.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dicated that

matched unrelated donor could be considered as upfront treat-

ment in adult who lack MSD.

B168. Classifying AML patients with FLT3-ITD in-

to high- risk and low- risk relapsed patients based

on pre-transplantation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de-

termined by multiparameter flow cytometry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Xiaosu Zhao, Zhidong

Wang, Guorui Ruan, Yingjun Chang ,Yu Wang,Xiaohui Zhang,

Lanping Xu, Xiaojun Huang

In this study, using multiparameter flow cytometry

(FCM),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prior to transplantation (pre-MRD) on the transplant outcomes

of AML patients with fms-related tyrosine kinase 3 (FLT3)-

internal tandem duplication (ITD) mutation. A total of 20 pa-

tients who received HLA- matched sibling donor transplanta-

tion (MSDT) and 63 patients who received unmanipulated hap-

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aplo-

HSCT) were enrolled.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four groups

based on the status of pre- FCM: group 1 with positive pre-

FCM before MSDT; group 2 with negative pre- FCM before

MSDT; group 3 with positive pre- FCM before haplo- HSCT;

and group 4 with positive pre-FCM before haplo-HSCT.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patients in group 1 had the highest cumula-

tive incidence of relapse (2-year CIR, 75.0%), the lowest leuke-

mia-free survival (2-year LFS, 33.3%) and the overall survival

(2- year OS, 25.0% ) among all four groups. The other three

groups of patients had comparable CIR (2-year CIR: group 2 vs

3 vs 4, 12.5% vs 31.3% vs 22.2% , P>0.05) and LFS (2- year

LFS: group 2 vs 3 vs 4, 87.5% vs 62.5% vs 66.5% , P>0.05).

Multivariat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disease status (>CR) and

pre-MRD were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CIR and a lower LFS

when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by pre-MRD and transplant type.

Thes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AML patients with FLT3-ITD were

able to be separated into high-risk and low-risk relapse groups

based on pre- MRD, as determined by multiparameter FCM.

haplo-HSCT might overcom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re-MRD

on patient outcomes compared to MSDT.

B169. Classifying AML patients with inv(16）into

high- risk and low- risk relapsed patients based on

peritransplantation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deter-

mined by CBFβ/MYH11 gene expression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Xiaosu Zhao, Leqing

Cao, Yazhen Qin, Yu Wang, Xiaohui Zhang, Lanping Xu, Xiao-

jun Huang, Yingjun Chang

Ninety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patients with inv

(16) in complete remission (CR) were monitored CBFβ/

MYH11 transcript before and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SCT) as minimal residual dis-

ease (MRD). A total of 23 patients received HLA-matched sib-

ling donor transplantation (MSDT) and 67 patients received un-

manipulated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

tion (haplo- HSCT) were analyzed in this study.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based on the value of CBFβ/MYH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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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or to transplantation (pre- MRD): with negative (group 1)/

positive (group 2) pre- MRD before MSDT; with negative

(group 3)/positive (group 4) pre-MRD before haplo-HS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tients in group 2 had the highest cumula-

tive incidence of relapse (2-year CIR, 40.7%), the lowest leuke-

mia-free survival (2-year LFS, 50.8%) and the overall survival

(2- year OS, 62.5% ) among all four groups. The other three

groups of patients had comparable CIR, TRM and OS (P>

0.05). The patients were also classified into the other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CBFβ/MYH11 value of + 1 month after

transplantation: group 5: pre- and post- transplant MRD were

both negative; group 6: the value of post- transplant MRD was

lower than 0.2% ; group 7: the value of post- transplant MRD

was higher than 0.2%. Group 7 had the highest CIR compared

to group 5 and 6 (P=0.217, P=0.001, respectively) and the low-

est LFS (P=0.072, P=0.002, respectively), though the TRM and

OS of these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able (P>0.05). These re-

sults indicated that AML patients with inv(16) were able to be

separated into high- risk and low- risk relapse groups based on

peritransplant MRD determined by RQ- PCR- based CBFβ/

MYH11. haplo-HSCT might overcom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re-MRD on patient outcomes compared to MSDT.

B170. Expansion of peripheral extra- follicular

helper T cell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graft-versus-

host disease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Kaibo Yang,

Hua Jin, Haiyan Zhang, Zhiping Fan, Fen Huang, Yanyan

Chai, Li Xuan, Yanqiu Chen, Qifa Liu

Objective Chronic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cGVHD)

is a major cause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after allogeneic he-

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 HSCT). In contrast to

acute GVHD, cGVHD is an autoimmune- like syndrome.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cGVHD are highly variable, includ-

ing skin pathology varying from lichen planus- like lesions to

full sclerosis, oral lichen planus-like lesions, muscle or joint fas-

ciitis, and bronchiolitis obliterans (BO) (Bruce Blazar et. al.

Blood 2016). Recently, extrafollicular CD4+ T- and B- cell inter-

actions are gain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s in the pathogene-

sis of autoimmune diseases.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mice with

cGVHD had an expansion of extrafollicular CD4+ T cells (Rui-

shu D et. al.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7). It is still unclear

whether extrafollicular CD4 + T helper cell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GVHD or not. Methods A

total of 70 patients with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who under-

went allo- HSCT at Nanfang Hospital between June 2015 and

June 2017 were enrolled in this experimental study. The diagno-

sis and grade of cGVHD was made at the time of sample collec-

tion according to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criteria (Howard

M.S. et. al. BBMT 2015). Comparison of three means was ana-

lyzed using a one-way ANOVA test. Comparison of two means

was analyzed using an unpaired two-tailed Student t-test. Corre-

lation studies were performed using the Pearson correlation co-

efficient test.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 frequency and count

of circulating T follicular helper cells (cTfh) markedly de-

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active cGVHD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out cGVHD (median, 3.16% vs 1.19% of CD4+T cells; P<

0.001 and median, 11.26×106 vs 1.77 ×106; P<0.001). These de-

creases are more significant in patients with moderate/severe

cGVHD. We further found that the frequency of extrafollicular

CD4 + T cells in patients with active cGVHD significantly in-

creased (median, 3.93% vs 8.69% of CD4 + T cells; P<0.001).

There was also an increased trend in the count of extrafollicular

CD4+T cells of patients with active cGVHD, although patients

with active cGVHD have lymphopenia (median, 6.91 × 106 vs

13.20 × 106; P=0.19). Multi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active cGVHD was a significant factor for high

percentage of extrafollicular CD4+T cells after adjusting for oth-

er transplant characteristics (P<0.001). Moreover, expansion of

extrafollicular CD4+T cells correlated with the clinical grade of

cGVHD (P<0.05), and the difference lasted until 1 year after al-

lo-HCT. The expansion of extrafollicular CD4+ T cells was high-

ly correlated with the generation of IgG1 antibodies (P<0.05).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expansion of ex-

trafollicular CD4+ T cells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the pathogene-

sis of human cGVHD. Targeting extrafollicular CD4 + T-B-cell

interactions may be an effective strategy in patients with

cGVHD.

B171.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迟发性毛细血管渗漏综合
征一例
宁波市第一医院血液科 田哲源 徐凯红 张艳丽 孙永

城 欧阳桂芳

B172.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

ta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severe aplastic anemia

patients with infection: a single- center retrospec-

tive study
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Guangzhou Medical Uni-

versity Shunqing Wang, Shilin Xu, Yuping Zhang, Liangliang

Wu, Wenjian Mo, Ming Zhou, Yumiao Li, Shiyi Pan

To assess the efficacy of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 HSCT) for severe aplastic anemia

(SAA) patients with infection, we conducted a retrospective

study on 65 SAA patients with infection who received allo-

HSCT from August 2012 to December 2016. All patients re-

ceived antibacterial and/or antifungal therapy before transplan-

tation. The infection status after initial anti- infection therapy

was classified as complete response (CR) (n=14) or partial re-

sponse/stable disease (PR/SD) (n=51) before transplantation.

The median time for myeloid engraftment in the PR/SD and

CR groups was 10.5 (7-22) and 10 (8-11) days, with a cumula-

tive incidence of 98% and 100%, respectively. With a me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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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 up of 788 (181- 1758) days, patients with PR/SD had

comparable results for three- year estimated overall survival

(OS) (85.4% vs 92.9% , P=0.530) and three- year failure- free

survival (FFS) (82.7% vs 92.9%, P=0.458) to 14 patients with

CR who received contemporaneous transplantation. In multivar-

iate analysis, poor survival outcomes for the entire cohort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poor pre- transplantation perfor-

mance status. This retrospective study indicated that allo-

HSCT may be a feasible therapeutic option for SAA patients

with infection.

B173. G-CSF/ATG为基础的清髓性单倍型造血干细
胞移植方案治疗血液恶性肿瘤造血重建优于PTCy

为基础的方案
1.北京大学人民医院；2.北京陆军总医院；3.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4.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5.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6.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生命联合中心 唐菲菲 1 陈惠仁 2 徐雅靖 3

许兰平 1 张晓辉 1 王昱 1 刘启发 4 吴德沛 5 黄晓军 1,6

目的 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动员的骨髓及外周

血干细胞/预处理包含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ATG）的方案是

目前中国使用最多的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方案。移植后环

磷酰胺（PTCy）方案是近10年来国外新兴的一种单倍型造血

干细胞移植方案。但是目前缺乏清髓性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血液恶性肿瘤中两种方案疗效的比较。方法 我们比

较了2013年1月至2017年3月中国骨髓移植登记组登记的清

髓性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使用PTCy为基础的方案与G-

CSF/ATG为基础的方案治疗血液恶性肿瘤的疗效。对于每

例PTCy组的患者，采用巢式对照以1∶4的比例随机配对选择

G-CSF/ATG患者。结果 共有 175例患者入组，PTCy组 35

例，G-CSF/ATG组140例。PTCy组移植后30 d中性粒细胞累

积植活率与移植后 180 d血小板累积植活率均显著低于G-

CSF/ATG 组［91.4% 对 96.4% ，P=0.007；85.7% 对 95% ，P=

0.04］。PTCy组中性粒细胞植活的中位时间与血小板植活的

中位时间均显著延长［17 d 对 12 d，P=0.000；22 d 对 7 d，P=

0.001］。PTCy组、G-CSF/ATG组 2~4度和 3/4度急性GVHD

累积发生率分别为 20%、27.2%（P=0.29）和 8.6%、9.4%（P=

0.86），3 年慢性 GVHD 和重度慢性 GVHD 发生率分别为

26.2%、42.3%（P=0.11）和5.7%、9.5%（P=0.51）。两组3年非复

发死亡率（20.5%对 10.2%，P=0.08）、复发率（9.6%对 15.7%，

P=0.35）、无GVHD无复发生存率（58.7%对 65.1%，P=0.46）、

无进展生存率（69.7%对73.3%，P=0.56）和总生存率（72.2%对

78.4%，P=0.39）均相近。多因素分析显示PTCy组中性粒细胞

和血小板植活率均低于G-CSF/ATG组。结论 G-CSF/ATG

为基础的清髓性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方案治疗血液恶性肿

瘤在造血重建方面优于PTCy为基础的方案。

B174. CD4+细胞百分比与肺部移植物抗宿主病严重
程度有良好相关性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周婷 解立新

目的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一种有效的治疗多种血

液病的方法。在移植后的长期随访中，移植物抗宿主病是重

要的死亡原因。移植物抗宿主病的治疗通常以免疫抑制为

主。无论是由免疫反应过度引起的移植物抗宿主病，还是由

免疫过度抑制引起的感染，最终的结果都是死亡。因此，寻求

免疫状态的平衡点至关重要。方法 收集17例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后患者同一时期（测定肺功能和T淋巴细胞亚群

的时间差<20 d）T淋巴细胞亚群的CD4+细胞百分比、FEV1

（实/预）和FEV1/FVC的数据。结果 将这些数据绘制散点

图，发现随着CD4+细胞百分比减少，FEV1（实/预）或FEV1/

FVC呈增加趋势。FEV1（实/预）和CD4+细胞百分比的Pear-

son相关系数（r）为－0.731（P=0.000）。FEV1/FVC和CD4+细

胞百分比的相关分析也可得出同样的结论（r=－0.766，P=

0.000）。我们将数据根据CD4+细胞百分比的大小分成两组。

在第一组中，CD4+细胞百分比<0.22，而第二组则≥0.22。比较

两组之间的FEV1（实/预）和FEV1/FVC。采用独立样本 t检

验的分析方法，第一组的 FEV1（实/预）>第二组（P=0.000）。

同时，第一组的FEV1/FVC大于第二组（P=0.000）。结论 我

们的研究表明，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者的肺功能与

CD4+细胞百分比密切相关。当CD4+细胞百分比小于0.22时，

肺功能可以保持较好的状态。然而，当CD4+细胞比例极低

时，患者由于过度的免疫抑制感染的风险增加。因此，并不是

越低的CD4+细胞百分比越安全。当CD4+细胞百分比接近

0.22时患者最安全。

B175. 高危急性白血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预
防性供者淋巴细胞输注的疗效及安全性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骨髓移植中心，浙江大学血液

学研究所 杨露欣 谭亚敏 赵妍敏 施继敏 朱园园 余

建 郑伟燕 黄河 罗依

目的 分析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早期

预防性供者淋巴细胞输注（pDLI）在预防高危急性白血病复发

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1日至

2017年6月30日在我中心行 allo-HSCT并接受pDLI的高危

急性白血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在原发病完全缓解状态

下输注由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动员的外周血干细胞并

联合短程小剂量环孢素A预防GVHD。结果 62例高危急性

白血病在距移植中位时间为105.5（59~355）d接受pDLI，中位

CD3 +细胞为 3.95（0.4~7.6）×107/kg。移植后中位随访 23.0

（3.4~52.7）个月，42例患者获得无病生存，17例患者复发，共

16例患者死亡，其中3例在原发病完全缓解后死于严重感染

或GVHD。2年的总生存率（OS）、无白血病生存率（LFS）分别

为 71.5%、66.1%。2 年累积复发率为 28.3%。III/IV 度急性

GVHD的2年累积发生率为9.7%。2年中重度慢性GVHD的

累积发生率为 30.9%。2年无复发无排异生存率（GRFS）为

36.9%。多因素分析示发生慢性 GVHD 与较好的 OS（P=

0.001）、LFS（P<0.001）及较低的复发率（P=0.007）显著相关。

而供者年龄≥40岁是OS（P=0.012）及GRFS（P=0.038）的独立

危险因素。DLI前曾发生急性GVHD的患者DLI后 II~IV度

急性GVHD发生率显著增加（P=0.007），DLI后发生 aGVHD

（P=0.002）及造血干细胞移植共患病指数（HCT-CI）高（P=

0.028）与中重度慢性GVHD的发生密切相关。结论 预防性

供者淋巴细胞输注可降低高危急性白血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后复发率，改善患者生存结局，且并不增加GVHD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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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治疗相关死亡率。

B176.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家属对营养知识认知的
质性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陶俊 唐杰 张诚 张曦 孙爱华

B177. Comparison of efficacy between HLA6/6-

and HLA3/6- matched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

ic stem cell transplant in T-cell-replete transplant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1.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3.Nanfang Hospital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4.Peking-Tsinghua Center for Life Scienc-

es Wenjing Yu1, Yu Wang1, Depei Wu2, Qifa Liu3, Lanping Xu1,

Xiaohui Zhang1, Kaiyan Liu1, Xiaojun Huang1,4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HLA6/

6 matched haplotype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 (haplo-

HSCT) with that of HLA3/6 HSCT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

dren, making up for the scanty data involving genotypic HLA6/

6 haplo-HSCT and potentiating that the degree of HLA dispari-

ty i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ransplant outcomes

among recipients of T-cell-replete-related HLA haplotype trans-

plants. Methods We recruited 27 consecutive recipients from

multiple centers who received HLA6/6- matched haplo- HSCT

from a parent or child donor between February 2010 and May

2016. A matched-pair analysis was designed. For each recipient

from the study cohort, two recip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control cohort and matched (according to patient age,

patient sex, disease type, disease status, donor age, donor sex,

and recipient- donor relationship). Transplant outcomes were

measured in terms of hematopoietic reconstitution,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GVHD), relapse, disease free survival (DFS), non-

relapse mortality(NRM)and survival. Potential prognostic fac-

tors of survival were evaluated in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he-

matopoietic recovery. The incidence of grade II- IV and III- IV

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was similar (18.5% vs 31.5%, P=

0.216; 11.1% vs 9.3% , P=0.792) in the HLA6/6 and HLA3/6

groups, respectively. The 3- year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re-

lapse was 14.8% and 17.0% (P=0.800). The 3-year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nonrelapse mortality was 12.1% and 17.6% (P=

0.751). The estimated 3-year disease- free survival was 73.1%

and 65.5% (P=0.489). The estimated 3- year overall survival

was 74.7% and 74.0% (P=0.946).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donor age (HR=1.05, 95%CI 1.01-1.10, P=0.028) and disease

status (HR=3.55, 95% CI 1.26-10.01, P=0.017) were indepen-

dent risk factors for overall survival. Conclusion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HLA6/6 matched haplotype HSCT is compara-

ble with those of HLA3/6 matched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

dren. The degree of HLA disparity is not correlated with trans-

plant outcomes in HLA haplotype transplants using“Beijing

Protocol”.

B178. 小剂量地西他滨治疗T-ALL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后早期复发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张诚 谭栩 马影影 王买红 刘耀 高蕾 高力

孔佩艳 张曦

目的 探讨DNA甲基化酶抑制剂地西他滨治疗T细胞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早期

复发患者的疗效。方法 一例T-ALL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后微小残留白血病阳性的患者，先后采用供者淋巴细胞输注、

大剂量白介素-2和西达苯胺治疗后无效，采用小剂量地西他

滨治疗（rhG-CSF 150 μg/d第0~5天，地西他宾5 mg·m-2·d-1第

1~5天）。结果 治疗结束后1个月复查骨髓，微小残留白血

病转阴。治疗后白细胞和血小板计数下降，给予对症处理

后恢复正常。目前随访 2 个月，患者仍然处于完全缓解。

结论 小剂量地西他滨对T-ALL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早

期复发的治疗安全有效。但需要多中心、大样本的数据进一

步研究证实。

B179. rhG-CSF预激小剂量地西他滨预防高危急性
髓系白血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的多中
心、随机、开放标签临床研究
1.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

实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

中心；2.陆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院医学统计学教研室；3.

解放军昆明总医院；4.解放军成都总医院；5.新疆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6.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7.解放军兰州总

医院；8.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9.四川省人民医院；10.贵阳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11.云南省人民医院；12.重庆医科大学第二

附属医院 高蕾 1 张彦琦 2 王三斌 3 孔佩艳 1 刘芳 4 江

明 5 胡炯 6 白海 7 郎涛 8 黄晓兵 9 王季石 10 杨同华 11

娄世锋 12 刘耀 1 张诚 1 钟江帆 1 刘红 1 高力 1 刘嘉 1

朱丽丹 1 文钦 1 陈婷 1 彭贤贵 1 王平 1 苏毅 4 罗乐 3

王存邦 7 段显琳 5 毛敏 8 张曦 1

目的 采用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hG-CSF）预激

小剂量地西他滨预防高危AML异基因移植后复发，并初步探

索相关作用机制。方法 本研究为多中心、随机、对照、开放

标签临床研究（ChiCTR-IIR-16008182）。试验组患者在移植

后 60~100 d 开始给予 rhG-CSF 预激小剂量地西他滨治疗

（rhG-CSF 150 μg/d，第0~5天；地西他宾5 mg·m-2·d-1，第1~5

天），每6周1个疗程，连续6个疗程；对照组无药物干预，在相

同时间进行疾病状态评估。结果 从2015年1月至2016年1

月，共入组 120 例高危 AML 患者（试验组 60 例，对照组 60

例）。试验组、对照组复发率分别为 11.8%（3.6%~20.0）%、

36.2%（24.4%~48.0）%（P=0.005）。亚组分析显示：移植前疾

病达到MRD转阴患者更能从 rhG-CSF预激小剂量地西他滨

中获益［4.4（0~10.5）%对 28.6（14.9-42.3）%，P=0.002］。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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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GVHD）、感染发生率无显著差

别。主要不良反应是中性粒细胞减少，主要发生在第1~3个

疗程。淋巴细胞亚群分析发现 rhG-CSF预激小剂量地西他滨

预防治疗后，患者外周血NK细胞、CD8+ T细胞和Treg细胞数

量显著增高。结论 rhG-CSF预激小剂量地西他滨具有减少

高危AML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的作用，其作用机制

可能与 rhG-CSF和小剂量地西他滨协同调控NK/Teff/Treg作

用有关。

B180. 地西他滨联合FB预处理方案在老年/体弱急
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应用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高世春 朱丽丹 孔佩艳 张诚 高力 刘耀 颜红

菊 刘嘉 高蕾 张曦

目的 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是最常见的恶性血液病

之一，中位发病年龄 65 岁。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

HSCT）是治疗AML的重要手段，老年和体弱AML患者难以

承受清髓预处理，移植相关死亡率（TAM）显著高于年轻AML

患者。如何降低老年/体弱AML患者TAM，提高 allo-HSCT

疗效，进一步扩大 allo-HSCT适用人群是临床值得探讨的问

题。方法 年老/体弱AML患者 allo-HSCT预处理采用地西

他滨联合 FB 方案（地西他滨 20 mg·m-2·d-1×5 d，氟达拉滨

30 mg·m-2·d-1×5 d，白消安130 mg·m-2·d-1×3 d）。结果 截至

2018年7月，共入组21例AML患者，中位年龄58（51~65）岁，

细胞遗传学中危组9例、高危组12例；行同胞间HLA全相合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7例，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14例。

所有患者均重建造血（供者造血占99%~100%），中性粒细胞

植入中位时间15（11~22）d，血小板植入中位时间19（15~40）

d。5例患者移植后复发，其中4例死亡；1例患者因严重急性

GVHD合并肺感染死亡。地西他滨联合FB预处理方案患者

总体耐受性良好，预处理期间主要不良反应包括：头昏、恶心、

呕吐、腹泻和口腔溃疡，对症处理后症状缓解，3例患者出现一

过性转氨酶轻度增高，保肝治疗后好转。中位随访8（2~19）个

月，无白血病生存率（LFS）和总生存率（OS）均为76.2%。结

论 地西他滨联合FB预处理方案耐受性良好，能够实现完全

供者造血重建，短期 OS 和 LFS 为 76.2%，是可供高龄/体弱

AML患者选择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方案。

B181. 小剂量地西他滨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后AML/MDS患者早期复发的疗效分析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学

科实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 许国发 陈 婷 刘焕凤 蔺诗佳 高蕾 张诚

刘耀 孔佩艳 张曦

目的 回顾性分析小剂量地西他滨（DAC）治疗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早期复发的急性髓系白血病/骨

髓增生异常综合征（AML/MDS）患者的疗效、不良反应。

方法 收集15例接受小剂量DAC治疗的 allo-HSCT后发生

早期复发的AML/MDS患者，其早期复发的证据包括出现植

入指标STR/FISH（XX/XY）≤95%、流式细胞术检测MRD阳

性、融合基因阳性或骨髓原始细胞比例5%~10%。DAC用药

方案：（5~10）mg·m-2·d-1×5 d静脉滴注，每6~8周重复1次，共

6~8个疗程；对早期复发患者治疗前后的转归、不良反应及移

植物抗宿主病（GVHD）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结果 15例患者

中，AML 13 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伴原始细胞增多 2 型

（MDS-RAEB-2）1例，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CMML）1例。

完全缓解率（CR）率为66.67%，客观反应率（ORR）为80%；治

疗后疾病进展的患者联合大剂量白介素2和（或）DLI；3/4度

肝功能异常发生率为26.67%，3/4度血液学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60%。结论 小剂量DAC治疗对控制早期复发有效、安全性

好，能减轻GVHD症状、降低复发率，延长患者生存时间。

B182. Chemotherapy plus donor leukocyte infu-

sion for relapse after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the biological character-

istics of relapse influenced clinical outcomes of

acute leukemia patients
1.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2.Peking-Tsinghua Cen-

ter for Life Sciences Wei Sun1, Xiaodong Mo1, Xiaohui

Zhang1, Lanping Xu1, Yu Wang1, Chenhua Yan1, Huan Chen1,

Yuhong Chen1, Wei Han1, Fengrong Wang1, Jingzhi Wang1, Kai-

yan Liu1, Xiaojun Huang1,2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prognostic factors in patients

who experienced relapse and received chemotherapy plus do-

nor leukocyte infusion (Chemo-DLI) after haploidentical hema-

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aplo- HSCT, n=89). Pa-

tients with early relapse (within 1 year after haplo-HSCT) had

higher progressive disease (PD) rate (73.3% vs 60.2% , P=

0.036), poorer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16.4% vs

30.7% , P=0.011), and poorer overall survival (OS) (22.2% vs

58.5%, P=0.002) rate than those with late relapse (occurring at

least 1 year after haplo-HSCT). Patients with low blast count

(5-19%) in the bone marrow before Chemo-DLI had lower PD

rate (58.8% vs 75.5%, P=0.042), better PFS (28.0% vs 16.1%,

P=0.045), and better OS (43.4% vs 25.1%, P=0.041) rate than

those with high blast count (≥20% ).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early relapse after haplo-HSCT and high blast count in the bone

marrow before Chemo- DLI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poor out-

comes in patients who experienced relapse and received

Chemo-DLI after haplo-HSCT. Patients with both risk factors

had the poorest clinical outcomes compared with those with on-

ly one or no risk factors. Thus, early relapse and high leukemia

burden can predict outcomes in patients who have experienced

relapse and received Chemo-DLI after haplo-HSCT. New thera-

peutic strategies should be identified for these patients.

B183.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纯红细胞再生障碍
性贫血二例
1.福建医科大学；2.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血液科 陈小玲 12

邓慧兰 2 鹿全意 2 洪秀理 2 胡嘉升 2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纯红

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PRCA）发病的高危因素和治疗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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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报告2例移植后PRCA的病例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2例患者接受同胞allo-HSCT，供受者血型均为A供O，

分别于+44 d、+58 d出现PRCA，1例经利妥昔单抗、大剂量甲

泼尼龙、血浆置换治疗后痊愈；另1例经大剂量甲泼尼龙、利

妥昔单抗和硼替佐米治疗后血象于 5个月后逐渐恢复。结

论 allo-HSCT后PRCA是少见的并发症，目前尚未在治疗方

面达成共识，多数患者可以自愈，对难治性患者，硼替佐米和

艾曲波帕可作为新的靶向治疗药物。

B184.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造血植入时肠道菌
群对急性GVHD的预测价值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韩利杰 1,2

范志平 1 金华 1 宣丽 1 戴敏 1 黄芬 1 林韧 1 孙竞 1 刘

启发 1

目的 分析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发生

急性GVHD和未发生急性GVHD患者在造血植入时肠道菌

群的差异；探讨肠道菌群对急性GVHD的预测价值。方法

收集2016年1月至2017年6月在南方医院接受allo-HSCT患

者移植后+15 d（造血植入时）的粪便标本。基于+100 d内急

性 GVHD 发 生 情 况 分 为 急 性 GVHD 组（II~IV 度 急 性

GVHD）、非急性 GVHD 组（0/I 度急性 GVHD）。通过 16S

rRNA基因测序分析肠道菌群差异。根据菌群多样性及差异

菌群对急性GVHD预测的cut-off值赋值0、1，将积分相加，进

一步预测急性GVHD。结果 共纳入141例患者，58例发生

II~IV度急性GVHD（包括 III/IV度急性GVHD 19例），83例发

生 I度或未发生急性GVHD。急性GVHD组菌群多样性低于

非急性 GVHD 组［1.83（1.00~8.17）对 3.21（1.02~9.21），P=

0.005］。菌群结构方面，急性GVHD组Lachnospiraceae、Pep-

tostreptococcaceae、Erysipelotrichaceae 丰度均少于非急性

GVHD 组（P 均<0.001），而 Enterobacteriaceae 多于非急性

GVHD组（P=0.001）。进一步分析菌群对急性GVHD的预测

价值发现，菌群多样性及上述四种菌科丰度能预测急性

GVHD的发生。菌群多样性联合上述四种菌群累积积分后预

测 II~IV度和 III/IV度急性GVHD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0.75（P<0.001）和 0.84（P<0.001，cut-off值=3.5分）。而且，菌

群积分与急性GVHD分级密切相关（r=0.481，P<0.001）。根

据菌群积分的cut-off值将患者分为高分组（4~5）、低分组（0~

3），高分组、低分组 II~IV度急性GVHD累积发生率分别为

69.6%、27.4%（P<0.001），III~IV度急性GVHD累积发生率分

别为 30.4%、3.2%（P<0.001）。结论 allo-HSCT后造血植入

时，肠道菌群多样性和菌群结构都与急性GVHD发生密切相

关。肠道菌群组合积分不仅能作为急性GVHD预测的标志

物，而且与急性GVHD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B185. Comparable outcomes of myeloablative con-

ditioning regimen without antithymocyte globulin

in CBT for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h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 with a weight of more than 30 kilo-

grams vs. less than 30 kilograms
Affiliated Provincial Hospital,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Chenhui Luo, Zimin Sun

Objective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CBT) is an effec-

tive op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ALL), 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

(AML), and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MDS), but children

with heavier weight (weighing more than 30 kg) always have

inferior outcomes than children with lighter weight. This article

aims to identify the outcomes of myeloablative conditioning

regimen (MAC) without antithymocyte globulin (ATG) in CBT

for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weight. Methods We con-

ducted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including 142 pediatric patients

weighing less than 30kg and 130 pediatric patients weighing

more than 30 kg from May 2008 to September 2017 in our cen-

ter. All the children were given a combination of cyclosporine

(CsA) and 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 without ATG for

graft-vs.-host disease (GVHD) prophylaxis. Most of the lighter

children and two third of the heavier children were given busul-

fan(Bu) based MAC while another one third of the heavier

children were given total body irradiation (TBI) based MAC.

Results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weight had no difference in

gender, disease status, disease risk, and blood type. However,

heavier children were older and had more loci of human leuko-

cyte antigen(HLA) mismatch (P=0.000 and P=0.016). More

children weighing more than 30 kg suffered ALL than children

weighing less than 30 kg (P<0.05). The cumulative neutrophil

engraftment rate by 42 days and the platelet engraftment rate

by 120 days were almost the same in heavier children group

and lighter children group (97.7% vs 94.4% and 86.2% vs

86.6%, P=0.284 and P=0.313, respectively). Non-relapse mor-

tality (NRM) and relapse rate were also similar in these two

groups (16.3% vs 12.3% and 22.0% vs 21.9%, P=0.345 and P=

0.923, respectively). While the incidence of chronic GVHD

(cGVHD) was higher in heavier children group (17.9% vs

9.4%, P<0.05), but not grade Ⅱ to Ⅳ acute GVHD (aGVHD)

nor grade Ⅲ to Ⅳ aGVHD. Three years of overall survival

(OS),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and GVHD-free/relapse-free

survival (GRFS)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se two

group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to demonstrate the

similar curative effect of myeloablative conditioning regimen

without antithymocyte globulin in CBT for pediatric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weight. A large-scale prospective study is needed.

B186. 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22例临床疗效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马立元 邓晓辉 刘传绪 万

江波 李志超 张言 张文皓 王晴 郝思国

目的 分析本移植中心开展的22例脐血造血干细胞移

植的临床疗效作一简要分析。方法 纳入2013年7月至2018

年7月共22例脐血移植患者，年龄7岁~58岁，单份脐血移植8

例，双份脐血移植14例，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分析总生存率

（OS）、无病生存率（DFS）、移植相关死亡率(TRM）、累积复发

率（CIR）及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及慢性移植物抗宿

主病（cGVHD）发生情况。结果 共有 22例患者纳入分析。

其中单份脐血移植 8例，双份脐血移植 14例。男 16例，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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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位年龄17（7~58）岁。MDS 3例、AML 8例、ALL 9例，

其他2例。移植前疾病状态：CR1 11例、CR2及以上4 例，NR

7例。预处理方案：22例均采用清髓方案，其中Flu+Cy+TBI

11例，Flu+Bu+Cy 8例, Cy+TBI+Ara-C 3例。22例患者均采

用 CsA+MMF 预防 GVHD。中位随访时间 285（9~1841）d。

粒细胞植活率90%（95%CI 74%~98%），粒细胞中位恢复时间

23（12~38）d。1 年 OS 率为 58%（95%CI 35%~78%）。1 年

DFS为54%（95%CI 32%~72%）。1年移植相关死亡率（TRM）

为 39%（95%CI 24%~65%）。1 年累积复发率（CIR）为 12%

（95%CI 2.9%~39%）。+100 d Ⅲ/Ⅳ度急性GVHD累积发生

率为29%（95%CI 15%~55%）。1年广泛型慢性GVHD发生率

为8%（95%CI 1.2%~46%）。结论 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虽然

植入时间稍延长，移植相关死亡率略高（可能和本中心高危患

者多有关），但严重急性GVHD及广泛慢性GVHD发生率低，

GVL作用强，移植后复发率低。体重小的患者可选择单份脐

血移植，体重大的患者可选择双份脐血移植。

B187. 婴儿高危急性白血病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的临床观察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熊昊 王卓 杜宇 聂应

明 李建新 陶芳 陈开澜

目的 总结分析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婴儿急性白

血病的疗效与合并症。方法 选取2017年1月至2018年7月

在本院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婴

儿急性白血病患者5例，其中急性髓系白血病1例（AML-M5，

MLL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4例，均为B系，3例MLL阳

性。5例婴儿白血病中位初诊年龄7（3~11）月龄，男2例，女3

例；初诊时 WBC 均>300×109/L。AML-M5患儿接受 CCLG-

AML-2015化疗方案6个疗程后接受HLA 10/10相合无关供

者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预处理方案为Bu+Cy+ATG。4例

ALL患儿均接受CCLG-ALL-2008化疗方案5~6个疗程化疗

后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其中1例接受胞姐HLA 8/10

不全相合相合，1例接受父亲HAL 8/10不全相合相合，1例接

受父亲HLA 5/10单倍型、1例接受母亲 HLA 5/10单倍型移

植。预处理方案为Bu+CY+ATG。GVHD预防：CsA+MMF+

短疗程MTX，不全相合移植者在移植后第4天均加用巴利昔

单抗1次；检测CMV及EBV-DNA。随访中位时间为8（4~13）

个月。结果 5例均获造血重建，移植后第15天检测嵌合率

均为 100%。aGVHD 2 例，其中 1 例为肠道急性 GVHD（Ⅲ
度），1例为皮肤急性GVHD（Ⅰ度）；慢性GVHD 1例（闭塞性

细支气管炎）；肝窦阻塞综合征（SOS）1例；2例死亡，其中1例

死于肠道及肺部CMV感染，另1例死于视网膜巨细胞病毒感

染及中枢神经系统白血病复发。AML患儿在接受移植后第

60 天复查骨髓提示 MRD 2.14%，给予供者淋巴细胞输注

（DLI）2次（间隔3周）及地西他滨（每周1次）治疗后MRD转

阴，随后复查未见异常。2例ALL患儿移植后随访未见MRD

及MLL异常。结论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婴儿高

危急性白血病的有效方法。移植后复发及CMV感染仍然是

影响移植效果的主要因素。移植后定期检查骨髓MRD及常

规DLI治疗可能对抢先预防白血病复发有一定意义。

B188. 小剂量芦可替尼对异基因移植后难治性

GVHD的治疗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仲照东 游泳 党

四华 石威 胡豫 陈文兰 刘芩 谢荣 邹萍

目的 探讨小剂量芦可替尼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后难治性GVHD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 42例allo-HSCT后

出现GVHD的血液病患者，常规免疫抑制剂（环孢素A/他克

莫司±霉酚酸酯±激素）治疗无效或无法减停者，加用小剂量芦

可替尼（5~10 mg/d）治疗。结果 小剂量芦可替尼联合免疫

抑制剂治疗急、慢性难治性 GVHD 的有效率分别为 100%

（10/10）、82.1%（22/28），且对各个部位的GVHD均有效；恶性

病复发率、CMV活化率、EBV活化率、带状疱疹病毒感染率分

别为10%、10.7%，30%、0%。随访期间未观察到明显不良反

应。结论 小剂量芦可替尼（5~10 mg/d）联合免疫抑制剂治

疗难治性GVHD疗效显著，安全性高。

B189. 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后序贯地西他滨治疗的疗效观察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熊昊 聂应明 杜宇 李建

新 陶芳 陈开澜

目的 探讨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接受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序贯去甲基化药物地西他滨在

治疗和/或预防复发中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2017年11月

至2018年6月共有6例AML患儿在本院造血干细胞移植中

心接受 allo- HSCT。AML- M5（MLL 阳性）1 例，AML- M2

（AML1/ETO 阳性）2 例，AML-M2（-X）1 例，AML-M2 1 例，

AML-M6（MDS转化）1例。6例患儿均接受CCLG-AML-2015

化疗方案，6例均为第1疗程后MRD未完全缓解。2例患儿在

接受6个化疗后进行 allo-HSCT，4例患儿在接受2~4个化疗

后接受allo-HSCT。1例患儿接受无关供者HLA 10/10全相合

外周血HSCT；1例患儿接受同胞HLA 10/10全相合HSCT，预

处理方案为Bu-Cy；3例患儿接受父亲HLA 5/10外周血单倍

型移植，1例接受胞姐 HLA 5/10 单倍型移植。4例患儿预处

理方案为Bu+Cy+ATG。急性GVHD预防采用CsA+短疗程

MTX方案（单倍型移植加用MMF，并在+4 d加用1次巴利昔

单抗）。所有6例患儿+30 d复查骨髓及MRD均为阴性。1例

接受MUD-HSCT患儿及1例同胞全相合HSCT患儿在移植后

2个月复查MRD及AML1/ETO均再次阳性，立即给予DLI，

并给予地西他滨10 mg·m-2·d-1×5 d。其余4例患儿在+31 d开

始每周1次地西他滨 10 mg/m2治疗至+180 d。结果 2例移

植后早期分子生物学复发的患儿在接受治疗21 d后复查骨髓

MRD及AML1/ETO基因定量均转为阴性。此后给予每周1

次地西他滨10 mg/m2治疗5个月，期间复查骨髓MRD均为阴

性。其余4例患儿在接受地西他滨治疗期间复查骨髓及MRD

均为阴性。2例接受地西他滨10 mg/m2×5 d治疗的患儿在治

疗后2~3周均出现骨髓抑制，伴有粒细胞缺乏并发热及肺部

真菌感染，其中1例AML婴儿肝功能ALT>1000 U/L。4例接

受每周1次地西他滨 10 mg/m2治疗的患儿未出现显著血液学

不良反应。6例患儿在治疗期间（移植后30 d~180 d）每月复

查嵌合率均为 100%完全植入。结论 儿童AML接受 allo-

HSCT后序贯地西他滨治疗对于治疗和预防移植后早期复发

具一定价值，长期疗效和剂量的选择需要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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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90. 同胞全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骨髓
增生异常综合征82例疗效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王茜茜 姜尔

烈 韩明哲

目的 评价同胞全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

HSCT）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的疗效及其预后影

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7年6月在我院

行同胞全相和allo-HSCT治疗的成人MDS及MDS转急性髓

系白血病（AML）的82例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包含白消安

（Bu）、氟达拉滨（Flu）、阿糖胞苷（Ara-C）的清髓性预处理方

案，82例患者均行外周血干细胞移植。结果 全部82例患者

中81例成功植活，中位随访时间20.6（0.23~85.5）个月，3年预

期总生存（OS）率为（66±6.2）%，无病生存（DFS）率为（67.2±

6.1）%。Ⅱ~Ⅳ度急性GVHD累积发生率为（45.8±5.6）%，其

中Ⅲ~Ⅳ度急性GVHD累积发生率为（15.2±4.5）%，2年慢性

GVHD累积发生率为（42.2±4.3）%，其中广泛型慢性GVHD累

积发生率为（24.4±5.8）%。2年累积复发率为（8.2±3.3）%，2年

累积非复发死亡（NRM）率为（15.9±5.5）%。单因素分析显示，

移植前铁蛋白水平、II~IV度急性GVHD为OS和DFS的高危

因素（P值分别为0.043、0.036，0.010、0.013）。多因素分析显

示，发生Ⅱ~Ⅳ度急性 GVHD 是 OS 的独立危险因素（HR=

3.14，95%CI 1.21~8.13，P=0.019）。结论 同胞全相和 allo-

HSCT治疗MDS有良好的疗效，移植前铁蛋白>1000 μg/L是

MDS 移植疗效的不良预后因素，移植后发生 II~IV 度急性

GVHD是影响MDS移植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MDS患者在

疾病进展前移植可以获得较好的预后，中高危患者可获益于

移植。

B191. 小剂量芦可替尼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
allo-HSCT后移植物抗宿主病26例疗效分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黄晓雯 仇惠英

目的 评价小剂量芦可替尼治疗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

allo-HSCT后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疗效。方法 纳入

2017年8月至2018年5月我院收治的26例急慢性GVHD患

者，在移植后9（1~56）个月，在一线或二线免疫抑制剂治疗基

础上加用芦可替尼口服，初始剂量10 mg/d，症状缓解后依次

减为5 mg/d、5 mg隔日1次维持治疗。结果 26例患者服药

中位时间61.5（7~184）d，14例（53.8%）完全缓解，9例（34.6%）

部分缓解，3例（11.5%）无效，总体有效率为88.5%。服药后中

位起效时间10（3~30）d，皮肤GVHD有效率90%（18/20）、肝脏

GVHD 67.7%（2/3）、肠道 GVHD 100%（3/3）、口腔 GVHD

62.5%（5/8）、肺GVHD 100%（1/1）、肌肉骨骼GVHD 100%（1/

1）、眼GVHD 100%（3/3）。1例患者停药出现复发，继续芦可

替尼治疗后获得部分缓解。1例患者出现CMV肺炎后死亡，

其余均存活。结论 小剂量芦可替尼作为二线药物治疗急、

慢性GVHD耐受性良好，并具有一定疗效。

B192. The comparison analysis between haplo iden-

tic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nd matched sibling

donor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high-risk acute

myeloid leukemia in first complete remission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

tal Yang Liu, Xiaojun Huang, Qian Fei, Lanping Xu, Xiaohui

Zhang, Kaiyan Liu, Yuhong Chen, Huan Chen, Yu Wang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effect between haploidentical

(HID)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 and matched sibling

donor (MSD)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high-risk acute my-

eloid leukemia(AML) in first complete remission status (CR1),

we retrospectively studied 170 cases who received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rom Jan 2008 to July 2015 in Peking Universi-

ty People’s Hospital. We divided all cases into MSD group (43

cases) and HID (127 cases) group. Patients in HID and MSD

group displayed similar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except for age

distribution. There were no statistic differences for overall sur-

vival (OS),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relapse, leukemia free sur-

vival (LFS), transplantation related mortality (TRM) between

HID and MSD group. The 3-year OS, LFS for all patients was

63.9% and 59.7% respectively.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grade Ⅲ-Ⅳ 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aGVHD)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treatment related mortality(HR=

8.134, 95% CI 3.210- 20.611, P<0.001), monosomy/complex

chromosomal karyotype and white blood cell count more than

50×109/L were two independent factors for relapse(HR=1.533,

95% CI 1.040- 2.260, P=0.031; HR=1.004, 95% CI 1.001-

1.008, P=0.015). Grade Ⅲ-Ⅳ aGVHD was an independent fac-

tor for mortality(HR=3.184, 95% CI 1.718- 5.902, P<0.001).

These results demonstrated some risk factors for high- risk

AML leukemia transplantation and indicated for AML patients

in CR1 status, haplo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could have the

same therapeutic effect as MSD transplantation.

B193. 急性白血病亲属单倍型与同胞全相合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髓外复发的临床特点及预后比较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郑凤美 孔军 赵婷 张晓辉 许兰

平 王昱 闫晨华 陈欢 陈育红 韩伟 王峰蓉 王景

枝 刘开彦 黄晓军 莫晓冬

目的 比较急性白血病亲属单倍型供者（HID）和同胞全

相合供者（MSD）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髓外

复发（EMR）的临床特点。方法 对2000年1月至2015年12

月接受 allo-HSCT的急性白血病患者（HID组 48例，MSD组

42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HID组EMR的最常见部位为

中枢神经系统（56.2%）；MSD组EMR的最常见部位为皮肤软

组织（38.1%）和中枢神经系统（38.1%）。MSD组较HID组更

易出现多部位累及（33.3%对10.4%，χ2=7.064，P=0.010），而且

MSD组患者更容易出现皮肤软组织为表现的EMR。HID组

EMR 发生时间早于 MSD 组［241.5（10~2856）d 对 302（35~

1532）d，P=0.037］，两组EMR治疗的完全缓解（CR）率分别为

56.2%、69.0%（P=0.277），2年疾病进展相关死亡（PRM）率分

别为（45.4±8.2）%、（37.0±8.1）%（P=0.317），EMR后 2年的治

疗相关死亡（TRM）率分别为（15.0±5.8）%、（10.3±5.0）%（P=

0.754），发生EMR后2年总生存（OS）率分别为（39.6±8.0）%、

（52.7±8.2）%（P=0.217），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联合治疗组

EMR 后 2 年 OS 率高于单项治疗组[（53.0±6.7）%对（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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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P=0.005]，尤其是接受 MSD- HSCT 的患者 [（63.0 ±

8.9）%对（14.6 ± 13.3）%，P=0.011]。结论 皮肤软组织是

MSD后重要的EMR部位，而且MSD-HSCT患者EMR更易出

现多系统累及，而MSD组患者或许更能从联合治疗中获益；

对于HID-HSCT后出现EMR的患者，如何进一步改善预后还

需要进一步研究。

B194. 骨髓移植患者的心理引导护理
武汉协和医院 涂梦菲

B195. 米卡芬净在儿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真菌
感染预防中的疗效观察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熊昊 王卓 聂应明 杜

宇 李建新 陶芳 陈开澜

目的 探讨米卡芬净在儿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allo-HSCT）所致真菌感染预防中的疗效。方法 2016年 8

月至2018年4月在我院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接受allo-HSCT

的患儿26例。其中男患儿13例，女患儿12例，中位年龄3岁

（11月~13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8例，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各6例，重型地中海贫血

4例，范可尼贫血、急性混合细胞白血病各1例。4例地中海贫

血患儿及1例范可尼贫血患儿既往无明显真菌感染病史，为

一级预防；其余21例患儿在接受 allo-HSCT前均有侵袭性真

菌感染病史，为二级预防。所有患儿在预处理前1 d开始给予

米卡芬净，应用至+30 d，并于+30 d检查肺部CT。结果 26

例患儿围移植期未发生因真菌感染导致死亡的病例。围移植

期间有20例患儿（76.9%）发生发热，其中5例（19.2%）G/GM

实验阳性，未更换抗真菌药物。+ 30 d 复查肺部 CT 2 例

（7.7%）患儿疑诊肺部曲霉菌感染，改为伏立康唑静脉滴注，其

中1例为SAA患儿，1例为AML患儿，均接受父亲为供者的

HLA5/10半相合HSCT治疗。其余24例患儿肺部CT未发现

明显异常改变。所有26例患儿未出现与米卡芬净相关不良

反应。结论 米卡芬净可用于儿童allo-HSCT真菌感染的一

级及二级预防治疗，其安全性及耐受性均较好。

B196.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急性胰腺炎一例
江苏省人民医院 戚晨晨 冯媛 李建勇 缪扣荣

患者，女，13岁，2014年12月诊断Ph- 急性B淋巴细胞白

血病，先后予多次化疗持续缓解。3年后疾病复发，行无关供

者全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后 11 d造血重建。移植后

24 d突发剧烈腹痛，脐周为著，伴有压痛，反跳痛及肌紧张，腹

部CT：胰腺肿大伴周围渗出、左侧肾周筋膜增厚，腹水及盆腔

积液。血常规：WBC 38.70×109/L，HGB 121 g/L，PLT 121×

109/L；血清淀粉酶1007.4 IU/L。筛选合并用药情况考虑环孢

素A（CsA）及替加环素可能性大，急查血清CsA浓度 690.10

ng/ml，予停用CsA，更换为雷帕霉素；停用替加环素更换为达

托霉素，予禁食、抗感染、抑酸护胃、抑制胰酶等治疗后患者病

情加重，反复腹腔出血并伴休克，予抗休克治疗后病情逐渐稳

定。后予胰腺假性囊肿穿刺引流术，引流量逐渐减少后拔

管。患者病情好转后出院，随访至今移植后 8 个月无病生

存。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胰腺炎并非罕见，且多数无相应临

床表现，大部分与严重GVHD相关。CsA的使用可能是引起

移植后急性胰腺炎的原因，需密切监测CsA浓度，使用可引起

CsA浓度升高的药物需监测。已有与替加环素给药相关的急

性胰腺炎报道，患者通常在停用替加环素后症状改善，对疑诊

胰腺炎的患者应考虑停用替加环素，密切监测血糖、血钙、淀

粉酶及腹痛症状。

B197.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静脉环孢素A及他克
莫司严重过敏一例
江苏省人民医院 冯媛 戚晨晨 李建勇 缪扣荣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静脉环孢素及他克

莫司严重过敏的临床表现及处理原则。方法 描述1例异基

因移植患者在使用静脉环孢素及他克莫司过程中发生严重过

敏情况以及后续挽救治疗方案。结果 患者，女，26岁，2个

月前患者于外院诊断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ph阴性，中危。

先后予VDCLP方案（长春地辛+去甲氧柔红霉素+环磷酰胺+

L-门冬酰胺酶+泼尼松）及甲氨蝶呤+培门冬酶（亚叶酸钙解

救）化疗2个疗程，过程顺利，1个疗程后复查骨髓达完全缓解

（CR）。拟行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入院，患者在移植前8 d

使用静脉环孢素A过程中出现腹痛、呕吐、全身皮疹伴瘙痒表

现，考虑环孢素A过敏，立即予暂停静脉滴注，并予以非那根

和地塞米松抗过敏治疗后逐渐好转。经与家属沟通，再次尝

试使用静脉环孢素A，但患者仍出现皮疹，并出现口唇及喉头

水肿伴呼吸困难，立即予以停止静脉环孢素A，并继续抗过敏

治疗，症状逐渐缓解。4日后予以静脉他克莫司抗排异治疗，

输注后仍出现皮疹、四肢水肿表现，停用他克莫司并行抗过敏

治疗。改用环孢素A口服，观察3 d未再出现过敏现象。患者

目前仍在移植过程中，未出现明显排异现象。结论 静脉环

孢素A过敏属于罕见现象，可能与其辅料琵琶油聚氧乙烯蓖

麻油有关，而他克莫司注射液中也含有同样成分，故在口服环

孢素A时未再出现过敏现象。口服环孢素A血液浓度受胃肠

道吸收功能影响，特别是在有急性肠道排异时尤为明显，故移

植后抗排异难度较大，这点需引起警惕。

B198. CLAG方案化疗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难治复发急性髓系白血病三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骨髓移植中心，浙江大

学血液学研究所 余建 王雯 罗依 施继敏 谭亚敏 赵

妍敏 来晓瑜 朱园园 黄河

目的 探讨难治复发急性髓系白血病（AML）行挽救性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最佳预处理方案。方法 2017年7月

至2018年3月在本中心接受挽救性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3例AML患者，男2例，女1例，中位年龄30（27~35）岁，亲缘

全相合1例，亲缘半相合1例，非亲缘1个位点不全相合1例。

3例患者移植前均为第1次疾病复发，移植前骨髓原始细胞比

例分别为 6.5%、49.5%、61.5%。均予 CLAG+Bu-Cy+ATG+

MeCCNu清髓性预处理。移植后短疗程MTX+CsA+MMF预

防GVHD。输入有核细胞中位数 18.33 × 108/kg，CD34+细胞

9.35×106/kg。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139（119~375）d，3例患者

均获得造血重建。中性粒细胞及血小板植入中位时间分别

为+11 d、+12 d。3例患者移植后均获得完全缓解。2例移植

后行预防性 DLI。1 例在+23 d 发生 I 度急性 GVHD，1 例

在+13 d发生 II度急性GVHD。1例患者移植后4个月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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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化疗+DLI 后再次获得完全缓解，2 例移植后持续缓解。

结论 本中心采用以CLAG方案化疗为基础强化预处理方案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3例难治复发AML，均获得植入，

移植后均达到完全缓解，无严重GVHD发生，临床疗效佳，安

全性好，可进一步增加病例数深入研究探讨。

B199. 皮肤保护剂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锁骨下静
脉导管周围皮肤护理中的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糜雅芬 高磊

选取本院2016年7月-2017年12月间252例造血干细胞

移植移植治疗的患者，采用不同敷料进行锁骨下静脉导管分

组护理。综合来看，皮肤保护剂加透明敷料的方法，操作简

单，可缩短更换敷料的时间，减轻护理工作量，减轻患者不适，

是一种理想的锁骨下静脉导管管理方法。

B200. 伊布替尼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后Evans综合征一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仲照东 谢荣 游

泳 党四华 李余情 陈文兰 邹萍

患者，女，21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单倍型造血干细胞

移植后11、13、24个月多次发生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先后

接受过血浆置换、糖皮质激素、静脉丙种球蛋白治疗而缓解。

移植后 25个月，他克莫司和地塞米松减量维持中出现满月

脸、体重增加，血红蛋白再次降至78 g/L，血小板计数进行性

下降至 15×109/L。抗 IgG、C3d阳性，PAIgG增高，抗SS-A抗

体弱阳性，抗Ro-52抗体阳性，考虑Evans综合征，激素抵抗。

2周内逐渐减停激素，给予输注血小板、静脉丙种球蛋白（10 g/

d×4 d）、他克莫司（1 mg每3天1次）治疗。1周时联合伊布替

尼 140 mg每 3天 1次。结果 治疗 3周时，血红蛋白止跌于

63 g/L，血小板计数止跌于15×109/L；其后血小板计数在一周

内升至145×109/L，血红蛋白在3周内升至106 g/L，其后继续升

高并稳定至今。结论 伊布替尼联合免疫制剂有可能提高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Evans综合征的疗效。

B201. allo-HSCT 后肠道微生物变化与急性肠道
GVHD相关性研究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顺清 陈小玉 莫文健 张玉平

目的 本实验旨在研究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

HSCT）术后肠道微生物的变化及其与急性肠道移植物抗宿主

病(GI-GVHD）的关系。方法 选取 65例血液病患者，其中

AA 48例，AML 8例，ALL 5例，MDS 3例，PNH 1例。移植类

型：MSD-HSCT 18例、MUD-HSCT 18例、haplo-HSCT 29例，

收集全部患者移植前2周、移植后1个月、急性肠道GVHD发

生时的粪便标本（移植前组、移植后组、肠道GVHD组）；同时

收集26例供者及10例健康人的粪便标本作为对照组。提取

粪便微生物中的16S rRNA并扩增其V4可变区，扩增产物在

Illumina HiSeq 2500平台测序，测序结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

移植前后以及急性肠道GVHD发生前后肠道微生物的变化。

结果 移植前微生物多样性中位数为5.70，对照组为7.30，两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移植后多样性为3.88，低

于对照组（P<0.001）及移植前（P<0.001）。移植后多样性在未

发生肠道GVHD的患者中为4.24，即将发生肠道GVHD的患

者中为 2.90，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肠道

GVHD 发生时为 2.13，低于未发生肠道 GVHD 的患者（P<

0.05）。移植后肠道微生物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如拟杆菌门、

拟杆菌纲、拟杆菌目等相对丰度降低，变形菌门、丙型变形菌

纲、肠杆菌目等相对丰度增高，其中拟杆菌门相对丰度的降低

与肠道GVHD相关。移植后拟杆菌门中位数在即将发生肠道

GVHD 的患者中为 0.80%，未发生肠道 GVHD 的患者中为

18.00%（P<0.05）。结论 allo-HSCT术后肠道微生物多样性

降低，并与肠道GVHD相关，在急性肠道GVHD发生时微生

物多样性降低更加明显。allo-HSCT术后肠道微生物发生一

系列的变化，其中拟杆菌门相对丰度降低，并与即将发生的肠

道GVHD相关。

B202. 包含依托泊苷的强化预处理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疗效分析
山东省立医院 孙菲菲 房孝生 姜玉杰 隋潇徽 刘新

王相华 李颖 王娜 甄长青 曲惠廷 樊娟 许洪志 王

欣

目的 回顾性分析包含与不包含依托泊苷的预处理方案

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疗效的影

响。方法 收集山东省立医院从2010年至2018年期间行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53例，

其中包含依托泊苷的强化预处理组20例（完全缓解15例，难

治复发 5例），不包含依托泊苷预处理组 33例（完全缓解 32

例，难治复发1例）。结果 包含依托泊苷组有更多的难治复

发患者，但其 3 年 LFS 及 OS 高于不包含依托泊苷组（LFS：

70.7%对56.5%，P=0.565；OS：68%对59.4%，P=0.825），复发率

与不包含依托泊苷组接近（29.3%对27.2%，P=0.760）。包含

依托泊苷组的 II~IV 级急性 GVHD 发生率较低（10%对

30.7%，P=0.146），慢性GVHD发生率也较低（9.1%对24%，P=

0.250），GRFS较高（63.6%对 48.7%，P=0.343）。同时研究还

发现，虽然依托泊苷增强了预处理强度，但其NRM反而较低

（0%对20.2%，P=0.371）。结论 包含依托泊苷的强化预处理

方案不增加NRM，GVHD发生率较低，且有获得更高的OS及

LFS趋势，是一种有效的移植预处理方案。

B203. haplo-HSCT is superior to chemotherapy for

intermediate risk AML in first complete remission:

results of ChiCTR-OCH-10000940 trial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Meng Lyu, Yu Wang,

Yingjun Chang, Xiaohui Zhang, Lanping Xu, Qian Jiang, Hao

Jiang, Jin Lu, Kaiyan Liu, Xiaojun Huang

Although 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aplo-HSCT) was con-

firmed as equally alternative to HSCT from HLA-matched sib-

ling donors for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patients. The ef-

fect of haplo-HSCT in post-remission treatment of intermedi-

ate risk AML patients in the CR1 is not defined.In this prospec-

tive trial(ChiCTR- OCH- 10000940), among 443 consecutive,

newly diagnosed, de-novo AML cases with int-risk cytog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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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 between age 16- 60, 147 patients with molecular int- risk

who achieved CR1 within two courses of induction and re-

mained in CR1 4 months post-remission received chemotherapy

(n=69) or haplo-HSCT(n=78).The 3-year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relapse (CIR)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for the haplo- HSCT

group than the chemotherapy group (11.7% vs 49.0%, respec-

tively; P<0.001). The 3-year leukemia-free survival (LFS) and

overall survival(O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haplo-

HSCT group than the chemotherapy group (74.3% vs 47.3% ,

P=0.0004; 80.8% vs 53.5% , P=0.001, respectively). In multi-

variate analysis with propensity score adjustment, post- remis-

sion treatment (haplo-HSCT vs chemotherapy) was an indepen-

dent risk factor affecting CIR(HR=0.217, 95% CI 0.083-0.567,

P=0.002), LFS (HR=0.445, 95% CI 0.206- 0.958, P=0.039),

and OS (HR=0.360, 95% CI 0.179- 0.948, P=0.037); positive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after the second consolidation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LFS/CIR in chemotherapy group

(HR=3.630, 95% CI 1.299-10.145, P=0.014) but not in haplo-

HSCT group. In sum, haplo-HSCT is superior to chemotherapy

as post-remission treatment in int-risk AML CR1. haplo-HSCT

is a first-line post-remission therapy for int-risk AML in the ab-

sence of HLA matched donor.

B204. Re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 regimen in

HLA- haploidentical transplantation with high

dose peripheral stem cell to treat ANKL: a cast

and literature review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袁海龙 段显琳 曲建华 江

明

Objective ANKL is characterized by low incidence and

high mortality in clinic. This study reported a case of aggres-

sive ANKL treated with allogeneic haploid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with re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 regi-

men. Methods After diagnosis, the very weak ANKL patient

received the chemotherapy regimen and got CR after two this

chemotherapy regimen.And then our unique re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 haploidentical was performed to improve the long-

term survival of this still weak patient. The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donor was the patient’s son, which was haploid 3/6

matched. The intensity conditioning regimen of FAB was adopt-

ed. Result Since day 15 after stem transplantation, complete

donor chimerism was observed, with the chimeric rate of

100%. At the end of follow-up period, bone marrow aspiration

result was normal, and the chimerism was tested as complete

donor chimerism. Conclusion Allogeneic haploid hematopoi-

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with reduced-intensity condition-

ing regimen provides satisfactory prognosis and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ANKL patient’s long-term survival.

B205. 含西达本胺预处理方案的拯救性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治疗未完全缓解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的疗效观察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董天 季杰 邝璞 刘志刚 刘霆

目的 移植前未达完全缓解的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即使经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仍有较高

的复发率及较短的生存期，既往文献显示5年PFS约30%左

右。本研究采用含西达本胺强化预处理的allo-HSCT，以期改

善其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中心自2015年3月至2018

年7月移植前未完全缓解成人ALL患者接受allo-HSCT的情

况。未完全缓解的标准为流式细胞术（FCM）和（或）实时聚合

酶链反应（rt-PCR）融合基因定量大于0.01%。干细胞来源为

亲缘或非亲缘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预处理采用ChiBFA方案

（西达本胺+白消安+氟达拉滨+阿糖胞苷）。急性GVHD预防

方案：移植后环磷酰胺+环孢素A（单倍型移植加用移植后兔

抗人淋巴细胞球蛋白及霉酚酸酯）。本研究不常规进行供者

淋巴细胞输注（DLI）。结果 研究共纳入患者24例，中位年

龄23（16~61）岁，其中6例（25%）为费城染色体阳性急性B淋

巴细胞白血病（Ph+ B-ALL），8例（33.3%）为Ph- B-ALL，10例

（41.7%）为急性T淋巴细胞白血病。19例（79.2%）为骨髓涂片

原始细胞<5%（MRD阳性），5例（20.8%）为原始细胞≥5%（复

发难治）。全部24例患者中同胞全相合移植11例（45.8%），非

血缘全相合移植4例（16.7%），单倍型移植9例（37.5%）。中性

粒细胞植活中位时间 14（12~20）d，血小板植活中位时间 16

（12~46）d。20例（83.3%）患者+30 d达到MRD阴性。整组患

者中位随访时间 7（1~40）个月，3年PFS为 47.1%，3年OS为

55.2%。MRD阳性与复发患者3年EFS分别为60%、0%，3年

OS 分别为 64.9%、30%。仅 1例患者（4.2%）在移植后 100 d

内发生Ⅰ度急性 GVHD。非复发相关死亡 3 例（11.6%）。

结论 应用含西达本胺的强化预处理方案对移植前未达完全

缓解的成人ALL患者进行拯救性 allo-HSCT，可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预后。

B206. 儿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淋巴组织增殖
性疾病的临床分析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章曼蘋 陈静

目的 探讨儿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

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PTLD）的流行病学、临床特点、诊治和

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至2016年9月上海儿童

医学中心869例 allo-HSCT患儿的临床资料。对移植后外周

血EBV-DNA拷贝数持续升高的患儿，抢先予以利妥昔单抗

治疗。确诊为PTLD后即予以免疫抑制剂减量或停药。结果

869例患儿行allo-HSCT后PTLD的发生率为1.5%（13/869），

其中获得性再生障碍性贫血（AAA）患儿PTLD的发生率为

3.7%（9/243），地中海贫血患儿PTLD发生率为5.0%（1/20），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儿PTLD发生率为0.9%（1/108），

均发生于allo-HSCT后1年内，临床表现为抗感染治疗无效的

反复发热伴扁桃体和淋巴结肿大。13例PTLD患儿中，7例

（53.8%）治疗无效死亡，6例治疗有效。结论 PTLD是儿童

allo-HSCT后一种罕见的并发症，病死率高，对外周血EBV-

DNA 持续升高的患儿，利妥昔单抗抢先治疗有利于降低

PTLD的发生率和病死率。

B207. 供者CAR-T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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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患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初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张荣莉 何

祎 杨栋林 王迎 郑晓辉 周卢琨 陈述连 张樱 胡

波 申昱妍 徐颖茜 王敏 王建祥 韩明哲 冯四洲

目的 初步探讨供者CAR-T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后复发患者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 2017年7月至2018

年6月，共入组6例B细胞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患者（包括2例PH+ALL患者），男3例，女3例；中

位年龄 44（18~60）岁；5例为HLA全相合同胞供者干细胞移

植，1例为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4例为MRD阳性，2例为血

液学复发。采集供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采用慢病毒转染技

术制备供者CD19+ CAR-T，以4-1BB为共刺激分子；患者采用

FCA（氟达拉滨25~30 mg·m-2·d-1×3 d，环磷酰胺350 mg·m-2·
d-1×2 d，阿糖胞苷100 mg·m-2·d-1×4 d）预治疗后输入（1.25~

3.5）× 106/kg 供者 CAR- T 细胞。结果 3 例患者发生 1 级

CRS，3例患者发生2级CRS；发生时间为输入CAR-T后3（2~

5）d，持续（2~10）d；其中3例合并2级CRS的患者应用 IL-6单

抗 6~8 mg/kg；所有患者均未应用糖皮质激素。4例MRD阳

性患者治疗后MRD转阴，2例复发患者治疗后获得完全供者

嵌合并且MRD持续阴性。所有患者均未发生GVHD。中位

随访 243.5（32~362）d。所有患者均生存且无白血病复发，

MRD 持续阴性，骨髓检查为完全供者嵌合。结论 供者

CAR-T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患者安全、有效。

B208. 脐血干细胞移植50例临床分析
南京中大医院 丁家华 何文多 杜胜男

目的 观察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各种血液、先天缺陷患

者的疗效。方法 2013年10月-2017年12月就诊的患者50

例，年龄6月~52岁，包括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13例、重

型地中海贫血2例、先天性免疫缺陷WAS（non-SCID）5例、戈

谢氏病1例、恶性血液病29例（包括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等）。无HLA同

胞相合供者或者急需移植者。HLA相合程度选取A、B位点

低分辨，DRB1高分辨配型，≥4/6相合。6/6、5/6相合单个核细

胞 2.5×107/kg，CD34+细胞 1.2×105/kg；4/6 相合，单个核细胞

3.5×107/kg，CD34+细胞1.7×105/kg，单份脐血不够者选取双份

脐血。结果 总植入率90%，中性粒细胞中位植入时间19 d，

血小板中位植入时间29 d，总生存率64%，生存者中位随访24

个月。小于30岁患者植入率95%，总生存率73%。13例SAA

患者均小于30岁，植入率85%（11/13），植入失败的2例二次

单倍型移植后死于移植相关并发症。2例重型地中海贫血患

者均成功植入，1例死于CMV感染，另1例生存质量良好。小

于30岁23例恶性血液病均获得成功植入，4例不能缓解患者

成功植入后，短期内复发死亡，去除4例未能缓解者，CR期（包

括CR1、2、3期）患者 19例，2年无病生存率 84.2%，2例死于

GVHD。5例WAS患者均获得快速植入，1例死于肺部感染，4

例存活。几乎所有患者都发生一过性CMV感染，经更昔洛维

及磷甲酸钠抢先治疗仅1例死于CMV感染。移植后1年后T

细胞亚群检测显示多数患者免疫功能恢复完全。讨论 脐血

具有来源广泛、免疫原性弱、HLA相合度要求相对较低、传染

疾病概率小、无供者采集伦理障碍的优点，因而具有潜在巨大

优势和吸引力，目前难点在于植入困难导致的早期高死亡率，

克服植入失败是脐血移植推广运用的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在

选择脐血时尽可能实现相合与细胞数的最优化组合，可大大

提高植入成功率，对于 30 岁以下恶性血液病植入率接近

100%。中性粒细胞及血小板中位植入时间几乎等于骨髓植

入时间。特别是对于白血病复发率低，显示强大抗白血病效

应，与文献报道一致。脐血是理想的造血干细胞来源。

B209. CD8+T细胞在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急性移
植物抗宿主病小鼠模型致病机制的研究
1.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血液科；2.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免疫学

系；3.香港大学玛丽医院血液肿瘤及骨髓移植科 邵亮 1 张

秋萍 2 周怡 1 周芙玲 1 左学兰 1 李国维 3 邝沃林 3

目的 探讨 CD8 + T 细胞在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

（haplo-HSCT）小鼠急性GVHD模型中的可能致病机制。方法

采用全身照射（TBI）建立以C57BL/6 (H-2b）为供者、[C57BL/

6×CBA/Ca]F1（H-2b×k）为受者的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急性

GVHD模型。受鼠随机分为3组：单纯照射组（n=8）、TD-BM

组（n=6）和TD-BM+CD8+T细胞组（n=12）。移植后对受鼠进

行生存期和体重进行评分；移植后28 d，比较受鼠的靶器官损

伤情况，比较TD-BM组和TD-BM+CD8+T细胞组小鼠的肝

脏、结肠、小肠、肺脏及皮肤的病理评分；移植后28 d，比较TD-

BM组和TD-BM+CD8+T细胞组的骨髓嵌合率；移植后7 d，应

用ELISA法分别检测TD-BM和TD-BM+CD8+T细胞组受鼠

血清中细胞因子 IFN-γ、TNF-ɑ、IL-1的浓度；移植后7 d，应用

流式细胞术检测TD-BM组和TD-BM+CD8+T细胞组受鼠脾

细胞中H-2b+H-2k-CD8+IFN-γ+/Granzyme B+细胞的百分比，

CFSE检测供者CD8+T细胞发生的增殖情况。结果 ①单纯

照射组、TD-BM组、TD-BM+CD8+T细胞组小鼠平均生存期

分别为12.9 d、100 d、72.4 d。②TD-BM+CD8+T细胞组小鼠

均于移植后40 d后开始出现明显的急性GVHD症状；移植后

28 d，病理活检提示TD-BM+CD8+T细胞组小鼠出现肝脏和肺

脏的损伤，而 TD-BM 组器官损伤不明显。③移植后 28 d，

TD-BM组和TD-BM+CD8+T细胞组小鼠的嵌合率均>95%。

④移植后 7 d，TD-BM+CD8+T细胞组受鼠血清中细胞因子

IFN-γ、TNF-ɑ和IL-1浓度较TD-BM组明显增高。⑤移植后7 d，

TD-BM+CD8+T细胞组中H-2b+H-2k-CD8+IFN-γ+百分比明显

高于TD-BM组（P<0.05）。⑥移植后+7 d，供者CD8+T细胞在

受者体内发生明显增殖。结论 一定数量的供者CD8+T细胞

可诱发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迟发型急性GVHD的发生。

B210.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JAK2V617F突变
阳性t(8;21)AML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一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仵菲斐 甘思林 张知鸷 谢晓

晴 陈梦欢 孙慧

患者于2016年6月查血常规：WBC 4.10×109/L，HGB 58

g/L，PLT 39×109/L；骨髓象：增生明显活跃，原粒76%；免疫分

型：原幼细胞 87.5%，高表达CD34、CD117、HLA-DR、CD33、

CD38、CD58、CD19、cMPO；AML1- ETO 融合基因阳性；

JAK2V617F突变阳性；染色体核型：t(8;21)(q22;q22)[20]；诊

断“AML伴 t(8；21)(q22;q22.1)，RUNX1-RUNX1T1”。IA方案

化疗1疗程达CR，IA、HD-Ara-C方案巩固化疗5疗程，腰椎穿

刺鞘内注射3次。2017年2月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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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L1-ETO融合基因阴性，JAK2V617F突变阴性。2017年6

月查血常规：WBC 5.10×109/L，HGB 136 g/L，PLT 88×109/L；

骨髓象：增生活跃，原粒 33.2%，AML1-ETO融合基因阳性，

JAK2V617F突变阳性。MEA方案化疗1疗程达CR，AA方案

化疗1疗程，于2017年10月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父亲

为供者），预处理方案改良Bu/Cy，CsA+MMF+MTX+ATG预

防GVHD。移植后第13天粒细胞植入，第15天血小板植入，

第28天查AML1-ETO融合基因阴性，JAK2V617F突变阴性。

B211.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Ⅳ度出血性膀胱炎
患者膀胱冲洗的护理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张会娟 解文君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出现出血性膀胱炎

患者行膀胱冲洗的护理方法，以减少患者在膀胱冲洗期间的

并发症，减轻患者痛苦。方法 回顾性总结我科2015年4月

至2018年7月间8例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出现出血性

膀胱炎且行膀胱冲洗患者的护理方法，从尿管类型及型号的

选择、置管时机、置管期间并发症的处理、冲洗液的选择等方

面，采用循证护理的理念，给予个性化的治疗及护理措施。

结果 纳入8例患者，发生出血性膀胱炎的中位时间为移植

后+34.5 d，出现Ⅳ度出血性膀胱炎且留置尿管的中位时间为

44 d。6例行持续膀胱冲洗，2例行间断膀胱冲洗。7例患者治

疗后好转，1例患者并发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行膀胱冲洗过

程中，选择尿管型号越小，患者耐受越好，发生膀胱痉挛的概

率也越小；在出现膀胱痉挛时，护士可使用室温下的生理盐水

或者碘伏盐水进行手动冲洗，能够最大程度减轻患者疼痛程

度并防止尿管阻塞；持续膀胱冲洗过程中，要根据引流液颜色

及时调节冲洗液速度。结论 出血性膀胱炎是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后常见并发症，护士应掌握膀胱冲洗的方法并针对

并发症给予及时处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患者痛苦，缩短尿管

留置时间，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B212. 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后严重中枢神经系统并
发症诊治
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 陈开澜

目的 探讨移植后不同阶段发生的严重中枢神经系统

（CNS）并发症表现，提高患儿治愈率。方法 2016年10月至

2018年5月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34例，发生严重CNS并

发症的3例（8.82%），探讨其临床表现、影像学、脑电图特点及

脑脊液分析及治疗经过。结果 ①3例患儿年龄在1~8岁，男

1例，女2例，ALL 2例，β地中海贫血1例。采用淸髓性预处理

方案。同胞全相合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2例，单倍型造血

干细胞移植1例。②例1患儿+11 d出现VOD，+16 d粒细胞

植入，+19 d VOD基本控制。+46 d出现反复抽搐，头颅MRI

显示“双侧额顶枕区及基底节区稍长T1T2，T2FLAIR高信号

影”。脑血管造影显示左侧颈内动脉之大脑前、中动脉呈“烟

雾”状表现。患儿3 d后死于颅内广泛出血。③例2，+15 d粒

细胞植入，+25 d出现双眼视物模糊，脑脊液检查示：白细胞

609×106/L，可见吞噬细胞，脑脊液蛋白定量分析示“IgG、IGA、

IGM异常合成”。CMV-DNA 1.01×104copy/ml，外周血CMV<

1×104/ml，头颅MRI示“脑沟宽、右眼球玻璃体内出血”。给予

更昔洛韦抗病毒治疗，脑脊液病毒水平下降但出现双眼盲及

中枢性尿潴留，+66 d骨髓复发，家长放弃治疗。④例3，+117

d出现皮疹，ALT 1035 U/L，AST 869 U/L，考虑慢性GVHD。

临床上出现少言寡语、吐词不清，脑脊液常规及生化在正常范

围，脑脊液蛋白分析示“IgG 异常合成但未见 IgG 寡克隆区

带”。头颅MRI示“双侧大脑半球白质见片状长T1长T2信

号，T2FLAIR高信号，呈对称性分布”。脑电图正常。给予甲

泼尼龙治疗并换用他克莫司、输注间充质干细胞，病情好转。

结论 移植后30 d内常见的CNS并发症包括治疗药物相关、

细菌及真菌感染及脑血管疾病，移植后30~100 d以病毒和原

虫感染最常见，移植100 d后则以病毒及真菌感染、脑白质病

变、移植后淋巴组织增殖性疾病及颅内肿瘤多见。根据移植

后不同时期，结合患儿头颅MRI及脑脊液检查可对绝大多数

CNS并发症做出诊断并相应治疗。对有CNS并发症倾向患

儿，及时调整治疗策略，尽可能预防其发生，才能真正改善移

植患儿预后。

B213. Cerebrospinal fluid chimerism analysis: a

useful tool to predict CNS relapse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and help guide

clinical intervention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

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uny-

ing Li, Zhaodong Zhong, Yong You, Wei Shi, Huafang Wang,

Chunyan Sun, Xuan Lu, Linghui Xia, Yu Hu

Objective For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eukemia (CNSL)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CT), how to evaluate and whether to con-

duct preventive intrathecal injection remains controversial.

Here we carried out a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

rebrospinal fluid (CSF) donor– recipient chimerism and CNS

relapse to solve the problem.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an-

alyzed CSF samples from 135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of CNS in-

vasion after alloHCT in Wuhan Union hospital from December

2012 to July 2018. Chimerism detection of CSF was assessed

with polymorphic short tandem repeats (STRs) amplified by

PCR. CNS invasion was evaluated by cerebrospinal fluid cytol-

ogy and flow cytometry. Results Mixed chimerism was de-

tected in 42 cases (31.1%). Among them 17 patients were de-

tected with decreasing mixed chimerism and 5 patients were

with increasing mixed chimerism. The remaining 93 cases

maintained complete donor chimerism and showed no signs of

CNS invasion during our follow-up. Patients with mixed chime-

rism showe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rate of CNS relapse com-

pared to those with complete donor chimerism (P<0.001). In

mixed chimerism cases, patients with increasing mixed chime-

rism showed a significantly higher rate of CNS recurrence com-

pared to those with decreasing mixed chimerism (P<0.001).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of CNS invasion after

alloHCT, dynamic monitoring CSF donor – recipient chime-

rism is useful in predicting CNS relapse and help guide clinical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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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4. 正念训练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癌因性疲乏
的干预效果研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长凤 张娜 李贵平 李潺 石

俊梅

目的 探讨正念训练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癌因性疲乏

的干预效果。方法 选取2017年5月至2018年5月郑州市某

医院的82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

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41例）和对照组（41例）。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试验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8周

正念训练。分别于干预前、干预后使用五因素正念度量表

（FFMQ）和多维度疲劳症状量表-简表（MFSI-SF）对患者进行

测量。结果 干预后，试验组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正念总

分（t=4.605，P<0.001）及观察维度（t=2.248，P=0.027）、描述维

度（t=2.213，P=0.03）、有觉知地行动维度（t=2.310，P=0.023）、

不判断维度（t=2.796，P=0.006）、不反应维度（t=2.956，P=

0.004）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试验组患者除一般疲劳维度外，

疲劳总分（t=-3.574，P=0.001）及身体疲乏维度（t=-2.740，P=

0.008）、情绪疲乏维度（t=-2.542，P=0.013）、心理疲乏维度（t=-

2.528，P=0.013）和活力维度（t=-2.360，P=0.021）的得分均低于

对照组。结论 正念训练干预能提高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

正念水平，并能有效缓解其疲劳症状。

B215. G-CSF动员的异基因外周血单个核细胞输注
治疗急慢性白血病的疗效与安全性
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魏立 叶梅 汪宏云 高泽莉

汪姝玥 张文俊

目的 观察 G-CSF 动员的异基因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MNC）输注在白血病治疗中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 回顾

性分析我科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联合G-CSF动员的异基

因外周血单个核细胞输注治疗的27例患者及供者的临床资

料，包括细胞输注剂量、输注方式、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细胞输

注前后血常规变化等。结果 27例患者中位年龄49（14~85）

岁，AML 19例，MAL 1例，CML二次急髓变2例，CML急淋变

1 例，CLL 进展 2 例，高危 MDS 2 例；女供男 15 例，男供女

12例；有血缘关系24例，无血缘关系3例。27例共接受59次

外周血MNC输注；接受 1疗程输注 27例，2疗程输注 23例，

3 疗程输注 9 例；首次输注细胞数：MNC 0.5~1.0 × 108/kg，

CD34+细胞0.4~0.7×106/kg，采用剂量爬坡方式进行输注，单次

最大细胞数量：MNC 2.3×108/kg，CD34+细胞1.0×106/kg，间隔

时间1周~3个月；输注时机均为停化疗第1或第2天；27例中

2例发生免疫性肺损伤，表现为肺泡出血、持续哮喘和呼吸困

难，2例均为CLL进展，输注间隔时间短（1周），1例为女供男，

MNC分别为0.5×108/kg、0.7×108/kg；1例男供女，MNC分别为

0.63×108/kg、0.79×108/kg；1例为男供女，MNC 0.95×108/kg，在

细胞输注后第10天发生 I度皮肤急性GVHD，其化疗方案为

FLAG；其余24例均未出现不良反应。细胞输注后，PLT>20×

109/L的时间为（6.8±1.1）d，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0.5×109/L的

时间为（10.2±2.6）d。结论 G-CSF 动员的异基因外周血

MNC输注能缩短化疗后骨髓抑制期，其安全性与白血病类

型、细胞输注间隔及输注前化疗方案等因素有关。

B216.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BCR-ABL1

阳性复发难治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合并CMV视
网膜炎一例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李洪娟 王红美 韩燕 顾艳 丁国

玉 赵羽琦 程娜 穆锴 李雪

患儿，男，3岁，2015年 2月诊断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B-ALL），化疗期间监测MRD均>104。1年后复发，融合基因

BCR-ABL1（p190）阳性，予口服伊马替尼；并予DAEL方案化

疗骨髓MRD未能转阴；遂按照CCLG-ALL2008（HR）方案重

新诱导化疗。患儿每个疗程化疗后均合并重度粒细胞缺乏合

并感染，期间合并急性胰腺炎、药物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

症，BCR-ABL1 0.08%~0.1%。第2轮HR-1方案化疗第2天患

儿出现抓物不准，视物模糊，双侧瞳孔直径约 6 mm，等大等

圆，对光反射迟钝；眼底检查示：视盘不清，网膜水肿，可见渗

出、出血、血管白鞘，网膜浅脱。检查血常规、凝血常规、血生

化未见异常；G试验、GM试验、EBV-DNA均阴性；血CMV-

DNA 1.52×105；脑脊液CMV-DNA 2.63×104；房水CMV-DNA

4.1×103，诊断CMV视网膜炎。予更昔洛韦静滴及眼睛玻璃体

腔注药等治疗 1月后复查外周血、脑脊液CMV-DNA转阴。

再次复查BCR-ABL1 0.18%，拟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为

患儿父亲（HLA配型 5/10相合），预处理方案：IDA+Ara-C+

BU + CY + MeCCNU + ATG- F，予 CsA + MMF + MTX 预防

GVHD，-1 d输注供者骨髓干细胞。+31 d检测供受者完全嵌

合状态；+35 d骨髓象未见原始幼稚细胞；MRD<10-4，BCR-

ABL1基因阴性。现患儿移植后19个月，一般状态良好，目前

有 cGVHD，骨髓 MRD<10- 4，BCR-ABL1 基因阴性，血 EBV-

DNA及CMV-DNA均阴性。

B217. Superior salvage treatment with regimen

containing sorafenib for relapse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with FLT3-ITD after allo-HSCT
1.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Institute

of Hematology,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3.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4.Institute of He-

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s Hospital,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nd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5.Xinqiao-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6.Zhujiang Hospi-

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7.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Chenzhou,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Li Xuan1, Yu Wang2,

Jia Chen3, Erlie Jiang4, Li Gao5, Bingyi Wu6, Lan Deng6, Xin-

quan Liang7, Fen Huang1, Zhiping Fan1, Xiaowen Tang3, Jing

Sun1, Xi Zhang5, Mingzhe Han4, Depei Wu3, Xiaojun Huang2, Qi-

fa Liu1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sorafenib com-

bined with other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AML with FLT3-

ITD relapsed after allo- HSCT. Methods A total of 76 AML

with FLT3-ITD relapsed after allo-HSCT from January 2012 to

May 2017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Depending on whether

receiving salvage therapy containing sorafenib,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2 groups: sorafenib group (n=49) and non-

sorafenib group(n=27). On the basis of the differences of th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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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utic regimens,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4 subgroups, includ-

ing sorafenib + chemotherapy + donor lymphocyte infusion

(DLI) (Group A, n=39), sorafenib+chemotherapy (Group B, n=

10), chemotherapy+DLI(Group C, n=15), and monochemother-

apy (Group D, n=12). Outcomes of different therapeutic regi-

mens were compared. Results Forty patients obtained com-

plete remission (CR) and 12 partial remission after salvage ther-

apies, with the CR and overall response(OR) rates of 52.6%

and 68.4%. The CR and OR rates were 65.3% and 81.6% in the

sorafenib group, compared with 29.6% and 44.4% in the non-

sorafenib group(P=0.003, P=0.001). Subgroup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R and OR rates in Group A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D(P=0.006, P=0.001), and they were similar to

that in Groups B and C (all P values >0.008). There were also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R and OR rates among

Groups B, C, and D (all P values >0.008). With a median fol-

low-up of 245 (range 30-1992) days after relapse, 26 patients

remained alive and 50 died. The 3- year overall survival (OS)

was 33.8% (95% CI 23.3%- 44.5% ). The 3- year OS in the

sorafenib group was superior to that in the non-sorafenib group

(42.0% vs 18.5% , P=0.002). Subgroup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orafenib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followed by DLI was

superior to other regimens, with 3-year OS of 47.8%, 20.0%,

20.0%, and 16.7% in Groups A, B, C, and D, respectively(P=

0.007). The incidences of acute and chronic GVHD as well as

the mortality of GVHD after salvage therapies were similar

among the four groups (P=0.304, P=0.429, P=0.601, respec-

tively).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salvage therapy con-

taining sorafenib was the only protective factor for OS (P=

0.022, hazard ratios=0.479). Conclusions Salvage therapy

containing sorafenib was superior to that not containing

sorafenib, and sorafenib combined with chemotherapy fol-

lowed by DLI revealed optimal efficacy for relapse of AML

with FLT3-ITD after allo-HSCT.

B218. CMV和EBV共激活可能与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后免疫重建延迟且与不良预后相关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市造血干细胞移植重点实验室，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 石大雨 孙于谦 王

昱 张晓辉 许兰平 刘开彦 闫晨华 黄晓军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巨细

胞病毒（CMV）和EB病毒（EBV）共激活患者的临床特征，并

探究影响CMV和EBV共激活的因素。方法 研究纳入247

例于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期间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海淀

院区接受allo-HSCT的患者，根据CMV和EBV感染情况分为

同时感染组、其他感染组和未感染组，比较不同组患者的临床

特征。结果 24（9.7%）例患者发生 CMV 和 EBV 共激活。

CMV和EBV共激活患者1年总生存率（OS）（P=0.004）和1年

无白血病生存率（LFS）（P=0.016）均降低，此外，这些患者急性

GVHD（P<0.001）、病毒性肺炎（P=0.005）和出血性膀胱炎（P=

0.002）的发生率均升高。进一步分析表明CMV血症持续时

间（P=0.014）、EBV 血症持续时间（P<0.001）和移植后 30 d

CD4+CD25+ T细胞绝对计数（P=0.05）是CMV和EBV共激活

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CMV和EBV共激活患者1年OS和

LFS均降低。CMV和EBV共激活与CMV、EBV持续时间长

以及移植后30 d CD4+CD25+ T细胞重建差相关。

B219. 供受者性别组合对急性白血病单倍型造血干
细胞移植预后的影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于文静 王昱 许兰平 张晓辉 刘开

彦 黄晓军

目的 观察供受者性别组合对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

（haplo-HSCT）治疗急性白血病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

析2002年4月至2014年12月在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接受

haplo-HSCT的1160例急性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供受

者性别组合分为供受者性别相合组、不合组，并进一步分为男

供男、女供男、女供女、男供女4个亚组。比较各组移植后造

血重建、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复发、非复发死亡率

（NRM）、无病生存（DFS）以及总生存（OS）情况，并行单因素

及多因素分析。结果 供受者性别不合组3、5年累积NRM

均高于性别相合组［21.7%（95%CI 20.4%~23.0%）对 15.8%

（95% CI 14.8% ~16.8%），P=0.010；22.6%（95% CI 21.1% ~

24.1%）对16.8%（95% CI 15.8%~17.8%），P=0.013］，其他预后

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女供男组与男供男组比较，3年、5

年NRM较高［25.5%（95%CI 23.2%~27.8%）对16.1%（95%CI

14.9% ~17.3%），P=0.002；27.1%（95% CI 24.7% ~29.5%）对

17.3%（95% CI 15.9%~18.7%），P=0.002］，5年DFS率、3年OS

率较低［56.9%（95% CI 51.2% ~63.0%）对 64.4%（95% CI

60.0% ~69.0%），P=0.044；62.6%（95% CI 57.1% ~68.5%）对

69.8%（95%CI 65.7%~74.2%），P=0.045］，3年DFS率、5年OS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Ⅱ~Ⅳ度急性 GVHD、慢性

GVHD累积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女供女组与

男供女组比较，Ⅱ~Ⅳ度急性GVHD累积发生率较高[43.9%

（95%CI 40.5%~47.3%）对 34.6%（95%CI 31.7%~37.5%），P=

0.047]，慢性GVHD累积发生率、复发率、NRM、DFS率、OS率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女供男组合

是影响NRM、OS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女供男是 haplo-

HSCT治疗急性白血病预后较差的性别组合，男性患者应优

先选择男性供者。

B220. 老年复发/难治AML强行移植后小剂量地西
他滨联合丙戊酸维持治疗一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郭荣 丁文稳 马曼曼 董振坤

王海琼 姜中兴 谢新生 万鼎铭 曹伟杰 邢海洲 孙

玲 孙慧

1例61岁急性髓系白血病M1患者，初诊至强行移植期间

2次复发，移植前疾病状态为未缓解，行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

植。预处理方案为“地西他滨+RIC-mBuFLU+VP-16”。移植

物单个核细胞数为 4.84×108/kg、CD34 +细胞数为 10.6×106/

kg。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预防采用环孢素A联合霉酚酸

酯、短程甲氨蝶呤、巴利昔单抗。移植后第15天粒细胞植活，

移植后第 19 天血小板植活。移植后第 38 天微小残留病灶

（MRD）=0.0906%。移植后第100天MRD=0.0525%。移植后

4个月给予1周期小剂量地西他滨联合丙戊酸维持治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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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后 6个月复查骨髓：增生尚活跃，未见原始细胞。给予第

2周期小剂量地西他滨联合丙戊酸维持治疗。移植后7个月

复查骨髓：增生尚活跃，未见原始细胞，MRD=0.0656%；给予

第3周期小剂量地西他滨联合丙戊酸维持治疗。移植后8个

月复查骨髓：增生尚活跃，未见原始细胞，MRD=0.0420%；给

予第4周期小剂量地西他滨联合丙戊酸维持治疗。后因带状

疱疹暂停小剂量地西他滨联合丙戊酸维持治疗。移植后11

个月骨髓原始粒细胞87.2%，MRD=82.8%，提示复发。

B221.诊断至移植时间对AML患者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预后的影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刘秀娟 黄晓军 许兰平 刘开彦

张晓辉 闫晨华 王昱

目的 探讨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的急

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从诊断至移植时间（以6个月为分

界点）对移植结局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

2014年6月在我所行allo-HSCT的中位年龄30岁的107例中

高危AML中的CR1患者，根据诊断至移植时间分为<6个月

组（46 例）及>6 个月组（61 例），比较两组患者的总生存率

（OS）、无病生存率（DFS）、非复发死亡率（NRM）。结果 诊

断至移植时间分为<6个月组及>6个月组两组的OS、DFS及

NRM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诊断至移植时间<6个月组、>6

个月组的中位 OS 时间分别为 897.5 d、817 d，OS 率分别为

（90.3±4.6）%、（75.7±5.7）%（P=0.042），DFS 率分别为（90.7±

4.4）%、（76.3 ± 5.5）%（P=0.038），NRM 分别为（6.8 ± 3.8）%、

（18.2±5.0）%（P=0.047）。结论 AML患者诊断后6个月内行

allo-HSCT可改善生存，降低NRM。

B222. 重型β地中海贫血的免疫学特征和不同移植物
来源同胞造血干细胞移植造血及免疫重建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覃芳 施玲玲 章忠明 刘练

金 李桥川 赖永榕

目的 探索不同干细胞来源治疗重型β地中海贫血的临

床差异和移植效果，比较造血和免疫重建差异。方法 研究

自2015年12月至2017年3月在我院干细胞移植病区进行同

胞HSCT的重型β地中海贫血患者共47例的临床资料。所有

患者按移植物来源分为脐血联合骨髓（CB+BM）24例，外周血

联合骨髓（PB+BM）23例。24例健康对照。移植患者均采用

Bu+Cy+Flu+ATG清髓预处理方案。采用流式细胞术、Real-

time qPCR、SYBR Green染料法荧光定量PCR和ELISA等方

法检测移植前后不同时点的T细胞、B细胞和NK细胞亚群及

功能。结果 （1）与正常儿童比较，重型β地中海贫血患儿T、

B细胞及胸腺、骨髓输出功能正常。相关分析发现TRECS与

CD3+细胞和CD4+细胞均呈正相关，B细胞与 sjKRECS正相

关；Breg细胞与 sjKRECS、cjKRECS均正相关。（2）重型β地中

海贫血患者接受体内去T细胞清髓预处理的同胞HSCT后最

常见的并发症是感染。其免疫重建的特点：①CD3+T细胞在

12个月恢复至移植前水平，CD4+细胞移植后1年内均未能达

到移植前水平，CD8 +细胞 6 个月达到移植前水平，T-bet、

GATA3在移植后1个月恢复至移植前水平，TRECS移植后12

个月仍低于移植前水平；②B细胞6个月内恢复到移植前水

平。Breg细胞恢复规律同B细胞。sjKRECS在移植后3个月

恢复至移植前水平。cjKRECS移植后12个月内均低于移植

前水平。BAFF在移植后1个月迅速超过移植前并达到1年内

最高峰，至12个月恢复至移植前水平；③NK细胞移植后1个

月恢复到移植前水平，但细胞毒功能受损。（3）CB+BM组较

PB+BM组造血重建晚，CB+BM组较PB+BM组移植后病毒

（如CMV、EBV）、细菌/真菌感染发生率高。CB+BM组T细胞

免疫重建较PB+BM组晚，移植后1个月CB+BM组CD3+T细

胞和CD4+T细胞显著低于PB+BM组。CB+BM组B细胞增

殖明显高于PB+BM组，以Breg亚群差异为主。CB+BM组

BAFF高于PB+BM组。各组骨髓输出功能与B细胞和Breg

亚群变化差异一致。结论 重型β地中海贫血移植后感染发

生率高可能与其B细胞增殖明显增高但T细胞免疫功能恢复

慢、NK细胞功能缺陷有关。CB+BM组较PB+BM组造血重

建晚、感染发生率高的原因是B细胞增殖明显增高且以Breg

细胞增殖为主但T细胞重建延迟有关。

B223. 病毒激活、CD34+细胞数低是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后100天内继发性植入功能不良危险因素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市造血干细胞移植重点实验室，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 孙于谦 王昱 张晓辉 许

兰平 刘开彦 闫晨华 黄晓军

目的 继发性植入功能不良（sPGF）指造血干细胞移植

获得造血重建后再次出现血细胞减少。sPGF患者预后不佳，

本研究探究 sPGF的发生率、危险因素及其对临床结果的影

响。方法 本研究回顾分析 564例于 2015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期间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患者，描述其临床特征，并分析影响 sPGF的因素。结果 共

490 例患者粒细胞及血小板初次植活，其中 28 例患者发生

sPGF。移植后100 d sPGF的累积发生率为5.7%，中位发生时

间为移植后54.5（34~91）d。CD34+细胞低（低于中位值）［P=

0.019，HR=3.07（95% CI 1.207~7.813）］、EBV 再激活［P=

0.009，HR=3.648（95%CI 1.382~9.629）］和 CMV 再激活［P=

0.003，HR=7.827（95%CI 2.002~30.602）］是 sPGF的独立危险

因素。同胞全相合移植组和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组 sPGF

发生率无显著差异（P=0.44）。28例 sPGF患者中，53.6%（15/

28）的患者造血恢复，中位恢复时间为诊断 sPGF 后 61（11~

146）d。sPGF患者移植后1年总生存率显著低于植入功能良

好的患者（50.5%对87.2%，P<0.001）。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

植后 sPGF发生率为5.7%，易发生于CMV再激活、EBV再激

活和输注 CD34+细胞低的患者。由于缺乏标准治疗方案，

sPGF患者预后不佳。

B224. 分泌 IL-17的γδT细胞在肠道急性移植物抗宿
主病中的保护作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血液学研究所，干细

胞与细胞免疫治疗浙江省工程实验室 徐琳 冯晶晶 林

毓 黎晓晴 黄河

急性GVHD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主要并发症

和死亡原因，肠道作为主要靶器官，累及率高、治疗效果差。

肠上皮富含能分泌 IL-17的固有免疫细胞γδT17细胞，该群细

胞在病原体侵入组织后作用失调，但机制尚不明确。我们前

期研究证明急性GVHD小鼠肠上皮γδT17细胞随疾病进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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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是肠道急性 GVHD 炎性微环境中 IL-17 的主要细胞来

源。这些发现表明γδT17细胞可能是小鼠肠道急性GVHD的

关键参与者并且具有预测预后的潜力。

小鼠原代γδT17细胞仅占脾脏的0.1%。为了验证γδT17

细胞在急性GVHD中的作用，我们建立了改良的γδT17细胞

的体外诱导体系。体外诱导纯化9 d后，能获得近百倍于初始

数量的γδT17细胞。ELISA和qPCR结果显示体外诱导过程

中，IL-17A的表达量随诱导时间增加而上升。然后我们对急

性GVHD小鼠模型同步回输了体外诱导纯化的γδT17细胞。

我们将接受8 Gy致死剂量辐照后的8周BABL/C小鼠随机分

为3组，TCD-BM组每只仅接受去T骨髓细胞，急性GVHD组

每只接受去T骨髓细胞和脾脏T细胞，急性GVHD+γδT17组

每只接受去T骨髓细胞、脾脏T细胞和诱导纯化后的γδT17细

胞。随访至移植后第60天，急性GVHD组小鼠全部死亡，急

性GVHD+γδT17组仍有40%小鼠存活，总生存率得到明显改

善（P<0.01）。急性GVHD+γδT17组小鼠临床评分显著低于

急性GVHD组。第28天对三组小鼠肠道进行病理评分，急性

GVHD+γδT17组小鼠肠道病理评分显著低于急性GVHD组

（1.75 ± 0.48 对 6.00 ± 0.41，P<0.001）。我们还检测到急性

GVHD+γδT17组小鼠肠道中髓系来源的抑制性细胞（MDSC）

比例明显升高，已有报道表明MDSC具有免疫抑制功能，可以

负向调控急性GVHD。体外实验表明，与γδT17细胞共培养

24 h后，MDSC的免疫抑制功能明显增强。因此我们推测，

γδT17细胞能招募MDSC在肠道聚集，发挥免疫抑制功能从

而减轻急性GVHD。

我们的研究表明，γδT17细胞在肠道急性GVHD的防治

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这群细胞能招募MDSC负向调控急性

GVHD，减轻肠道损伤。然而，γδT17细胞和MDSC的相互作

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B225. IgG synthesis rate and anti-myelin oligoden-

drocyte glycoprotein antibody in CSF may be asso-

ciated with the onset of CNS demyelination after

haplo-HSCT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Xin Zhao, Xiaohui

Zhang, Huan Chen, Yuhong Chen, Yao Chen, Jingzhi Wang,

Xiaodong Mo, Yingjun Chang, Yu Wang, Lanping Xu, Kaiyan

Liu, Xiaojun Huang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 (haplo-

HSCT) is an upfront and effective therapy for patients, but it

usually has many complications such as neurological complica-

tions. As one of the neurological complications following hap-

lo-HSCT, immune-mediated demyelinating diseases of the cen-

tral nervous system(CNS) seriously affect the patient quality of

life. However, the incidence, risk factors and pathogenesis of

CNS demyelination are not very well understood.To analyse

the incidence, risk factors, and prognosis of CNS demyelin-

ation after haplo- HSCT.A study was conducted in 1,526 pa-

tients who underwent haplo-HSCT between January 2013 and

June 2016. The definition of CNS demyelination during haplo-

HSCT was confirmed by neurologic signs, MRI abnormality

corresponding to the neurologic signs, abnormal CSF studies

and the presence of systemic GVHD or the response to immu-

nosuppressive therapy (Grauer O et al.Brain.2010;133(10):

2852- 2865,Chronic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Page243- 51,

2009, Thomas’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Page 766-

75, Fifth Editon, 2016, Polman C H et al. Ann Neurol.2011;69

(2):292-302). Patients who did not meet these criteria and were

determined to have CNS infection (bacterial, fungus, and virus-

es), neurotoxicity or malignancy relapse, based on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findings, were excluded. The CSF immunoglobulin

index includes BBB permeability, the IgG index, the CSF IgG

intrathecal synthesis index, CSF and blood myelin basic pro-

tein, CSF and blood anti- myelin basic protein antibody, CSF

and blood anti- 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protein antibody.

Thirty patients developed CNS demyelination after haplo-

HSCT. The cumulative incidences of the diseases at 100 days, 1

year and 2 years post transplantation were 0.6% , 1.6% and

2.3% , respectively. The mean age at the time of presentation

was 26.5 years (10- 52 years), and the mean time from trans-

plant to the onset of neurologic symptoms was 216 days (17-

844 days). Nineteen patients received a corticosteroid pulse,

five patients received immunoglobulin, and six patients re-

ceived supportive treatment and an increase in immunosuppres-

sive therapy. The symptoms improved in all patients. The mean

duration from the time of improvement to deterioration was (5±

4) days. In univariate analysis, we found that BBB permeability

and the CSF IgG intrathecal synthesis index were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CNS demyelination (P<0.1). In multivariate anal-

ysis, the CSF IgG intrathecal synthesis index (OR=1.017, 95%

CI 1.003-1.031, P=0.019) and CSF myelin oligodendrocyte an-

tibody (OR=12.059, 95% CI 1.141-127.458, P=0.038) were in-

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onset of CNS demyelination.

We also studied the possible pathogenesis of CNS demyelin-

ation. Immune reconstitution (the cell proportion of CD19 + B

cells, CD3+T cells, CD4+T cells), the count of leucocytes, lym-

phocytes, monocytes and platelets, as well as the level of immu-

noglobulins A, G and M +30 days, +60 days, and +90 days af-

ter HSCT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NS de-

myelination and no demyelination (P>0.05). The probabilities

of overall survival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demyelination.The CSF IgG intrathe-

cal synthesis index and CSF anti-myelin oligodendrocyte glyco-

protein antibody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 onset of CNS de-

myelination after haplo-HSCT and CNS demyelination have no

influence on long-term survival.

B226.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28

例疗效分析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黄睿 章忠明 刘练金 李桥

川 赖永榕

目的 探讨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

疗效及影响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8

年1月至2018年4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8例接受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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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干细胞移植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的临床资料，使用

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通过对患者总生存率（OS）和

移植相关死亡率（TRM）的比较，探索影响生存预后的相关因

素。结果 所有患者随访至2018年4月20日，存活患者的中

位生存时间为34（1~122）个月。26例患者获得植入，粒细胞

植入中位时间11（10~24）d。allo-HSCT患者4例（14.8%）发生

急性 GVHD，1 例（3.7%）发生慢性 GVHD。OS 率为 67.9%，

TRM 为 28.6% 。移植后主要并发症有肺部感染 12 例

（42.9%）、脓毒血症9例（32.1%）、CMV血症8例（28.6%）、真菌

感染6例（21.4%）。单因素分析显示供者类型、干细胞种类、

HLA相合、血型相合程度、预处理方案、GVHD预防方案、回

输单个核细胞数的差异并不显著影响患者预后。结论 造血

干细胞移植是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有效方法。肺部感

染、脓毒血症等感染相关并发症是移植后主要的死亡原因。

B227.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后持续单纯性血小板减少症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市造血干细胞移植重点实验室，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 孙于谦 孔圆 张晓辉 王

昱 孔军 付海霞 闫晨华 许兰平 刘开彦 黄晓军

目的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持续单纯

性血小板减少（PT）的患者预后不良。目前PT并无标准治疗

方法。本研究拟探究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治疗allo-

HSCT后PT的有效性。方法 研究共纳入24例在2016年6

月1日至2017年5月31日期间接受 rhTPO治疗的PT［包括血

小板植入延迟（DPE）和继发性血小板恢复失败（SFPR）］患

者。rhTPO治疗剂量为300 IU·kg-1·d-1×28 d，期间若脱离血

小板输注且 PLT>50×109/L 则停止治疗。治疗有效定义为

rhTPO治疗期间或治疗结束 7 d内脱离血小板输注且 PLT>

20×109/L。结果 全部24例患者接受了28 d连续治疗，无患

者因药物不良反应退出研究。总体有效率为45.8%。中位有

效时间为开始 rhTPO 治疗后 12（7~25）d。单因素分析显示

rhTPO 疗效与骨髓巨核细胞数目相关（81.8%对 22.2%，P=

0.022），与性别、疾病类型、疾病状态、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巨细胞病毒再激活和PT类别（DPE/SFPR）无关。rhTPO治疗

有效的11例患者经治疗后中位骨髓巨核细胞数目显著增加

（P=0.036）。结论 rhTPO可作为 allo-HSCT后PT患者的治

疗选择（特别是骨髓有巨核细胞的患者）。

B228.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钙调磷酸酶抑制剂
相关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苏霞云 章忠明 刘练金 李

桥川 赖永榕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 6个

月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NI）相关的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

（PRES）的发生率、临床特点、影响因素及预后。方法 回顾

性分析2006年9月至2017年11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接受 allo-HSCT的718例血液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718例 allo-HSCT患者中，32例（4.5%）在移植后 6个月发生

CNI相关PRES。32例患者中男18例，女14例，发生PRES的

中位时间为38.5（1~145）d，以高血压（32/32）、癫痫（28/32）、意

识障碍（13/32）、头痛（6/32）为主要临床表现。单因素分析显

示，患者年龄、移植类型、HLA相合程度、急性GVHD、低蛋白

血症与移植后CNI相关PRES的发生有关；多因素分析显示，

患者年龄<14岁（OR=6.629，95%CI 1.781~24.677，P=0.005）、

发生急性GVHD（OR=3.966，95%CI 1.482~10.617，P=0.006）、

低蛋白血症（OR=5.238；95%CI 1.584~17.315，P=0.007）是移

植后发生CNI相关PRES的独立危险因素。32例患者发病后

立即暂停使用CNI并予以对症治疗，3例死亡，其余患者均获

得治愈。结论 allo-HSCT后CNI相关的PRES的发生率为

4.5%，患者年龄<14岁、发生aGVHD、低蛋白血症是移植后发

生CNI相关PRES的独立危险因素。早期诊断、暂停使用CNI

及对症治疗是保证良好预后的关键。

B229. 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急性髓系白
血病45例临床疗效分析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陆春宇 章忠明 刘练金 李

桥川 赖永榕

目的 探讨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PBSCT）

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疗效。方法 对2004年9月

至 2017 年 9 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 auto-

PBSCT的45例AML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患者的造血重

建时间、无病生存期（DFS）、总生存期（OS）、复发率等指标进

行统计。结果 45例行 auto-PBSCT的AML患者，男24例，

女21例，中位年龄37（16~60）岁。2例患者未获得完全造血重

建，其余43例患者均获得造血重建，粒细胞植入中位时间为

10（6~26）d，血小板植入中位时间为13（6~180）d。中位随访时

间24（2~157）个月，3例患者（6.7%）失访，完成随访42例患者

的 3、5年DFS率分别为 63.1%、63.1%，OS率分别为 67.7%、

60.4%，1、3、5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21.6%、36.9%、36.9%。单

因素分析显示，年龄<40岁患者的OS以及DFS优于年龄≥40

岁患者。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为影响患者DFS的

独立预后因素。结论 auto-PBSCT 对 AML 有效，可作为

AML化疗缓解后的巩固治疗，部分患者可获得长期生存。

B230. Posterior reversible encephalopathy syn-

drome (PRES）- related epilepsy in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 patients:clinical

presentation, risk fact and progonisis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Xin Zhao, Xiaohui

Zhang, Wei Han, Yao Chen, Huan Chen, Yuhong Chen, Fen-

grong Wang, Jingzhi Wang, Xiaodong Mo, Haixia Fu, Yuanyu-

an Zhang, Yu Wang, Yingjun Chang, Lanping Xu, Kaiyan Liu,

Xiaojun Huang

Posterior reversible encephalopathy syndrome(PRES) is a

clinical- neuroradiological entity characterized by seizures,

headache, altered mental status and visual disturbances associat-

ed with typical transient lesions on magnetic resonance imag-

ing (MRI).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

(haplo-HSCT) is an upfront and effective therapy for hemato-

logical patients, but it has a large spectrum of neurological com-

plications including PRES. Epilepsy is a common manifesta-

tion but there is no information on epilepsy following P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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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describe clinical character-

istics and potentially unrecognized risk factors for PRES-relat-

ed epilepsy following haplo-HSCT. A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was conducted at the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Peking Universi-

ty People’s Hospital between January 2007 and July 2017. For-

ty patients with PRES-related epilepsy were identified, and 122

controls were matched for transplantation type, and time of

transplantation. The diagnosis of PRES was based on character-

istic clinical findings and characteristic findings of subcortical

white matter lesions on CT or MRI of the brain. PRES-related

epilepsy was defined as at least two unprovoked seizures occur-

ring >24 h apart more than one month after the inciting episode

with complete or near complete resolution of imaging abnor-

malities (Fisher RS, et al. Epilepsia 2014; Sha Z, et al. Epilepsy

Behav 2015; Hinduja,et al. Epilepsy Behav 2016). Additional-

ly, patients with prior history of epilepsy were excluded. A pro-

voked seizure was defined as a seizure that occurred in the con-

text of a precipitating cause that could lower the seizure thresh-

old. Forty patients were defined as PRES-related epilepsy. The

cumulative incidences of the disease at 100 days, 1 year and 2

years post-transplantation were 0.4%, 1.7%, 2.2%, respectively.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or computed tomography

(CT) was collected during 4 days of the onset of epilepsy sei-

zures. CT was performed in 3 patients. The median time of ap-

pearance for PRES- related epilepsy was 107.1 days(rang:15-

839). The mean age at the time of presentation was 18 years

(range:5- 47). Eleven patients had acute myeloid leukemia,12

patients ha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4 patients had chron-

ic myelogenous leukemia,6 patients had aplastic anemia,7 pa-

tients had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Thirty- two patients

(80%) were diagnosed with GVHD, and 8 patients (20%) had

grade Ⅲ to IV GVHD before day 100. Five patients died from

disease relapse, 6 patients from infection.In univariate analysis,

an increased risk of PRES-related epilepsy was associated with

age (<10 years/³10 years), 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 hypo-

natremia, hypochloremia, serum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and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specific Comorbidity

Index(HCT-CI) (³1) were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PRES-re-

lated epilepsy.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MAP (OR=

1.053, 95% CI 1.031-1.075, P=0.000), hyponatremia(OR=1.27,

95% CI 1.139-1.417, P=0.000), hypochloremia (OR=0.77, 95%

CI 0.692- 0.856, P=0.000) and HCT- CI (³1) (OR=9.505, 95%

CI 1.262-71.574, P=0.027) were risk factors for PRES-related

epilepsy. The median follow- up for the survivors was 1423

days (rang: 95-3018). The 10-year overall survival did not sig-

nificantly differ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RES-related epilep-

sy 73.2% and control 82.8% , P=0.184). MAP, hyponatremia,

hypochloremia and HCT-CI(³1) are rel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PRES-related epilepsy after haplo-HSCT. PRES-related epi-

lepsy had no influence on long-term survival.

B231. 化疗联合供者造血干细胞输注治疗EB病毒相

关移植后淋巴增值性疾病一例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2.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王瑶 1 石威 2 王华芳 2 陆铉 2 夏

凌辉 2 游泳 2 仲照东 2 胡豫 2

目的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EB病毒相关淋巴增殖

性疾病（EBV-PTLD）是造血干细胞和实体器官移植后一种少

见但致命的并发症。本研究对一例 SAA 移植后 EBV 相关

PTLD的治疗进行了回顾，期望为PTLD的治疗提供新的思

路。方法 患者在我院行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133 d诊

断为EBV-PTLD。以MEA方案化疗配合供者外周血造血干

细胞输注。结果 患者完成治疗后于第 20 d 复查外周血

EBV-DNA为阴性，第80天全身PET提示全身病灶控制良好，

观察至今无复发。结论 化疗联合造血干细胞输注为治疗

EBV-PTLD的有效方法，但其长期预后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

证实。

B232. 亲缘间单倍型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骨
髓增生异常综合征15例疗效分析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洪波 江明 段显琳

目的 研究亲源间单倍型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RH-

PBSCT）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的疗效。方法 分

析2004年1月至 2017年6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

液病中心接受RH-PBSCT治疗的 15例MDS及MDS继发急

性髓系白血病（sAML）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12例为清髓性

预处理，3例为减低剂量预处理。结果 15例患者均获得中

性粒细胞及血小板植活，中性粒细胞细胞植活时间为15（8~

20）d，血小板植活时间为16（11~23）d。5年总生存（OS）率为

76.36%，无病生存率（DFS）率为66.80%，无GVHD无复发生

存率（GRFS）为65.50%，其中复发3例，非复发死亡率（NRM）

为16%。急性GVHD累积发生率为53.3.%，均为 II/III度。慢

性GVHD发生率为52.0%，其中局限型慢性GVHD发生率为

46.0%，1例发生广泛型慢性GVHD。3例患者发生出血性膀

胱炎，均为 II度，经治疗后好转；肺部感染、肛周脓肿、CMV血

症各1例，未发生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病（PTLD）。3例患者

因移植前合并严重感染或器官功能不全，选择减低剂量预处

理方案，1例因移植后合并感染死亡，余2例均存活，最长生存

期为 39 个月。结论 我中心采用 RH-PBSCT 治疗 MDS 及

sAML的疗效与国内外多家中心报道相近，严重并发症较少；

对于老年或合并症较多的患者，可尝试选择减低剂量预处理

方案。

B233. 辅助脐血输注对儿童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
造血重建及GVHD的影响
上海市儿童医院 陈凯 蒋慧 张娜 邵静波 李红 杨静

薇 邹冰 朱嘉莳

目的 观察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辅助

脐血输注对移植后植入及GVHD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年8月至2018年5月18例haplo-HSCT患者，包括重型再

生障碍性贫血10例、急性白血病6例、慢性溶血性贫血1例、

高 IgM综合征1例，男女比例1∶1.25，中位年龄5（2~15）岁，诊

断至移植的中位时间为150（92~550）d。18例均采用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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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干细胞移植（PBSCT）联合无关脐血输注，输注外周血单

个核细胞中位数为12.2（7.7~15.0）×108/kg，CD34+细胞中位数

为4.5（2.3~7.9）×106/kg；脐血干细胞要求HLA 4/6以上相合，

对于脐血的细胞数、性别来源、血型无限制。均采用白消安+

环磷酰胺+氟达拉滨为基础的预处理方案。以抗胸腺细胞球

蛋白（ATG）、环孢素A（CsA）、霉酚酸酯（MMF）联合短程甲氨

蝶呤（MTX）预防GVHD。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10（3~23）个

月，存活17例（94.4%），1例患者移植后10个月死于弥漫性肺

泡出血（DAH）。①植入情况：18 例（100%）患者均获得早期

粒系及巨核系造血功能恢复，粒细胞植入、血小板植入的中位

时间分别为12（10~15）d、15（12~19）d。所有患者移植后4周

后STR检测均为>95%供者型，未见脐血成分。②GVHD发生

情况：6例（33.3%）发生急性GVHD，其中 5例（27.8）发生 I/II

度急性 GVHD（皮肤），1 例（5.6%）为 III/IV 度肠道急性

GVHD。2例（11.1%）发生慢性GVHD（局部皮肤及眼），其中

1例为了获得很好的GVL效应减停免疫抑制剂；另1例不耐受

激素及钙调磷酸酶抑制剂，同时对其他药物无效。③脐血的

HLA相合程度、性别、血型与植入及GVHD无相关性，而与脐

血输注细胞数有一定关系。结论 haplo-HSCT辅助脐血输

注可促进造血重建（尤其是血小板的重建），对急性GVHD无

影响，但可能有助于减少慢性GVHD发生。输注高细胞数脐

血有可能提高诱导供受者之间免疫耐受的能力，其中丰富脐

血基质细胞能够分泌多种生长因子可能促进造血及减少排异

反应。

B234.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幼年皮肌炎三例
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 胡涛 李君惠 刘嵘 宋泽

亮 李娟娟 师晓东

目的 观察及探讨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在

重型幼年皮肌炎患者中的应用与疗效。方法 3例重型幼年

皮肌炎患儿接受经CD34+纯化的auto-HSCT。造血干细胞动

员方案：2 例采用环磷酰胺（CTX）+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 CSF），1 例加用普乐沙福；造血干细胞采集后经

CliniMACS细胞分选仪纯化CD34+细胞，之后冻存备用。预

处理方案：2例为CTX+美法仑+兔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

1例为改良的CTX+氟达拉滨（Flu）+ATG方案。结果 动员

纯化后获得有核细胞分别为12.50×106/kg、96.35×106/kg（回输

43.29×106/kg）、21.62×106/kg，CD34+细胞占有核细胞比例分

别为80.5%、97.0%、95.3%；去除3个对数级CD3+细胞。粒细

胞植活时间分别为+11 d、+11 d、+10 d，血小板植活时间分别

为+14 d、+10 d、+2 d。皮损恢复正常平均时间3个月；四肢肌

力在移植后3个月评估有1~2级提升。3例患儿随访时间分别

为11年、3年、8个月，无复发。结论 CD34+细胞纯化的auto-

HSCT治疗重症幼年皮肌炎安全、有效。

B235.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重度迟发性出血性膀胱炎
联合膀胱内灌注治疗
山东省立医院 金燕

目的 探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并发重度迟发性出血性膀

胱炎（LOHC）联合膀胱内药物灌注的效果及护理。方法 采

用随机对照试验设计，将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并发LOHC的

52例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26例），两组患者均接受常

规的水化碱化、止血药物、抗病毒药物及静脉丙种球蛋白，调

整免疫抑制剂剂量增加机体抵抗力，输注血小板治疗，试验组

联合膀胱内药物灌注去甲肾上腺素1 mg加入100 ml生理盐

水、重组人粒细胞巨噬细胞刺激因子150 μg加入100 ml生理

盐水分别注入膀胱，每日2次交替应用。灌注前关闭冲洗液，

排尽尿液，夹闭尿管。灌注后提高导尿管尾端，药液全部灌入

膀胱。药液温度38 ℃~40 ℃。灌注药物后，夹闭尿管30 min

协助患者变换体位，使药物与膀胱的充分接触。灌注药物在

生物安全柜中配制，灌注接头和深静脉置管的接头用酒精棉

片消毒。患者住层流床，衣服、便盆每日清洗、消毒、灭菌，每

日3次会阴护理。运用奥马哈理论问题分类系统的四个领域

对试验组患者全面评估，找出与患者关系密切的问题。制定

个性化的护理，包括疾病监测治疗与护理、健康宣教、饮食指

导、心理支持、用药指导等。帮助其了解自身状况。指导患者

行自我管理，掌握健康知识和技能，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独

自完成进食、穿衣、站立行走等自我照顾行为，改善症状。

结果 试验组患者血尿持续时间、平均住院时间明显短于对

照组，出血性膀胱炎治疗显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联合膀胱内药物灌注在LOHC中的应用减轻了患者生

理和心理上的痛苦，缩短了患者住院时间，提高了患者院外的

生活质量。

B236. 一例PNH-MDS患者异基因全相合造血干细
胞移植后消化道出血的护理
山西大医院 赵静 程红霞

B237. 利妥昔单抗联合血浆置换在 12例HLA供者
特异性抗体阳性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应用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戴海萍 李正 尹佳 徐婷 袁晓

妮 唐晓文

目的 观察利妥昔单抗联合血浆置换对供者特异性抗体

（DSA）阳性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中造血干细胞植入的影

响。方法 选取12例DSA阳性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免疫

磁珠流式液相芯片技术检测利妥昔单抗联合血浆置换预处理

前后患者DSA的MFI值。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分析利妥昔单

抗联合血浆置换对此类患者造血干细胞植入的影响。结果

12例患者中男3例，女9例。高危组MDS 2例，重型再生障碍

性贫血2例，AML 7例，ALL 1例。移植前未缓解9例。移植

预处理前1周予血浆置换 2~4次，末次血浆置换后予利妥昔单

抗 375 mg/m2。12例患者均接受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10

例患者移植前检测到HLA I类DSA强阳性（MFI>5000），2例

移植前HLA I类抗体阳性（MFI>1000）。5例患者血小板抗体

阳性。12例患者均获得完全植入，粒细胞植入时间为（12.0±

1.7）d；血小板植入时间为（13.5±2.1）d。5例血小板抗体阳性

且无效输注的患者中，4例在移植期间输注血小板均有效。对

其中6例患者DSA进行动态MFI检测，2例在利妥昔单抗联合

血浆置换处理后以及造血重建后DSA的MFI值无明显下降，

另4例处理后DSA的MFI值下降大于50%，造血重建后MFI

值较预处前下降大于90%。结论 利妥昔单抗联合血浆置换

能显著降低DSA的MFI值，改善血小板无效输注，促进单倍

型造血干细胞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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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8. 移植后大剂量环磷酰胺（PT-Cy）预防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征异基因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GVHD二例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 张轶文 黄静玉 施菊妹 侯军

近年来国外使用移植后大剂量环磷酰胺（PT-Cy）的体内

去T方案防治移植后GVHD，在单倍型及全相合移植中均取

得良好效果。本文报道2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伴原始细胞

增多（MDS-EB）2型，病情进展快，其中一例在移植前已转化

为急性白血病，化疗疗效差。2例均为男性，50岁。一例采用

单倍型（女供父），另一例为同胞全相合。移植后应用 PT-

Cy＋CsA+MMF方案预防GVHD，移植后造血重建快，并维持

长期稳定植入状态。单倍型移植患者出现Ⅲ度急性GVHD及

广泛型慢性GVHD，均得到有效控制。目前移植后19个月，

血常规及骨髓像均正常，各项生化指标接近正常，供者嵌合度

99.77%。全相合移植患者术前合并双肺弥漫性间质性肺炎，

肺功能显示重度通气功能障碍、重度弥散功能减退、残气增

加。移植过程顺利，未发生急性GVHD。目前随访3个月，仅

出现Ⅰ度慢性GVHD，血常规已接近正常，完全脱离输血。肺

功能提示较移植前通气功能及弥散功能均为中度减退，残气

正常。供者嵌合度99.39%。

B239.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肝脏慢性GVHD的回顾性
研究及影响因素分析
广州市南方医院 郭靖雯 庄金木 孙雪岩 黄智翔 周

璇 孙竞

目的 以NIH 2014专家共识回顾性分析allo-HSCT后肝

脏慢性 GVHD 和 Score 3 肝脏慢性 GVHD 的影响因素。方

法 收集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在我院进行allo-

HSCT可完整随访患者的临床资料。以NIH 2014专家共识识

别肝脏慢性GVHD以及Score 3 肝脏慢性GVHD并对其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共419例allo-HSCT患者纳入研究，中

位随访时间为1.4年，4.5年总生存（OS）率为76.29%，其中出

现肝功能异常206例（49.16%），符合肝脏慢性GVHD的有95

例，累积发生率为14.01%（中位随访时间为1.7年），3、5年累

积发生率分别为19.56%、22.43%，4.5年OS率为77.6%。其中

危险积分3分者（Score3肝脏慢性GVHD）22例，累积发生率

为5.28%（中位随访时间为1.3年），3、5年累积发生率分别为

9.74%、20.0%，但其4.5年OS率仅为49.2%。将419例患者分

为肝脏慢性 GVHD 组（95 例）和非肝脏慢性 GVHD 组（324

例），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供受者性别差异、供受者亲缘关

系、干细胞来源、ATG使用、有无DLI与肝脏慢性GVHD的发

生具有相关性；多因素分析显示，女供男为肝脏慢性GVHD发

病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此次研究结果为国内目前大样本

对肝脏慢性GVHD影响因素研究，与国外报道的结果存在一

定的差异。在众多影响因素分析中，女供男、GVHD预防方案

中使用ATG、出现肝脏急性GVHD均为独立危险因素，此结

果提示在供者、GVHD预防方案的选择方面以及病程肝脏急

性 GVHD 诊疗影响肝脏慢性 GVHD 甚至严重肝脏慢性

GVHD的发生率及OS。

B240. Impact of pre-transplantation minimal resid-

ual disease determined by multiparameter flow cy-

tometry on the outcome of AML patients with

FLT3-ITD after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Xiaosu Zhao, Zhidong

Wang, Guorui Ruan, Yanrong Liu, Yu Wang, Xiaohui Zhang,

Lanping Xu, Xiaojun Huang, Yingjun Chang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using multiparameter flow cy-

tometry (FCM),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prior to transplantation (pre- MRD) on the transplant

outcomes of AML patients with fms- related tyrosine kinase 3

(FLT3)- internal tandem duplication (ITD) mutation. Method

A total of 20 patients who received HLA-matched sibling do-

nor transplantation (MSDT) and 63 patients who received un-

manipulated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

tion (haplo-HSCT) were enrolled.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into

four groups based on the status of pre-FCM: group 1 with posi-

tive pre- FCM before MSDT, group 2 with negative pre- FCM

before MSDT, group 3 with positive pre- FCM before haplo-

HSCT, and group 4 with positive pre-FCM before haplo-HSCT.

Resul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atients in group 1 had the

highest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relapse (2- year CIR, 75.0% ),

the lowest leukemia-free survival(2-year LFS, 33.3%), and the

overall survival (2-year OS, 25.0%) among all four groups. The

other three groups of patients had comparable CIR (2- year

CIR: group 2 vs 3 vs 4, 12.5% vs 31.3% vs 22.2%, P>0.05) and

LFS (2-year LFS: group 2 vs 3 vs 4, 87.5% vs 62.5% vs 66.5%,

P>0.05). Multivariate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disease status (>

CR) and pre- MRD were associated with a higher CIR and a

lower LFS when patients were classified by pre- MRD and

transplant type.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AML

patients with FLT3- ITD were able to be separated into high-

risk and low-risk relapse groups based on pre-MRD, as deter-

mined by multiparameter FCM. haplo- HSCT might overcom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pre- MRD on patient outcomes com-

pared to MSDT. These results require further investigation in

prospective study with large numbers of cases.

B241.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
贫血初步观察
山西大医院血液科 王涛 马梁明 朱秋娟 贡蓉 高志

林 田卫伟 谢云霞 任瑞瑞 牛燕燕

目的 评价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

贫血（SAA）的疗效。方法 9例SAA患者行单倍型造血干细

胞移植，采用G-CSF动员的骨髓联合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

预处理方案：Flu+CTX+ATG。急性GVHD预防方案为CsA+

MMF+MTX方案，以前列腺素E1预防肝静脉闭塞病（VOD），

监测巨细胞病毒（CMV）抗原，更昔洛韦预防 CMV 感染。

结果 患者中位年龄32（12~46）岁，中性粒细胞、血小板植入

中位时间分别为13（9~25）d、16（11~29）d，全部12例患者均为

完全供者嵌合体。Ⅱ~Ⅳ度急性GVHD发生率为39.3%，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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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度急性 GVHD 发生率为 23.8%，慢性 GVHD 发生率为

41.1%，广泛型慢性GVHD发生率为9%。中位随访时间356

（121~621）d，全部患者均无病生存。结论 单倍型造血干细

胞移植是治疗SAA的有效方法。

B242.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肠道菌群对急性
GVHD的影响
1.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2.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韩利杰 1,2

金华 1 赵珂 1 宣丽 1 范志平 1 史鹏程 1 黄芬 1 孙竞 1

刘启发 1

目的 分析 allo- HSCT 后急性 GVHD 和未发生急性

GVHD患者肠道菌群的差异；探讨肠道菌群与机体免疫之间

的关系以及对急性GVHD的影响。方法 收集2016年1月

至2017年6月在南方医院接受 allo-HSCT患者预处理前、0 d

和+15 d（造血植入时）的粪便及外周血标本。基于移植后

100 d内急性GVHD发生情况分为二组：急性GVHD组（II~IV

度急性GVHD）和非急性GVHD组（0/I度急性GVHD）。分别

检测肠道菌群、炎症因子（TNF-α、IL-17A、LPS）和T细胞亚群

（Treg、Th17）。结果 141例患者中，急性GVHD组58例，非

急性GVHD组83例。预处理前，二组菌群多样性（逆simpson

指数）和菌群结构均没有显著差异。移植后0 d，急性GVHD

组菌群多样性低于非急性GVHD组（P=0.018）。+15 d，急性

GVHD组的菌群多样性低于非急性GVHD组（P=0.009），菌

群结构也存在显著差异。分析原因发现，强化预处理（与标准

预处理比较）与菌群多样性降低有关（0 d，P=0.017；+15 d，P=

0.045）；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和万古霉素也与+15 d多样性降

低有关（P=0.004、0.001）。强化预处理、β-内酰胺类抗菌药和

低菌群多样性是急性GVHD的独立危险因素（HR=1.818，P=

0.037；HR=2.280，P=0.011；HR=2.415，P<0.001）。+15 d菌群

多样性与Treg/Th17细胞比例呈正相关（r=0.217，P=0.010），

Treg/Th17细胞比例与TNF-α、IL-17A和LPS水平呈负相关

（r=－ 0.226，P=0.007；r=－ 0.216，P=0.010；r=－ 0.291，P<

0.001）；Treg/Th17 比值在非急性 GVHD 组明显高于急性

GVHD组（P<0.001）。结论 在allo-HSCT后造血植入时，肠

道菌群多样性和菌群结构均与急性GVHD的发生密切相关，

菌群变化与预处理损伤和抗菌药物应用有关。allo-HSCT后，

肠道菌群与外周Treg/Th17细胞免疫平衡密切相关，可能通过

调节Treg/Th17的免疫平衡影响急性GVHD发生发展。

B243.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胃肠道移植物抗宿
主病的相关因素
深圳市儿童医院 杨春兰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胃肠

道移植物抗宿主病（GI-GVHD）发生的相关因素、治疗方法及

其预后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2011-2018年接受allo-

HSCT的200例患者。结果 200例患者中39例（19.5%）发生

急性GVHD，其中 17例（3.5%）发生GI-GVHD（重度 11例）。

干细胞来源类型、移植前患者胃肠道状态对患者是否发生GI-

GVHD存在明显相关性（P<0.05）。结论 干细胞来源可能是

allo-HSCT患者GI-GVHD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移植前患者

胃肠道状态的评估及加强管理可能改善GI-GVHD发生率及

程度。

B244. PNH患者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正常生育
一例
山西大医院血液科 王涛 马梁明 任瑞瑞 牛燕燕 边思

成 程红霞

患者，女，28岁，诊断PNH 4年余，病情反复，间断发热，需

间断输血维持正常血红蛋白，长期行糖皮质激素、达那唑、补

充造血原料等治疗，效果差。于2016年7月行单倍型造血干

细胞移植（供者为哥哥，HLA配型5/10相合）。预处理方案：

Flu+CTX+ATG（Flu 30 mg·m-2·d-1×4 d，CTX 600 mg·m-2·d-1 ×

4 d，ATG 2.5 mg·kg-1·d-1×4 d）。急性GVHD预防方案为环孢

素A（CsA）+霉酚酸酯（MMF）+甲氨喋呤（MTX），以前列腺素

E1预防肝静脉闭塞病（VOD），行巨细胞病毒（CMV）抗原监

测，更昔洛韦预防CMV感染。结果 中性粒细胞、血小板植

入中位时间分别为12 d、16 d，均发生Ⅱ度急性GVHD。移植

后50 d、100 d复查STR 100%嵌合，染色体核型由46,XX转为

46,XY。于移植后16个月怀孕生子，母子健康，婴儿染色体为

46,XY。

B245. 体外研究TIGIT/DNAM-1-PVR轴在NK细
胞调节同种反应性T细胞应答中的作用及机制
1.宁波市第一医院；2.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盛立霞 1

牧启田 1 赖艳丽 1 杨树军 1 欧阳桂芳 1 黄河 2

目的 探讨TIGIT/DNAM-1-PVR轴在NK细胞调节同

种反应性T细胞应答的中的作用及机制。方法 采用抗体阻

断、基因转染技术、RNA干扰等技术明确TIGIT/DNAM-1表

达平衡对 NK 细胞调节同种反应性 T 细胞应答的影响。

Western blot 等结合小分子抑制剂探讨PI3K-Akt-ERK信号级

联是否参与 TIGIT/DNAM-1-PVR 的信号转导过程。结果

在抗体阻断试验中，阻断DNAM-1后NK细胞在效靶比为50∶

1、25∶1、10∶1、5∶1时对同种抗原活化的自体T细胞的杀伤效

率分别为（36.3 ± 2.95）%、（33.48 ± 3.20）%、（23.55 ± 2.77）%、

（17.45 ± 2.79）%，低于对照组的（49.18 ± 2.75）%、（45.45 ±

4.58）%、（31.20±3.75）%、（21.18±2.6）%；阻断TIGIT后NK细

胞对活化 T 细胞的杀伤率在检测的四个效靶比组分别为

（60.98 ± 3.56）%、（58.60 ± 2.95）%、（41.80 ± 5.90）%、（29.48 ±

2.6）%，显著高于同型对照组；如果同时采用PVR抗体处理活

化T细胞，则可显著消减阻断TIGIT带来的杀伤力提高。通

过基因转染使得NK细胞过表达DNAM-1能够增强NK细胞

对活化的T细胞的细胞毒作用，而转染TIGIT基因抑制NK细

胞对活化T细胞的细胞毒作用。与对照组相比，DNAM-1过

表达NK细胞与活化T细胞接触后Akt、ERK1/2的磷酸化水平

增高，采用抗DNAM-1抗体阻断后Akt、ERK1/2的磷酸化水

平下降；TIGIT过表达NK细胞与活化T细胞接触后Akt激酶、

ERK1/2的磷酸化水平下降，采用抗TIGIT抗体阻断后Akt、

ERK1/2的磷酸化水平有所增加。采用PI3K小分子抑制剂预

处理DNAM-1过表达NK细胞，与活化T细胞接触后Akt激

酶、ERK1/2的磷酸化水平下降，对活化T细胞的杀伤活性也

显著降低。结论 NK细胞表面的成对受体DNAM-1/TIGIT

竞争性与活化T 细胞表面的PVR受体结合，参与调节NK细

胞对活化T细胞的细胞毒作用，这一作用通过PI3K-Akt-ERK

级联磷酸化过程实现。DNAM-1/TIGIT表达平衡有望作为预

测GVHD发生的标志，并为急性GVHD提供潜在治疗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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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6. 亲缘HLA单倍型非体外去T细胞高剂量外周
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移植物抗宿主病的临床特征及
危险因素分析
1.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血液病研

究所 徐建丽 1,2 段显琳 1,2 曲建华 1,2 袁海龙 1,2 庞楠楠 1,2

陈刚 1,2 古力巴旦木·艾则孜 1,2 玛丽娅 ·叶哈什 1 杨蕊雪 1,2

王洪波 1,2 江明 1,2

目的 分析亲缘HLA单倍型非体外去T细胞高剂量外

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RH-PBSCT）后急性 GVHD 及慢性

GVHD的临床特征及其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2004年1

月至2014年12月采用RH-PBSCT模式进行移植的154例患

者（RH-PBSCT组），分析急性GVHD及慢性GVHD发生率、

发生部位以及危险因素，并与同期行同胞HLA全相合非体外

去T细胞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MS-PBSCT）的115例患者

进行比较。结果 ①RH-PBSCT组急性GVHD的累积发生

率明显高于MS-PBSCT组[（61.1±3.9）% 对（33.9±4.4）%，P<

0.05]，但Ⅱ~Ⅳ度和Ⅲ/Ⅳ度急性GVHD的累积发生率两组间

无差异[（36.7±4.5）%对（25.1±4.2）%，P=0.494；（11.8±3.1）%对

（8.0 ± 2.7）%，P=0.368]；RH- PBSCT 组、MS- PBSCT 组慢性

GVHD、局限型慢性 GVHD 的累积发生率无差异 [（59.2 ±

4.4）%对（69.4±4.8）%，P=0.731；（51.7±4.6）%对（49.0±5.8）%，

P=0.151]，RH-PBSCT组广泛型慢性GVHD的发生率则明显

低于 MS-PBSCT 组[（14.3±4.2）%对（42.1±6.3）%，P=0.01]；

②RH-PBSCT组皮肤型急性GVHD的累积发生率明显高于

MS-PBSCT组，而肝脏和消化道发生急性GVHD的累积发生

率两组间无差异；RH-PBSCT 组以皮肤慢性 GVHD 为主，

MS-PBSCT组以肝脏慢性GVHD为主；③单因素分析显示急

性GVHD的发生与HLA配型、相合位点数有显著相关；多因

素分析显示仅HLA配型是发生急性GVHD的危险因素；多因

素分析显示HLA配型、疾病状态、急性GVHD的发生是发生

慢性GVHD的危险因素。结论 RH-PBSCT组急性GVHD

发生率高于MS-PBSCT组，但重度急性GVHD发生率无明显

增高，发生部位以皮肤为主，表明此种移植模式是可行的。

B247. The outcomes of Epstein-Barr virus specific

T cell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for EBV infections in

recipients of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1.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2.Guang-

zhou Icell Bio- Technique Co. Ltd. Ren Lin1, Fen Huang1,

Zhiping Fan1, Xiaoyan Shao2, Guoxian Dai2, Na Xu1, Li Xuan1,

Jieyu Ye1, Jing Sun1, Qifa Liu1

Objective Epstein- Barr virus (EBV) specific T cells

have been proven effective in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EBV

associated- diseases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 HSCT). However, the optimal source of

EBV specific T cells remains unclear. Here, we compared autol-

ogous and donor derived EBV specific T cells with respect to

generation ex vivo and the efficacy on EBV infections in the re-

cipients of allo- HSCT. Methods Thirty- eight patients with

EBV infection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21 with

EBV-emia and 17 with EBV associated post-transplant lympho-

proliferative disease(PTLD). EBV specific T cells were generat-

ed by immunomagnetic isolation from all the recipients them-

selves and second-party (original HSCT donor, n=25) or third-

party related donors (n=25). The donors were EBV seroposi-

tive. The percentages of IFN- γ+ EBV specific T cells in the

products and cytotoxic capacity of EBV specific T cells were

evaluated. Results The median time of EBV infections was

49 days (24-1479 days) post-transplants. The generation of au-

tologous EBV specific T cells failed within 14 days of culture

in all the patients because the numbers of cells were insufficient

for treatment. Donor derived EBV specific T cells were expand-

ed in vitro for 14 days until the sufficient number (≥109) was

generated. The percentages of IFN- γ + EBV specific T cells

were comparable in the products generated from second- and

third- party donors, but both higher than autologous derived

EBV specific T cells. Cytotoxic capacity of EBV specific T

cells was lower in autologous EBV specific T cells than donor

derived EBV specific T cells. Twenty-one patients with refrac-

tory EBV infections (12 with EBV-emia and 9 with PTLD) re-

ceived EBV specific T cells treatment, including 13 receiving

second-party and 8 third-party EBV specific T cells. After treat-

ments, 20 patients exhibited EBV clearance in blood within 6

weeks without recurrence and 1 with PTLD died at 3 weeks af-

ter the first infusion of EBV specific T cells with the decline of

EBV-DNA copies. Other 8 patients with PTLD received com-

plete remission after treatment. The response rates were not dif-

ferent between the patients receiving second- and third- party

donor derived EBV specific T cells. One of the 13 patients with

second-party derived EBV specific T cells developed pre-exist-

ing chronic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GVHD) exacerbation

while 1 developed grade Ⅱ aGVHD in the 8 patients receiving

third- party donor derived EBV specific T cells.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EBV-specific T cells derived from second- and

third-party are comparable in treatment of EBV infections after

allo-HSCT. Autologous derived EBV-specific T cells seems not

suitable for treatment because of poor production in vitro.

B248. 比较 Thymoglobulin和ATG-Fresenius在单
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中预防GVHD作用—单中心前
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重点实验室，福建省血液

病研究所 任金华 林巧贤 骆晓峰 陈少桢 朱浩杰 肖

敏 李芊 林康昵 陈敏敏 元小红 杨小珠 郑志宏 陈

萍 陈志哲 胡建达 杨婷

目的 比较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中

Thymoglobulin（ATG）与ATG-Fresenius（ATG-F）的疗效和不

良反应。方法 前瞻性研究在2013年3月-2017年12月期间

本中心接受haplo-HSCT的126例患者，随机数字法分为ATG

组（n=66）和ATG-F组（n=60）。ATG总量10 mg/kg，ATG-F总

量 40 mg/kg。结果 126患者中男 90例，女 36例，中位年龄

21（1~60）岁。所有患者移植过程均顺利。ATG组粒细胞和血

小板植入时间分别为13 d、12 d，ATG-F组为13 d、14 d，两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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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无统计学意义（P=0.181，P=0.870）。ATG组、ATG-F组急性

GVHD 发生率分别为 47%、55%（P=0.368），Ⅰ/Ⅱ度急性

GVHD发生率分别为 31.8%、35.0%（P=0.705），Ⅲ/Ⅳ度急性

GVHD发生率分别为15.2%、20.0%（P=0.474），慢性GVHD发

生率分别为9.1%、2.0%（P=0.112），广泛型慢性GVHD发生率

分别为1.8%、0（P=0.333），局限型慢性GVHD发生率分别为

7.3%、2.0%（P=0.197）。ATG组、ATG-F组的2年复发率分别

为9.1%、16.7%（P= 0.202），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51.4%、49.7%

（P=0.890）。两组均未发生Ⅲ/Ⅳ级药物不良反应，输液过程

中寒战、发热、皮疹和疼痛的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P=

0.344）。ATG组移植后1、3、6个月肺部感染的发生率分别为

44.6%、41.9%、14%，ATG-F组为28.8%、29.1%、29.5%，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相比于ATG-F组，ATG组粒缺期的血流感染

发生率较低（7.6%对23.3%，P=0.014）。结论 haplo-HSCT患

者应用ATG或ATG-F进行GVHD预防的有效率和生存预后

无显著差异。ATG组粒缺期的血流感染发生率低于ATG-F

组，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B249.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31例疗效分析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姜杰玲 蔡宇 杨隽 万理萍 李

肃 白海涛 宋献民 王椿

目的 评价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MDS）的疗效及影响预后的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年1月至2018年6月31例于我院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MDS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31例患者中男 22例，女 9

例，中位年龄49（17~64）岁。其中MDS-MLD/MDS-U 12例，

MDS-EB-I 6例，MDS-EB-II 13例。供者为HLA全相合亲缘

供者7例，无关供者4例，HLA 5/10~7/10位点相合亲缘单倍型

供者20例。预处理方案以氟达拉滨（总量150 mg/m2）+白消

安（静脉，总量6.4~9.6 mg/kg）+TBI（3 Gy）为基础，根据患者骨

髓增生程度联合或不联合应用阿糖胞苷（9例MDS-MLD患者

未应用，5例MDS-EB-II患者阿糖胞苷总量为10 g/m2，其余患

者为5 g/m2）。GVHD预防方案以环孢素A（CsA）联合短程甲

氨蝶呤（MTX）为基础，无关供者移植加用ATG 5 mg/kg，单倍

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加用ATG 10 mg/kg。1例患者植入失败死

亡，其他患者均成功植入，植入率96.7%，粒细胞植入中位时

间为15（12~18）d，血小板植入中位时间为18（13~26）d。I~IV

度急性GVHD的发生率为35.4%（11/31），其中 II度、IV度各1

例，其余均为 I 度。中位随访 245（22~938）d，1 例患者死于

GVHD，1例移植物被排斥死亡，2例复发死亡。100 d内治疗

相关死亡率6.4%，1年累积复发率（9.5±6.5）%，预期2年总生

存率为（75.3±8.9）%。疾病种类、供者类型对患者生存均无显

著影响。结论 以氟达拉滨、白消安、TBI、阿糖胞苷作为预处

理方案基础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MDS疗效确切，

值得推广。

B250. 第二供者供者淋巴细胞输注治疗噬血细胞综
合征移植后继发性植入失败一例
山西大医院血液科 王涛 马梁明 任瑞瑞 边思成

患者，女，49岁，主因发热、乏力1月加重5天入院，诊断为

噬血细胞综合征、EBV病毒感染。行HLH-2004方案治疗后

病情未控制。有两位HLA配型全相合供者行全相合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预处理方案：TBI（400 cGy，-8、-7 d），环磷

酰胺（1.8 g/m2，-6、-5 d），依托泊苷（5 mg/kg，-4、-3 d），+16 d粒

细胞植活，+20 d血小板植活，但在+30 d血红蛋白 、血小板计

数开始下降（HGB 82 g/L，PLT 63×109/L）。于 +33 d查 STR

66.22%；+53 d STR 45.66%。行 2 次第一供者的 DLI 治疗

（+ 64 d 3.6 × 107/kg，+ 71 d 2.6 × 107/kg），+ 85 d 复查 STR

29.55%。再次行全相合第二供者DLI输注3次（+96 d 2×108/

kg，+105 d 3×108/kg，+113 d 1×108/kg），+126 d STR 80.87%，

+136 d STR 100%，HGB、PLT恢复正常。随访至移植后2年，

疾病控制稳定。

B251. Increased platelet aggregation and activa-

tion in patients with prolonged isolated thrombocy-

topenia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reduced β2-GPⅠ levels may be in-

volved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

tute of hematology Haixia Fu, Jingzhong Zhao, Xiaohui

Zhang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latelet function in pro-

longed isolated thrombocytopenia (PT) after allogeneic hemato-

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SCT) and examine the

effect of β2-GPⅠ on the aggregation and activation of platelets

in PT. Method From Feb 2015 to Nov 2015, 56 PT patients

and 60 allo-HSCT recipients without PT (the controls) were en-

rolled. Platelet aggregation and activation, β2-GPⅠ I and anti-β

2-GPⅠ levels, and vWF antigen and vWF activity levels were

measured i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PT. The relationships be-

tween β2-GPⅠ and platelet aggregation and between β2-GPⅠ
and vWF activity were analyzed. The effect of β2- GP Ⅰ on

platelet aggregation was measured ex vivo. Results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ADP-induced platelet aggregation was signifi-

cantly increased [(39±7.5)% vs (23±8.5)%, P=0.032] in PT pa-

tients compared to that in the controls. The platelet expression

of both CD62p [(33.6 ± 11.6)% vs (8.5 ± 3.5)% , P=0.000] and

PAC-1[(42.4±7.6)% vs (6.8±2.2)%, P=0.000], which are bio-

markers of platelet activat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T pa-

tients. Ther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β2-GPⅠ levels [(164.2±

12.0) μg/ml vs (234.2±16.0) μg/ml, P<0.01], higher anti-β2-GP

Ⅰ antibodies IgG antibody levels[(1.78±0.46) vs (0.94±0.39)

U/ml, P<0.01] and increased vWF activity [(133.06 ± 30.50)%

vs (102.17 ± 25.90)% , P<0.01] in PT patient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s, and both ADP- induced platelet aggregation (n=116,

r2=- 0.504, P<0.01) and vWF activity (n=116, r2=- 0.287, P<

0.01)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β2-GPⅠ levels in all

patients. Conclusion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platelet aggregation and activ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T patients, which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reduced β2-GPⅠ
levels, and the reduced β2-GPⅠ levels might be due to the exis-

tence of anti-β2-GPⅠ IgG anti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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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52. 一例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并发毛细血管
渗漏综合征的护理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张京慧 刘贵

英 管伟 孙雅莉 王洪梅 周彦 耿卓

B253. 霉酚酸酯预防疗程对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
后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影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孙于谦 黄晓军 许兰平 张晓辉 闫

晨华 刘开彦 王昱

目的 分析霉酚酸酯（MMF）预防疗程对于“北京方案”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后急性 GVHD 的影

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9月至2017年3月在北京大学

血液病研究所接受haplo-HSCT的237例标危成人血液肿瘤

患者，男140例，女97例（40.9%），中位年龄30（14~60）岁。根

据MMF疗程分为长疗程组（MMF 100 mg/d口服，-9 d开始，+

30 d减半，+45 d~+60 d停药，合并CMV血症、EBV血症或迟

发出血性膀胱炎者提前停用）和短疗程组（MMF 500 mg/d口

服，-9 d 开始，中性粒细胞植活后停药）。结果 长疗程组

（102例）、短疗程组（135例）MMF中位疗程分别为27（7~71）

d、15（9~24）d。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疾病类型、HLA不合位

点、供受者关系、供受者血型、供者性别、供者年龄方面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长疗程组与短疗程组患者Ⅱ~Ⅳ度急性

GVHD发生率分别为 31.1%、17.6%（P=0.018），Ⅲ/Ⅳ度急性

GVHD发生率分别为7.4%、7.8%（P=0.900）。多因素分析未

发现 MMF 预防疗程长短对Ⅱ~Ⅳ度急性 GVHD 有显著影

响。两组患者比较，CMV血症、EBV血症、出血性膀胱炎发生

率及 OS 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短疗程

MMF预防并未增加“北京方案”haplo-HSCT患者急性GVHD

发生率，对患者的OS亦无显著影响，可能是一种安全可行的

方案。

B254.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恶性淋巴瘤的疗效
及安全性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省

血液病研究所 柴笑 王季石

目的 分析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治疗恶性

淋巴瘤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年 6月至

2018年6月68例恶性淋巴瘤患者auto-HSCT的病例资料。弥

漫大B细胞淋巴瘤42例、套细胞淋巴瘤6例、Burkitt淋巴瘤5

例、NK/T细胞淋巴瘤2例、肠病相关T细胞淋巴瘤2例、T淋巴

母细胞淋巴瘤1例，霍奇金淋巴瘤（HL）10例。所有患者中位

化疗5（3~7）个疗程，复发患者中位化疗8（6~11）个疗程。移

植前所有患者评估病情均为CR或PR。造血干细胞动员方案

采用大剂量环磷酰胺（2 g/m2×2 d）或MOEP方案（米托蒽醌+

长春新碱+依托泊苷+地塞米松）联合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

（G-CSF）。预处理采用BEAM方案（卡莫司汀＋依托泊苷＋

阿糖胞苷+左旋苯丙氨酸氮芥）。结果 所有患者外周血造血

干细胞动员均达到采集标准，中位单个核细胞（MNC）为4.2

（2.1~10.7）×108/kg，中位 CD34+细胞为 3.1（2.0~7.3）×106/kg。

所有患者移植后均获得造血重建，中性粒细胞绝对值恢复至>

0.5×109/L的中位时间为10（7~20）d，血小板计数恢复至>20×

109/L的中位时间为12（10~19）d。中位随访时间24（1~35）个

月，未发生移植相关死亡。68例患者中，1年无进展生存率

（PFS）、总生存率（OS）分别为78.6%、87.2%，3年PFS、OS率分

别为66.3%、61.2%。结论 auto-HSCT是治疗恶性淋巴瘤安

全有效的方法。

B255. 递增剂量芦可替尼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难治性噬血细胞综合征一例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血液学研究所，干

细胞与细胞免疫治疗浙江省工程实验室；2.华中科技大学附

属同济医院 黎晓晴 1 赵妍敏 1 施继敏 1 孙洁 1 周剑锋 2

黄河 1

目的 嗜血细胞综合征是一种严重的免疫失调的疾病，

其唯一的治愈方法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但多数患者因

严重临床症状而无法耐受移植。为此我们探索 JAK1/2抑制

剂芦可替尼能否作为一种安全桥接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挽救性

治疗方法。方法 通过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针对噬血细胞

综合征治疗。在一次移植失败后，加用芦可替尼以控制病情

并桥接二次移植。结果 检查结果提示患者反复高热、脾脏

肿大、EB病毒感染、NK细胞杀伤及脱颗粒功能下降、骨髓活

检示嗜血现象，且对于噬血细胞综合征针对性治疗反应不佳，

诊断为难治性噬血细胞综合征。二代基因测序及Sanger测序

结果均示患者及其父亲RAB27A基因第7外显子在560处有

杂合突变（G>A），致187位上精氨酸变为谷氨酸；其母亲及弟

弟均有NK细胞功能部分缺失。在首次造血干细胞移植植入

失败后，加用芦可替尼，明显控制体温、降低炎症因子、恢复血

象、降低 IFN-γ和 IL-10。后出现药物依赖，用药剂量从5 mg

bid 增至25 mg bid。持续应用2个月后，患者成功行二次移植

并恢复各项指标。结论 芦可替尼拟作为一种难治性噬血细

胞综合征的安全的二线挽救治疗，可桥接造血干细胞移植并

促进植入，但可能出现药物依赖的情况仍需继续研究其机理

并优化治疗方案。

B256. The effect of NLRP1 in bone marrow envi-

ronment on reconstruction of bone marrow hema-

topoietic function following allogeneic hematopoiet-

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1.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

Blood Diseases Institute, Xuzhou Medical College Mingfeng

Li, Lan Ding, Wen Li, Wen Ju, Jianlin Qiao, Lingyu Zeng,

Kailin Xu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function of NLRP1 in bone

marrow environment on recovering of hematopoietic function

following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SCT). Methods Normal and NLRP1-/- C57BL/6 mice aged

from 8 to 10 weeks were transplanted with bone marrow cells

from BABL/c mice (named as normal and NLRP1-/- HSCT

group respectively）. On 7th, 14th, 21st, 28th day after transplanta-

tion, peripheral blood cells count, pathology changes in bone

morrow, HSC% , neutrophils, macrophages, apoptosis of bone

marrow cells and cytokines were measured by HE st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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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cytometry and ELISA. CFSE-labeling bone marrow cells

were transplanted into C57BL/6mice and NLRP1-/- mice. On

day 3 and 5, CFSE+ cells and SDF-1, S1P and C1P in bone mar-

row were tested to evaluate cell homing. Results 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bone marrows damage in NLRP1-/- HSCT

group was lighter than that in normal HSCT group. The percent-

ages of neutrophils and macrophage in NLRP1-/- HSCT group

were lower on day 21. The apoptosis cells % in bone marrows

were less in NLRP1-/- HSCT group on day 7, 14 and 21. The

contents of IL-1β on the 7, 14, 21 and 28, the contents of IL-18

and IL-6 on the 14, 21 and 28, the contents of TNF-α on the 21

and 28 in the NLRP1-/- HSCT group were lower. Besides,

WBC in peripheral blood and HSPC% were also lower in

NLRP1-/- HSCT group on the day 7 and 14. Moreover, it

showed that CFSE+ cells and SDF-1, S1P and C1P in NLRP1-/-

HSCT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normal HSCT group.

Conclusion Knocking out NLRP1 gene can reduce the in-

flammatory damage in bone marrow following Allo-HSCT, but

it also can delay the recovery of hematopoietic function by re-

ducing the number of homing HSCs following Allo- HSC,

which shows that NLRP1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

cesses of inflammatory injury and reconstruction bone marrow

hematopoietic function.

B257. lncRNA-Gm14207在白消安诱导内皮细胞损
伤中的作用机制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徐州医科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陈雨

婷 姜艳 齐昆明 乔建林 鞠文 曾令宇 徐开林

目的 初步探究长链非编码RNA-Gm14207在白消安诱

导的内皮细胞损伤中的作用机制，为深入研究移植后骨髓

niche 中的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提供实验数据。方法 通过慢

病毒三质粒包装系统构建稳定上调表达Gm14207的b End.3

细胞株，流式细胞术及实时定量PCR检测表达效率；浓度为

0.086 µg/µl的白消安作用于过表达Gm14207的内皮细胞株

4 h，建立药物损伤模型。采用Edu增殖实验及流式细胞术检

测损伤内皮细胞增殖和凋亡，通过Real-time PCR检测Dll4、

Rik、Notch1 及其下游靶基因 Hes1 的 mRNA 表达水平，

Western blot 检测Dll4、Notch1及其下游靶基因Hes1的蛋白

表达水平。结果 ①过表达 Gm14207 组病毒及过表达

control组病毒在 b End.3细胞上的感染率均超过 95%；Real-

time PCR检测过表达组病毒Gm14207内皮细胞上目的基因

Gm14207的mRNA 水平的表达量较 control组明显上升（P<

0.05）；提示成功构建了高表达Gm14207基因的b End.3细胞

株；②过表达Gm14207基因的b End.3细胞株中，加入浓度为

0.086 µg/µl的白消安作用4 h后，Gm14207过表达组的增殖

率（39.57±0.37）%，对照组为（48.70±1.85）%，两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流式检测细胞凋亡显示Gm14207过表达

组的凋亡率为（10.17±0.32）%，对照组为（1.63±0.41）%，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荧光照片显示Gm14207 过表达组成血

管能力较对照组也降低；提示高表达的 lnc-Gm14207 促进了

损伤细胞的凋亡，降低了该内皮细胞成血管功能；收集上述细

胞，进一步通过Real-time Q PCR 检测Dll4、Rik、Notch1及其

下游靶基因 Hes1 的 mRNA 表达量，结果显示，Dll4、Rik、

Notch1及Hes1的mRNA水平均降低（P<0.05）。Western blot

蛋白分析结果与Real-time Q PCR意义相同。结论 lncRNA-

Gm14207 通过凋亡途径，促进损伤内皮细胞死亡。lncRNA-

Gm14207通过抑制Dll4-Notch1信号通路，减少损伤内皮细胞

的修复。

B258. 损伤内皮细胞通过TGF-β和SCF /C-kit信号
通路调控造血干细胞生物学特性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鲁文怡 丁兰 孙甜甜 齐昆明

乔建林 鞠文 徐开林 曾令宇

目的 探究内皮细胞损伤后对造血干细胞（HSC）增殖、

自我更新、分化等生物学特性的影响及相关机制。方法 体

外培养内皮细胞，加入0.028 μg/μl白消安，与HSC共培养7 d

后，流式细胞术检测HSC比例、细胞周期以及成熟细胞比例，

HSC集落形成实验检测HSC的自我更新能力及集落形成能

力，qPCR法检测相关转录因子的情况，ELISA法检测细胞培

养上清中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干细胞因子（SCF）等细胞

因子的表达。以TGF-β、TGF-β抗体或SCF抗体干预HSC与

内皮细胞共培养体系，动态分析HSC的增殖、分化情况。结

果 ①共培养 7 d后损伤内皮共培养组HSC比例明显减少

（P<0.05），细胞集落形成能力减弱（损伤组207±48.8，正常组

429.7±47.4，P<0.05），损伤组相对于正常组成熟红细胞、粒细

胞比例增加（9.32±0.54 对 1.85±0.36，P<0.05；22.19±3.67 对

9.03±1.93，P<0.05）。②给予TGF-β干预后，HSC及成熟细胞

比例减少［7 d 后，损伤组 HSC（0.47±0.07）%，成熟红细胞

（1.15±0.56）%，成熟粒细胞（7.42±3.14）%］；而给予TGF-β抗

体后，HSC及成熟细胞比例增加［7 d后，损伤组HSC（1.04±

0.17）%，成熟红细胞（3.47 ± 0.41）%，成熟粒细胞（33.6 ±

2.73）%］；③加入SCF抗体阻断内皮细胞与HSC直接接触的

作用后，明显降低HSC比例，同时使得丢失干性的成熟细胞

比例增加。结论 损伤内皮细胞通过抑制TGF-β通路和SCF/

C-kit信号通路抑制造血干细胞的增殖、自我更新、分化；加速

丢失干性的造血干细胞向红系、粒系成熟。

B259. 巨噬细胞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骨髓损伤与造
血重建中的作用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孙甜甜 刘璐 夏园 鲁文怡 乔

建林 鞠文 徐开林 曾令宇

目的 探究巨噬细胞对小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骨髓损伤

与造血重建的调节作用。方法 以 C57BL/6 小鼠为供鼠、

BALB/c小鼠为受鼠建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模型。实验随机

分为骨髓细胞移植组（BMT组）、BMT+氯膦酸盐脂质体注射

组（BMT+Clo-Lipo 组）、BMT+磷酸盐对照脂质体注射组

（BMT+PBS-Lipo组）、BMT+药物RS102895注射组（BMT+

RS组）、BMT+药物溶剂对照注射组 BMT+Vehicle组）。骨髓

细胞移植后各组注射相应的药物，并在7、14、21、28、35 d获取

各组小鼠组织标本，血细胞分析仪检测血常规变化，观察小鼠

骨髓损伤情况，流式细胞术分析骨髓中造血干/祖细胞比例变

化，Western Blot和免疫组化分析骨髓中巨噬细胞的浸润情

况。结果 BMT+Clo-Lipo组小鼠从移植后第4天开始出现

死亡，至第9天共死亡8只；其对照组于第8天至第10天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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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3只小鼠死亡。BMT+RS组小鼠从移植后第5天开始出现

死亡，至第9天共死亡4只；其对照组于第4天至第9天共出现

3只小鼠死亡。结果提示，Clo-Lipo组小鼠生存时间较其对照

组降低（P<0.05），而RS组与其对照组存活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BMT+Clo-Lipo组于移植后第14天血细胞三系

计数、骨髓细胞总数及骨髓中干细胞比例均低于对照组（P<

0.05），骨髓病理显示两组出血情况相当，但Clo-Lipo组小鼠

骨髓恢复不及对照组。结果提示清除巨噬细胞在早期可加重

骨髓病理损伤，抑制外周血象和骨髓细胞总数的恢复。对移

植后小鼠注射RS102895，移植后第14天BMT+RS组小鼠骨

髓中巨噬细胞数量多于对照组。BMT+RS组移植后第14天

血细胞三系计数、骨髓细胞总数及骨髓中干细胞比例均高于

对照组（P<0.05）。骨髓病理显示BMT+RS组小鼠骨髓出血

情况较对照组有所减轻。结果提示巨噬细胞可在移植后早

期减轻骨髓病理损伤，促进外周血象和骨髓细胞总数恢复。

结论 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模型中巨噬细胞大量浸润，减轻炎

症损伤，促进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造血重建，提示调控巨噬细

胞是提高造血干细胞植入成功的关键。

B260. 间充质干细胞和内皮祖细胞联合输注对造血
干细胞移植后造血重建的影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张婷 刘璐 洪菲 齐昆明 乔建

林 鞠文 徐开林 曾令宇

目的 探讨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中联合输注内皮祖

细胞（EPC）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MSC）对骨髓造血重建的作

用。方法 将8周龄BABL/C小鼠随机分为四组：单纯照射组

（A组）、HSCT组（B组）、HSCT+EPC组（C组）、HSCT+EPC+

MSC组（D组），每组12只小鼠，建立同基因HSCT模型。动态

观察各组小鼠的生存及活动情况。B、C、D组于移植后 15、

20、25、30 d 分析外周血象及骨髓细胞数以及骨髓中 HSC、

HPC及巨核细胞的比例，HE染色动态分析移植受鼠股骨骨髓

修复情况。结果 外周血象分析显示，HSCT+EPC 组和

HSCT+EPC+MSC组小鼠外周血中WBC恢复较慢，其WBC

在各时间点均低于HSCT组；而外周血中红细胞的恢复则较

快，在移植后第15天开始升高，且两种细胞联合输注组RBC

水平更高；单纯骨髓移植的红细胞在移植后第25天开始逐渐

上升；同时，分析骨髓细胞结果显示：各组骨髓细胞数量变化

趋势和外周血RBC的变化趋势一致。进一步分析提示，EPC

和MSC联合输注恢复慢，但维持高峰时间长，即三组比较，其

在第15天数量最少［分别为（0.43±0.19）%、（22.37±4.10）%］，

第25天达到高峰［分别为（0.50±0.16）%、（36.23±2.30）%）］，而

其他两组在第15天数量较高，但第20天则出现下降趋势［分

别为（0.60±0.45）%、（26±10.90）%，（0.33±0.19%）、（22.20±

4.77）%］，并一直处于较低水平（P<0.05）。而骨髓中巨核细胞

显示，EPC和MSC联合输注后，在移植后第 15天开始升高

［EPC组（24.13±2.08）%，EPC+MSC组（29.90±1.47）%］，第30

天达到高峰［EPC 组（46.93±4.34）%，EPC+MSC 组（48.03±

7.62）%］，而HSCT组则无明显变化；同时病理结果显示，联合

输注EPC和MSC，受鼠骨髓腔出血少，骨髓细胞腔内数量最

多，单纯骨髓移植组则最少。结论 骨髓HSCT后，联合输注

EPC和MSC可减轻骨髓损伤，促进HSC在骨髓中的稳定定植

分化，促进骨髓造血。

B261. 非血缘脐血移植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CMV血
症病毒负荷与移植的疗效探索
安徽省立医院 董漫玉 孙自敏

目的 分析非血缘脐血移植（UCBT）后巨细胞病毒

（CMV）血症患者病毒负荷与移植后临床疗效、免疫重建的关

系，并初步机制探讨。方法 2010年10月至2017年12月本

院行单份UCBT的126例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纳入研究。所

有患者接受清髓预处理和环孢素 A 联合霉酚酸酯预防

GVHD，移植后均获得植入并生存期大于100 d。植入后每周

2次 qPCR检测外周血病毒DNA拷贝至少持续 100 d。根据

100 d内CMV病毒负荷将患者分为三组：CMV阴性组（无相

关特殊处理）、CMV-DNA<1000拷贝/ml组（免疫抑制剂减量

并密切监测病毒指标）和CMV-DNA≥1000拷贝/ml组（免疫

抑制剂减量、抗病毒治疗同时密切监测病毒指标）。由于

UCBT后CMV血症发生率92%，将第一组并入第二组。分析

移植后2年疾病复发及生存情况。同时比较了两组患者移植

后淋巴细胞、CD4+T细胞、CD8+T细胞、调节性T细胞、B细胞、

调节性B细胞及NK细胞的比例恢复情况。结果 126例患

者男63例，女63例，中位年龄13（1~52）岁，中位体重40（11~

87）kg，中位随访时间为 736（100~2814）d。CMV高负荷组 2

年累积复发率低于低负荷组（2.9%对17.9%，P=0.017），2年无

病生存率和总生存高于低负荷组（88.3%对63.2%，P=0.003；

88.3%对 72.3%，P=0.037）。免疫重建：移植后 1、4、6、9、12、

15、18、24~36个月CMV高负荷组的CD8+T细胞占淋巴细胞

比例均高于CMV低负荷组（30.3%对13.9%，P=0.032；46.8%

对 27.6%，P=0.014；46.5%对 27.9%，P=0.01；37.0%对 31.5%，

P=0.621；37.7%对 20.9%，P=0.005；42.3%对 22.8%，P=0.008；

30.4%对 23.5%，P=0.088；29.1%对 22.1%，P=0.371）。结论

单份UCBT治疗AML早期的CMV高负荷病毒血症患者移植

后复发率下降，生存率明显提高，同时CMV高负荷病毒血症

患者移植后 1、4、6 个月 CD8+T 细胞比例明显增加，可能是

CMV病毒感染刺激CD8+T细胞活化，诱导产生GVL效应。

B262. 低剂量抗胸腺细胞球蛋白在非血缘异基因外
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应用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血液学研究所 金

梦绮 罗依 谭亚敏 赵妍敏 施继敏 郑伟燕 朱园园

余建 来晓瑜 黄河

目的 探讨低剂量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对非血缘全

相合和不全相合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及生存情况的影响。方法 纳入本中心自2007年7

月至2016年11月的172例非血缘异基因外周血造血干细胞

患者，所有供受者经HLA 10位点高分辨基因配型。其中81

例HLA不全相合加6.0 mg/kg ATG（A组，2007-2016年），77

例全相合加4.5 mg/kg ATG（B组，2010-2016年），14例全相合

不加ATG（C组，2007-2009年）。结果 172例患者包括急性

髓系白血病64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77例、急性未分化型

白血病 2例、慢性髓性白血病 9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10

例、再生障碍性贫血3例、非霍奇金淋巴瘤7例。中位随访时

间47（1~125）个月。中性粒细胞、血小板中位植入时间分别为

12（8~23）d、13（6~25）d。5 年总生存率 63.2%、无病生存率

60.8%、复发率 20.1%。A 组与 C 组的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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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42.9%（P=0.124），5年复发率分别为15.1%、14.3%（P=

0.833），+100 d Ⅱ~Ⅳ度急性GVHD发生率为 25.9%、42.9%

（P=0.118）。A 组与 B 组的 5 年生存率分别为 61.9%、69.2%

（P=0.457），5年复发率分别为15.1%、26.4%（P=0.082），100 d

Ⅱ~Ⅳ急性GVHD发生率分别为 25.9% 、18.2%（P=0.159），5

年慢性GVHD发生率分别为 39.5%、38.3%（P=0.711）。B组

与 C 组相比有更低的Ⅱ~Ⅳ急性 GVHD 发生率（18.2%对

42.9%，P=0.018）、更低的 5年TRM（9.1%对 42.9%，P=0.001）

以及更高的 5年总生存率（69.2%对 42.9%，P=0.035）。结论

非血缘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应用ATG可减少GVHD和TRM，

提高总生存率。低剂量ATG能克服HLA位点不合所导致的

生存下降。

B263. 去纤苷在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肝窦阻塞综
合征中疗效的回顾性研究
周辰 罗长缨 王坚敏 罗成娟 覃霞 陈静上海儿童医学

中心

目的 肝窦阻塞综合征（SOS）又称肝静脉闭塞病

（VOD），是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后一种潜在致死性并发症，而

去纤苷（defibrotide）是唯一被证实在SOS在治疗中有效的药

物。本文通过回顾性分析本中心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发生SOS

病例，探究去纤苷在SOS中的治疗效果。方法 选取2000年

1月至2017年12月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科造血干细

胞移植后发生SOS的病例，以修正西雅图标准作为诊断标准，

部分迟发性病例以欧洲骨髓移植协会2017年标准作为诊断

标准。将所有SOS病例分为去纤苷组和对照组。结果 纳入

研究的SOS病例共25例，SOS发生率为2.21%。经单因素分

析，两组病例原发病良恶性质、预处理方案、SOS的严重程度

存在差异。将上述因素与是否使用去纤苷进行COX多因素

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使用去纤苷风险系数为 2.558

（P=0.042），即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对照组的风险是去

纤苷组的2.558倍。另外，本研究中未出现与去纤苷使用相关

的严重出血。结论 去纤苷在儿童造血干细胞移植后SOS的

治疗中是一种有效并且安全的药物。

B264.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腹泻原因分析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宋艾芸 罗长缨 王坚敏 罗成娟 陈静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腹泻的临床表现及

相关因素分析。方法 选取2017年1月至2017年11月于上

海儿童医学中心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并在移植后3个

月内出现腹泻症状的患儿为研究对象，按临床特点、腹泻性质

及患儿对抗感染、抗GVHD治疗的有效性将对象分为感染组

（A组；A1组：抗生素有效；A2组：抗生素反应不佳）、GVHD组

（B组；B1组：一线药物有效；B2组：二线药物有效；B3组：二线

药物无效）及难治组（C组），研究三组间腹泻的严重程度、病

程、伴随症状及各项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寻找腹泻原因鉴

别、判断预后的方式。结果 总样本134例，发生腹泻61例，

入组58例患者：A组25例、B组16例、C组4例、D组13例。其

中男37例，女21例；年龄8月~17岁，平均（5.9±4.5）岁；中位腹

泻起始时间+6 d（-4 d~+54 d）；中位腹泻病程12（2~148）d；中

位腹泻次数8（3~22）次；中位腹泻量480（97~1818）ml。通过

卡方检验比对发现，不同反应类型的对象在腹泻次数（平均值

C>B>A）、病程长短（平均值 C>B>A）上有明显区别（P<

0.05）。再进一步两两分组比较后得出C组平均腹泻次数最多

且与A组有显著差异（P<0.05），而B组与A、C组无统计学差

异；病程长短方面，A组病程最短且与其他组别均存在明显差

异（P<0.05），其余2组无统计学差别。在相关因素分析中，我

们发现，血清病毒阳性在C、B组中比例明显增高至76.5%和

80%，与A组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预后方面，C组明显

差于其他组别（P<0.05），而A、B两组无明显差异。组内分析

中，B3 组中性粒细胞植入时间时间较 B1、B2 组延长（P<

0.05）。A组亚组分析无明显统计学差异。结论 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后腹泻的发生率较高，极大影响生活质量及生

存。感染性腹泻往往具有腹泻量少、易于控制的特点，GVHD

腹泻平均发生时间为（23.7±12.4）d，88.2%患者经治疗（17.4±

16.2）d后渐好转。检测血清病毒阳性或可提示肠道GVHD发

生；而针对植入较慢的病例，则需警惕常规抗GVHD药物治疗

无效可能。

B265. 亲缘不全相合联合脐血干细胞移植与同胞全
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骨髓衰竭性疾病的疗效比
较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 范祎 陈佳

宋莉 张翔 宋铁梅 吴德沛

目的 评价亲缘不全相合造血干细胞（HID）移植联合脐

血（UCB）移植（双重移植）治疗骨髓衰竭性疾病的疗效，并且

与同期进行的同胞全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ISD-HSCT）疗效

进行比较。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7 月至2018 年1月间

接受双重移植或 ISD-HSCT的113例骨髓衰竭性疾病患者的

临床资料，其中SAA 94例，CAA 1例、PNH 5例、AA-PNH 12

例、PRCA 1例，患者中位发病年龄为27岁。113例患者中，74

例行双重移植，39 例行 ISD-HSCT。结果 双重移植组和

ISD-HSCT 组的中位随访时间分别为 25.5（1~252）、28（0.6~

228）个月。113 例患者均获造血重建。双重移植组、ISD-

HSCT组粒系植入中位时间分别为11（9~21）d、10（7~20）d（P=

0.030），血小板植入的中位时间分别为12（8~21）d、12（9~71）d

（P=0.450），Ⅱ~Ⅳ度急性GVHD发生率分别为26%、13%（P=

0.101）；慢性 GVHD 的发生率分别为 26%、10%（P=0.053），

CMV血症的发生率分别为14%、6%（P=0.178），EBV血症的

发生率分别为19%、4%（P=0.010）。结论 双重移植治疗骨

髓衰竭性疾病疗效与 ISD-HSCT相近。无 ISD供者时，双重

移植可作为骨髓衰竭性疾病患者的有效选择。

B266.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应用棘白菌素类药物预
防深部真菌感染优势探讨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科，福建省血液病重点实验

室，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林康昵 任金华 陈少桢 李

芊 陈敏敏 朱浩杰 杨婷

目的 对比分析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患

者预防性使用棘白菌素类与三唑类药物抗真菌治疗的有效性

及安全性，为进一步优化HSCT患者抗真菌预防策略提供依

据。方法 收集2013年至2017年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

医院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病例资料，回顾性分析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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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使用棘白菌素类及三唑类药物患者的真菌突破感染率、不

良反应、药物相互作用、生存情况等。结果 研究共纳入108

例患者，男 74例，女 34例，中位年龄 25（1~60）岁，一级预防

（PAP）87例（80.6%），二级预防（SAP）21例（19.4%）。其中棘

白菌素类组60例（55.6%），三唑类组48例（44.4%），两组患者

的性别、年龄、诊断、移植前状态、移植方式、预处理方案等基

线资料无统计学差异。棘白菌素类组的1年总生存率（OS）优

于三唑类组（PAP：74.5%对 60.0%，P=0.091；SAP：84.6%对

25.0%，P=0.003），且棘白菌素类组在移植后突破性真菌感染

的发生率低于三唑类组（PAP：14.9%对17.5%，P=0.742；SAP：

15.4%对37.5%，P=0.325）。三唑类组在预防期间停药率高于

棘白菌素类组（PAP：35.0%对14.9%，P=0.029；SAP：50.0%对

0%，P=0.012）。主要停药原因是药物不良反应［PAP 35.7%（5/

14），SAP 50%（2/4）］，但两组患者预防治疗后肝、肾功能并无

明显差异。在药物相互作用方面，使用三唑类药物患者的环

孢素A浓度-剂量比（g/ml）明显高于棘白菌素类（PAP：87.61

对52.28，P=0.000；SAP：72.46对47.78，P=0.073），说明在使用

三唑类的同时，仅给予较小剂量的环孢素A即可达到满意的

血药浓度。结论 针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受者，棘白菌

素类药物较三唑类药物有更佳的预防深部真菌感染的作用，

同时药物相关不良反应较少见。

B267. IL- 22 mediates regeneration of thymic epi-

thelial cells in a STAT3/Mcl- 1 dependent manner

in murine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

plantation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College Bin Pan, Fan Xia, Fan Zhang, Zhenzhen Lu,

Yujing Wu, Kailin Xu

Objectiv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IL-22 stimulates

regeneration of thymus remain to be elucidated. Methods We

explored the pro-regenerative effect of IL-22 on TECs in vivo

and in vitro. Results We found that donor T cell-derived IL-22

improved thymic recovery of allo-HSCT recipients in associa-

tion with elevated number of TECs. The pro-recovery effect of

IL-22 on thymus was blocked by Janus kinase (JAK) inhibitor

ruxolitinib in vivo. Mechanistically, IL-22 stimulated prolifera-

tion of TECs in a transcription factor STAT3 dependent manner

in vitro. STAT3 regulated expression of myeloid cell leukemia

1 (Mcl-1) gene at transcriptional level. Mcl-1 mediated the pro-

liferative effect of IL-22 on mTEC1 cell which is a murine thy-

mic epithelial cell line. Furthermore, exogenous IL-22 alleviat-

ed autoimmune- like chronic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of allo-

HSCT recipients. Conclusion Our study highlighted the criti-

cal role of IL- 22/STAT3/Mcl- 1 pathway in regeneration of

TECs, which is important in reconstitution of T cells of allo-

HSCT recipients.

B268. 同胞全相合、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急性
淋巴细胞白血病疗效比较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张奉齐 王季石

B269.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噬血细胞综合征
二例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林竞韧 郑润辉 罗晓丹

王春燕 黄振倩 谭获

例 1，女，24岁，因反复发热 2月余，诊断“噬血细胞综合

征（LYST 基因阳性）、EB 病毒相关 T 淋巴增殖性疾病”，予

VP16+DEX及EPOCH+西达苯胺化疗共3个疗程，达PR。予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回输MNC 12.7×108/kg、CD34+细胞

10.4×106/kg。中性粒细胞、血小板恢复时间分别为+11 d、+14

d。移植后 1 个月，DNA 指纹图检测 100%为供者基因型，

LYST 基因转阴。移植后 3 个月，出现Ⅲ度皮肤及肠道

GVHD，予CsA、甲泼尼龙、CD25单抗、ATG、骨髓MSC等治

疗后好转。移植后4个月发生继发性癫痫。移植4个月出现

腹泻、肌酐升高、激素相关骨质疏松，予调节免疫、内分泌等治

疗后好转。移植后10个月患者出现躯干部多发皮疹伴瘙痒，

予依鲁替尼口服后出现全身剥脱性皮炎样皮疹，予停用依鲁

替尼并对症处理后皮疹逐渐好转。随访至今19个月，患者咳

嗽、咳痰，诊断为闭塞性细支气管炎，骨髓未见噬血细胞及异

常细胞，血象示轻度贫血，EB-DNA检测阴性，血清铁蛋白、甘

油三酯偏高。

例 2，男，36岁，因“反复发热，血常规发现三系减少”就

诊，经骨髓等检查诊断为噬血细胞综合征（EBV相关T淋巴细

胞增殖性病变所致）。予EPOCH方案化疗2疗程后，复查骨

髓仍可见个别噬血细胞，血清铁蛋白>2000 ng/ml，予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预处理采用改良 BU/CY+VP16 方案，以

ALG+CsA+MMF+MTX+CD25单抗预防GVHD，骨髓联合外

周血干细胞来源，回输MNC 9.7×108/kg、CD34+细胞5.7×106/

kg。中性粒细胞、血小板恢复时间分别为+10 d、+14 d，1个半

月查患者血型转为供者血型，DNA指纹图提示为完全供者

型。移植后 3 个月，患者出现散在皮疹，考虑为皮肤Ⅱ度

GVHD，予CD25单抗、CsA、甲泼尼龙治疗后明显消退。随访

至今6个月，患者血象、骨髓基本正常，EB-DNA阴性。血清铁

蛋白、甘油三酯偏高。

B270. MDS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髓内“髓外复发”一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武盈盈 石威 游

泳 胡豫

目的 提高临床医生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术后特殊髓外复发的认

识。方法 详细分析1例MDS移植后发生髓内“髓外复发”的

病例，结合文献进行探讨。结果 患者，男，34岁，2017年5月

于我院确诊为MDS（RAEB-2，高危），经过1次诱导化疗取得

完全缓解，于2017年8月行HLA全相合 allo-HSCT。移植后

骨髓象示原发病持续缓解。2018年1月，患者出现左侧髂后

肿胀及疼痛。CT及PET/CT显示左侧髂骨不规则骨质破坏，

相应部位及相邻软组织代谢增高。相应部位骨髓穿刺未见异

常，骨髓活检示大片凝固性坏死，抗酸染色见阳性分枝杆菌。

MRI示左侧骶髂关节及臀大肌团块状长T1长T2信号影，分

界不清，增强扫描呈明显边缘强化。考虑“恶性肿瘤性病变，

不排除结核可能”。患者接受2个月的正规抗结核治疗，症状

无明显改善，且疼痛部位出现皮下包块。2018年3月行包块

活检提示粒细胞肉瘤。该患者最终诊断骨髓内的“髓外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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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考虑为髓外发生粒细胞肉瘤，破坏骨质，浸润骨髓腔，形

成髓内的复发病灶。结论 单纯的髓外复发目前已经有很多

文献报道，但是本例中所见的髓内的“髓外复发”，国内外尚未

见相关报道，需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由于骨髓活检针无法

取得非骨髓软组织，对于怀疑可能存在这种情况的患者，应采

取粗针活检甚至手术活检，以便尽早明确病灶性质，及时采取

有效治疗。

B271. Related and unrelated donor transplanta-

tion for β thalassemia major
1.Nanfang-Chunfu Chidren's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 Oncol-

ogy, TaiXin Hospital; 2.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3. Christian Medical College;4.Center for Interna-

tional Blood and Marrow Transplant, Medical College of Wis-

consin Milwaukee Chunfu Li1,2, Vikram Mathews3, Soyoung

Kim4, Kyle Hebert4, Joanne Kurtzberg4, Jiang Hua4, Chang-

gang Li4, Yiping Zhu4, Daniel Keesler4, Jaap Jan Boelens4,

Christopher Dvorak4, Jeffery Auletta4, Rakesh Goyal4, Rabi

Hanna4, Kimberly Kasow4, David Margolis4, Shalini Shenoy4,

Mark Walters4, Mary Eapen4

We studied 1110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with β thalassemia major transplanted with grafts from HLA-

matched relative (n=677, 61%), HLA-mismatched relative (n=

78, 7%), HLA-matched unrelated (n=252, 23%) and HLA-mis-

matched unrelated (n=103, 9%) donors in 2000 - 2016. The me-

dian age at transplantation was 6 years (range<1- 25). All pa-

tients had received packed red blood cells prior to transplanta-

tion; 85% had received ≥20 transfusions and 88% were report-

ed as“inadequately”chelated. Most patients (73%) had hepato-

megaly (2 cm or greater below the right coastal margin) and

50% reported serum ferritin ≥2500 ng/ml. The Pesaro risk

class could be assigned for only 526 (47%) of transplantations:

Class I (39%), Class II (8%) and Class III (54%). Liver biop-

sies are not routinely performed in Asia. All patients received

myeloablative transplant conditioning regimens; 34% received

busulfan (Bu, 8.4- 13.2 mg/kg) + cyclophosphamide (Cy, 100-

120 mg/kg) + thiotepa (TT, 5 mg/kg) + fludarabine (FLU, 200

mg/m2), 23%, Bu (11-16 mg/kg) + Cy (100-120 mg/kg) + FLU

(200 mg/m2), 22%, Bu(16 mg/kg)+Cy (200 mg/kg), 15%, treo-

sulfan (42 mg/m2) + TT (8 mg/kg) + FLU(120 mg/m2) and the

remaining 5%, Bu (12 or 16 mg/kg) or melphalan (140 mg/m2)

+ FLU (150 -180 mg/m2)±TT (8-10 mg/kg). In vivo T-cell de-

pletion,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GVHD) prophylaxis and

graft type were confounded with transplant conditioning regi-

men. Ninety percent of transplants were in 2006-2016. The me-

dian follow-up was 48 months (range 3-193). The day-28 inci-

dence of neutrophil recovery in children aged ≤6 years, 7- 15

years and 16-25 years were 92%, 93%, and 82%, respectively,

P=0.28. The corresponding day-100 incidence of platelet recov-

ery were 93%, 90%, and 70%, respectively, P<0.001. Overall

survival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alive with sustained engraft-

ment) were highest in children aged≤6 years and received

grafts from an HLA-matched sibling or HLA-matched unrelat-

ed donor. The 3-year probabilities of overall survival adjusted

for donor type and conditioning regimen for children aged≤6

years, 7-15 years and 16-25 years were 91%, 84% and 68%, re-

spectively, P<0.001. The corresponding probabilities for dis-

ease- free survival adjusted for donor type, conditioning regi-

men and transplant period were 90%, 84% and 68%, P<0.001.

In the subset of patients for whom Pesaro risk class could be as-

signed, mortality and treatment failure were higher for Class II

and Class III compared to Class I. We tested for an effect of

transplant center on survival and found none. Risks for acute

grade Ⅱ-Ⅳ GVHD were higher after HLA-mismatched relat-

ed (HR=3.04, P<0.001), HLA-matched unrelated (HR=3.35, P<

0.001) and HLA- mismatched unrelated (HR=2.21, P=0.003)

compared to HLA- matched sibling transplants. Similarly,

chronic GVHD risks were also higher after HLA- mismatched

related (HR=2.64, P=0.002), HLA- matched unrelated (HR=

2.13, P=0.018) and HLA-mismatched unrelated (HR=4.25, P<

0.001) compared to HLA- matched sibling transplants. Never-

theless, mortality and treatment failure risks did not differ after

HLA-matched sibling and HLA-matched unrelated donor trans-

plants. In conclusion, transplantation for β thalassemia major

should be offered early (aged 6 years or younger) from an HLA-

matched sibling or HLA- matched unrelated donor. These data

support cautious use of Bu+Cy, treosulfan+TT+ FLU and Bu or

melphalan ± TT ± FLU regimens although identifying optimal

conditioning regimens are best studied in the setting of careful-

ly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B272. 免疫抑制与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
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初步研究
山西大医院血液科 王涛 马梁明 朱秋娟 贡蓉 高志

林 田卫伟 任瑞瑞 牛燕燕 边思成 贺少龙 谢云霞

崔江霞 王丽娜 郭雅芳

目的 比较免疫抑制治疗（IST）与异基因干细胞移植

（allo-HSCT）对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 31例SAA患者的临床资料。19例SAA患者行

IST，12例SAA患者行allo-HSCT（HLA 全相合3例，单倍型造

血干细胞移植 9 例）。IST 方案：兔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

（ATG）3.0 mg·kg- 1·d- 1或猪抗人淋巴细胞球蛋白（ALG）20

mg·kg-1·d-1，静脉输注，连续5 d。HSCT方案：采用G-CSF动

员的骨髓联合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预处理方案为Flu（30

mg·m-2·d-1×4 d）+CTX（600 mg·m-2·d-1×4 d）+ATG（2.5 mg·
kg-1·d-1×4 d）。结果 IST治疗组中位年龄23（19~53）岁，3个

月血液学反应率为51.6%，6个月血液学反应率为70.1%，中位

随访时间为 423（240~709）d。HSCT组中位年龄 35（12~46）

岁，中性粒细胞、血小板植人中位时间分别为12（8~25）d、15

（11~39）d，全部12例患者均为完全供者嵌合体，Ⅱ~Ⅳ度急性

GVHD 发生率为 32.6%，Ⅲ~Ⅳ度急性 GVHD 发生率为

20.1%，慢性GVHD发生率为39.8%，广泛型慢性GVHD发生

率为10%。中位随访时间439（121~721）d。至随访结束，全部

患者均无病生存。结论 IST对于未合并重度感染，对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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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因子、TPO反应敏感，发病时间短的SAA患者可能有效；

HSCT对于合并重度感染，对粒细胞刺激因子、TPO反应不

佳，有前驱CAA病史，铁蛋白过高的SAA患者可能有效。

B273.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与免疫抑制治疗一线
治疗无同胞供者儿童及青少年重型再障的临床疗效
比较
河南省人民医院 杨世伟 袁晓莉 马荣军 姜丽 郭建

民 臧玉柱 孙恺 时杰 杨靖 雷平冲 张茵 朱尊民

目的 评估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及免

疫抑制疗法（IST）一线治疗儿童及青少年重型再生障碍性贫

血（SAA）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6年

12月河南省人民医院45例儿童及青少年SAA患者的临床资

料，其中男19例，女26例，中位年龄12（4~18）岁。亲缘haplo-

HSCT组22例，IST组23例。观察haplo-HSCT组与 IST组患

者的临床特征，并比较两组患者的3年总生存率（OS）、无失败

生存率（FFS）及无事件生存率（EFS）。结果 haplo-HSCT组

的粒细胞中位植入时间为16（11~26）d ，血小板中位植入时间

为19（10~34）d，植入率为100%。IST组9例患者治疗有效，12

例患者行挽救性HSCT。两组3年 OS率分别为（77.3±8.9）%、

（59.7±13）%（P=0.725）。haplo-HSCT组FFS显著高于 IST组

［（77.3±8.9）%对（34.8±9.9）%，P=0.025］。IST 组行挽救性

HSCT的12例患者中，5例获得无事件生存，挽救性HSCT组

的 EFS 明显低于 haplo- HSCT 组［（35.0 ± 15.4）%对（77.3 ±

8.9）% ，P=0.035］，移植后感染及重度感染发生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结论 haplo-HSCT一线治疗无MSD供者的儿童及

青少年SAA的总体疗效优于 IST。

B274.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口腔溃疡的预防和护理
江苏省人民医院 赵攀花

B275. 505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血液系统疾
病患者疗效观察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省

血液病研究所 赵鹏 王季石

目的 观察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恶性血液病及非

恶性血液系统疾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2010 年 3 月-

2018年7月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505例，男310

例，女195例，中位年龄38（8~62）岁。疾病类型：急性髓系白

血病195例，慢性髓性白血病59例，多发性骨髓瘤3例，骨髓

增生异常综合征49例，非霍奇金淋巴瘤14例，噬血细胞综合

症 2例，再生障碍性贫血 63例，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 1

例，地中海贫血3例。移植类型：同胞全相合移植323例，同胞

半相合移植 176例，非亲缘全相合移植 5例，脐血移植 1例。

对移植后造血重建、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及生存率进行

统计分析。结果 503例患者全部植活，99.6%获造血重建，

粒细胞中位植活时间为13（11~18）d，血小板中位植活时间为

15（11~27）d，GVHD发生率为19.4%，移植后100 d内移植相

关死亡率为3.17%（16/505），100 d至1年内移植相关死亡率为

8.12%（41/505），1 年 OS 率为 91.9%（464/505），3 年 OS 率为

68.7%（347/505），5年OS率为52.3%（264/505）。结论 异基

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血液系统疾病的有效治疗手段。

B276. 12例PTCY亲缘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临床
疗效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马立元 邓晓辉 万江

波 刘传绪 李志超 张文皓 张言 王晴 郝思国

目的 评价PTCY方案亲缘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临的

床疗效。方法 2015年7月至2018年4月共12例亲缘单倍型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全部应用美国Baltimore John Hopkins

移 植 中 心 PTCY 方 案 ，接 受 外 周 血 造 血 干 细 胞 移 植

（PBSCT）。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分析总体生存率（OS）、无

病生存率（DFS）、移植相关死亡率（TRM）、累积复发率（CIR），

急性移GVHD及慢性GVHD，综合评估临床疗效。结果 共

有12例患者纳入分析。其中男7例，女5例。中位年龄28.5

（13~53）岁。AML 3例、ALL 8例（包含2例ph＋），SAA 1例）。

移植前疾病状态：CR1 9例、CR2 2 例（包含1例CAR-T细胞治

疗后患者），NR 1例。预处理方案：11例采用清髓方案（包含

Flu+BU+Cy 4例，Flu+TBI 7例）；非清髓方案 1例 Flu+Cy+

TBI。12例患者GVHD预防均采用PTCY（环磷酰胺 50 mg·
kg-1·d-1，+3、+4 d）+CsA/他克莫司+MMF。中位随访时间246

（48~1097）d。11例成功植入，1例原发植入失败。粒细胞中

位恢复时间14（12~30）d。1年总体生存率（OS）和1年无病生

存率（DFS）均为 73%（95%CI 38%~91%）。1 年移植相关死

亡率（TRM）为 10%（95%CI 2%~52%）。1年累积复发率为

20%（95% CI 6% ~59%）。100 d 急性 GVHD 发生率为 27%

（95% CI 10%~62%）。1 年内未发生广泛型 cGVHD。结论

PTCY方案亲缘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疗效确切，移植费用低，

移植相关死亡率低，GVHD发生率低，复发率在可接受范围内。

B277. 急性白血病患者allo-HSCT前后HO-1基因水
平与预后关系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

贵州省血液病研究所 卢英豪 王季石 张燕 李梦醒 赵

鹏 柴笑 亢倩 马丹 胡秀英

目的 探讨急性白血病患者移植前后HO-1基因表达水

平与移植后复发及急性GVHD发生的关系，旨在寻找更有效

的预测移植后复发及急性GVHD发生的有效生物标志物。探

索影响 allo-HSCT治疗急性白血病生存的预后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174例行allo-HSCT的急性白血病患者临床资料，

对可能影响复发及急性GVHD发生的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

PCR方法检测患者移植前后HO-1基因、FOXP3基因表达水

平，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移植后的免疫功能；用ELISA法检测移

植前后 IL- 2、IL- 6、IFN- γ和 TNF-α等细胞因子水平。用

Kaplan-Meier进行生存分析，分析HO-1基因表达、复发、急性

GVHD、供者年龄及性别、患者年龄及性别、移植前疾病状态、

疾病危险分层、供者干细胞来源、疾病类型等对患者生存的影

响。结果 移植前疾病状态、白血病危险分层、供者年龄和预

处理前HO-1相对表达量对移植后复发有显著影响（P<0.05），

白血病危险分层、移植后HO-1及FOXP3相对表达率、患者性

别对移植后急性GVHD的发生有显著影响（P<0.05）。移植后

HO-1能够较好地预测急性GVHD的发生，ROC曲线下面积

（AUC）为0.827（P<0.001）。移植前HO-1基因表达预测 a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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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CT 后复发的特异性及敏感度较高［AUC=0.809（0.724~

0.894），P=0.000］。预处理前HO-1的表达水平低患者生存优

于高水平患者，供者年龄小于35岁组的患者生存优于供者年

龄≥35岁组患者，男供者的生存优于女供者，CR1组患者的生

存优于≥CR2和NR组患者，中低危组的生存显著优于高危组，

移植后是否复发对患者的生存有显著的影响，复发组患者生

存极差。结论 影响复发和急性GVHD发生的因素很多，预

处理前骨髓单个核细胞（BMMNC）中HO-1基因表达可以作

为移植后复发的预测因子，移植成功后HO-1基因表达可作为

移植后急性GVHD发生的诊断因子。移植后体内细胞因子水

平、免疫重建规律及FOXP3基因水平与急性GVHD发生及

HO-1基因水平密切相关。预处理前HO-1的表达水平、复发、

供者性别、供者年龄及移植前疾病状态对患者的生存有显著

的影响。

B278. HO-1基因敲除小鼠在急性GVHD中的作用
1.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2.苏州大学造血干细胞移植

研究所 卢英豪 1 王季石 1 吴德沛 2 马守宝 2 龚欢乐 2 马

丹 1 李燕 1 柴笑 1 亢倩 1

目的 繁殖并鉴定HO-1 基因敲除小鼠，探讨了HO-1敲

基因小鼠特性。探讨体内抑制HO-1表达在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后急性GVHD进程中的作用。方法 将引进的HO-1

基因敲除杂合子小鼠进行SPF级饲养，两雌一雄一笼进行配

种繁殖，提取子代小鼠的基因组 DNA，PCR 法特异性扩增

HO-1 基因片段鉴定出HO-1 敲基因和野生型小鼠。BALB/c

（H2d）受体鼠接受750 cGy全身性致死性辐照，4 h后通过尾

静脉注射方法分别输注HO-1基因敲除小鼠和野生型小鼠的

骨髓细胞1×107和全脾细胞5×106，建立急性GVHD模型。观

察两组小鼠生存和体重变化，记录 GVHD 积分，并对各

GVHD靶器官脾脏、肝脏、皮肤和小肠进行病理学分析。移植

后第14天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两组小鼠的脾脏、肝脏、肺和

小肠四个脏器中的免疫细胞的表型，同时检测这四个脏器中

CD3+T 细胞、CD4+T 细胞、DC 细胞、巨噬细胞、MDSC 以及

Treg细胞的增殖与活化。结果 HO-1 基因敲除杂合子小鼠

的饲养和繁殖获得成功，获得了HO-1 敲基因小鼠和野生型小

鼠，HO-1 基因敲除小鼠体内HO-1基因表达显著减低。HO-1

敲基因供者小鼠能显著促进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急性

GVHD的发生发展：①显著缩短急性GVHD相关存活；②加

重 GVHD 相关的体重减少；③显著增加 GVHD 临床积分。

HE染色切片结果显示：HO-1敲基因供者组小鼠肝窦中巨噬

细胞浸润比野生型供者组多，肺的毛细血管管腔充血严重，小

肠黏膜细胞上皮细胞脱落，结构不完整。流式细胞术结果显

示：HO-1敲基因供者组小鼠能促进T细胞在靶器官迁移，并

能促进T细胞的活化，促进干细胞的植入；HO-1敲基因供者

组小鼠能促进GVHD靶器官中巨噬细胞、DC细胞的分布，并

能促进DC细胞的活化；此外，HO-1敲基因供者组小鼠血清和

GVHD靶器官中细胞因子水平也显著升高。结论 抑制HO-1

基因表达能显著促进GVHD的发生发展，促进干细胞的植

入。其机制可能是通过促进 T 细胞、巨噬细胞、DC 细胞向

各 GVHD 靶器官中迁移，从而促进 T 细胞、DC 细胞的增殖

与活化。

B279. Clinical factors predicted the prognosis of ep-

stein- barr virus related post- transplantation lym-

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 afte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Peking- Tsinghua

Center for Life Sciences Xueyi Luo, Xiangyu Zhao, Xiaojun

Huang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factor that influ-

ence the outcome of EBV- related PTLD after a rituximab-

based treatment post hap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A total of 2751 haplo-identical allo-

HSCTs performed between 2010 and 2017 at the Peking Uni-

versity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for PTLD. Results 79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biopsy-proven

or probable PTLD. The overall EBV- related PTLD frequency

was 3.22%. 70 Patients treated with rituximab were retrospec-

tively enrolled. With a median follow- up time of 365 days

(range 54-2659), the overall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mortality

was 48.57% (34/70, 95% CI 36.57%- 60.57% ). 48.57% PTLD

patients got complete remission with anti- CD20 antibody

monotherapy. PTLD related mortality (PRM) was 18.57%(13/

70, 95% CI 9.23%- 27.91% ) while the transplantation related

mortality (TRM) was 38.57%(27/70, 95%CI 26.88%-50.26%).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a poor response of PTLD to

rituximab was associated with high risk disease category pre-

transplantation (P=0.003, HR=13.575, 95% CI 2.381- 77.399),

and late- onset of PTLD (P=0.049, HR=5.377, 95% CI 1.005-

28.785). High risk disease risk category predicted worse over-

all survival (P=0.098, HR=1.962, 95%CI 0.883-4.361). Exten-

sive chronic GVHD before PTLD diagnosis was associated

with low PRM (P=0.001, HR=5.700, 95%CI 2.200-26.015) and

TRM (P=0.074, HR=1.992, 95% CI 0.935- 4.241). Conclusion

For patients who use rituximab as first line therapy for PTLD,

high risk state of underlying disease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overall survival, whereas extensive chronic GVHD before

PTLD diagnosis predicted adverse TRM and PRM.

B280.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人类疱疹病毒-6型
病毒性脑炎二例
深圳市儿童医院 周小辉 刘四喜

2018年在我中心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2例重型地中

海贫血患儿，年龄分别为6岁、8岁，前者行中华无关供者全相

合移植（女供男，AB供O），后者行单倍型（父亲供者）+无关脐

血干细胞移植（男供女，O供O），预处理方案均为CY+BU+

TT+FLU+ATG +PTCY。2例患儿均在移植后21 d出现抽搐、

意识改变、记忆丧失症状，前者脑脊液蛋白弱阳性，后者脑脊

液蛋白阴性，两者脑电图均异常，脑脊液病毒检测均提示人类

疱疹病毒-6型拷贝数强阳性。前者MRI提示双侧顶叶、左侧

额叶及枕叶皮层及皮层下多发异常信号，后者MRI提示双侧

丘脑、双侧枕叶、左侧海马异常信号。予磷甲酸钠抗病毒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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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转，前者有神经系统后遗症。

B281. DCAG方案桥接氟达拉滨及白消安预处理在
复发/难治急性髓系白血病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应用
河南省人民医院 臧玉柱 陈玉清 朱尊民 郭建民 雷平

冲 刘忠文 陈香丽 张文荟

目的 观察DCAG方案桥接白消安、氟达拉滨预处理方

案用于复发难治性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异基因外周血造

血干细胞移植（allo-PBSCT）的临床疗效。方法 纳入 38例

AML患者，男22例，女16例，中位年龄34岁。M0 3例、M2 21

例、M4 6例、M5 7例、双表型 1例。allo-PBSCT前CR2 25例，

PR 13例。同胞全相合供者移植 13例，无关供者移植 7例，

HLA半相合18例。中位随访时间26（4~43）月。预处理方案：

地西他滨+阿克拉霉素+阿糖胞苷桥接氟达拉滨+白消安。供

者造血干细胞动员：rhG-CSF 10 μg·kg-1·d-1（分2次注射），共

5~6 d。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预防：环孢素A+短程甲氨蝶

呤+霉酚酸酯，无关供者及HLA不全相合加用兔抗人胸腺细

胞球蛋白（ATG）。以脂质体前列腺素E和肝素钠预防VOD。

结果 ①预处理相关不良反应：恶心呕吐100%、黏膜炎66%、

腹泻58%、肝功能异常49%。出血性膀胱炎8例，无肝静脉闭

塞病发生。②所有患者均获得造血重建，中性粒细胞恢复中

位时间14（10~17）d，血小板恢复中位时间为15（12~18）d。Ⅱ
~Ⅳ度、Ⅲ/Ⅳ度急性GVHD发生率分别为 32%、7.8%。慢性

GVHD发生率为48%。③患者中位总生存（OS）时间为26（4~

43）个月，中位无病生存（DFS）期为18（4~51）个月。④复发死

亡6例，慢性GVHD合并肺病感染死亡1例。移植前未达CR、

细胞遗传学及分子生物学预后不良组有较高复发死亡率

（50%）。结论 DCAG方案桥接氟达拉滨、白消安预处理用

于复发难治 AML 患者 allo-PBSCT 具有较强的抗白血病作

用，不良反应可耐受。

B282. 干扰素联合白细胞介素-2治疗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后高危及微小残留升高患者的疗效及安全
性
河南省肿瘤医院 艾昊 符粤文 王倩 魏旭东 宋永平

B283. Comparison of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s from allogenic or autologous sources in pa-

tients with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2.Shanghai Yake Biotechnology Limited Compa-

ny Yongxian Hu1, Jiasheng Wang1, Guoqing Wei1, Wenjun

Wu1, Jian Yu1, Yi Luo1, Jimin Shi1, Yanlei Zhang2, Huijun Xu1,

Alexhongsheng Chang2, He Huang1

For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allo-HSCT, CAR-T cells are

allogeneic, which can be manufactured from donors’peripher-

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 (donor-derived allogeneic

CAR-T cells, DD-alloCAR) or patients’own PBMC (recipient-

derived allogeneic CAR- T cells, RD- alloCAR). We reviewed

31 consecutive patients who received CAR-T therapy.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as autoCAR group, DD- alloCAR

group and RD-alloCAR group. There were 17 patients in the au-

toCAR, 11 in the RD- alloCAR and 3 in the DD- alloCAR

groups. After a median follow-up of 9 months, the CR rate was

88.2% in the autoCAR group and 100% in the RD- alloCAR

group (P=0.73). CR rate in DD-alloCAR was 66.7%. The medi-

an OS and EFS did not differ. RD-alloCAR group had less pa-

tients with severe CRS (defined as Grade≥3) than the autoCAR

group (P=0.049), with significantly lower peak IL-6 level (P=

0.021). Acute GVHD occurred in 2 (18.2%) RD-alloCAR pa-

tients and 1 (33.3% ) DD- alloCAR patients. Univariate sub-

group analysis of the patients who received alloCAR- T- cell

therapy showed the presence of cGVHD at the time of PBMC

collection was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less 6-month relaps-

es (P=0.022).

B284. 芦可替尼挽救性治疗难治性急慢性移植物抗
宿主病的疗效及安全性
河南省肿瘤医院 艾昊 符粤文 王勇奇 焦雪莉 魏旭

东 宋永平

B285. CMV-CTL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巨
细胞病毒肺炎二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何光翠 刘芳 吕素娟

成晓敏 李业成 张姗 苏毅

例1，男，18岁，诊断急性髓系白血病，2017年7月17日行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41 d外周血CMV-DNA 6×103拷贝

数/ml，胸部CT示：双肺弥漫性浅淡斑点、小结节影，给予更昔

洛韦、膦甲酸钠氯化钠注射液抗病毒，同时输注静脉丙种球蛋

白，效果欠佳，复查CMV-DNA 1×105拷贝数/ml，胸部CT提示

肺部病灶增多，分别于2017年9月21日、9月27日、10月12日

输注CMV-CTL 2.8~3.2×107。例2，男，41岁，诊断为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Common-B），2017年9月11日行单倍型造血干

细胞移植，+43 d患者出现发热，体温 38℃，CMV-DNA 2.3×

103拷贝数/ml，胸部CT示“双肺散在浅淡斑点、小结节影”，常

规抗细菌、真菌效果欠佳，考虑巨细胞病毒肺炎，给予更昔洛

韦、可耐抗病毒治疗，并予输注冻干免疫球蛋白，分别于2017

年11月1、9、17、26、30日输注CMV-CTL 2.3~3.5×107。2例患

者经过抗病毒联合CMV-CTL治疗后，均获得血清学及影像

学治愈，目前病例1随访9个月，例2随访8个月，监测CMV-

DNA均持续阴性，肺部病灶基本消失。

B286. 小剂量利妥昔单抗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后EB病毒感染相关性疾病疗效及安全性
河南省肿瘤医院 艾昊 符粤文 王倩 刘星辰 魏旭东

宋永平

EB病毒（EBV）感染相关性疾病是移植后常见的感染病

毒之一。我们尝试应用小剂量利妥昔单抗（100 mg/m2每周

1次）治疗12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EBV感染患者并初

见成效。12例患者共应用利妥昔单抗15例次，中位2.5（1~4）

例次；部分缓解1例，完全缓解11例。EBV-DNA转阴时间为

12（5~2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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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87. 伴不同危险程度乙型肝炎血液病患者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临床观察
中国人民解放军307医院 刘娜 陈虎 胡亮钉 江岷 宁

红梅 王丹红 苏永锋 王军 李欲航 楼晓 陈健琳

目的 分析暴露于不同危险程度乙型肝炎血液病患者在

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相关并发症及总生存之间的差异，

寻找影响乙型肝炎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进一步优化伴乙型

肝炎血液病患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预处理方式及干预

手段。方法 将患者分成以下3组：患者及供者均为乙型肝

炎（+）（患者+/供者+组，25例）、患者乙型肝炎（+）但供者（-）

（患者+/供者-组，49例）、患者正常但供者+（患者-/供者+组，25

例）。分别研究三组患者的粒细胞及血小板的植入情况、急慢

性GVHD、肝脏相关并发症（VOD、肝损伤及GVHD情况）、乙

型肝炎抗体的血清学转换情况、乙型肝炎病毒的再激活情况

及生存情况。研究分析三组患者在不同的预处理方案（含

TBI组、BU组）、GVHD预防方案（ATG/不含ATG）的急慢性

GVHD及OS、DFS情况。结果 ①根据供受者乙型肝炎情况

分组中，受者乙型肝炎阴性但供者阳性组3年无病生存（DFS）

最差（P<0.05），但三组之间的 3 年 OS 无显著差异，急性

GVHD及慢性GVHD发生率均没有差异；②在供患者均为乙

型肝炎的情况下，植入失败发生率为 12%，明显高于另外两

组；③VOD的发生率在患者+/供者+、患者+/供者-、患者-/供

者+组分别为8%，10%、0；④在三组患者中，肝脏相关事件发

生率没有明显差异；⑤乙型肝炎病毒的激活在患者+/供者- 组

发生率为22%，另外两组均为12%；⑥在患者+/供者-组中，患

者乙型肝炎表面抗原转阴率为16%，但在乙型肝炎阴性患者

组中，也有16%患者转变为乙型肝炎阳性。⑦不含ATG组的

3年OS明显优于ATG组，不含ATG组的慢性GVHD发生率

明显高于ATG组；⑧3年DFS及OS同胞优于非血缘，非血缘

优于半相合；⑨根据预处理方案是否含TBI分组，3年DFS及

OS均没有统计学意义，TBI组的急性GVHD、慢性GVHD发

生率高于其他两组。结论 对于暴露于不同危险程度乙型肝

炎的血液病患者，应尽量选择不含ATG及TBI的预处理方案；

乙型肝炎阳性患者要尽量避免应用容易导致VOD的药物或

减量应用；乙型肝炎病毒的激活在患者+/供者- 组发生率最

高，对于该组患者要加强移植后乙型肝炎的预防及治疗。

B288. CD11c表达对T细胞激活及急性移植物抗宿
主病的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王茜茜 韩明

哲 冯晓明 姜尔烈

目的 研究减少抗原提呈细胞上CD11c分子表达对T细

胞激活及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的影响。方法 选

择CD11c基因敲除小鼠及C57BL/6小鼠作为受鼠，经致死剂

量（8 Gy）照射后输入BALB/c供鼠骨髓细胞（1×107/只）及脾

脏细胞（2×107/只），观察移植后两组小鼠 aGVHD严重程度、

体重变化、生存期，移植后2周检测T细胞活化、细胞因子分

泌、靶器官炎症细胞浸润。提取正常人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经

GM-CSF、IL-4 及 TNF-α体外诱导分化为成熟树突状细胞

（DC），分选成熟DC与正常人CD4+T细胞共培养（DC∶CD4+

T=1∶2），其中一组给予抗 CD11c单抗封闭CD11c分子，细胞

共培养3 d后检测CD4+T细胞的增殖、活化及细胞因子的分

泌。结果 与对照组小鼠相比，CD11c基因敲除小鼠移植后

第 16、17、18 天体重下降更少（81.73%对 91.34%，80.89%对

88.86%，80.94%对 90.94%，P 值分别为 0.022、0.029、0.021）。

CD11c基因敲除小鼠表现出较轻的急性GVHD症状，生存期

延长（43 d对39 d），肺脏CD4+和CD8+T细胞 IFN-γ分泌显著下

降（10.17±1.01 对 7.28±0.17，P=0.048；22.80±1.97 对 17.13±

1.56，P=0.087），脾脏及淋巴结CD4+和CD8+T细胞 IFN-γ分泌

较对照组也减少（15.28% 对 11.43% ，P=0.449；37.87% 对

27.87% ，P=0.079；33.73% 对 20.57% ，P=0.171；54.87% 对

30.40%，P=0.163）。组织病理学检查示肺脏及小肠炎症细胞

浸润较对照组更少。CD11c单抗封闭CD11c分子后可以明显

减少CD4+T细胞的活化（10.2%对14.8%，P=0.823）及 IFN-γ的

分泌（10.5%对 16.7%，P=0.006），而不影响CD4+T细胞的增

殖。结论 在 aGVHD动物模型中，减少CD11c的表达可以

通过减少CD4+T和CD8+T细胞的 IFN-γ的分泌从而减轻急性

GVHD的症状。体外阻断人成熟DC表面CD11c分子可以减

少CD4+T细胞活化及 IFN-γ分泌，表明CD11c分子或许可作为

一个新的靶点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急性GVHD。

B289.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伴RUNX1突变
髓系肿瘤患者的预后分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卫生部血栓与止

血重点实验室 陈思帆 王谈真 蒋淑慧 沈宏杰 徐扬

周惠芬

目的 研究异基因造血干细胞（allo- HSCT）治疗伴

RUNX1突变的髓系肿瘤患者的疗效及预后因素。方法 回

顾性分析2014年07月至2018年04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行二代测序检测出RUNX1基因突变阳性的42例患者的临

床资料。结果 全部 42例RUNX1突变髓系肿瘤患者中 男

27例，女15例，中位年龄43.5（16~68）岁。其中 allo-HSCT组

31 例，化疗组 11 例。共突变基因中频率最高的是 FLT3

（26.2%，11/42），携带FLT3共突变基因的均为AML患者（P=

0.014）。而MDS患者中最常见的共突变为ASXL1（25%，3/

12）。allo-HSCT组1年OS、DFS率为71%、61%，化疗组患者1

年 OS、DFS 率仅 34%、22%，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单因素分析提示移植年龄>45岁为影响患者OS［HR=

4.819（95% CI 1.145~20.283），P=0.032］及 DFS［HR=5.945

（95%CI 1.715~20.604），P=0.005］的预后不良因素。染色体

复杂异常为影响患者OS［HR=5.572（95%CI 1.104~28.113），

P=0.038］的预后不良因素。结论 allo- HSCT 可改善伴

RUNX1突变髓系肿瘤患者预后，移植年龄>45岁、染色体复

杂异常是影响allo-HSCT疗效的不良预后因素。

B290. Safety and improved sustained response

rate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graft versus host dis-

ease treated with ibrutinib: 1- year update of a

phase 1b/2 study
1.Winship Cancer Institute of Emory University; 2.Stanford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3.Dana- Farber Cancer Insti-

tute; 4.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5.Vanderbilt- Ingram Cancer

Center; 6.Division of Oncology,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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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edicine; 7.Fred Hutchinson Cancer Research Center; 8.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Helen Diller Family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9.City of Hope; 10.Pharmacy-

clics LLC，an AbbVie Company; 11.Division of Hematology,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Cancer Center Edmund Waller1,

David Miklos2, Corey Cutler3, Mukta Arora4, Madan Jagasia5,

Iskra Pusic6, Mary Flowers7, Aaron Logan8, Ryotaro Nakamu-

ra9, Jason Dubovsky10, Stephen Chang10, Fong Clow10, Indu

Lal10, Lori Styles10, Samantha Jaglowski11

Objective To report updated data from the phase 1b/2

clinical study of ibrutinib in patients with inadequate response

to corticosteroid- containing therapies. Methods Phase 1b/2,

open- label, single- arm, multicenter study (PCYC- 1129- CA;

NCT02195869). Patients with steroid-dependent or - refractory

cGVHD who received ≤3 prior therapies for cGVHD and had

either a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defined ˃25% body

surface area erythematous rash or ˃4 total mouth score re-

ceived ibrutinib 420 mg/day until progression or unacceptable

toxicity. The primary endpoint was best overall cGVHD re-

sponse by 2005 NIH Consensus Panel Response Criteria with

modification based on the 2014 NIH Consensus Panel Re-

sponse Criteria. Secondary endpoints included sustained re-

sponse rate, changes in Lee cGVHD symptom Total Summary

Score, steroid doses over time, and safety. All patients provided

written informed consent. Results After a median follow-up

of 2.1 years, the best overall cGVHD response rate was 69%

(29/42, CR31%, n=13; PR 38%, n=16). Among the 29 patients

who responded, 20 (69% ), 18 (62% ), and 16 (55% ) had sus-

tained responses≥20, ≥32, and≥44 weeks, respectively. A total

of 19/26(73%) patients who responded and had ≥2 organs in-

volved at baseline had a response in≥2 organs and 6/10 (60%)

patients who responded and had ≥3 organs involved at baseline

had a response in≥3 organs. The cGVHD response rate in pa-

tients with sclerosis at baseline was 61% (n=11/18, CR 39% ;

PR 22%). By week 52, 26/42 (62%) patients had a reduced ste-

roid dose to <0.15 mg/kg/d; 8 patients discontinued steroids. A

clinically meaningful (≥7 point) decrease in the Lee cGVHD

Symptom Total Summary Score was observed in 12(29%) pa-

tients on ≥2 consecutive visits. At 1 year, 16/29 patients who

responded (55%) compared with 1/13 patients who did not re-

spond (8%) showed an improvement in Lee cGVHD Symptom

Total Summary scores. Common grade ≥3 adverse events

(AEs) were pneumonia (n=6), fatigue (n=5), and diarrhea (n=

4). Serious AEs (SAEs) were reported in 22 patients (52% );

grade ≥3 SAEs occurred in 19 patients (45%) and included 6

patients with pneumonia. One patient with pneumonia died.

The onset of new grade ≥3 AEs decreased from 71% in the

first year of treatment to 25% in the second year of treatment

(n=12). A total of 15 patients discontinued treatment because of

AEs and 5 discontinued because of progressive cGVHD; 4

patients discontinued ibrutinib after cGVHD resolution.

Conclusion An additional 1 year of follow-up of ibrutinib’s

activity and safety in adult patients with cGVHD that failed ≥1

lines of systemic therapy demonstrated durable responses and

continued improvements from the previously reported 1- year

results: CR rates increased from 21% to 31% , sustained re-

sponse rates for ≥32 weeks increased from 48% to 62% , and

patients with improvement in Lee cGVHD Symptom Total

Summary Score on ≥2 consecutive visits increased from 24%

to 29%. These results support ibrutinib’s recent appro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is pretreated, high-risk population.

B291.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免疫重建与迟发性
出血性膀胱炎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科，福建省血液病重点实验

室，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肖敏 任金华 杨小珠 朱浩

杰 陈少桢 吴雪琼 陈敏敏 林康妮 李芊 Hajji Ally

Issa 陈志哲 胡建达 杨婷

目的 探究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免疫重建与迟发性

出血性膀胱炎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7月至2017

年4月于我中心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101例。采

用实时定量PCR技术，检测受者血与尿BK病毒载量。利用

cox回归进行出血性膀胱炎危险因素的单多因素分析。采用

多色流式细胞学方法进行移植后受者外周血T细胞和B细胞

免疫重建的检测。结果 纳入分析的101例患者中男62例，

女 39 例，中位年龄 27（1~54）岁。85 例为恶性血液病患者

（AML 44例，ALL 26例，MDS 4例，CML 6例，NHL 5例），16例

非恶性血液病患者（SAA 14例，范可尼贫血1例，地中海贫血

1例）。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K病毒感染、恶性血液病是

发生出血性膀胱炎的危险因素（P<0.05），且两者均为独立危

险因素。101例患者均接受了移植后非特异性T细胞和B细

胞免疫重建监测。经独立样本 t检验分析，移植后BKV阳性

组与BKV阴性组的非特异性CD3、CD4、CD8、CD56、CD10细

胞群重建无显著差异，而BKV阳性组CD19、CD20、CD22细

胞群的重建均明显落后于BKV阴性组（移植后3个月CD19、

CD20、CD22，P<0.01；移植后 6 个月 CD19、CD22，P<0.05）。

我们对移植后6例患者进行了特异性T细胞免疫重建的检测，

发现移植后 BKV 阳性组特异性 T 细胞检出比例明显低于

BKV阴性组。结论 移植后迟发性出血性膀胱炎的发生与

BK病毒感染和原发病有关。移植后免疫重建延迟致BK病毒

再激活风险增高，而BK病毒感染又致移植后免疫重建进一步

延缓。

B292. 高龄急性白血病患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的供者选择：年轻单倍型子女供者优于高龄同胞全
相合供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血液病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卢晟晔 王昱 闫晨华 王

峰蓉 孙于谦 张晓辉 许兰平 刘开彦 黄晓军

目的 比较年轻单倍型子女供者与年老同胞全相合供者

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疗效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 年 6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1 日在我中心因急性白血病

（CR1/CR2）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151例年龄≥50岁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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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同胞全相合移植62例，单倍型移植89例（供者均为年龄

小于35岁子女）。将两组患者以疾病种类、年龄、移植时间、

血型相合程度、患者性别及供者性别为控制因素进行1∶1配

对分析（41例∶41例）。结果 年轻单倍型移植组总生存率

［82.9%（95% CI 70.9% ~95.0%）对 61.0%（95% CI 45.4% ~

76.6%），P=0.033］及无复发生存率［82.9%（95% CI 70.9%~

95.0%）对 58.5%（95% CI 42.8%~74.3%），P=0.022］均高于高

龄同胞全相合供者组；高龄同胞全相合移植组Ⅱ~Ⅳ度急性

GVHD的发生率低于年轻单倍型移植组［12.2%（95%CI 1.7%

~22.7%）对 36.6%（95%CI 21.2%~52.0%），P=0.019］。结论

年龄大于50岁的急性白血病患者，选择年轻单倍型供者移植

疗效优于高龄同胞全相合移植供者。

B293.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联合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
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多中心临床研究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2.浙江省中医院；3.江苏省人

民医院；4.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杨婷 1

何广胜 3 林圣云 2 张东华 4 陈敏敏 1 郑志宏 1 刘佳 3 胡

慧瑾 2 陈志哲 1 胡建达 1

目的 探究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联合间

充质干细胞（MSC）输注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的疗效及安

全性。方法 回顾性研究2012年1月-2018年2月期间来自

福建、江苏、浙江和湖北4所医院共119例接受allo-HSCT的再

生障碍性贫血患者。亲缘全相合移植50例，非亲缘全相合移

植21例，单倍型移植48例。采用以白消安或环磷酰胺为基础

的改良预处理方案。所有患者均接受环孢素A+短疗程甲氨

蝶呤±霉酚酸酯的免疫抑制方案。allo-HSCT组 89例，allo-

HSCT联合MSC组30例。MSC输注量为0.5~3.0×106/kg，输

注时间为造血干细胞回输前后1 d。结果 119例患者中，男

64 例，女 55 例，中位年龄 23（1~56）岁，allo-HSCT 组和 allo-

HSCT联合MSC组的年龄、性别、诊断至移植间隔时间、移植

方式均无统计学差异。所有患者移植过程顺利，均未发生严

重脏器功能损害。中位随访时间811（28~2348）d。allo-HSCT

组和allo-HSCT联合MSC组的粒细胞植入中位时间均为12 d

（P=0.385），血小板植入中位时间分别为14 d、15 d（P=0.522）；

allo-HSCT 联合 MSC 组有较低的病毒血症发生率（CMV：

62.9%对26.7%，P<0.001；EBV：80.9%对50.0%，P=0.002）；急

性 GVHD 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I/II 度：7.9%对 6.7%；III/IV

度：3.4%对 0%）；2 年总生存率无统计学差异（82.8% 对

71.1%，P=0.498），其中输注骨髓+外周造血干细胞联合

MSC患者（9例）的 2年总生存率为 100%。结论 再生障碍

性患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早期联合MSC输注安全性好，可能有

助于减少病毒感染和严重急性GVHD的发生，改善患者生存。

B294. 护理干预改善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焦虑情绪
成都军区总医院血液科移植病区 陈丹

目的 评价护理干预改善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焦虑情绪

的效果。方法 选择我院住院患者43例作为观察对象（2015

年6月至2017年4月），43例患者均为需要进行造血干细胞移

植治疗的患者，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将其分成两组，对照组21

例实施一般护理，试验组22例实施综合护理干预，观察两组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患者护理前后的焦虑评分、护理满意度、

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两组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患者

之间护理后的焦虑评分、护理满意度、不良反应发生率存在显

著差异（P<0.05）；试验组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护理满意度高于

对照组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28.78%。结论 针对行造血干细

胞移植治疗的患者实施护理干预能显著改善患者焦虑情绪，

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改善预后。

B295.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活动性结核感染的危险因
素分析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 赵妍敏 1 杨阿碰 2 罗依 1 来晓瑜 1 谭亚敏 1 余建 1

黄河 1 施继敏 1

目的 活动性结核感染是影响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预后

的罕见并发症，常危及患者生命，移植患者因免疫抑制剂使用

及免疫重建延迟具有潜在的结核感染风险，早期识别结核感

染高危患者，及时启动抗结核治疗可以改善其预后。方法

通过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我中

心730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其中14例（1.92%）移植后发生

活动性结核感染，按照 1∶4纳入 56例肺结核患者作为对照

组。结果 在14例患者中，12例为活动性肺结核（播散性粟

粒性肺结核4例，肺外结核2例）。移植后至结核发生的中位

时间为6.9（1.5~32.5）个月。活动性结核患者的T-SPOT阳性

率显著增高（HR=6.286，95% CI 3.093~12.774，P=0.000）。移

植后活动性肺结核发生的高危因素包括：2~4度急性GVHD

（HR=3.975，95% CI 1.331~11.876，P=0.013）、中/重度慢性

GVHD（HR=3.952，95% CI 1.113~14.027，P=0.033）、EBV 病

毒血症（HR=9.210，95% CI 1.204~70.452，P=0.032）、侵袭性

肺真菌感染（HR=3.909，95% CI 1.351~11.316，P=0.012）、依

那西普的应用（HR=3.928，95% CI 1.375~11.220，P=0.011）、使

用大剂量的类固醇（HR=17.831，95% CI 2.330~136.476，P=

0.006）、应用他克莫司（HR=4.340，95% CI 4.340~4.340，P=

0.009）。然而，只有他克莫司及大剂量类固醇的应用、侵袭性

肺真菌感染为预测活动性结核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随访

15.9~ 43.1个月，结核组14例患者中有4例死亡，结核组和对

照组的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68.1%、70.0%。结核组3年非复

发死亡率［（24.76%±13.37）%］显著高于对照组［（5.66%±

3.22）%］（P=0.006）。结核组死因包括：植入失败、多脏器功能

衰竭（1例），呼吸衰竭（3例）。结论 我们通过巢式病例对照

研究，明确移植后结核感染独立性危险因素。对富有高危因

素的人群密切随访，及时确诊活动性结核尽早抗结核治疗。

B296.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重型β地中海
贫血
深圳市儿童医院 王晓东 刘四喜

目的 探讨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重型β地中

海贫血的疗效。方法 采用单倍型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治

疗重型β地中海贫血患儿39例。预处理方案为环磷酰胺+白

消安+氟达拉滨+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ATG），GVHD预防方

案为后置环磷酰胺（PTCY）+他克莫司+霉酚酸酯+短程甲氨

喋呤。结果 39例患儿均获长期稳定造血植入并脱离红细胞

输注。急性 aGVHD发生率为51.3%，均治疗痊愈，未发生重

度GVHD；未发生重度肝小静脉闭塞病（VOD），无植入失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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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0.2%）患儿出现移植后植入功能不良；1例患儿因移植后

持续血小板减少合并颅内出血死亡。随访11.2（3~23）个月，

总生存率为97.4%。结论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可使β地

中海贫血患儿获得长期稳定造血重建而脱离输血依赖。在无

HLA相合供者时，单倍型供者可以作为β地中海贫血良好的

造血干细胞供者选择。

B297. 儿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出血性膀胱炎
的危险因素分析与防治研究
深圳市儿童医院 王晓东 张小玲 刘四喜

目的 探讨儿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出

血性膀胱炎（HC）发生的相关因素及防治策略。方法 对本

中心2012年1月至2017年8月期间107例 allo-HSCT患儿进

行回顾分析。结果 在107例接受allo-HSCT的患儿中，15例

（14.02%）发生HC，重度（III/IV级）HC 7例，中位发生时间为

+31 d，中位持续时间为29 d。单因素分析显示，性别、年龄（<

6岁/≥6岁）对HC的发生率无影响。多因素分析显示，HC在

非亲缘供者移植及脐血干细胞移植中更为常见。中位随访时

间19.4个月，15例HC患儿均治愈。结论 HC严重影响造血

干细胞移植患儿的生活质量，重度HC仍会增加移植相关死亡

率（TRM）。因此对于HC仍然需更好地预防及早期干预，降低

HC发生的严重程度，提高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长期无病生存率。

B298. 同胞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对重型再生障碍
性贫血患者生育的影响
中国科技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肿瘤医院 耿良权

目的 了解HLA配型相合同胞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对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患者生育功能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4年3月至2016年12月本中心行HLA配型相

合同胞供者移植的39例SAA患者，其中男22例，女17例，中

位年龄23（3~44）岁，17例女患者中位年龄为20.5（5~44）岁。

预处理方案：环磷酰胺（总量 200 mg/kg）+ATG（即复宁，10

mg/kg），SAA-II及输血量较多的患者加用氟达拉滨（120 mg/

m2）。结果 3例患者在植入前分别死于脑出血、心力衰竭和

肺感染，34例患者获得植入，粒细胞植入中位时间11（10~23）

d，血小板植入中位时间18（11~43）d，血小板计数达到50×109/L

中位时间是32（13~68）d。获得植入的34例患者中，3例死于

移植后混合感染，1 例死于移植后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

（PTLD），其他 30 例患者均无病生存，仅 2 例患者发生慢性

GVHD。经过使用糖皮质激素控制，所有生存患者生长无明

显影响，3例女性患者（SAA-II型2例，SAA-I型1例）在移植后

3年受孕，受孕后未出现原发病复发，并且产出健康婴儿。结论

环磷酰胺（总量200 mg/kg）联合ATG（10 mg/kg）±氟达拉滨的

预处理方案有较好的植入率，对患者性腺功能影响较小。

B299. 非血缘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症联合免疫缺
陷病
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 江文晋 翟晓文 钱晓文 王宏胜

目的 探讨非血缘脐血干细胞移植（UCBT）在重症联合

免疫缺陷病（SCID）患儿中的临床应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年2月至2018年4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血液科接

受UCBT治疗的23例SCID患儿。男19例，女4例，中位诊断

年龄为5（2~39）月龄，中位移植年龄为7（2~46）月龄，中位体

重7.3（4.0~12.8）kg。23例患者脐血高分辨HLA基因型相合

度为7~10/10，输注有核细胞16.2（9.62~40.9）×107/kg，CD34+

细胞4.21（2.03~30.27）×105/kg。均采用减低强度预处理方案

（RIC）。单用他克莫司或环孢素A预防GVHD。随访时间截

止为 2018 年 6 月 30 日，中位随访时间 11（0.2~51）个月。结

果 ①造血重建：21例患儿为完全供者嵌合体（2例患儿死亡

时未行嵌合检查），其中 19 例+14d STR-PCR>95%，另 2 例

STR-PCR>95%时间分别为+91 d、+132 d。中性粒细胞植入

时间23（11~43）d，血小板植入时间32（9~75）d。②预处理相

关不良反应：15 例（65.2%）患儿发生口腔黏膜炎，10 例

（43.47%）患儿谷丙转氨酶升高，经治疗后均好转。所有患儿

均未发生肝静脉闭塞病（VOD）及出血性膀胱炎。③移植后并

发症：所有患儿均发生 I/II度急性GVHD，2例患儿发生广泛

型皮肤型慢性GVHD。所有患儿移植后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感

染，以下呼吸道为主。6例发生CMV再活化。④免疫功能重

建：21 例患儿 CD3+细胞计数≥500/μl 的中位时间为 62 d。

13例患儿CD3+细胞计数≥1000/μl，中位时间120 d。15例患

儿CD19+细胞计数≥200/μl，中位时间90 d。17例患儿停止输

注静脉丙种球蛋白，中位时间99 d。⑤转归：死亡5例，2例患

儿分别于移植后10 d、3个月死于严重血流感染，1例患儿移植

后2个月死于急性肾功能衰竭、重症肺炎，2例患儿移植后4 d、

4个月死于重症肺炎。结论 采用减低剂量预处理可使SCID

患儿获得良好植入，不良反应少。UCBT 移植可作为治疗

SCID患儿的有效手段。

B300.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肾病综合征的临床
研究
1.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金华市中心医院 谭亚敏 1

涂燕 2 黄河 1 罗依 1 施继敏 1 余建 1 赵研敏 1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肾病

综合征（NS）的临床表现、病理特征、疗效、疾病转归及危险因

素。方法 2007 年 6 月至 2018 年 3 月在本中心接受 allo-

HSCT后生存期大于100 d的1130例血液病患者中，10例发生

NS，选择同期移植的40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分析患者的可能

危险因素与NS的关系。结果 1130例患者中10例（0.885%）

发生移植后 NS，发生 NS 的中位时间为移植后 15.95（5.39~

48.39）个月，其中3例曾并发急性GVHD，5例合并其他脏器慢

性GVHD。9例NS患者进行了肾脏穿刺活组织病理检查，其

中 8 例病理类型为膜性肾病（MGN），1 例为微小病变

（MCD）。1例患者因血小板低未行穿刺活检。经联合免疫抑

制剂（钙调蛋白抑制剂+糖皮质激素）治疗，8例达完全缓解

（CR），获得CR的中位时间为10.54（4.14~51.94）个月；1例部

分缓解（PR），肺部感染死亡；1例治疗无效（NR），死于慢性肾

功能衰竭。8例CR患者中1例并发食管癌死亡；7例CR患者

存活，6例无白血病存活，1例白血病复发后再缓解存活。7例

患者尿蛋白检测持续阴性，血清蛋白、血脂正常范围，移植后

随访至今已达62（15~131）个月。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移植

后 NS 的发生与性别、年龄、HLA 配型、供受者关系、急性

GVHD、慢性GVHD、移植前血清甘油三酯及胆固醇水平、移

植后半年甘油三酯、移植后 1年胆固醇水平对NS发病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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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与移植后半年胆固醇水平（P=0.07）、移植后1年甘油三酯

水平（P=0.076）有统计学趋势。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CMV

感染（P=0.011）、移植后1年甘油三酯水平（P=0.045）有统计学

意义。观察组、对照组的5年总生存率（OS）为88.9%、75.7%

（P=0.815），5年无白血病生存率为 77.8%、76.6%（P=0.891）。

结论 allo-HSCT后NS是一种少见并发症，病理类型以MGN

为主，其次为MCD。移植后CMV感染、移植后1年血清高甘

油三酯水平是发生allo-HSCT后NS的危险因素。

B301.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重型先天性中性
粒细胞减少症一例
深圳市儿童医院 王晓东 王春静 刘四喜

1例7月龄重型先天性中性粒细胞缺乏症（SCN）患儿，检

出 ELANE 基 因 杂 合 突 变（chr19:853314- 843326，c.278_

89del）。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治疗无效，行同胞

HLA全相合骨髓移植。移植预处理方案：白消安1.0 mg/kg每

6 h 1次，连用4 d；环磷酰胺50 mg·kg-1·d-1，连用2 d；氟达拉滨

40 mg·m-2·d-1，连用3 d。回输骨髓采集物单个核细胞（MNC）

10.0×107/kg，CD34+细胞6.4×106/kg。GVHD的预防采用抗胸

腺细胞球蛋白（ATG）+环孢素A。移植后应用G-CSF加速造

血重建。+13 d粒细胞植入，+16 d血小板植入，+14 d取患儿

外周血经FISH方法检测供者细胞嵌合率为93%，此后嵌合稳

定。血常规中性粒细胞稳定于 1.5 × 109/L 以上。未发生

GVHD、肝静脉闭塞病、间质性肺炎、出血性膀胱炎等并发症。

B302. 艾曲波帕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继发
性植入功能不良的疗效性及安全性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血液学协同创

新中心；2.苏州大学药学院 唐岑 1 陈峰 1 孔丹青 1 马勤

芬 1 戴海萍 1 尹佳 1 李正 1 陈佳 1 朱明霞 1 毛新良 2 吴

德沛 1 唐晓文 1

目的 探索艾曲波帕治疗 allo-HSCT 后植入功能不良

（PGF）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本回顾性研究纳入了12例在

既往治疗失败后接受艾曲波帕治疗的继发性PGF患者。确诊

至开始艾曲波帕治疗的中位时间为59（30~180）d；起始剂量为

25 mg/d，最高剂量为75 mg/d；中位治疗时间为8（2~23）周；中

位药物总摄入量为2487.5（700-10500）mg。结果 治疗总体

反应率及完全反应率（CR）分别为 83.3%（10/12）和 67.7%

（8/12）。8 例 CR 患者从开始治疗到获得 CR 的中位时间为

29（10~49）d。10例治疗有效患者（包括8例CR及2例PR患

者）的治疗前、后的血小板计数分别为 18（5~27）×109/L、74

（30~117）× 109/L；中位中性粒细胞计数分别为 0.51（0.28~

0.69）×109/L、1.84（0.78~4.90）×109/L；中位血红蛋白浓度分别

为88（63~123）g/L、101（78~134）g/L。此外，艾曲波帕治疗反

应在撤药后均能保持稳定。截至2018年7月底，12例患者中

有9例仍存活，移植后中位随访时间为18.5（3~37）个月，1年

总体生存率及 1 年无病生存率均为 83.3%（95% CI 62% ~

100%）。所有患者均耐受艾曲波帕治疗，未出现3/4级严重不

良反应。结论 艾曲波帕能够快速、持久且安全地促进继发

性PGF患者的造血恢复，并且改善该类患者的生存。

B303. DSA强阳性亲缘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
的处理及临床疗效观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闫洪敏 郑晓丽 韩冬梅 王

恒湘

目的 观察供者特异性抗体（DSA）强阳性单倍型造血干

细胞移植（haplo-HSCT）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45例血液

病患者进行了DSA检测，其中有7例患者（男1例，女6例）强

阳性（平均荧光强度>10000），其中4例为SAA；3例为MDS-

RAEB。7例DSA接受了亲缘 haplo-HSCT，其中有 2例女性

SAA患者（分别2岁、36岁）未做DSA相关处理，除36岁患者

预处理未加用白消安外其余患者预处理方案采用白消安+环

磷酰胺+氟达拉滨/阿糖胞苷；以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霉酚酸

酯+环孢素A+短疗程甲氨喋呤预防GVHD。5例DSA强阳性

患者移植预处理前1 d行血浆置换1次，移植前2 d给予利妥

昔单抗375 mg/m2。移植后静脉丙种球蛋白（IVIG）0.4 g·kg-1·
d-1×5 d。预防移植排异给予他克莫司+霉酚酸酯及甲氨蝶

呤。所有患者均接受了外周血造血干细胞和（或）骨髓移植及

间充质干细胞（1~1.85×106/kg）的联合移植。结果 随访3~14

个月，未做DSA相关处理的36岁患者发生植入不良，粒细胞

于+60 d植入，血小板一直未植入，移植后DNA嵌合率供者

97.93%，移植后7.5个月死于移植相关合并症。其余6例患者

造血恢复良好，移植后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达到0.5×109/L、

PLT≥20×109 /L中位时间分别为12 d、15 d，移植后DNA嵌合

率供者均为100%，患者无明显移植排异，全部存活且生存质

量较高。移植前1周行血浆置换后第2天查DSA抗体滴度下

降不明显；移植后定期监测DSA，抗体滴度迅速下降至消失。

结论 对于DSA强阳性患者，清髓性预处理+利妥昔单抗+大

剂量IVIG可有效控制和逆转DSA强度，安全性良好。

B304.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并发出血性膀胱炎的护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马燕琼

B305. DSA阳性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三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郭荣 樊冀鑫

目的 对行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的3例DSA阳性患者

行降低抗体滴度处理。方法 例1、例2为AML-M2，例3为

SAA。脱敏治疗于移植前2周开始，例1采用静脉丙种球蛋白

（IVIG，1 g/kg），例 2、例 3采取血浆置换（3000 ml隔日 1次，

共3次）+IVIG（1 g/kg）+利妥昔单抗（375 mg/m2）+硼替佐米（4

次）。结果 例1原发植入失败。例2、例3均获得供者细胞植

入。例1在应用 IVIG后短时间内获得了DSA抗体滴度转阴，

但在移植后28 d时复查滴度反弹并为强阳性。例2、例3在处

理后DSA均转阴。结论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应尽量避

免选择DSA阳性供者。若无合适替代供者，应在回输干细胞

前采取相应脱敏措施。

B306. 非血缘脐血移植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伴骨髓
增生异常相关改变（AML-MRC）临床疗效分析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朱江

目的 回顾性分析非血缘脐血造血干细胞移植（UCBT）

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伴骨髓增生异常相关改变（AML-M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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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8月~2017年12月于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接受 UCBT 的 21 例

AML-MRC患者。结果 19例获得造血重建，中性粒细胞绝

对值（ANC）≥0.5×109/L的中位时间为18（11~28）d。中位随访

687（204~2517）d。12例无病存活，中位生存时间1141（204~

2517）d；9例患者死亡，中位生存时间131（18~231）d，其中4例

死于肺部感染，4例死于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另有1例死

于肠道急性GVHD。结论 AML-MRC是一种伴随原始细胞

增多并且在形态学上表现为骨髓增生异常的白血病，它可以

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或骨髓增殖性肿瘤发展而来，也可以

是一种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相关的细胞遗传学异常，其临床

预后要明显差于非特指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NOS）。

UCBT不仅可取得较好的生存率，而且具有较高的生存质量。

B307. 非亲缘脐血干细胞移植治疗Wiskott-Aldrich

综合征一例
深圳市儿童医院 谢丽春 刘四喜 王晓东 麦惠容 张小

玲 袁秀丽 文飞球

男患儿，移植时年龄为3月龄，移植前第9天开始预处理

化疗（氟达拉滨+白消安+环磷酰胺），移植方式为非亲缘脐血

干细胞移植；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方案：-9 d开始予以环孢素

A静脉滴注，+1 d、+6 d予以甲氨蝶呤静脉滴注。+16 d中性粒

细胞植入，+30 d血小板植入，采用STR-PCR和毛细管电泳片

段分析方法进行16个STR基因座的基因型检测显示为完全

供者型嵌合。+12 d患儿出现皮肤和肝脏急性GVHD，予环磷

酰胺及甲泼尼龙有效控制。移植过程中无明显化疗相关毒性

反应，无严重预处理相关并发症。+47 d血小板计数达正常值。

B308.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早发型炎症性肠
病一例
深圳市儿童医院 谢丽春 王晓东 张小玲 周小辉 刘四喜

女患儿，肠镜及克罗恩病基因检测确诊早发型炎症性肠

病。移植时16月龄，体重4.9 kg，反复感染、重度营养不良及

精神运动发育迟缓，移植前9 d开始预处理化疗（氟达拉滨+

白消安+环磷酰胺），移植方式为同胞亲缘性HLA全相合造

血干细胞移植；采用环孢素A预防GVHD。+13 d中性粒细

胞植入，+23 d血小板植入，采用STR-PCR和毛细血管电泳片

段分析16个STR基因座因的基因型检测显示为完全供者型

嵌合。移植过程中无明显化疗相关毒性反应，无严重预处理

相关并发症。目前移植后1年余，患儿严重腹泻、肛周病变、

直肠瘘得到了显著改善，生长发育逐渐改善，内镜下出现组织

病理学改善，达到完全缓解，无移植物抗宿主病或感染证据。

B309. 抗人T-细胞兔免疫球蛋白与兔抗人胸腺细胞
免疫球蛋白在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预处理中的疗
效比较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张明 李佳 张云蔚 杜雅哲

刘晓亮 谭业辉 高素君

目的 探讨髓系血液病患者亲缘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

（haplo-HSCT）预处理中应用抗人T-细胞兔免疫球蛋白（ATG-

F）与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ATG）疗效。方法 回顾性

分析2015年3月至2018年1月期间接受包含ATG-F/ATG预

处理haplo-HSCT髓系血液病患者。结果 共36例患者，女

16例，男20例，中位年龄34（10~59）岁，预处理方案：BU/CY+

ATG-F（20 mg/kg）/ATG（10 mg/kg），其中ATG-F组15例，ATG

组21例。干细胞来源为骨髓+外周血，CsA+MTX+MMF预防

急性GVHD。ATG-F组输注MNC（9.54±5.75）×108/kg，CD34+

细胞（4.68±0.74）×106/kg；ATG 组输注 MNC（9.79±5.97）×

108/kg，CD34+细胞（4.75±0.48）×106/kg；ATG-F组粒系、巨核系

中位植入时间分别为15（11~23）d、7（13~25）d；ATG组粒系植

入、巨核系植入中位时间17（11~22）d、18（10~28）d，2例患者

未获得巨核系植入。ATG-F组和ATG组aGVHD发生率分别

为28.6%（4/14）、42.9%（18/21），均为 I/II度，经系统治疗后好

转。慢性 GVHD 发生率 ATG-F 组、ATG 组分别为 14.3%

（2/14）、19.9%（4/21）。ATG-F组CMV血症发生率50%（7/14），

中位发生时间为 42（37~47）d，中位转阴时间为 12（3~21）d，

ATG组CMV血症发生率为 85.7%（18/21），中位发生时间为

37（37~47）d，中位转阴时间为22（3~45）d，与ATG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ATG-F组出血性膀胱炎发生率为

14.3%（2/14），均为 II度；ATG组出血性膀胱炎发生率为38.1%

（8/21），均为 I~III度，经治疗后好转。移植相关死亡率ATG-F

组 1%（1/14），ATG组 19.0%（4/21）。结论 对于髓系血液病

患者haplo-HSCT预处理方案选择ATG-F，不影响植入，而病

毒激活率低，移植相关死亡率下降，是安全而有效的，可作为

更优选择。

B310.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合并严重进展性
感染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11例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许世林 王顺清

目的 观察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合

并感染进展的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患者的疗效。方

法 回顾性分析 11 例合并严重进展感染 SAA 患者行 allo-

HSCT的临床资料，分析其植入、感染控制及生存等情况。患

者经强力抗感染治疗 2周以上感染症状仍进展时开始预处

理。采用常规预处理方案，按常规进行供者造血干细胞动员、

PBSC及骨髓采集及回输。常规预防GVHD、肝静脉闭塞病、

巨细胞病毒感染及出血性膀胱炎。结果 ①植入情况：9例患

者获得中性粒细胞植入，中位植入时间为15（10~22）d；7例患

者获得血小板恢复，中位植入时间为16（10~33）d；5例患者+

30 d复查骨髓增生活跃，供者造血干细胞植入>90%。②感染

控制情况：9例患者获得中性粒细胞恢复，7例患者体温逐渐

正常，感染控制；1例患者一度体温基本正常，后反复发热，肺

部感染加重死亡；1例患者原感染控制后新发胆道感染，后并

发腹膜炎、感染性休克死亡；2例患者粒细胞未恢复，死于感染

性休克。7例肺炎患者复查CT，5例好转，2例进展；肛周感染

患者局部病灶明显好转，逐渐愈合；8例血流感染患者复查血

培养均阴性。③并发症及存活状况：随访至2017年12月，3例

存活，存活患者中位随访时间 304（267~889）d。9例患者死

亡，移植后中位生存时间27（2~94）d。1例患者出现Ⅲ度肠型

急性GVHD，1例患者发生慢性GVHD。结论 对经强力抗

感染治疗后感染进展的SAA患者，allo-HSCT是可行的挽救

性治疗选择。



·240·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B311. 腰穿鞘注 IL-6受体抑制剂托珠单抗成功治疗
中枢神经系统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二例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河南省血液病研究

所 周健 桂瑞瑞 祖璎玲 韩露 喻凤宽 张龚莉 赵

娟娟 高全力 魏旭东 宋永平

例 1，女，9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于2018年5月1日给

予Flu+ CTX+ATG预处理，回输胞兄单倍体相合外周血造血

干细胞，并同时输注间充质干细胞。+3 d、+4 d给予CTX 25

mg/kg，+5 d开始给予MMF和CsA预防GVHD。+28 d造血

未恢复，嵌合体分析为完全受者型。于2018年6月5日开始

更换供者进行二次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予以TBI+Bu+

CTX+Flu +ALG预处理，回输其父骨髓和外周血造血干细胞

（MNC 15.55×108/kg，CD34+细胞 8.99×106/kg），并分别于+1

d、+7 d输注间充质干细胞。+3 d、+4 d给予环磷酰胺20 mg/

kg，+5 d开始给予MMF和CsA预防GVHD。+7 d~+11 d外周

血 IL-6逐渐升高，间断给予 IL-6受体抑制剂托珠单抗治疗。+

12 d患者出现癫痫发作，地西泮治疗效果不佳。遂行腰穿鞘

注地塞米松2.5 mg，脑脊液 IL-6 1680.16 pg/ml。腰穿鞘注地

塞米松2.5mg、托珠单抗10 mg，患儿无明显不适，癫痫症状控

制。随后重复上述鞘注4次。

例2，男，4岁，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2018年5月14日给

予西达苯胺+Flu+ BU+Ara-C预处理，回输其父单倍体相合外

周血造血干细胞。+3 d、+4 d给予环磷酰胺50 mg/kg，+5 d开

始给予MMF和CsA，+8 d给予ATG预防GVHD，期间无明显

感染。+14 d出现移植排斥。于2018年6月11日开始更换供

者进行二次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给予TBI+ CTX+FLU预

处理，回输其弟单倍体相合外周血造血干细胞（MNC 15.48×

108/kg，CD34+细胞 8.33×106/kg）。GVHD预防方案同前。+9

d粒细胞植入，凌晨出现癫痫发作，地西泮效果不佳。脑脊液

IL-6 195.72 pg/ml。随后腰穿鞘注托珠单抗10 mg+地塞米松

2.5 mg共4次，癫痫完全控制。结论 二次移植后造血恢复时

容易发生中枢神经系统aGVHD；腰穿鞘注IL-6受体抑制剂托珠

单抗治疗脑脊液IL-6增高的中枢神经系统aGVHD安全，有效。

B312. HLA半相合CART-CD19细胞及外周造血干
细胞共移植治疗难治复发ALL三例
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7医院；2.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余

长林 1 王瑶 2 蔡博 1 伍志强 2 胡锴勋 1 孙琪云 1 乔建辉 1

方艳红 1 左洪莉 1 王一 1 董征 1 张泽川 1 黄雅静 1 刘志

青 1 刘铁强 1 艾辉胜 1 韩为东 2 郭梅 1

目的 自体靶向CD19的CART细胞的应用已较大改善

了难治复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疗效，但也存在着

细胞因子风暴（CRS）及白血病复发等问题，而且通用型CART

应用很少。不少作者采用CART桥接移植等方法以期减少或

避免白血病复发，但毒副反应较大而且结果尚不肯定；也有作

者用基因编辑等异基因CART等，但与自体CART相比更容

易发生排斥等。方法 3例患者中男1例，女2例，年龄23~60

岁，均为ALL复发后治疗失败病例，其中第二次复发2例，第

一次复发1例，移植前骨髓白血病细胞57.5%~73.5%。3例均

在减量VDCP再诱导化疗基础上共输注修饰后HLA半相合

CART-CD19细胞及相同供者的G-CSF动员后外周造血干细

胞，但未用其他免疫抑制预处理和GVHD预防。结果 3例

均达CR，2例形成了稳定的供者细胞完全植入（FDC），1例高

比例混合植入后最终发生移植排斥。3例均发生2-3级CRS，

对 IL-6单抗等治疗反应良好，发生Ⅱ度肠道急性GVHD和口

腔局限性GVHD各1例。2例稳定FDC者均伴有外周血、骨

髓甚至CSF中持续可检测水平的CART存留、CD19的持续缺

乏及白血病缓解；另1例发生移植排斥者，异基因CART很快

消失及白血病复发。讨论与结论 此种共移植模式，可以诱

导形成FDC、CART细胞的持续存留及预防白血病复发，而且

治疗简便、治疗周期短、毒副反应较轻，为进展期ALL等提供

了更安全有效新治疗模式。

B313. 基于积分诊断系统的移植相关血栓性微血管
病临床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 陈峰 闫梦

吴德沛

目的 移植相关血栓性微血管病（TA-TMA）常用的诊断

标准临床应用中均有一定的局限。本研究基于文献综述及本

中心资料，构建积分诊断系统，以提高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

并基于该系统对“冒烟型”患者试验性抢先治疗观察。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2018年6月，本中心10例TA-TMA患者

资料，并按1∶2配比分析20例同期≥II度急性GVHD患者资

料，经筛选、赋值、积分分析，选择若干不同权重的要件，组成

TA-TMA积分诊断系统。基于该系统，以疑似患者进行临床

验证，对达到最低诊断标准的“冒烟型”患者进行试验性抢先

治疗，并回顾性分析15例患者不同积分组的预后。结果 初

步构建TA-TMA积分诊断系统，主要要件及积分：①乳酸脱氢

酶：以不同水平分别赋值0.5、1.0、1.5、2.0分；②血红蛋白：不

同区间赋值（下同）；③血小板计数；④破碎红细胞；⑤高血压/

需要降压药物种类；⑥尿蛋白（mg/dl）；⑦尿蛋白/肌酐（mg/

mg）；⑧血浆sC5b-9；⑨其他临床特征。以此回顾性分析10例

确诊TA-TMA，积分区间4~10分，对照组积分均≤3分。对5

例疑诊患者进行诊断验证，积分区间4~7.5分，以积分≥4分判

定为“冒烟型”TA-TMA并进行抢先治疗，5例患者2例获完全

缓解（CR），1例无法评估疗效，2例死亡。回顾性分析15例患

者，诊断积分区间为4~6分者8例，5例CR并存活，积分区间˃

6分~8分者 4例，3例死亡，积分˃8分者 3例，均死亡。讨论

目前常用的几个TA-TMA诊断标准（BMT-CTN、IWG、Over-

all TMA等）在实践中存在“完美”符合诊断标准之时，病理生

理已进展至终末阶段，治疗难度大、成功率极低的困境。我们

在文献复习基础上，回顾性分析10例确诊患者，并配比分析

aGVHD患者资料，经筛选、赋值、积分分析，初步构建了TA-

TMA积分诊断系统。基于该系统，以疑似患者进行临床验

证，对达到最低诊断标准的5例“冒烟型”患者进行试验性抢

先治疗。5例中2例获CR并存活，1例无法评价，比较本中心

历史对照，预后改善。此外，该积分系统也初步显示，不同的

积分区间或可提示预后：积分区间4~6者可视为中危组，˃6分

~8分者高危组，˃8分者极高危组。本研究为单中心资料，样

本量尚少，科学性尚需进一步扩大研究验证、优化，现有的抢

先治疗措施也仍需改进。

B314. 一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并髓外浸
润患者化疗及嵌合抗原受体修饰T细胞治疗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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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王洪梅

目的 总结1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后二次复发并多处髓外浸润患者接受化疗联合嵌合抗原

受体修饰T（CAR-T）细胞输注疗法的护理经验。方法 制定

详尽的护理方案，帮助患者和家属掌握潜在的护理风险、临床

表现及处理方法，督促患者做好自我护理，建立良好的家庭支

持体系，减少并发症的发生。结果 经复查该患者为缓解骨

髓象，未发生细胞因子风暴（CRS）等严重并发症。结论 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及髓外浸润患者通过化疗联合

CAR-T细胞输注的疗法，患者可以获益，延长患者寿命，提高

生活状态。

B315. Viral encephalitis after haplo- identical he-

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Causative vi-

ral spectrum,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factors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

tute of Hematology Jiamin Zhang, Wei Han, Xiaohui Zhang

Objective To retrospectively identify characteristics and

risk factors of viral encephalitis(VE) in patients who underwent

a haplo- identic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 (HSCT).

Methods A nested case- control study was designed. Cases

with VE and controls were identified from a cohort composed

of 1274 patients who underwent a haplo- identical HSCT from

2012 to 2015. Results VE was identified in 30 patients

(2.4% ). The median time from HSCT to diagnosis was 144.5

days. The viruses detected included RSV- B (43.3% ), BKV

(23.3%), more than one virus (10%), cytomegalovirus (CMV)

(6.7% ), RSV- A (6.7% ), HSV (3.3% ), HHV- 6 (3.3% ), and

CVB3 (3.3%). Alterations of consciousness and seizures were

the most frequently presented symptoms. Neuroimaging detect-

ed abnormalities in 19 (76%) patients. The cerebral spinal fluid

cell count, protein, and glucose concentration were elevated in

eight (26.7%), 18(60%), and nine (30%) patients, respectively.

The treatment efficacy and prognoses varied considerably

based on the different causative viruses. Multivariate analyses

revealed that 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grade III- IV),

CMV viremia, and engraftment syndrome were significantly

and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VE. The cumulative mortali-

ty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VE

than in the controls. Conclusion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on-

set time, response to treatment, and outcome, varied based on

the different causative viruses.

B316. 急性髓系白血病造血干细胞移植后9.5年以粒
细胞肉瘤第二次复发一例
暨南大学华侨医院 李丹 郑洁蓉 孟凡珂 廖凯权 黄凯

凯 曾慧兰

目的 探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9.5年以粒细胞肉瘤第二

次复发的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的诊断和治疗原则。方法 回

顾性分析1 例移植后7.5年以粒细胞肉瘤第二次复发的急性

单核细胞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1例24岁女患者在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7.5年第一次复发为骨髓内复发，经

“地西他滨+CAG+DLI”方案2疗程治疗后达到骨髓第二次缓

解，无进展生存2年，移植后9.5年第二次复发，以粒细胞肉瘤

为表现，而骨髓处于缓解状态。予“地西他滨+IA”方案治疗

后，好转出院。结论 移植后复发仍然是移植失败最主要的

原因之一，髓外复发发生率低于骨髓内复发。粒细胞肉瘤是

原始粒细胞在髓外组织中局部大量浸润而形成的实体性肿

瘤，常见部位为软组织、骨骼、皮肤。患者移植后晚期才发生

复发，不仅与治疗方案相关，年龄小可能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髓外复发的治疗未有定论，多数复发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

疾病进展、并发严重感染或重要脏器功能损害等严重并发症

而死亡，整体预后较差，有待寻求新的治疗方法。

B317. 50岁以上高危急性白血病患者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疗效分析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王利军 刘代红

目的 研究同胞全相合及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对老年

白血病及MDS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

2月至2017年3月45例≥50岁高危白血病患者同胞全相合及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的预后及影响因素。结果 中位随访

时间982（404~2935）d，同胞全相合移植组27例，中位年龄53

（50~63）岁；单倍型组18例，中位年龄54（50~61）岁。同胞全

相合组 Bu/Cy 预处理 18 例（66.7%），TBI/Cy 预处理 2 例

（7.4%），Bu/Flu预处理7例（25.9%）；单倍型组Bu/Cy预处理9

例（50%），Bu/Flu预处理9例（50%）。单倍型组1例患者植入

失败，其他44例患者均达100%持久供者嵌合，粒细胞、血小

板植入时间分别为11（9~19）d、16（9~32）d。同胞全相合组和

单倍型组+ 100 d 2~4 度急性 GVHD 累积发生率分别为

14.8%、27.8%（P=0.17），3/4 度急性 GVHD 发生率分别为 0、

11.1%（P=0.03），2年广泛型慢性GVHD发生率分别为21.3%、

13.8%（P=0.70）。全相合组与单倍型组+100 d累积CMV血症

阳性率分别为 7.4%、50%（P=0.01），EBV血症发生率分别为

25%、46.2%（P=0.02）。总体3年总存活率（OS）为51.5%，同胞

全相合组和单倍型组 3 年 OS 率分别为 59.4%、38.9%（P=

0.04）。多因素分析显示，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与NRM增

加有关（HR=5.58，95%CI 1.12~27.65，P=0.03），移植前白血病

及MDS化疗后未缓解（NR）与移植后高复发相关（HR=21.50，

95% CI 4.47~103.40，P=0.001），为 OS 不良因素（HR=4.71，

95% CI 1.71~12.91，P=0.001）；ECOG 评分与高 NRM 相关

（HR=11.9，95% CI 2.55~55.48，P=0.002），为 OS 不良因素

（HR=4.44，95%CI 1.71~12.51，P=0.002）。结论 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能够显著改善50岁以上高危急性白血病患者生

存。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长期生存率近40%，同胞全相

合移植后生存率高于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前NR与

移植后高复发相关。ECOG 评分可作为50岁以上患者移植

后NRM预测指标。

B318. 白癜风皮损获益于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慢性粒-单核细胞性白血病一例
山东省立医院 李沛沛 房孝生 姜玉杰 隋潇徽 刘新

王相华 李颖 王娜 甄长青 曲惠廷 樊娟 许洪志 王欣

目的 报道1例慢性粒-单核细胞性白血病（CMML）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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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癜风患者，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白癜风皮损较前好

转。方法 对我们诊治的1例CMML患者进行临床资料总结

及分析。结果 患者，男，52岁，于2016年10月15日因“查体

发现血小板减低4年”来诊，血常规：WBC 14.08×109/L，HGB

133 g/L，PLT 27×109/L，单核细胞16.4%。既往有白癜风病史

6年，为腹部及背部多处斑片状色素脱失，多种药物治疗效果

欠佳，皮损范围逐渐增大。入院查骨髓常规，免疫表型检查考

虑 CMML。FISH 检查：5 号染色体相关 D5S721、D5S23 和

EGR1基因、7号染色体相关CEP7和D7S486基因、8号染色体

相关CEP8基因、20号染色体相关D20S108基因未见异常。

BCR-ABL P190、P210未见异常。血液病相关基因二代测序

无异常。诊断为CMML-1型（MDS-IPSS-R评分3分，中危）。

患者与其妹妹HLA 10/10相合，于2016年11月7日起开始给

予地西他滨（36 mg/d×5 d）桥接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于 2017年 1月 3日开给予地西他滨（20 mg·m-2·d-1，-9 d~-5

d）+Bu（3.2mg·kg-1·d-1，-9 d~-7 d）+Flu（30 mg·m-2·d-1，-6 d~-4

d）+Ara-C（1 g·m-2·d-1，-6 d~-4 d）+Cy（40 mg·kg-1·d-1，-3 d、-

2 d）方案预处理并按计划回输干细胞。+12 d患者粒细胞及血

小板植活，病情稳定出仓。1个月后复诊时查体发现患者皮肤

白斑边缘向内出现均匀的色素沉着并向中心延伸，白斑边缘

及中央出现毛囊性黑点，针头至粟粒大小。患者随访至今病

情稳定。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免疫重建过程可能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白癜风的疾病过程，其机制有待进一步阐明。

B319. 芦可替尼治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肠道
急性GVHD六例
1.南京市中医院；2.江苏省人民医院 陈平 1 吴汉新 2 张晓

艳 2 朱雨 2 缪扣荣 2

目的 探讨芦可替尼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肠道急

性GVHD中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芦可替尼10 mg/d联合

他克莫司、霉酚酸酯、布地奈德治疗激素无效的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后肠道急性GVHD（IV度）患者。结果 6例患者年

龄25~55岁。患者肠道急性GVHD（IV度）分别于开始治疗后

第6、8、10、12、15、11天得到控制。1例患者在移植后50 d死

于严重肺部感染，其余5例患者移植后存活60~130 d。结论

芦可替尼治疗糖皮质激素激素耐药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后肠道急性GVHD安全、有效。

B320. 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联合重组人 II型肿瘤
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治疗重型β地中海贫血
一例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王艺

目的 分析造血干细胞移植联合重组人 II型肿瘤坏死因

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益赛普）对重型β地中海贫血患儿的治

疗效果。方法 通过分析1例重型β地中海贫血患儿的临床

资料，观察此种治疗方法的治疗效果。结果 患儿于移植后

第17天中性粒细胞植活，血小板植入不稳定，移植后+30天血

小板计数仍减低，移植后供者嵌合率为99%。移植后第31天

出现皮疹、腹泻、手足掌充血，考虑皮肤和胃肠道急性GVHD

可能，予以间充质干细胞输注及甲泼尼龙、环磷酰胺、芦可替

尼联合治疗后皮疹较前消退，腹泻改善不明显。移植后第38

天，未调整免疫抑制剂剂量，予以益赛普皮下注射3次后，腹

泻次数、腹泻量明显减少，皮疹消退。目前移植后3个月，患

儿血象尚稳定，无皮疹及腹泻。结论 重组人 II型肿瘤坏死

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对于本例患儿GVHD控制可能具有

重要辅助作用。

B321. 低剂量抗胸腺细胞球蛋白在恶性血液病同胞
HLA全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疗效观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宋正阳 梁赜隐 任汉云 李渊 董玉

君 尹玥 王倩 许尉林

目的 探讨在恶性血液病同胞HLA全相合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预处理方案中增加低剂量抗胸腺细胞球蛋白

(ATG）预防抑制物抗宿主病（GVHD）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

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2018年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接受胞

HLA 全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恶性血液病患者 43

例。根据预处理方案中是否应用低剂量ATG分为ATG组(29

例，-3~-1d加用总量5 mg/kg的ATG、非ATG组(14例，预处理

方案中不含ATG）。两组患者均常规应用环孢素A、短期霉酚

酸酯及甲氨蝶呤预防GVHD。对两组患者急慢性GVHD发

生率、感染、复发及生存等进行分析。结果 ATG组患者中位

年龄40岁，男性患者占51.7%，包括急性髓系白血病17例，骨

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6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5例，慢

性髓性白血病加速期1例，中位随访时间为22个月。非ATG

组患者中位年龄36岁，男性患者占64.3%，包括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7例，急性髓系白血病6例，中位随访时间为32个月。

两组患者均获得100%造血干细胞植入，ATG组、非ATG组中

位粒细胞植入时间均为13 d，血小板植入时间分别为18 d、16

d。ATG组、非ATG组急性GVHD累积发生率分别为 31%、

35.7%（P=0.896），部位为下消化道、皮肤、肝脏均为1/2级，无

重度急性GVHD。ATG组、非ATG组慢性GVHD累积发生率

分别为29.7%、65.9%（P=0.036），广泛型慢性GVHD发生率分

别为13.8%、31.6%，累及部位包括皮肤、关节、眼、肺及心包。

ATG组、非ATG组移植后 1年CMV感染累积发生率分别为

45.5%、42.9%。移植后 1年EBV再激活累积发生率分别为

31%、30%，无PTLD发生。ATG组、非ATG组的2年总生存率

分别为 87.1%、78.6%（P=0.306），无白血病生存率分别为

82.6%、63.5%（P=0.405），2年累积复发率分别为17.6%、30.2%

（P=0.678）。结论 在恶性血液病同胞HLA全相合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预处理方案中增加低剂量ATG可以有效防治

慢性GVHD，病毒感染发生率和复发率无明显增加。

B322. 成功救治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慢性
GVHD合并肺根霉菌感染一例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邵晓雁 关朝阳 张翠玲

陈兵

患者，女，33岁，初诊时高白细胞，诊断急性髓系白血病

M5b，白血病免疫分型示 CD34+、CD13+、CD33+、CD15+、

HLA-DR+；骨髓融合基因阴性，NPM1、FLT3ITD、CEBPA、

C-KIT突变检测阴性；染色体核型分析示正常女核型。化疗

缓解后行HLA配型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为患者

胞姐，预处理为改良Bu/Cy方案）。+14 d例细胞及血小板完

全植入，骨髓CR，STR提示完全植入。移植后8个月减停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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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剂。移植后1年因皮疹及口腔溃疡入院，转氨酶、γ-谷氨

酰胺升高，考虑慢性GVHD，予糖皮质激素及环孢素A治疗好

转。2017年7月患者咳嗽、胸闷加重，肺功能提示“以阻塞为

主的极重度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舒张试验提示FEV1改善

率<12%，FEV变异率<20%，2017年9月全身皮疹消退伴色素

沉着，活动后胸闷未有好转，胸部CT示两肺多发实性病变，

GM实验0.6 μg/L，予伏立康唑抗真菌治疗，回输脐带间充质

干细胞1×106/kg。2周后患者体温40 ℃，胸部CT示两肺结节

伴空洞形成，痰培养示根霉菌属，予脂质体两性霉素B序贯口

服泊沙康唑治疗。2018年1月，患者吸氧依赖，活动后气喘明

显，加用芦可替尼 10 mg/d口服。2018年3月，患者胸闷气喘

较前有所好转，安静状态下可脱离吸氧（血氧饱和度在95%）。

B323.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婴儿白血病五例
首都儿科研究所 李君惠 冯顺乔 胡涛 刘嵘 师晓东

目的 探讨高危婴儿白血病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方

案，观察婴儿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疗效、并发症及对婴儿

生长发育、远期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婴儿白血病5例，诊

断年龄43日龄~5月龄，移植年龄9~13月龄，其中ALL 3例，

AML 1例，先天性白血病急性未分化型 1例。移植前状态：

3例ALL及1例AML为CR1，1例先天性白血病急性未分化型

患者为部分缓解；同胞全相合移植1例，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

植4例。预处理方案：改良BU/CY方案；移植物抗宿主病 5例

患儿均对预处理耐受良好，粒细胞植活时间11~16 d，血小板

植活时间11~18 d。3例发生 I/II度急性GVHD，另1例在多次

DLI治疗后发生 III度急性GVHD，之后转为慢性GVHD。神

经系统并发症：脱髓鞘病变2例，其中1例因严重呼吸肌无力

并发肺炎死亡。移植后复发及治疗情况：ALL同胞全相合移

植1例移植后睾丸复发，经局部放疗并DLI治疗获得二次完全

缓解；1例先天性白血病患儿移植后早期复发，予FLAG方案

化疗+DLI 1次，之后予以地西他滨+DLI共6次，仅达到短暂

部分缓解，IA方案（伊达比星+阿糖胞苷）化疗+DLI 1次，之后

发生 III度急性GVHD，目前持续完全缓解中；远期并发症：1

例ALL患儿存在轻度孤独症，先天性白血病患儿身材矮小、

慢性GVHD（骨骼肌受累）。结论 婴儿白血病相对罕见，往

往高度恶性，且由于婴儿对治疗耐受差，无复发生存几率低；

但本文5例均通过化疗联合造血干细胞移植达到长期缓解，

鼓励了我们治疗婴儿白血病的信心，移植技术的改善将进一

步提高婴儿白血病生存率；移植后DLI对移植后复发有良好

的疗效，虽然GVHD仍然是需要注意的问题；神经系统并发症

发生率高，可能和婴儿血脑屏障发育不完善有关，远期生长发

育问题及婴儿早期未能发现的合并症问题（如孤独症）对远期

生活质量的影响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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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骨髓增殖性肿瘤

C1. 伴 t(8;17)(p11;q23)易位的 8p11骨髓增殖综合
征一例报告及其受累基因的克隆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张修文 晁红颖

目的 提高对伴有染色体 t(8;17) (p11;q23)易位形成

MYO18A-FGFR1 融合基因的罕见疾病 8p11 骨髓增殖综合

征（EMS）的认识，并对该融合基因进行全长克隆及结构分

析。方法 报道 1例伴 t(8;17)(p11;q23)/MYO18A-FGFR1阳

性EMS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特征及疾病转归，并通过重

叠PCR及TA克隆分析该融合基因的全长序列。结果 t(8;

17)(p11;q23)/MYO18A-FGFR1阳性EMS患者主要表现为外

周血白细胞计数明显升高、髓系明显增生、嗜酸细胞增多、脾

肿大以及快的白血病转化等；染色体核型分析显示 t(8;17)

(p11;q23)，荧光原位杂交（FISH）显示 FGFR1 基因重排，RT-

PCR 证实 MYO18A-FGFR1 融合基因阳性。对该融合基因

进行全长克隆及克隆测序证实其保留了FGFR1酪氨酸激酶

结构域。结论 染色体 t(8;17)(p11;q23)易位形成MYO18A-

FGFR1融合基因，该融合基因保留了主要功能结构域，伴有

该基因阳性的患者具有独特的临床及实验室特征。

C2. 地西他滨联合化疗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难
治性贫血伴原始细胞增多的疗效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夏珺 药易萱 郭宏锋 周新

目的 探讨地西他滨联合化疗是否能改善骨髓增生异

常综合征难治性贫血伴原始细胞增多（MDS-RAEB）患者的

结局。方法 纳入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江苏省无锡市

人民医院收治的68例MDS-RAEB患者，其中接受地西他滨

联合化疗治疗方案的有 29 例，接受地西他滨单药治疗的 5

例，接受综合治疗的 34例。记录患者初诊时年龄、性别、染

色体核型等基线资料，分析地西他滨联合化疗治疗 MDS-

RAEB的疗效、不良反应及预后。结果 68例患者的中位随

访时间为8（1~60）个月，地西他滨联合化疗组患者的总体有

效率（ORR）显著高于综合治疗组（ORR：79.3%对 44.1%，P=

0.012；CR：58.6%对 26.5%，P=0.010）。比较两组不良反应，

综合治疗组的感染发生率显著高于地西他滨联合化疗组

（58.6%对 85.3%，P=0.008），地西他滨联合化疗组胃肠道反

应发生率高于综合治疗组（65.5%对 41.2%，P=0.047），肝功

能损害、贫血、粒细胞减少等无显著差异。接受地西他滨联

合化疗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高于综合治疗组患者（11个月对

6个月，P=0.044）。进一步行亚组分析，对于年龄大于 60岁

的患者及 IPSS中低危患者，地西他滨联合化疗组总体生存

时间优于接受综合治疗组（14个月对 6个月，P=0.002；11个

月对 5个月，P=0.021）。与治疗后未缓解的患者相比，两组

患者中获得完全缓解的总体生存时间更长。结论 地西他

滨联合化疗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中的应用疗效显著，

有较高的安全性和较低的毒副作用，值得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C3.流式细胞术在儿童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中的价值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刘超 安文

彬 章婧嫽 张然然 孙聪聪 常丽贤 刘天峰 邹尧

王慧君 竺晓凡

目的 评估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FC）及流式细胞术积

分系统（FCSS）在儿童MDS中的应用。方法 回顾性分析

从 2014年 5月至 2017年 5月诊治的 42例儿童MDS初诊患

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将骨髓细胞分为淋巴

细胞群、单核细胞群、粒细胞群、髓系原始细胞群、B祖细胞

群及有核红细胞群等，并分析各细胞群的表型及比例。结

果 ①异常髓系原始细胞增多者共20例（48%），淋系与髓系

比例大于1者共19例（45%），淋系抗原在髓系细胞异常跨系

表达者 14 例（33%），CD13/CD16 分化抗原异常者 8 例

（19%），CD56异常表达者 5（12%），粒系SSC减弱或增强者

共 3例（7%），有核红细胞CD36表达减弱者共 3例（7%），有

核红细胞CD71表达减弱者2例（5%），髓系CD33表达缺失、

粒系 CD11b 表达减弱或缺失、单核细胞表达 CD56、单核细

胞CD14表达缺失者各1例（2%）。②FCSS低危组、中危组、

高危组分别 23例、4例、15例，中位随访 27.5（5~47）个月，总

体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36、25.5、22.5个月，无事件中位生存

时间中位时间分别为36、24.5、10.5个月，且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0.05）。③FCSS评分与儿童MDS分型、IPSS、IPSS-

R 均呈正相关（Spearman 相关系数分别为 0.674、0.604、

0.693，P值均<0.05）。结论 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免疫表型

异常对儿童MDS的诊断有重要意义，但FCSS作为量化的流

式细胞术积分系统，在儿童MDS中的作用仍需进一步研究。

C4. The screening of proteins signatures with sig-

naling pathway in polycythemia vera and inhibi-

tion of pim enhances JAK2 inhibitor sensitivity
1. Xuan 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2. Mount Si-

nai School of Medicine Hui Wuhan1, Ye Fei2, Zhang Wei1,

Wan Suigui1, Su Li1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 to screen signaling pathway

proteins in PV and explore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ing.

Methods Protein pathway array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signaling pathway proteins in peripher-

al blood neutrophils from 35 PV patients with JAK2V617F mu-

tation and furthermore to identify the significant pathways af-

fected by thes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of the proteins using In-

genuity Pathways Analysis (IPA). We hypothesized that apop-

tosis signaling may offer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PV, apoptosis-

related proteins were quantified by western blotting in an addi-

tional 38 patients with PV. Further studies using the HEL cell

line, a MPN model cells which harboring the JAKV617F muta-

tion, transfected with PIM1 siRNA and treated with the JAK2

inhibitor ruxolitinib, signaling pathways and downstream effec-

tors were characterized by Western blotting, quantitative PCR.

We utilized PIM inhibitor, SGI-1776, and determined its effect

on HEL cells as well as primary PV patient cells alone and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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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with ruxolitinib. The cell survival rates and the

apoptosis were detected by CCK- 8 and flow cytometry. Re-

sults There were 20 proteins were found to be dysregulated

in PV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s (P<

0.05). Among them, 9 proteins were up- regulated, while 11

proteins were down- regulated. These dysregulated proteins

were involved in 10 major signaling pathways including apop-

tosis pathway. Among apoptosis-related proteins, expression of

BCL-xL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expression of PIM1 and BAD

in PV patients. Furthermore, PIM1 knockout inhibited expres-

sion of BCL- xL and BAD. Additionally, inhibition of PIM

leads to an increased apoptosis and decreased cell proliferation

via arrest at G1 phase in HEL cells. These data suggested PIM/

BCL-xL/BA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ell surviv-

al of PV. Furthermore, inhibition of JAK2 resulted in de-

creased PIM1 mRNA expression. We found that JAK2 inhibi-

tion induces apoptosis by regulation of the PIM/ BCL- xL/

BAD. PIM inhibitor synergistically enhanced JAK2 inhibitor-

induced apoptosis in both HEL cells and primary cells from

PV patients. In addition, SGI- 1776/ruxolitinib combination

therapy synergistically suppressed erythropoietin independent

erythroid colony formation of primary PV cells. Conclusion

In summary, our study demonstrated a broad dysregulation of

signaling proteins and pathways including PIM/BCL-xL/BAD

in PV, and targeting PIM may increase the efficacy of JAK2 in-

hibitors therapy.

C5. 血清CRP水平在儿童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
增生症预后中的意义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任俊丽 杜薇薇 刘春燕 金闪

闪 方芳 朱雪明 何海龙 胡绍燕 卢俊

目的 探讨LCH患儿血清CRP水平改变及临床意义，

为临床医生诊治提供理论基础。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

1月至2017年12月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收治

的符合LCH诊断标准的患儿60例，包括男42例，女18例，平

均发病年龄（52.95±46.20）个月。高危组16例，低危组18例，

其他组26例。诊断后根据LCH-Ⅲ方案进行化疗50例，未化

疗10例，平均随访时间（32.4±2.4）个月。CRP大于8 mg/L为

CRP水平升高，小于 8 mg/L为CRP水平正常。根据患儿临

床表现、CRP 改变及预后等进行归纳、总结和分析。结果

初诊时，LCH患儿CHP水平升高者27例，其中复发11例，死

亡2例，无事件生存14例，CRP水平正常者33例，其中复发3

例，无事件生存30例，CRP水平升高者无事件生存率显著低

于CRP正常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CRP水平

与 LCH 临床数据资料的关系的分析结果显示：小于 2 岁者

CRP为（21.91±25.88）mg/L，大于 2岁者CRP为（7.92±12.72）

mg/L，年龄较小者CRP水平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初诊时有发热者CRP为（27.59±28.04）mg/L，无发热

者CRP为（8.40±13.45）mg/L，发热患儿CRP水平较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LCH-III

分组、初诊时CRP升高和发热是影响LCH患者生存期的相

关因素（P<0.05），性别、年龄、Lavin-Osban分期等因素对生

存期无明显影响（P>0.05）。对单因素结果进行多因素Cox

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只有初诊时CRP升高是影响LCH患儿

生存期的独立因素（P<0.05）。结论 初诊时CRP水平升高

可作为儿童LCH预后不良的指标。

C6. 全程CAG、地西他滨单药或联合半量CAG方
案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近期疗效分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亚美

目的 观察CAG方案、地西他滨单药方案或联合半量

CAG方案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的总体及3组方

案间的近期疗效及安全性分析，为MDS患者治疗方案的选

择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5月14日至2017年

10月11日就诊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内科的38

例初诊MDS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全程CAG方案组9例，地

西他滨单药组13例，地西他滨联合半量CAG组16例。根据

治疗的临床效果，分析整体及3组方案间的近期疗效及治疗

相关的不良反应。结果 38 例患者中达到 CR 例数为 9 例

（23.7%），PR例数为2例（5.3%），mCR例数为15例（39.5%），

HI例数为1例（2.6%），SD例数为7例（18.4%），疾病进展3例

（7.9%），死亡 1例（2.6%），ORR达到 71.1%。全程CAG组 9

例患者中达到CR 2例（22.2%），mCR 2例（22.2%），获得疾病

稳定 2例（22.2%），出现疾病进展 3例（33.3%），ORR 44.4%。

单药地西他滨组 13 例患者中 CR 2 例（15.4%），PR 2 例

（15.4%），mCR 6 例（46.2%），SD 2 例（15.4%），死亡 1 例，

ORR 77.0%。地西他滨联合半量CAG方案的16例患者中达

到 CR 例数为 5 例（31.3%），mCR 7 例（43.8%），获得 HI 1 例

（6.3%），SD 3例（18.9%），ORR 81.4 %。全程CAG组、地西

他滨组、联合用药组 3 组方案的 CR 率分别为 22.2% 、

15.4% 、31.3%，ORR分别为 44.4%、77.0% 、81.4 %，联合用

药组的CR率及ORR均高于另外2组，但经分析后发现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603，P=0.127）。治疗过程中主要的不良

反应为骨髓抑制、感染（肺部感染者18例），但3组间的骨髓

抑制及感染发生情况无统计学意义（P=0.900 及 P=0.219）。

结论 全程CAG、单药地西他滨或联合半量CAG方案治疗

中危、高危、极高危 MDS 患者近期疗效可观（整体 CR 率

23.7%、ORR 71.1%）。联合用药组在近期疗效上较全程

CAG、单药地西他滨2组有更好的趋势。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主要为骨髓抑制、感染，但大多数患者可耐受。3种方案的

远期疗效差异及安全性需进一步延长观察疗程及扩大样本

量研究。

C7. MDS-MPN伴环形铁粒幼细胞及血小板增多患
者的临床资料分析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杨英

目的 提高对MDS/MPN伴环形铁粒幼细胞及血小板

增多（MDS-MPN-RS-T）疾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2017 年我院确诊的 2 例 MDS-MPN-RS-T（按照 WHO

2016）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结果 2例患

者均为老年男性，年龄（61~68）岁，且均为难治性贫血，WBC

进行性减低，血小板计数持续增高，网织红比例减低，铁蛋白

增高；骨髓红系比例稍高，伴病态造血，环形铁粒幼细胞

（15%~88%），巨核细胞均为异形巨核细胞，呈胞体大的多分



·246·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叶巨核；均伴有 JAK2（+）、BCR/ABL（-）；2例均伴有不同程

度的纤维化，一例患者广泛的纤维组织增生（+++），另一例

灶状增生（+++），2例患者均通过二代基因测序检测SF3B1

基因突变与否，其中一例检测出 SF3B1 突变。结论 提高

MDS-MPN-RS-T疾病的认识，对高度疑似MDS-MPN-RS-T

的患者，应行SF3B1、SRSF2、MPL等基因检测，以便为患者提

供更好的治疗方法，达改善贫血，提高疗效、评估预后的目的。

C8. 伴基因突变 48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临
床特征及预后影响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田雨露

目的 讨 论 常 见 MDS 相 关 8 种 基 因 突 变 TET2、

ASXL1、RUNX1、U2AF1、SRSF3、SF3B1、NPM1、DNMT3A

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的突变频率、疗效评估及预

后价值。方法 收集 2011年 7月至 2017年 4月经PCR技术

检测48例新诊断MDS患者基因突变，根据国际预后分型标

准将MDS患者分组，分析基因突变与患者临床特征、疗效及

预后关系。结果 ①8种基因突变总发生率66.6%（32/48），

TET2 突变频率最高为 37.5%（18/48），余依次为 ASXL1 占

29.2%（14/48），RUNX1、SRSF2 分别占 8.3%（4/48），SF3B1、

NPM1、DNMT3A、U2AF1 分别占 2.1%（1/48）；TET2 在修订

的国际预后评分系统（IPSS-R）低危组比例最高占 60.0%（6/

10），TET2突变阳性与未突变组相比，总体反应率（ORR）较

低（17.6%对 57.1%，P=0.019）；ASXL1在 IPSS-R中危组比例

最高占 40.0%（6/20），ASXL1突变阳性组与未突变组相比，

白细胞偏高[3.5（1.5~22.4）×109/L 对 3.1（1.0~9.2）×109/L，P=

0.019]、ORR 较低（16.7%对 50.0%，P=0.045）及 24 个月总体

生存率较短[（45%±17%）对（71%±9%），P=0.006]；②48 例

MDS 患者，失访 3 例，治疗 2 个疗程后达 ORR 占 42.2%（19/

48），多因素分析显示 TET2 突变（HR=8.757，P=0.023）为

ORR 的独立影响因素；③ IPSS-R 高危组（HR=14.626，P=

0.023）及 ASXL1 突变阳性（HR=3.315，P=0.023）是 MDS 患

者总体生存率（OS）的独立预后不良指标。结论 48 例

MDS患者，TET2、ASXL1突变发生率较高；TET2突变阳性

MDS患者疗效可能相对较差；ASXL1突变阳性可能成为缩

短MDS患者总体生存期的影响因素之一，尤其在MDS中低

危患者中，ASXL1突变阳性较未突变组预后更差。

C9. MPLA497-L498ins4 一个新突变基因对 BaF3

细胞增殖影响的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陈秀花

通过慢病毒基因转导技术将该基因突变以及对照基因

转导小鼠原B淋巴细胞（BaF3）中，从细胞学水平探讨MPL

A497-L498ins4具有自主促细胞的作用，并为该基因突变的

后续动物功能研究提供基础。结果显示相比于 MPL WT，

MPL A497-L498ins4 突变具有显著地促 BaF3 细胞增殖作

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同时，该基因突变与MPL

W515L突变具有相同的促增殖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与MPL WT相比，MPL A497-L498ins4突变可显著提

高 BaF3 细胞对 TPO 的敏感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本实验同时证实相比于MPL W515L突变，该突变亦

可显著提高BaF3细胞对TPO的敏感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本研究证实 MPL A497- L498ins4 突变具有与

MPL W515L突变相似的促细胞增殖能力。

C10. MDS、AML患者T淋巴细胞及相关细胞因子
表达水平的研究
1.安徽医科大学；2. 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3. 安徽医

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郭含梦 1，2 杨明珍 1，2，3

目的 通过检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和急性髓

系白血病（AML）患者外周血T 淋巴细胞及其分泌的相关细

胞因子表达水平的变化，研究此两种疾病免疫状态的区别并

指导治疗。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微球芯片捕获术（CBA）及

流式细胞术检测20 例MDS患者[MDS组，难治性贫血（RA）

与难治性贫血伴原始细胞增多（RAEB）各10 例]、15例AML

患者（AML组）和10名健康体检者（正常对照组）外周血中调

节性T细胞（Treg）、IL-2、IFN-γ、TNF、IL-4、IL-6、IL-10、IL-17

的表达水平，间接评价各组 T 淋巴细胞免疫状态，并作比

较。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RA组TNF、IL-17、IL-2、IFN-

γ表达水平均较高（P 值均<0.05），RAEB 组和 AML 组 Treg、

IL-10、IL-6、IL-4 表达水平均较高（P 值均<0.05）。与 MDS-

RA 组比较，MDS-RAEB 组和AML 组TNF、IL-17、IL-2、IFN-

γ表达水平均较低（P值均<0.05），而Treg、IL-10、IL-6、IL-4 表

达水平均较高（P 值均<0.05）。结论 不同时期的 MDS 和

AML患者其免疫状态并不相同。

C11. 地西他滨联合HAG方案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 RAEB的临床疗效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王旭萍

目的 观察并比较地西他滨联合HAG方案与HAG方

案治疗 MDS-RAEB 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分析 68

例我院2010年10月至2017年10月确诊为MDS-RAEB患者

的临床资料。34例患者为HAG方案治疗组，34例患者为地

西他滨联合HAG方案治疗组。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

疗效。结果 DAC联合HAG方案治疗组患者4例获得完全

缓解，8例获得骨髓缓解，6例获得部分缓解，4例获得血液学

改善，6例疾病稳定，6例治疗失败。缓解率为35.3%，有效率

为64.7%。HAG治疗组患者有4例完全缓解，2例骨髓缓解，

4例部分缓解，4例血液学改善，8例疾病稳定，12例治疗失

败。缓解率为 17.6%，有效率为 41.2%。与 HAG 治疗组比

较，DAC联合HAG治疗组CR率提高，但是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480）。DAC联合HAG方案治疗组与HAG治疗组比

较有效率提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69）。结论 地西

他滨联合HAG方案治疗MDS-RAEB与HAG方案比较疗效

提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12. BCR/ABL阴性骨髓增殖性疾病患者中JAK2/

V617F、CALR及MPL基因突变检测及临床意义
河南省人民医院 王怡斐

目的 探讨BCR/ABL阴性骨髓增殖性疾病MPN患者

JAK2V617F、CALR 及 MPL 基因突变的检测及其临床意

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1月至 2018年 2月就诊于郑

州大学人民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的179例BCR/ABL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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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N患者的临床资料，统计各项实验室数据及基因突变情

况。采用 PCR 扩增技术检测患者骨髓 JAK2/V617F、CALR

及MPL W515突变。 结果 在 179例MPN患者中，41例真

性红细胞增多症（PV）患者中27例检测出 JAK2/V617F突变

（突变率 66%），2例检测出 JAK2 Exon12突变（突变率 5%），

未检出 CALR、MPL 基因突变；106 例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ET）患者中61例检测出 JAK2/V617F突变（突变率58%），11

例检测出CALR基因突变（突变率10%）；32例原发性骨髓纤

维化（PMF）患者中 22 例检测出 JAK2/V617F 突变（突变率

69%），4例检测出CALR基因突变（突变率13%），1例检测出

MPL W515 基因突变（突变率 3%）。179 例患者中 JAK2/

V617F、JAK2 Exon12、CALR 及 MPL W515 这 4 种突变不同

时出现。在PV患者中，JAK2/V617F突变阳性患者的白细胞

计数及血小板计数高于 JAK2/V617F野生型患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在ET患者中，CALR突变阳性患者白细

胞计数、血红蛋白浓度、危险度分层及血管事件发生率低于

JAK2/V617F突变阳性患者（P<0.05）；PMF患者中CALR突

变阳性患者血红蛋白浓度低于 JAK2/V617F突变阳性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MPN患者中，JACK2/

V617F 突变率最高，MPL W515 突变率最低，与 JACK2/

V617F突变阳性患者相比，CALR突变阳性患者血管事件发

生率更低、危险度分层更低，提示预后较好。

C13. 羟基脲与干扰素在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治疗
中疗效对比与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代新岳

目的 比较羟基脲与干扰素治疗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ET）的疗效和不良反应。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国医学科学

院血液病医院应用羟基脲或干扰素治疗的131例ET患者的

临床资料。结果 131例ET患者中，男54例，女77例，其中

<40岁患者35例，40 ~ 60岁患者60例，>60岁患者36例。患

者中位随访时间25（0~209）个月。按照 IPSET-thrombosis预

后积分系统，低危患者 61 例，中危患者 22 例，高危患者 48

例。比较羟基脲与干扰素后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羟基脲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5%，表现为皮肤溃疡（2

例）、皮疹（1例）、胃肠道不适（1例），药物耐药或不耐受发生

率为 3.8%。干扰素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51%，主要表现为流

感样症状（发热、乏力、头痛等），干扰素耐药或不耐受发生率

为 11.3%。比较两组患者无血栓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该研究显示羟基脲与干扰素在ET治疗中

均有效，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ET患者药物选择需兼顾年

龄、生育需求及药物不良反应等。

C14. 伴不明原因发热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最终
转化为AML-M5并肺部白血病浸润一例报告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素平 刘林湘 马杰 孙玲

万鼎铭

患者，女，58岁，2017年3月26日因“乏力3个月、间断高

热1个月余”就诊。2016年12月出现乏力，未诊治；2017年2

月无诱因发热，当地医院诊断不明，后至我院，查血常规示：

WBC 3.4×109/L，HGB 61 g/L，PLT 201×109/L；外周血涂片：椭

圆形红细胞 24%。骨髓象：存在稀释，增生减低，粒系、红系

增生减低，易见椭圆形、棒状红细胞，其占成熟红细胞的

16.5%。全片见巨核细胞14个，偶见幼红细胞造血岛。骨髓

活检：增生活跃，粒红系增生，巨核细胞增多；骨髓纤维化。

流式免疫分型正常。染色体：47,XX,+8[8]/46,XX[2]。排除

感染、PNH、自身免疫疾病、恶性肿瘤引起的发热、贫血。诊

为 1.贫血查因：MDS? 2.FUO。遂至北京协和医院，血常规：

贫血。骨髓象：取材轻度稀释，粒系中性分叶核粒细胞比例

增高，其他各阶段比例均减低，形态正常。红系中幼红细胞

大小不等，可见个别“泪滴”样红细胞。全片巨核细胞13个，

未见其他异常细胞及寄生虫。骨髓病理：造血细胞增多，粒

系、红系比例正常，巨核细胞增多，局灶纤维组织增多。

AML/MDS/MPN-白血病基因突变：DNMT3A 突变型阳性，

比例 45.12%。诊为“MDS 继发性骨髓纤维化 发热原因不

明”，建议 1.除外感染 2.可考虑免疫抑制或地西他滨治疗。

后转回我院，患者仍间断发热，无明确感染灶和多次血培养、

骨髓培养阴性，抗感染治疗无效，因患者家属不同意应用地

西他滨，给予环孢素口服。应用糖皮质激素退热患者体温可

间断维持正常，后患者停止随访治疗 4个月余，院外自行口

服泼尼松控制体温。2018年5月7日因呼吸困难、发热至我

院呼吸科，支气管镜活检病理：白血病浸润。血常规：WBC

22.50×109/L，HGB 60.0 g/L，PLT 121×109/L，单核占96.3%；骨

髓像：原单 92.4%、幼单 0.8%，诊断为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

后转至我科，给予地西他滨+DA方案化疗，化疗第一天，因

呼吸衰竭、心力衰竭死亡。

C15. The high NRF2 expression confers chemo-

therapy resistance partly through up- regulated

DUSP1 in MDS
1.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Zhejiang University; 2. Divi-

sions of Pathology and Experimental Hematology and Cancer

Biology, Cincinnati Children's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Lin

Peipei1，2, Ren Yanling1, Yan Xiaomei2, Zhang Hua1, Meenu Kes-

arwani2, Bu Jiachen2, Zhan Di2, Zhou Yile2, Tang Yuting2, Zhu

Shuanghong1, Xu Weilai1, Zhou Xinping1, Mei Chen1, Ma Liya1,

Ye Li1, Hu Chao1, Mohammad Azam2, Ding Wei1, Jin Jie1,

Huang Gang2, Tong Hongyan1

Objective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MDS) are a di-

verse group of clonal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disorders charac-

terized by ineffective hematopoiesis and dysplasia of the my-

eloid cells. Several prognostic scores exist with the Internation-

al Prognostic Scoring System (IPSS) and its revised vision (IP-

SS- R) being commonly used to stratify patients into two risk

groups, defining lower and higher risk groups. Higher risk

MDS patients are followed by an increased risk of developing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and are correlated with poor

clinical outcomes. Treatment strategies were made according

to the risk categories of MDS. Cytarabine (Ara-C) is a pyrimi-

dine nucleoside analog that interferes with the synthesis of

DNA when the cycle holds in the S phase. Ara-C based thera-

pi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past decades for the manage-

ment of MDS patients, especially in higher-risk patients. How-

ever, 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 of single Ara- C treatmen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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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20%- 30% . Nuclear factor erythroid 2- related factor 2

(NRF2) is a transcription factor that protects cells from oxida-

tive damage. Under electrophilic or oxidative stress, NRF2 is

released from its cytosolic inhibitor Kelch- like ECH-associat-

ed protein 1 (KEAP1), and translocates to the nucleus. It has re-

cently been shown that NRF2 underlies drug resistance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 and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 NRF2 bind-

ing to antioxidant responsive element (ARE) allows induction

of a number of cytoprotective and detoxification genes. It is

not yet known whether NRF2 has utility as a prognostic bio-

marker, or whether an elevated NRF2 level is associated with

Ara- C resistance in MDS patients. Methods (1) To investi-

gate the expression and effects of NRF2 in MDS patients, 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 (GSEA) was performed using gene-ex-

pression profiles.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were con-

ducted in a large cohort of MDS patients (n=137). Staining re-

sults were semi-quantified using an arbitrary score. (2) To reca-

pitulate our findings regarding the function of NRF2 in chemo-

resistance, we performed in-vitro and in-vivo experiments. All

in-vitro experiments were performed both in human MDS-de-

rived cell line SKM- 1 and MDS mouse model cell line

RUNX1 mutant- transduced MllPTD/WT BM cells (MllPTD/

WT/RUNX1-S291fs). We conducted stable NRF2 and DUSP1

shRNA cell lines by lentivirus and confirmed the expression

by WB and q- PCR. MDS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Ara- C and

cell viability was examined by MTS. The cytotoxicity of Ara-

C was determined by calculating the half 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tration (IC50).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We also established MDS xeno-

graft mouse models through intravenously injecting NRF2 shR-

NA, DUSP1 shRNA or scramble shRNA SKM- 1 cells into

NOD/SCID-IL2Rγnull-SGM3 (NSGS) mice. Chromatin immu-

noprecipitation (ChIP) and q-PCR were performed to valid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USP1 and NRF2. Results (1)

NRF2 was elevated in higher risk MDS and correlates with in-

ferior overall survival GSEA in a published MDS cohort (n=

183) revealed that expressions of NRF2 target genes was sig-

nificantly enriched in higher risk MDS (REAB-1/2) compared

to lower-risks (RARS and RA). We further detected NRF2 ex-

pression levels using IHC staining in the bone marrow (BM)

biopsies from a cohort of MDS patients (n=137). Consistent

with GSEA results, our IHC data indicated that the NRF2 ex-

pression levels of BM from higher- risks exceeded lower- risk

MDS patients by Revised 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Scoring Sys-

tem (IPSS-R) (P=0.020). Importantly, MDS patients with high-

er NRF2 levels (IHC scores, 4-6) displayed worse overall sur-

vival (OS) than patients with lower NRF2 levels (IHC scores,

0- 3) (median, 391 vs 554 days, P=0.011). (2) Re- sensitizing

MDS cells to Ara-C treatment in vitro by knockdown of NRF2

Pharmacological modulations of NRF2 could regulate chemo-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Ara-C in MDS cells. NRF2 downregula-

tion in MDS cell lines, by inhibitor Luteolin, decreases IC50 of

Ara-C. On the contrary, upregulation of NRF2, mediated by ag-

onist sulforaphane, induces resistance of MDS cells to Ara-C.

To better define how suppression of NRF2 sensitized MDS

cells to Ara-C, we used lentivirus-mediated shRNA for knock-

down of NRF2. Knockdown of NRF2 markedly enhanced ear-

ly and late apoptosis in MDS cell lines treated with higher con-

centrations of Ara-C. We also found that NRF2 silenced MDS

cell lines with Ara-C treatment tended to be arrested in the S

phase. (3) NRF2 mediated Ara- C resistance is partly through

its direct target gene DUSP1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mecha-

nisms involved in NRF2- mediated Ara- C resistance, we ana-

lyzed published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a large cohort of

MDS patients (n=183), Ara-C sensitive (IC50<6 μmol/L Ara-C)

and resistant (IC50 >80 μmol/L) AML patient samples (n=10).

The data indicated that a group of NRF2 target genes might be

responsible for Ara-C resistence. Interestedly, DUSP1 was one

of the genes upregulated in both high- risk MDS patients and

Ara-C resistant AML patients. Our ChIP and q-PCR results val-

idated that DUSP1 was a NRF2 direct target gene. DUSP1 in-

hibitor, BCI, and Ara-C hav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ynergis-

tic effects on NRF2 activated SKM- 1 cells. Knockdown of

DUSP1 by lentivirus shRNA could alos abrogate Ara-C resis-

tance in NRF2 elevated MDS cell lines, indicating that NRF2

confers Ara-C resistance partly through its downstream target

gene DUSP1 in MDS cells. In scramble shRNA MDS mice,

the tumor weight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but did not show

a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Ara- C treatment group (1.91 g vs

1.53 g with PBS vs Ara- C treatment group, respectively; P=

0.052). Treatment of NRF2 or DUSP1 silencing MDS mice

with Ara-C resulted in significantly smaller tumors in the liver

(NRF2 silencing MDS mice, 2.30 g vs 1.77 g with PBS vs Ara-

C treatment group, respectively, P=0.010; DUSP1 silencing

MDS mice, 1.84 g vs 1.41 g, respectively, P=0.001). Conclu-

sion Our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revealed that

NRF2 expression levels are elevated in high-risk MDS patients

and serve 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rognostic variable for

OS in patients with MDS. Pharmacological inhibition of NRF2

re-sensitizes MDS cells to Ara-C treatment while activation of

NRF2 by agonist resulted in the reduced sensitivity to Ara-C.

NRF2 mediates Ara-C resistance through its direct target gene

DUSP1. Taken together,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silencing

NRF2 sensitizes MDS cells to Ara- C treatment; targeting

NRF2 in combination with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y could

pave the way for high risk MDS therapy.

C16. 地西他滨与传统治疗方法对骨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伴原始细胞增多疗效的临床对照研究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赵晓君 任金海

目的 对比DAC与传统方案治疗RAEB的疗效差异。

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 84 例初治

RAEB患者，其中 41例采用DAC单药或与其他化疗药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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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43例采用传统方案，对比两组的临床疗效。结果 DAC

组完全缓解（CR）8例（19.5%），部分缓解（PR）9例（22.0%），

血液学改善（HI）6例（14.6%），总有效率（ORR）56.1%；传统

组 CR 7 例（16.3%），PR 4 例（9.3%），HI 6 例（13.9%），ORR

39.5%，两组 ORR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AC 组中位无进展

生存（PFS）期为 7（0.6~39）个月，传统组PFS期为 3（0.3~47）

个月，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DAC组中位总生存（OS）期

为 9（0.6~39）个月，传统组为 5（0.3~47）个月，两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结论 DAC 与传统方案治疗 RAEB 的 ORR、

PFS、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样本量小、随访时间短有关，

需进行大样本临床试验，长期观察其疗效。

C17. 天然化合物含笑内酯对骨髓增殖性肿瘤细胞
系和原代细胞的体外抗增殖和抗炎作用研究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

究所）；2. Divisions of Pathology and Experimental Hematolo-

gy and Cancer Biology, Cincinnati Children's Hospital Medical

Center 陈猛 1 刘晋琴 1 李冰 1 杨琳 1 徐泽峰 1 Huang

Gang2 肖志坚 1

目的 以人骨髓增殖性肿瘤（MPN）细胞系 UKE-1 和

SET-2、小鼠BaF3-EPOR-JAK2V617F细胞系和MPN患者骨

髓原代细胞为研究对象，评价天然化合物含笑内酯（MCL）

的体外抗增殖和抗炎作用，再次基础上进一步探讨MCL潜

在的抗增殖和抗炎分子机制。方法 1. CCK-8、集落形成实

验和Annexin-V/7-AAD双染法检测MCL对MPN细胞系和

原代细胞增殖、集落形成和凋亡作用。2. 实时荧光定量PCR

和ELISA检测MCL对MPN细胞系中炎性介质在mRNA表

达水平和细胞培养上清中分泌水平的作用。3. Western blot

和免疫荧光方法方法检测MCL对MPN细胞系中异常激活

的 STAT5、STAT3 和 NF-κB 的作用。结果 1. MCL 浓度依

赖性抑制MPN细胞增殖、集落形成，诱导细胞凋亡。2. MCL

抑制 MPN 细胞系高表达及促炎因子 TNF-α诱导的 IL-1β、

TNF-α mRNA表达水平和CCL2分泌。3. MCL降低MPN细

胞系中 p-STAT5（Tyr 694）和总STAT5蛋白表达水平。抗氧

化剂 N-乙酰基 - L-半胱氨酸可逆转 MCL 对磷酸化和总

STAT5 蛋白的抑制作用。4. MCL 降低 MPN 细胞系中 p-

STAT3（Tyr 694）表达水平，总 STAT3表达水平不变。UKE-

1 细胞中，MCL 抑制 TNF-α诱导的 IκKβ、IκBα磷酸化、IκBα

降解，以及 p65 磷酸化和入核，MCL 抑制 TNF-α诱导的

STAT3磷酸化。含巯基物质还原性谷胱甘肽和双硫苏糖醇

可逆转MCL对 STAT3磷酸化的抑制作用。结论 MCL抑

制MPN细胞系和原代细胞的增殖和炎性介质表达，分别和

抑制STAT5 和STAT3/ NF-κB 相关。MCL对STAT5的抑制

作用可能和其诱导的氧化压力有关；MCL可能通过直接结

合STAT3蛋白中特定半胱氨酸残基中的巯基，抑制其磷酸化

激活。上述研究结果提示MCL有望在MPN患者中发挥抗

增殖和抗炎作用。

C18. 使用流式细胞学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分型
及预后判断进行初步研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绍倩 黄玉敏 孙玲

目的 分析MDS患者红系有核细胞占骨髓有核细胞的

比例，进而寻找快速有效的MDS简易分型及预后判断的方

法。方法 32例MDS患者按照WHO诊断标准分为MDS-

EB组和其他组，6例正常骨髓标本取自骨科股骨头置换术患

者。分别取MDS患者及正常对照组骨髓标本用淋巴细胞分

离液提取单个核细胞，并使用 Syto16和CD45进行双染，流

式细胞分析仪分析各个标本，使用FlowJo对数据进行分析，

分析红系有核细胞（CD45-Syto16+）占骨髓有核细胞（CD45+

Syto16+）的比例。并将流式分析结果与患者分型及临床表

现结合研究这一比例不同与 MDS 亚型临床表现之间的关

系，初步探讨MDS分型及预后判断。结果 MDS-EB组红

系有核细胞占骨髓有核细胞比例为（4.7±5.1）%，MDS其他

组比例为（12.5±6.3）%，正常对照组这一比例为（6.5±2.4）%，

MDS两组之间及MDS其他组与正常对照组之间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而MDS-EB组和正常对照组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MDS患者中随着红系有核细胞占

骨髓有核细胞比例的增高，患者贫血程度呈现下降趋势。结

论 红系有核细胞占骨髓有核细胞的比例可作为MDS分型

的辅助依据，并且该比例与MDS患者贫血程度密切相关。

C19. 地西他滨联合芦可替尼治疗骨髓纤维化后急
性髓系白血病一例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郭华燕 梁蓉 段晓晖 唐海龙

患者，女，63岁，因“体检发现脾大10年余，乏力、上腹胀

1 年 6 个月余”入院。于 2007 年体检发现脾脏轻度肿大，

2016年5月当地医院彩超示脾肿大脐下4cm，骨髓活检示造

血组织约占 70%，纤维组织中度增生，JAK2 V617F 突变阳

性，CALR Exon9未见突变，未予诊治。2017年11月15日外

院彩超示“巨脾（下缘位于脐下 8.5 cm，右缘位于脐右侧 7.4

cm，脾静脉内径1.7 cm）”，后于2017年11月27日入我院，血

常规示 WBC 22.6×109/L，ANC 5.2×109/L，HGB 93 g/L，PLT

167×109/L。骨髓原始粒细胞占 0.672，流式细胞学检出异常

细胞亚群，优势表达髓系抗原。FISH未检出AML/ETO融合

基因。RT-PCR急性白血病相关基因均阴性。二代测序检出

CEBPA单突变、IDH2及 JAK2突变，检出TET2 SNP，诊断为

MPN-AML。11月23日开始口服磷酸芦可替尼10 mg每日2

次逐渐爬坡至 25 mg每日 2次，治疗 1个月后复查彩超脾脏

长径19.3 cm，厚6.2 cm；12月2日1月04日给予地西他滨20

mg/m2×5 d治疗2个疗程后复查骨穿原始粒细胞占0.300，经

上述治疗后患者脾脏明显减小，缓解了压迫症状，急性白血

病达PR疗效。第 2疗程后因骨髓抑制时间长，合并口腔真

菌感染及肺部感染，地西他滨不能按周期治疗，原发病反复，

后于2018年2月27日及4月8日给予地西他滨20 mg/m2×5 d

及地西他滨20 mg/m2×5 d联合小剂量阿糖胞苷治疗，因骨髓

抑制时间长，3月28日芦可替尼减量至15 mg每日1次治疗1

周后继续原量治疗，5月 6日患者出现昏睡伴左下肢活动障

碍，头颅CT右侧额顶叶大片低密影，血常规WBC 4.57×109/

L，HGB 72 g/L，PLT 48×109/L，后患者家属考虑疾病的不可

逆转性，放弃治疗出院。表观遗传学相关基因突变参与

MPN-AML 发病过程，相较于化疗，地西他滨能更好改善

MPN-AML患者生存；芦可替尼显著缩脾及改善症状，作为

单药有适度抗白血病作用，尤其对MPN-AML患者；但两者

联用于初治MPN-AML报道不多，本例显示两者联合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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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评估能达部分缓解。

C20. Evaluation of different scoring systems and

the gene mutation screenings in the prognosis pre-

diction of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in Chinese

population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u Mengyi, Xu Min, Deng Jun,

Liu Lin, Guo Tao, Hu Yu, Mei Heng

Objective This study examined several scoring systems

for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MDS) patients and explored

the implications of gene mutations in prognosis of Chinese

MDS patients, with an attempt to achieve more accurate prog-

nosis assessment and personalized treatment. Methods The

prognostic conditions were stratified against IPSS/WPSS/IPSS-

R systems in 110 Chinese MDS patients classified by WHO

(2008) criteria respectively, and gene sequencing findings of

84 patients were incorporated the scoring systems to find out if

the mutation profiles were associated with overall survival. Re-

sults Though all three prognostic scoring systems successful-

ly stratified MDS patients, IPSS- R out- performed others in

that it had less overlaps in survival curve, especially in the rela-

tively low- risk group. About 53 of 84 patients (63% ) had at

least one- point mutation, including 64% of the patients with

normal karyotypes. TET2(20.3% ), TP53(14.2% ), ASXL1

(10.7%), DNMT3A (10.7%) and RUNX1(8.3%) were among

the top five genes with the highest mutation frequencies. TP53

mut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severe thrombocytopenia, com-

plex karyotype and higher IPSS-R risk level. The presence of

mutations in any of TP53, RUNX1, EZH2, ETV6 and ASXL1

resulted in shorter overall survival. This was particularly true

for TP53 mutation (P<0.05). Conclusions Our study showed

that IPSS-R was more suitable for Chinese population. And at-

tentions should be paid to the unfavorable mutations that might

exert impact on the survival, especially in patients with rela-

tively low risk. Clinically, MDS patients may benefit from

gene mutation screening for better prognosis assessment and

more effective treatment.

C21. 沙利度胺、司坦唑醇和泼尼松联合治疗可以缓
解芦可替尼治疗MPN-MF患者的血液学毒性
北京协和医院 段明辉 周道斌

贫血和血小板减少是服用芦可替尼治疗的MPN-MF患

者最常见的血液学不良反应，尽管沙利度胺、雄激素和泼尼

松治疗MPN-MF患者贫血有效，但是在服用芦可替尼的患

者中是否依然有效尚不明确。我们将小剂量沙利度胺、司坦

唑醇和泼尼松（TSP）与芦可替尼联合起来，治疗中危-2和高

危MPN-MF患者获得显著效果，现将其安全性和疗效分析

总结如下。本回顾性研究共纳入65例MPN-MF患者，46例

联合TSP治疗，19例没有联合TSP。治疗的头24周内，贫血

反应率和血小板升高≥50×109/L 率在TSP组和非TSP组分别

为 45.7%比 0和 67.4%比 10.5%（P<0.001）。TSP组贫血和血

小板减少的新发生率显著低于非TSP组。非TSP组平均血

红蛋白水平逐渐下降，在12至16周达到最低值，而在TSP组

则缓慢上升。两组肋下脾脏长度缩小达 50%以上的比例相

似，除ALT/AST增高和水肿发上来在TSP组显著增高外，两

组非血液学不良事件发生率相似。综上，TSP治疗可以显著

改善芦可替尼治疗MPN-MF患者的血液学毒性，且不良反

应率可控。

C22. 尿多酸肽有效治疗难治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并促进骨髓巨核细胞分化
1. 北京协和医学院；2. 北京协和医院 周文哲 1 王涛 2 李

红敏 1 许海燕 1 韩冰 2

目的 观察尿多酸肽（CDA-II）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MDS）患者中的疗效，并探索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回

顾性分析2017年10月至2018年6月来自中国5个中心17例

明确诊断MDS、前期治疗无效后采用CDA-II治疗的患者的

临床资料。入组患者均完成常规治疗前评估，包括染色体和

基因筛查。患者均接受标准CDA-II治疗（200 ml/d×14 d，28

d为1个疗程），中位治疗3（2~5）个疗程，记录不良反应及并

发症，并分别评估患者在每个疗程后及随访期末的疗效及生

存情况。分别体外培养CDA-II作用的MDS患者骨髓的单

个核细胞和K562 细胞株，观察细胞向髓系各系分化的情况

及细胞分化相关通路蛋白水平的变化。结果 17 例 MDS

患者，男 13 例（76.5%），女 4 例（23.5%），中位年龄 59（35～

82）岁。MDS-SLD 1例，MLD 9例，EB1 7例。IPSS-R评分：

低危9例，中危7例，高危1例。10例合并不同程度骨髓纤维

化，4 例合并高血压，3 例合并糖尿病。既往治疗包括环孢

素、司坦唑醇、促红细胞生成素、沙利度胺、芦可替尼等，均无

效且停药超过 2 个月。治疗过程中，1 例合并用 EPO 及 G-

CSF，1 例合并用 CsA，既往单用均无效，其余无合并用药。

中位随访时间4（3~7）个月。骨髓评价：CR1例（5.9%），PR 2

例（11.8%），SD 8 例（47.1%），NR 5 例（29.4%），PD 1 例

（5.9%）；血液学CR 1例，PR 2例，HI 6例，ORR（CR+PR+HI）

9例（52.9%），SD 7例（41.2%），PD 1例（5.9%）；中位起效时

间为2（1~3）个月。共54个疗程中出现14例次胃肠道反应、

12例次感染、9例次轻度出血、5例次水肿，及其他少见不良

反应。随访期内无死亡病例。体外培养发现CDA-II可诱导

MDS患者骨髓单个核细胞和K562细胞向巨核系分化，上调

K562 细胞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2（VEGFR2），下调

VEGFR1 水平，但对 VEGFR3 表达无影响。结论 CDA-II

可改善部分难治MDS患者的造血，并在体外通过调节VEG-

FR的水平，体外促进巨核系的分化。

C23. 地西他滨为基础的化疗方案治疗难治性贫血
伴有原始细胞增多的最佳疗效及预后因素分析
徐州市中心医院 马家乐 李晓林 付杰 张璞 向丽

丽 薛燕 王鲁群

目的 研究地西他滨为基础的化疗方案治疗难治性贫

血伴原始细胞增多（MDS-RAEB）患者的临床疗效、安全性

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 61 例地西他滨治疗

MDS-RAEB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价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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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影响生存的相关因素。结果 61例患者中RAEB-1 23

例，RAEB-2 38例。中位治疗4（2~13）个疗程，地西他滨治疗

MDS-RAEB 总有效率为 57.4%，达最佳疗效的中位疗程为

3.5（3~4）个疗程，中位随访 14（2~68）个月，61例患者 1年累

计生存（OS）率和无进展生存（PFS）率分别为83%、75%。延

长OS的因素为用药后最佳疗效达CR、PR、mCR或HI和初

发病时无粒细胞减少（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P值均<0.05）；

延长PFS的因素与OS相同。地西他滨治疗MDS的不良反

应以Ⅳ度骨髓抑制和感染为主，感染部位以肺部感染最常

见。结论 地西他滨治疗MDS-RAEB疗效确切，安全性好；

对地西他滨治疗反应和初发病时是否存在粒细胞减少是影

响预后的重要因素。

C24. BCR/ABL阴性MPN患者的临床特征及症状
负荷评估
暨南大学华侨医院 李丹 郑洁蓉 孟凡珂 廖凯权 黄

凯凯 曾慧兰

目的 分析BCR/ABL阴性MPN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根

据MPN-10对其进行症状负荷评估。方法 收集暨南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2007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1 月收治的 108 例

BCR/ABL阴性MPN患者的临床资料、实验室结果，在院患

者自行填写MPN-10，出院患者电话随访，由研究者代为填

写 MPN-10。通过 MPN-10 对患者生活质量进行评估。结

果 1.①基本特征：108例MPN患者中 PV 24例，ET 55例，

PMF 29例，男 52例，女 56例。②年龄分布：MPN中位年龄

59.5岁，80.0%患者年龄大于 40岁。③症状分布：就诊原因

是贫血症状有76例，肝脾肿大48例，消化道症状11例，肢体

麻木 6例 ，出血症状 12例，头痛 6例，皮疹、视物模糊各有 1

例，无任何症状3例 。④基因分布：JAK2基因表达阳性率为

51.8%。PV、ET及PMF分别为70.8%、56.4%及27.6%。2. 症

状负荷评分 50/108例BCR/ABL阴性MPN患者中接受并完

成MPN-10症状评估。疲劳在PV、ET和PMF患者中的症状

负荷和发生率均最高 [分别为（2.64±1.69）、（3.35±2.37）、

（0.54±1.45）分和90.9%、73.1%、84.6%]。患者的总症状负荷

由高到低依次为 PMF、PV、ET[ 分别为（14.49 ± 15.95）、

（12.83±14.52）、（13.77±19.77）分]。结论 1. MPN中的PV、

ET、PMF虽发病年龄相似，但在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治

疗方面各有特点。2. MPN-10对患者症状的客观化评价，使

MPN的诊断、分层和治疗更精细和个体化，有助于改善生活

质量和预后，用MPN-10进行症状评估应列为MPN治疗研

究的评价指标。

C25. BCR/ABL阴性骨髓增殖性肿瘤血栓事件相关
因素分析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郑洁蓉 孟凡珂 廖凯权 李

丹 黄凯凯 曾慧兰

目的 分析BCR/ABL血栓事件发生的危险因素，以指

导制定个体化治疗，减少血栓事件，提高生存质量。方法

（1）收集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07年11月至2017年11月

诊治的 108 例 BCR/ABL 阴性骨髓增殖性肿瘤[包括真性红

细胞增多症（PV）、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骨髓纤维化

（MF）]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其中30例有血栓

事件，78例无血栓事件。（2）对无、伴有血栓事件两组患者的

临床资料（包括WBC、HB、PLT、脾大、JAK基因、性别、年龄、

高血压、糖尿病、血栓史、亚型等）进行整理，采用卡方检

验、t检验分析不同因素影响下两组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

用Logistic回归分析与血栓事件发生相关的高危症状。（3）检

测 43/108例患者的血液流变学，将血液流变学中的高切、中

切、低切黏滞性指标与血栓事件发生的相关性进行单因素分

析。结果 （1）临床特征：108 例 MPN 患者中，PV 患者 24

例，ET 患者 55 例，PMF 患者 29 例。全部患者中，30 例（占

27.8%）发生血栓事件。（2）危险因素分析：年龄≥60 岁（P=

0.008）、脾大（P=0.002）、高血压病史（P=0.000）、JAK2V617F

基因突变（P=0.034）、既往血栓史（P=0.009）更易发生血栓。

在 3种MPN亚型中，PV患者血栓发生率最高（50%），ET患

者次之（29%），MF 最少（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2）。性别、糖尿病、血红蛋白、血小板≥450 ×109/L、白细

胞≥10×109/L均无统计意义（P>0.05）。（3）血液黏滞性与血栓

事件相关性：43例检测血液黏滞性指标，血栓事件组在不同

剪切率下的表观黏度升高，与血栓事件的发生明显相关（P<

0.05）。结论 年龄≥60 岁、脾大、高血压病史、JAK2V617F

基因突变、既往血栓史、血液黏滞性升高是MPN患者发生血

栓事件的危险因素。

C26. 芦可替尼治疗骨髓增殖性肿瘤疗效与安全性
临床观察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廖凯权 郑洁蓉 孟凡珂 李

丹 黄凯凯 曾慧兰

目的 分析 JAK抑制剂芦可替尼治疗骨髓增殖性肿瘤

患者的治疗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收集暨南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 2015年 11月至 2017年 11月就诊的 5例骨髓增殖性肿

瘤 [包括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ET）、骨髓纤维化（MF）]患者的临床资料、实验室结果，采用

彩超、CT测量脾脏大小，评估脾脏体积，通过MPN10症状评

分表对患者生活质量进行评估。结果 （1）临床特征：5例

MPN患者中，原发性骨髓纤维化（PMF）2 例（60%），真性红

细胞增多症继发骨髓纤维化（post-PV MF）1例（20%），血小

板增多症继发骨髓纤维化（post-ET MF）2例（20%）。中位年

龄73（58~79）岁，ECOG评分1分1例（20%），2分3例（60%），

4分1例（20%）。IPSS-R评分：中危-1 4例（80%），中危-2 1例

（20%）。脾脏大小中位数为肋缘下21（12~48）cm，脾脏体积

中位数为 3021（1598~6311）cm3；芦可替尼起始剂量：血小板

计数在100~200×109/L的患者：15 mg每日2次（2例），血小板

计数>200×109/L 的患者：20 mg 每日 2 次（3 例）。（2）治疗 12

个月后随访：所有患者复查彩超脾脏均有不同程度缩小，其

中4例（80%）患者脾脏体积较未治疗时缩小超过35%，达到

脾脏体积缩小 35%的中位时间为 25（23~40）周。80%的患

者 MPN10症状评分降低超过 50%，生活质量得到改善。（3）

安全性：主要不良事件为贫血和血小板计数降低。所有患者

均出现不同程度贫血、血小板计数降低，大多数患者可通过

减药或支持治疗控制症状，其中1例患者因重度贫血重度肺

部感染合并严重心功能衰竭而中断治疗。结论 芦可替尼

对骨髓纤维化患者疗效明显，主要表现为脾脏缩小、生活治

疗改善，且不良反应易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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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7. MDS与AML的常见基因突变迥异——单中
心数据分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延方 廖林晓 王树娟 王

冲 刘若阳 郝倩倩 李亚飞 汤平 李涛 王萌 马

杰 陈胜梅 孙慧 孙玲 姜中兴

目的 比较分析AML与MDS两组疾病的常见基因突

变的差异。方法 回顾性分析利用MDS/AML-NGS芯片检

测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1 月在郑大一附院诊治的 MDS 和

AML患者的 22种基因突变，并比较其异同。结果 459例

MDS和AML患者送检的标本中有 72%的标本检测到基因

突变，每例患者基因突变中位数为 2（0~7）个，其中 66%的

MDS患者存在基因突变，共检测到173个基因突变，每例患

者的基因突变中位数为 2（0~5）个；75%的AML患者存在基

因突变，共检测到 485个基因突变，每例患者基因突变中位

数为 2（0~7）个；和MDS比较，AML基因突变的阳性率显著

增高（P<0.05），而两者之间的平均基因突变个数无显著差异

（P>0.05）。和 MDS 相比较，AML 患者的甲基化相关基因

（33.8%对17.6%）、激酶相关性基因（22.4%对4.9%）和NPM1

基因（19.2%对5.6%）发生率显著增加（P<0.05），而染色质修

饰相关基因（6% 对 19.7%）及剪接体相关基因（11.7%对

34.5%）发生率显著降低（P<0.05）；RAS途径、转录因子基因

及肿瘤因子抑制物相关基因在MDS和AML患者中的突变

率无显著差异（P>0.05）。按年龄将患者分为60岁以下和60

岁以上（包括 60岁）两组，不同年龄组部分基因突变种类及

其阳性率在 AML 及 MDS 患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

0.05）。结论 MDS 和 AML 的基因突变有部分重叠，同时

MDS与AML均有其特定的基因突变特征，且随年龄不同基

因突变亦有差别。提示二代测序技术在AML/MDS在疾病

的诊断及预测疾病演化中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

C28. 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中
的临床意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杨艳 吴俣

目的 探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骨髓组织

中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的浸润程度与疾病风险及临床

预后的关系。方法 纳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2010年 1月至

2017年 7月初诊原发的MDS患者 115例，采用 IPSS进行疾

病风险分层，将低危和中危-1定义为低风险组，中危-2和高

危定义为高风险组。用免疫组化的方法，分别使用抗CD68

抗体、抗 iNOS抗体和抗CD163抗体标记患者骨髓活检组织

中不同类型巨噬细胞（MΦ）。结果 ①与MDS低风险组相

比，MDS 高风险组中高浸润 CD163+MΦ的构成比例较高

（P<0.001）；与MDS高风险组相比，MDS低风险组中高浸润

iNOS+MΦ的构成比例较高（P<0.001）。②CD163+MΦ高浸

润组的中位OS时间及 3年OS率明显低于CD163+MΦ低浸

润组（13个月对43个月，27%对64%，P<0.001）；iNOS+MΦ高

浸润组的中位OS时间及3年OS率明显高于 iNOS+MΦ低浸

润组（42.5 个月对 11 个月，65%对 27%，P<0.001）。③根据

iNOS+MΦ和CD163+MΦ的浸润程度进一步区分M1型（iN-

OShigh/CD163low）和 M2 型（iNOSlow/CD163high）TAM，可对患者

OS进行更好的预测（53个月对 15个月，P<0.001）。④多因

素分析中，CD163+ MΦ及CD68+ MΦ高浸润、INOS+MΦ低

浸润、低 PLT 水平是影响患者 OS 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MDS骨髓中CD163+MΦ高浸润与疾病高风险及预后不良相

关，INOS+MΦ高浸润与疾病低风险及预后较好相关。对

MDS患者骨髓中TAM亚群做进一步分析有助于疾病风险

及预后的评估。

C29. 荧光原位杂交在诊断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中
的应用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孙峰 姜胜华 刘红

目的 探讨FISH检测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诊

断的临床价值。方法 应用针对 MDS 常见异常的组套探

针，对201例临床拟诊为MDS患者的骨髓标本进行FISH检

测，检出具有MDS诊断价值的遗传学异常。结果 201例拟

诊 MDS患者中有 81例FISH检测结果阳性（40.3%），120例

MDS 确诊患者中 73 例阳性（60.8%），120 例 MDS 患者中

5q-、7q-、20q/12、+8、-Y检出率分别为 28.3%、24.2%、16.7%、

23.3%、0.04%。5q-、7q-、20q/12、+8、-Y 单独阳性分布 9、6、

11、15、6例。出现 2项结果阳性 15例，3项及以上阳性 7例。

结论 对于拟诊为MDS患者进行骨髓标本的间期FISH检

测，有较高的染色体异常检出率，对疾病的诊断有重要价值。

C30. 五联综合诊断技术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诊
断价值的临床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杨再林 陈洁平

目的 探讨骨髓涂片、骨髓活检、染色体显带分析、

FISH及流式细胞术（FCM）五项联合检验对骨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MDS）的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10 月

至2013年11月在我院经五联综合诊断技术联检，由WHO造

血组织和淋巴系统肿瘤分类的标准确诊为 MDS 的患者情

况，并分析单项（骨髓涂片）、双联（骨髓涂片+活检）、三联（骨

髓涂片+活检+染色体显带分析）、四联（骨髓涂片+活检+染

色体显带+FISH）和五联 (骨髓涂片+活检+染色体显带+

FISH+FCM)诊断符合率及其对分型、预后评估的影响。结

果 在248例确诊MDS患者中，二联诊断符合率为79.44%；

三联和四联诊断符合率分别为87.10%、88.71% ；五项联合应

用对MDS的诊断符合率可高达93.15%；均高于骨髓涂片单

项诊断符合率（59.27%），且在MDS亚型的分型及预后评估

方面，骨髓纤维组织的有无及增生程度、染色体核型情况及

其复杂程度、抗原表达是否存在跨系及异常表型的复杂程度

均有独到的价值。结论 同步应用骨髓涂片、骨髓活检、染

色体分析、FISH、及流式细胞学五项联检不仅可以使MDS的

诊断更加准确、可靠，还对MDS亚型的分型、预后评估等都

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应常规进行检测。

C31. 不同程度血小板减少原发性骨髓纤维化患者
的临床特征及其预后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徐泽锋 秦铁军 张宏丽 方力维 胡耐博 潘丽

娟 曲士强 李冰 严欣 史仲珣 黄慧君 刘丹 蔡亚

楠 张瑜堤 张培红 肖志坚

目的 探讨不同程度血小板计数减少原发性骨髓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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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患者的临床特征及其预后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1305

例PMF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重度血小板减少（PLT<50×109/

L）、轻度血小板减少（PLT 50~99 × 109/L）和血小板正常

（PLT≥100×109/L）三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并评价血小板计数

减少在 PMF 的预后意义。结果 1305 例 PMF 患者中，男

718例，女587例；中位年龄55（14~89）岁。1305例PMF患者

按诊断时PLT分为重度血小板减少（PLT<50×109/L）、轻度血

小板减少（PLT 50~99 ×109/L）和血小板正常（PLT≥100×109/

L）三组，各组例数分别为 320例（24.5%）、198例（15.2%）和

787例（60.3%）。在三组患者中年龄>65岁患者比例、有体质

性症状患者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0和 0.004）。在

PLT越低的组别中，HGB<100 g/L患者比例、WBC<4×109/L

患者比例和外周血原始细胞≥3%患者比例越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值分别为<0.001、<0.001和 0.004）。PLT越低的组

别中，异常染色体核型患者比例和预后不良染色体核型患者

比例越高，JAK2V617F突变阳性率越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01）。血小板计数与脾肿大、HGB和WBC为正

相关（P值均<0.001，相关系数分别为 0.131、0.445和 0.156）；

血小板计数与体质性症状和外周血原始细胞比例为负相

关（P 值分别为 0.009 和 0.045，相关系数分别为 -0.096

和-0.056）。三组患者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 32、67 和 89 个

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血小板减少分组（HR=

1.597，95% CI 1.369~1.863，P<0.001）和 DIPSS 预后分级

（HR=2.044，95% CI 1.688~2.477，P<0.001）均是PMF患者独

立的不良预后因素。结论 在原发性骨髓纤维化中，血小板

越低的患者出现贫血、白细胞减少和外周血原始细胞比例增

高的比例越高，临床表现越重，生存预后越差，临床上应采取

更加积极的治疗措施。

C32. 芦可替尼联合泼尼松、沙利度胺和达那唑治疗
骨髓纤维化的探索性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徐泽锋 秦铁军 张宏丽 方力维 潘丽娟 胡耐

博 曲士强 李冰 肖志坚

目的 探讨芦可替尼联合泼尼松、沙利度胺和达那唑治

疗骨髓纤维化患者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对符合

2016 年 WHO 的 PMF、post-PV MF 和 post-ET MF 诊断标准

的患者，采用芦可替尼联合泼尼松、沙利度胺和达那唑治疗，

并评价该方案的临床疗效、血液学计数变化和不良反应。结

果 7例患者纳入研究，男4例，女3例；中位年龄55（36~58）

岁，PMF患者 6例，post-ET MF患者 1例；JAK2V617F突变 4

例，CARL突变 1例，MPLW515突变 1例，3种始动基因突变

均阴性1例；DIPSS预后分组中危-1组2例，中危-2组4例，高

危组 1例；7例患者治疗前均有不同程度的肋下可触及的脾

肿大。7例患者中 5例（71.4%）获得临床改善，2例（28.6%）

疾病稳定。6例（85.7%）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脾脏缩小，肋

下可触及的脾脏缩小中位值 4.5（2~7）cm。7例患者均有不

同程度的临床症状改善，MPN-SAF-TSS评分降低中位值16

（10~30）分。3例患者接受芦可替尼单药治疗过程中，均出

现不同程度的血红蛋白和血小板计数下降，后期接受芦可替

尼联合 PTD 方案治疗后，血红蛋白和血小板均明显上升。

所有7例接受芦可替尼联合PTD治疗的患者，血红蛋白上升

中位值 30（18~54）g/L，血小板计数上升中位值 116（13~

369）×109/L，其中3例（42.9%）患者因血小板计数明显上升而

提高了芦可替尼的治疗剂量。7例接受芦可替尼联合 PTD

治疗的患者均未出现血红蛋白和血小板计数下降等血液学

不良反应，未出现3~4级的非血液学不良反应，1~2级的非血

液学不良反应见于便秘 1例（14.3%）、腹胀 1例（14.3%）、下

肢水肿 1例（14.3%）和ALT升高 1例（14.3%），齿龈感染 1例

（14.3%）。结论 芦可替尼联合泼尼松、沙利度胺和达那唑

治疗骨髓纤维化患者，不仅减少了芦可替尼所致的血液学不

良反应，而且使血红蛋白和血小板计数上升，提高了临床疗

效，但并不增加非血液学不良反应，安全性好。

C33. 以不明原因发热为表现的5q-综合征一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雪

患者，女，59岁，主因间断发热 1月余入院。查体：贫血

貌，胸骨无压痛，全身浅表淋巴结未扪及，心肺听诊未闻及明

显杂音，肝脾触诊不满意。血常规：WBC 4.60×109/L，HGB

78.0 g/L，PLT 73×109/L，Ret 2.26%。血培养、病毒全套、肝肾

功能电解质、风湿免疫全套、血清蛋白及免疫固定电泳、心肌

酶、G试验、GM试验、结明三项、寄生虫、Flaer均无异常。肿

瘤标志物：铁蛋白 258.441 ng/ml余阴性。多次复查胸部CT

均未见明显感染灶。骨髓中可见分类不明细胞。流式及骨

髓活检中未标记出此类细胞。 PET-CT考虑血液系统恶性

增殖性病变可能性大；第二次骨穿可见吞噬现象，基因提示

5q-，患者间断发热，抗感染治疗体温无明显改善，血象持续

降低，合并低蛋白血症，予以环孢素+地塞米松治疗后体温正

常，补充白蛋白及成分输血后，院外口服沙利度胺治疗。

C34. Downregulation of microRNA- 21 expression

inhibits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s G1 arrest and

apoptosis via the PTEN/AKT pathway in SKM- 1

cells
Xi'an central hospital Li Guang, Song Yanping, Xie Jia, Ren

Jingjing, Zhang Yunjie, Gao Fei, Liu Feng, Dai Jinqian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MDS) are characterized by

ineffective hematopoiesis and may progress to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MicroRNAs (miRNA/miRs) as oncogenes

or tumor suppressors regulate a number of biological processes

including cell proliferation, cell cycle and apoptosis in differ-

ent types of cancer cells.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mechanism of miR-21 in the progression of MDS. In the pres-

ent study, the role of miR-21 in the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SKM- 1 cells, a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cell line estab-

lished in the AML/MDS leukemic phase was investigated. The

present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downregulation of miR-21 in-

hibited proliferation, induced apoptosis and caused G1 phase

cell cycle arrest of SKM1 cells. In addition, the expression lev-

els of apoptosis regulator Bcl-2 (bcl2), cyclinD1 and phosphor-

ylated-protein kinase B (AKT)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SKM-1 cells transfected with the miR-21 inhibitor, whils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phosphatase and tensin homolog (P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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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l-associated protein X (bax) and cleaved caspase 3 were sig-

nificantly elevated. Furthermore, knockdown of Akt by small

interfering (si) RNA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bax, cleaved caspase 3 and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bcl2 and

cyclinD1 in SKM- 1 cells. Taken together, these data indicate

that miR-21 targets the PTEN/AKT pathway in the pathogene-

sis of MDS and could be a potential target for MDS therapy.

C35. 伴单纯粒细胞减少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
者骨髓形态学及基因突变特征与预后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史仲珣 秦铁军 徐泽锋 李冰 黄慧君 张宏丽

方立维 潘丽娟 胡耐博 曲世强 肖志坚

目的 探索以单纯粒细胞减少（IN）为表现的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征（MDS）患者的临床、实验室特征及预后。方

法 回顾性分析自2014年1月至2017年10月于我中心就诊

的32例以 IN为表现的MDS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以 IN

为表现的 MDS 患者占所有患者的 3.0%（32/1064），MDS 伴

多系发育异常（MDS-MLD）为最常见类型（12/32，37.5%），修

订的国际预后积分系统（IPSS-R）多属相对低危组（极低危、

低危及中危；25/29，86.2%）。骨髓形态学示粒系发育异常20

例（62.5%）、红系18例（56.3%）及巨核系15例（46.9%），20例

（62.5%）存在多系发育异常。体外集落形成细胞培养示 22

例（75.9%）存在CFU-E或BFU-E水平下降，20例（69.0%）存

在CFU-GM水平下降。对27例患者进行112个血液肿瘤相

关基因的基因突变检测，共检测到50个突变，最常见突变基

因为CEBPA（18.5%），按照基因功能分类最常见为编码转录

因子的基因突变（37.0%）。患者中位总生存（OS）时间为 36

（21.4~50.6）个月，1 年及 2 年 OS 率分别为 92.2%（95% CI

72.2%~98.0%）和 77.8%（95% CI 57.0%~98.6%），1 年和 2 年

无白血病生存率分别为 85.9%（95% CI 62.1%~95.3%）和

76.4%（95% CI 54.3%~98.5%），4例患者转为急性髓系白血

病，IPSS-R分组分别为3例中危组、1例低危组，基因检测提

示其存在 ASXL1、RUNX1 和 U2AF1 等突变，对其中 2 例进

行转白时标本测序发现原有突变的突变等位基因频率

（VAF）升高伴新获得的 KRAS 及 FLT3-ITD 等突变。结论

以 IN起病的MDS在临床中少见，骨髓发育异常及造血组细

胞减少系别与外周血细胞减少系别不一致，支持WHO 2016

分型中用MDS伴单系发育异常（MDS-SLD）取代难治性贫

血（RA）、RN和难治性血小板减少（RT）。IPSS-R不能对这

部分患者的预后做出准确判断，应结合基因突变以便更精准

指导临床治疗选择。

C36. 慢性嗜酸粒细胞白血病的靶向测序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曲士强 秦铁军 徐泽锋 肖志坚

目的 分析慢性嗜酸粒细胞白血病（CEL）的分子学特

征。方法 对 24例伴PDGFRA、PDGFRB或FGFR1重排的

CEL患者进行靶向测序，利用权威数据库进行变异注释及氨

基酸突变分析，推测可能致病性突变。 结果 24例患者包

括19例伴FIP1L1-PDGFRA重排，3例伴FGFR1重排，2例伴

PDGFRB 重排。17 例（71%）患者检出至少一种（1~6 种）突

变，包含了 26 个基因的 37 种突变，平均每人检出 2.2 种突

变。 其中包含 4种血液肿瘤致病性突变（Ⅰ类），26种可能

致病性突变（Ⅱ类），7种意义未明的突变（Ⅲ类）。Ⅰ类突变

包括 1 例 PDGFRB 重排患者检出 NRAS Exon2 的 G12C 和

RUNX1 Exon2 的 R139Q 点突变，该患者起病后 6 个月出现

颈部淋巴结肿大，淋巴结免疫病理提示 T 淋巴母细胞淋巴

瘤。 2 例 FGFR1 重排患者分别检出 ASXL1 Exon12 的

Y591X和RUNX1 Exon3的R174Q点突变，该 2例患者分别

于起病后 2个月和 4个月进展为急性髓系白血病。所有 19

例伴 PDGFRA重排的患者均未检出Ⅰ类突变，包括一例同

时存在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的患者。此外发现一些重现性

突变基因包括：FAT1（4，17%），RUNX1（4，17%），FGFR3（3，

13%），KIT（2，8%），RELN（2，8%）和NOTCH2（2，8%），其余

突变基因均只在一例患者中被检出。未发现重现性突变位

点及热点突变区域。 15例FIP1L1-PDGFRA融合基因阳性

患者接受伊马替尼（100 mg/d）治疗，完全血液学缓解（CHR）

率为 93%（14/15），完全分子学缓解（CMR）率为 100%（15/

15），获得CMR的中位时间为3个月，8例维持治疗患者中位

随访49个月，均处于完全分子学缓解状态，CMR中位持续时

间 40个月。结论 我们的结果显示虽然PDGFRA/B及FG-

FR1基因重排单一因素可致病，但伴 PDGFRB 和FGFR1 重

排的患者疾病进展往往累及到其他致病基因。

C37. 进展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移植时机影
响预后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王红 李艳 李永辉 于力

目的 通过分析进展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

者的治疗及生存状况，讨论最佳的治疗选择。方法 对106

例小于60岁的进展型MDS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通过调取

病历资料，对进展型MDS患者的治疗及生存情况进行统计

学分析。结果 106例进展型MDS患者中，移植患者60例，

未移植患者 46例，两组基线（年龄、血常规、骨髓原始细胞、

MDS分型、IPSS-R评分、基因突变情况等）一致性较好，移植

患者的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均优于未移植

者（P<0.001）；初治组（移植前仅接受支持治疗或者免疫治

疗）患者37例，移植前接受去甲基化治疗或化疗患者23例，

二者OS（P=0.26）和移植后生存期相当（P=0.22）；缓解组（移

植前接受去甲基化治疗或化疗且取得缓解）患者18例，未缓

解组（移植前接受去甲基化治疗或化疗但未获得缓解）患者

5例，初治组与缓解组相比，其OS（P=0.51）和移植后生存期

相当（P=0.39）；初治组与未缓解组相比，前者OS（P=0.10）和

移植后生存期（P=0.08）优于未缓解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结论 进展型MDS患者移植治疗者生存明显优于未移

植者，且尽早移植患者预后佳。提示我们，进展型MDS患者

若条件允许，可尽早行移植治疗，可能不必要移植前进行去

甲基化治疗或化疗。

C38. MDS/MPN伴环形铁粒幼细胞及血小板增多
二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梁志鹏

MDS/MPN 伴环形铁粒幼细胞及血小板增多（MDS-

MPN-RS-T）是 2016年WHO中的一种新亚型，发病率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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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回顾性分析了 2例MDS-MPN-RS-T患者的临床资料，

其中一例患者伴有SF3B1（K700E）突变基因阳性，我们另外

发现新的特点，均伴有较严重的纤维组织增生。为此，我们

报道旨在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且对高度疑似MDS-MPN-

RS-T的患者，应行SF3B1、SRSF2、MPL等基因检测。

C39. Abnormity in the altered bone marrow micro-

environment of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thrombocy-

themia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xperimental Hematology, Key Labo-

ratory of Blood Disease Gene Therapy, Institute of Hematolo-

gy and Blood Disease Hospital, CAMS & PUMC Sun Ting,

Gao Yuchen, Zhang Lei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systematically and thor-

oughly assess the bi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BM- MSC and SNS in patients with ET and explored the ef-

fects of IFNα- 2b exerted on them. Methods (1) Bone mar-

row mononuclear cells were isolated from bone marrow and

BM-MSC were purified by adherent culture and passaging in

DMEM/DF12 supplemented with 10% fetal bovine serum. (2)

The morphology of BM-MSC was observed under an inverted

microscope. (3) The immunophenotype markers of BM- MSC

were examined by flow cytometry. (4) In the spe cific- induc-

tion mediums, BM-MSC were induced to differentiate into adi-

pocytes and osteoblasts, which were identified with corre-

sponding staining. (5) The proliferation rate of BM-MSC was

detected. (6) The senescence of BM-MSC were determined by

β-galactosidase staining. (7) The apoptosis of BM-MSC were

determined by using flow cytometry. (8)Nestin + cell number

and nestin messenger RNA expression were detected by immu-

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and RT- PCR respectively. (9) The

production of CXCL12 was detected by ELISA method. (10)

Umbilical cord derived CD34 + cells were purified by mini-

MACS immunomagenetic method and co- cultured with BM-

MSC to assess the function of BM-MSC to support hematopoi-

esis including the amplification of hematopoietic cells and clo-

nogenic potential of CFUs (CFU-G, CFU-M, CFU-GM, CFU-

Mix, BFU-E and CFU-MK). The expression of hematopoietic

growth factors such as SCF, IL-6 and VEGF were detected by

ELISA method. Results (1) BM-MSC were successfuly iso-

lated and purified from patients with ET and normal controls.

(2)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morphology be-

tween BM- MSC from patients with ET and normal controls.

Both BM- MSC exhibited bipolar spindle- like cells with a

whirlpool- like array. (3) BM-MSC from patients with ET and

normal controls also had no discrepancies in immunopheno-

type characteristics. (4) BM- MSC from ET showed increased

proliferation, lower apoptosis capacity and decreased senes-

cence. (5)In MPN patients, nestin+cell number and nestin mes-

senger RNA expression were markedly increased. (6) Neverthe-

less, BM- MSC from ET patients expressed lower levels CX-

CL12 than healthy controls. (7) BM- MSC from ET patients

were more difficult to induce to osteoblasts than healthy con-

trols. (8) Both BM-MSC from ET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had the potential to support hematopoiesis. However, BM-

MSC from ET patients had reduced capacity to amplify CD34+

cells and maintain long- term hematopoiesis. BM- MSC from

ET patients expressed lower levels SCF, IL-6 and VEGF than

healthy controls. Conclusion BM- MSC from ET patients

were multiply defective both in biological properties and func-

tions. (2) BM-MSC from ET were abnormal in proliferation，

senescence, apoptosis and differentiation. (3) BM- MSC from

ET had reduced capacity to maintain hematopoiesis.

C40. Decitabine improves platelet recovery by

down-regulating IL-8 level in MDS/AML patients

with thrombocytopenia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xperimental Hematology,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 Blood Diseases Hospital, CAMS & PUMC;

2.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Zhang Wenxia1,2, Wang Fuxu2, Zhou Ji-

axi1, Jiang Erlie1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decitabine (DAC) promoting PLT recovery in MDS/AML pa-

tients. Methods Clinical data of cytokines in peripheral

blood were collected in MDS and AML patients along with

healthy donors (HD), including IL-1β, IL-6, IL-2R, IL-8 and

IL-10. 4 cases were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DAC chemother-

apy. To explore the origins and changes after DAC treatment

of increased cytokines, we isolated and cultured bone marrow

CD34+ cells an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 from patients

and HDs in vitro, which were identified by flow cytometry. We

detected the expression changes of cytokines by real-time poly-

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Results Compared with HD,

the levels of IL- 8 and IL- 2R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MDS/AML patients. And the IL-6 was also elevated in MDS

patients. Strikingly the IL- 8 levels were elevated in patients

with thrombocytopenia.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a signifi-

cant invers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s of IL-8 and the PLT

counts. Interestingly, the levels of IL- 8 were markedly de-

creased after DAC treatment in vivo. In vitro detection demon-

strated that the CD34+ cells and MSC may be the extra sources

of abnormally increased IL-8. DAC can dramatically lower the

level of IL-8 in CD34+ cells and MSC in vitro conditions. Con-

clusion We provide a new evidence that the abnormal in-

crease of IL-8 in MDS/AML patients may lead to thrombocyto-

penia and DAC chemotherapy can improve the PLT recovery

by lowering the IL-8 levels.

C41. 羟基脲序贯活血化瘀中药加减治疗骨髓增殖
性肿瘤16例
石家庄平安医院 张振会 陈磊 谷贺 李翠娜 尹旭

燕 陈伟 韩聪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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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羟基脲序贯活血化瘀中药加减治疗骨髓增

殖性肿瘤的远期疗效。方法 选择2016.6~2018.1的门诊或

住院患者，与患者充分沟通，取得患者知情同意，作为入组观

察病例，其中男10例，女6例，中位年龄53（33~71）岁，病程7

个月~4.5 年，完善骨髓、活检、染色体及 BCR/ABL、JAK2

V617F、MPL、CALR等基因检查，确诊为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PV）8例，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5例，原发性骨髓纤维

化（PMF）3例（增殖期），符合中国专家共识诊断标准，口服

羟基脲 1.0~2.0 g/d，根据血常规调整剂量，中药以桃红四物

汤加减治疗，一日一付，PV患者酌加清肝理气中药（柴胡、龙

胆草、黄芩、夏枯草、枳壳），ET 患者酌加破血逐瘀药物（三

棱、莪术、水蛭、姜黄、郁金），PMF 患者酌加祛瘀生新中药

（大黄、鳖甲、土鳖虫、鸡血藤），随症加减，2月1个疗程，共治

疗3个疗程。结果 完全缓解8例，部分缓解6例，好转1例，

无效1例，临床未见明显毒副作用。结论 羟基脲序贯活血

化瘀中药加减治疗骨髓增殖性肿瘤疗效确切，无明显副作

用，有待长期随访观察。

C42. High expression of Pim- 2 induce the HSC

proliferation in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via

IDH1/HIF1-α signaling pathway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

al Hospital Liu Zhaoyun, Tian Memngyue, Deng Kai, Huang

Lei, Liu Hui, Wang Yangyang, Fu Rong

Objecetive Our previous studies demonstrated that Pim-

2 was elevated in cell lines derived from solid tumors (A549

and H1299) and hematopoietic malignancies (K562 and RPMI-

8226). Downregulation of Pim- 2 resulted in the arresting of

cells in the G0/G1 phase. Pim-2 is a serine/threonine protein ki-

nase with essential roles in the regulation of signal transduc-

tion cascades, which promotes cell survival and proliferation.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expression and effect of

Pim- 2 in patients with MDS/AML. Methods Twenty- three

healthy donors, thirty-six cases of MDS (1 case of single lin-

eage dysplasia, 1 case of 5q-syndrome, 5 cases of ring sidero-

blasts, 5 cases of multilineage dysplasia, 7 cases of excess

blasts- 1, 17 cases of excess blasts- 2) and eighteen cases of

AML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he expression of Pim-2 and

poor overall survival and disease progression gene IDH1 and

HIF1-α in CD34 + cell isolated from bone marrow of patients

with MDS/AML and MDS cell lines (MUTZ- 1 and SKM- 1)

were tested by qRT-PCR. In vitro, Short interfering RNA was

used to downregulate of Pim- 2 in MDS cell lines. The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cell cycle were tested by CCK-8 and flow cy-

tometry. Western blot analysis evaluated the content of Pim-2,

P21, CDK2, IDH1, HIF1- α in cell extracts following siRNA

transfection for 48 h. Results Pim-2 transcripts were signifi-

cantly increased in MDS and de novo AML in comparison

with healthy donors (P<0.001) respectively. Furthermore,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 A(SLD/MLD/RS/

5q- syndrome, n=12) and group B (EB-1/EB-2, n=24) of MDS

paitients (P<0.001). The consistent result was shown in MDS

cell line (MUTZ-1, SKM-1) and AML cell line (KG-1) by the

real time PCR and western blotting. Downregulation of Pim-2

delayed G0/G1 cell cycle progression in MUTZ-1 and SKM-1

MDS cell. Western blot showed that CDK2 were markedly

downregulated, whereas p21 was markedly upregulated. The

CCK8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ell proliferation was signifi-

cantly reduced in Pim-2 siRNA cells compared with the con-

trol cells.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PCR and western blot results

showed that Pim- 2 expression is negatively correlation with

IDH1, and positively correlation with HIF1-α in MDS CD34 +

cells. Following treatment with Pim- 2 siRNA, the IDH1 pro-

tein was markedly downregulated, whereas HIF1-α was mark-

edly upregulated. Conclusion Collectively, these results sug-

gested that Pim-2 is elevated in MDS patients and the expres-

sion of Pim-2 induce the elevated expression level of HIF1-α

via decreasing the expression of IDH1, resulting the accelera-

tion of CD34+ cells proliferation. Therefore Pim-2 may be a po-

tential biomarker for MDS diagnosis or therapy target.

C43. 索拉菲尼治疗FLT3/ITD基因阳性的骨髓增殖
性疾病/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一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孟小莉 田文亮

患者，女，48岁，3个月前现头晕、乏力，1个月前症状加

重，院外血常规：WBC 9.5×109/L，HGB 46 g/L，PLT 126×109/

L。给予叶酸、维生素B12治疗，同时输红细胞支持 1个月后

转入我院。查体贫血面容，脾脏肋缘8 cm触及。辅助检查：

血常规 WBC 46.40×109/L，HGB 82 g/L，PLT 89×109/L；白细

胞手工分类：单核 2%，淋巴 16%，中性分叶 60%，中性杆状

8%，中性中幼 5%，中性晚幼 3%，未分类原始+幼稚 6%，5个

晚幼红/100 WBC。单核细胞绝对值0.92×109/L。尿常规、大

便常规、甲功三项、甲状腺相关抗体、结缔组织全套无异常。

PET-CT：脾大伴不均匀性代谢活跃，中央及外周骨髓弥漫性

代谢活跃灶，考虑血液系统恶性增殖性病变，脾内代谢缺损

区，考虑梗死。骨髓象：骨髓增生明显活跃，原始4.4%，早幼

粒细胞 12.0%，粒红两系病态造血，巨核细胞>200个。免疫

分型占原幼细胞（B 门）占 3.7%，比例增高，高表达 CD38、

HLA-DR、CD13、CD33、cMPO，提示为异常幼稚单核细胞。

染色体核型：45, X，-X[15]/46，XX，N[5]。FISH：-5/5q-、-7/

7q-、+8、20q-无异常。BCR/ ABL 阴性，FIP1L1-PDGFRα阴

性；43 种白血病筛检基因均阴性；骨髓增增殖肿瘤相关基

因：JAK2V617F、JAK2（exon12）、MPL、CALR均阴性；FLT3/

ITD 基因突变检测阳性，NPM1基因突变检测阳性。骨髓活

检病理：骨髓组织增生活跃，粒系增生活跃，原始幼稚细胞单

个可见（5%），红系、巨核系正常，Gomori染色（+）。诊断骨

髓增殖性疾病/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FLT3/ITD 基因阳性），

确诊后未再输血，因不同意地西他滨化疗，给予索拉菲尼

（0.4 g每日2次）治疗10天后复查血常规：WBC 4.10×109/L，

HGB 75 g/L，PLT 66×109/L；2个月后血常规基本正常。

C44.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去甲基化治疗后
WT1 mRNA水平的变化及预后意义
1.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广东省老年医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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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所；2. 华南理工大学 耿素霞 1 张弘扬 1 黄欣 1 赖沛龙 1

邓程新 1 李敏明 1 陆泽生 1 王玉连 1 翁建宇 1,2 杜欣 1,2

目的 通过检测去甲基化治疗 MDS 患者 WT1 基因转

录本水平的变化评估WT1基因变化在判断患者疗效、区分

不同疾病稳定状态患者中的意义。方法 2009 年 11 月至

2018年3月，在我院确诊并接受了至少4个周期的去甲基化

治疗的MDS患者，收集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不同疾病状态

骨髓及外周血标本，采用实时定量 PCR技术检测骨髓及外

周血WT1转录本的变化。结果 56例MDS患者去甲基化

治 疗 3~5 个 疗 程 后 WT1 mRNA 水 平 [57.310（0.010~

3309.510）]较治疗前 [114.354（0.175~6249.793）]明显降低

（P<0.001）。其中 20 例患者病情进展或转白后的 WT1

mRNA 表 达 水 平 [626.421（11.717~11878.792）] 较 治 疗 前

[142.267（6.361~6249.793）]明显增高（P=0.001）。去甲基化

治疗后获得疾病稳定（SD）的患者 45例，根据SD期间WT1

mRNA变化，将患者分为增高与非增高两组。SD期间WT1

mRNA表达水平增高的患者中，发生病情进展或转AML的

比例为 95.65%（22/23），而SD期间WT1 mRNA表达水平非

增高组的患者中，病情进展或转AML的比例为9.09%（2/22）

（χ2=33.852，P=0.000）。与 SD 期间 WT1 mRNA 表达水平非

增高的患者相比，SD期间WT1 mRNA表达水平增高的患者

的总生存（OS）和无进展生存（PFS）期明显缩短。中位OS期

分别为16.5个月对36个月（P<0.001）；中位PFS期分别为13

个月对 28个月（P<0.001）。结论 WT1 mRNA表达水平变

化是一项有效评估去甲基化疗效的实验室指标，尤其对处于

SD的患者，动态检测WT1 mRNA表达水平，可预测病情演

变，从而指导临床治疗。

C45. 地西他滨及 allo-HSCT治疗初治骨髓增生异
常综合征患者合并血小板减少及预后分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卫生部血栓与

止血重点实验室 唐雅琼 韩悦 楚甜甜 陈佳 苗瞄

陈苏宁 仇惠英 唐晓文 傅琤琤 阮长耿 吴德沛

目的 探讨地西他滨及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

HSCT）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合并血小板减少

的疗效及预后影响。方法 2012年 6月至 2015年 6月于苏

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初治MDS患者，分别接受A组：

地西他滨（20 mg/m2×5 d）、B组：地西他滨（20 mg/m2×5 d）联

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探究地西他滨及

allo-HSCT 治疗 MDS 合并血小板患者疗效及预后。结果

总计 120 例，其中男 83 例，女 37 例，中位年龄 42（7~75）岁。

A、B两组各 60例。各亚组患者基本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

别、ECOG 评分、WHO 分型、IPSS 分型、IPSS-R 分型、白细

胞、血小板及血红蛋白水平均匹配。多因素分析表明，重度

血小板减少（PLT<20 × 109/L）、染色体核型差、重度贫血

（HGB<60 g/L）等是影响 MDS 患者的独立危险因素。地西

他滨中位治疗 4（3~7）个疗程，两组患者治疗后血小板计数

显著提高（P=0.004），75 例（62.5%）患者达到血小板主要疗

效，19例（15.8%）获得次要疗效。B组患者生存明显优于A

组患者（未达到对 17个月，P=0.003）。两组患者中，合并重

度血小板减少的患者生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9个月对未

达到，P=0.172）。重度血小板减少患者接受地西他滨后，血

小板治疗有效的患者生存明显改善，同时接受 allo-HSCT后

生存优于非移植患者（P=0.033）；地西他滨治疗无效的患者，

allo- HSCT 可使患者获益，然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184）。结论 地西他滨可提升初治 MDS 患者血小板水

平，改善预后；allo-HSCT是改善MDS合并血小板减少患者

预后的有效治疗方法。

C46. 单用去甲基化药物与联合HDACi治疗MDS/

AML疗效的meta分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卫生部血栓与

止血重点实验室，苏州大学唐仲英血液研究中心 潘婷婷

韩悦 戚嘉乾 尤涛 唐雅琼 杨丽萍 缪文静 吴德

沛 朱力

目的 比较HDACi+联合治疗与去甲基化单药治疗骨

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疗效，我们搜集了相

关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的文章，进行meta分析。方法 在

Embase和Pubmed数据库收集全部关于比较HDACi与DAC

联合治疗与去DAC单药治疗MDS/AML的随机对照临床试

验的文章。提取其中的完全缓解率（CR）、血液学缓解率

（HI）、总体反应率（ORR）、总体生存（OS）、血液学毒性，进行

meta分析。应用Cochrane’s Q检验和 I2检验分析其异质性，

根据异质性大小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并对

总体生存进行MDS和AML的亚组分析其疗效。结果 共

有 7 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分析了 922 例患者，包括 464 例

HDACi+DAC联合治疗MDS/AML和 458例DAC单药治疗

的患者。meta分析发现，在完全缓解率、血液学缓解率、总体

反应率、总体生存、血液学毒性方面，两种治疗方案均无统计

学意义，对于总体生存进行MDS和AML的亚组分析，两方

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HDACi+DAC联合治疗MDS/

AML 与 DAC 单药治疗相比，不改善临床疗效及预后。

HDAC并不改善MDS/AML患者预后。

C47. 伴有 t(2;11)(p21;q23)染色体易位的髓系血液
肿瘤的临床及实验室特点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王四平 刘旭平

目的 分析伴有 t(2;11)(p21;q23)的异常髓系肿瘤的临

床和实验室特点，总结该类疾病的共同点及差异。并根据该

类疾病分子生物学机制，探索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发病机

制。方法 采用骨髓细胞24 h 1640培养基短期培养法制备

染色体标本，R或G显带技术进行显带，并使用meta system

系统进行扫描，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应用流式细胞术进行

免疫分型分析。对6例伴有 t(2;11)(p21;q23)的血液病患者进

行回顾性分析随访治疗结果和生存期。结果 6例患者诊

断趋同，均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或者急性髓系白血病。患

者无明显特异性阳性体征。流式免疫分型呈现髓系单抗

CD34、CD33、HLA-DR 高表达。核型分析 6 例 t(2;11)(p21;

q23),均为原发性异常。其中 4例患者为单纯 t(2;11)，2例伴

有附加异常。6例患者中 4例治疗，2例未治疗。治疗患者

中，2例目前仍在持续治疗当中，1例失访，1例放弃治疗。4

例治疗患者中有3例首次化疗后均未达到缓解。结论 伴 t

(2;11)(p21;q23)血液系统肿瘤较少见，其临床和实验室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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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性比较明显。在诊断上呈现同质化，大多为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征（MDS）。其发病机制为染色体易位导致 miR-

125表达异常，预后较差。伴有该染色体易位的疾病的发病

机制较为独特，但需进一步研究，更为敏感的治疗方案以及

是否有必要对该类疾病进行独立分型需更多病例观察。

C48. 基于二代测序的CCUS、ICUS和MDS患者的
临床特点分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 薛胜利 王

超 储小玲 于景秋 撖荣 邱桥成 沈宏杰 陈苏宁

吴德沛

目的 探讨中国人群中意义未明的克隆性血细胞减少

症（CCUS）、意义未明的特发性血细胞减少症（ICUS）及骨髓

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三者的临床特点及关联性。方法

从 2016年 7月至 2017年 7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进行

二代测序的 2100例患者中筛选出CCUS患者 46例和 ICUS

患者82例，并将CCUS、ICUS患者数据与2016年7月至2016

年 12月初诊送检二代测序的 67例MDS患者数据资料进行

对比，结合临床特征及二代测序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CCUS 组与 MDS 组的性别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250），而 ICUS组与MDS组的性别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02），CCUS和MDS多见于男性，而 ICUS多见于女

性患者。CCUS组、ICUS组和MDS组的中位发病年龄分别

是 62、47.5 和 55 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69），但 ICUS

组分别与CCUS组和MDS组相比，发病年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值分别为0.045和0.034），CCUS组和MDS组发病年

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36）。而60岁以上患者在CCUS

组明显多于 ICUS组和MDS组。MDS患者发病时的白细胞

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及血红蛋白水平均较 CCUS 组和

ICUS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01），而血小板计

数水平在三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54），CCUS 组

与 ICUS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CUS 组以 DNMT3A、

TET2、NOTCH1、BCOR和ASXL1突变最为多见；而MDS组

以 ASXL1、U2AF1、DNMT3A、TET2、RUNX1 和 SETBP1 突

变最为多见，但这些常见基因的发生在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结论 CCUS 患者的性别构成比及发病年龄接近于

MDS患者，CCUS和MDS患者多见于男性，而 ICUS患者多

见于女性。CCUS和MDS患者的发病年龄较 ICUS患者大，

尤其是CCUS患者多见于60岁以上人群。CCUS和 ICUS患

者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及血红蛋白下降相对MDS较轻，血

小板下降水平无明显差异，基因突变频谱也无明显差异，进

展为MDS/AML的风险暂不明确。

C49. 两种新的不典型MPL突变在原发性血小板增
多症中的作用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红十字医院） 谢娟 陈秀

花 高峰 田婷婷 范丽芳 胡晋君 朱桂杨 张耀方

王宏伟

目的 明确 MPLA497- L498ins4 和 MPLW515RQ516E

两种新突变是否为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发生的驱动基

因。方法 采用慢病毒包装技术，将MPLA497-L498ins4和

MPLW515RQ516E两种突变转导入BaF3细胞中，MPLA497-

L498ins4 和 MPLW515RQ516E 为实验组，MPLW515L 为阳

性对照组，MPLWT、载体对照、Ba/F3 为阴性对照组。通过

IL-3 撤退和 TPO 敏感性实验对各组细胞增殖能力进行分

析。流式比较各组不同浓度TPO 条件下细胞G1、G2、S期比

例。Western blot检测各组在无 IL-3条件下 JAK/STAT、PI3/

AKT、MAPK/RAS通路活化情况。结果 ① IL-3撤退实验：

撤 IL-3后，MPLA497-L498ins4和MPLW515RQ516E组具有

类似 MPLW515L 组的不依赖 IL- 3 自主促增殖能力（P>

0.05）。 ② TPO 敏 感 性 实 验 ：MPLA497- L498ins4 和

MPLW515RQ516E组对TPO呈现高敏感性。在2 ng/ml 和1

ng/ml TPO条件下，实验组与MPLWT组增殖能力相当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无或低浓度（0.001 ng/ml）

TPO条件下，实验组均具有明显增殖优势，与各阴性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③细胞周期分析：不

同浓度的TPO 条件下，实验组与MPLW515L组均表现为低

比例的 G1期和高比例的 S 期，而 MPLWT 组仅在高浓度的

TPO条件下出现高比例的S期。④Western blot：撤因子培养

48 h 后 ，实 验 组 与 MPLW515L 组 p- JAK2、p- STAT3、p-

STAT5、p-ERK、p-AKT蛋白水平显著增高，而MPLWT、空载

体组、Ba/F3组无或仅有弱的表达。结论 目前发现的MPL

突变以点突变类型为主，本研究报道了两种不典型MPL突

变 插 入 突 变 MPLA497- L498ins4 和 双 点 突 变

MPLW515RQ516E，通过功能研究证实发现此两种突变体均

具有类似MPLW515突变的自主促细胞增殖作用。

C50. 一例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病例向急性髓系白
血病转化的分子克隆性演变
1.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2.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陈禹

欣 1 张玲 2 赵薇薇 1

目的 利用二代测序的方法分析一例初诊为ET，后来

逐渐向AML转化的患者的基因突变谱，一窥这类病例的分

子克隆性演变特点。方法 利用 illumina nextseq测序平台，

通过捕获建库的方法，分析175个血液肿瘤相关基因的全外

显子区，与人类基因组参考序列比对，并参考世界各大人群

及肿瘤数据库，找出具有致病意义的基因变异。结果 2011

年该 48岁男性患者确诊为ET时 JAK2 V617F阳性，后长期

口服羟基脲治疗并规范随诊。2017年11月复查骨髓形态提

示原始粒细胞 4%，流式细胞学提示 1.3%髓系原始细胞，二

代测序提示有 JAK2 V617F及TP53 V143M突变。2018年 4

月复查骨髓形态提示 AML-M5 骨髓象，流式细胞学提示

34.5%的 AML 肿瘤细胞，二代测序提示有 JAK2 V617F、

TP53 V143M、CBL C396R、NRAS G12D 及 PTPN11 F71L 突

变。结论 本病例在转化初期先检测出TP53突变，后再检

测出其他 3 个分子克隆，提示 TP53 突变可能是 JAK2 V617

阳性的 ET 向 AML 转化的早期事件；而 CBL、NAS 和

PTPN11基因突变提示疾病转化后期可能存在RAS等多条

信号通路的激活。

C51. 小剂量地塞米松对原发性骨髓纤维化合并贫
血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分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甘思林 孙慧 马杰 仵菲斐

刘玺 陈胜梅 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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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小剂量地塞米松治疗原发性骨髓纤维化合

并贫血患者的疗效、安全性及起效时间。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年10月至2017年10月在本院血液科门诊随访的37例

原发性骨髓纤维化合并贫血长期应用小剂量地塞米松（1.5

mg/d）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用药6个月后，统计分析用

药前后血红蛋白水平、不良反应及起效时间。结果 ①非输

血依赖患者 25例，血红蛋白≥100 g/L 2例（8.0%），血红蛋白

升高≥20 g/L 8例（32.0%）。输血依赖患者12例，血红蛋白≥
60 g/L 2例（16.7%）。总有效率 32.4%。②达到上述疗效的

平均时间分别为3.5、4.1、5.2个月。③有效患者中，平均红细

胞体积均有所下降。④所有患者均无明显糖皮质激素相关

不良反应发生。结论 小剂量地塞米松对原发性骨髓纤维

化合并贫血患者的贫血改善疗效较好，不良反应较少且轻微

可耐受，对输血依赖患者有效率相对较低，起效时间较长。

C52.低剂量地西他滨序贯改良CAG方案治疗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征致突变基因ASXL1和U2AF1转阴一例
兰州军区总医院 吴涛 田明明 薛锋 汉英 王晓靖

潘耀柱 王存邦 白海

目的 观察低剂量地西他滨序贯改良CAG方案治疗骨

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临床疗效。方法 对 1 例 U2AF1 和

ASXL1基因阳性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予低剂量地西他

滨序贯改良 CAG 方案的疗效进行分析，并相关文献复习。

结果 本例患者经给予5个疗程低剂量地西他滨+改良CAG

方案联合化疗后突变基因 U2AF1 和 ASXL1 转阴。结论

低剂量地西他滨序贯改良CAG方案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

征的临床疗效良好，值得临床上推广。

C53. 地西他滨联合化疗优于地西他滨单药治疗
MDS-EB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梦琳 刘延方 郝倩倩 廖林

晓 王冲 郭程娱 王树娟 陈胜梅 马杰 王萌 汤

平 姜中兴

目的 比较分析地西他滨单用和联合其他方案治疗

MDS-难治性贫血伴有原始细胞过多的临床疗效的差异。方

法 利用回顾性分析搜集于2017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郑

大一附院诊治的MDS-RAEB患者，根据其单用地西他滨或

联合其他方案分为2组，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诊断与治疗

中国专家共识（2016年版）评价其疗效，并比较其异同。结

果 77例患者中 64例仅使用地西他滨，13例使用地西他滨

联合其他方案，两组患者之间年龄、性别、分型、预后、治疗前

血生化及预后危险分层均无显著差异；与单用地西他滨组相

比，联合其他方案组的疗程更长（P<0.001）。单用地西他滨

组总有效率（ORR）[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血液学

改善（HI）+ 骨髓完全缓解（MCR）]为 81.25%（52/64），地西他

滨联合其他方案组ORR为92.31%（12/13），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其中单用组达到CR的有15例，CR率为23.4%，

联合其他方案组有6例达到CR，CR率为46.2%，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单用地西他滨组复发率 14.06%（9/64），地

西他滨联合其他方案组复发率38.46%（5/13），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但是后者无病生存（PFS）期明显长于前者

（P=0.001）。单用地西他滨组总生存时间（OS）的中位数为

14个月，地西他滨联合其他方案组中位数为38个月，明显高

于单用地西他滨组（P<0.001）。结论 地西他滨治疗MDS-

RAEB疗效确切，地西他滨合并其他方案组无病生存时间和

总生存时间更长，疗程越长时疗效越好。

C54. JAK-STAT信号通路在甲异靛诱导SET2细胞
凋亡并抑制其增殖中的作用研究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实验血液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鼓楼医院

吕成兰 1,2 刘晋琴 1 陈兵 2 肖志坚 1

目的 观察甲异靛对 JAK2/V617F 杂合突变细胞系

SET2 细胞凋亡及增殖功能的影响，并探讨 JAK-STAT 信号

通路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方法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

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采用醋酸纤维素半固体培养基进行

集落培养，Western blot法测定 JAK-STAT信号通路相关蛋白

及凋亡相关蛋白。结果 1. 甲异靛作用于 SET2 细胞 24、

48、72 h细胞凋亡率均随药物浓度的增大而增高。且随着作

用时间延长，甲异靛最高浓度的凋亡率逐渐升高。2. 甲异靛

作用SET2细胞后，随着药物浓度增加，增殖受抑制。药物处

理后的 SET2细胞，其集落形成率随药物浓度增加而降低。

3.甲异靛作用于SET2细胞12 h后，JAK2、P-JAK2、P-STAT1、

P-STAT3、P-STAT3、STAT5的表达水平均有随甲异靛药物浓

度增加而逐渐下调的趋势。4.甲异靛作用于SET2细胞12 h

后，抗凋亡蛋白BCL2、BCL-XL的表达水平随药物浓度增加

而下调，促凋亡蛋白BID、BIM的表达水平随药物浓度增加

而上调。结论 甲异靛在Ph阴性MPN细胞系SET2细胞中

发挥了明显的促进凋亡、抑制增殖作用，伴随着抗凋亡蛋白

表达下调及促凋亡蛋白表达上调，其作用机制可能与 JAK-

STAT信号通路被甲异靛所抑制有关。

C55. 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转化型急性髓系白血病
二例并文献复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霞 王萌 王卫敏 姜中兴

目的 分析 2例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转化的急性髓

系白血病的临床资料及文献复习，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

法 分析2016年1月至2018 年7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血液病科住院的 2例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转化为急性

髓系白血病患者，结合其年龄、病史特点、骨髓细胞学、骨髓

活检、免疫分型、实验室资料、治疗经过及疗效评定、生存期

等特点进行观察。结果 （1）2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分别

为62岁、67岁；（2）发病时，2例外周血均可见到原始单核细

胞，2例均有贫血；（3）例 1患者第 1个疗程应用地西他滨 10

mg/d，第1~5天，第2个疗程地西他滨 10 mg/d，第1~10天，复

查外周血、骨髓示PR，第3个疗程地西他滨 10 mg/d，第1~14

天。化疗后复查外周血、骨髓细胞学进展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M2，予以地西他滨（10 mg/d，第 1~5天）+CAG（多柔比星 20

mg，第 1~4天；阿糖胞苷 20 mg 每 12 h 1次，第 1~14天）复查

外周血、骨穿未缓解，仍在治疗中，总生存期10个月。例2患

者，伴TET2基因突变，诊断为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转化型急

性髓系白血病 M5，予以羟基脲、地西他滨（10 mg/d，第 1~5

天）+CAG（多柔比星 20 mg，第 1~4天；阿糖胞苷 20 mg每 12

h 1次，第 1~14天）方案，仍在治疗中，总生存期 4个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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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对于MDS/MPN转化型AML患者，小剂量地西他滨可

进一步改善患者的治疗反应率，联合应用细胞毒性药物或可

进一步提高疗效。

C56. JAK2、MPL和CALR基因突变在 Ph染色体
阴性慢性骨髓增殖性肿瘤患者中的研究及其临床
意义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王一琳 刘虹 毛敏 王晓敏 张

玥玥 李煜彤 王彩丽

目的 研究 JAK2、MPL和CALR基因在Ph染色体阴性

慢性骨髓增殖性肿瘤（MPN）患者中的突变率，同时探讨不

同基因突变与患者临床特征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158例Ph阴性MPN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

合酶链反应（RQ-PCR）检测Ph阴性MPN患者 JAK2V617F、

JAK2 基因 12 号外显子（Exon12）、MPL 基因 10 号外显子

（Exon10）和CALR基因 9号外显子（Exon9）突变情况，同时

检测 Ph 染色体和BCR-ABL融合基因。结果 ①158例 Ph

阴 性 MPN 患 者 基 因 突 变 检 测 总 体 情 况 如 下 ：其 中

JAK2V617F基因突变检出率最高为 84.2%（133/158），JAK2

（Exon12）总检出率为1.3%（2/158），MPL（Exon10）总检出率

为 0.6%（1/158）和 CALR（Exon9）总检出率为 0.6%（1/158）；

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患者（PV）JAK2V617F 检出率为 93.3%

（70/75），JAK2（Exon12）检出率为 2.6%（2/75）；原发性血小

板增多症患者（ET）JAK2V617F 检出率为 78.0%（39/50），

CALR（Exon9）检出率 2.0%（1/50）；原发性骨髓纤维化患者

（PMF）JAK2V617F 检出率为 72.7%（24/33），MPL（Exon10）

检出率为 3.0%（1/33）。②JAK2V617F 基因突变在 PV 患者

中的突变率显著高于 ET（P<0.01）和 PMF 患者（P<0.01）；

JAK2V617F 基因突变阳性的 PV 患者，其外周血白细胞计

数、血红蛋白值及血小板计数均高于突变阴性患者（P<

0.05）；JAK2V617F基因突变阳性的ET患者，其外周血白细

胞计数及血小板计数均高于 JAK2V617F 基因突变阴性及

CALR基因突变患者（P<0.05）；而在PMF患者中上述临床特

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③PMF患者（P<0.05）血栓

事件发生率显著低于 PV和ET患者；JAK2V617F基因突变

阳性的PV及ET患者脾脏肿大发生率均高于 JAK2V617F突

变阴性及 CALR 突变患者（P<0.05）。结论 JAK2、MPL 和

CALR基因突变在不同类型的MPN患者中基因突变频率分

布不同，MPN相关基因突变检测与患者的临床特征密切相关。

C57. 小巨核免疫酶标染色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诊断中的意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刘欣越 许

义丹 李楠 王晓彤

目的 探讨小巨核免疫酶标染色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

征诊断中的意义。方法 收集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

2015年至2017年确诊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门诊和住院

患者50例以及正常供者31例。根据小巨核免疫酶标染色对

巨核细胞分类的结果标准，得到异常巨核细胞在 50例骨髓

纤维化患者中的阳性率并计数，并与 31例正常供者的进行

比较。结果 异常巨核细胞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中

的阳性率为 66%，在正常供者中的阳性率为 3.23%，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征患者中的异常巨核细胞阳性率明显高于正常

供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小巨核免疫酶标

染色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诊断具有辅助意义。

C58. 选择性JAK2抑制剂TQ05105在MPN中抗炎
抗肿瘤机制的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杨爱莹 肖

志坚 刘晋琴

目的 通过体外实验探索选择性 JAK2抑制剂TQ05105

对 JAK2激酶依赖的细胞系和MPN 患者的原代细胞抗炎和

抑制恶性肿瘤机制的研究。方法 使用不同浓度的（R）-3-

[3-氨基-4-（7H-吡咯并【2,3-d】嘧啶-4-基）-1H-吡咯-1-基]-3-

环戊基丙腈（TQ105105）分别作用于对 JAK2信号通路依赖

的细胞系（Ba/F3- EPOR- JAK2V671F、SET2、UKE1）和对

JAK2 信号独立的白血病细胞系（K562、HL60），CCK8 检测

细胞增殖，流式细胞学检测细胞凋亡，RT-PCR检测TNF-α、

IL-1β炎性因子mRNA表达，多因子检测法（MSD）检测十个

因子分泌蛋白水平的表达，Western blot 检测P-JAK2、JAK2、

P-STAT1、STAT1、P-STAT3、STAT3、P-STAT5、STAT5蛋白表

达，集落形成实验检测 JAK2依赖的细胞系和MPN患者原代

细胞 BFU-E、CFU-E、CFU-GM 数量。结果 TQ05105 能显

著抑制 Ba/F3-EPOR-JAK2V617F 和 UKE1、SET2 细胞的生

长，其 IC50分别为 54.1、923.6、129.7 nmol/L，但是对有 BCR-

ABL 融合基因的 K562 细胞系（IC50：4.163 μmol/L），M3型的

白血病细胞系 HL60（IC50：4.177 μmol/L）的抑制活性要低.

在0.1~1 μmol/L之间TQ05105可以促进 JAK2依赖的细胞系

凋亡，对 JAK2独立的细胞系无促凋亡作用（P>0.05）。其次

TQ05105在100 nmol/L时可显著降低 JAK2依赖的细胞系炎

性因子的分泌，抑制三种细胞系STAT1、STAT3和STAT5的

磷酸化水平。其次，TQ05105在体外可以选择性抑制MPN

患 者 BFE- E、CFU- E、CFU- GM 集 落 的 生 长 。 结 论

TQ05105能显著下调MPN肿瘤细胞系 P-STAT1、P-STAT3、

P-STAT5蛋白表达，抑制Ba/F3-EPOR-JAK2V617F、SET2和

UKE1细胞的增殖，诱导凋亡，降低炎性因子分泌；在体外培

养MPN患者骨髓单个核细胞，加药处理后能明显较少BFE-

E、CFU-E、CFU-GM的数量。我们的数据表明选择性 JAK2

抑制剂 TQ05105 有可能有效的治疗有 JAK2 等位基因突变

的MPN。

C59. 透明质酸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骨髓上清中
的临床意义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费成明 郭娟 赵佑山 常春康

目的 研究透明质酸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骨髓

上清中的表达情况并探讨其潜在的临床意义。方法 采用

放射免疫法检测 73例初发MDS患者和 28例正常对照骨髓

上清HA水平，并分析HA与疾病预后的关系。结果 高危

组 MDS 骨髓上清 HA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243.5±45.41）

μg/L 对（148.2 ± 15.07）μg/L，P=0.037]，而 低 危 组 MDS

[（155.4±21.48）μg/L]与正常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骨

髓上清 HA 大于 100μg/L 的 MDS 患者预后要比 HA 小于

100 μg/L的MDS患者预后差,两组总生存时间有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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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21）。结论 骨髓上清HA在MDS中表达异常，并可

用于评估患者预后。

C60. 多中心原发性骨髓纤维化患者生活质量调查
及影响因素研究
1. 北京协和医院；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马润芝 1 昝芸艳 1

段明辉 1 金媛媛 1 江倩 2 庄俊玲 1

目的 评估原发性骨髓纤维化（PMF）患者的症状负荷

及生活质量，分析相关危险因素，初步探讨应激在PMF发病

机制中的作用。方法 1.对全国多中心 2017年 9月至 2018

年 3月期间 133例门诊PMF患者使用骨髓增殖性肿瘤总症

状评估表（MPN10）和SF-36生活质量评分进行问卷调查，并

收集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多因素统计分析。2.以肾上腺

素，α、β受体阻断剂作用于K562细胞，CCK8检测细胞增殖

率，RT-qPCR/Western Blot 检测 JAK2、STAT3 mRNA 与蛋白

含量。结果 1. PMF患者MPN10评分为（25.3±17.2）分，疲

乏[89%，（4.3±2.7）分]报告率最高，症状依次为活力下降

[（3.9±3.0）分]、腹部不适[（3.0±3.0）分]、早饱[（2.8±3.1）分]。

2.各年龄段PMF患者SF-36评分均较正常人下降。单因素

分析有意义的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发现 MPN10≥22 分

（OR=5.042，95%CI 2.257~11.263，P=0.000）、JAK2V617F 阳

性（OR=2.787，95%CI 1.239~6.267，P=0.013）、输血依赖（OR=

4.184，95% CI 1.309~13.373，P=0.016）和 农 业 户 籍（OR=

2.657，95%CI 1.204~5.866，P=0.016）是影响生活质量的独立

危险因素。MPN10≥22分（OR=4.626，95%CI 1.666~12.846，

P=0.003）是影响心理功能的危险因素，不同心理功能得分组

存在症状负荷差异（P<0.01），但无DIPSS危险度分层差异。

3.肾上腺素 100 nmol/L 作用 48 h 后 K562 细胞增殖率升至

（156±26.9）%（P<0.05）STAT3 mRNA 上调，但 JAK2 mRNA

无变化。其他儿茶酚胺有类似促进作用。相反，酚妥拉明、

普萘洛尔作用 48 h 抑制细胞增殖。普萘洛尔低浓度（20

nmol/L）作用14 d后K562细胞增值率降至（58.0±13.0）%（P<

0.01）。结论 与正常人相比，PMF患者生活质量显著下降，

MPN10≥22分、JAK2V617F突变、输血依赖、农业户籍是生活

质量下降的危险因素。体外模拟应激状态促进慢性髓系肿瘤

细胞生长，机制可能为激活STAT3及其下游信号通路导致。

C61. 细胞形态学联合血液指标在鉴别巨幼细胞性
贫血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价值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宋静雯 朱琳 任雪瑞 赛

娜瓦尔 毛敏

目的 结合血常规、常用的血液生化指标以及细胞形态

学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和巨幼细胞性贫血（MA）

进行分析及鉴别。方法 选取 2015年 1月至 2018年 1月新

疆自治区人民医院骨髓细胞学形态和临床确诊的22 例巨幼

细胞性贫血组及 20例骨髓异常增生综合症，回顾性分析患

者的血常规数据、血清铁蛋白、乳酸脱氢酶（LDH）、维生素

B12检测结果，并对骨髓血细胞形态进行分析，比较两组之间

有无统计学差异。结果 在骨髓细胞形态中 MDS 组较

MA 组的原始细胞（<5%）、粒红两系核浆发育不平衡、环形

铁粒幼细胞、淋巴样小巨核细胞、单圆核巨核细胞多见，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MDS 组和 MA 组在骨髓细胞形态（类）巨幼

变幼红细胞、（类）巨幼变幼粒细胞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MA 组的 RBC、MCV 高于MDS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 HGB、RDW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A 组的 LDH、B12

高于MDS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血清铁蛋白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联合骨髓细胞形态学及血液指

标，有助于鉴别MDS和MA。

C62. 中药联合司坦唑醇治疗一例骨髓纤维化患者
成功脱离输血依赖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刘松山

目的 展示中西医结合治疗骨髓纤维化的理论基础及

有效性研究。方法 通过详细介绍一例已经发生严重“输血

依赖”的原发性骨髓纤维化患者，经我院中西医结合治疗（中

药联合司坦唑醇）脱离输血依赖的过程病例。结果 该患者

中医介入前，需要每 3个月输注红细胞悬液，引入中医治疗

后，2 个月后 HGB 稳定在 70 g/L，此后稳步上升，距今 17 个

月，已完全脱离输血依赖，且巨脾有回缩趋势。结论 对于

严重输血依赖的骨髓纤维化，以及其他造血系统衰竭的疾

病，早期引入中医药的治疗，或可最大程度改善生活质量、阻

止输血依赖形成、延长生存期，为临床治疗提供一条新思路

和可行方案。

C63. 一种CALR基因变异体的鉴定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红十字医院） 范丽芳 陈秀

花 田婷婷 谢娟 许晶 胡晋君 任维肖 罗明 朱桂

扬 王宏伟

目的 对发生在CALR exon9的一个错义突变p.E381A

（c.A1222C）的突变特征进行了探讨。方法 收集并分析

986例CALRE381A变异情况；进一步采集并分析阳性变异

个体毛囊及其父母外周血基因组CALR E381A变异情况；采

用 PCR 扩增产物片段直接测序分析法检测 CALR E381A。

采用慢病毒载体系统将 CALRE381A、CALR type1（阳性对

照）、CALRtype2（阳性对照）及CALR野生载体（阳性对照）

转导至 UT7 细胞系，CCK8方法检测不依赖EPO培养条件

下0、2、4、6 d各组细胞增殖情况。结果 （1）986例个体中，

22例为AC杂合的CALR E381A变异型（2.23%）；其余964例

均为AA纯合的CALR 野生型（97.7%）；但未检测到CC纯合

型变异。（2）随机选取1例变异阳性个体毛囊及父母外周血，

结果显示该个体毛囊为AC的CALR E381A变异型，父亲亦

为 AC 杂合的 CALR E381A 变异型，母亲为 AA 纯合野生

型。（3）成功构建 CALRE381A、CALR type1、CALRtype2 及

CALR野生载体各组 UT7 细胞模型；不依赖EPO培养条件

下阳性对照组 CALR type1 和 CALRtype2 在 4 d、6 d 时间点

均有显著自主促 UT7 细胞增殖作用，而 CALR E381A 与

CALRE381A 野生对照组 UT7 细各时间点均为无细胞增殖

表现。结论 本研究在 986 例检测者中未发现 CC 纯合的

CALR E381A变异型，仅有少数个体存在AC杂合的CALR

E381A变异，多数为CALR AA纯合的野生型，该结果提示此

变异可能为 somatic突变、denovo突变还是germline突变，而

SNP可能性不大；变异阳性个体毛囊及父亲均显示为AC杂

合的CALR E381A变异，进一步排除该变异为 somatic突变

和 denovo突变的可能性，尚作为 germline突变可能性大；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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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该变异不同于 CALRtype1 与 CALRtype2 突变体，其不具

有自主促细胞增殖作用。就其在疾病中尤其在血液肿瘤中

有何生物学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C64. 地西他滨联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27

例JMML患儿临床分析
1.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2. 东莞台心医院&南方春富（儿

童）血液病研究院 彭智勇 1 李春富 1 刘华颖 1 何岳林 2

冯晓勤 2 廖建云 1

目的 评估地西他滨（DAC）联合 allo-HSCT 治疗 JM-

ML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分析2014年11月至2018

年 7月移植的 27例 JMML患儿，男∶女为 21∶6，中位年龄 24

个月，主要以NF1、PTPN11突变为主，混合突变3例，-7染色

体 2 例。患儿在移植前均给予 2~6 个疗程的 DAC 治疗（20

mg·m-2·d-1×5 d，间隔 4周），26例移植前给予 1~2个疗程的

轻-中等剂量化疗，病例 6移植前仅给予 2个疗程的DAC治

疗。3例行无关全相合移植（MUD-HSCT），24例行环磷酰胺

后置的单倍体联合无关脐血互补移植（CT）。MUD-HSCT

预处理方案：Cy+Bu/TT+Flu+ATG-F，CT预处理：Cy+Bu/TT+

Flu+Ara-C。MUD-HSCT输注MNC：8×108/kg，CT输注单倍

体 MNC>20 × 108/kg。GVHD 的预防在 MUD- HSCT 中为

CsA+MMF+MTX，在CT中为后置Cy 50 mg·kg-1·d-1（+3、+4

d）及FK506+MMF。在移植后造血恢复后开始给予DAC治

疗 2~6疗程（5~10 mg·m-2·d-1×5 d，间隔 4~6周）。结果 中

位随访 13（2~51）个月。4 年 OS 及 EFS 率分别为 89.4%、

87.3%。病例6经历了两次挽救性CT获得无病存活。3例复

发患儿2例已再次行CT，1例获得无病存活，1例死于移植后

人疱疹病毒 6 型脑炎，另一例处于早期复发阶段（混合嵌

合）。CT中单倍体植入 10例，脐血植入 14 例。粒细胞、血

小板植活中位时间为：17（10~35）d、25（12~105）d。Ⅱ~Ⅳ度

aGVHD 累积发生率为 22.2%（6/27），2 例发生肠道Ⅲ度

GVHD控制，另1例死于肠道Ⅳ度GVHD。移植后使用DAC

均有不同程度血常规下降，持续 2周后均自行恢复，无明显

肝肾功能、凝血功能等毒副作用。移植后病毒再激活感染中

CMV 6例，EBV1例，HHV-6型 3例。结论 DAC联合 allo-

HSCT能明显改善 JMML的治疗效果，且移植前后使用DAC

是相对安全的。

C65. 转化生长因子βⅡ型受体异构体在骨髓增殖性
肿瘤的表达与调控研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何志鹏 王碧新 黄壹萍

陈莉莉 王会仙 杨梦婷 肖雪婷 吴勇

目的 探讨 JAK2/MPL/CALR 突变阴性（三阴性）骨髓

增殖性肿瘤（MPN）的病因，分析 JAK-STAT信号通路活化是

否协同TGF-β负调控信号异常参与MPN发病。方法 ① 通

过二代基因测序筛查24例三阴性MPN患者的基因突变；②
定量PCR检测128例MPN患者及50例健康人外周血单个核

细胞中TβRⅡ异构体的表达；③过表达TβRⅡ异构体的慢病

毒感染 JAK2V617F阳性HEL细胞，分成HEL/CON组、HEL/

TβRⅡ组及 HEL/TβRⅡ-B 组，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An-

nexin V–FITC/PI染色法检测细胞凋亡，流式细胞术检测细

胞分化抗原-CD235a 表达；④通过 JAK-STAT 信号通路和

TGF-β信号通路磷酸化抗体芯片检测上述三组HEL细胞信

号通路蛋白磷酸化水平。结果 ① 24例三阴性MPN存在

一系列基因突变，包括 ASXL1（33.3%）、TET2（20.8%）、

SRSF2（16.7%）、IDH1（12.5%）、SETBP1（12.5%）、CBL

（12.5%）和RUNX1突变（8.3%）等；11例（45.8%）患者存在 2

个及以上基因突变。②MPN患者TβRⅡ-B的mRNA表达显

著低于健康人（P<0.001）。TβRⅡ-B相对低表达PV患者脾

脏肿大发生率显著高于其高表达组（P<0.001）。③TβRⅡ-B

显著促进HEL细胞的增殖抑制和凋亡，对HEL细胞分化无

影响。过表达TβRⅡ-B的HEL细胞较过表达TβRⅡ的HEL

细胞对 JAK1/2 抑制剂-Ruxolitinib 更敏感。④在 HEL 细胞

中，TβRⅡ-B下调TGFβ1诱导下的 JAK-STAT信号通路蛋白

磷酸化水平，上调Ruxolitinib诱导下的TGF-β信号通路蛋白

磷酸化水平。结论 三阴性MPN可能与部分预后基因突变

相关；TβRⅡ-B 可显著影响 HEL 细胞的增殖和凋亡，且在

HEL 细胞的 JAK-STAT 信号通路和 TGF-β信号通路之间起

重要的调控作用。

C66. WT1基因表达水平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
者基因突变及预后关系的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史仲珣 黄

慧君 秦铁军 徐泽锋 李冰 张宏丽 方立维 潘丽

娟 胡耐博 曲世强 肖志坚

目的 探索 WT1 表达水平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MDS）患者临床特征、基因突变及预后之间的关系。方

法 回顾性分析 2008 年 6 月至 2017 年 12 月诊断时接受

WT1表达水平检测的 389例MDS患者临床资料，分析其与

临床特征、基因突变及预后的关系。结果 WT1基因表达

水平与骨髓原始细胞计数呈正相关（r=0.278，P<0.001），外

周血中性粒细胞水平呈负相关（r=-0.189，P<0.001），按照

WHO 2016分型后MDS-EB1及MDS-EB2中WT1表达水平

明显高于MDS-SLD及MDS-MLD（P<0.001）。修订的国际

预后积分系统（IPSS-R）较高危者及 IPSS-R染色体分级较差

者WT1基因表达水平明显增高（P<0.001，P<0.001）；存在+8

染色体异常的患者较无 + 8 者 WT1 水平明显增高（P<

0.001）。根据骨髓原始细胞计数将患者分为高原始细胞组

（原始细胞≥5%）及低原始细胞组（原始细胞<5%）高原始细

胞组中WT1基因表达水平在NPM1及WT1突变患者中较未

突变者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NPM1：P=0.047；

WT1，P=0.038），在TET2突变患者中较未突变者低（TET2，

P=0.045）；低原始细胞组中，WT1 基因表达水平在 NPM1、

U2AF1、NRAS PTPN11突变患者中较未突变者显著增高，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NPM1：P=0.034；U2AF1：P=0.006；NRAS：

P=0.022；PTPN11：P=0.009）在TET2突变患者中较未突变者

低（P=0.026）。WT1基因高表达者总生存（OS）期较低表达

者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高原始细胞组患者WT1

表达水平对 OS 期无显著影响（P=0.274），低原始细胞组

WT1 基因表达水平增高者 OS 期明显缩短（P=0.02）。结

论 WT1表达水平随MDS疾病进展及 IPSSR危险分层增加

而增高，其表达增高与不良染色体核型及+8染色体异常相

关，不同水平骨髓原始细胞计数患者WT1基因表达水平升

高与基因突变的关系及对预后的影响存在差异，对临床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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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指导价值。

C67.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骨髓肿瘤DNA与循
环肿瘤DNA的一致性分析
1.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2.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

3. 北京金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赵攀 1，2 朱千赜 1，2 刘为易 1

秦嘉岳 1，3 王程程 1，3 范腾 1，2 胡晓梅 1

目的 分析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骨髓肿瘤

DNA（BM-tDNA）与外周血浆循环肿瘤DNA（PP-ctDNA）突

变位点的一致性。方法 用 NGS 127-gene panel 检测 tD-

NA。BM与PP同期送检者19例，分析BM-tDNA与PP-ctD-

NA 突变位点VAF的一致性。随机加测其中5例外周血细胞

tDNA（PC-tDNA），并分析 PC-tDNA与 PP-ctDNA以及BM-

tDNA突变位点VAF的一致性。另外检测和分析 13例非同

期送检患者 PP-ctDNA与BM-tDNA突变位点VAF差值，并

与同期送检PP-ctDNA与BM-tDNA突变位点VAF差值进行

比较。结果 同期（19例）与非同期（13例）患者人均PP-ctD-

NA 浓度分别为 0.59 ng/µl 和 0.604 ng/µl，中位浓度分别为

0.330 ng/µl和 0.338 ng/µl。19例同期送检患者BM-tDNA与

PP-ctDNA 交集位点的 VAF 有较好的一致性（r2=0.9693，P<

0.05），其中单碱基置换（SNP）位点 VAF 一致性（r2=0.9712）

好于插入缺失（Indel）位点（r2=0.6813），BM-tDNA与PP-ctD-

NA中有临床意义突变位点的检出率和VAF均有较好的一

致性（r2=0.9203，P<0.05）。19例同期送检患者中，12例初诊

（r2=0.9325，P<0.05）、5 例治疗后稳定（r2=0.9875，P<0.05）以

及 1例复发患者BM-tDNA与PP-ctDNA突变位点VAF均有

较好的一致性。随机加测5例患者的PC-tDNA与PP-ctDNA

（r2=0.8783）以及BM-tDNA（r2=0.9633）突变位点VAF均有较

好的一致性（P<0.05）。与 19例同期送检患者相比，13例非

同期送检患者BM-tDNA与PP-ctDNA突变位点VAF差值较

大（P<0.05）。结论 PP-ctDNA浓度稳定，临床有意义突变

位点在PP-ctDNA的与BM-tDNA中一致性高，PP容易采集，

可代替BM作为基因检测的生物样本。

C68. 口服砷剂青黄散与地西他滨治疗高危/极高危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生存期比较分析
1.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2.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

朱千赜 12 刘为易 1 肖海燕 1 全日城 1 唐旭东 1 吕妍 1

刘驰 1 李柳 1 胡晓梅 1

目的 分析比较口服砷剂青黄散与地西他滨治疗高危/

极高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的总生存（OS）。方

法 回顾性比较MDS患者接受青黄散（青黄散组，n=27）与

地西他滨（地西他滨组，n=20）治疗的总生存（OS）率，并分析

年龄、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以及外周血细胞水平等对生

存期的影响。结果 青黄散组患者中位OS（mOS）[29（16~

41.25）个月]显著长于地西他滨组[18（10~23.75）个月]（P<

0.05）。青黄散组 1年（88.9%对 70%，P<0.05）、2年（59.3%对

25%，P<0.05）以及3年（29.6%对5%，P<0.05）OS率均显著高

于与地西他滨组，两组5年（7.4%对5%）OS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5）。分层比较结果显示，在年龄<65 岁的患者

中，青黄散组 1 年（89%对 55.5%，P<0.05）与 2 年（64.3%对

11.1%，P<0.05）OS率均显著高于地西他滨组，而两组3年与

5年OS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年龄≥65岁的患者

中，青黄散组 1 年（92.3%对 81.8%，P<0.05）、2 年（53.8%对

36.4%，P<0.05）以及 3年（18.5%对 5%，P<0.05）OS率均显著

高于地西他滨组，两组患者5年OS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在CCI≥2的患者中，青黄散组中位OS期[34（13~42）

个月] 显著好于地西他滨组 [15.5（9.25~24.25）个月]（P<

0.05）；在 HGB≥70 g/L 患者中，青黄散组中位 OS 期 [20

（12.5~30）个月]显著好于地西他滨组[16（10~21）个月]（P<

0.05）。结论 与地西他滨相比较，口服砷剂青黄散治疗高

危/极高危MDS可以获得更好的长生存。

C69. 口服砷剂青黄散治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远
期疗效分析
1.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2.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

3. 北京中医药大学 范腾 1，2 赵攀 1，2 朱千赜 1，2 王明镜 1，2

朱世荣 1，3 李雨蒙 1，3 刘为易 1 王洪志 1 郭小青 1 麻柔 1

许勇钢 1 胡晓梅 1

目的 分析接受口服砷剂青黄散治疗的骨髓增生异常

综合征（MDS）患者的远期疗效，并探讨影响患者总生存

（OS）的因素。方法 对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接受复

方青黄散治疗的 170例MDS患者进行随访。结果 170例

MDS患者接受口服砷剂青黄散（0.3 g/d）治疗后，中位OS期

为 53.5 个月，1、3、5 及 10 年 OS 率分别为 100%、85.88%、

38.23%及 5.88%。44例伴原始细胞增多（EB）患者中，13例

（29.55%）患者 EB 比例下降。所有 170 例患者中，仅 2 例

（1.18%）EB患者进展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分析各因

素对OS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60岁患者显著好于>60岁

患者（55个月对 47个月）（P=0.032）；女性显著好于男性（55

个月对 47个月）（P=0.013）；染色体预后核型很好/好患者显

著好于预后中等患者（57个月对 43个月）（P=0.042）。分析

各因素对年OS率的影响，结果显示，≤60岁患者 3年OS率

显著高于>60岁患者（P=0.01），女性患者5年OS率显著高于

男性患者（P=0.01），预后很好/好核型患者3年和5年OS率最

高，差/很差核型患者次之，中等核型患者最低。IPSS-R危度

对患者 1、3、5 及 10 年 OS 率均无显著影响（P>0.05）。结论

口服砷剂青黄散治疗MDS患者可以获得长期生存，年龄≤60

岁、女性以及核型很好/好患者可以获得更好的远期疗效。

C70. 新诊断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基因突变分析
1.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2. 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生院；

3. 安诺优达基因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刘为易 1 全日城 1

赵攀 1，2 肖海燕 1 刘驰 1 朱千赜 1，2 王洪志 1 李柳 1 吕

妍 1 许勇钢 1 秦嘉岳 1，3 麻柔 1 胡晓梅 1

目的 了解新诊断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基

因突变情况。方法 新诊断MDS患者47例，应用NGS 127-

gene panel 检测突变基因，分析基因突变与临床特征的关

系。结果 新诊断 47例MDS患者中，31例（66.0%）检测到

基因突变，涉及有临床意义的突变基因23个，检出率>5%的

基因7个，由高到低依次为U2AF1（23.4%）、SF3B1（12.8%）、

ASXL1（10.6%）、TET2（8.5%）、BCOR（8.5%）、TP53（8.5%）

以及 DNMT3A（6.4%）。31 例有基因突变患者中，16 例

（51.6%）存在 2 个以上基因协同突变，其中 12 例（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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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的协同基因突变存在于不同基因功能组区，高于同一

基因功能组内的基因协同突变（4/16，25.0%）。 IDH2-

KRAS、IDH2- SRSF2、IDH2- STAG2、KRAS- SRSF2、KRAS-

STAG2、RUNX1-PHF6、EZH2-ASXL1、EZH2-ZRSR2、NPM1-

NRAS基因之间有共存关系（P值均<0.05）。信号通路相关

的变异等位基因频率（VAF）普遍偏低，处于亚克隆地位。

1例 JAK2突变见于于MDS-U患者，1例 SH2B3基因突变见

于核型预后极高危患者，2例SETBP1以及2例EZH2突变均

见于 IPSS-R预后高危患者。结论 新诊断MDS患者常见

突变基因为U2AF1、SF3B1、ASXL1及TET2，不同基因功能

组内的基因倾向于协同突变。基因突变可用于判断疾病预

后，并作为疾病治疗的靶点。

C71.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伴FLT3突变的临床及遗
传学特征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黄慧君 肖

志坚

目的 探讨FLT3突变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中

的发生率，了解其临床特征、遗传学特征及对预后的影响。

方法 采用包含 114个血液肿瘤相关基因的靶向测序技术

对895例MDS患者进行基因突变检测，并对其中FLT3突变

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照组包含按性别、年龄

匹配的 9 例 FLT3 野生型 MDS 患者。结果 895 例 MDS 患

者中共检出9例FLT3突变（1.0%），内部串联重复（ITD）突变

2 例（22.2%），点突变 7 例（77.8%）。男 7 例（78%），女 2 例

（22%），中位年龄 63（40~75）岁。MDS 伴多系病态造血

（MLD）3例（33.3%），伴原始细胞增多（EB）6例（66.7%），EB

分型的比例较对照组增高（6/9对 2/9，P=0.077）。FLT3突变

组患者骨髓原始细胞比例（6.5%）高于对照组（1%），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138）。突变组中染色体核型可分析共 8

例，异常核型 4 例（50%），包含复杂核型 2 例（均伴有 5q-）

（25%）；按照 IPSS-R 分级，FLT3 突变组中良好核型 4 例

（50%），中等核型2例（25%），极差核型2例（25%），与对照组

相比复杂核型比例无明显差异，较差核型（差、极差核型）比

例高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82）。IPSS-R预后

分层示突变组患者低危组 2例（25%），中危组 1例（12.5%），

高危组 2例（25%），极高危组 3例（37.5%），预后较差（高危、

极高危）患者比例高于对照组（5/8对 2/8，P=0.315），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突变组患者平均基因突变数目较对照组明显

增加（3 个对 0.9 个，P=0.028）；较对照组，突变组 NRAS（4/

9）、WT1（3/9）及BCOR（2/9）突变频率增高，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082、0.206、0.235）。FLT3突变组中位总生存（OS）

期为 12（95%CI 10.5~13.5）个月，对照组中位OS未及，两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结论 FLT3突变在MDS中

较少发生，多见于伴原始细胞增多的患者，常与不良染色体

核型、多种基因突变伴随出现。FLT3突变患者生存期较短，

预后不良。

C72. TIM-3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发病机制中作
用的研究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刘沛 李丽娟 陶景莲 王化泉

邵宗鸿

目的 从细胞形态学、细胞遗传学及动物模型等方面探

讨TIM3+干细胞的恶性生物学特征，为早期识别MDS恶性

克隆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流式分选 10例MDS初治患者

骨髓中 TIM3 +和 TIM3-干细胞及 4 例正常对照者骨髓中

CD34+干细胞，进行瑞氏染色、CFU培养和FISH检测。分选

8例MDS患者骨髓TIM3+、TIM3-干细胞和MDSC，分别加入

TIM-3 和 Gal-9 抑制剂体外混合分组培养，检测 TIM3 +和

TIM3-干细胞的凋亡情况。分选11例MDS患者骨髓TIM3+、

TIM3-干细胞和MDSC和 5例正常人CD34+干细胞，移植到

NCG小鼠，10~12周后流式检测小鼠骨髓中人源性细胞分化

情况。结果 MDS 患者 TIM3 +和 TIM3-干细胞形态上相

似。TIM3 +、TIM3-干细胞和正常骨髓 CD34 +干细胞形成

BFU-E数量平均值分别为6、11、12个、CFU-E数量平均值分

别为 3、6、9个、CFU-GM数量平均值分别为 5、17、23个。未

使用抑制剂混合培养组TIM3+干细胞凋亡比例明显低于联

合使用Gal-9和TIM-3抑制剂组及TIM3-干细胞和MDSC混

合培养组[12.59（5.12，31.24）对 42.54（29.41，58.39）对 65.86

（24.44，99.43），P<0.05]。移植TIM3+干细胞和MDSC混合组

hCD45 表达率明显高于另外三组 [（4.99±5.47）%、（0.65±

0.22）%、（1.68±2.38）%、（0.55±0.40）%，P<0.05]。移植TIM3+

干细胞组 hCD19表达率明显低于TIM3-干细胞组和正常对

照CD34+干细胞组[（8.68±9.34）%、（27.46±18.06）%、（37.38±

16.14）%，P<0.01]。结论 MDS患者的TIM3+与TIM3-干细

胞集落形成能力有明显区别，TIM3+干细胞中更早和更易发

现染色体核型异常，故其可能为较早发生核型异常的“恶性”

干细胞。阻断TIM-3/Gal-9通路组TIM3+干细胞凋亡比例增

高，故阻断TIM-3/Gal-9通路可以为清除MDS患者恶性克隆

提供新的试验靶点。TIM3+干细胞和MDSC混合移植后可

检测到人源性细胞数量最多，且不能进行正常的分化。推测

TIM3+干细胞具有克隆性生长可能，而MDSC对其有促进作用。

C73. 炎症在骨髓增殖性肿瘤中的研究进展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罗萍 吴三云 喻亚兰 左学兰

骨髓增殖性肿瘤（MPN）是一类起源于造血干细胞的克

隆性疾病，经典的Bcr-abl阴性的MPN包括真性红细胞增多

症（PV）、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和骨髓纤维化（MF）。

MPN生物学的最新进展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分子诊断，因

为大多数患者存在 JAK2、MPL或CALR基因突变。长期慢

性炎症与MPN的发生有关，同时，MPN患者的一些症状和

并发症可能与也炎症有关。本文将对炎症在MPN发病机制

中的作用，细胞因子、急性时项反应蛋白与MPN的临床相关

性，当前靶向炎症作为MPN治疗的药物等方面作一综述。

C74. MDS铁过载患者MRI评估和祛铁治疗的初步
研究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宋陆茜 常春康

目的 观察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铁过载患者

MRI 检查中心脏 T2* 值和肝铁浓度（LIC）及相关实验室指

标，探索早期诊断体内脏器铁过载的评估方法。方法 选择

我院血液科2014年11月至2018年1月接受过MRI T2*检查

的确诊为MDS的85例患者，采集病史并排除明确的心脏疾

病、肺部肿瘤和肺结核病史。所有患者均至少有1次MRI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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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包括心和肝），得到心脏、肝脏T2* 数值，并换算成肝铁浓

度（LIC），同时进行心脏超声检测，得到LVEF，结合患者相

关实验室变量 [体内血清铁蛋白（SF）、肝脏谷丙转氨酶

（ALT）、B型脑钠肽前体（proBNP）]。结果 MDS患者的心

脏 T2*值与年龄（r=-0.290，P=0.007）、与 LVEF（r=0.273，P=

0.012）间存在相关性，其中有输血史的患者心脏T2*值与输

血量呈明显负相关（r=-0.812，P<0.001）。肝铁浓度（LIC）与

SF 呈显著的正相关（r=0.556，P<0.001），LIC 与 ALT（r=

0.225，P=0.038），与输血量（输血患者中）（r=0.244，P=0.034）

间存在相关性。而心脏T2*值 与proBNP、SF、LIC间均无相

关性（P 值均>0.05），LIC 与年龄间也无相关性（P>0.05）。

LVEF 是否正常组间心脏 T2*值升高有统计学意义（P=

0.005），但心脏铁过载比例（cT2*<20 ms）在两组中无统计学

意义。ALT 是否正常组间 LIC 升高有统计学意义（P=

0.004），严重肝铁过载比例（LIC>15 mg/g DW）亦有统计学

意义（P=0.045）。结论 MDS 铁过载患者的心脏较肝脏铁

沉积晚，但也比肝脏铁清除更缓慢。心脏铁沉积程度不能根

据LIC、SF或proBNP等相关指标作为参考依据，而心脏功能

的常规评估 LVEF 只能检测到疾病晚期。心脏 T2*值对

MDS 患者心脏铁过载评估有一定预测性，比同期的 LIC、

LVEF、SF及其他实验室指标可能更有价值。MRI心脏T2*

检查安全性、重复性好，可作为心脏铁过载患者较为理想的

早期检测手段。

C75. High WT1 expression levels at diagnosis pre-

dicted poor outcomes of patients presenting isolat-

ed thrombocytopenia at onset of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1.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

tute of Hematology; 2.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Department of Clinical Epidemiology Qiusha Huang1, Yazen

Qin1, Ruoyun Gui1, Jin Wu1, Xuan Cai1, Qian Jiang1, Hao Ji-

ang1, Jin Lu1, Huixin Liu2, Xiangyu Zhao1, Yingjun Chang1, Yan-

rong Liu1, Lanping Xu1, Kaiyan Liu1, Xiaojun Huang1, Xiaohui

Zhang1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WT1 expression level morphologic cytogenetic and the prog-

nostic features of MDS presenting with isolated thrombocyto-

penia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effect of WT1 expression

level and to explore proper treatment methods. Methods We

performed a retrospective nested case-control study in patients

presenting with isolated thrombocytopenia at the onset of

MDS. Patients were reviewed retrospectively from all the pa-

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MDS between July 2007 and

February 2018 at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WT1>

1.0% was defined high-level expression according to our previ-

ous study (Zhao XS 2012). In total 280 patients with isolated

thrombocytopenia as the first presentation (group A) 300 pa-

tients with two cytopenias (group B) and 300 patients with

three cytopenias (group C)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Re-

sults During the 11- year period 8100 patients were diag-

nosed with MDS. A total of 280 patients had isolated thrombo-

cytopenia as the first presentation of MDS. Median cell counts

at the time of first presentation were HGB 129.5 g/L ANC 3.6×

109/L and PLT 46.5×109/L. The most common cytogenetic pro-

file IPSS- R risk score and WHO classification were normal

karyotype low and MDS-SLD respectively. Leukemia transfor-

mation occurred in 42 patients (15%). At the time of diagnosis

with MDS WT1 expression >1.0% was identified in 70.6% ,

74.7% and 78.5% of group A group B and group C respective-

ly. Median duration of isolated thrombocytopenia before diag-

nosis of MDS was 14.6 months (range 0-105 months). Median

follow-up of the whole 280 patient cohort was 120 months and

the overall survival (OS) of group A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of group B and group C reflecting the favorable prog-

nosis of isolated thrombocytopenia. In group A WT1 high-ex-

pressing patients had a shorter OS than that of the WT1 low-ex-

pressing patients. Among the 280 patients 69 patients under-

went haplo-SCT and 152 patients underwent chemotherapy. Pa-

tients undergoing haplo-SCT had a longer OS and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than that of chemotherapy patients. For pa-

tients undergoing haplo-SCT in uni-variable and multi-variable

analysis WT1>1.0% was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OS and PFS.

Three-year OS in patients with WT1≤1.0% was longer than pa-

tients with WT1>1.0% . Conclusions Isolated thrombocyto-

penia as the first presentation of MDS had a low WT1 expres-

sion level and favorable outcome compared to two cytopenias

and three cytopenias. Haplo-SCT is superior to chemotherapy

for these patients after which the WT1 expression level could

predict clinical outcomes and provide a potential way for suit-

able interventions.

C76. 895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基因损伤特征
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黄慧君 肖志坚

目的 探索中国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基因

突变特征。方法 采用包含 114个血液肿瘤相关基因的靶

向测序技术对 895例MDS患者进行基因突变检测，并回顾

性分析其临床资料。结果 全部 895例MDS患者中，共检

测到 96个基因突变，758例（84.7%）患者至少检测到 1个基

因突变，平均每例 2（0~8）个。40个基因的人群突变频率大

于 1%，其中 U2AF1、ASXL1、SF3B1、TP53、TET2、SETBP1、

FAT1、RUNX1、DNMT3A突变频率大于5%。对96个基因按

照功能进行分类，突变频率依次为表观遗传相关基因

（40.3%），剪接子相关基因（37.2%），信号传导相关基因

（31.4%），转录因子（21.8%），细胞周期与凋亡相关基因

（10.4%），DNA损伤与控制相关基因（7%）。随着年龄的增

长，平均基因突变数目显著增多（P=0.024），U2AF1突变率显

著下降（P<0.001），ASXL1、SF3B1、TP5 3、TET2、DNMT3A

突变率显著上升（P<0.05）。部分基因突变之间存在相关性，

KRAS与CREBBP（Q<0.001，OR=7.9）、NRAS与PTPN11（Q<

0.001，OR=7.5）呈显著正相关；SF3B1 常单独存在，并与

U2AF1、KRAS 呈显著负相关（Q<0.05）。依据基因突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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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将患者分为0~1个突变组，2个突变组和伴有3个及以上

突变组，三组总生存（O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单因素分析中，TP53、NRAS、PTPN11、FLT3 突变组患者的

OS 较 非 突 变 组 显 著 降 低（P<0.05），U2AF1、RUNX1、

NOTCH2 突变组患者的 OS 较非突变组有下降趋势（P=

0.076、0.093、0.053）。多因素分析显示只有 U2AF1（P=

0.021，HR=1.548）、FLT3（P=0.048，HR=2.801）突变显著影响

OS。结论 约 90%的MDS患者伴有至少 1个基因突变，表

观遗传相关基因和剪接子相关基因受累在 MDS 中最为常

见。除外U2AF1突变好发于年轻患者，大多数常见基因突

变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高。U2AF1和FLT3突变患者的生存

期较短，预后不良。

C77. Lipid profile i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myelo-

dysplastic syndromes
1.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Lianyungang City Yu Zhu1, Ji-

anping Mao2, Luo Lu1, Wenyi Shen1, Xiaoli Zhao1, Ming Hong1,

Guangsheng He1, Sixuan Qian1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how the lipid

profile work as a risk factor for survival and transformation

duration to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Methods Lipid

profiles including patients apolipoprotein A (Lpa), low density

lipoprotein (LDL),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HDL), total cho-

lesterol(TC), triglyceride (TG) and other clinical characteris-

tics were analyzed at the first diagnosis of 282 MDS patients

form a single center. Results Among these newly diagnosed

MDS patients Lpa, LDL, HDL, TC, TG were significantly low-

er than healthy controls (all P<0.001, respectively). Especially

the HDL level was inversely correlated to IPSS (P=0.012), IP-

SS- R(P=0.015), WPSS(P=0.000) and MDACC(P=0.001) risk

score system, respectively. Of this abnormal lipid profile LDL

lower than 1.96 mmol/L, HDL lower than 0.96 mmol/L, TC

lower than 3.23 mmol/L, TG lower than 0.99 mmol/L could be

served as indepent indicators for shorter survival of the newly

diagnosed MDS patients. During follow-up 45(15.96%) of 282

MDS patients progressed to AML with a median interval of 12

months (range from 1 to 60 months). Patients who progressed

to AML during follow- up presented a similar lipid profile to

those who did not transformed. Also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of lipid level to duration of AML transformation was found

among AML transformation group. Among the patients who

have no occurrence of transformation low level of LDL, HDL,

TC, TG was found to hav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of initial he-

moglobin level of MDS patients at diagnosis. Conclusion Pa-

tients with untreated MDS presented a significant different lip-

id profile at the first diagnosis with obviously decreased LDL,

HDL, TC and TG levels compare to the healthy population. Pa-

tients with relative high level of LDL, HDL and TC were

found to have longer overall survival.

C78. 10 mg超低剂量地西他滨联合CAG方案治疗
MDS和AML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分析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陶千山 秦慧 李迎伟 吴

凡 陶莉莉 沈元元 张青 翟志敏

目的 探讨 10 mg超低剂量地西他滨联合CAG方案

治疗MDS和AML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选取安徽医科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液科 12例高危组MDS和 9例AML患

者为对象，男11例，女10例，中位年龄59岁。给予超低剂量

地西他滨联合CAG方案化疗：地西他滨 10 mg，连续输注 3

h，每周1次，3周为1个疗程，CAG方案同临床常用。回顾性

分析并报道其疗效和安全性。结果 所有 21 例患者中

ORR 13 例（61.9%），其 中 6 例 CR（28.6%），4 例 mCR

（19.0%），3例PR（14.3%），4例SD（19.0%），4例PD（19.0%）；

主要不良反应为骨髓抑制及感染，Ⅲ～Ⅳ级血液学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 89.8%，感染发生率为 40.8%。12 例 MDS 患者中

ORR 5例（41.7%），其中1例CR（8.3%），4例mCR（33.3%），4

例 SD（33.3%），3 例 PD（25%）；28 个疗程中 10 个疗程

（35.7%）发生Ⅲ级血液学毒性，15个疗程（53.8%）发生Ⅳ级

血液学毒性，11个疗程（29.3%）发生感染。9例AML患者中

ORR 8例（88.9%），其中 5例CR（55.6%），3例PR（33.3%），1

例PD（11.1%）；21个疗程中 4个疗程（19.0%）发生Ⅲ级血液

学毒性，15 个疗程（71.4%）发生Ⅳ级血液学毒性，9 个疗程

（42.9%）发生感染。结论 10 mg 超低剂量地西他滨联合

CAG 方案治疗 MDS 及 AML 有较好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尤

其对AML获益更大。

C79. Neutrophil- lymphocyte ratio as a potential

marker for decitabine response in patients with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General Hospital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Xinyan Xie,

Hongzhao Li, Shuwen Dong, Huaquan Wang, Rong Fu, Zong-

hong Shao

Objective Investigating the NLR under various clinical

conditions to evaluate its value as a marker associated with

theresponse to decitabinein patients with MDS. Methods In

the following study a total of 48 MDS patients and 29 controls

referred to the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at General Hospital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were included. Patients had un-

dergone decitabine at 20 mg/m2 daily on 5 consecutive days ev-

ery 4 weeks for at least 2 courses. Final response after their last

cycle (less than 4 cycles) or 4 treatment cycles was assessed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Group (IWG) criteria. The

relative expression levels of granzyme B were measured by

quantitative real- time PCR. Results Patients with de novo

MDS showed a lower NLR (1.43 ± 1.11) than controls (2.66 ±

1.00, P<0.001) with a small interquartile range in different sub-

group analysis. A NLR value of 1.56 was determined to be the

optimal cutoff value with a sensitivity of 75% and a specificity

of 88.9%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atients who had an overall

response (OR) and no response (stable disease or progressive

disease).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AUC) of NLR was 0.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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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distinguishing patients with a response to decitabine from

those with no response. Beyond the predictive value of NLR

for decitabine response in patients with MDS we were also in-

terested in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responsible for it. The

median proportion of NAP was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below-

cut off NL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above-cut off NLR (84%

vs 58.5%).The cytotoxic lymphocytes in higher NLR group pa-

tients expressed extreme granzyme B when interacting with

normal neutrophils. Conclusion The NLR represents a poten-

tial marker for prediction of decitabine treatment response.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NLR from MDS patients may attribute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eutrophils and cytotoxic T cells.

C80.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反向迁移中性粒细
胞的变化研究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李洪照 王化泉 邵宗鸿

目的 分析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外周血中

性粒细胞亚群变化。方法 实验组为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血液科住院的 MDS 患者 30 例，对照组 12 例（正常对 7 例、

IDA患者5例）。取外周血2 ml，PE-Cy7-CD33、APC-CD11b、

PE-CD54和FITC-CD181抗体，使用流式胞术检测中性粒细

胞亚群数量。结果 MDS患者中性粒细胞 ICAM-1表达升

高（9984.09±5046.57），明显高于对照组（3298.66±996.69）

（P<0.05）。MDS患者反向迁移中性粒细胞（CD54highCD181low）

比例升高。MDS高危组（6.29±1.60）明显高于低危组（3.57±

1.45，P=0.01）；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1.47±1.07，P=0.01）。

结论 MDS患者外周血反向迁移中性粒细胞增加。

C81.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JAK2 MPL and

CALR mutations in patients with myeloprolifera-

tive neoplasms of Chinese Uygur and Han nation-

ality and their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People’s Hospital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Tao Lang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tations in the Janus kinase 2 gene(JAK2) MPL and

the calreticulin gene(CALR) in BCR- ABL fusion gene- nega-

tive Uygur and Han Chinese patients with 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s (MPN)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linical features.

Methods A total of 492 BCR- ABL- negative MPN patients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3 to August

2016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Genomic DNA was extracted

from peripheral blood and used for PCR amplification and

DNA sequencing. Mutations including JAK2 V617F, MPL

W515L/K and those in JAK2 exon 12 and CALR were ana-

lyzed and compared with patient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Re-

sults Of the 492 MPN patients 169 were Uygur and 323

were Han. In these two patient groups JAK2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in 39.64% and 52.63% , respectively; CALR muta-

tions were detected in 10.06% and 20.43% , respectively; and

MPL mutations were detected in 0.93% of Han patients. The

age white blood cell count, platelet levels, and hemoglobin lev-

els in JAK2 in Han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Uygur

patients. Conclusion Han MPN patients harboring JAK2 mu-

tations had higher level of age, WBC, PLT and HGB than Uy-

ghur patients with the same mutations.

C82. 地西他滨联合三氧化二砷治疗中高危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征疗效及安全性
1.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 南京鼓楼医院 徐士云 1 张启

国 2 凌春 1

目的 探讨地西他滨联合三氧化二砷治疗中高危组骨

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分析我科2017

年 10月至 2018年 7月 7例接受地西他滨联合三氧化二砷治

疗的患者临床资料，7 例患者中 3 例 MDS-EB-1，2 例 MDS-

EB-2，2例MDS-U，IPSS、WPSS、IPSS-R评分均为中高危组，

中位年龄65（52~74）岁。7例患者均接受了地西他滨20 mg·
m-2·d-1，第 1~5 天，三氧化二砷 0.15 mg·kg-1·d-1，第 1~5 天，

28 d为 1个疗程，至少治疗两个疗程后评估疗效，并观察不

良反应。结果 7例患者中，完全缓解（CR）2例，骨髓完全缓

解伴血液学改善（HI）2 例，部分缓解（PR）1 例，疾病进展

（PD）2例，总有效率 71%（5/7），2例疾病进展患者，1例患者

前4个疗程评估疾病状态均为疾病稳定（SD），第5个疗程时

进展为急性髓性白血病；另1例患者为复杂染色体核型伴有

P53基因突变，两个疗程治疗无效，快速进展为急性髓性白

血病。5例治疗有效的患者均出现 III~IV度骨髓抑制，发生

率为70%（5/7），3例出现感染，其中肺部感染2例，感染发生

率42.8%（3/7），其他不良反应未见。经抗感染、输血、刺激造

血等对症支持治疗后，均顺利完成治疗。结论 地西他滨联

合三氧化二砷治疗中高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有一定

疗效，且安全性良好，可应用于中高危中老年患者。

C83. 干燥综合征相关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的临
床研究
1. 南京市高淳人民医院；2.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孙

幸福 1 李建勇 2 陆化 2

目的 探讨干燥综合征（SS）相关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

征（MDS）的临床、实验室检查及治疗特点。方法 对一例

全血细胞减少患者行自身抗体全套、唇腺活检、骨髓涂片细

胞分析、骨髓活检、骨髓染色体核型分析等检查。结果 抗

核抗体阳性，抗SSA阳性，唇腺活检示（唇腺）分叶状唾液腺

组织中见散在慢性炎症细胞浸润及1灶淋巴细胞（淋巴细胞

数>50个）。骨髓涂片细胞分析示MDS-RCMD，髂骨骨髓病

理检查（送检骨髓组织一块，大小为 0.6 cm×0.2 cm×0.2 cm）

示粒系以中性中幼粒细胞及以下阶段为主，原幼细胞易见，

可见幼稚前体细胞异常定位。红系增生大致正常，以中晚幼

红为主，巨核细胞 0~12/骨小梁间，以胞体小，少分叶的巨核

细胞为主。阅片易见单圆，双圆及多圆巨核细胞。淋巴细胞

小灶增生。诊断提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骨髓染色体核

型分析（标本骨髓，制备方法：24 小时培养）示 46,XX[20]。

予地西他滨20 mg·m-2·d-1×5 d治疗，28 d为1个疗程，去甲基

化治疗 3 个疗程，相继发生化疗后骨髓抑制、感染，予抗感

染，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IL-11升白细胞、血小板及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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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输注等治疗，感染控制，骨髓造血恢复，予小剂量强的松治

疗SS，随访 2年，疾病未进展。结论 地西他滨联合小剂量

强的松治疗SS相关的MDS有望获得缓解。

C84. 铁过载通过活性氧损害正常造血干祖细胞并
缩短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小鼠的生存时间
1.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血液科；2. 南开大学医学院；3. 天津

市儿童医院血液科；4.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放射科 金鑫 1，2

贺小圆 1，2 曹小立 3 徐萍 1 邢艺 3 隋松男 1 王露桥 1

孟娟霞 1 卢文艺 1 崔蕊 1 倪红艳 4 赵明峰 1

目的 探讨铁过载影响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造

血功能的机制。方法 通过逆转录病毒将RUNX1S291fs突

变基因导入小鼠骨髓单核细胞，并将其与正常小鼠骨髓细胞

一起移植到致死性照射的受体小鼠中以产生MDS小鼠。移

植后 8周，给受体小鼠隔日 1次腹膜内注射浓度为 25 mg/ml

的0.2 ml右旋糖酐铁，共8次，以建立铁过载模型。结论 铁

过载损害了MDS小鼠的正常造血干细胞和祖细胞的频率和

集落形成能力。MDS小鼠中的细胞，特别是红细胞，至少部

分是由于 GDF11 诱导的活性氧产生并缩短 MDS 小鼠的生

存时间。

C85. 地西他滨联合芦可替尼治疗原发性血小板增
多症转化为急性髓系白血病的高龄患者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 何雪峰 李晓

莉 马骁 陈苏宁 吴德沛

目的 观察地西他滨联合芦可替尼治疗原发性血小板

增多症（ET）转化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高龄患者的疗效

及安全性。方法 对 1例 79岁ET转化的AML使用地西他

滨联合芦可替尼进行治疗，观察疾病缓解和生存情况。结

果 患者2013年因体检，发现血小板计数异常升高，经过骨

穿检查，确定诊断为 JAK2 V617F突变阳性的原发性骨髓纤

维化，给予羟基脲、阿司匹林等长期维持治疗。2016年发现

血红蛋白下降，骨髓检查结合流式细胞术分析明确诊断为

AML，染色体核型未见异常，二代测序确认 JAK2V617F 突

变、RUNX1基因W397fs位点突变、IDH2基因R140Q位点突

变以及SRSF2基因P95fs位点突变，TET2基H1881P位点突

变阳性。给予3个疗程地西他滨（15 mg/m2×3 d）联合芦可替

尼（最大剂量10 mg，每日2次）及氟康唑200 mg 每日2次治

疗，达到骨髓完全缓解状态。后续给予芦可替尼维持（根据

血常规调整用量），定期予地西他滨进行巩固治疗。目前维

持血液学完全缓解状态已经 6个月余，诊断AML后已经无

复发生存 9 个月余。治疗过程中无活动性感染和出血表

现。结论 地西他滨联合芦可替尼治疗ET转化的AML高

龄患者安全有效。

C86. JAK2V617F基因突变对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和真性红细胞增多症血栓形成的影响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韩雪 白贝贝 陈烨

目的 探讨 JAK2V617F基因突变与原发性血小板增多

症和真性红细胞增多症血栓形成、再栓的关系。方法 收集

北京安贞医院近 10年收治的ET和PV患者临床资料，包括

一般资料和血栓形成相关检查，随访（40.25±31.51）个月，根

据 JAK2V617F基因突变分阴性组和阳性组，比较两组患者

临床特点和血栓形成特点。结果 144例患者中PV 53例，

ET 91例，92例（63.89%）伴 JAK2V617F基因突变，PV阳性率

为 56.60% ，ET阳性率为 68.13%。男 80例，女 64例，诊断时

平均年龄为（57.82 ± 13.94）岁，血细胞不同程度升高。

82.64%患者伴血管危险因素。22.92%有既往血栓史。脾脏

肿大 54例。根据血栓事件危险分层，高危组 74例，低/中危

组 70例。诊断后 127例患者接受降细胞和（或）抗血小板治

疗，17例未治疗。6个月评估达完全缓解30例，部分缓解63

例，未缓解 34例。59%（85/144）患者伴血栓形成，血栓事件

共 87 例次，以脑梗死多见。24 例患者发生再栓，发生率为

8.48%/人年。再栓事件共36例次，均以动脉血栓症为主，脑

梗死发生率最高，再栓的发生率（35.71%）明显高于阴性组

（13.79%）（P<0.05）。阳性组平均年龄高于阴性组[（59.67±

12.78）岁对（54.54±15.36）岁，P<0.05]。阳性组诊断时WBC、

RBC 计数高于阴性组，WBC>10 × 109/L 比例大于阴性组

（55.43%对 32.69%，P<0.05）；HGB、Hct 和 PLT 均高于阴性

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阳性组脾大者比例显著高于阴性

组（50%对 15.38%，P<0.05）；治疗后有效率两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68.25%对 78.12%，P>0.05）。Log-Rank检验结果示

ET和PV诊断后，阳性组患者累积再栓发生率明显高于阴性

组（P<0.05），COX回归分析提示 JAK2V617F阳性增加ET和

PV 患者发生再栓风险（OR=0.302，95%CI 0.102~0.888，P=

0.030）；但 JAK2V617F 阳性与阴性患者无血栓形成生存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72）。结论 JAK2V617F 基因阳

性ET和 PV患者诊断时年龄偏大，WBC和RBC更高，脾大

者更多；尽管 JAK2V617F基因对ET和PV后血栓形成无明

显影响，但增加其再栓发生的风险。

C87. PTP1B基因在经典型骨髓增殖性肿瘤中的变
异情况和甲基化水平研究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周捷 梁爱斌 吴昊 张文

君 周莉莉 李冰 傅建非

目的 比较经典型骨髓增殖性肿瘤（MPN）患者组与对

照组的PTP1B基因突变和甲基化水平，探讨PTP1B基因突

变和甲基化与MPN发病的关系。方法 选择1998年1月至

2012年12月上海市同济医院、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瑞金医

院、中山医院、闸北区中心医院等血液科门诊及住院MPN患

者共150例，利用直接测序法检测PTP1B基因突变在经典型

骨髓增殖性肿瘤患者发生的情况，利用飞行质谱分析系统检

测 PTP1B 基因启动子区甲基化情况。结果 31 例患者在

PTP1B 基因 69427 位（Exon 8）检测到 C→T 杂合多态性

（g69427C>T），15例患者在PTP1B 基因69310位（Exon 8）检

测到T→C 杂合多态性（g69310T>C），7例患者在 PTP1B 基

因 68391 位（Exon 6）检测到 G→C 杂合多态性（g68391G>

C），总体发生率分别为 32%、15%和 7%，均不改变氨基酸编

码。35例患者在 PTP1B 基因 64371位（Exon 5）检测到A→
C 杂合多态性（g64371A>C），氨基酸编码由苏氨酸变为脯氨

酸，总体发生率为 36%。此外，在Exon4、Exon7和Exon8也

发现了其他SNP位点。上述SNP在经典型MPN患者的发生

率高于正常对照。此外，在MPN患者的PTP1B基因启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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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现多个超甲基化位点，甲基化水平高于正常对照。结

论 MPN患者的PTP1B基因突变及甲基化水平异常发生率

较高，上述异常可能在经典型MPN发病中发挥作用。

C88. DNMT3a敲减及过表达对HEL细胞系表型和
相关下游基因表达的影响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周捷 梁爱斌 吴昊 张文

君 傅建非

目的 探究 DNMT3a 在 JAK2V617F 突变阳性的 HEL

细胞系中的敲减及过表达对下游基因表达水平的影响及对

HEL细胞表型的影响。方法 构建DNMT3a的RNAi干扰

质粒和过表达质粒，包装慢病毒并感染 JAK2V617F突变阳

性的人红白血病细胞系HEL细胞。利用RT-qPCR检测DN-

MT3a及相关基因转录水平，利用Western blot检测DNMT3a

及相关基因蛋白表达水平，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HEL细胞

的细胞周期变化情况和凋亡情况。结果 RT-qPCR和West-

ern blot结果提示DNMT3a敲减和过表达的HEL稳转细胞系

构建成功。与正常对照相比，在 DNMT3a 敲减的细胞中，

CXCR4、CITED2、TP53、STAT5B、PU.1、RUNX1、TET2、

FLI1、GF1B、SHP1和LMO2等基因的表达水平显著下降，而

DNMT3a 过表达的细胞中上述基因的表达水平则显著上

升。上述基因在肿瘤信号通路、转录因子失调控通路和急慢

性髓系白血病通路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DNMT3a敲

减显著增加细胞凋亡，增加G1-S期阻滞，而DNMT3a过表达

对细胞凋亡基本没有影响，且 S 期细胞显著增多。结论

DNMT3a能通过多种通路促进抑癌基因表达，并对HEL细

胞的凋亡和周期有重要作用。DNMT3a可能在HEL细胞系

中发挥抑癌作用，对其作用机制的深入研究可能为经典型骨

髓增殖性肿瘤的治疗提供新靶点。

C89. 地西他滨联合亚砷酸诱导治疗中高危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征及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
1.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 宜兴市

人民医院；3. 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4. 福建省立医院；5. 丹

阳市人民医院；6.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市人民医院；7. 南

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8. 江苏大学附属医

院；9.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江宁医院；10. 无锡市第三人民医

院；11.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12.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吴雪梅 1 陆星羽 1 吴文忠 2 李炳宗 3 林芸 4 沈云峰 6

周新 6 张新龙 5 卢旭章 7 朱彦 8 师锦宁 9 高华强 10 徐

敏 11 谢小宝 12 何广胜 1 李建勇 1

目的 探讨地西他滨联合亚砷酸方案诱导治疗中高危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及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CM-

ML）的临床疗效。方法 收集 2016年 4月至 2018年 6月接

受地西他滨联合亚砷酸治疗的中高危MDS（38例，依 IPSS-R

标准定）及CMML（7例）患者共 45例，方案如下：地西他滨

20 mg·m-2·d-1×5 d+亚砷酸 0.15 mg·m-2·d-1×5 d，4~6周 1个

疗程，CR/PR 者进入巩固周期，分析其疗效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 中位疗程为3（1~12）个疗程，29例患者获得了临床反

应，总有效率 64.4%，中位疗效持续时间 16（2~52）周。骨髓

完全缓解2例（4.4%），完全缓解7例（15.6%），部分缓解 10例

（22.2%），血液学改善10例（22.2%），疾病稳定9例（20.0%），

疾病进展 2例（4.4%）。30例患者均接受了二代测序基因检

测，28例发现 21个基因突变 69次，基因突变数量与疗效未

见相关。表观遗传学突变基因突变发生率高于剪接子复合

物，转录因子和激酶系统、TP53及P53分组（70.0%对 26.7%

对 53.3%对 23.3%，P<0.001），但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66.7%对 37.5%对 56.3%对 57.1%，P=0.554）。基因突变的

碱 基 对 中 ，TET2：p.R1216G、p.E1178fs、p.R1896T、p.

K1243R、p.R1516X；ASXL1：p.E1006X、p.S795fs；P53 及

TP53 突变：p.R273H、p.Y205H、Tyr220Cys 仅见于无效组；

TET2：p.F868L、p.V218M、p.R814C、p.P517fs、p.C501fs、p.

E1137fs、p.K1338X；ASXL1：p.Q760X；P53 及 TP53 突变：p.

R273H、p.H179Q、p.C242F、p.R248W、p.N161fs、p.V218G 仅

见于有效组。结论 地西他滨联合亚砷酸方案诱导治疗中

高危MDS、CMML的疗效佳，且耐受性良好。二代基因突变

检测结果可能与疗效反应有关。

C90. 贵州省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临床疗效及治疗
依从性分析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血液病研究所 潘成云 李

艳菊 李梦醒 何玲 张燕 王季石

目的 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7年12月就诊于我

院 140例CML患者的临床疗效及治疗依从性，为改进治疗

模式、提高治疗疗效提供临床依据。方法 对我院就诊的

140例CML患者的临床资料及随访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评价

治疗反应，分析长期生存，并探讨治疗依从性对临床疗效的

影响。结果 140例确诊CML患者，可分析的患者 138例，

其中慢性期135例（97.8%），加速期3例（2.2%），中位随访时

间 32（3.0~185.0）个月。39例（28.3%）接受羟基脲或羟基脲

联合干扰素治疗（非 TKI 组），99 例（71.7%）接受 TKI。TKI

治疗组与非TKI组相比，两组治疗过程中出现疾病进展（加

速期或急变期）率分别为26.3%和56.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疗效分析结果显示，TKI治疗组具有更高的完全

血液学缓解（CHR）率（P=0.028）、完全细胞遗传学反应

（CCyR）率及主要分子学反应（MMR）率（P=0.001、0.000），

并具有更高的无事件生存（EFS）（P=0.001）和无疾病生存

（DFS）率（P=0.021），但总生存（OS）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21）。进一步分析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其中规律用药

者109例（79%），治疗过程中出现自行停药或减低药量者29

例（29%），TKI治疗组与非TKI组相比治疗依从情况无显著

差异（P=0.928）。而规律用药与非规律用药相比，两组治疗

过程中发生疾病进展的概率分别为 25.7%和 65.5%，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00）。疗效分析结果显示，规律用药组较

非规律用药组具有更高的 CCyR 及 MMR 率（P=0.003、

0.006），并有更高的EFS（P=0.001）及DFS率（P=0.002）。结

论 TKI时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治疗CML的疗效远远优

于非TKI常规治疗方案；如何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促进

规范治疗是改善CML临床疗效、获得长期生存的重要因素。

C91. 伴TP53突变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一例移植
与非移植获益对比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周华蓉 林艳娟

TP53基因突变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发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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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它的发生明显降低MDS患者

临床治疗缓解率、缩短生存时间、提高复发率，而地西他滨可

改善 TP53 基因突变带来的不良预后，使 TP53 突变的 MDS

获得较为理想的临床缓解和显著（但不完全）的突变清除。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否比地西他滨更能让 TP53 突变

MDS患者获益，尚无定论。我们首次报道国内一例TP53突

变MDS患者，在地西他滨治疗缓解后 7个月复发，桥接 2个

疗程地西他滨再次缓解，行同胞供者全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术，于移植后 151 d二次复发。提示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对伴有TP53突变患者效果欠佳。

C92. 伴NPM1突变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临
床特征及预后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史仲珣 秦铁军 徐泽锋 李冰 张宏丽 方立维

潘丽娟 胡耐博 曲世强 肖志坚

目的 探索伴有 NPM1 突变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MDS）患者的临床、实验室特征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

析自2007年5月至2017年12月于我中心就诊并进行二代测

序基因检测的 894例患者，其中伴有NPM1MT的MDS患者

共15例，并选取年龄、性别匹配的15例NPM1WT的MDS患

者作为对照，比较其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及预后。结果

NPM1 突变在 MDS 患者中发生率为 1.7%（15/894），中位年

龄 42（21~68）岁，男性 8例（53.3%）。突变患者WHO（2016）

分型与未突变患者相比分布不同，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82），MDS伴原始细胞增多1型（MDS-EB2）为最常见类型

（7/15，46.7%）。染色体核型分析示NPM1MT组正常核型比

例明显高于NPM1WT组（13/13对5/13，P=0.002，每组各2例

患者细胞遗传学资料缺失），根据修订的国际预后积分系统

（IPSS-R）进行分层，7例患者为较高危组（高危，极高危），整

体分布与 NPM1WT 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60）。

骨髓形态学分析示NPM1MT组患者较NPM1WT组中位原

始细胞比例较高（3.0%对1.0%，P=0.089）且更易见Aeur小体

（5/15对 0/15，P=0.042）。基因突变分析示NPM1MT患者伴

有的其他基因突变最常见的为 DNMT3A（4/15，26.7%），其

次为PTPN11（3/15，20.0%），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14.5个月，NPM1MT组患者1年累

计生存率为 79.1%（95%CI 36.5%~94.7%），生存分析示与

NPM1WT组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23）；NPM1MT组共

5 例患者转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无白血病生存期较

NPM1MT患者明显缩短（P=0.007）。对其中1例进行转白时

系列标本测序未见新获得的基因突变。结论 伴NPM1突

变MDS患者较少见，与正常染色体核型、高骨髓原始细胞计

数、Aeur小体相关，预后分析提示伴NPM1突变MDS患者向

AML转化风险增高。

C93. 老年高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合并T细胞淋
巴瘤一例并文献复习
上海市奉贤区中心医院 朱斌 王素丽 刘娟娟 潘韶

英 丁志勇 赵文理

目的 探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合并淋巴瘤的

特点与转归。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老年高危MDS合并T

细胞淋巴瘤患者的诊治经过，并复习国内外文献。结果 男

性，72 岁，8 月前发现全血细胞减少，骨髓确诊 MDS-EB-1

（IPSS-R 7分，极高危组），复杂核型，未接受去甲基化药物治

疗，全反式维甲酸口服 1个月后血小板正常。4月前颈部淋

巴结肿大伴深部淋巴结肿大，淋巴结病理示“T 细胞淋巴

瘤”；复查骨髓涂片原始细胞18%，免疫表型检见髓系幼稚细

胞 22%、T系异常细胞 12.5%，复杂核型，骨髓与淋巴结基因

测序均可见 NRAS 突变。诊断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

（MDS 转化）合并 T 细胞淋巴瘤，予 CHOEP、地西他滨+

CHOEP、地西他滨+MOAD方案化疗后，发热与淋巴结肿大

得以控制，骨髓T系淋巴瘤细胞消失，但AML进展迅速，骨

髓髓系原幼细胞大于 50%，外周血 WBC 大于 70×109/L，经

MA方案化疗仅能短期控制白细胞。文献复习25例MDS合

并淋巴瘤（国外 18例，国内 7例），中位发病年龄 61岁，男女

比为3∶2，淋巴瘤分型T细胞15例，B细胞8例，混合细胞型2

例，两者同时两病11例，MDS发病后再伴发14例。尚无标准

治疗方案，联合化疗对部分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疗效较好，T

系则非常差，中位生存期仅6个月余。结论 MDS合并淋巴

瘤罕见，以T细胞淋巴瘤居多，无有效治疗方案，预后很差。

C94. MPN并发红斑肢痛症一例附文献复习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贾思寻 杨晨萌 方美云

目的 加深对MPN可能引发红斑肢痛症的认识，以避

免该罕见并发症的漏诊和误诊。方法 报告 1例有 7年ET

病史的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肢端剧烈疼痛伴疼痛部位红

斑，综合国内文献报道，阐述红斑肢痛症的临床表现、发病机

制及与ET的关联。结果 患者发病特点：就诊前 3周无诱

因出现双手肢端阵发性烧灼样、刀割样剧烈疼痛，伴双手指

端麻木、皮温升高，发作时皮肤呈鲜红色，遇热疼痛加重，遇

冷或抬高患肢疼痛减轻，无局部破溃，每次发作数分钟至半

小时余，每天发作数次。起病后就诊于大连某三甲医院诊断

不明，查头CT及双上肢神经传导未见异常。予口服“布洛

芬”及阿片类镇痛药，疼痛不缓解，因为剧烈疼痛难以忍受甚

至萌生自杀念头。发病前后无发热，无咳嗽、咳痰，无腹痛、

腹泻，无尿频、尿急、尿痛等。7年前（2011年）体检时发现血

小板升高，当时血小板 500×109/L左右，HGB及WBC正常，

未就诊。2013年 5月查血常规发现血小板升至 650×109/L，

HGB、PLT 仍正常，遂就诊于大连某三甲医院血液科门诊。

骨髓穿刺符合 ET。骨髓活检符合 MPN。染色体：46，XX

[15]。JAK2V617F突变（+）。诊断为MPN-原发性血小板增

多症，予“阿司匹林”口服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治疗，1

个月后自行停药，定期复查血常规，血小板波动于500~650×

109/L。红斑肢痛发作后查血小板 722×109/L，病情有进展。

腹部CT：脾脏增大，约 6个肋单元。骨髓象：符合血小板增

多症形态学改变。骨髓活检：骨髓纤维化（MF-2级）。复查

JAK2基因（EXON14）V617F阳性。综上，该患诊断为MPN，

ET后骨髓纤维化；继发性红斑肢痛症，予阿司匹林口服，予

丹参川穹嗪改善循环等治疗后肢痛未再发作。检索万方、

CNKI数据库，自 2000年 1月至 2018年 7月共检索到 6篇文

献，累计13例MPN并发红斑肢痛症，其中ET并发红斑肢痛

症4例，由PV并发8例，另外1例为CML。该合并症可能的

机制与微循环的动静脉分流，末梢交感神经的参与以及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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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皮细胞功能紊乱有关。结论 红斑肢痛症是MPN罕见并

发症，改善血液循环抑制血小板聚集，积极治疗原发病可显

著改善症状。

C95. 176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回顾性分析
1.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王亚晨 1 杨晨萌 2 牛艳 2 施杰 2 贾思寻 2 方美云 2

目的 分析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临床特征，探

讨其诊断、鉴别诊断、分型及预后，从而加深对MDS的认识，

提高诊治水平。方法 连续收集2010年1月至2017年12月于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初治MDS患者，分析性

别、年龄、细胞形态学、染色体核型、FISH、二代测序、分型及生

存时间等。采用SPSS22.0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①共 176

例，男 116 例，女 60 例，男女比为 1.93∶1。中位发病年龄 64

岁，发病高峰61~70岁。②初诊时临床表现多为头晕、乏力，

52.84%为大细胞性贫血，MCV 中位值 102.10 fl。③分型以

MDS-MLD最常见42.61%，其次为MDS-EB2占23.30%，其他

亚型依次为：MDS-EB1 19.32% 、MDS-RS 12.50%、MDS-SLD

1.70%、MDS 伴单纯 5q- 0.57% 。按 IPSS-R 分组，77.27%为

相对高危组（中危＋高危＋极高危），22.63%为相对低危组

（极低危＋高危）。④形态学示 98.86%存在病态造血，二系

及以上病态造血占81.82%；染色体异常检出率为51.14%，其

中+8（9.66%）最常见，其次为-7/7q-、-20/20q-、-Y、-5/5q-等；

FISH染色体异常检出率为55.56%，其中+8异常（24.44%）最

常见，其次为-7、5q-、20q-；10例行基因测序，均有突变，突变

频率为 TET2、TP53、U2AF1、ASXL1。⑤9 例合并自身免疫

性疾病，其中SLE 4例、RA 3例、银屑病2例。16例进展为急

性白血病，均为AML（7例M5，5例M2，4例M6），中位转白时

间为 6.5（1~27）个月。单因素分析发现，老年、男性、MDS-

EB 型、复杂核型转白率较高。⑥中位随访 11.5（1~88）个

月。中位生存 18（2~88）个月；相对高危组 104例，最短生存

时间 1 个月，最长生存时间 84 个月，中位生存 10（1~84）个

月。结论 ①MDS呈明显异质性，老年多见，贫血症状是就

诊的首要原因。②核型异常在MDS中大于50%，FISH可提

高异常检出率。③MDS可伴发自身免疫性疾病，以SLE及

RA多见。④老年、男性、存在复杂染色体核型、MDS-EB型

在病程中高风险向AML转化，中位转白时间仅6.5个月。⑤
MDS预后差异很大，相对高危组较相对低危组生存时间短。

C96. Ponatinib对转染人ZNF198-FGFR1融合基因
的Ba/F3细胞株的抑制效应研究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晁红颖

目的 探讨新一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Ponatinib对转染

人 ZNF198-FGFR1 融合基因的 Ba/F3 细胞株的抑制效应。

方法 将我们既往从一例8p11骨髓增殖综合征患者骨髓悬

液样本中克隆得到的ZNF198-FGFR1融合基因通过慢病毒

包装稳定转染至Ba/F3细胞株；采用CCK-8法检测Ponatinib

对转染人 ZNF198-FGFR1 融合基因的 Ba/F3 稳转株增殖的

影响；采用Annexin V/PI双重染色法检测Ponatinib对稳转株

凋亡的影响；采用平板克隆形成实验检测Ponatinib对稳转株

的集落形成情况；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信号通路分子磷

酸化水平的表达变化。结果 我们成功构建了携带人

ZNF198-FGFR1融合基因的Ba/F3稳转细胞株，Ponatinib能

有效抑制该稳转细胞株的增殖及克隆形成，并诱导其凋亡，

与 DMSO 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

Ponatinib作用Ba/F3稳转细胞株48 h后，Western blot结果显

示 PI3K及STAT5磷酸化水平表达下调。结论 Ponatinib能

有效抑制携带人 ZNF198-FGFR1 融合基因的 Ba/F3 稳转株

的增殖及克隆形成，并诱导细胞凋亡，其机制可能与下调

FGFR1下游信号通路蛋白PI3K及STAT5磷酸化水平有关。

C97.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ASXL1基因突变分析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晁红颖

目的 探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中ASXL1

基因突变发生情况，及其与其他基因突变和部分临床参数间

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基因组 DNA-PCR 扩增产物直接测

序法检测 149 例 MDS 患者中 ASXL1、U2AF1、SF3B1、DN-

MT3A、TET2、IDH1/2、NPM1、FLT3-ITD、C-KIT 突变情况。

结果 149 例患者中 ASXL1 基因突变检测率为 24.8%（37/

149），突变率>5%的基因分别是 U2AF1（22.8%，34/149）、

TET2（11.4%，17/149）、DNMT3A（9.4%，14/149）及 NPM1

（8.1%，12/149）。ASXL1 突变最常见的共存基因为 U2AF1

（27.0%，10/37）及 TET2（18.9%，7/37）。ASXL1 突变组与野

生组患者在中位年龄、MDS亚型、染色体核型、外周白细胞、

血红蛋白、血小板水平及骨髓原始细胞计数等方面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29例ASXL1突变患者进行了有

效随访，其中11例患者进展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白血

病转化率为37.9%（11/29）；92例野生型患者中，13例患者进

展为AML，白血病转化率为14.1%（13/92）；ASXL1突变组白

血病转化率明显高于野生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5）。结论 ASXL1突变在MDS中有较高的发生率，并

常与U2AF1及TET2基因突变共存，伴有该突变的患者具有

更高的白血病转化率。

C98.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RUNX1基因突变分析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晁红颖

目的 探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中

RUNX1基因突变情况及与其他基因突变和部分临床参数间

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基因组 DNA-PCR 扩增产物直接测

序法检测 170 例 MDS 患者中 RUNX1、DNMT3A、TET2、

IDH1/2、NPM1、FLT3-ITD、C-KIT 突变情况。结果 170 例

患者中RUNX1基因突变检测率为13.5%（23/170），其他基因

突变率依次为：TET2（11.2%，19/170）、DNMT3A（9.4%，16/

170）、NPM1（8.2%，14/170）、IDH2（4.1%，7/170）、FLT3-ITD

（2.9%，5/170）、IDH1（1.7%，3/170）、c-KIT（0.58%，1/170）。

最常见的RUNX1突变共存基因为TET2（5/23）。RUNX1突

变组与野生组患者相比，具有更高的外周白细胞水平及更低

的血小板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但在中位

年龄、MDS亚型、染色体核型、血红蛋白水平等方面均无统

计学差异。对17例RUNX1突变患者及111例野生型患者进

行了有效随访，其中 8例RUNX1突变者进展为急性髓系白

血病（AML），白血病转化率为 47.05%（8/17），13 例 RUNX1

野生型患者进展为 AML，白血病转化率为 11.7%（13/111）。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 RUNX1突变在M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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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较高的发生率，伴有该突变的患者具有更高白细胞水

平、更低的血小板水平、更高的骨髓原始细胞比例及白血病

转化率。

C99. 正常核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的基因突
变谱系分析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晁红颖 秦伟 陈梅玉 刘洁 姜

乃可 周民 卢绪章

目的 研究正常核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

多个肿瘤基因突变发生情况。方法 采用高通量DNA测序

技术检测49种靶基因；采用基因组DNA-PCR联合Sanger测

序法检测CALR基因 9号外显子、NPM1基因 12号外显子、

FLT3-ITD及CEBPA的TAD、BZIP两个功能结构域的突变发

生情况。结果 ①77 例患者中，总的基因突变发生率为

80.5%（62/77），其中，43.7%的患者至少携带≥3种基因突变，

每例患者平均发生 2.21个基因突变。基因突变检出率由高

到低依次为：RUNX1（23.4%，18/77）、ASXL1（18.2%，14/

77）、NPM1（15.6%，12/77）、U2AF1（15.6%，12/77）、DNMT3A

（11.7%，9/77）、BCOR（11.7%，9/77）、TET2（10.4%，8/77）。②
SF3B1突变的中位年龄明显大于ASXL1突变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23），DNMT3A突变的血小板中位水平高于

BCOR突变者（P=0.02）；基因突变个数及常见基因突变率在

年龄<60 岁及≥60 岁组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

0.05）。③67例有效随访患者中，20例发生白血病转化，平均

转化时间为 5.3个月，其中，RUNX1、U2AF1、FLT3基因突变

与转白率呈显著正相关（r 分别为 0.233、0.232、0.245，P<

0.05）。结论 正常核型MDS患者多基因突变共存发生率

较高，其中，部分基因突变与年龄及白血病转化有一定相关性。

C100. 20q-合并KIT基因突变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
征一例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李庆 林赠华 滕镕 杨熙 尤学芬

目的 提高对 20q-合并KIT基因突变的骨髓增生异常

综合征诊治的认识。方法 报告一例 20q-合并KIT基因突

变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的诊治过程，同时进行相关文

献复习。结果 该病例为54岁女性患者，因“反复乏力三年

余，加重10余天”于2017年11月8日入院。入院后查骨髓象

示：1. 有核细胞增生欠活跃，2. 未见原始细胞。骨髓活检示

粒巨二系成熟滞缓。流式细胞分析示早期髓细胞2.97%，比

例略高。FISH检查：5q-/7q-/+8阴性，20q-阳性（70%）。染色

体核型分析：可见克隆性异常 20q-。诊断：骨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中危）。于2017年11月21日起予地西他滨25 mg/d治

疗。二代测序结果示：KIT Exon16突变。予停用地西他滨，

予升白、输注血小板、免疫支持等治疗，待患者白细胞、血小

板回升后于2018年1月11日起予以伊马替尼400 mg/d进行

靶向治疗。1月16日骨髓活检提示骨髓纤维化。在 IPSS和

WPSS中，染色体核型成为影响治疗指导和预后判断的重要

因素。结论 KIT 突变虽常见于 AML，也被认为发生在

MDS 的进展期，现考虑该患者短期内会高风险向 AML 转

化。后患者查骨髓活检提示骨髓纤维化，多种证据提示该患

者预后不佳。

C101. 三棱青黛汤治疗真性红细胞增多症 40例临
床观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血液内科 刘清池 沈扬 尹婉

宜 马兵 张丽红 赵丹 王建英

目的 观察三棱青黛汤治疗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的

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分析 40例门诊和住院真性红细胞增

多症患者，服用三棱青黛汤（三棱、莪术、青黛、浙贝母、地龙、

姜黄、熟大黄等），日一剂，水煎服，2个月为1个疗程，统计疗

效及发生的不良反应。结果 疾病疗效，CR 4例，PR 8例，

无效28例，总有效率30%。中医证候疗效：显效6例，有效12

例，无效 22例，总有效率 45%。不良反应观察，发现腹泻日

2~3次 2例，轻度腹痛（能忍受、不影响情绪、不影响睡眠）2

例，中药减量服用后消失。结论 三棱青黛汤治疗PV有一

定疗效，治疗前后中医证候改善明显，无严重不良反应。

C102. 伴有FIP1L1-PDGFRA阳性恶性血液病临床
特点分析
陕西省人民医院 王一 茹杏丽 张玎 高秋英 王晖

苗玉迪

目的 观察 FIP1L1-PDGFRA 阳性恶性血液病临床特

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陕西省人民医院2008年1月至2017

年12月诊断的8例FIP1L1-PDGFRA阳性恶性血液病临床特

点及治疗。结果 8例中多数患者具有慢性骨髓增殖性肿

瘤的特点，1例Ph染色体阳性。近一半患者有发热症状，多

数患者通过伊马替尼治疗后病情改善，甚至达到分子生物学

缓解，1例患者出现突变耐药死亡。结论 FIP1L1-PDGFRA

阳性是一种特殊的慢性骨髓增殖性肿瘤的标志性融合基因，

靶向此基因的TKI治疗效果良好。

C103. 大剂量维生素C联合地西他滨治疗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征对铁蛋白的影响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李莉娟 张连生 楚松林 郝正栋

郭晓嘉 刘洋 周文

目的 探讨大剂量维生素C（Vc）联合地西他滨治疗骨

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对铁蛋白的影响。方法 MDS

患者共 16 例（MDS-EB-1 型 8 例；MDS-EB-2 型 6 例；MDS-

MLD 2例），采用大剂量维生素C（1~3 g/d）联合地西他滨10

例（MDS-EB-1型 6例；MDS-EB-2型 4例），单用地西他滨治

疗 6 例（MDS-EB-1 型 2 例；MDS-EB-2型 2 例；MDS-MLD 2

例），对比两组治疗前及 4个疗程后铁蛋白水平的变化以及

每组治疗前后的变化。结果 联合Vc组和单用地西他滨组

治疗前铁蛋白水分别为（1576 ng/ml对1432 ng/ml，P>0.05），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联合Vc组和单用地西他滨组 4个疗程

后铁蛋白为（1301 ng/ml对1521 ng/ml，P<0.0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联合Vc组 4个疗程后铁蛋白有所减低（1576 ng/ml

对1301 ng/ml，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单用地西他滨

组4个疗程后铁蛋白无明显改变（1432 ng/ml对1521 ng/ml，

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治疗前，治疗后血红蛋白

水平及血小板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大剂量Vc

可减轻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的铁负荷；但尚未发现对血

红蛋白水平、血小板计数有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探讨大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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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Vc对MDS预后的影响。

C104. Anti-CD123-CdTe-DNR载药体系的构建及
其抗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效应的研究
1. 南京医科大学鼓楼临床医学院；2. 南京鼓楼医院 郭丹 1

许佩佩 2 陈丹桂 1 陈兵 1

目的 以CD123抗原为靶点，CdTe量子点为载药体携

载柔红霉素（DNR）构建 DNR-CdTe-CD123 新型载药体系，

评估其治疗效果及毒副作用。方法 通过酰胺键将

antiCD123抗体与CdTe连接，通过静电结合DNR构成靶向

载药体系。测定DNR-CdTe-CD123理化指标，进行体外细胞

增 殖 抑 制 实 验 ，分 析 DNR- CdTe- CD123 对 MDS 细 胞

（MUTZ- 1）的杀伤作用。利用荷瘤裸鼠模型评价 DNR-

CdTe-CD123 体内抑瘤效果及对正常组织的损伤情况。

结果 DNR-CdTe-CD123 直径为（114.91±9.749）nm，ζ电位

（-32.93±1.0）mV。DNR包封率为（74.52±1.81）%，载药率为

（42.08±0.64）%。流式细胞仪检测 DNR-CdTe-CD123 组对

MUTZ-1增殖抑制率[（76.9±3.86）%]最高，与其他组之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Western Blot检测MUTZ-1细胞

相 关 凋 亡 蛋 白（P53、Cleaved- caspase9、Bax、Cleaved-

caspase3）上调，DNR- CdTe- CD123 组上调最为明显（P<

0.05）。DNR、DNR-CdTe、DNR-CdTe-CD123 组裸鼠肿瘤体

积较 Control 组明显下降（P<0.05），且 DNR-CdTe-CD123 组

较 DNR 组更为显著（P<0.05）。HE 染色观察肿瘤组织，

DNR-CdTe-CD123组肿瘤细胞核固缩、核碎裂等凋亡形态增

多。免疫荧光染色示在 DNR、DNR- CdTe、DNR- CdTe-

CD123 组的小鼠肿瘤组织中，P53、Cleaved-caspase9、Bax、

Cleaved-caspase3 绿色荧光强度逐渐增加。与其余各组相

比，DNR组的心肌损伤标志物（CK-MB）明显升高（P<0.05）

及其心肌细胞HE染色可见坏死变性及炎症细胞浸润等，其

余各组织未见到明显损伤。结论 与 DNR 相比，DNR-

CdTe-CD123可提高原药对MDS的治疗效果 同时降低对

心肌的毒副作用。

C105. 极低剂量地西他滨治疗中低危组骨髓增生异
常综合征近期疗效分析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马洪波 杨岩 高素君

目的 评价极低剂量地西他滨治疗低危、中危-1组骨髓

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的近期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5年 10月至 2017年 6月收治的 32例

无不良核型、原始细胞不多（≤5%）的低危、中危-1组MDS患

者32例，予以地西他滨7~10 mg·m-2·d-1×5 d，连续去甲基化

治疗 2~4个疗程后评价总体有效率（ORR）。结果 32例患

者中，2个疗程后ORR为 65%，其中 7例获得完全缓解，5例

获部分缓解，9例获血液学改善。4 个疗程后ORR为68%，7

例获得完全缓解，5例获部分缓解，10例获血液学改善。地

西他滨治疗期间主要不良反应为 1~4 级血细胞减少

（93.75%）及严重感染（5.6%）。结论 初步结果表明应用极

低剂量地西他滨治疗无不良核型、原始细胞不多的低危及中

危1组MDS有效，发生严重血细胞减少及感染等不良反应几

率较低，且患者能够耐受，值得临床试验进一步明确其意义。

C106. 真实世界中芦可替尼治疗骨髓纤维化 50例
疗效分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潘崚 朱焕玲 牛挺 刘霆 贾永

前 吴俣

目的 探讨真实世界中，芦可替尼治疗 MPN 相关 MF

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收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科从

2017年7月30日至2018年6月14日接受芦可替尼治疗的50

例MPN相关MF患者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特征、疗效及不

良反应。结果 50 例 MPN 相关 MF 中，PMF 45 例，ET 后

MF 4例，PV后ET 1例，男22例，女28例，年龄30~78岁。有

分子遗传学检查结果的 33例患者中，JAKV617F阳性 22例

（66.6%），CALR突变阳性 4例（12.1%），三阴 7例（21.2%）。

从确诊至开始用药时间1个月到14年不等。可供 IPSS评分

资料齐全的 36例患者中，低危 1例，中危-1 10例，中危-2 18

例，高危 8例。主要根据血小板计数及患者经济状况，27例

患者芦可替尼起始剂量为 5 mg每日 2次，8例 10 mg每日 2

次，12例 15 mg每日 2次，1例 20 mg每日 2次，2例 25 mg每

日2次。用药前脾脏肋下长度波动在2~26 cm，MPN-10评分

为 12~59 分，PLT 29~2208 × 109/L，WBC 3.62~45.8 × 109/L，

HGB 36~150 g/L。用药 3个月时有可评估数据的 34例患者

中，4例脾脏左肋缘下长度无变化，24例（70.6%）脾脏左缘肋

下长度缩短 50%以上，其中 9例患者左缘肋下未触及脾脏。

所有患者 MPN-10 症状评分均有不同程度减低，其中 24 例

（70.59%）患者的症状评分减少 50%以上。PLT 26~400×109/

L，WBC 3.22~42.77×109/L，HGB 40~140 g/L（部分患者为输

血后检查）。主要不良反应包括贫血加重和血小板减低。分

析各变量与疗效的相关性，发现脾脏肋下长度小于8 cm、从

确诊到开始用药时间不足1年的患者，芦可替尼缩脾和改善

全身症状等疗效比较明显，与是否存在 JAK2V617F突变或

CALR突变无明显相关性。结论 本组资料显示芦可替尼

治疗 MPN 相关的 MF 可以明显改善全身症状，缩小脾脏。

但还需要观察更多的病例，以明确最佳剂量、剂量调整及不

良反应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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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红系统疾病

D1. 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行异基因非亲缘造血干
细胞移植治疗合并播散性镰刀菌病一例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小卫 张玉平 莫文健 王彩

霞 周铭 王顺清

D2. Cyclosporin A inhibits adipogenic differentia-

tion and regulates immunomodulatory functions

of murine mesenchymal stem cells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Ying Qu, Yan Yuan, Zhengxu Sun, Tong Chen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CsA on the BM-

MSC. Methods Murine BM- MSC were stimulated in the

presence of CsA. Cell proliferation was measured in control

and CsA-treated BM-MSC by CCK8 assay and apoptosis was

assessed by flow cytometer staining with Annexin V-FITC and

7-AAD. The surface markers of BM-MSC were also analysed

by flow cytometer. To investigate the probable changes in BM-

MSC differentiation following CsA treatment, BM-MSC were

induced by adipogenic differentiation medium and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medium, separately. To determine the effect of

CsA on the immunomodulation function of BM-MSC, we anal-

ysed the cytokine production using CBA and the expression of

PD-L1 and PD-L2 by qRT-PCR and flow cytometer in CsA-

treated BM-MSC and controls. Results We found that CsA at

5 µg/ml could inhibit murine BM- MSC proliferation (0.89 ±

0.02 vs 0.59±0.04, P=0.005) and promote BM-MSC apoptosis

[(6.27±0.504)% vs (22.33±2.603)%, P=0.026], while it had no

effect on the phenotype of BM-MSC. The mRNA expressions

of adipogenic marker (PPAR-γ, C/EBPα, Perilipin and FABP4)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CsA- treated BM-MSC (P<0.05, re-

spectively). Quantification results of the Oil- Red O staining

showed that CsA inhibited lipid accumulation in differentiated

cells (0.49 ± 0.004 vs 0.42 ± 0.002, P<0.01), while CsA had no

effect on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in BM-MSC. Our study al-

so showed that CsA could inhibit IL-6 expression in BM-MSC

[(9.53±1.21) pg/ml vs (2.573±0.76) pg/ml, P=0.017], while PD-

L2 expression [(24.33 ± 6.23)% vs (47.4 ± 3.25)% , P=0.0304].

Conclsions CsA may exert an effect on regulating the bone

marrow environment by influencing BM- MSC, which may

have a beneficial effect on treating AA.

D3. B细胞激活因子在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患者
中的表达与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徐子真 王也飞 戴

健敏 夏文权

目的 在体外水平研究B细胞激活因子（BAFF）在自身

免疫性溶血性贫血（AIHA）患者中的表达，为AIHA的发病

机制和治疗提供新思路。方法 运用ELISA方法测定了44

例 AIHA 患者及 25 例健康捐献者的血 BAFF 浓度。结果

AIHA 患者的血 BAFF 浓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原发性

AIHA患者与健康对照组间的血BAFF浓度无显著性差异，

IgG+C3+的原发性AIHA患者血BAFF浓度显著高于健康对

照组，单一 IgG+或C3+的原发性AIHA患者的血BAFF浓度与

健康对照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继发性 AIHA 患者的血

BAFF浓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IgG+C3+、IgG+C3-、IgG-C3+

继发性AIHA患者的血BAFF浓度均与健康对照组无显著性

差异。血BAFF浓度与AIHA患者的血清学指标无显著相关

性。结论 AIHA 患者的血 BAFF 浓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

组。IgG+C3+的AIHA患者血BAFF浓度显著高于健康对照

组。抗BAFF单抗可能成为AIHA的新疗法。

D4. 分子诊断在成人期发作的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
多症中的临床价值
1.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2. 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张启国 1,2 金其川 2 宫文玉 2 陈兵 1

目的 探讨分子诊断在疑难病例中的确诊价值。方法

报道一例于成人期首次发作的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的

诊断和治疗过程，结合文献进行复习。结果 患者，男性，

16岁，因全身皮肤发黄 9个月，加重伴眼黄 7月余入院。阳

性体征：皮肤巩膜黄染，脾肋下4 cm。 肝功能：总胆红素63~

100 μmol/L，间接胆红素 37~85.6 μmol/L。饥饿试验复查肝

功能：总胆红素 137.4 μmol/L，间接胆红素 24.0 μmol/L。铜

蓝蛋白未见异常。B超引导下肝穿刺活检病理：轻度瘀胆性

改变（F0，G1，S0），可符合Gilbert综合症组织学改变。基因

检测未发现 UGT1A1 基因外显子及侧翼序列有意义突变。

曾就诊于消化科考虑Gilbert综合征可能。血液科会诊血涂

片示：红细胞大小形态不等，可见大红细胞，球形红细胞占

5%。溶血性贫血筛查全套均阴性，Coombs试验（-），CD55、

CD59表达正常。血常规：WBC 15.11×109/L，HGB 150 g/L，

MCV 78.3 fl，MCHC 387 g/L，网织红细胞比值 5.24%。生

化：乳酸脱氢酶288 U/L，总胆红素118.3 μmol/L，间接胆红素

90.5 μmol/L。血浆游离血红蛋白 8.6 mg/dl（正常参考值：0~

5 mg/dl）。鉴于胆红素进行性增高，溶血性贫血需考虑，行腹

腔镜下脾切除术。脾脏病理：红髓轻度扩张，脾窦充血，脾索

纤维组织增生。切脾后3天，胆红素迅速减至正常。红细胞

增多症Panel样本分析到SPTB基因有1个杂合突变, 外显子

15, c.3403 G>T（编码区第 3403号核苷酸由鸟嘌呤变异为胸

腺嘧啶），导致氨基酸改变 p.E1135X（无义突变），此突变位

点为国内外首次报道。患者父亲和舅舅有脾切除史，其父亲

存在相同杂合变异，母亲正常。患者最终确诊为遗传性球形

红细胞增多症。切脾后状况良好。结论 成人期发作的遗

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临床诊断存在挑战性，常规的临床和

实验室指标无法确立诊断，分子诊断结合家系调查研究具有

重要临床实用价值。

D5. HIV相关贫血的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韩孟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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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合并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
征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李参

目的 总结 1例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合并可逆性后部

脑病综合征（PRES）的临床特点，提高医师对该病的正确认

识。方法 回顾分析 2015年 12月 22日山西医科大学第二

医院血液科收治的1例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合并PRES患者

的临床表现及诊治过程，并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病例特

点。结果 本例患者诊断为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在使用环

孢素A治疗过程中出现神经系统异常表现，综合分析诊断为

PRES，经过及时镇静、环孢素停药等对症治疗后完全恢复，

随访至今病情稳定。结论 PRES是一种短期内可以可逆

性恢复的神经系统疾病，对患有免疫性疾病，使用免疫抑制

剂或者细胞毒性药物的患者应注意环孢素的生物利用度个

体差异、病理生理因素、给药方案及联合用药等因素影响，即

使其血药浓度在安全范围内亦可导致PRES的发生。

D7. 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的
检测及意义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郝李霞

目的 研究再生障碍性贫血（AA）患者外周血T淋巴细

胞亚群水平的变化及临床意义。方法 以 2016 年 1 月至

2017年6月在我院血液科住院的初诊AA患者为研究对象，

采用流式细胞仪对37例AA 患者（AA 组）及20 例正常人（正

常对照组）的外周血进行 T 淋巴细胞亚群的检测。结果

AA组中男22例，女15例，中位发病年龄29（14~75）岁，与正

常对照组相比，AA 组 CD3 + CD4 +淋巴细胞比例 [（40.86±

11.26）%]、CD3+CD4+/CD3+CD8+比值[（1.76±0.89）%]及 CD3-

CD16+CD56+自然杀伤（NK）细胞比例[（9.51±8.16）%]明显降

低（P<0.05），CD3+CD8+淋巴细胞比例[（26.84±8.88）%]明显

升高（P<0.05），CD3+与CD19+细胞比例与正常对照组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D4+、CD8+ T细胞在维

持机体的免疫平衡中起重要作用。AA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紊

乱是CD4+ T 细胞减少和CD8+ T细胞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

D8. 巨幼细胞贫血合并心肌酶增高二例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葛文军

D9. 强烈免疫抑制剂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12

例总结
山西省运城市第三医院 梁云霞

目的 总结强烈免疫抑制剂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12例疗效。方法 12例患者中位年龄30（7~55）岁，男4例，

女 8例，1例VSAA，余均为SAA；所有患者均给予保护性隔

离、G-CSF、加或不加司坦唑醇以及血制品支持等对症处理

措施。强烈免疫抑制剂：环孢素（CsA）3~5 mg·kg-1·d-1，猪抗

人淋巴细胞球蛋白（ALG）25 mg·kg-1·d-1，连用5 d，每日静脉

输注 15 h。输注之前均按照药品制剂说明进行皮试。每日

同步应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防止过敏反应。结果 截至目

前基本治愈 5例，缓解 2例，明显进步 2例，无效 1例；1例死

于脑出血；1例曾血常规完全恢复1年，后转为PNH，此12例

患者有效率为 75%。结论 强烈免疫抑制剂是治疗重型再

生障碍性贫血的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

D10. 输注洗涤红细胞治疗对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
血患者实验室指标及疗效的影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潘月

目的 观察和评价分析输注洗涤红细胞治疗对自身免

疫性溶血性贫血（AIHA）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

择 2016年 5月至 2017年 5月收治的AIHA患者 64例，随机

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32例。全部患者均予以糖皮质激

素治疗，治疗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洗涤红细胞输血治疗。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 1 周后HGB和RBC数量变化，以及患者

贫血症状及体征，并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结果 治疗组

总有效率为 96.88%（31/32），显著高于对照组 81.25%（26/

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治疗 1 周后

HGB、RBC 等指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输注洗涤红细胞对于重度贫血的AIHA患者

是相对安全的，且操作更方便、快捷。

D11. Development of a novel immune- mediated

aplastic anemia mouse model and the characteriza-

tion analysis of pathogenic T cells in the model
1.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tong University; 2. Hematology

Branch,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National In-

stitute of Health; 3.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Xuanwu Hos-

pital; 4.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 Blood Diseases Hospital,

CAMS & PUMC Zenghua Lin1,2, Xingmin Feng2, Jichun

Chen2, Wanling Sun,2,3, Zhijie Wu2,4, Hollinger Maile K2, Liu

Hong1, Neal S Young2

Objective Set up a novel immune-mediated AA C.B10

mouse model by DsRed mouse (B6 background) lymph nodes

(LNs) cells infusion after total body irradiation (TBI), then we

employed the C.B10 AA model to characterize pathogenic T

cells trafficking to bone marrow (BM) and other organs. Methods

C.B10 mice received 5 Gy total body irradiation (TBI), then

were infused with DsRed mouse (B6 background) LNs cells at

5×106/mouse via tail vein injection. On days 3, 6, 9, and 12 dur-

ing development of BMF, mice were sacrificed and collected

BM, spleens, LNs, or thymus to analyze the dynamic change

and activation status of donor T cells in these organs by flow

cytometry. At day 12, blood samples from the retro-orbital si-

nus were collected for hematologic parameters, while donor-de-

rived T cells from BM, spleens and LNs were sorted to collect

CD3 + CD4 + and CD3 + CD8 + DsRed T cells for RNA isolation

and gene expression analyses by PCR Array. Results Rela-

tive to control animals that received 5 Gy(TBI) without LNs

cell infusion, AA mice developed severe BMF with dramatic

decrease in total BM cells, hemoglobin, white blood cells and

platelets in peripheral blood on day 9 and day 12 after LNs cell

infusion. Frequencies of DsRed T cells trafficking to BM, L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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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pleens increased with time. Surprisingly there were very

few DsRed T cells in BM on days 3 and 6,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spleens or LNs, but DsRed T cells in BM in-

creased dramatically at a level much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pleens and LNs on day 12, suggesting donor T cells primarily

homed to spleen and LNs first, expanded and differentiated,

then trafficked to BM. Frequency of DsRed T cells in thymus

was the lowest during the whole process, implying that thymus

is more resistant to donor T cell infiltration, which may repre-

sent an immune-privileged site. On day 12, the DsRed cells in

CD3 + CD4 + T cells of BM, LNs and spleens from AA mice

were (91.38±2.10)%, (39.78±6.98)% and (67.87±12.77)%, re-

spectively, while those in CD3+CD8+ T cells of BM, LNs and

spleens were(98.21 ± 1.49)% , (94.06 ± 4.20)% and (96.29 ±

1.23)% respectively. Transcriptome analyses showed higher ex-

pression in Cd38, Ifng, Lag3, Csf1, Spp1, and Tnfsf13b in BM

CD4+ and CD8+ T cells, but lower expression in Foxp3 and Ct-

la4 in BM CD4+ T cells than did those in spleens and LNs, indi-

cating a more activation and less immunosuppression pattern

in BM T cells. Meanwhile, we assessed the donor T cell pheno-

types using CD44 and CD62L markers and found that almost

all of the donor CD4 or CD8 T cells in BM were effector mem-

ory T cell phenotype (TEM: CD44+CD62L-) from day 9 to day

12, indicating a more terminal differentiation stage of the T

cells in BM which may be responsible for initiating hematopoi-

etic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s (HSPCs) destruction. The expan-

sion of TEM phenotype in BMF mice echoes our recent obser-

vation in which we found clonal expansion enriched in effector

memory CD8+ T cells defined by CD28-CD57+ in AA patients

(Giudice V, ASH abstract, 2016). Conclusions DsRed LNs

cells infusion to induce BMF in CB10 mice enable to track do-

nor- derived pathogenic T cells. Beside previously published

findings in this model, we demonstrate that donor CD8 + and

CD4 + T cells primarily homed to spleens and LNs, expanded

and differentiated, then infiltrated in BM with a terminal effec-

tor memory phenotype. The T cells infiltrated in BM showed

more activation and less immunosup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to those homing to spleens and LNs during the de-

velopment of BMF.

D12. 中国北方与中国南方及东南亚国家地中海贫
血基因构成比较
北京协和医院 崔雀玄 杨卓 周文哲 邱玲 韩冰

目的 比较中国北方与中国南方基因突变构成的异同，

并与东南亚国家的基因突变构成对比，分析地中海贫血基因

分布规律。方法 2136例疑似地中海贫血患者的血样来自

2012 年至 2017年北京协和医院门诊，运用 gap-PCR和反向

点杂交（RDB）检测中国常见地贫基因。通过基本信息查询

及电话随访，明确1059例患者的的籍贯，并按籍贯所在地区

分类。同时以“thalassemia”、“mutation”及东南亚国家名称

为关键词在 PubMed 及 EMbase 数据库中检索文献。结果

在所有患者中，17.3%为纯北方籍贯者，82.7%有南方血统。

尽管北方α及β地中海贫血基因构成与文献报道的南方基因

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种亚型中最常见的三种突变在南

北方均是相同的。泰国和马来西亚华裔的地中海贫血患者

的基因构成与广东省患者是相似的，但在东南亚其他种族

中，基因构成与中国患者有着显著差异。结论 中国北方和

南方的地中海贫血基因突变构成是类似的，但是中国的地中

海贫血基因构成与东南亚非华裔者是明显不同的。

D13. 西罗莫司有效治疗难治/复发性获得性纯红细
胞再生障碍的前瞻性研究
北京协和医院 龙章彪 李红敏 杜亚丽 陈苗 庄俊

玲 韩冰

目的 获研究西罗莫司对于难治复发性 aPRCA的治疗

效果以及不良反应，并探索其对于免疫的调控作用。方法

前瞻性入组 2014年 3月至 2017年 9月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

的难治复发性 aPRCA患者 21例，接受西罗莫司治疗至少 6

个月，根据血药浓度检测将剂量调整为 1~3 mg/d，以维持西

罗莫司血药浓度在 4~15 ng/ml。检测治疗前以及治疗后不

同时间点的血细胞数量、西罗莫司浓度、生化指标等临床数

据，治疗期间评估并记录所有治疗不良反应。以流式细胞术

检测正常对照人群、aPRCA患者治疗前后的调节性T细胞水

平。结果 21例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59岁，男女比为 10∶11。

其中16例患者对之前治疗无反应，另外5例患者对之前治疗

有效但不耐受不良反应。研究期间共有 76.2%的患者对治

疗有效，其中 42.9%的患者达到完全缓解，对治疗的中位反

应时间为 4个月。不良反应则包括感染、口腔黏膜炎、窦性

心动过速、肌酐增高、转氨酶增高、甘油三酯或胆固醇增高、

血小板减少，基本可耐受。多数患者在随访期间处于缓解或

疾病稳定状态，而早期停药可导致病情较早复发。与正常对

照人群相比，aPRCA患者的调节性T细胞（Treg）水平明显降

低，经过西罗莫司治疗后调节性T细胞的水平得以恢复[对

照对患者治疗前：（6.8±0.7）% vs（3.7±0.6）%，P=0.0004；患者

治疗前对患者治疗后：（3.7 ± 0.6）% vs（7.1 ± 0.8）% ，P=

0.0039]。aPRCA患者外周血中Treg细胞的表达水平与血红

蛋白呈正相关（r2=0.8812，P=0.0005）。结论 西罗莫司对于

难治性 aPRCA治疗有效且可耐受，作用机制可能与上调调

节性T细胞水平相关。

D14.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转化为骨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并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一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英梅 王芳 谢新生 陈丹

丹 姜中兴 邹典斌

D15. 通过高通量全外显子基因测序探索获得性纯
红细胞再生障碍相关基因
北京协和医院 龙章彪 李红敏 杜亚丽 陈苗 庄俊

玲 韩冰

目的 通过高通量全外显子基因测序探索 aPRCA的相

关基因以及对于免疫抑制治疗效果的相关性。方法 2014

至 2017年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的 30例初治 aPRCA招募入

组，通过高通量测序对患者进行基因检测。我们筛选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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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衰竭性疾病中发现的 93个基因套组，然后逐步过滤并

保留在患者中突变，且1000G计划中突变率在1‰以下的错

义/剪接位点基因。所有患者均接受至少一年的免疫抑制治

疗（环孢素A或西罗莫司），评估治疗前后的临床数据。结

果 30例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2.5岁，男女比为11∶19。20例

患者接受环孢素A治疗，另 10例则接受西罗莫司治疗。13

例患者达完全缓解、10例部分缓解、7例对治疗无反应。在

16 例 aPRCA 患者中发现 15 个基因的 23 个位点突变

（53.3%），突变频率最高的是BCOR、BCORL1、CSMD1, 分别

出现在 10%患者中，随后是 JAK3 和 RUNX1，分别出现在

6.7%患者中。突变基因主要与表观遗传调控、转录和信号转

导三个方面相关，基因分布特征与再生障碍性贫血类似。不

同突变基因型患者在初诊时的血红蛋白水平和网织红细胞

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COR/BCOL1突变的患者对于免

疫抑制治疗的反应较好，未基因突变患者疗效次之，而其他

非BCOR/BCOL1基因突变患者则治疗反应最差。在其他非

BCOR/BCOL1基因突变患者中，出现多个基因突变对治疗

的反应较单个突变者更差。根据不同信号通路对治疗效果

的分析，不同信号通路基因突变对于免疫治疗的反应中，具

有转录相关的基因突变反应最佳，信号转导次之，表观遗传

最差。结论 我们发现 aPRCA患者存在较多基因突变，其

基因分布特征与再生障碍性贫血相似，而且BCOR/BCORL1

基因突变提示对于免疫抑制治疗具有较好的反应，伴有其他

基因突变疗效较差。具有转录相关的基因突变对于免疫治

疗的反应最佳，其次信号转导，最差为表观遗传。

D16. 基因诊断先天性红细胞生成异常性贫血Ⅱ型
一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孙慧敏 姜中兴

目的 强调分子生物学基因突变检测对于诊断复杂、罕

见的遗传性疾病的重要性，同时提高对先天性红细胞生成异

常性贫血Ⅱ型（CDAⅡ）的认识。方法 运用高通量二代测

序技术对先证者进行血液系统疾病相关基因全外显子编码

区及剪切区序列测定，在确定致病基因后，应用Sanger测序

法进行验证，同时检测先证者父母的基因型。结果 先证者

为年轻女性，成年后发现贫血、黄疸，脾大，胆囊结石，呈正细

胞正色素轻度贫血；血片可见6%球形红细胞；光镜下骨髓形

态存在双核幼红细胞，以哑铃核、花核多见，偶见点彩；先证

者及其父母血液系统疾病基因筛查（高通量二代测序）：先证

者存在 SEC23B 基因 c.74C＞A（p.Pro25His）和 c.1588C＞T

（p.Arg530Trp）复 合 杂 合 变 异 ；其 母 存 在 SEC23B 基 因

c.74C＞A（p.Pro25His）杂合变异；其父存在 SEC23B 基因

c.1588C＞T（p.Arg530Trp）杂合变异。未行骨髓电镜及十二

烷基硫酸钠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SDS-PAGE）检查。诊断

为CDAⅡ，因其未出现严重的铁过载等并发症，观察随访。

结论 SEC23B 基因 c.74C＞A（p.Pro25His）和 c.1588C＞T

（p.Arg530Trp）复合杂合变异是本例CDAⅡ患者的分子发病

机制，但因技术限制，该病极易误诊、漏诊。在我国积极开展

与 CDA 相关的 CDAN1、c15orf41、SEC23B、KIF23、KLF1 和

GATA1基因检测极为重要。

D17.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osaconazole and

itraconazole as primary anti- fungal prophylaxis

during intensive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for

severe aplastic anemia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AMS & PUMC

Miao Chen, Bing Han, Daobin Zhou, Huacong Cai, Chen

Yang, Yan Zhang, Lu Zhang, Wei Wang, Junling Zhuang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posaconazole (PO-

SA) versus itraconazole(ITRAC) as primary prophylaxis for in-

vasive fungal disease (IFD) in patients with severe aplastic ane-

mia (SAA) undergoing intensive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IST) and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ose antifungal drugs on cy-

closporine A (CsA). Methods A total of 42 SAA patients

who received IST with anti-thymocyte immunoglobulin (ATG)

and CsA at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a, be-

tween January 2014 and November 2017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and assigned to the POSA group(21 patients) or the

ITRAC group(21 patients). The incidence rates of IFD, and the

plasma concentration and dose adjustment of CsA were retro-

spectively analysed. Results Patients’characteristics were

comparable in both groups. At three months after IST, the over-

all response rates were 61.9% in the POSA group and 57.1% in

the ITRAC group(P=0.753); the three- month mortality rates

were 4.8% and 19.0% , respectively(P=0.343). The incidence

rates of IFD were 0% and 14.3%, respectively(P=0.232). More-

over, 47.6% of the patients in the POSA and 71.4% in the

ITRAC group required CsA dose reduction. The maintenance

dose of Cs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ITRAC group than

in the POSA group [(2.41±0.88) mg·kg- 1·d- 1 vs (3.20±0.87)

mg·kg- 1·d- 1, P=0.005], and the incidence of liver impairment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ITRAC group than in the POSA

group (76.2% vs 38.1% , P=0.013). Conclusion POSA was

an effective primary anti- fungal prophylaxis in SAA patients

undergoing IST, with less impact on CsA metabolism and liver

function damage than ITRAC.

D18. 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tensive immunosup-

pressive therapy and haploidentical transplanta-

tion for young severe aplastic anemia
1.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AMS & PUMC;

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Chinese PLA General Hospi-

tal Miao Chen1, Yamei Wu2, Daobin Zhou1, Junling Zhuang1,

Minghui Duan1, Xiaoxiong Wu2, Bing Han1

D19. 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阵发性睡眠性血
红蛋白尿症17例疗效和安全性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夏晶 陈苏宁 陈佳 范祎 陈

峰 马骁 苗瞄 吴德沛

目的 探讨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Haplo-HSCT）治疗

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PNH）的疗效和安全性。方

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 1月至 2017年 9月采用亲缘Haplo-

HSCT治疗的17例PNH患者临床资料。结果 17例患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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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PNH 4例，再生障碍性贫血-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

症（AA-PNH）13例。所有患者均以改良白消安+环磷酰胺联

合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进行清髓性预处理。粒细胞集

落刺激因子动员的供者骨髓联合外周血干细胞作为移植物

来源。环胞素A+吗替麦考酚酯+短程甲氨蝶呤预防移植物

抗宿主病（GVHD）。移植后 17例患者均获粒系造血重建，

粒细胞中位植入时间为移植后12（10~15）d。17例患者获巨

核系造血重建，血小板中位植入时间为移植后 14（11~45）

d。所有患者在+30 d经植入鉴定证实为完全供者嵌合体。7

例受者（41.2%，7/17）发生Ⅱ~Ⅳ度急性GVHD，4例（23.5%，

4/17)）发生慢性GVHD。中位随访时间为 27.1（8.6~60.4）个

月，17例患者中15例（88.2%）存活，2例死亡，死因分别为肺

部重症感染和移植相关的血栓性微血管病。3年无病存活

率为 77.8%。无复发病例。结论 对于无完全相合供者的

PNH患者，尝试进行Haplo-HSCT有效、安全。

D20. 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转为纯红系白血病一例
并文献复习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黄艳

目的 探讨继发纯红系白血病患者临床特点，提高对纯

红系白血病的认识。方法 分析 1例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治疗后继发纯红系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

果，按照WHO（2016）诊断标准进行诊断，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本例老年女性患者，初诊为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口

服羟基脲治疗 11年后，经临床、骨髓形态学、流式细胞学检

查，确诊为纯红系白血病（PEL）。结论 PEL临床少见，占

AML不到 1%，2016版WHO AML分型在AML非特指分型

中，去除了原有急性红白血病（AML-M6）亚型，保留了原

AML-M6中的PEL亚型。

D21. 三通放血装置在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患者放血
治疗中的应用
青岛市中心医院/青岛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原青岛纺

织医院） 闫晓红 连开华

D22. 江西成人β-地中海贫血基因缺陷及与缺铁性
贫血鉴别探讨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张卫娜 李振江 孙万磊 费

妍 宋渊 汤爱平 徐静 程炜 林静

目的 了解江西成人β-地中海贫血（β-TT）基因缺陷类

型，并建立新的红细胞参数运算公式以鉴别成人β-TT与缺

铁性贫血（IDA）。方法 对小细胞低色素性性贫血患者进

行铁蛋白及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诊断β-TT 患者 117 例，

IDA患者124例，收集健康体检者200例，分析三组患者红细

胞参数差异及在两者鉴别中的作用；利用多参数Logistic回

归分析建立鉴别β-TT及 IDA模型，并与国外报导的 12个鉴

别公式进行对比。结果 江西成人常见的β-TT基因缺陷是

IVS-II-654（47.9%）、CD41/42（24.8%）及 CD17（16.2%）。在

IDA 与正常人红细胞参数的比较中，年龄、RBC、HGB、

MCV、MCH、MCHC、RDW-CV及RDW-SD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在β-TT 与正常人红细胞参数的比较中，除年龄及

RBC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在 IDA及β-TT的比较中，除

外MC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单个红细胞参数中，红细胞

分布宽度-标准差（RDW-SD）鉴别效能较好。将红细胞参数

（包括 RBC、HGB、MCV、MCH、MCHC、RDW-CV 及 RDW-

SD）、性别及年龄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最后红细胞参数中

RBC、HGB、MCV、MCH、MCHC、RDW-CV及RDW-SD均进

入回归方程，同时得到鉴别 IDA与β-TT的应用价值较高的

诊断公式，LZ=-134.616+8.092×RBC-0.359×HGB+1.093×

MCV-2.343×MCH+0.35×MCHC+0.511×（RDW-CV）-0.215×

（RDW-SD），将本研究中收集的β-TT与 IDA的各红细胞参数

代入诊断公式，由此得到诊断公式的ROC曲线下面积、截断

值、灵敏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分别为 93%、-0.7261、90.5%、

85.5%及0.76，与其他12种公式相比，具有最高的诊断价值，

其AUC（93%）、约登指数（0.76）均最高。结论 IVS-II-654、

CD41/42及CD17是江西β-TT最常见的基因缺陷，本研究建

立的新的红细胞参数公式对两者鉴别有较高应用价值。

D23. 国内环孢素A联合雄激素与单用雄激素治疗
再生障碍性贫血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杨冰雪 程单凤 邱晨希

廖建荣 潘丽丽 黄婉玲 刘庭波

目的 评价国内环孢素 A（CsA）联合雄激素与单用雄

激素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再障）疗效与安全性。方法 计

算机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

纳入 CsA 治疗再障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文献，手工检索

血液学杂志其他相关文献，对纳入的相关研究进行方法学质

量评价，且采用StataMP14.0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

纳入 50个随机对照试验。Meta分析结果提示，对于总有效

率和完全缓解率来说，试验组（CsA+雄激素）和对照组（单用

雄激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总有效率和完全缓解率的

RR 分 别 为 1.37（95% CI 1.31~1.43）、1.87（95% CI 1.62~

2.15）。结论 国内目前的证据表明CsA+雄激素与单用雄

激素相比，可以提高再障患者的临床疗效。

D24. 环孢素、雄激素治疗诊断不明贫血后并发桥本
病一例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樊文娟 付国美 高风采 葛芳

芳 姜中兴

D25. 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及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患
者差异表达基因分析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李志 陈洁平

目的 探索 JAK2V617F 突变骨髓增生性疾病发生的机

制。方法 收集 21 例 JAK2V617F 突变型的骨髓增殖性疾

病患者样本，通过RNA-seq 分析其差异表达的基因，并通过

实时定量 PCR验证，筛选不同种类的骨髓增殖性疾病患者

中差异表达的基因。随后，我们对这些差异表达的基因进行

GO和KEGG Pathway分析，筛选可能的与 JAK2V617F共同

作用，精细调控特定类型骨髓增殖性疾病的基因。结果 在

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和真性红细胞增多症中，我们一共鉴定

了1736个差异表达基因，其中有911个基因在真性红细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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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症中高表达，815 个基因在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中高表

达。这些差异基因主要富集在造血干细胞谱系分化、血小板

激活、补体及凝血级联反应等信号通路。通过PCR验证，我

们筛选出了 JAK3、STAT5B、EHF、SOS2、IL6R、IFNGR1、

BCL2A1作为潜在的候选基因与 JAK2V617F共同调控骨髓

增殖性疾病。结论 我们筛选出了与 JAK2V617F共同调控

骨髓增殖性疾病的候选基因，初步探索了骨髓增殖性疾病发

生的机制。

D26. 自体脐带血干细胞移植成功治愈儿童重型再
生障碍性贫血三例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刘芳 王书春 张家源 郭晔 杨文钰 陈晓娟 韩

之波 韩忠朝 竺晓凡

目的 探索自体脐带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重型再生

障碍性贫血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 自 2011 年 8 月至

2016年1月，确诊为再生障碍性贫血且出生时留存自体脐血

的 3例患儿，男 2例、女 1例，年龄 3、4和 7岁，发病至治疗间

隔时间均值为 1.5 个月。诊断符合再生障碍性贫血（超重

型）。治疗前血常规检测最低值分别为：中性粒细胞 0.07×

109/L、HGB 51 g/L、PLT 4×109/L、网织红细胞绝对值 5×109/

L。移植预处理方案为：抗胸腺免疫球蛋白（ATG）2.5 mg·
kg-1·d-1×5 d联合环磷酰胺（CTX）40 mg·kg-1·d-1×2 d。回输

脐带血单个核细胞（MNC）及CD34+细胞总量分别为（2.92~

4.9）×107/kg、（5.2~7.3）×104/kg，2例患儿同时输注了自体脐带

间充质干细胞 0.5×106/kg，移植后+1 d给予G-CSF 6.5~9 μg/

kg，皮下注射，每周3次至中性粒细胞>0.5×109/L，回输后+30

d开始口服环孢素 3~6 mg·kg-1·d-1。随访时间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结果 3例患儿均获得了完全血液学缓解。中

性粒细胞大于0.5×109/L时间分别为+16、+20、+29 d；脱离红

细胞输注时间分别为+33、+19、+7 d；PLT大于20×109/L时间

分别为+33、+27、+22 d；血常规完全正常时间分别为回输后

第 59、70、86天。随访时间最长 88个月，最短 24个月，未发

生第二肿瘤、生长发育迟缓或脏器功能受损等不良反应。治

疗过程中无严重不良事件发生，有1例患儿发生肛周感染，1

例患儿发生口腔溃疡，治疗后均获治愈。有趣的是自体脐带

血联合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的两例患者停用免疫抑制剂后血

常规稳定。单纯脐带血干细胞移植者需环孢素维持。结

论 自体脐带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儿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的疗效确定、安全，可作为此类重症疾病的治疗选择。联合

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可能会促进稳定的造血恢复。

D27. 一个Ⅰ型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ANK1基
因突变的分析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李栋梁

目的 探讨 1个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Ⅰ型（HSⅠ）

家系的遗传学病因。方法 收集先证者及其直系血亲的外

周血，提取基因组DNA，应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相关基因

的序列，对发现的可疑致病变异采用 Sanger 测序法进行验

证。结果 （1）分析目标序列捕获测序分析ANK1基因上所

有外显子的测序覆盖率都达到了 99%以上，平均测序深度

500~1000 ×，测序的随机性较好。应用该技术对先证者进行

了近 700种遗传性血液系统疾病相关基因的检测，检出HS

Ⅰ型致病基因 ANK1 存在一个杂合性移码缺失（exon2:

c.247delG:p.Glu83Ser fs*3），即ANK1基因第2外显子247位

碱基G缺失导致移码突变，密码子由GAG>AGC，使83位谷

氨酸变为丝氨酸，并在突变点后第3个氨基酸提前出现终止

密码，生成一个截短型蛋白，结构发生改变，进而影响蛋白功

能。将此突变结果与HGMD及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

单核苷酸多态性数据库（dbSNP）进行比对，未发现此类突变

的报道。（2）应用Sanger测序技术对先证者进行ANK1基因

突变的验证，其结果与目标序列捕获高通量二代测序完全一

致，并在先证者父亲及胞哥均检出 ANK1 基因（exon2:

c.247delG: p.glu83Ser fs*3）移码突变，而在先证者母亲、侄子

和侄女的 ANK1 基因未检出突变。（3）Mutation Taster 和

PolyPhen-2 软件预测 ANK1 基因 c.247delG:p.Glu83Ser fs*3

突变对蛋白功能的影响均为“有害”。用SWISS-MODEL软

件构建NK1基因的野生型和突变型蛋白的三维结构模型，

结果显示此蛋白的部分结构缺失。 结论 ANKl基因编码

区c.247delC移码突变是该HSⅠ家系的可疑致病病因。

D28. 一个Ⅱ型先天性红细胞生成异常性贫血家系
SEC23B基因突变及其mRNA表达的分析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李栋梁

目的 对一个Ⅱ型先天性红细胞生成异常性贫血

（CDA）家系进行致病基因突变及其mRNA表达分析。方法

应用目标序列捕获高通量二代测序技术对 1 例临床拟诊

CDAⅡ型患者的SEC23B 基因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进行测

序，在确定其致病基因型后，应用Sanger测序法进行验证，同

时提取患者外周血总 RNA，应用实时定量 PCR 检测其

mRNA表达水平，之后检测患者直系亲属基因型，并用Muta-

tion Taster及PolyPhen-2数据库对发现的突变进行蛋白功能

分析及预测，用SWISS-MODEL软件对蛋白结构进行模拟分

析。结果 患者 SEC23B 基因存在罕见的 c. 1727 T>C（p.

F576S）和c. 1831 C>T（p.R611W）双重杂合突变，导致该基因

的第 576位氨基酸由苯丙氨酸变为丝氨酸，第 611位由精氨

酸变为色氨酸，Sanger测序验证了该双重突变的存在，并且

患者SEC23B基因mRNA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正常对照；患者

之姐检出 c. 1727 T>C 杂合突变，其父亲及儿子均检出 c.

1831 C>T杂合突变。上述 2种基因突变的蛋白功能预测均

为有害，分子模拟显示其改变了SEC23B蛋白的三维构象。

患者行脾脏切除术后血红蛋白有所上升，祛铁治疗后铁蛋白

有所下降。结论 两个新的SEC23B基因 c. 1727 T>C与 c.

1831 C>T复合突变很可能是该CDAⅡ型家系的分子发病机

制，该突变导致SEC23B mRNA表达水平明显降低，此基因

型与临床表型密切相关。

D29. 应用目标序列捕获和高通量测序检出 1个范
可尼贫血家系FANCA基因新突变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李栋梁 杨娅平

目的 对 1个临床疑似范可尼贫血（FA）的家系进行致

病基因突变及表型分析以明确诊断，并探讨其分子发病机

制。方法 采用目标序列捕获和高通量测序方法对 1例拟

诊FA患儿的FANCA基因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进行测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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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患儿致病基因型后，应用Sanger测序法进行验证，同时

检测患者父母及姐姐基因型，并用 Mutation Taster 与 Poly-

Phen-2 软件预测突变对蛋白功能的影响。结果 先证者

FANCA基因存在第14外显子 c.1303 C>T（p.R435C）和第31

外显子 c.3031C>T（p.R1011C）双重杂合突变，导致该基因的

第 435 位和 1 011 位氨基酸均由精氨酸变成为半胱氨酸，

Sanger测序验证了该双重突变的存在。患儿父亲检出第 31

外显子 c.3031 C>T突变，其母亲与姐姐均检出第 14外显子

c.1303 C>T突变；应用上述软件预测2个突变对蛋白功能的

影响均为有害。结论 FANCA基因c.1303 C>T与c.3031C>

T复合突变是该FA家系的分子发病机制，其中c.3031C>T突

变未见报道。

D30. PIEZO1基因新发位点突变所致遗传性口型
红细胞增多症-脱水型一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病研究所 陈

桂林 刘新月 陈万新 洪梅 胡豫

目的 采用二代测序技术对一例自幼溶血伴有黄疸、脾

大，疑诊为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的患儿进行检测，明确

诊断。方法 对 4岁女性患儿行溶血性贫血相关检查，α、β

地中海贫血基因筛查，EMA流式检测；应用高通量二代测序

技术对该患儿行全外显子组测序，在确定患者致病基因型

后，应用Sanger测序技术对此基因型进行验证，同时检测患

者父母基因型。结果 外周血涂片示：球形红细胞占 23%；

EMA：32.6%（大于生物参考区间 16%）；二代测序：患者

PIEZO1 基因存在一处杂合突变 c.1465C>G（p.R489G），

Sanger测序验证了该突变的存在；患者母亲检出 c.1465C>G

突变，其父亲未检出此突变。Coombs试验，α、β地中海贫血

基因，血红蛋白电泳，G-6PD等均未见明显异常。根据以上

结果患者诊断为遗传性口型红细胞增多症-脱水型。结论

在遗传性溶血性贫血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中，二代测序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PIEZO1基因 c.1465C>G（p.R489G）杂合突变

是该病的分子发病机制，该位点未见相关报道。

D31. 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伴铁缺乏症的临
床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连玉 施

均 聂能 黄振东 邵英起 李星鑫 葛美丽 张静 黄

金波 郑以州

目的 确定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PNH）经典型

伴铁缺乏症的发生率、铁代谢特点及红细胞形态学参数的临

床价值。方法 根据铁代谢指标，115例经典型PNH分为贮

存铁缺乏、可利用铁缺乏及非铁缺乏症三组。比较经典型

PNH伴或不伴铁缺乏症的临床特征，并与280例缺铁性贫血

（IDA）患者比较铁代谢特点。 结果 115例经典型PNH患

者中，62例（53.9%）存在铁缺乏：贮存铁缺乏 28例（24.3%），

可利用铁缺乏34例（29.6%）；中位病程40.5（1~480）个月，高

于非铁缺乏组的 24（1~420）个月（P=0.01）；贮存铁缺乏组中

位病程 48（18~360）个月，亦高于可利用铁缺乏组的 31（1~

480）个月（P=0.013）。PNH伴铁缺乏症患者血清铁、铁饱和

度及铁蛋白水平均明显高于同等贫血程度的单纯 IDA患者

（P<0.01）。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含量（MCH）和网织红细胞

血红蛋白含量（Ret-He）是红细胞形态学参数中最有临床价

值的缺铁预警指标：通过ROC曲线分析，MCH和Ret-He曲

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911、0.899，Cut-off 值分别为 31.7

pg、27.7 pg，敏感性分别为 88.7%、87.1%，特异性分别为

88.1%、83.0%。 结论 PNH 经典型伴铁缺乏症发生率高。

MCH和Ret-He是提示患者存在铁缺乏症的特异性红细胞形

态学参数指标。

D32. The expression and effect of Recombination

signal binding protein-Jk gene in PNH patients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Liyan Li, Hui

Liu, Honglei Wang, Zhaoyun Liu, Yingying Chen, Lijuan Li,

Jia Song, Guojin Wang, Rong Fu

Objective Paroxysmal nocturnal hemoglobinuria

(PNH) is a rare clonogenic disease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The highly expressed and first class mutation gene RBPJ was

screened by our previous research, the role of RBPJ in clonal

proliferation of PNH is ill-defined. Methods We first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RBPJ in 30 PNH patients, and analyzed the

correlation with clinical index. Then the function of the RBPJ

was verified in vitro, include cell proliferation,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Results The results of PNH patients and K562

cells showed that the level of RBPJ expression was consistent

and high expression.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RBPJ is asso-

ciated with hemolytic index in PNH patients. siRNA-RBPJ ef-

ficiently inhibited RBPJ expression in K562 cells, and the

apoptosis rate was gradually increasd with the transfection

times. And also with the prolongation of transfection time, cell

proliferation activity decreased gradually, the proportion of

cells in G0/G1 phase increased, S phase cells decreased, cells

were blocked in G0/G1 phase, the cell proliferation ability de-

creased. Conclusion High expressed RBPJ was associated

with hemolysis index in PNH, and inhibiting it can induced the

apoptosis of K562 cells in vitro, indicating RBPJ may be in-

volved in the proliferation of PNH clones.

D33. Analysis of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92 pa-

tients with paroxysmal nocturnal hemoglobinuria:

a single institution experience in China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Liyan Li, Li-

juan Li, Hui Liu, Tian Zhang, Shaoxue Ding, Guojin Wang, Jia

Song, Huaquan Wang, Limin Xing, Jing Guan, Zonghong

Shao, Rong Fu

Objective We performed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to in-

vestigat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rapeutic strategies

of Chinese paroxysmal nocturnal hemoglobinuria (PNH) pa-

tients, and assessed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glucocorticoid in

PNH patients. Meth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92 PNH cases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05 to October 2015 were ana-

lyzed, including clinical manifestation, laboratory examina-

tion, treatment efficacy and survival. Results The main cl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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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 manifestations of these patients included hemoglobinuria,

anemia, fatigue, dyspnea, headache, abdominal pain and erec-

tile dysfunction. In addition, the incidences of thrombosis, re-

nal damage and infection were 11.96%(11/92), 14.13%(13/91)

and 35.87% (33/91), which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western

countries. Glucocorticoid is still the first- line treatment for

PNH patients to control hemolytic attack, and the short-term re-

mission rate (12 months) is 75.31% (61/81). Meanwhile, the

overall survival (OS) of 10 years after diagnosis was estimated

as 70.77%(46/65). Moreover, the OS of 10 years was signifi-

cantly reduced when combined with thrombosis, bone marrow

failure and more frequent hemolysis. Conclusion PNH patients

in mainland China have various clinical features, while lower in-

cidences of thrombosis and renal damage. Thrombosis and bone

marrow failure are two complications with worse progrosis.

D34. 对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患者采用改良负压引流
瓶静脉放血方法的护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谭怡

目的 总结对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患者采用改良负压引

流瓶静脉放血的护理效果和经验，供同行参考。方法 回顾

性分析2015年2月至2017年4月期间，我科采用改良负压引

流瓶进行静脉放血治疗的56例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患者的病

历资料，总结护理效果和护理要点。结果 采用改良负压引

流瓶进行放血治疗的56例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患者放血成功

率达到100%，未出现静脉放血的并发症，未发生与护理相关

的不良反应，达到了预期效果。该改良方法的护理要点包

括：心理护理、穿刺部位的选择、穿刺部位护理、静脉放血过

程中病情观察、健康指导。结论 改良的负压引流瓶静脉放

血方法操作简便，减轻了患者的痛苦，提高了静脉放血的安

全性和成功率，护理工作效率也得到了较大提高，值得临床

推广使用。

D35. 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营养状况的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李昕 吴

桂彬 解文君

目的 1. 分析研究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营养状况。2.

探索具有再障特点的营养评估内容，为此类患者的营养护理

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1. 选取我院贫血中心 2016年 1月至

2017年 1月住院的再障患者，使用NRS-2002营养风险筛查

量表进行营养状况筛查，根据标准，患者分为无营养不良和

存在营养不良/风险两类人群。2. 使用现况调查法，把“存在

营养不良/风险”患者作为进一步研究对象，共计 622例。收

集患者一般资料和疾病信息，包括：身高、体重、性别、年龄、

居住地区。记录血液学检测指标，包括血红蛋白（HGB）、血

清总蛋白（TP）、血清白蛋白（Alb）、叶酸（FA）、维生素 B12

（VitB12）、血清铁（SI）、血清铁蛋白（SF）、未饱和铁结合力

（UIBC）和转铁蛋白饱和度（TS）。通过组间比较，研究各指

标的差异。结果 1. 使用NRS-2002营养风险筛查量表对再

障患者进行营养评估，有效回收问卷 879份，其中无营养不

良（总评分＜3分）状况患者257例，占29.2%；有营养不良/风

险（总评分≥3分）患者622例，占70.8%。2. 把存在营养不良/

风险的患者作进一步研究，按性别、年龄、生活地区、疾病诊

断和HGB指标分组，发现BMI指数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NSAA）患者高于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患者（P<

0.05）；血清蛋白含量（TP、Alb）在SAA组和NSAA组比较有

差异（P<0.01）；B 族维生素（FA、VitB12）城乡差异显著（P<

0.01）且农村患者缺乏更为严重（P<0.01）；铁代谢指标（SI、

SF、UIBC、TS）均在 SAA 组与 NSAA 组比较中有差异（P<

0.05），特别是在 97例（占 15.6%）铁过载患者中SAA组铁过

载率（19.1%）要远大于 NSAA 组（8.1%）。结论 1. NRS-

2002营养风险筛查量表可以了解患者当前的营养状况，但

是却不能完全反映血液病患者的营养水平，临床应结合再障

患者血液学检测指标作出综合评估。2. 在有营养不良/风险

的AA患者中存在着蛋白质的缺乏以及造血所需要的B族

维生素的缺乏，同时与造血相关的微量元素铁代谢负荷增加

的营养失调状况。3. 对于再障患者我们不但要给与营养状

况的评估，还要重视疾病的分级和HGB的波动情况、重视患

者城乡的地域差异，全面评估病情和营养状况，从而为制定

特色化的血液病患者护理营养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D36. 西罗莫司治疗慢性难治性免疫相关血细胞减
少的疗效观察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2.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李红敏 1 谷昊 2 龙章彪 1

陈苗 1 吴润晖 2 韩冰 1

目的 回顾性分析西罗莫司作为二线或三线免疫抑制

剂治疗慢性难治性免疫相关血细胞减少患者的临床数据，分

析其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收集自 2016年 1月至 2018年 3

月于北京协和医院及北京儿童医院使用西罗莫司治疗的自

身免疫性血细胞减少患者临床数据。包括：（1）慢性 ITP患

者：血小板减少持续超过12个月，包括停止治疗后不能维持

完全缓解的患者；（2）难治复发AIHA/Evens综合征患者。根

据西罗莫司血药浓度调整治疗剂量，维持血药浓度4~12 ng/

ml。中位随访11.6个月。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成人患者18

例，男∶女=1∶15，中位年龄35（26~74）岁。儿童患者11例，男

∶女=5∶6，中位年龄 8（4~14）岁。29 例患者中，诊断：慢性

ITP19 例（65.5%），AIHA 4 例（13.8%），Evens 综合征 6 例

（20.7%）。中位病程 4（1~9）年，均接受一线糖皮质激素治

疗。12/18例成人患者治疗前有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史，包

括环孢素、环磷酰胺各4例（22.2%），艾曲波帕2例（11.1%），

利妥昔单抗、霉酚酸酯各1例（5.6%）。11例儿童患者中，1例

（9.1%）患者有环孢素治疗史，5例（45.5%）患者应用了利妥

昔单抗治疗。至随访截止，29例患者中位治疗10.5（5~21）个

月，其中完全缓解（CR）10 例（34.5%），部分缓解 12 例

（41.4%），总有效率（ORR）为 75.9%。儿童患者 CR 及 ORR

率均较成人稍高（CR：45.5%对27.8%；ORR：81.8%对72.2%，

P＞0.05）。各病种间CR率及ORR相近。对不同时间节点

疗效监测显示患者疗效呈现一定时间依赖趋势，其、6月、12

个月总有效率分别为 58.6%、80.8%、92.3%，CR 率分别为

13.8%、19.2%、46.2%。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20.7%，其中口

腔黏膜炎者3例（10.3%），无菌性尿道炎及血脂增高者各1例

（3.4%），反复上呼吸道感染者 1例（3.4%），不良反应多出现

在开始西罗莫司治疗后1月内，经治疗后好转。结论 西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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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司用于免疫性血细胞减少患者的二线及以上治疗具有良

好的疗效和安全性，且其疗效呈现一定时间依赖趋势。

D37. 健康查体人群内因子抗体阳性率和血清维生
素B12缺乏率调查
北京协和医院 高学慧 崔雀玄 张强兴 程歆琦 鲁

军 邱玲 韩冰

目的 探讨健康查体人群血清内因子抗体阳性率、维生

素B12缺乏率与年龄、性别、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平均红

细胞体积等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2015年5－6月北京协和

医院查体人群共计 1427 例，其中男性 758 例，年龄（52.5±

14.5）岁，女性 669 例，年龄（50.3±14.3）岁。使用 Beckman

DxI800全自动免疫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检测上述个体血清

内因子抗体和维生素B12水平，比较查体人群中不同性别，

不同年龄个体内因子抗体的阳性率和维生素B12缺乏率（≤
145 pg/ml）的差异。结果 查体人群中<40岁、40~59岁以及

60 岁以上各组内因子抗体阳性率分别为 1.48%、5.55%和

5.00%；维生素B12缺乏率分别为2.22%、2.51%和5.50%。查

体人群中男性和女性组内因子抗体阳性率（5.15%对4.04%，

χ2=0.99，P=0.32）和维生素 B12 缺乏率（3.83%对 2.69%，χ2=

1.44，P=0.2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内因子抗体阳性者的血

红蛋白（HGB）比阴性者低3.05 g/L，但是内因子抗体阳性对

RBC和MCV均无影响。而维生素B12是否缺乏与查体人群

的HGB、RBC和MCV均无相关性。结论 查体人群中内因

子抗体阳性率和维生素B12缺乏率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

加，但维生素B12缺乏的发生晚于内因子抗体阳性的出现。

内因子抗体阳性与否对血红蛋白浓度有显著影响，可以一定

程度上弥补维生素B12检测的局限性。在中、老年人群中开

展内因子抗体和维生素B12水平筛查是必要的。

D38. FANCA突变形式与临床特征的关系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常丽贤 张

丽 兰洋 陈晓燕 刘超 蔡玉丽 陈晓娟 邹尧 陈玉

梅 竺晓凡

目的 分析范可尼贫血A型患儿的临床特征，寻找基因

突变类型与临床的关系。方法 研究对象为自 2008 年至

2017年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儿童血液病诊疗

中心29例范可尼贫血A型患儿，分别分析FANCA纯合突变

（A组）、复合杂合突变（B组）及杂合突变（C组）患儿临床表

型与基因的关系。结果 29例患儿中，男15例，女14例，中

位年龄 4（2~21）岁，其中FANCA纯合突变患儿 7例，复合杂

合突变患儿 17 例，杂合突变患儿 5 例，29 例患儿共有 41 个

FNACA 突变位点，其中 95.3%的 FANCA 转录本为 NM_

000135（isoform a），4.7% 的 FANCA 转 录 本 为 NM_

001286167（isoform c），其 中 c.1844delC、c.2222 + 1G>T、

c.3188G>A位点突变出现2次，重现性低。A、B、C三组患儿

的发病中位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FANCA纯合突变患儿

畸形发生率最高；总体分析各类型畸形发生情况与基因的关

系，发现既有明显皮肤牛奶咖啡斑又有手指畸形的患儿，

75%的 FANCA 突变位点位于 FANCA exon23-43，而仅有少

量咖啡斑同时伴有手指畸形的患儿突变位点位于 FANCA

exon4-13，发生左肾缺如的FA患儿其突变位点分别在FAN-

CA c.C1303T与 c. 1471-1 G>C。A、B、C三组患儿中FANCA

纯合突变的患儿血液病阳性家族史更明显，单纯杂合突变携

带的家系其他癌症发生率高。A、B、C三组患儿初期发病情

况中全血细胞减少发病的患儿比例最高。结论 范可尼贫

血A型患儿临床表型的异质性与其基因突变的类型与位点

有关。

D39. 依据环孢素浓度指导的个体化剂量调整可以
提高再障疗效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任薇如 朱焕玲 任娜娜 刘霆 牛

挺 吴俣 常红 代阳

目的 1. 通过多点采集 CsA 血药浓度对 AA 患者行

CsA血药浓度检测，分析CsA血药浓度与疗效的相关性。2.

根据 CsA 血药浓度调整治疗方案以提高临床疗效。方法

1. 71例AA患者于CsA血药浓度达到稳态后采集服药前0 h

及服药后1.5、2、3、4.5、6 h外周血。采用HPLC-MS/MS测量

患者外周血全血CsA浓度。2. 根据所检测CsA浓度结果对

患者进行治疗方案调整。采集患者临床基本资料、治疗方案

及疗效。结果 1. AA患者个体间CsA浓度及达峰时间差

异大，变异系数为 34.9% ~70.2%。CsA 剂量与 C0、Cmax 和

AUC0-6呈正相关，但仅为弱相关。2. AA患者C0/D、Cmax/D及

AUC0-6/D与年龄呈正相关（中等相关）；服用雄激素组AA患

者C0/D、Cmax/D高于未服用雄激素组；性别与CsA血药浓度

之间无明显相关性。3. 可行疗效评估者共59例，中位随访9

（3~15）个月，总体累计有效率59.3%。4. 前瞻性入组40例患

者治疗3个月时总有效率60%。有效组C2、C3、C4.5、C6、Cmax及

AUC0- 6明显高于无效组，两组间 C0和 C1.5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C0对疗效没有预测价值。5. 应用ROC曲线分析示Cmax

对 CsA 治疗 AA 疗效预测作用最佳，最佳浓度阈值为 745.5

μg/L。 6. 服用雄激素组疗效优于未服用雄激素组（P=

0.008）。7. 采用逐步回归发分析得出采用两点血药浓度预

测Cmax的最佳模型为：Cmax=80.310+0.758×C3+0.465×C1.5。8.

CYP3A4*1G和CYP3A5*3基因型组间CsA血药浓度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结论 1. CsA个体间血药浓度及达峰时间差

异大，需实施个体化治疗。2. 治疗2周时的CsA血药浓度与

治疗 3月时的疗效相关。预测疗效最佳的浓度为Cmax，最佳

浓度阈值为 745.5 μg/L。C0与疗效预测无关 3. 对于血药浓

度不达标的患者需视情况增加CsA剂量，可改善疗效。

D40. 输血依赖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初诊血小板
水平对口服环孢素联合雄激素方案的疗效预测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刘晨曦 孙

琦 李占琦 张洪菊 刘恩彬 汝昆 张凤奎

目的 评估输血依赖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TD-

NSAA）患者初诊时血小板水平对环孢素（CsA）联合雄激素

方案疗效的预测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77例

TD-NSAA患者临床资料，比较有无获得血液学反应患者初

诊时血小板水平的差异。结果 77例接受CsA联合雄激素

治疗患者无早期死亡病例，治疗后6个月有43例（55.8%）患

者获得血液学反应，对比未获得血液学反应患者初诊血小板

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9（6~61）×109/L对13.5（5~45）×109/

L，P=0.002]；治疗后12个月53例（68.8%）患者获得血液学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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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比无血液学反应患者初诊血小板水平[18（6~61）×109/

L 对 10.5（5~45）×109/L，P=0.000]仍有统计学意义。根据患

者血常规恢复情况将获得血液学反应患者分为部分血液学

反应、良好血液学反应和完全缓解，各组患者初诊时血小板

水平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治疗后6个月：P=0.01；治疗后12

个月：P=0.013）。根据患者初诊血小板水平和疗效的关系绘

制ROC曲线，患者6个月和12个月ROC曲线示曲线下面积

分别为 0.713 和 0.764，血小板水平≥15.5×109/L 时约登指数

取得最大值。结论 TD-NSAA患者初诊时血小板水平对患

者是否获得血液学反应有提示作用，血小板水平≥15.5×109/

L时可以采用CsA联合雄激素治疗。

D41. 低剂量地西他滨治疗环形铁粒幼细胞性难治
性贫血一例
兰州军区总医院 吴涛 郭志成 薛锋 汉英 王晓靖

潘耀柱 王存邦 白海

目的 观察低剂量地西他滨治疗环形铁粒幼细胞性难

治性贫血的临床疗效。方法 对 1例环形铁粒幼细胞性难

治性贫血患者予低剂量地西他滨治疗，进行疗效分析并相关

文献复习。结果 该例患者经予低剂量地西他滨去甲基化

治疗完全缓解。结论 低剂量地西他滨去甲基化治疗环形

铁粒幼细胞性难治性贫血完全缓解率较高，且不良反应较轻。

D42. 间充质干细胞联合环孢素+雄激素治疗肝炎相
关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一例
兰州军区总医院 吴涛 曹红刚 薛锋 汉英 王晓靖

潘耀柱 王存邦 白海

目的 观察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联合环孢素+雄激素治疗

肝炎相关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临床疗效。方法 对 1例

肝炎相关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予间充质干细胞联合环

孢素+雄激素，进行疗效分析并相关文献复习。结果 本例

患者行间充质干细胞联合环孢素+十一酸睾酮治疗后病情明

显好转，多次复查全血细胞持续正常，随访期间无贫血、出血

等症状出现。结论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联合环孢素+雄激素

治疗肝炎相关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疗效良好，值得临床上进

一步推广。

D43. 抗结核药致铁粒幼细胞性贫血一例
江西省人民医院 谭小平 张水生

D44. GPI基因突变致重度溶血性贫血伴遗留神经
系统症状一例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黄昆 吴润晖

D45. Quantities and function of regulatory natural killer

cells in patients with non-severe aplastic anemia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Yang Li, Shaox-

ue Ding, Chunyan Liu, Tong Chen, Hui Liu, Lijuan Li, Zong-

hong Shao, Rong Fu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regulatory natural killer (NK)

cells quantities and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non-severe aplas-

tic anemia (NSAA) and to explore how regulatory NK cells

participate in the progress of this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50 NSAA patients (25 newly diagnosed and 25 complete remis-

sion) were enrolled from September 2016 to July 2017 in Tian-

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and 23 healthy volun-

teers were recruited as controls. The proportion of regulatory

NK cells in peripheral blood, the expressions of activating re-

ceptor (NKG2D, NKp46, NKp44), inhibitory receptor

(NKG2A, CD158a, CD158b) and perforin and granzyme B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IL-2 and IL-18 levels in plas-

ma were detected by ELISA.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se pa-

rameters and clinical indicators of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Re-

sults The percentage of regulatory NK cells in newly diag-

nosed NSAA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s (0.05% vs 0.09% , P=0.011). The expression

of activating receptor NKG2D in new diagnosed NSAA pa-

tients and complete remission (CR)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s (91.94% vs 66.88% , P=

0.049; 90.91% vs 66.88%, P=0.021, respectively). The expres-

sion of activating receptor NKp44 in new diagnosed NSAA pa-

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s (0 vs

7.12%, P=0.027). The expression of inhibitory receptor CD158a

in new diagnosed NSAA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R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0.55% vs 4.08%, P=

0.019; 0.55% vs 4.59% , P=0.047). The product of NK killer

cells percentage and granzyme B expression in the new diag-

nosed NSAA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s (3.25% vs 1.13%, P=0.006). Conclusion De-

ceased and activated regulatory NK cells might play a inhibit-

ed role in pathogenesis of NSAA, which maybe the potential

target of treatment in the future.

D46. 获得性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健康相关生活质
量研究——一项中国患者的横断面调查
1. 山东省德州市人民医院；2.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李平 1

彭军 1,2

目的 评估获得性再生障碍性贫血（AA）患者的健康相

关生活质量，分析影响生活质量的因素，从生活质量角度对

比口服环孢素、联合免疫抑制、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强化

免疫抑制联合脐血输注的疗效，为提高生活质量、合理选择

治疗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应用横断面病例对照研究

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包括一般社会学资料问卷、

病史问卷和简明健康调查问卷（SF-36），以120例AA患者为

病例组，以300例性别和年龄（±5岁）相匹配的健康人为对照

组。以性别、年龄、家庭月收入、婚姻、受教育程度、报销比

例、职业、居住地、病程、疲乏、确诊时疾病严重程度分型、是

否依赖输血、目前血红蛋白量、血小板计数、治疗方法等为自

变量进行分析。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病例组除总体健康自

评这一维度外（病例组得分略高于对照组），其他7个维度的

得分均低于对照组，其中在躯体功能、躯体功能对角色的影

响、活力、社会功能 4 个维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HGB>90 g/L和PLT>30×109/L的AA患者生理健康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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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得分（PCS）、心理健康领域得分（MCS）和生活质量总得分

均接近对照组（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重度或极重

度贫血或血小板计数<30×109/L的患者生活质量下降最显著

（P<0.05）；ATG/ALG、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强化免疫抑

制联合脐血输注治疗组的各维度得分和总得分均高于环孢

素治疗组，尤其在活力、心理健康2个维度和MCS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40岁、依赖输血、自觉疲乏的患

者得分下降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显

示，年龄、职业、疲乏、贫血程度与生活质量相关，其中疲乏与

生活质量关系密切。结论 生活质量可以更加全面、准确的

反应患者的生存状态，是目前临床研究、疗效评估的重要手

段。对于 SAA，应用 ATG/ALG 或造血干细胞移植、强化免

疫抑制联合脐血输注治疗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指导

患者规避不良因素，可以提高生活质量。

D47. 107例儿童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描述性流行病
学特征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蔡玉丽 常

丽贤 章婧嫽 兰洋 易美慧 冯静 竺晓凡

目的 了解我中心 107例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

患儿的流行病学情况。方法 1. 以我中心SAA患儿出院登

记的第一诊断为统计病种，统计 2009年至 2017年我中心收

治的 SAA 患儿总例数，对于重复住院的患者以例次计算。

2. 采用回顾性分析的方法对患儿性别、年龄、常居住环境、肝

炎病史、传染病史、生育喂养史、家庭/学校装修史、亲属血液

病和恶性肿瘤病史及同胞健康状况进行统计，并与国内外资

料进行对比。结果 1. 一般情况：107例SAA患儿中，男 55

例，女 52 例，男女之比为 1.06∶1。中位发病年龄 9（3~18）

岁。常居住环境为城镇者55例（51.4%），常居住在农村者52

例（48.6%）。2. 感染史：既往曾患肝炎患儿4例，均为非病毒

性肝炎，患肝炎距离本次发病时间分别为距离本次发病中位

时间 40.5（24~365）d。既往曾患传染病患儿 9例，其中手足

口病 5例，距离本次发病中位时间 452.5（60~1500）d；水痘 2

例，距离本次发病时间分别为700 d及1800 d；流行性腮腺炎

1例，距离本次发病时间3 d；既往同时患过麻疹和手足口病

者1例，具体患病时间不详。3. 生育喂养史：早产儿2例（具

体孕周、早产原因不详）。正常出生体重儿占77.4%，低出生

体重儿占 18.9%，巨大儿占 3.7%，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出

生方式为顺产者占 63.7%，剖宫产者占 36.3%。喂养方式为

母乳喂养者占 80.5%，人工喂养者占 6.1%，混合喂养者占

13.4%。4. 发病近期家庭/学校装修史：有近期装修史者占

18.3%，无近期装修史者占81.7%，前者装修材料接触时间范

围为 1~48 d，中位接触时间 10.50 d。5. 亲属及同胞健康状

况：7例患儿一至三级亲属中有血液病患者，分别为2例白血

病，2例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1例过敏性紫癜、1例血友

病及1例溶血性贫血患者。4例患儿一至三级亲属中有恶性

肿瘤患者，包括肝癌、胃癌及宫颈癌患者。27例患儿有同胞

兄弟姐妹，其中1例患儿的1位同胞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余

均体健。结论 1. 所有SAA患儿中，性别、常居住环境无明

显差异，生育喂养史与SAA发病未见明显相关性。2.既往曾

患肝炎、传染病（手足口病、流行性腮腺炎）；发病近期有家

庭/学校装修史；患儿一至三级亲属中有血液病患者；均可能

与SAA发病相关。

D48. 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 SPTB新突变一例
报告及文献复习
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 买地娜·艾尔肯 王一淳 李燕 黄

琴 古再丽努尔 郎涛 聂玉玲 安利 阿孜古丽 穆合

塔拜尔 张晓燕 富玲 艾何买江 毛敏 王晓敏

目的 确定 1个家系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的基因

突变。探讨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误诊的原因，提高临床

医生关于罕见疾病的认识和专业知识。方法 收集患者及

其家属的外周血，提取基因组DNA，用高通量测序（NGS）技

术分析相关基因的序列。对发现的可疑致病突变采用

Sanger 测序法进行验证。对长期误诊患者及亲属的原因进

行分析。结果 本病例及其妹妹均表现为隐匿性病程，均因

合并再生障碍危象而确诊，其母亲因后代发病，完善基因检

测，回顾诊断 HS。本家系基因突变类型为 SPTB 突变，属

SPTB 基因的编码区外显子 8 检出一个杂合性剪接突变

（NM- 001024858: exon8: c.764- 1G>C，NM- 000347: exon8:

c.764-1G>C）。结论 SPTB 基因外显子 8拼接位点出现的

杂合性突变是一种新型突变，该新型突变导致该家系 HS。

临床医生要提高对HS的认识，正确掌握诊断要点，重视外周

血涂片检查，重视不典型患者的诊断、基因检测以及对患者

家族史的调查，以急性造血停滞和再生障碍性贫血为表现的

患者，一定要除外溶血早期表现和家族性溶血可能。

D49. 52例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环孢素治疗
前后生活质量的变化研究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2. 清华

大学附属垂杨柳医院 陈芳菲 1 郭智玮 1 张立男 2 李红

敏 1 杨辰 1 陈苗 1 叶芳 2 韩冰 1

目的 研究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

血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量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并分析可能

影响生活质量改善的因素。方法 收集2014年1月至2016

年1月在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初次治疗的、仅使用环孢霉素A

的慢性再障患者，在治疗前后治疗后2年分别填写SF36表，

与正常中国人模型（常模）比较；并调查患者的年龄、性别、文

化程度、家庭年收入、付费方式、依从性等信息，评价患者治

疗前的疾病严重程度、疗效，分析其与生活质量改善的关

系。结果 共 52 例患者符合入组条件，其中男 27 例

（51.9%），女25例（48.1%），中位年龄48（21~85）岁。2年CR

15例（28.8%），PR 25例（48.1%），NR 12例（23.1%），治疗总

有效率（ORR）为 76.9%。患者治疗前躯体和心理健康差于

正常人（P值均<0.05），在治疗后，躯体方面及总体生活质量

虽仍然低于正常人群（P值均<0.05），但心理上可恢复至与正

常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甚至在VT、MH方

面比正常人更好（P<0.05）。不同社会属性与生活质量改善

均无显著相关性。起病时ECOG评分较低者生活质量改善

更大。疗效获得 PR及以上者，生活质量均得到显著改善。

结论 CAA患者生活质量低于常人，环孢素治疗可以提高

患者的躯体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情况，从而改善生活质

量。不同社会属性者均可从治疗中获益，而起病较重者获益

更大。疗效达PR以上即可有明显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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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0. 细胞因子与儿童获得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分型
及预后的关系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兰洋 常丽贤 章婧嫽 张然然 易美慧 蔡玉丽

冯静 竺晓凡

目的 探讨儿童获得性再生障碍性贫血（AA）患者外周

血中细胞因子 IL-1、IL-2、IL-6、TNF、IL-4水平与疾病分型及

预后的关系。方法 研究对象为2008年12月至2014年7月

就诊于我院的 105例细胞因子检测完整的儿童AA患者，其

中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患者 55例，非重型再生障碍

性贫血（NSAA）患者 50例。通过同位素检测方法测定两组

患者初诊时外周血中细胞因子 IL-1、IL-2、IL-6、TNF及 IL-4

的水平，以了解细胞因子在疾病分型中的意义。针对 SAA

患者，按照其ATG治疗后 6个月的疗效，将其分为治疗有效

组（疗效评价为CR或PR）与无效组（疗效评价为NR），分析

两组间细胞因子水平差异以评价其在SAA疾病预后中的价

值。结果 NSAA 组平均年龄为（6.72±3.14）岁，其中男 25

例，女 25 例。SAA 组平均年龄为（6.03±3.24）岁，其中男 27

例，女 28 例。NSAA 组初诊时 IL-6 水平明显高于 SAA 组

[（153.17 ± 86.82）pg/ml 对（121.82 ± 58.42）pg/ml，P=0.031]。

NSAA组与SAA组比较，初诊时 IL-1、IL-2、TNF及 IL-4水平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评价55例SAA患者接受ATG治疗后6

个月疗效，36 例有效，19 例无效。治疗有效组患者初诊时

IL-2水平较治疗无效组高[（2.63±0.91）ng/ml对（2.11±0.88）

ng/ml，P=0.044]。治疗有效组与无效组相比，初诊时的 IL-1、

IL-6、TNF及 IL-4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儿童

AA患者中，初诊NSAA患者 IL-6水平高于SAA患者，对疾

病分型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初诊 IL-6水平与SAA免疫抑制

治疗预后无关。IL-2水平与SAA免疫抑制治疗预后有一定

关系，初诊时高水平 IL-2提示其对免疫抑制治疗反应好。

D51. 150例缺铁性贫血患者治疗效果分析
1. 阳新县人民医院；2. 阳新县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肖唐杰 1

陈素娥 2

D52. 中药血脉灵颗粒对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患者的
研究
武威市人民医院 王燕

D53. 强化免疫抑制治疗成人暴发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1.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 江苏省人民医院 刘佳 1,2 何广胜 2

目的 评价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ATG）联合环

孢素A（CsA）强化免疫抑制治疗（IIST）对成人暴发型再生障

碍性贫血（FAA）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87 例接受

IIST的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将免疫抑制治疗前后中

性粒细胞为 0 持续≥2 周的 SAA 定义为 FAA，比较 IIST 对

FAA、SAA、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VSAA）的疗效。结

果 共20例FAA，23例VSAA，44例SAA。FAA组患者3个

月的有效率明显低于 VSAA 和 SAA 组（25%对 56.5%，P=

0.037；25%对 54.5%，P=0.028），6 个月的有效率明显低于

SAA组（45%对 72.7%，P=0.032），疗效与中性粒细胞计数显

著相关（P=0.019）。FAA组患者总生存率明显低于VSAA和

SAA组（65.0 %对 91.3%对 95.5 %，P=0.001），生存率与中性

粒细胞计数及疗效显著相关（P=0.026，P=0.010）。结论 中

性粒细胞为0的成人SAA临床预后严重不良，需要探索新的

治疗方案。

D54. 治疗性红细胞单采治疗高原红细胞增多症的
疗效与安全性的临床观察
1.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2. 西藏日喀则市人民医院 朱骏 1

罗布卓玛 2 德吉卓嘎 2 杨西岭 2 巴桑次仁 2 巴顿 2 边

片 2 马振华 2 边拉 2 米玛 2 次仁央宗 2 刘盼晶 2 潘多 2

普布旺堆 2

目的 研究治疗性红细胞单采（TEA）术治疗高原红细

胞增多症（HAPC）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用TEA术治疗

30 例 HAPC 患者，观察其术前和术后 7 d 慢性高山病记分

（CMS记分）、血压、氧饱和度、血常规、凝血常规、生化指标

等的变化及手术相关不良反应。结果 30例患者接受红细

胞单采术治疗后，CMS 记分平均从（10.4±1.6）分降至（3.1±

0.6）分（P＜0.01）；患者血压从术前平均（144.3±10.6）/（93.6±

6.8）mmHg 降至平均（122.7 ± 10.8）/（78.3 ± 8.6）mmHg（P＜

0.01）；患者指末氧饱和度从术前（79.1±4.0）%升至（86.6±

3.4）%（P＜0.01）；患者血红蛋白从术前（238.5±14.7）g/L降至

（188.2±10.5）g/L；10例合并血小板减少的患者血小板数从术

前的（77.3±6.5）×109/L 升至（123.0±26.6）×109/L（P＜0.01）。

患者接受TEA术治疗后HAPC相关的凝血功能异常、高尿

酸血症、肝功能异常均有明显恢复。10%患者术中或术后出

现口唇、指端麻木或心悸症状，对症处理后迅速缓解。结

论 TEA术是治疗HAPC的一种全新的、安全的、高效的治

疗手段，值得在高原地区推广。

D55. 伴PNH克隆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临床分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亚丽 姜中兴 李英梅 谢新

生 张霞 王芳

目的 分析伴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PNH）克隆

的再生障碍性贫血（AA）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PNH克隆的

演变及大小对患者疗效及生存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年1月至2018年6月间确诊的56例AA-PNH患者的临

床资料，分析其临床特征、治疗效果及生存。结果 ①56例

AA- PNH 患 者 中 ，男 女 比 例 为 1.9∶1，基 本 治 愈 16 例

（28.6%），缓解 24例（42.9%），有效率为 71.5%。5年生存率

为76.8%。②56例患者中经免疫抑制治疗后出现PNH克隆

的有21例（37.5%），中位进展时间为22.4个月，AA诊断时就

有 PNH 克隆的有 35 例（62.5%），两组间的有效率（57.1%对

80%）及 5年OS率（66.7%对 82.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PNH克隆＞50%的患者有24例（42.9%）；PNH克隆＜

50%的患者有 32例（57.1%），两组间有效率（66.7%对 75%）

及 5 年 OS 率（70.8%对 81.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PNH克隆的演变及其大小对AA患者疗效及

生存无明显影响。

D56. AIHA/Evans综合征患者B细胞亚群BT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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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意义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邢莉民 曲莹莹

目的 了解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AIHA）/Evans综合

征患者B细胞亚群Bruton酪氨酸激酶（BTK）表达水平及意

义。方法 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不同疾病状态的AIHA/Evans

患者、健康对照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外周血

CD5+CD19+和CD5-CD19+B细胞BTK和磷酸化Bruton酪氨

酸激酶（p-BTK）的表达，并分析其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结

果 AIHA/Evans 患者 CD5+B 细胞 BTK 及 p-BTK 均高于健

康对照组及CLL组的CD5+B细胞，健康对照和CLL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且与 IgE的含量呈正相关；AIHA溶血和缓

解组外周血CD5+B细胞亚群中p-BTK/BTK比值均明显高于

CD5- B 细胞亚群 [（74.62 ± 6.42）%对（29.63 ± 10.19）%，P=

0.001；（77.95±9.57）%对（26.29±6.86）%，P=0.006]；而对照组

中两亚群间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54.89 ± 9.56）%对

（30.86±12.47）%，P=0.109]；AIHA 患者 CD5+和 CD5- B 细胞

BTK差异无统计学意义，CD5+ B细胞p-BTK明显高于CD5-

B细胞。结论 AIHA/Evans患者不同B细胞亚群 p-BTK水

平不同，CD5+ B细胞明显高于CD5- B细胞，也高于CLL患者

CD5+ B细胞，且与血清 IgE含量呈正相关。

D57. 继发于淋巴系统增殖性疾病的AIHA的临床
特征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邢莉民 曲莹莹 邵宗鸿

目的 探寻继发于淋巴增殖性疾病（LPD）的 AIHA 患

者的临床特征及疗效。方法 对比 17例继发于LPD的AI-

HA/Evans综合征患者及 62例原发AIHA/Evans综合征患者

的临床特征和疗效，总结继发于LPD的AIHA/Evans综合征

患者临床特征。结果 ①继发于 LPD 的 AIHA/Evans 综合

征患者组起病年龄 [（59.41±4.168）岁]大于原发 AIHA 组

[（47.18±2.261）岁]（P=0.0135）；其中男 8 例，女 9 例，男女比

例为 0.89。原发AIHA/Evans综合征组 62例，男 28例，女 34

例，男女比例为0.82，两组间男女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1.00）。②继发AIHA组患者起病时溶血程度较轻，Ret绝对

值[（124.3±18.89）×109/L]低于原发 AIHA 组[（216.7±26.5）×

109/L]（P=0.0379）；Hp[（0.71±0.17）g/L]高于原发 AIHA 组

[（0.32±0.04）g/L]（P=0.0361）。③继发于LPD的AIHA/Evans

综合征 CD3+CD4+/CD3+CD8+亚群（1.81±0.41）高于原发组

（1.05±0.12）（P=0.0246）；IgG[（1283.93±413.52）mg/dl]高于原

发 组 [（1137.68 ± 70.49）mg/dl]（P=0.0207），IgA[（246.59 ±

97.90）mg/dl]高于原发组 [（179.1±16.9）mg/dl]（P=0.0102）。

④继发于 LPD 的 AIHA/Evans 综合征患者组起效时间

[（23.73±5.655）d] 长于原发组[（14.26±1.134）d]（P=0.0094）。

⑤预后：继发组复发率33.3%，原发组复发率25%，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685）。原发组无死亡患者，继发组死亡率为

23.53%，继发组死亡率较原发组高（P=0.003）。结论 继发

于LPD的AIHA/Evans综合征患者起病年龄大、溶血程度较

轻；起效时间长于原发AIHA/Evans患者，预后差、死亡率高、

易复发。

D58. SIRT1 regulated IFN- gamma expression in

CD8+ T cell of severe aplastic anemia patients
General Hospital of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Xiaoyun Lin,

Huaquan Wang, Zonghong Shao

D59. Advantages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

phism array based karyotyping combined with

metaphase cytogenetics in detection of chromosom-

al defects in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Yang Ou, Yu Wu

Objective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SNP) array

based karyotyping ( SNP-A based karyotyping) is a novel diag-

nostic tool which can detect copy number variations with a

high resolution. More importantly, SNP- based array has a

unique advantage in detection of loss of heterozygosity, also re-

ferred as to uniparental disomy (UPD), which results from du-

plication of a paternal (unimaternal) or maternal (unipaternal)

chromosomal region and concurrent loss of the other allele.

Method We analyzed MC and SNP- A results from 64 pa-

tients diagnosed of MDS or MDS related myeloid malignan-

cies (including 3 MDS/MPN, 5 acute myeloid leukemia from

MDS, and 56 MDS)and compared the frequency and diagnos-

tic sensitivity between the cytogenetic aberration findings by

MC and genomic alterations findings by SNP- A. In addition,

we investigated the novel or additional lesions detected by

SNP-A which had not been found by MC, and find further in-

formation about the edges of SNP-A. And we drew attention to

the missing matters of SNP-A which mentioned in MC reports

to comprehense the limits of SNP-A. We also compared the fre-

quency and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between MC alone and

MC plus SNP-A. Furthermore, we summarized the genes that

the genomic aberrations detected by SNP- A affect frequently

and explored how SNP-A engages in the prognostic stratifica-

tion of MDS. Results 1. SNP- A turns to be more effective

than MC in significant chromosomal defects (52.1% vs 37.5%,

P<0.005). 2. Novel or additional lesions are detected by SNP-

A in patients with normal/noninformative (30%) and abnormal

(29.2% ) MC results. 3. By comparison of the specific results

between SNP- A and MC, we found in all 4 complex karyo-

types (not less than three cytogenetic aberrations detected by

MC), SNP-A could be a more sensitive method to gain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articular lesions. 4. Besides 4 complex

karyotypes, 26 novel or additional lesions in 15 patients could

be detected by SNP-A while won’t turn up in Metaphase cyto-

genetics, and these included 17 aberrations of UPD and 9 mo-

saic deletions or gains. 2 chromosome translocations was de-

tected by MC while not found by SNP-A because of no chang-

es in copy numbers. 5. combined MC/SNP-A lead to higher di-

agnostic yield of chromosomal defects, compared MC alone

(53.1% vs 37.5% , P<0.005). Conclusions SNP- A based

karyotyping seemed to be more sensitive than MC. Because

SNP-A based karyotyping have a high throughput to find 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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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deletions or gains and it is the unique metod to detect UPD.

SNP-A also can show more information than MC in complex

karyotypes. However it cannot detect balanced structural rear-

rangements including chromosome translocations which did

not have any change in copy numbers. SNP-A based karyotyp-

ing combined with routine MC showed superior sensitivity and

higher resolution compared with MC and should be a good di-

agnostic panel in MDS diagnosis, classification and prognosis

stratification.

D60. 羚黄凉血颗粒联合环孢素A治疗重型再生障
碍性贫血51例临床观察
廊坊市中医医院 徐文江 杨淑莲 乔子剑 王会朋 王

茂生 邸海侠

D61. 重组人免疫球蛋白 IgG Fc多聚体对预防和治
疗补体介导免疫性疾病的研究
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孙浩平 刘一岚 赖思含 刘

英 邓艳

目的 从一系列 IVIG类似物——重组 IgG1 Fc多聚体

中，筛选出可能用于临床的潜在药物。方法 准备好细胞和

优选出 IVIG类似物GL-211后，用ELISA方法检测C1q吸附

实验、对补体小分子产生影响实验、炎性因子产生实验等来

验证GL-211的初步作用和需要排除可能产生的副作用。通

过补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实验来验证GL-211可能的作用途

径，通过体外实验验证其对补体介导的红细胞溶解的抑制作

用。通过流式法验证GL-211对沉积在细胞表面的补体分子

的离脱作用。通过急性大鼠溶血模型，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不

同时间点留存的红细胞，来评价GL-211的抑溶血作用。结

果 筛选出的GL-211具有高度Fc多聚体序列，保留了结合

补体和抑制CDC的能力，具备有限的与低、中亲和力Fc受体

结合能力和高的与高亲和力受体结合能力；不增加炎症因子

的产生；GL-211通过结合C1q来抑制补体依赖的细胞毒作

用，进一步研究发现GL-211对CDC的抑制作用通过依赖和

不依赖C1q两种途径。GL-211可以直接抑制大鼠体内补体

的激活；在急性血管内溶血模型中有保护人红细胞的作用。

结论 这一研究首次证明了重组Fc多聚体具有抑制补体激

活的优势，可能是预防或治疗补体介导的免疫性疾病的潜在

药物。

D62. 利妥昔单抗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温抗体自身
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合并Graves病、1型糖尿病一例
报告并文献复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柳 孙玲

D63. Clinical efficacy of therapies for transfusion-

dependent non-severe aplastic anemia: a retrospec-

tive cohort study in multiple hospitals
1.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jiang Chinese Medical University; 3. The First Hospital of

Jilin University Hua Yin1, Shengyun Lin2, Yan Yang3, Chang

Huang2, Jian Chen2, Liqiang Wu2, Jianping Shen2, Baodong

Ye2, Zhiping Hu2, Yiping Shen2, Zhiyin Zheng2, Wenyyi Shen1,

Xuemei Wu1, Xingyu Lu1, Guangsheng He1, Jianyong Li1

Objective This study aims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

cy and prognosis for patients with transfusion-dependent non-

severe aplastic anemia(TD- NSAA). Methods Medical re-

cords of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three hospitals and divid-

ed into four groups. Treatment efficacy was evaluated at 6

months, with subgroup analysis based on patients’disease

courses. Adverse events and 3-year survival status were also re-

viewed. Results A total of 175 patients were included. The

most effective treatment was allo-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 (HSCT) with the response rate of 84.62%, followed

by anti thymocyte globulin and ciclosporin A (ATG + CsA)

(68.52%). Subgroup analysis showed that for patients less than

6-month disease courses, ATG + CsA treatment could achieve

similar response rate as allo-HSCT (84.00%). Besides, ATG+

CsA showed better efficacy than CsA + androgen in all strati-

fied arms (P<0.05). Three-year event- free survival rates were

higher in patients treated with ATG + CsA (83.3% ) than with

CsA+androgen (64.4%) (P=0.013). Conclusions Therefore,

we concluded that ATG+CsA could achieve better efficacy to

treat TS-NSAA than CsA+androgen.

D64. 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 allo-HSCT前后肠道微
生物变化及其意义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王顺清 陈小玉 张玉平 莫文

健 王彩霞 周铭

目的 探讨与健康人相比，再生障碍性贫血（AA）患者

的肠道菌群特征，同时观察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中肠

道微生物的变化及其与临床结局的关系。方法 收集48例

再障患者（其中12例为初诊再障患者，36例为非初诊再障患

者）以下两个时间点的粪便样品并依此分成两个研究组：（1）

移植前组，包括初诊组和非初诊组（allo-HSCT前 2周）和移

植后组（移植后1个月），另外，其中有6例AA患者收集了移

植后多个时间点的粪便样品进行检测，以期探讨其肠道微生

物动态变化与AA移植后转归的相关性；以26例同胞相合造

血干细胞移植供者及10例健康人的粪便样品作对照组。提

取粪便微生物中的16S rRNA并扩增其V4可变区，扩增产物

在 Illumina HiSeq 2500 平台测序，测序结果进行分析对比。

结果 移植前，初诊 AA 组毛螺菌科相对丰度中位数为

6.91%，比对照组毛螺菌科相对丰度（11.27%）降低（P<0.05）；

非初诊AA组毛螺菌科相对丰度为7.31%，也低于对照组（P<

0.05）；但初诊组与非初诊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于是将两组合并统称为移植前组，毛螺菌科相对丰度

为 7.20%。移植后组毛螺菌科相对丰度为 9.39%，与移植前

组相比，有明显上升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

能与病例数不足有关；而且移植后组毛螺菌科相对丰度上

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共观察6例

AA患者移植术后血常规与毛螺菌科的动态变化过程，其中

4例患者血常规恢复正常，毛螺菌科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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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患者移植术后1个月血常规恢复正常，毛螺菌科水平较移

植前升高，但之后血常规全面下降，毛螺菌科水平也明显降

低。结论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AA患者毛螺菌科的相对丰

度降低；allo-HSCT术后血常规基本恢复正常的AA患者，毛

螺菌科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在血常规全面下降时，毛螺

菌科水平也明显降低；毛螺菌科相对丰度的降低可能与AA

相关。

D65. Similar outcome of upfront matched-unrelat-

ed donor HSCT and matched-sibling donor HSCT

in adult severe aplastic anaemia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

tal Shunqing Wang, Liangliang Wu, Yuping Zhang, Wenjian

Mo, Ming Zhou

D66. 全外显子测序诊断少见β-地中海贫血一例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李振江 徐静 程婧 李慧慧

汤爱萍

目的 通过全外显子测序诊断一例β-地中海贫血。方

法 分析 1例少见β-地中海贫血临床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

果。结果 患者，梁某，女，68岁，因反复头昏乏力40余年入

院。患者于考虑为溶血性贫血，病因不明，曾予皮质激素治

疗，效果不佳。2003年行脾切除术，2015年因左侧胸膜及脊

柱两侧多发软组织结节影，穿刺病理示：髓外造血组织，

CD20部分（+）、CD3部分（+）、MPO小部分（+）、CD163大部

分（+）、CD1α（-）、S100（-）、Ki-67约80%（+）。患者母亲亦有

贫血及脾脏肿大史，具体不明，家族其他成员无贫血史。入

我科检查示：WBC 33.47×109/L、RBC 2.48×1012/L、HGB 55 g/

L、PLT 498×109/L、Ret 7.8%，外周血涂片示135个有核红/100

个白细胞，成熟红细胞大小不等（++），中央淡染区明显扩

大，有核红细胞易见，可见少量靶形、椭圆形红细胞、嗜碱性

点彩红细胞及红细胞碎片。白蛋白 39.53 g/L，总胆红素

39.14μmol/L，直 接 胆 红 素 7.50μmol/L，间 接 胆 红 素

31.64μmol/L，转氨酶正常。骨髓涂片示增生明显活跃，粒红

比倒置，粒系增生相对减低，占 16%，红系增生明显活跃，占

83.5%，以中、晚幼红细胞为主，见嗜碱性点彩，畸形核，部分

体积小。全外显子测序结果发现该患者的β血红蛋白基因第

二 外 显 子 上 第 165 至 177 位 的 cDNA 序 列 TAT-

GGGCAACCCT 缺失（c.165_177delTATGGGCAA- CCCT），

形成移码突变，导致第 56位的氨基酸由蛋氨酸突变形成精

氨酸，并在其后一个碱基序列形成终止密码，蛋白编码提前

终止（p.Met56Argfs*2）形成一个截短的蛋白，导致功能缺

陷。该变异尚未在ExAC及gnomAD 人群数据库中报道，经

Mutation taster 预测为致病基因。患者子女中均无贫血患

者，经一代测序无此基因突变。结论 β血红蛋白基因

c.165_177del（p.Met56Argfs*2）基因缺失是此患者贫血的分

子基础。

D67. 植物固醇血症四例临床分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郑杰 马洁 吴润晖

张蕊 苏雁 张利强

目的 总结仅有血液学异常表现的植物固醇血症的临

床表现、血液学改变、治疗及及转归，提高儿童植物固醇血症

的临床诊治水平。方法 回顾总结北京儿童医院2015年11

月至 2018年 5月收治的 4例临床仅有血液学异常且经质谱

检测及基因检测确诊的植物固醇血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

临床表现、实验室指标、治疗、随访等数据进行分析。结果

4例患者临床上均有血小板减少伴溶血性贫血表现，外周血

涂片均可见巨大血小板及口型红细胞，基因检测仅有1例为

纯合突变，其余3例为复合杂合突变。1例为ABCG8突变，3

例为ABCG5突变。确诊时中位年龄 10.5（10~15）岁。患者

均予饮食控制及益适纯口服治疗，中位随访 10.5个月（7个

月~2.5年），血小板计数均显著提高，部分患者血小板形态得

到明显改善，网织红细胞比例明显下降。未见明显胃肠道反

应、肝功损害、脂肪代谢异常等不良反应。结论 植物固醇

血症为罕见性单基因遗传病，可以仅表现为血液学异常而无

黄色瘤等典型异常表现，临床上容易被误诊。其外周血涂片

所具有的独特表现可为诊断提供宝贵线索。饮食控制及益

适纯口服可以显著改善患者血液学异常，长期口服益适纯耐

受性良好。

D68. X遗传性铁粒幼细胞贫血一个新的ALAS2突
变一例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包世杰

目的 探讨一个新的ALAS2突变与X遗传性铁粒幼细

胞贫血的致病相关性及治疗。方法 对一例X遗传性铁粒

幼细胞贫血一个新的 ALAS2 突变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男性患者因“头晕、乏力2个月余”入院，血红蛋白55 g/L，小

细胞低色素，血清铁蛋白 1952 ng/ml；排除地中海贫血及溶

血疾病。查体无明显异常。骨髓形态学：红系增生极度活

跃，有异形红细胞，铁染色：外铁（+++），内铁：Ⅰ型 11%，Ⅱ
型 12%，Ⅲ型 24%，Ⅳ型 5%；染色体核型：46，XY[20]。患者

及其母亲、女儿ALAS2 基因测序发现患者 c.606G>C（编码

区第606号核苷酸由G变为C）的核苷酸变异，该变异导致第

202号氨基酸由 Met 变为 Ile（p.Met202Ile），为错义变异，在

人群中发生的频率极低，它的致病性尚未见文献报道，但与

该变异同一位置变异 c.606G>A 导致氨基酸变异（M202I），

其致病性已经有文献报道，与铁粒幼细胞贫血相关；且在患

者ALAS2基因所发现的变异遗传自患者母亲，其母及其女

儿该位点均为杂合子，符合X连锁遗传方式。综合诊断为X

遗传性铁粒幼细胞性贫血（XLSA），予维生素B6治疗，患者

血红蛋白逐渐正常。结论 新的ALAS2突变可能导致相应

的蛋白质功能改变，与患者发病相关，为致病性变异，呈X连

锁遗传，维生素B6治疗有效。

D69. 一例少见血红蛋白H病基因突变及家系分析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曾彦 杨雷 陈芯仪 杨晋军

D70. 成人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生症的靶向
测序研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缪祎 朱

华渊 夏奕 乔纯 范磊 徐卫 李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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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遗传学异常在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

生症（HLH）中的意义。方法 利用基于扩增子的靶向测序

（TGS）的方法，检测了 112例成人HLH患者中 18个HLH相

关基因的突变状况。测序采用 Illumina平台。结果 在检

测的 112例患者中，共有 48例患者（42.9%）检测到了突变或

者罕见变异。其中最常见的突变基因为 UNC13D（n=12）、

STXBP2（n=9）、LYST（n=7）和 ITK（n=4）。除一个突变是无

义突变外，其余突变均为错义突变。3例患者具有双等位基

因突变，而仅有一例患者纯合错义突变。在重现性的突变位

点中，UNC13D p.G863D 、AP3B1 p.T359A 等位点的在本队

列中的突变频率显著高于正常亚洲人群。生物信息学预测

显示，这些位点可能具有致病性。结论 遗传学异常在继发

性HLH发病过程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D71. NK细胞TIM-3低表达在 SAA免疫发病机制
中的作用研究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丁少雪 刘春燕 付蓉

目的 探讨外周血NK细胞TIM-3低表达在SAA免疫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观察TIM-3阻断剂及TIM3-NK细胞输

注治疗SAA模型小鼠疗效，为进一步提高SAA疗效提供新

的治疗思路。方法 选取我科 2017年 1月至 2018年 1月初

治 SAA 患者 18 例。SAA 小鼠模型选用 CB6F1 作为受鼠，

C57BL/6小鼠作为淋巴细胞供鼠。1. 应用FCM检测SAA及

正常人NK细胞胞膜TIM-3及功能分子表达。2. 分选SAA

患者TIM3+及TIM3- NK细胞，另将同一患者单个核细胞经体

外诱导分化为mDC细胞，将上述NK细胞与mDC共同孵育，

检测mDC功能分子CD80、CD86的变化。3. 构建SAA小鼠

模型。应用 FCM 检测 SAA 模型及正常小鼠 NK 细胞胞膜

TIM-3及NKG2A、NKG2D表达。4. 对SAA小鼠进行治疗干

预，分为对照组、NK、TIM3-NK、TIM3+ NK细胞输注组、TIM-

3阻断剂组，检测各组小鼠血细胞计数。结果 1. SAA患者

TIM3+ NK细胞NKG2A、CD158a、CD158b表达均高于TIM3-

NK细胞，而NKG2D及颗粒酶表达均低于TIM3- NK细胞，

但两者NKP44、NKP46及穿孔素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2. SAA 患者 TIM3+及 TIM3- NK 细胞分别与 mDC 细胞

孵育，TIM3- NK 孵育组 mDC 细胞 CD80 及 CD86 表达水平

明显低于TIM3+ NK孵育组及未孵育组。3. 成功构建 SAA

小鼠模型，SAA小鼠NK细胞TIM-3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正常

小鼠，TIM3+及TIM3- NK细胞NKG2A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而 TIM3- NK 细胞 NKG2D 水平明显高于 TIM3+ NK 细

胞。4. 检测各组小鼠血常规，NK细胞输注及TIM-3阻断剂

治疗SAA小鼠对血细胞恢复有一定改善，尤其TIM3- NK细

胞输注疗效最好。结论 SAA患者NK细胞TIM-3表达减

低，TIM3- NK 细胞功能活性明显强于 TIM3+ NK 细胞，在

SAA患者免疫发病机制中，虽然NK细胞TIM-3表达减低，

功能相对增强，但增强的NK细胞功能不足以抵消NK细胞

数量减少导致的免疫监视作用减弱，从而不能有效抑制

mDC细胞激活引起的免疫瀑布导致造血细胞过度凋亡。我

们通过 SAA模型小鼠实验，给予TIM3-NK细胞输注，甚至

联合TIM3阻断剂治疗可以改善SAA小鼠血象，这为进一步

提高SAA疗效提供新的治疗思路，将对SAA的治疗产生重

要影响。

D72. 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HLA-A抗原表达缺失的
研究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张会勤 齐薇薇 王化泉 邵宗鸿

D73. 脾切除术治疗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疗效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范斯斌 王

志军 毛强 童春帆 翟伟涛 孙秀娟 郑以州 孙朝

侠 施均

目的 回顾性研究脾全切术治疗在自身免疫性溶血性

贫血（AIHA）患者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30例近

22年行全脾全切除治疗AIHA患者的临床资料，对比术前、

术后血常规指标，随访评估手术疗效。结果 30例AIHA患

者中，Evans综合征 10例，Coombs+ AIHA 15例（其中温抗体

型 13 例，温冷双抗体型 2 例），Coombs- AIHA 5 例。截至切

脾，30例溶血患者均接受足量足疗程的糖皮质激素一线治

疗，其中复发/难治2314例，原发难治3例，激素依赖7例，复

发6例。动态监测30例溶血患者围手术期血常规改变，术后

5 d白细胞、红细胞均趋于正常水平，网织红细胞比例、网织

红细胞绝对值进行性下降，术后5 d达平台期。而血小板水

平于术后进行性增高，平均达峰时间（10.45±3.91）d。对 13

例患者跟踪随访（Evans综合征3例，AIHA 10例）：3例Evans

综合征患者全部死亡，10例AIHA患者中至少7例治疗后长

期缓解。10例AIHA患者（75例复发/难治，3例激素依赖，2

例复发）术后6个月评估OR率90%（9/10）：其中复发/难治者

64例，激素依赖3例，复发2例；1例切脾达CR后4个月复发

死亡。术后 12个月AIHA患者OR率为 70%（7/10）：复发/难

治 54例，激素依赖 2例，复发 1例。进一步对 10例AIHA患

者切脾3年以上OR率进行分析，截至随访结束，已有2例复

发难治性、1例激素依赖AIHA患者长期维持CR，本组患者

脾切除术长期治愈率至少 30%。结论 脾全切除术作为二

线治疗方案治疗针对内科药物治疗失败的自身免疫性溶血

性贫血，尤其是复发/难治性AIHA近期疗效好，约1/3患者长

期持续缓解，脾切除术应作为二线治疗方案首选以获得长期

治愈。

D74. 老年贫血患者的临床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陈慧

目的 探讨老年人贫血的原因及贫血对老年人生存的

影响，提高对老年人贫血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我院

内科各科室近年来收治的各种病因的老年贫血，对患者的临

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各种疾病引起贫血的百分率。结

果 老年贫血原因前 3位分别为缺铁性贫血和（或）营养性

贫血、慢性病贫血（或）继发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MDS）。结论 老年患者就医时已是中重度贫血，老年贫

血患者病因多复杂，死亡率也随之上升。因此老年性贫血应

引起家庭社会及医务人员的关注，积极预防，早发现，早治

疗，避免误诊和漏诊，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

D75. 1233例地中海贫血基因类型及血液学特点分析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刘加军 邓海媚 张玲



·290·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D76. Ki-67在贫血性疾病中幼红细胞表达水平的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汪智琼 黄丽芳

目的 探讨Ki-67在贫血疾病中幼红细胞的表达情况，

了解以红系增生为主的良性贫血与恶性贫血的鉴别诊断。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至2017年我院200例以红系增生

为主的贫血病例，骨髓活检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判读

Ki-67指标的表达情况。根据临床最终诊断分为四种病种进

行分析：1、MDS（M6归为此亚型）；2、溶血性贫血；3、缺铁性

贫血，ITP合并 IDA归为此亚型；4、巨幼细胞性贫血。了解

Ki-67在各个病种的幼红细胞中阴性、低（≤30%）、中（40%~

80%）、高（＞80%）的表达情况。结果 1、MDS 54例，其中

Ki-67 阴性 41 例（75.9%）、低表达 4 例（7.4%）、中表达 6 例

（11.1%）、高表达3例（5.5%）；2、溶血性贫血42例，其中Ki-67

阴性5例（11.9%）、低表达3例（7.1%）、中表达25例（59.5%）、

高表达9例（21.4%）；3、缺铁性贫血72例，其中Ki-67阴性34

例（47.2%）、低表达 21例（29.2%）、中表达 17例（23.6%）；4、

巨幼细胞性贫血 32例，其中Ki-67阴性 2例（6.3%）、中表达

26例（81.3%）、高表达4例（12.5%）。Ki-67在MDS中的表达

75.9%呈阴性；在溶血性贫血中以中、高表达为主，分别占

59.5%和 21.4%；在缺铁性贫血中以阴性、低和中表达为主；

在巨幼细胞性贫血中以中表达为主，占81.3%。结论 Ki-67

指标对以红系增生为主的MDS的诊断有提示作用，大多表

达呈阴性，进一步支持MDS的红系增生是无效增殖。

D77. Reactivation of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in

aplastic anemia patients receiving immunosuppres-

sive therap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

angsu Province Hospital Hua Yin, Suli Wang, Xingyu Lu, We-

nyi Shen, Ruinan Lu, Yu Zhu, Huayuan Zhu, Kourong Miao,

Ming Hong, Shuai Wang, Chun Qiao, Jianfu Zhang, Yujie Wu,

Xuemei Wu, Guangsheng He, Jianyong Li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the risk

of HBV reactivation in patients with aplastic anemia receiving

immunosuppressive therapy. Methods We analyzed 60 AA

patients with HBV infection. Antiviral therapy was used as

treatment or prophylaxis regimen. Results Among 60 AA pa-

tients, 12 were chronically infected and 48 were previously ex-

posed. In SAA group, patients with or without HBV infection

responded to ATG and CsA therapy similarly (83.33% vs

59.0%, P=0.252). HBV reactivation was occurred in all 5 HB-

sAg positive patients without any antiviral therapy, while no

HBV reactivation happened in other 7 patients received antivi-

ral therapy. Disease course (RR=1.012, P=0.036) and absolute

reticulocyte count (RR=11.556, P=0.025) were the risk factors

for HBV reactivation by univariate analysis. Logistic regres-

sion indicated that HBsAg positivity without preventive thera-

py was the only strong factor for HBV reactivation. Conclu-

sion Antiviral prophylaxis is recommended for HBsAg-posi-

tive patients with AA who will receive IST. HBV infection has

no influence on the clinic course of AA, and antiviral therapy

does not affect the efficacy of IST.

D78. 输血依赖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临床特
点及转归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素丽

何广胜 沈文怡 卢瑞南 朱雨 朱华渊 缪扣荣 洪

鸣 王帅 王莉 张建富 乔纯 吴雨洁 吴雪梅 陆星

羽 李建勇

目的 总结输血依赖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TD-

NSAA）患者的临床特点及转归，评价TD-NSAA治疗方案。

方法 收集 2013 年 12 月至 2016 年 2 月于我院就诊的 TD-

NSAA患者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表现、输血频率、实验室检

查结果、并发症以及转归。结果 107例TD-NSAA，中位病

程 30（11~422）个月，中位年龄 32（3~80）岁。常见并发症有

铁超负荷（49 例，45.8%），肝功能损害（35 例，32.7%），糖尿

病/糖耐量异常（23例，21.4%），严重感染（28例，26.2%）等。

环孢素治疗100例，20例血液学改善，有效率为20%；ATG联

合 CSA 治疗 21 例，有效率为 42.8%（9/21）；明显高于单用

CSA（P=0.026）。49 例进展为 SAA（45.7%），中位进展时间

为 13（3~216）个月，7 例转变为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

症。2例转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8例死亡。结论 TD-

NSAA患者病程迁延，易疾病进展和重要脏器受累。环孢素

治疗有效率欠佳，并发症多。ATG联合CsA强化免疫抑制治

疗可能改善预后，值得探索。

D79. Hepcidin在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中的表
达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1.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

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熊媛媛 1,2 张凤奎 2 彭

广新 2 杨文睿 2 赵馨 2 井丽萍 2 张莉 2 周康 2 李洋 2

宋琳 2 李建平 2 李园 2

目的 明确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铁调素（hepcidin）表达

水平以及免疫抑制治疗（IST）对其表达的影响，探讨影响重

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hepcidin 水平的相关因素。方法

采用ELISA方法测定血浆hepcidin水平，分析初治SAA患者

免疫抑制治疗（IST）前后血液学资料及铁代谢参数与hepci-

din水平变化的关系。结果 41例重型再障患者初诊时hep-

cidin 水 平 [（317.07±67.11）ng/ml] 显 著 高 于 正 常 对 照

[（166.41±110.86）ng/ml]（P<0.01）；VSAA 与 SAA 患者血浆

hepcidin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前SAA患者hepcidin

水平与血红蛋白浓度（r=0.321，P=0.041）、C 反应蛋白（r=

0.362，P=0.022）水平呈正相关，与血清铁浓度（r=-0.364，P=

0.021）、血清EPO水平（r=-0.447，P=0.004）呈负相关。治疗

后 6个月未获得较获得治疗反应患者其治疗前铁调素水平

较获得治疗反应者更高（P<0.01）。IST后铁调素水平较治疗

前明降低，但仍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P<0.01）。结论 SAA

患者血浆hepcidin水平明显增高，但与骨髓衰竭严重程度无

关，治疗前 hepcidin 水平可能与 IST 治疗反应相关。IST 后

hepcidin水平呈下降趋势，但仍较正常为高。

D80. 52例巨幼细胞性贫血临床特征与病因研究
淮安医院淮安市肿瘤医院 胡永军 丁立安 杨国华 金

恂 赵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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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探讨本地区巨幼细胞性贫血临床特征及病

因，进一步指导临床对该病的防 治。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年 1月至 2017年 12月期间我科 52例巨幼细胞性贫血

患者的住院病历，记录年龄、性别、症状、体征、致病因素、实

验室检查、治疗情况等资料。结果 52例中确诊为巨幼细

胞性贫血患者中男27例，女25例，中位年龄68岁，其中以乏

力头昏心慌等为主要起病症状 40例，以厌食、恶心、上腹不

适等为主要起病症状7例，以肢体麻木行走不稳3例，以神志

不清为主要起病症状1例，以出血为主要起病症状1例。初

诊血常规全血细胞减少25例，血生化胆红素轻度升高42例，

乳酸脱氢酶升高21例。可评价的38例患者中单纯叶酸缺乏

致病 2例，单纯维生素B12缺乏致病 24例，叶酸维生素B12

联合缺乏致病12例。患者主要病因依发生高低分别为进食

肉食较少29例，烹调方法不当5例，合并胃肠道疾病5例，药

物2例，长期酗酒1例。其中进食肉类食物较少主要是由于

传统观念、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结论 巨

幼细胞性贫血作为一种可防可治的血液系统疾病在本地区

老年人中仍有较高发生率，作为一种营养物质缺乏导致的疾

病并没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发病率有所下降，心理因素

及饮食习惯所致的饮食结构不合理是本病的主要致病因素，

通过健康教育改变膳食结构应是预防本病的主要方法。

D81. 低剂量利妥昔单抗联合EPO二线治疗难治复
发性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的临床观察
1. 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 解放军第三○三医院 陈

永升 1 赖颖晖 1 林秋璐 1 刘姣娣 1 黄语妹 1 苏谐 1 陆春

宇 1 余丹 1 梁菠 2 何圆圆 2 周天红 2 尹晓林 2 张新华 2

目的 观察低剂量利妥昔单抗联合重组人促红细胞生

成素（EPO）二线治疗难治复发性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

性贫血（wAIHA）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方法 回顾性分

析 2015年 6月至 2018年 6月在我科及其他血液中心接受低

剂量利妥昔单抗联合EPO二线治疗 16例难治复发性wAI-

HA患者，其中激素耐药6例，激素依赖3例（2例反复使用激

素长达5~7年），其他禁忌或不能耐受激素3例，复发4例，年

龄 13~76 岁，男 7 例，女 9 例。给予低剂量利妥昔单抗（100

mg/d，d 1、8、15、22，连续 4周）联合EPO（100 IU·kg-1·d-1）皮

下注射，利妥昔单抗治疗4周后，EPO继续维持治疗（100 IU/

kg，隔日1次）3个月，5例患者因高龄或者体能状态因素采用

EPO减量；治疗前4例存在反复肺部感染病史。结果 16例

患者CR 10例，PR 4例，NR 2例，CR率为62.5%，总有效率为

87.5%，中位反应时间为48（29~76）d，中位随访时间为11（2~

30）个月，复发2例，复发率11.1%，3例因并发严重感染死亡，

其中 2例死于肺部真菌感染，所有患者未见血压升高、头痛

等不能耐受临床症状。结论 低剂量利妥昔单抗联合EPO

可作为难治复发性wAIHA患者的二线选择方案，安全、有效。

D82. 再生障碍性贫血二例报告及临床分析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王骏

目的 提高临床对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认识。方法 对

2015 年 7 月及 2017 年 2 月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收治的 2

例AA患者临床及骨髓检验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第一位

患者为 59岁女性，以头晕、乏力半年起病，后至社区医院血

常规：WBC 4.52×109/L，RBC 2.11×1012/L，HGB 78 g/L，PLT

15×1012/L。完善骨髓穿刺及相关检查，诊断为重型再生障碍

性贫血（SAA）。予免疫抑制剂+雄激素治疗，于2018年3月

26日行脐带血干细胞输注，以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预处

理。3个月后复查血常规示：WBC 3.05×109/L，HGB 85 g/L，

PLT 35×1012/L；予出院。第二位患者为 59岁女性，因“头晕

伴乏力，鼻出血1月余”入院，入院后完善血常规、骨髓穿刺、

骨髓活检等相关检查，诊断为SAA，予ATG治疗，并长期口

服环孢素、晓悉，定期复查血常规，必要时输血治疗。结论

对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与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诊断需不断完

善骨髓检查明确，诊断明确后常规治疗疗效欠佳者，可考虑

ATG联合脐血干细胞输注改善病情。

D83. 获得性骨髓衰竭症伴有+8染色体异常的克隆
演变模式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周立伟 施

均 聂能 黄振东 邵英起 李星鑫 葛美丽 张静 黄

金波 金朋 王敏 郑以州

目的 探讨获得性骨髓衰竭症患者伴有+8染色体异常

的克隆演变方式及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52例含单

纯+8染色体异常的获得性骨髓衰竭症患者，经环孢素治疗

后+8染色体的克隆演变方式。将52例患者对应的165份染

色体结果，根据+8 比例分为 2 组，≥50%称为大克隆组，＜

50%称为小克隆组，比较两组之间血常规及生化等参数的差

异。结果 52例患者中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NSAA）11

例，低增生性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22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

征（MDS-RCMD）19例。中位随访23.5（7~122）个月。其中，

连续监测含有3次及以上、2次、1次有效染色体结果的患者

分别为27、13、12例。分析27例含3次及以上有效染色体结

果患者的+8 克隆演变方式，治疗后+8 持续存在的有 13 例

（48%），治疗有效率为 54%；治疗后+ 8 消失的患者 7 例

（26%），治疗有效率为 100%；治疗后+8 出现的患者 3 例

（11%），治疗有效率为 33%；治疗后+8出现与消失反复的患

者 4例（15%），治疗有效率为 75%。另外，71%（5/7）的治疗

后+8消失组患者血红蛋白明显升高，而治疗后+8持续存在

组患者中仅38%（5/13）。大小克隆两组之间血常规参数、铁

蛋白、促红细胞生成素、叶酸、维生素B12、外周血CD4+T细

胞、CD8+T细胞、调节性T细胞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而

两组之间血清铁、总铁结合力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4.9±9.9）

mol/L对（31.9±13.6）μmol/L，P=0.009；（60.4±14.0）μmol/L对

（66.5±14.8）μmol/L，P=0.043]。结论 获得性骨髓衰竭症伴

有+8染色体异常的克隆性演变模式影响治疗疗效。

D84.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住院婴幼儿铁缺乏现状与
思考
海南省妇幼保健院、海南省儿童医院 董秀娟 姚洵 胡

玲 丁博 付杏 林琼

目的 通过对海南省妇幼保健院 6个月~2岁婴幼儿铁

缺乏情况分析，了解婴幼儿缺铁性贫血发病情况及应对措

施。方法 回顾 2017年 9月 1日至 12月 31日住院 6个月~2

岁婴幼儿一般资料。纳入统计 6 个月~2 岁婴幼儿 308 例。

男172例，女136例，中位年龄11月。均排除地中海贫血、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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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D缺乏及其他慢性病等。原发病诊断：肺炎 171例，手足

口病52例，先天性心脏病18例，肠炎34例，肺炎支原体肺炎

7例，其他 26例。检测血常规、贫血四项。确诊铁缺乏或缺

铁性贫血给予补铁治疗；有贫血未接受检测、无贫血有小细

胞者动员接受补铁治疗。口服补铁药物患儿出院后每周复

查血常规，直至连续两次外周血血红蛋白正常。继续服用补

铁药物至 3个月。结果 计 6个月~2岁婴幼儿 308例，接受

检测179例，确诊缺铁性贫血21例，临床诊断46例。原发病

以肺炎、手足口病、肠炎为主。母乳喂养 63例，混合喂养 51

例，人工喂养 194 例。正常添加辅食 153 例，添加延迟 102

例，不良 50例，未添加 3例。外周血：HGB≧110 g/L 153例，

HGB 110~90 g/L 141例，HGB 90~60 g/L 13例，HGB<60 g/L

1例。贫血四项：接受检测179例，铁缺乏57例，缺铁性贫血

21例。未检测129例，临床诊断缺铁性贫血46例。有贫血，

未接受检测 31例。居住环境：城市 168例，贫血 73例；农村

140例，贫血82例。结论 1、缺铁性贫血是血液系统最常见

贫血，长期贫血会带来认知和精神运动发育迟缓以及因免疫

水平降低诱发各种感染等严重不利影响，并且缺铁性贫血对

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及睡眠失衡危害严重。2、缺铁多能找到

原因,需要医务工作者乃至整个社会持续关注,以降低缺铁的

发生率。3、应制定综合性干预措施，如：提倡母乳喂养、补充

微量元素、及时添加辅食、针对年轻家长健康教育等，促进孩

子的健康成长。

D85. 地西他滨治疗AML/MDS现况分析——单中
心结果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 周惠芬 刘立

民 汪清源 王虹 张翔 吴德沛 苗瞄

目的 分析不同地西他滨治疗方案治疗AML/MDS的

现状。方法 所有患者均接受两疗程以上地西他滨治疗。

A方案：地西他滨20 mg/m2×5 d，静脉注射；B方案：地西他滨

20 mg/m2×3 d，静脉注射；C方案：地西他滨20 mg/m2×5 d，联

合CAG/HAG/HAAG/IAG方案化疗，静脉注射；D方案：地西

他滨 20 mg/m2×8 d，静脉注射。结果 接受2个疗程以上治

疗患者共 78 例，其中男 46 例，中位年龄 47（11 ~72）岁。

AML 63例，MDS 15例，其中中MDS-EB-1患者 6例，MDS-

EB-2患者9例。29例接受A方案治疗，其中3例接受3个疗

程治疗；34例接受B方案治疗，8例接受C方案治疗，其中 1

例接受 3个疗程治疗；7例接受D方案治疗，其中 2例接受 3

个疗程治疗。接受A方案治疗的29例患者中，1个疗程治疗

结束后，无一例达CR，1例达PR，28例NR；2个疗程结束后，

4 例达 CR，2 例达 PR，23 例 NR，CR 率为 13.8%，有效率为

20.7%。接受B方案治疗的 34例患者中，1个疗程治疗结束

后，1 例达 CR，1 例达 PR，32 例 NR；2 个疗程结束后，2 例达

CR，1例达PR，31例NR，CR率为 5.9%，有效率为 8.8%。接

受C方案治疗的 7患者中，1个疗程治疗结束后，3例达CR，

达PR，1例患者NR；2个疗程结束后，4例达CR，2例达PR，1

例NR，CR率为57.1%，有效率为85.7%。接受D方案治疗的

8例患者中，1个疗程治疗结束后，无一例达CR，1例达PR，7

例NR；2个疗程结束后，1例达CR，1例达PR，6例NR，CR率

为12.5%，有效率为25.0%。接受2个疗程地西他滨治疗后，

所有患者均存活。A方案治疗患者中，发生感染12例、出血

1 例、恶心 3 例；B 方案治疗患者中，发生感染 11 例、出血 1

例、恶心5例、乏力5例；C方案治疗患者中，发生感染2例、出

血 1例、恶心 3例；D方案治疗患者中，发生感染 1例、出血 1

例。所有出现并发症的患者经过治疗后均好转。结论 地

西他滨是AML/MDS患者的有效治疗选择，目前尚无地西他

滨治疗 AML/MDS 的疗效预测模型来指导选择合适的患

者。因此，有必要组织多中心临床试验，来制定统一的治疗

方案。

D86. 贵州省血友病A合并关节病变的常规血友病
健康评分及超声检查结果相关性研究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血液病研究所 李艳菊 王

季石

目的 分析贵州 A 型血友病患者关节病变健康评分

（HJHS）和超声（US）临床评价的相关性。方法 对 20例血

友病患者的 38 个研究关节（19 个膝盖、9 个手肘和 10 个脚

踝）进行评估，其中中位年龄15（5~17）岁。超声评分通过一

个影像学家使用美国评分进行的一致评估。结果 虽然

HJHS与US评分的骨软骨成分（rs=0.62、0.53）相关性较好，

但与软组织成分相关性较差（rs=0.21）；我们发现所有关节的

血铁血黄素和其他软组织改变，有 3个关节的HJHS为 0，所

有这些关节都有软组织改变（3~7分）。有4个关节得分为3~

5分，HJHS得分为 0~6分。结论 通过正常的临床检查，我

们能够鉴别关节的病理变化。

D87. IST治疗成人获得性纯红再障的疗效影响因
素评价
1.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 吉林大

学第一医院 吴雪梅 1 杨岩 2 陆星羽 1 尹华 1 王素丽 1

王帅 1 洪鸣 1 朱雨 1 卢瑞南 1 乔纯 1 吴雨洁 1 张建富 1

何广胜 1 李建勇 1

目的 评估环孢素A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成人获得性

纯红再障（PRCA）疗效是否优于单用环孢素A（CsA）或单用

糖皮质激素（CS）。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年 10月至今 76

例成人获得性 PRCA 患者临床资料，并分析了初始治疗方

案、疗效、起效时间、复发、疗效及死亡影响因素。结果 76

例患者中，可评价病例为 70例（6例失访）。20例患者接受

CsA治疗，19例接受CS治疗，31例患者接受CsA联合CS治

疗，三组患者初始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75.0%、42.1%、71.0%。

含CsA组（包括单用CsA组和CsA联合CS组）CR率及有效

率均高于单用 CS 组（52.9%对 21.1%，P=0.017；72.6%对

42.1%，P=0.018）。单用CsA组与单用CS组比较，有效率和

CR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75.0%对42.1%，P=0.054；40.0%

对 21.1%，P=0.301）。CsA联合CS的CR率和有效率均高于

单用 CS 组（61.3%对 21.1%，P=0.006；71.0%对 42.1%，P=

0.043）。此外，CsA联合CS组比单用CS或单用CsA组可更

快诱导获得CR（P=0.014）。共27例患者由于减药或停药复

发，其中 19例患者通过加量原方案或者更换其他方案后再

次缓解。Logistic 回归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发现，含CsA组

有效率高于单CS组（P=0.004，P=0.022）。单因素分析中，初

始 CR 率与年龄（P=0.035）、性别（P=0.035）、初始治疗方案

（CsA+CS组对单CS组）（P=0.01）均有关；多因素分析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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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A+CS组初始CR率高于单CS组（P=0.024），原发性PRCA

初始CR率高于继发性 PRCA（P=0.023）。诱导治疗疗效可

能为影响PRCA患者死亡的相关因素（P=0.012）。结论 成

人获得性PRCA的治疗中，CsA联合CS可更好、更快诱导获

得CR。CsA联合CS治疗较单用CS，原发性PRCA较继发性

PRCA获得更高的CR率。减药或停药是复发最主要原因。

诱导治疗疗效可能为影响PRCA患者死亡的相关因素。

D88. 几种红细胞参数在缺铁性贫血和溶血性贫血
中的比较
山东省立医院 王燕红 张璐璐 刘芸

目的 研究多种红细胞参数在缺铁性贫血和溶血性贫

血中的不同变化，了解这些参数在这两种疾病中有无鉴别意

义。方法 用XN-9000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做血常规+网织

红细胞分析，检测80例缺铁性贫血患者，29例溶血性贫血患

者。选30例健康人为对照组。搜集三组患者的RBC、HGB、

HCT、MCV、MCH、MCHC、RDW-CV、RDW-SD、网织红细胞

绝对值、IRF、LRF、MRF、HRF。结果 1. 缺铁性贫血组和溶

血性贫血组的RBC、HGB、HCT均低于对照组；缺铁性贫血

组和溶血性贫血组的RDW-CV、RDW-SD均高于对照组；缺

铁贫血组的MCV、MCH、MCHC均低于对照组；缺铁贫血组

网织红细胞绝对值、IRF、MRF、HRF高于对照组，而LRF和

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溶血性贫血组和对照组相比网织

红细胞绝对值、IRF、MRF、HRF 均升高，而 LRF 则显著减

低。2. 缺铁性贫血和溶血性贫血组相比 RDW-SD 明显减

低，RBC、HGB、HCT明显增高 低于溶血性贫血组；RDW-CV

缺铁性贫血组和溶血贫血组相互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网

织红细胞绝对值、IRF 缺铁性贫血组明显低于溶血性贫血

组；LRF 缺铁性贫血组明显高于溶血性贫血组。结论

RDW-SD、网织红细胞绝对值、IRF有助于鉴别缺铁性贫血和

溶血性贫血，尤其是应用于缺铁性贫血和小细胞性溶血性贫

血时更有价值。

D89. 难治与复发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二次免疫抑
制治疗疗效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李建平 叶

蕾 李洋 杨文睿 李园 彭广新 宋琳 赵馨 井丽

萍 张莉 张凤奎

目的 分析难治/复发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二次免

疫抑制治疗（IST）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对 IST难治或复发

SAA患者应用二次 IST治疗（包括ATG/ALG+环孢素或HD-

CTX方案），分析其临床资料并判断疗效。结果 共23例患

者进行了二次 IST，年龄 7~60岁，男 12例，女 11例。难治组

10例，均为 1个疗程标准 IST后疗效观察至少 6月未获治疗

反应，二次 IST至一次 IST间期中位 9（6~12）个月。复发组

13例，二次 IST前CR复发8例，PR复发5例；复发至二次 IST

间期为 2个月。两次 IST相同剂型 6例，另 17例两次 IST治

疗方案不同；总体反应率为 65%（15/23）；二次 IST治疗开始

1周内早期死亡 2例，均为两次 IST为相同剂型的复发组患

者。分组比较：难治组50%（5/10）对复发组77%（10/13）。获

得治疗反应的患者中3例患者再次复发，均为第一次复发接

受二次 IST 者，第三次应用 IST 后仍可获得治疗反应。结

论 难治与复发SAA患者应用二次 IST仍可能获得治疗反

应；复发患者二次 IST 获得疗效机会似乎更大优于难治患

者；获得治疗反应后可再次复发，二次复发应用三次 IST仍

有机会获得治疗反应。

D90. 37例遗传性球形细胞增多症基因突变特征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彭广新 杨

文睿 赵馨 井丽萍 张莉 周康 李洋 叶蕾 李园

李建平 樊慧慧 宋琳 杨洋 熊佑祯 武志洁 张凤奎

目的 揭示我国遗传性球形细胞增多症（HS）红细胞膜

蛋白基因突变特征及临床特征。方法 应用二代基因测序

方法检测临床明确诊断的HS患者红细胞膜蛋白基因，分析

基因突变构成、突变类型及与临床表现型的关系。结果 37

例HS患者检测到红细胞膜蛋白基因突变，其中ANK1突变

17 例（17/37，45.9%）、SPTB 突变 14 例（14/37，37.8%）、

SLC4A1突变5例（5/37，13.5%）、ANK1突变复合SPTB突变

1例（1/37，2.7%），未发现SPTA1及EPB42突变。37例HS患

者中发现 38个红细胞蛋白基因突变位点，其突变类型中无

义突变（14/38，36.8%）和错义突变（12/38，31.6%）最常见。

在检出的38个突变位点中，34个为新发突变（占89.5%），未

见文献报告。16例HS进行父母基因验证，遗传获得突变 6

例（37.5%），自发突变10例（62.5%）。HS患者外周血细胞参

数与红细胞膜蛋白突变基因类型无关；轻型HS患者多携带

SPTB突变，而重型患者ANK1突变更为易见，但两者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608）。结论 中国HS以ANK1和SPTB基

因突变最常见，突变类型主要为错义突变和无义突变；不同

HS相关基因突变与HS严重程度间无明显相关。

D91. 免疫抑制治疗对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
红细胞寿命的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叶蕾 张

莉 井丽萍 赵馨 彭广新 李洋 李园 李建平 樊慧

慧 宋琳 杨文睿 张凤奎

目的 研究免疫抑制治疗（IST）对极/重型再生障碍性

贫血（V/SAA）患者红细胞寿命的影响。方法 2016年11月

至2017年11月使用内源性CO呼气试验法测定初治V/SAA

患者红细胞寿命22例，研究 IST（ATG+CSA）治疗前、治疗后

6个月红细胞寿命变化情况。结果 22例 IST治疗前患者基

线红细胞寿命为51（25~140）d，IST治疗后6个月患者红细胞

寿命为92（47~137）d，与治疗前相比明显延长（P=0.001）。无

治疗反应（NR）组为 51（47~98）d，获得治疗反应（HR）为 96

（50~137）d，其中部分反应（PR）组 103（50~126）d，良好部分

反应（GPR）组 94（79~107）d，完全治疗反应（CR）组 96（67~

137）d。IST治疗前及治疗后NR组患者红细胞寿命较正常

对照[113（68~166）d]明显减低（P=0.000、0.005），PR、GPR、

CR 组与正常对照无明显差别（P=0.217、0.267、0.475）。HR

组、CR 组、PR 组红细胞寿命较治疗前明显延长（P=0.000、

0.043、0.028）。单因素分析流行病学因素、外周血细胞参数

及是否伴发PNH克隆、细胞因子水平、淋巴细胞亚群等因素

对 IST治疗前红细胞寿命的影响，仅CD3+CD8+ T淋巴细胞

计数绝对值与治疗前红细胞寿命相关（P=0.010，r2=0.291，标

准系数=0.540）。上述因素对 IST治疗后红细胞寿命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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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性别、诊断分型及疗效为影响因素（P=0.046、0.025、

0.009）。多因素分析显示，仅疗效为影响红细胞寿命变化独

立预后因素（P=0.021，OR=30，95% CI 2.137~421.117）。应

用ROC曲线分析 IST治疗后 6个月红细胞寿命变化对疗效

影响的 cut- off 值为 17 d，敏感性为 88.2% ，特异性为

20.0 %。结论 在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的发病机制中，存在

红细胞寿命缩短，与疾病本身相关。经 IST治疗获得血液学

反应，红细胞寿命亦得到改善。

D92.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难治性重型再生障碍
性贫血的实验及临床研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何川 刘霆

目的 分离人脐带华通胶 MSC 后应用不同培养基扩

增，筛选出具有更好治疗作用的MSC；建立再生障碍性贫血

小鼠模型后注射筛选出的MSC，观察造血功能恢复；选择免

疫抑制治疗无效且无条件进行 allo-HSCT的SAA患者输注

筛选出的MSC，评价疗效。方法 人脐带华通胶来源MSC

分别用 1、2、3号培养基培养传代，测定MSC培养上清中细

胞因子水平，将MSC与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共培养，测定培养

上清中 IFN-γ和TNF-α水平；BALB/c小鼠全身照射后尾静脉

注射DBA/2小鼠胸腺淋巴结混合细胞建立再障小鼠模型，

作为 AA 组，给予再障模型小鼠尾静脉注射筛选出的人

MSC，作为治疗组；选择难治性SAA患者，给予筛选出的人

MSC输注，评价疗效。结果 三种培养基培养的MSC分泌

HGF、ANG-1、PEG2、TGF-β1水平和对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分

泌 IFN-γ、TNF-α的抑制作用存在差异；AA组小鼠血常规一

直处于低水平，MSCs组小鼠血常规下降后恢复，MSC组小

鼠外周血 Treg 比例及血浆 VEGF 水平较 AA 组小鼠高，AA

组小鼠骨髓增生低下，MSC组小鼠骨髓增生活跃；10例患者

接受 MSC 治疗，1 例基本治愈，1 例明显进步，治疗后患者

Treg增高，IFN-γ、IL-17A降低，IL-4增高，血浆 hFGF、HGF、

SCF、VEGF、IL-10增高，IL-15、TNF-α降低，IL-6无变化，治

疗有效的患者，骨髓增生活跃，免疫荧光染色 SCF、VEGF、

TGF-β、IL-10 表达较治疗前增高，TNF-α表达降低。结论

2号培养基培养的MSC分泌支持造血和调节免疫的细胞因

子有优势，并具有更强的抑制PMNC分泌 IFN-γ、TNF-α的能

力，适合于后续研究；给予再障模型小鼠尾静脉注射MSC能

够恢复其造血功能；MSC输注对难治性SAA患者治疗有效

率约 20%，治疗后患者Treg比例增高，Th1、Th17比例降低，

Th2增高，具有支持造血和免疫抑制的相关细胞因子水平增

高，活化免疫的细胞因子水平降低，说明MSC可以通过免疫

调节和促进HSC功能改善患者的造血功能。

D93. 应用猪抗人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联合环孢素
A作为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一线治疗单中心8年回
顾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井丽萍 张

莉 周康 李洋 彭广新 樊慧慧 叶蕾 李园 李建

平 宋琳 杨文睿 赵馨 武志洁 张凤奎

目的 回顾性分析猪抗人淋巴细胞球蛋白（p-ALG）联

合环孢素A（CsA）作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一线治疗，评价其

疗效、患者耐受性、应用的不良反应、患者远期克隆性血液学

变化。方法 2010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0日共 8年内

我科住院并明确诊断为获得性 AA 患者共 776 例，接受 p-

ALG联合CSA作为一线强烈免疫抑制治疗，定期随访观察

其疗效、病情进展及不良作用。结果 患者共 776例患者，

其中男429例，女347例，中位年龄29（6~69）岁。诊断为TD-

NSAA 123例，SAA 357例，VSAA 296例。其中肝炎相关再

障（HA-AA）41例，特发性AA 735例。确诊时18例患者伴有

克隆性血液学异常。中位随访22（1~102）个月，治疗总有效

率为 70.0%（CR 38.0%、GPR 17.5%、PR 14.5%）。TDNSAA/

SAA/VSAA 三组患者治疗后 6 个月及 12 个月有效率分别

为：72.7%、71.9%、50.2%及 81.2%、79.2%、64.4%。治疗中合

并应用促血小板生成素（TPO）患者 430例（72.9%），与未合

并用药组 346 例（68.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 41 例

HAAA 患者有效率达 78%。截止到随访终点，复发 29 例

（3.7%），出现新发克隆染色体异常、进展为MDS/AML 22例

（2.8%），死亡53例（6.8%），其中早期死亡（3月内）12例。截

止随访终点患者总生存率为 93.2%。14.5%患者治疗后伴

PNH克隆，其中 4.8%为治疗后新发出现。p-ATG治疗输注

即刻反应轻微，仅有171例（22%）患者出现发热、皮疹，输注

药物后 1~2周 220例（28.4%）患者出现血清病反应，均为药

物可控。结论 p-ALG 联合 CSA 作为 SAA 的一线治疗选

择，安全有效，可以作为患者的首选推荐。

D94. 红细胞去除术治疗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的疗效
及影响因素分析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张琳 刘玲玉 贺翠芬 王娅

苗艳宏 李蓉萍

目的 探讨红细胞去除术对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治疗的

临床效果及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回顾性研究山西医科大

学第二医院 2013年 6月至 2018年 6月应用红细胞去除术治

疗的 30例真性红细胞增多症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红细胞

去除术治疗后的临床疗效、症状的改善情况、血常规的变化，

同时分析其临床疗效的相关因素。结果 经过红细胞去除

术治疗后的患者临床症状有明显好转，血红蛋白降低）[135

（45~135）g/L对190（49~226）g/L，P<0.05]。30例真性红细胞

增多症患者行红细胞去除术治疗共60例次，其中6例次出现

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10%，予以对症治疗后缓解。结论

红细胞去除术在治疗真性红细胞增多症中的价值明确，是较

为安全、能够快速缓解症状的有效手段。其中原发疾病是影

响疗效的主要因素。

D95. 应用内源性一氧化碳呼气试验检测真性红细
胞增多症患者红细胞寿命的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胡靖 高清

妍 叶蕾 李园 彭广新 李洋 宋琳 李建平 樊慧

慧 赵馨 杨文睿 井丽萍 张莉

目的 对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患者红细胞寿命（RB-

CLP）进行分析。方法 连续性纳入自 2017 年 2 月 1 日至

2018年6月30日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贫血诊疗中心

收治并确诊的17例PV患者，正常对照15例，采用测定内源

性一氧化碳（CO）呼气试验方法检测患者及正常对照红细胞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295·

寿命，评价患者红细胞寿命长短及影响因素。结果 17例

PV患者平均年龄为（54.2±13.4）岁，男∶女=9∶8，平均HGB为

（186.9±20.2）g/L，红细胞寿命为（88.88±24.51）d，较正常对

照组（113.0±29.68）d 明显缩短（P=0.017），平均缩短天数为

24.12 d。 11 例 JAK2 V617 突变者 RBCLP 为 92.0（74.0，

103.0）d，1例 JAK2 Exon12突变者为 83.0 d，4例突变三阴性

者为79.0（40.8~112.8）d。JAK2 V617F突变阳性者基因突变

负荷量为 59.0%（23.74%，75.50%）（P=0.063）。患者红细胞

寿命与性别、年龄、携带基因突变类型、外周血血常规（包括

WBC、PLT、HGB、网织红细胞绝对值）、血清乳酸脱氢酶、总/

间接胆红素水平、外周血细胞因子水平（包括 IL-1β、IL-2R、

IL-6、IL-8、IL-10）、脾脏大小等均无显著相关性。结论 PV

患者红细胞寿命较正常人明显缩短。JAK2 V617F突变阳性

者基因突变负荷量与红细胞寿命缩短相关性分析接近统计

学差异。提示真性红细胞增多症不仅存在成熟红细胞“量”

的异常，红细胞“质”可能也不正常。

D96. 真实世界中艾曲波帕治疗难治性再生障碍性
贫血疗效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高清妍 张莉 彭广新 李洋 李园 宋琳 李建

平 樊慧慧 叶蕾 赵馨 杨文睿 井丽萍 张凤奎

目的 对艾曲波帕在真实世界中治疗中国人群AA疗

效进行分析。方法 自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6月 30日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贫血诊疗中心收治确诊为AA

并应用艾曲波帕治疗患者 15例，其中 13例为R-VS/SAA行

包含标准剂量抗胸腺细胞球蛋白（ATG）的强烈免疫抑制治

疗难治者，1例SAA应用免疫抑制剂（CSA及FK506）+雄激

素无效者，1 例非重型再障（NSAA）应用 CSA+雄激素无效

者。ATG治疗后中位216（36~471）d引入艾曲波帕治疗。患

者均接受艾曲波帕治疗至少 12周，随访追踪其疗效及不良

反应，应用NIH血液学反应评价标准。结果 15例患者中

位年龄 38（14~65）岁，男 2例，女 13例。艾曲波帕引入治疗

后中位随访 30（15~73）周，ATG + CsA 难治性 VS/SAA 者

30.1%（4/13）获得一系以上血液学反应（HR），其中 2例获得

三系 HR（1 例患者血常规三系血细胞恢复正常），1 例红细

胞+血小板输注依赖者、1例单独血小板输注依赖者均脱离

血制品输注；1 例免疫抑制剂+雄激素难治 SAA 获得三系

HR；1例CsA+雄激素难治NSAA获得三系HR，且血常规完

全恢复正常。共计6例患者获得至少一系血细胞反应（6/15，

40%），其中三系血细胞反应者 4例（4/15，27%）。脱离血制

品输注者 HGB、PLT 分别中位升高 41.0（18.8，58.5）g/L、15

（8~234）×109/L。艾曲波帕用量 9 例患者 75 mg/d、3 例 100

mg/d、3例150 mg/d。不良反应包括消化道反应（3/15）、胆红

素升高（2/15）、皮肤改变（2/15）、轻度肾功能异常（1/15）、肢

体痉挛（1/15）等，1例患者因呕吐、食欲差等消化系症状不耐

受（75 mg/d）停药。结论 难治性VS/SAA经艾曲波帕治疗

可获得血液学改善、脱离输血依赖，对不适合ATG治疗者及

NSAA似亦可获益，且不良反应多可耐受，安全性好。

D97. Will cimetidine combined with high concen-

tration glucose be the optional treatment for acute

intermittent porphyria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ffiliated

Hospital Zhenyu Yan, Yanyan Xie, Linhong Wang, Zhaoling

Deng, Meirong Yang, Dongmei Li

D98. rATG联合环孢素与环孢素联合雄激素一线治
疗输血依赖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疗效比较：单
中心回顾性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宋琳 赵馨 彭广新 武志洁 张莉 井丽萍 周

康 李洋 李园 叶蕾 李建平 樊慧慧 杨文睿 杨

洋 张凤奎

目的 比较 rATG联合CsA与CsA联合雄激素一线治疗

TD-NSAA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7年8月至2018年1

月100例TD-NSAA患者临床资料，比较一线采用 rATG联合

CsA 与 CsA 联合雄激素治疗的血液学反应及生存情况。

结果 100例TD-NSAA患者中，男59例，女41例，男女比为

1.44∶1；中位年龄28（6~66）岁。其中23例一线接受 rATG联

合CsA治疗，77例一线接受CsA联合雄激素治疗，两组早期

死亡率均为 0。rATG联合CsA组患者治疗后 3个月总体血

液学反应率（69.6%对 45.5%，P=0.02）高于 CsA 联合雄激素

组,良好血液学反应率（21.7%对 10.4%，P=0.156）；两组治疗

后6个月总体血液学反应率（82.6%对55.8%，P=0.02）与良好

血液学反应率（43.4%对22.1%，P=0.043）差异亦有统计学意

义，治疗后 6个月 rATG联合CsA组脱离血制品输注依赖的

中位时间为 49（0~149）d，明显短于CsA联合雄激素组的 98

（14~180）d（P<0.001）。rATG联合CsA组与CsA联合雄激素

组患者 3 年总生存率均 100.0%，无事件生存率（73.9%对

62.3%，P=0.30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一线采用 rATG

联合CsA治疗TD-NSAA血液学反应率和血液学反应质量

均优于CsA联合雄激素，两组患者短期生存率相同，应优选

rATG联合CsA方案治疗TD-NSAA。

D99. 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与中性粒细胞极低的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一线 IST方法血液学反应及生
存的回顾性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李洋 黄

勇 张凤奎

目的 评价接受单倍体相合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Haplo-HSCT）的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或极重型再生障碍性

贫血（SAA/VSAA）患者及接受一线免疫抑制治疗（IST）的中

性粒细胞计数≤0.1×109/L的极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的

疗效，为后者一线治疗决策的制订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

分析35例接受Haplo-HSCT的SAA/VSAA患者资料，评价其

造血重建、早期死亡、并发症及长期生存情况；分析同期111

例接受 IST的ANC≤0.1×109/L的VSAA患者，评价其早期死

亡、血液学反应及长期生存情况。结果 进行Haplo-HSCT

患者94.3%（33/35）获得植入，移植后1年完全血液学反应率

71.0%。III~IV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发生率及广

泛型 cGVHD发生率均为 8.6%；移植相关死亡 10人，早期死

亡率为2.9%。进行 IST的ANC≤0.1×109/L的VSAA患者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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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1年完全血液学反应率41.4%。早期死亡率为9.9%，

与Haplo-HSCT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比两组患者，Hap-

lo-HSCT组与 IST组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68.9%、69.2%；5年

无失败生存率分别为 58.2%、51.8%，5年无事件生存率分别

为51.4%、42.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研究中两组

患者OS、FFS及E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Haplo-HSCT组

患者自确诊到移植的时间明显长于 IST组。

D100. rhTPO联合标准 IST方案治疗初治的重型再
生障碍性贫血—单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期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张莉 张凤奎

目的 在初治的进行标准 IST（ATG+CsA）方案治疗的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中，评价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

（rhTPO）的使用对于 IST近期疗效的影响。方法 采用单中

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符合条件的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

者按 1∶1 随机分入 rhTPO 组或对照组。rhTPO 组在标准的

ATG+CsA 方案的同时加用 rhTPO，对照组不加 rhTPO。主

要终点为 IST后3个月的治疗血液学反应率。假定两组有效

率差值为 25%，估计入组样本量为 109 对（218 例）。结果

从2015年2月至2017年3月，完成入组136例，有128例治疗

后满3个月，其中退组16例，可评价3个月疗效者112例。男

72例，女40例，SAA 69例，VSAA 43例，rhTPO组59例，对照

组 53例，两组的性别，年龄，治疗前的血常规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治疗后 3个月 rhTPO与对照组疗效：OR率分别为

49.2%对 37.7%（P=0.706）；良好血液学反应率分别为 23.7%

对 20.8%（P=0.224）；治疗后 6 个月两组 OR 率为 68%对

61.9%（P=0.769），良好血液学反应率为 42%对 33.3%（P=

0.691）。脱离血小板输注时间分别为44 d和46 d，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结论 中期结果显示 rhTPO对SAA/VSAA患者

IST近期疗效无明显影响，继续入组剩余病例。

D101. 121例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脾切除术疗
效分析及疗效标准探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李大鹏 王

志军 李伟望 尹颜科 毛强 孙秀娟 翟伟涛 童春

帆 郑以州 张凤奎 徐茂强 孙朝侠 施均

目的 评价脾切除术治疗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

（HS）疗效，确定疗效评价的主要和次要评价点，界定合理的

贫血程度改善的血红蛋白增长值。方法 分析121例HS患

者全脾切除术后第7、14、21 d多个时间点的血常规并评价疗

效。结果 （1）HS患者术后HGB均有明显增长，重型患者

的血红蛋白增加值（△HGB）[非输血依赖：51（16~80）g/L；输

血依赖：74（40~101）g/L]，均明显高于中型患者[38（-10~+67）

g/L，P＜0.001]。（2）121 例患者术后完全缓解（CR）96 例

（79.3%），部分缓解（PR）23例（19.0%），总有效率为 98.3%；

无效与复发各1例（0.8%）。中型HS的CR率（88.0%）显著高

于重型输血依赖型HS（70%，P=0.046），与重型非输血依赖

型H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6%，P=0.122）。（3）121例患者术

后达HGBmax值中位时间为13（1~21）d，术后获得最大疗效患

者的比例在第一周、第二周分别达到15.7%和68.6%，第三周

时超过 95%的患者均已获得了HGBmax。PR患者△HGB [41

（8~77）g/L]显著低于CR患者[50（24~101）g/L，P=0.002]。PR

患者贫血程度改善通过△HGB值衡量，其25%、50%、及75%

分位数分别是29、41和51 g/L。（4）患者术后Ret%迅速下降，

超过75%的患者Ret%在1周内可下降一半，约95%患者在2

周内可降至正常。结论 全脾切除术治疗HS术后近期疗效

显著，我们建议术后3周、2周分别作为主要和次要疗效评价

点。HGB增长达到30 g/L是比较合适的界定贫血程度改善

的量化指标。

D102. PIEZO1基因突变遗传性口型红细胞增多症
五例报告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2. 迁安市

人民医院 李园 1 赵馨 1 李建平 1 夏永辉 1 李洋 1 杨

文睿 1 叶蕾 1 彭广新 1 韩小兵 2 李艳红 2 樊慧慧 1 宋

琳 1 杨洋 1 周康 1 熊佑祯 1 高清妍 1 武志洁 1 井丽萍 1

张莉 1 张凤奎 1

目的 提高对遗传性口型红细胞增多症（HST）的认

知。方法 经靶向二代基因测序技术（NGS）检测长期误诊

的先天性溶血性贫血患者，明确诊断为 HST，并分析其临

床。结果 在 5例患者中，男 4例，女 1例，中位确诊年龄 23

（11~35）岁。5例患者均自幼发病，表现为黄疸，其中 4例贫

血、脾肿大。中位HGB为105（70~124）g/L，中位网织红细胞

绝对值0.2537（0.2027~0.2892）×1012/L，中位平均红细胞体积

（MCV）为98.4（30.6~36.8）fl，中位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CH）

是 35.9（30.6~36.8）pg, 中位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

（MCHC）355（344~378）g/L。中位总胆红素为 96.4（50.94~

252.9）μmol/L，中位间接胆红素 80.7（47.67~234.2）μmol/L，

中位血清乳酸脱氢酶 119（105~195）U/L。溶血检查方面，2

例患者的红细胞渗透脆性试验（EOF）减低，其余3例的EOF

正常。其他溶血检查均无异常。5例患者的中位血清铁蛋

白649.6（512.0~858.4）μg/L。外周血涂片中位口型红细胞比

例 0.140（0.124~0.210）。基因检测方面，5 例患者均检测出

PIEZO1基因突变：基因型 c.2005G>T的患者2例，c.7150G>

A 者 1 例，c.6008>A 者 1 例，同时携带 c.7488_7489insCTG-

GAC、c.7219G>A 和 c.4018>T 突变者 1 例。其中 c.2005G>T

和c.6008>A为新发突变。3例携带新发突变者与2例经典突

变者的临床表型无明显区别。结论 HST较罕见，极易漏诊

和误诊。提高对本病的认知，积极应用NGS检测PIEZO1基

因等相关致病基因对于确诊该病非常必要。

D103. 免疫抑制治疗联合G-CSF治疗严重再生障
碍性贫血安全性及有效性的随机对照Meta分析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高英 李静静 马成成 香雪 王

鑫 吴重阳 岳玲玲 曾鹏云 柴晔

D104.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环孢素治愈4年后转化
为急性髓系白血病一例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高英 柴晔

D105. 单中心儿童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流行病学
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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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张然然 常丽贤 陈晓燕 安文彬 竺晓凡

目的 分析儿童非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NSAA）的流

行病学相关资料，寻找其发病的相关信息。方法 本研究回

顾性分析了 1990年 2月至 2016年 2月期间于我院就诊的初

诊NSAA共 1210例的临床资料，诊断标准参考中华医学会

儿科学分会血液学组制定的再障诊断标准。结果 1210例

患儿中，男 701例，女 509例。男女比例为 1.4∶1。中位发病

年龄为 7（1~14）岁。发病季节：可统计者共 1116例（94例资

料不完整），其中，春季（3~5月）305例，夏季（6~8月）331例，

秋季（9~11 月）208 例，冬季（12~2 月）272 例，其比例为 1.5、

1.6、1.0、1.3。就诊患儿的地区分布：华北 445 例，东北 292

例，华东 266 例，华中 170 例，西南 10 例，西北 24 例，华南 3

例。患儿居住环境可统计者共1068例（142例资料不完整），

居住城镇者322例，居住农村者746例，其比例为1∶2.32。患

儿三代以内直系家属及同胞兄弟姐妹中，患白血病者共 10

例，患再生障碍性贫血者共5例，患其他系统恶性肿瘤者共9

例。首发症状依次为（可统计者共1181例，其余29例资料不

完整）：发热、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等460例，皮肤黏膜出血、鼻

出血等 446例，面色苍白、乏力者 218例，偶然发现贫血或血

小板低者共 34例，余 23例以消化道症状、皮疹、荨麻疹、水

痘、腮腺炎、晕厥等为首发症状。结论 单中心 1210 例

NSAA患儿显示发病率男多于女；中位发病年龄为7岁；春、

夏季发病者最多，秋季发病者最少；农村患儿比例高于城镇

2倍之多；患儿家族中患血液系统疾病者1.24%；前三位的首

发症状为感染、出血及乏力症状。

D106. Four cases of refractory autoimmune hemo-

lytic anemia following allogenic HSCT treated

with rituximab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Fujian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n Hematology, Fujian Med-

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Xiaofan Li, Jiafu Huang, Jing

Zheng, Nainong Li

Objective Currently, there is no established consensus

regarding the optimal therapeutic approach. There are an in-

creasing number of reports on the successful treatment of auto-

immune cytopenias with the monoclonal anti- CD20 antibody

rituximab, including a few patients in a post- HSCT setting.

Methods We tested the rituximab treatment in refractory AI-

HA following allogenic HSCT patients using cord blood or

haploidentical PBSC plus bone marrow donors in Fujian Medi-

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Patients and their donors were

tested for HLA-A, HLA-B, HLA-C, HLA-DRB1, and HLA-

DQB1 by high- resolution molecular typing methods. All the

patients were confirmed complete chimerism by short tandem

repeats. GVHD prophylaxis consisted of rabbit anti-thymocyte

globulin Thymoglobulin, Genzyme, 10 mg/kg from day - 4 to

day- 1, cyclosporine A (plasma level 100- 250 ng/ml, starting

from day -10, and tapered from the second or third month if no

signs of GVHD were present), mycophenolate mofetil (5 mg/

kg bid, starting from day + 7 and tapered after engraftment),

with or without short- term methotrexate (MTX, 15 mg/m2 at

day +1, and 10 mg/m2 at day +3 +7 and +11). Acute GVHD

was graded according to the Glucksberg criteria. Chronic

GVHD was graded according to the revised Seattle classifica-

tion. All patients were treated according to our institutional

transplant guidelines for antiviral, antifungal, and antimicrobi-

al prophylaxis. All the patients were resisted to first- line con-

ventional treatment- steroid treatment and/or immunoglobulin

therapy. Results Four patients of refractory AIHA following

allogenic HSCT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Three of the pa-

tients underwent myeloablative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a

myeloablative FA5-BUCY protocol of 30 mg/m2/day Fludarabi-

ne and high-dose 2 g/m2/day Cytarabine for 5 consecutive days

from day -13 to day -9,1.8g/m2/day CY from day -8 to day -7

and 3.2mg/kg/day BU from day -6 to day -4). One patient un-

derwent nonmyeloablative haplo- HSCT with the same blood

type (a re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 of fludarabine (30 mg/

m2 for four days), CTX (30 mg/kg for four days), and rabbit an-

tithymocyte globulin (ATG; 10 mg/kg, divided into four doses)

was applied for conditioning the patient). All the patients devel-

oped AIHA with in one year after allogeneic HSCT. All the pa-

tients were resisted to first-line conventional treatment-steroid

treatment and / or immunoglobulin therapy. Therefore, mono-

clonal antibody therapy was reserved for treatment failure.

Rituximab 375 mg/m2 were given once weekly for a total of

four doses. After this therapy, the AIHA in all the patients were

resolved. There was som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BT and Hap-

lo-HSCT in T cell subsets. T cells were increased with signifi-

cant reduction of B cells after the treatment. Interestingly,

no chronic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was observed till now.

Conclusion Rituximab therapy deserves consideration for

treatment of post-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AIHA. Cooperative studies are needed to better de-

fine the optimal steroid schedule and the therapeutic role of

other monoclonal antibody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D107. 全外显子测序检测四例遗传性球形细胞增多
症基因缺陷及家系遗传特点
1.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 萍乡市人民医院；3. 景德镇第

三人民医院 姜雯 1 李振江 1 许春 2 刘伟琴 2 郑文宏 3

陈小萍 2 宋渊 1 费妍 1 杨桂玲 1 汤爱萍 1

目的 明确 4例遗传性球形细胞增多症患者的基因缺

陷及家系遗传特点。方法 检测 4例遗传性球形细胞增多

症先证者：例 1，女，20岁，因反复黄疸 1个月余，加重 2 d入

院，伴有上腹部疼痛、脾大、胆囊多发结石，6岁时确诊为自

身免疫性溶血性疾病；例2，女，51岁，因反复头晕、鼻出血20

余年入院，既往有胆囊炎、胆囊切除术病史；例 3，女，53岁，

因发现贫血、胆结石 12余年入院，既往有胆囊切除、脾切除

术病史，其儿子有胆结石和脾肿大病史；例4，女，16岁，因面

色苍黄20余天入院；采集先证者的EDTA抗凝外周血行全外

显子测序检测，主要分析 ANK1、SPTB、SPTA1、SLC4A2 及

EPB42 基因。收集患者家系成员血样，通过一代 Sanger 测

序，验证全外显子测序结果并进行遗传学调查。结果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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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4例遗传性球形细胞增多症先证者的全外显子测序结果，

分别发现了四种基因突变，例1 SPTB基因第24号外显子缺

失突变 c.5038delG（p.E1680Kfs*32），其父母及其胞弟均示

发现此突变；例 2 ANK1基因第 24号外显子与 23号内含子

区域 c.2559-2A>G 突变，其子女均未发现此基因突变；例 3

ANK1基因非编码区的一个杂合剪接位点突变 c.28-2A>G，

其子携带此基因杂合突变；例 4 SPTB 基因编码区检测到

c.1816C>T（p.Gln606*）无义变异，其父母均未发现此突变。

通过数据库检索发现，这4种基因突变位点均未被gnomAD、

ExAC、1000G数据库报道。结论 SPTB基因 c.5038delG（p.

E1680Kfs*3）、c.1816C>T（p.Gln606*）基因突变及 ANK1 基

因 c.2559-2A>G及 c.28-2A>G基因突变是这4例遗传性球形

细胞增多症患者的基因发病机制，例1、例4基因缺陷为自发

突变导致。

D108. 81例Diamond-Blackfan贫血患儿基因与临
床特点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万扬 刘

超 常丽贤 安文彬 李晓兰 章婧嫽 刘立鹏 赵贝

贝 张然然 陈晓燕 陈玉梅 竺晓凡

目的 研究 DBA 患儿基因突变与临床特点相关性。

方法 选取 2004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于我中心确诊为

DBA 的 81 例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利用二代测序技术检测

RPS19、RPS24、RPS17、RPL35a、RPL5、RPL11、RPS7、

RPS10、RPS26、RPL26、RPL14、RPL15及GATA1全外显子及

剪接位点，测序深度 200×。收集患儿临床资料并电话随

访。结果 ①81 例 DBA 患儿，男 56 例（69.1%），女 25 例

（39.1%），中位发病年龄 2（0~35）个月，91.4%患儿 1 岁以内

发，32.7%（16/49）患儿存在躯体畸形。②初诊中位血红蛋白

（HGB）42（17~80）g/L，中位网织红细胞 8.4（1.2~104.7）×109/

L，中位骨髓红系比例1.5%（0~20%）。③75例患儿接受规律

泼尼松（PRD）治疗，8 周反应率为 77.3%。中位随访 32（1~

163）个月，2例失访，1例未经治疗HGB可维持 80~100 g/L，

19例（24.3%）达缓解，56例（71.7%）为持续状态，其中 47例

（60.2%）服药维持，9例（11.5%）输血依赖，3例（3.7%）死亡。

④基因突变阳性率 64.1%（52/81），其中 RPS19 突变 22 例

（42.3%），RPS26、RPL5和RPL11突变各5例（9.6%），RPL35a

突变 4 例（7.7%），RPS24 突变 3 例（5.8%），RPS17 突变 3 例

（5.8 %），其中 2例为RPS17基因杂合缺失，RPL15突变 2例

（3.8%），RPS7、RPL14、RPS26、RPL26，突变各 1 例（1.9%）。

⑤比较突变组与无突变组临床特点：两组间性别、初诊血红

蛋白和骨髓红系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突变组患儿发病

年龄较小[（3.08±0.61）个月对（6.92±1.50）个月，P=0.02]，突

变组患儿畸形比例略高（38.7%对 18.8%，P=0.12）。两组患

儿激素反应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最终突变组患儿缓解率

低（18.3%对 34.4%），而输血依赖患者比例高（14.2%对

6.9%），且3例死亡患儿均为突变患者。结论 我中心DBA

患儿核糖体蛋白基因突变率约 64%，以 RPS19 突变为主。

突变组患儿发病年龄较小，总预后较差。

D109. Prioritized metabolites of aplastic anemia

on the basis of a multiomics composite network
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Xiaowei Chen

D110. 贫血患者应经常检查血常规
北京茗视光眼科医院 杨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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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血栓与止血

E1.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六例分析
贵州省人民医院 杜小丽 王清

目的 探讨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TP）患者的临

床表现及治疗。方法 回顾性分析 6例TTP患者的临床表

现、治疗过程及转归。结果 6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血小

板减少、溶血现象、乳酸脱氢酶升高、间接胆红素升高，外周

血可见破碎红细胞。3例患者有发热症状，4例患者合并神

经系统症状，5例患者合并肾功能异常，1例继发于系统性红

斑狼疮，3例血管性血友病因子裂解酶（ADAMTS13）活性明

显减低（<2.5%）。6例患者均接受血浆置换、糖皮质激素治

疗，6 例患者中 2 例无效，3 例有效，2 例部分有效。结论

TTP的临床表现为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发

热及肾脏损害等，诊断需靠临床资料综合分析。早期诊断、

及早进行血浆置换有助于控制病情降低病死率及改善患者

的预后。

E2. WAS基因突变临床表型与预后分析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郑云菁 陆芹 姚艳华 何海龙

李建琴 肖佩芳 胡绍燕

目的 探讨 31 例 WAS 基因缺陷患者的基因突变及其

与临床表现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苏州大学附属儿

童医院血液科 2013年 1月-2018年 2月送检的 31例WAS基

因患者的突变热点、相关临床表型,重新评估WASP p.P460S

的重要作用。结果 患儿均为男性, 中位发病年龄1（0~83）

个月，共检出 25种突变体，其中 16种突变体为已报道突变

体 ，新 发 突 变 9 种 ，包 括 c.1234_1235dupCC、c.1093-

1097delG、c.28-30dupC、c.436G>T、c.273+10_273 +11dupCC、

c.995_996insG、c.1010T>A、c.332_333delCC、c.683C>T。相

关临床表型包括经典 WAS 25 例、X 连锁的血小板减少症

（XLT）2例、间歇性X连锁的血小板减少症（IXLT）1例、X连

锁的全血细胞减少症（XLP）2例、X连锁的血小板减少合并

粒细胞缺乏1例。其中4例患者均发现WAS c.C1378T，引起

WAS 蛋白 p.P460S 改变，2 例呈三系下降，其余 2 例患者中

1例发病仅表现为便血、血小板减少，另1例表现为血小板减

少和反复粒细胞减少。IXLT患者静脉丙种球蛋白及糖皮质

激素治疗有效，且能持续缓解；XLT患者静脉丙种球蛋白、糖

皮质激素治疗血小板计数可短期上升；经典WAS患者静脉

丙种球蛋白或糖皮质激素治疗仅少部分患者血小板可短期

上升（8.0%）；XLP患者静脉丙种球蛋白、糖皮质激素激素治

疗血小板低下状态无改善。免疫学检测发现CD3+细胞降低

患者占 60.0%，CD19+细胞降低患者占 12.0%，CD56+16+细胞

降低患者占 16.0%。本研究中 31 例 WAS 患者目前 25 例存

活，6例死亡，存活患者中曾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22

例，2例准备行HSCT，1例为 IXLT患者，经治疗好转。死亡

的 6例患者中 2例死于移植后并发症，1例于移植前死于脑

出血，3例由于经济原因放弃治疗。结论 WAS基因缺陷

是WAS及相关疾病确诊的重要依据。随着病例数的增加，

有些过去认为是基因多态性（SNP）位点的基因功能重新被

定义。HSCT能够有效治疗WAS。

E3. ADAMTS13基因突变导致的儿童遗传性血栓
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一例
1.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杨飞韵 1

李建琴 1 苏健 1,2 田健美 1 华军 1 胡绍燕 1 王兆钺 1

目的 对1例遗传性TTP患儿进行ADAMTS13表型及

基因突变分析。方法 采用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多聚

体电泳检测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TP）患者 AD-

AMTS13 活性和抑制物水平，并采用 PCR 法对先证者 AD-

AMTS13 基因的 29 个外显子及其侧翼内含子序列进行扩

增，直接测序检测基因突变。结果 先证者ADAMTS13酶

活性严重缺乏，未能检测到该酶抑制物的存在。测序提示患

者ADAMTS13的金属蛋白酶域（Met）第 13号外显子第 809

位核苷酸发生了T→C纯合突变，引起错义突变。结论 该

患者是由于ADAMTS13基因突变所导致的遗传性TTP。

E4. miR-30a通过介导Th17细胞分化影响免疫性
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发病的初步探讨
1.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吴晓芳 1

李建琴 1 胡绍燕 1 王兆钺 1 戴兰 1 毛晨梅 2 凌婧 1

目的 探讨miR-30a是否通过影响Th17细胞分化参与

ITP 发病，最后通过对 miR-30a 预测靶基因 SOCS3 的验证，

进一步探讨 miR-30a 参与 ITP 发病的可能作用机制。方法

建立慢性 ITP小鼠模型，检测其脾脏单个核细胞中miR-30a、

RoRγt的表达及两者相关性分析；其次构建含靶基因mRNA

3’UTR 的荧光素酶表达载体及含有 miRNA 的绿色荧光载

体，通过 Luciferase 荧光检测、实时荧光定量 PCR（qPCR）、

Western Blot 三个方面验证 SOCS3 是否为 miR-30a 的靶基

因。结果 ①试验组小鼠血小板在注射抗小鼠血小板血清

（APS）24h后下降至正常的20%，并至少可维持14 d；②试验

组小鼠脾脏单个核细胞中miR-30a及RoRγt表达较对照组升

高，且两者存在正性相关；③PMDH-GFP-miR-30a与 pMIR-

report-UTR试验组的荧光素酶的活性明显低于pMDH-PGK-

GFP 空质粒与 pMIR-report-UTR 的对照组；④转染 miR-30a

质粒的EL4细胞中SOCS3在mRNA及蛋白水平与对照组均

无差异。结论 miR-30a在 ITP小鼠脾脏单个核细胞中表达

升高，且与RORγt表达呈正相关性，可能通过影响Th17细胞

分化参与 ITP发病；SOCS3能与miRNA-30a靶位点结合，但

不是其功能靶基因。

E5. 利妥昔单抗治疗儿童HLA-Ⅰ抗体阳性血小板
减少症一例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杜薇薇 胡绍燕 李建琴 姚艳

华 翟宗 孔令军 高莉 卢俊

目的 探讨利妥昔单抗治疗儿童HLA-Ⅰ抗体阳性血小

板减少症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收集1例HLA-Ⅰ抗体阳

性血小板减少症患儿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及使用利

妥昔单抗治疗前后的相关资料。随访患儿使用利妥昔单抗

（375 mg/m2每周1次）后的血小板、血红蛋白、中性粒细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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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计数等的变化情况，探讨利妥昔单抗治疗HLA-Ⅰ抗体阳

性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同时观察皮疹、感染等不良反应。

结果 该患儿以发热、腹泻为首发症状，实验室检查发现血

小板减少（PLT最低为 3×109/L）、血红蛋白降低及粒细胞缺

乏，骨髓涂片示感染、增生性贫血骨髓象，首选静脉丙种球蛋

白及糖皮质激素治疗，血小板计数及血红蛋白上升至正常范

围，同时中性粒细胞亦有上升。40 d后患儿出现感染，血小

板计数、血红蛋白再次下降伴粒细胞缺乏，静脉丙种球蛋白、

糖皮质激素、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等治疗效果欠佳，血小板

计数2×109/L~12×109/L；血红蛋白最低63 g/L，并依赖红细胞

输注；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0.02×109/L~0.53×109/L，重组人粒

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治疗无效。实验室检查发现HLA-Ⅰ抗体

阳性，二代基因测序排除常见遗传代谢性和骨髓衰竭性疾

病。予利妥昔单抗治疗（375 mg/m2每周1次，共4次），第29天

血小板计数及血红蛋白开始上升，随访1个月，PLT 60×109/L

左右，血红蛋白维持在 100 g/L左右，但仍有粒细胞缺乏；再

次予利妥昔单抗2次（每周1次）治疗，随访3个月，血小板计

数、血红蛋白及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均维持在正常范围内。

治疗过程中患儿未出现皮疹、感染等不良反应。结论 尽管

静脉丙种球蛋白及糖皮质激素是治疗血小板减少症的一线

用药，但仍有部分难治性病例，对于合并HLA-Ⅰ抗体阳性的

血小板减少症患儿可采用利妥昔单抗治疗。

E6. 白介素11联合咖啡酸片治疗化疗所致血小板减
少症的临床观察
甘肃省武威市人民医院 吴庆

目的 研究应用白介素11与咖啡酸片联合对化疗后出

现血小板减少症状的患者实施治疗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

取 48例化疗后出现血小板减少症状的白血病患者，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各 24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咖啡酸

片 0.9 g/d口服，治疗组患者采用白介素 11 2 mg/d皮下注射

联合咖啡酸片 0.9 g/d 口服。血小板计数升至 100×109/L 停

药，低于20×109/L时输注血小板及止血对症处理。结果 对

照组治愈5例，有效12例，无效7例，总有效率为70.8%；治疗

组治愈 8例，有效 15例，无效 1例，总有效率为 95.8%。治疗

组患者血小板减少症状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对照组

血小板中位恢复时间为 21.4（12~35）d。治疗组中位血小板

恢复时间12.8（7~22）d，停药后部分患者血小板仍持续上升，

血小板计数恢复正常时间和治疗总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

结论 联合应用白介素11与咖啡酸片对白血病化疗后血小

板减少症的临床效果非常显著，且不良反应轻，值得临床推

广使用。

E7. APRIL介导血小板对 ITP自身免疫的影响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郝云凤 周泽平

目的 检测 ITP患者中血小板表面APRIL（增殖诱导配

体）的表达水平与外周血中Breg的含量及其血小板计数或

者其他临床参数之间的相关性，探讨APRIL在 ITP患者免疫

紊乱中的作用。方法 来自初诊 ITP患者和慢性 ITP患者及

健康对照各25例，分离血小板、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

采用流式细胞术（FCM）检测血小板表面APRIL的平均荧光

强度、Breg 细胞亚群的比例，并与健康对照组比较。结果

①ITP患者血小板表面APRIL荧光强度明显低于正常对照

组（P<0.01），初诊 ITP组明显低于慢性 ITP组（P=0.01）。②
ITP患者血小板表面APRIL的平均荧光强度与血小板计数

呈正相关。③ITP患者抗血小板抗体阳性患者的血小板表

面APRIL的平均荧光强度高于抗血小板抗体阴性患者（P=

0.05）。④10例完全缓解的 ITP患者治疗后较治疗前血小板

表面APRIL的平均荧光强度增高（P=0.02）。⑤与健康对照

组相比较，ITP患者CD19+ CD24hi CD38hi亚群显著降低，其含

量与血小板计数呈正相关（P=0.002）。结论 本次研究显

示，ITP患者血小板表面APRIL的表达量明显下降，与血小

板计数呈正相关，且治疗缓解后表达量上升，表明APRIL有

可能在 ITP的自身免疫机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E8. 抗凝血灭鼠药致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 60例临
床分析
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张向臣

目的 探讨抗凝血灭鼠药中致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患

者的诊断、治疗。方法 回顾性收集 60例抗凝血灭鼠药导

致的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住院患者的数据资料。结果 60

例抗凝血灭鼠药导致的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住院患者中，有

明确服用抗凝血灭鼠药史28例（溴敌隆14例）。所有病例均

有不同程度的自发性出血。所有患者治疗后第 1、3、7天检

测APTT、PT、TT逐渐缩短。入院时38例患者查凝血因子活

性，治疗后第7天凝血因子Ⅱ、Ⅶ、Ⅸ、Ⅹ活性均恢复正常（P<

0.05）。结论 抗凝血灭鼠药致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患者误

诊率高，对于诊断明确或可疑的抗凝血灭鼠药致获得性凝血

功能障碍患者，应尽快给予维生素K1治疗。

E9. 环孢素A相关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相关血栓
性微血管病的风险及治疗机制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张傲利

E10. 静脉丙种球蛋白联合减量地塞米松治疗成人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临床分析
山西医科大学 程芳芳

目的 探讨静脉丙种球蛋白（IVIg）联合减量地塞米松

（RD-DXM）治疗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的临床疗

效、治疗费用、复发风险及不良反应等。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1月至2017年4月我院收治的成人新诊断 ITP患者，

根据治疗方案分为 IVIg＋RD-DXM组（27例）、大剂量地塞

米松（HD-DXM）组（38例）、IVIg组（27例），患者临床特征及

疗效。结果 ①IVIg＋RD-DXM组的完全反应率优于单药

组（P<0.05）；②IVIg＋RD-DXM 组和 IVIg 组中位完全反应

时间优于HD-DXM组（P<0.05）；③IVIg＋RD-DXM组治疗

费用高于HD-DXM而低于 IVIg组（P<0.05）；④3组患者在复

发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IVIg联合RD-DXM方案治疗成人新诊断 ITP患者不仅完全

反应率高、起效快，且未明显增加治疗费用及不良反应。

E11. 妊娠合并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免
疫状态与预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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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齐凯

目的 通过检测分析妊娠合并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

症（ITP）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及淋巴细胞亚群分类计数情

况，结合其不同治疗方法，探讨患者免疫功能状态与其预后

的关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年至 2018年 24例妊

娠合并 ITP患者，同时收集 30例普通 ITP患者作为对照组，

分别检测两组患者外周血常规，流式细胞术检测淋巴细胞亚

群表达情况，总结不同治疗方法对妊娠合并 ITP患者的疗效

及不良反应，分析评估妊娠合并 ITP患者免疫功能状态，比

较不同治疗方法治疗效果及安全性探讨。结果 24例妊娠

合并 ITP患者中位年龄 28（23~45）岁，30例普通育龄期女性

ITP患者中位年龄 25（22~40）岁。与对照组相比，妊娠合并

ITP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百分比降低（P<0.05），CD3+T细胞

比例增高（P<0.05），CD19+细胞比例降低（P<0.05），NK细胞

比例降低（P<0.05）；在妊娠合并 ITP患者中 8例接受静脉丙

种球蛋白治疗，14例接受小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2例为糖

皮质激素联合静脉丙种球蛋白治疗，患者均获得治疗反应，

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结论 ITP的发病机制涉及包括体

液免疫、细胞免疫等多种免疫介导的参与。妊娠过程中，母

体免疫功能状态改变可能是妊娠合并 ITP发生、发展的机制

之一，探索研究其免疫功能调控的调节点及其免疫作用机

制可带来新治疗的思路。

E12.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血小板计数与
淋巴细胞相关性分析
婷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常姝

目的 探讨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者血小板

计数与淋巴细胞计数及淋巴细胞亚群相关性。方法 回顾

性分析 2013年 6月至 2017年 6月我院收治入院的 177例成

人 ITP患者。结果 177例患者中位年龄为 45（18~84岁），

男∶女为 0.7∶1，其中新诊断 ITP 119例（67.32%），持续性 ITP

17例（9.60%），慢性 ITP 41例（23.16%），起病时血小板计数

为（8.69±9.75）×109/L，淋巴细胞计数为（1.72±0.90）×109/L，

CD19+细胞比例为（20.26±11.12）%，细胞毒性 T 淋巴细胞

（CTL 细胞）比例为（29.70±11.97）%，NK 细胞比例为（8.35±

7.54）%。血小板计数与淋巴细胞计数呈正相关（r=0.075），

血小板计数与CD19+细胞比例呈负相关（r=-0.124），血小板

计数与 CTL 细胞比例呈负相关（r=-0.039），血小板计数与

NK细胞比例呈正相关（r=0.040）。结论 ITP是体液免疫与

细胞免疫共同作用的结果，以CD19+细胞异常（体液免疫）为

主的 ITP患者，可采用静脉丙种球蛋白、糖皮质激素素治疗；

而以异常T系表达（细胞免疫）、NK细胞（固有免疫）参与发

病的患者，在一线治疗效果不理想时可考虑促血小板生成药

物、CD20单克隆抗体、硫唑嘌呤、环孢素A等二线治疗。

E13. 组织因子途径抑制物536C-T基因多态性与静
脉血栓栓塞症的相关性研究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秦秀玉

目的 测定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患者血浆组织因子

途径抑制物（TFPI）抗原及活性水平，探讨其与发病机制之间

的关系；分析TFPI基因 536C-T多态性，探讨其与TFPI抗原

及活性之间的关系以及VTE形成的关系，从基因水平进一

步研究VTE的发病机制。方法 纳入110例VTE患者，其中

深静脉血栓形成（DVT）75 例，肺血栓栓塞症（PTE）患者 35

例，以116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应用聚合酶链反应-限

制性片段多态性（PCR-RFLP）的方法 536C-T基因型频率和

等位基因频率；根据电泳条带区分各研究对象的基因型，并

统计各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采用发色底物法分别

测定病例组中55例与对照组中34例血浆TFPI抗原及活性，

分析各基因型之间抗原及活性的相关关系。用基因计数方

法计算各组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结果 ①TFPI基

因536C-T多态性基因型频数分布符合Hardy-Weinberg遗传

平衡平衡，表明样本具有群体代表性。②VTE 组 TFPI:Ac

（P<0.01）、tr-TFPI:Ag（P<0.01）均较对照组降低；VTE 组

t-TFPI:Ag、f-TFPI:Ag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③110例VTE患者和 116例正常人TFPI 536C-T

位点的基因型全部为野生型。结论 TFPI活性水平减低和

tr-TFPI抗原水平减低可能是VTE发病的危险因素。在所选

VTE患者和正常人中均未发现TFPI 536C-T基因突变，推测

TFPI 536C-T可能不是VTE发病的主要危险因素。

E14. 161例成人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疗效及
预后分析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王梅芳

目的 探讨影响成人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治

疗效及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 6

月至 2017年 3月我院收治的成人 ITP患者的临床及实验室

检查结果等指标。结果 161例 ITP患者中位发病年龄为45

岁（18~84）岁，男∶女为 0.59∶1，其中新诊断 ITP 109例，持续

性 ITP 14例，慢性 ITP 38例。79例患者接受了静脉丙种球蛋

白（IVIg）治疗，82 例接受大剂量地塞米松（HD-DXM）治

疗。144例（90%）患者治疗有效，二组治疗有效率及复发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出血评分≥2

分为影响疗效的独立危险因素（P<0.005）；中位随访 9（0.5~

55）个月，48例（33.33%）复发，中位复发时间为1.75（0.5~24）

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为影响疾病复发

的危险因素（P<0.005）。结论 ①HD-DXM与 IVIg治疗 ITP

的疗效及复发风险无明显差异；②起病时出血评分≥2分的

患者出血风险高且疗效差，必要时可给予联合用药；③起病

时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为影响疾病复发的危险因素。

E15. 难治性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合并奴卡氏
菌感染一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郑伟燕 杨杨 朱园园

黄维加 何剑琴 黄河

报道 1例难治性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对糖

皮质激素激素、静脉丙种球蛋白（IVIg）、TPO、脾切除、免疫

抑制剂治疗无效。在治疗过程当中，患者突发高热昏迷，头

颅CT提示脑脓肿。经积极寻找病原菌及鉴别诊断，患者诊

断奴卡氏菌感染。经联合抗感染治疗脑脓肿痊愈。

E16. 艾曲波帕治疗成人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近期疗效及不良反应的Meta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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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市中心医院 闫朝奇

目的 综合评价艾曲波帕治疗成人原发免疫性血小板

减少症（ITP）的近期疗效与安全性。方法 检索2018年4月

前pubmed、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CNKI及中国生物医学

文献数据库，纳入艾曲波帕治疗成人 ITP的随机对照研究或

单臂研究。评价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并提取数据后，采用

R软件的meta程序包对结果进行合并分析。结果 共纳入

5个随机对照试验和2个单臂临床研究，包括633例成人 ITP

患者。艾曲波帕治疗总有效率 68%，出血好转率 65%，与安

慰剂治疗组比较，总有效率、出血好转率有明显差异，不良反

应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艾曲波帕治疗成人 ITP疗效确切，

不良反应低，可作为成人 ITP治疗的新选择。

E17. The levels of t lymphocyte subsets in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associated with anti-GPⅡb/Ⅲa/

anti-gpⅠbα-mediated responses are differentially

sensitive to dexamethasone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Affilated Jiangning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Chen Yang, Shi Jinning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T lymphocyte

subsets and platelet specific autoantibodies on immune throm-

bocytopenia with dexamethasone therapy. Methods The sam-

ples were obtained from patients before therapy. T lymphocyte

subsets were measured by flow cytometry; Platelet specific au-

toantibodies were evaluated by modified monoclonal antibody

immobilization of platelet antigen assay. Results A total of

50 cases of ITP patients, 23 cases with anti- GPIbα antibody

positive were treated with dexamethasone, the response rate

was 47.8%; 27 cases with anti-GPIbα antibody negative, the re-

sponse rate was 77.8% ,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P<

0.05). The level of CD4 + T lymphocytes in ITP patients was

lower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 of

CD8+ T lymphocyte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control

(P<0.05). Additionally, the patients with higher level of CD8 +

T lymphocytes and lower level of CD4 + T lymphocytes were

more likely to respond to dexamethasone treatment.Moreover,

we observed that ITP patients associated with anti- GPIIb/IIIa

antibodies had lower level of CD4 + T lymphocytes and higher

CD8 + T lymphocytes level. Conclusions There was insensi-

tivity to dexamethasone treatment in ITP patients with anti-

GPIbα antibodies positive.The detection of T lymphocyte sub-

sets also useful to ITP patients for forecasting outcome of dexa-

methasone treatment. There was som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different antibodies and the levels of T lymphocytesubsets.

E18. Congenital hypodysfibrinogenemia associat-

ed with a novel deletion of three residues

（γAla289_Asp291del）in fibrinogen
Department of Clinical Laboratory, The First Hospital of Wen-

zhou Medical University Zhu Liqing

E19. ITP-PAQ特异性评价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
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王网娣

目的 应用 ITP-PAQ特异性评价成人原发免疫性血小

板减少症（ITP）患者的乏力以及生活质量状况，协助评价患

者病情以及治疗疗效，为临床治疗措施及治疗终点提供参

考。方法 收集2017年7月至2017年11月之间于山东大学

齐鲁医院血液内科就诊的82例成人 ITP患者的基本信息，应

用 ITP-PAQ评估其乏力以及生活质量状况，将所有患者按年

龄、疗效、维持药物、疾病分期分别分组并进行统计学分析，

研究这些因素与患者生活质量的相关性。结果 年龄在

30~39岁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其他年龄段患者，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有用药史的患者中，总量表评分完全反应组

最高，无效组最低，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应用不同维持药

物及无需治疗仅观察的患者间，除恐惧、女性生殖及工作量

表外，其余量表均可见组间显著性差异，观察组总量表评分

最高而二线治疗组最低，一线治疗组患者生活质量显著高于

二线治疗组（P=0.017），观察组生活质量显著高于地西他滨

组及二线治疗组（P=0.008，P=0.00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06）；三组处于不同疾病分期的患者总量表评分相

当，组间及组内均未见显著统计学差异。结论 治疗后完全

反应的患者生活质量没有得到明显提高，说明 ITP患者的生

活质量状况不仅仅与血小板计数有关；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

与应用一线治疗的患者相当并显著高于其他两组，体现了一

线治疗方案的优越性；处于疾病不同阶段的患者之间生活质

量未见明显差异；患者由于 ITP 而产生的对出血的恐惧心

理、对女性生殖系统健康的担忧不安以及对于工作的焦虑在

所有患者中普遍存在。

E20. 中国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患者的症状负荷评估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孙婷 张磊

目的 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是一种具有致残性症

状和致命性并发症的骨髓增殖性肿瘤（MPN）。某些疾病特

征如突变、治疗和性别影响患者症状。中国ET患者的症状

负荷缺乏系统地综合性研究。我们旨在探究上述疾病特征

如何影响中国 ET 患者的症状负荷。方法 根据疾病特征

（突变状态、治疗方案和性别）对173例ET患者进行分组，采

用MPN-SAF TSS评估患者症状，对各亚组人口学特征、实验

室数据和症状负荷水平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探究其可能存在

的关联。结果 所有亚组均表现出低度至高度的症状负荷，

ET-Hu 亚组的平均总症状评分（TSS）最高［14.7（7.6~14.7）

分］。ET-JAK2V617F+、ET-Hu和ET-女性亚组的TSS和独立

症状评分均高于对照组。与没有相应特征的亚组相比，ET-

CALR+和ET-IFN-α亚组的TSS和独立症状评分较低。并且

随着特征数量的增加，症状的严重程度逐渐增加。结论 突

变状态、治疗方案和性别特征对ET患者的症状负荷均有不

同程度的影响。某些特征的积累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症状负

荷，临床治疗的选择应综合考虑患者特征和症状负荷。

E21. 一例遗传性蛋白S缺乏症的分子发病机制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陈俊丽

目的 对1例临床诊断为易栓症患者的临床表现、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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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和实验室检查等进行分析，在确定为蛋白S缺乏症（PSD）

后，进行相关基因测序，寻找导致遗传性蛋白 S 缺乏症

（HPSD）发生的基因异常，阐明其分子发病机制，进行基因诊

断。方法 分析此例易栓症患者的临床特征、影像学检查以

及实验室检查，在排除常见获得性易栓症的基础上，对抗凝

蛋白进行测定。在明确为PSD后，对其进行常见遗传性血栓

性、出血性疾病相关基因进行二代测序，寻找相关基因突变，

并用一代测序进行验证，分析其致病机制。结果 患者蛋白

S（PS）活性、游离PS抗原和总PS抗原三者呈平行性重度减

低；而蛋白C活性、抗凝血酶活性、血小板计数、血小板聚集

功能、凝血指标、各种凝血因子活性以及自身抗体系列等均

未见异常，临床诊断为 PSD。基因测序结果提示 PROS1基

因存在 c.1259T>A（p.L420X）杂合性突变，造成氨基酸编码

提前终止，进而影响目标蛋白-PS的抗凝功能。结论 根据

1例易栓症患者的临床特征以及影像学、实验室检查结果，

临床诊断为 PSD。结合基因测序结果诊断 HPSD，证实其

PROS1基因存在的杂合性突变 c.1259T>A（p.L420X）为其分

子发病机制，此突变系首次报道。

E22. The study of heamostatic balance on the sur-

face of leukemia cells: the expression of heparan-

ase and other coagulation related protein in leuke-

mia cell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Baotou Medical College Yun

Yan

Objective The expression of coagulation related protein

in leukemia cells surface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to the

study of hemostatic balance changes in leukemia cells surface

and the correlation of thrombosis and bleeding on leukemia

through observation. Method The experiment group includes

53 patients of leukemia, 29 males and 24 females from 9 to 75

years old, and the median age is 47 years old. They were diag-

nosed on the basis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 hemogram, bone

marrow manifestation, histochemical stain, cytogenetics and

flow cytometry. The control group consists of 9 males and 11

females from 18 to 77 years old, the median age is 42 years.

Bone marrow were analyzed by the expression of heparanase

(HPA), tissue factor (TF), urokinase plasminogen activator re-

ceptor(uPAR), and AnnexinII protein in leukemia cells by

Western blotting. Results ① The levels of HPA, TF, uPAR

and AnnexinII protein leukemia cells in leukemia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HPA, TF, uPAR and AnnexinII protein in AML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the ALL group (P<0.05). ②The levels of HPA, TF,

uPAR and AnnexinII protein in newly diagnosed leukemia pa-

tients were higher than the chronic leukemia group (P<0.05).

③The levels of HPA, TF, uPAR and Annexin II protein in M3,

M4 and M5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M1 and M2 groups (P<

0.05).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ly differences among M3, M4

and M5(P>0.05). ④The levels of HPA, TF, uPAR and Annexin-

II protein in complete remission leukemia patients were lower

than the newly diagnosed leukemia group (P<0.05). ⑤The lev-

els of HPA and TF protein expression in leukemia patients’

bone marrow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levels of D-Dimer.

The levels of uPAR and AnnexinII protein expression in leuke-

mia patients’bone marrow we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 levels

of fibrinogen.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HPA,

TF, uPAR, AnnexinⅡ and predominates in leukemic blast sur-

face, particularly in M3, M4 and M5 subtypes. The expression of

coagulation proteins on blast membrane may determine the he-

mostatic balance on the surface of leukemia cells and the hemo-

static balance on the blast surface changes were correlated with

thrombosis and bleeding of leukemia patients and effective

treatment can improve thrombosis or bleeding complications

of leukemia patients.

E23. 白血病细胞表面止血平衡的研究:白血病细胞
乙酰肝素酶及相关因子的表达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 云雁 张冬霞

目的 观察白血病细胞出凝血相关蛋白表达，为研究白

血病细胞表面止血平衡改变及其与白血病血栓及出血发生

的相关性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研究组 53例白血病患者，

依据血象、骨髓象、细胞化学染色、细胞遗传学及流式细胞术

检查确诊，男29例，女24例，中位年龄47（9~75）岁。对照组

20 例，男 9 例，女 11 例，中位年龄 42（18~77）岁。抽取骨髓

液，采用Western blotting方法检测骨髓单个核细胞乙酰肝素

酶（HPA）、组织因子（TF）、尿激酶纤溶酶原激活物受体

（uPAR）和膜联蛋白Ⅱ（AnnexinⅡ）蛋白表达。结果 ①白

血病患者骨髓单个核细胞HPA、TF、uPAR、AnnexinⅡ蛋白表

达与对照组相比均显著升高（P<0.05）。急性髓系白血病组

HPA、TF、UPAR、AnnexinⅡ蛋白表达高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组（P<0.05）。②初发急性白血病骨髓单个核细胞 HPA、

TF、uPAR、AnnexinⅡ蛋白表达与慢性白血病组相比均显著

升高（P<0.05）。③AML 中 M3、M4、M5 组 HPA、TF、uPAR、

AnnexinⅡ蛋白表达高于 M1组和 M2组（P<0.05），M3、M4和

M5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④缓解后白血病

细胞HPA、TF、uPAR、AnnexinⅡ蛋白表达均低于初发组（P<

0.05）。⑤白血病患者HPA、TF蛋白表达与外周血D-II聚体

呈正相关，uPAR、AnnexinⅡ蛋白表达与外周血纤维蛋白原

呈正相关。结论 白血病细胞HPA、TF、uPAR、AnnexinⅡ蛋

白高表达；不同类型白血病表达水平不同，急性白血病（尤其

是M3、M4、M5）表达上调更明显；治疗缓解后表达下调。提示

HPA、TF、uPAR、AnnexinⅡ表达影响白血病细胞表面止血平

衡；不同类型白血病细胞表面止血平衡改变不同；白血病细

胞表面止血平衡改变可能与白血病患者血栓及出血均有相

关性；有效治疗可改善患者血栓和出血并发症。

E24. 白血病细胞表面止血平衡的研究
包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张冬霞 云雁 刘学文

目的 观察白血病细胞膜出凝血相关蛋白表达，研究白

血病细胞表面止血平衡改变及其与白血病血栓出血综合症

发生的相关性。方法 研究组白血病40例，对照组20例，抽

取骨髓液。采用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方法测

定骨髓单个核细胞组织因子（TF）mRNA、尿激酶纤溶酶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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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物受体（uPAR）mRNA、膜联蛋白Ⅱ（AnnexinⅡ）mRNA、乙

酰肝素酶（HPA）mRNA的含量。结果 ①白血病患者骨髓

中单个核细胞TF、UPAR、HPA、AnnexinⅡ mRNA的表达与

对照组相比均显著升高（P<0.05）。②初发急性白血病患者

骨髓单个核细胞TF、UPAR、HPA、AnnexinⅡ mRNA的表达

与慢性白血病组相比均显著升高（P均<0.05）。③AML组细

胞TF、UPAR、HPA、AnnexinⅡ mRNA的表达高于ALL组（P

均<0.05）。④AML 中 M3、M4、M5细胞 TF、UPAR、HPA、An-

nexinⅡ mRNA的表达较其他类型组高（P<0.05），三者之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⑤缓解后白血病细胞

TF、UPAR、HPA、AnnexinⅡ mRNA 的表达较初发组低（P<

0.05）。⑥TF、UPAR、HPA、AnnexinⅡ mRNA的高表达与血

浆凝血指标异常呈一定相关性。结论 白血病细胞中TF、

UPAR、AnnexinⅡ、HPA表达增高；不同类型白血病表达水平

不同，急性白血病，尤其是AML中M3、M4、M5表达更加明显；

治疗缓解后表达减低。提示TF、UPAR、AnnexinⅡ、HPA影

响白血病细胞表面止血平衡；不同类型白血病细胞表明表面

止血平衡改变不同；白血病细胞表面止血平衡改变可能与白

血病患者血栓出血综合症有相关性；有效治疗可改善患者血

栓或出血并发症。

E25. The study of heamostatic balance on
the surface of leukemic cells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Baotou Medical College Zhang Dongxia, Yun Yan

Objective To explore whether the expression of coagu-

lation proteins on blast membrane could determine the hemo-

static balance on the surface of leukemia cells and whether

their expression correlate with thombohemorrhagic syndrome

(THS) in patients with leukemia. Methods 40 patients of leu-

kemia. 18 males and 22 females, from 6 to 75 years old, and

the median age is 43 years old. They were diagnosed and on

the basis of clinical manifestation, hemogram, bone marrow

manifestation, histochemical stain, cytogenetics and flow cy-

tometry. In the control group, 7 males and 13 females, from 15

to 77 years old, the median age is 47 years. Bone marrow were

analyzed the levels of TF, UPAR, AnnexinⅡ, HPA mRNA by

quantitative real- 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RT- PCR).

Results ① The levels of TF, UPAR, HPA and AnnexinII

mRNA in leukemia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② The levels of TF, UPAR, HPA and Annexin Ⅱ
mRNA in newly diagnosed leukemia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the chronic leukemia group(P<0.05). ③ The levels of TF,

UPAR, HPA and Annexin Ⅱ mRNA in AML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the ALL group(P<0.05). ④ The levels of TF,

UPAR, HPA and AnnexinⅡ mRNA in M3, M4 and M5 patients

werehigher than the M1,M2 group(P<0.05). There were no sig-

nificantly differences among M3, M4 and M5(P>0.05). ⑤ The

levels of TF, UPAR, HPA and AnnexinⅡ mRNA in complete

remission leukemia patients were lower than the newly diag-

nosed leukemia group(P<0.05). ⑥ The levels of TF, HPA

mRNA expression in leukemia patients bone marrow were sig-

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levels of D-dimer. The levels of UPAR

and AnnexinⅡ mRNA expression in leukemia patients bone

arrow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levels of fibrinogen.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F, UPAR, AnnexinⅡ
and HPA predominates on leukemic blast surface, particularly

in M3, M4 and M5, subtypes. The expression of coagulation pro-

teins on blast membrane may determine the hemostatic balance

on the surface of leukemia cells and the hemostatic balance on

the blast surface may contribute to THS manifestations in leu-

kemic patients.

E26. 组织因子靶向性磁性纳米探针动态监测动脉
粥样斑块形成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魏求哲 梅恒

胡豫

目的 本研究选取组织因子（TF）作为监测动脉粥样易

损斑块演变的靶点，将前期本实验室构建表达的具有组织因

子靶向性的EGFP-EGF1融合蛋白与新型磁共振材料超顺磁

氧化铁纳米粒（SPION）偶联，制备EGFP-EGF1偶联的超顺

磁性氧化铁纳米粒（EGFP-EGF1-SPION）探针，并进一步探

讨其在小鼠体内磁共振成像动态监测动脉粥样易损斑块斑

块的作用。方法 PEG化超顺磁性磁性氧化铁（羧基末端）

（SPION）5 mg和事先合成表达的EGFP-EGF1蛋白（2.5 mg）

采用EDC/Sulfo-NHS缩合反应的方法进行偶联；所得产物用

粒度分析仪检测颗粒的水动力尺寸；对滤出液进行BCA试

剂盒检测，测得滤出液中所含蛋白的量；对所得的产物用透

射电子显微镜、紫外分光光度计等检测其性质表征；CCK-8

检测纳米粒对细胞生存能力的影响；ApoE小鼠高脂喂养构

建动脉粥样硬化模型，进一步研究注射 SPION 和 EGFP-

EGF1-SPION前后不同时间小鼠腹主动脉粥样斑块MRI成

像特点，对比其在早期和晚期斑块模型小鼠中的不同成像效

果，并与用他汀类药物构建的稳定斑块模型进行比较。结

果 电镜及粒径检测发现 EGFP-EGF1-SPION 纳米颗粒平

均尺寸为（9.66±1.05）nm，偶联后颗粒水动力尺寸一定程度

增大，探针水化层较厚，表面修饰效果较好，颗粒稳定性较

好，EGFP-EGF1 包被成功；BCA 试剂盒检测出偶联效率

83.3%；紫外检测EGFP绿色荧光蛋白（红色）在 488 nm处有

明显波峰，偶联之后的滤液（黑色）在 488 nm处只有微弱的

吸收，说明大部分 EGFP-EGF1 已连接在磁性纳米颗粒上。

CCK-8 结果显示 EGFP-EGF1-SPION 即使在很高浓度也对

细胞生存能力没有明显不良影响。体内实验显示，注射

EGFP-EGF1-SPION 及 SPION 前可清楚看到斑块处高信号

影，注射 EGFP-EGF1-SPION 后，试验组小鼠腹主动脉粥样

斑块处出现明显信号减低区；而对照组小鼠在注射 SPION

后斑块处信号没有明显变化。与早期斑块相比，探针在晚期

斑块中信号减低更显著。他汀处理组斑块处没有明显信号

减低。结论 EGFP-EGF1-SPION纳米探针具有良好理化性

质和生物相容性，对易损粥样斑块具有特异性的靶向作用，

可为易损斑块的动态监测和疗效评估提供新手段。

E27. A型血友病患者FⅧ药物代谢动力学检测方
法研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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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蔡力生 杜新

目的 通过药物代谢动力学的原理及结合重组 FⅧ的

生理药理学特性，建立其药物代谢动力学检测的数学模型，

并通过临床数据验证该数学模型的可行性。方法 根据药

物代谢动力学的基本理论，结合重组FⅧ采用静脉推注的给

药方式，计算重组FⅧ在第2相的消除半衰期，从而建立重组

FⅧ药物代谢动力学检测数学模型，并用该模型对“5点采血

法”重组FⅧ药物代谢动力学检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并设计

出“2点采血法”血友病A患者重组FⅧ药物代谢动力学检测

方法。结果 “5点采血法”所得数据的验证结果显示该数

学模型具有极好的线性函数特征，可以作为重组FⅧ药物代

谢动力学检查的工具。通过该数学模型改良后的“2点采血

法”则选取注射FⅧ后9 h为第1采血点，随后6 h为第2采血

点，据此可推算出FⅧ的半衰期、利用率，最终可调整预防治

疗方案。结论 根据FⅧ药物代谢动力学推导的数学模型，

应用“2点采血法”可对血友病A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

E28. 血友病A合并颅骨板障内出血并假肿瘤形成
一例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范憬超 蔡力生

患者，男，10岁。9年前诊断重型血友病A，2年前外伤

后枕部出现局部包块，后缓慢增大。查体：枕部头皮下 7

cm×6.5 cm包块，质硬。头颅CT：枕骨见巨大占位性病变，左

侧份明显，主要位于板障，皮质变薄，大小约6.6 cm×5.6 cm，

密度不均匀，CT值约53 Hu，内见散在钙化灶，病变向颅内呈

膨胀性生长，压迫脑实质。头颅MR：枕骨板障内见巨大占

位，约 63 mm×53 mm×69 mm，T1WI以高信号为主，内见片

状低信号，T2WI呈高低混杂信号，增强扫描似有不均匀强

化，枕骨骨质吸收变薄，小脑明显受压；枕骨病灶向前上压迫

上矢状窦后部、双侧横窦、直窦及窦汇，上述静脉窦明显纤

细，上矢状窦前部未见明显扩张。结合临床及影像表现，考

虑诊断为颅骨板障内出血并假肿瘤形成。入院后测定患者

的半衰期及回收率，除外抑制物产生，FⅧ活性峰值达到

100%后行枕颅骨板障内慢性血肿+破坏枕骨清除术+硬脑膜

修补+枕骨缺损修补术，术程顺利，术后患者恢复良好。

E29. 三个无义突变的血小板无力症家系基因分析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周鹭

ITGA2B或者 ITGB3 基因的无义突变是导致血小板无

力症的常见原因。患者往往表现为血小板膜表面αIIbβ3明

显减少甚至缺如的 I型血小板无力症。然而这类患者的出血

表现却存在异质性。为了进一步探明无义突变的血小板无

力症患者的发病机制，探索其异质性的原因，我们研究了三

个无义突变的血小板无力症家系，发现三例先证者无义突变

的基因转录后同时存在无义突变介导的mRNA降解（NMD）

和无义突变相关的剪切改变（NAS）两种情况。

E30. 妊娠合并 ITP患者的临床特点及血小板生成
素水平与疗效关系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韩晓凤 方

怡 倪蓓文 殷婷玉 黄洪晖 陈云燕 侯健

目的 研究妊娠合并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

者的临床特点及围产期结局，并研究血清血小板生成素

（TPO）水平与临床疗效的关系，评估TPO水平测定是否可以

作为糖皮质激素疗效的预测因子。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2年6月至2014年12月收治的35例妊娠合并 ITP的患者

的临床特征，包括年龄、治疗方案、血小板数量、分娩时孕周、

分娩方式、麻醉方式、失血量及血小板输注量、死胎率等。

ELISA法测定血清TPO水平，检测了20例妊娠合并 ITP组与

10例健康孕妇组的TPO水平，同时比较了妊娠合并 ITP患者

中糖皮质激素有效组与糖皮质激素无效组的TPO水平。结

果 35例患者中12例同时接受糖皮质激素及静脉丙种球蛋

白治疗，3例单用糖皮质激素，20例未接受治疗。母亲血小

板数与婴儿出生时血小板计数无相关性。仅1例婴儿PLT<

30×109/L。本研究中出现 2例死胎，未发生母亲死亡。妊娠

合并 ITP 患者 TPO 水平为（727.00±677.53）pg/ml，健康孕妇

TPO水平为（92.56±69.60）ng/ml（P<0.01）。6例糖皮质激素

治疗有效的妊娠合并 ITP患者的TPO水平低于 9例糖皮质

激素无效的妊娠合并 ITP 患者［（106.32 ± 42.14）pg/ml 对

（1367.49±411.49）pg/ml，P<0.001］。结论 对大多数妊娠合

并 ITP患者而言，在血液科、妇产科、儿科及麻醉科医生的共

同监测下孕期及围产期结局良好。血清TPO水平测定有望

成为糖皮质激素疗效的预测因素。

E31. 一株抗人平足蛋白的单克隆抗体抑制肿瘤细
胞诱导的血小板聚集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赵益明 徐梦乔 阮长耿

目的 平足蛋白（PDPN）可在多种肿瘤细胞上表达，并

与肿瘤的恶性进展和转移相关。本研究的目的是基于

PDPN 与 C 型凝集素样受体 2（CLEC-2）之间的相互作用为

靶点，探究抗体阻断作用在治疗肿瘤生长和转移的靶向潜

力。方法 通过皮下注射合成的人PDPN多肽片段DTETT-

GLEGGVAMPGAEDDVVC-KLH 免疫 BALB/c 小鼠。应用

单克隆抗体技术，成功制备出2株小鼠抗人PDPN单克隆抗

体 SZ163 和 SZ168，并通过流式细胞术和 Western Blot 分析

单抗的特异性。且应用 SZ163 和 SZ168 筛选高表达 PDPN

的人肿瘤细胞。通过由肿瘤细胞诱导的血小板聚集检测

SZ168 对 PDPN 和 CLEC-2 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抑制效果。

结果 获得针对人 PDPN 的单抗（SZ161 至 SZ168），其中

SZ-163 和 SZ-168 均被鉴定为 IgG1亚型。 流式细胞术检测

显示 SZ163 和 SZ168 可与肿瘤细胞上 PDPN 特异性结合，

Western Blot 结果表明 SZ163 和 SZ168 均与重组人蛋白

PDPN-Fc（67 KDa）结合，并与 U87 星形胶质瘤细胞、NCL-

H226肺鳞状细胞（46或36 KDa）结合，也能与人恶性黑素瘤

细胞 C8161 和鼻咽癌细胞 CNE-2（36 或 25 KDa）特异性结

合。此外，SZ168 以剂量依赖方式显著抑制 NCL-H226、

C8161和CNE-2诱导的血小板聚集而SZ163不能，SZ168的

最大抑制在 C8161 为（73.9±3.0）%，在 CNE-2 和 NCL-H226

分别为（77.1±2.7）%和（83.9±4.0）%。结论 SZ168 是抗人

PDPN 的单抗，可抑制肿瘤细胞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基于

PDPN 与 CLEC-2 之间的抗体阻断作用，SZ168 有潜力成为

治疗肿瘤生长和转移的靶向新型抗体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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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2. 高分子量激肽原缺陷家系表型鉴定及基因型
研究
北京协和医院 杨惊 范连凯 朱铁楠

目的 对 1个遗传性高分子量激肽原（HMWK）缺陷家

系进行表型鉴定和基因检测，确定分子发病机制。方法 1

例无症状性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延长的 67岁男

性患者经检测证实存在HMWK缺乏（活性<1%）。对该先证

者及其 20名家系成员进行APTT、包括HMWK和激肽释放

酶原（PK）在内的凝血因子活性进行检测。提取外周血单个

核细胞DNA，采用目标序列捕获高通量测序对KNG1基因、

KLKB1基因变异进行检测并对发现的基因变异进行Sanger

测序验证。结果 先证者APTT显著延长，除血浆HMWK活

性严重减低外，其血浆 PK活性亦有中度下降（25.8%）。加

入乏PK缺乏血浆后该PK活性减低不能纠正。除HMWK及

PK外，该患者其他凝血因子活性测定均未见异常。基因分

析发现该先证者存在KNG1基因 10号外显子区 c.1456C>T

纯合无义突变（p.Q486X）。KLKB1基因检测显示在第5、14

及 15外显子区域分别存在三个基因多态性位点：c.427A>G

（Asn143Ser） 、c.1507T>C （Trp503Arg） 和 c. 1679G>A

（Arg560Gln）。在该先证者的家系成员中，其两个妹妹同样

为KNG1基因c.1456C>T突变纯合子，且同样表现为HMWH

活性缺乏（1.1%和<1%）和 PK 活性的中度降低（41.7%和

28.5%）。另外在该家系中共发现有11名家系成员为KNG1

基因 c.1456C>T杂合突变携带者，其血浆HMWK活性范围

为 33.1%~87.9%。该家系成员中未发生动静脉血栓或出血

事件，2 例成员合并高血压。结论 本研究首次报道了

KNG1基因c.1456C>T突变导致遗传性HMWK缺陷家系。

E33. 血小板无力症合并抗凝血酶缺乏症一例
北京协和医院 蔡华聪 王书杰 赵永强 朱铁楠

先证者，男，27岁，自幼外伤后反复出血，外院诊断为血

小板无力症（GT）。2003年出现自发性颅内出血，对症治疗

后未再自发出血。2008年出现双下肢深静脉血栓（DVT），

因出血倾向未予抗凝治疗；2018年2月因胸痛行CTPA显示

“双肺多发栓塞、双下肢陈旧DVT”；血小板计数、凝血功能

正常，D-二聚体 2.78 mg/L；狼疮抗凝物及抗磷脂抗体两项

（-）；蛋白C、蛋白S正常，抗凝血酶（AT）45%（参考范围83%~

128%）；CD41/CD61缺乏，血小板对ADP等生理诱聚剂反应

低下。基因检测示：ITGA2B c.2333A>C和 c.409-1G>A杂合

突变（GT相关）；SERPINC1 c.13061G>A杂合突变（AT缺乏

症相关）。父亲存在 ITGA2B c.2333A>C 杂合突变；母亲已

去世，死因不详；其兄在出生后诊断为GT，3岁时死于“脑出

血”。依诺肝素钠 6 000 U/d 治疗 1个月后过渡为利伐沙班

10 mg/d抗凝至今，无新发血栓及出血事件，D-二聚体降至正常。

E34.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新指标的多中心临床评价—

TAT/PIC/TM/tPAIC对于DIC的诊断效能评估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蒋莹 梅恒 胡豫

目的 采用高敏化学发光酶免疫测定法检测血浆中凝

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纤溶酶α2 抗纤溶酶复合物

（PIC），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纤溶酶原激活剂抑制剂-1复

合物（tPAIC）及血栓调节蛋白（TM）的含量，通过前瞻性、多

中心临床试验评估各指标对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诊断

效能，并探究指标间联合诊断 DIC 的效能及判断预后的价

值，以期提高我国 DIC 患者的诊治水平。方法 收集 2016

年10月至2017年7月在中国9家医院137例正常人及444例

疑诊DIC患者的静脉血标本。用HISCL自动分析仪检测其

血浆中TAT、PIC、tPAIC与TM的含量，并收集整理患者对应

的临床病例资料。使用国际血栓与止血协会（ISTH）DIC积

分系统对患者进行诊断并统一记录。结果 根据 ISTH积分

系统将患者分为 DIC 组（157 例），pre-DIC 组（36 例）和 non-

DIC组（251例）。DIC组TAT、PIC、tPAIC、TM含量显著高于

non-DIC组（P<0.001），pre-DIC组TAT、tPAIC、TM含量显著

高于non-DIC组（P<0.05）。根据ROC曲线，TAT、PIC、tPAIC、

TM 的 曲 线 下 面 积（AUC）分 别 为 0.675（95% CI 0.624~

0.727）、0.653（95% CI 0.600~0.707），0.650（95% CI 0.598~

0.703），0.731（95%CI 0.684~0.779）。四项指标联合联合诊

断DIC的AUC可达到0.807（95%CI 0.766~0.848）。此外，四

项指标的血浆含量与 ISTH 积分间显著相关（P<0.001）。

DIC、pre-DIC、non-DIC组的死亡率分别为 35.03%、47.22%、

9.56%。四项指标中，TAT、tPAIC、TM可用于判断预后（AUC

分别为 0.646、0.755、0.783）。Kapian-Meier 生存曲线分析，

TAT、tPAIC、TM 低于中位数者预后好于高于中位数者（P<

0.01，P<0.001，P<0.001）。结论 TAT、PIC、tPAIC 和 TM 对

于不同疾病所致 DIC 均有较好的诊断价值。其中，TAT、

tPAIC、TM还可用于诊断 pre-DIC。单个指标对DIC的诊断

价值有限，联合诊断可提高诊断效能，且 TAT、tPAIC 和 TM

可用于评估预后。

E35. Porcine anti- human lymphocyte immuno-

globulin attenuates platelet apoptosis induced by

HLA alloantibodies and CD8 + T cells from severe

aplastic anemia with platelet transfusion refracto-

riness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2.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临床检验中心；3.苏州第 100 医院；4.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

院；5.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 崔庆亚 1

周志英 2 沈文红 5 沙萍萍 5 李洁 3 肖伟玲 5 凌静 4 陈

海飞 3 沈红石 3 吴天勤 3 余自强 1 王兆钺 1 戴克胜 5

Platelet transfusion refractoriness (PTR) is a rare compli-

cation in Aplastic anemia patients. However, the mechanism of

PTR is unclear, we found that the plasma from these patients

induced apoptosis of normal platelets, as demonstrated by the

loss of mitochondrial electrochemical potential, phosphatidyl-

serine exposure, and caspase 3 activation. Moreover, CD8 + T

cells from the patients with PTR aggravated platelets apoptosis

were induced by the plasma from the patients. Interestingly,

porcine anti- human lymphocyte immunoglobulin(p- ALG) re-

duced poly- specific HLA antibodies, improved post- transfu-

sion platelet increment in eight patients, and attenuated pa-

tients’plasma and/or CD8+ T cells mediated platelet apoptosi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both HLA allo-antibodies and CD8+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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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s from SAA patients aggravate PTR, and p-ALG is a prom-

ising agent for the treatment of SAA patients with severe PTR

due to anti-HLA alloantibodies and CD8+ T cells.

E36. 125例糖皮质激素无效或依赖的原发免疫性
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细胞免疫功能分析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董毅 王会平 王佳 沈元

元 陶千山 汪延生 吴凡 李迎伟 王极宇 翟志敏

目的 探讨糖皮质激素无效或依赖的原发免疫性性血

小板减少症（ITP）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方法 分析125例

对糖皮质激素无效或依赖的 ITP患者临床资料，用流式细胞

术检测治疗前后外周血细胞免疫功能（试验组），选取 50例

激素治疗有效的患者作为对照组。结果 两组 ITP患者的

年龄、性别、血小板水平等临床资料无差异。治疗前，与对照

组相比，试验组CD4/CD8比值明显升高，调节T细胞（Treg）

水平无明显差异，T细胞、B细胞、NK细胞水平无差异。治疗

后，对照组CD4/CD8比值明显下降，调节T水平明显上升，

与试验组相比有显著差异；T细胞、B细胞、NK细胞水平无差

异。结论 检测治疗前后细胞免疫功能的变化有助于预测

哪些 ITP患者将从特定治疗中获益；哪些 ITP患者将从更强

化治疗中获益；哪些患者最有可能对治疗产生持久反应。

E37.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骨髓间充质细
胞对巨核细胞生物学行为的影响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南院血液科；2.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血液科；3.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南院风湿科 王君颖 1 李昕 1 殷婷玉 2 刘

佳 2 王晓栋 3 徐岚 1 王安迪 1 钟华 1

目的 研究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者骨髓间

充质细胞（BMC）体外培养条件下的增殖、凋亡及细胞因子

表达状况，以及共培养条件下对巨核细胞生物学的行为影

响。方法 骨髓样本分别取自7例 ITP患者及5例正常对照

者，全骨髓贴壁培养法培养得到 BMC；利用流式细胞术

（FCM）进行表型鉴定并检测细胞基础凋亡状况，CCK8法检

测细胞增殖；佛波酯（PMA）诱导HEL细胞向巨核系分化，将

诱导生成的类巨核细胞分组并与不同来源的BMC共培养；

FCM检测共培养后的类巨核细胞表面CD41a表达水平以及

凋亡状况；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及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ELISA）分别检测 BMC 中 IL6、IL11、TPO、干细胞因子

（SCF）的基因和蛋白表达水平。结果 与正常对照相比，ITP

患者BMC体外增殖能力减弱，基础凋亡增加，体外生存能力

下降。与正常人BMC共培养可显著减少巨核细胞凋亡并促

进其表面CD41a的表达，而 ITP患者BMC上述能力均显著

减弱。细胞因子表达检测显示患者BMC IL-6、SCF的基因

以及 IL6蛋白表达均显著减少。结论 ITP患者BMC体外

生存能力下降，并且在共培养条件下对于巨核系分化及生存

的支持能力减弱，而细胞因子 IL6及SCF表达缺陷可能是导

致其支持能力减弱的一个潜在因素。

E38. 成人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161例疗效及
预后的影响因素分析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呼小茹 王梅芳 赵丽东 常姝

婷 杨林花

目的 探讨影响成人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疗

效及预后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 6月至

2017年 3月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收治的成人 ITP患者的

临床及实验室检查结果等指标，总结其临床特点，并分析影

响患者疗效及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 161例 ITP患者

的中位发病年龄为 45（18~84）岁，男性 60 例，女性 101 例。

新诊断 ITP 109例，持续性 ITP 14例，慢性 ITP 38例。79例患

者接受静脉丙种球蛋白治疗，82例接受大剂量地塞米松治

疗，治疗有效患者共144例（89.44%），2种方案患者治疗有效

率及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1.13%（72/79）对 87.80%

（72/82），χ2=0.181，P=0.914；36.11%（26/72）对 30.55%（22/

72），χ2=0.189，P=0.910］；多因素分析显示出血评分≥2分为

影 响 疗 效 的 独 立 危 险 因 素［RR=1.415（95% CI 1.008~

1.986），P<0.05］。中位随访时间 9.0（0.5~55.0）个月，48 例

（33.33%）复发，中位复发时间为1.75（0.50~24.00）个月，单因

素分析显示合并幽门螺杆菌感染为影响疾病复发的危险因

素（χ2=3.985，P<0.05）。结论 大剂量地塞米松与静脉丙种

球蛋白治疗 ITP患者的疗效及复发风险接近；出血评分≥2分

的患者出血风险高，治疗效果较差，应予以重视；合并幽门螺

杆菌感染为影响疾病复发的危险因素。

E39. 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患者基因突变与临床特
点的关系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鞠满凯 王

诗轩 孙婷 付荣凤 杨仁池 张磊

目的 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的临床表现主要为外

周血血小板数量增多。以往的研究发现的 JAK2、CALR和

MPL突变在临床症状上有一定的区别。随着二代测序技术

的广泛应用，ET 患者同时存在的更多突变被大量的发现。

为了验证热点突变与临床特点的关系，探究其他突变对临床

特点的影响，进行此项研究。方法 对2003年10月至2017

年11月我院收治的351例诊断为ET并且应用二代测序技术

进行血液肿瘤相关 112个基因突变筛查患者进行回顾性分

析。结果 在 351例患者中共统计到 1 063个突变，其中特

异性突变 JAK2V617F 125例，CALR 57例，MPL 13例；非特

异性突变中，突变数量较高的依次为 TET2、KMT2D、

ASXL1、 SH2B3、 FAT1、 NOTCH1、 CREBBP、 EP300、

NOTCH2、TP53、SETBP1。大部分患者存在2~4个突变。且

突变的数量与年龄存在一定的相关性（r=0.337，P<0.001）。

不同基因突变频率的总体区别不大，多为 50% 左右。

JAK2V617F、CALR、三阴性患者的临床特征具有明显的差

异，JAK2V617F与CALR相比，具有更低的血小板水平（P=

0.012）、更高的白细胞计数（P<0.001）、血红蛋白水平（P<

0.001），三阴性患者介于 JAK2V617F与CALR之间。而在巨

核细胞数量（P=0.004）、网状纤维染色（P=0.021）、血栓事件

发生率（P=0.009），JAK2V617F均高于CALR组。非特异性

突变中，TET2、KMT2D、ASXL1及SH2B3数量最多，SH2B3

发现与较高的血小板水平（P=0.034）及巨核细胞数量（P=

0.014）有显著的相关性。而无血栓生存率，不同突变的患者

应用干扰素与羟基脲的疗效对比均未发现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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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研究表明，血小板增多症中，JAK2V617F 突变与

CALR突变患者在临床特点以及无血栓生存上都存在较明

显的差异。而在三阴性患者中，非特异性突变对于临床的影

响没有那么显著。但SH2B3突变患者的血小板及巨核细胞

数量较高。因此，不同的突变对于疾病会有影响。二代测序

获得了大量的突变信息，在患者数量逐渐增加的过程中，会

有更多的相关基因被发现。

E40. 血小板计数检测在成人慢性原发免疫性血小
板减少症利妥昔单抗疗效预测中的价值
1.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

液学研究所） 王诗轩 1 鞠满凯 2 孙婷 2 李慧媛 2 张冬

雷 2 李菲 1 张磊 2 杨仁池 2

目的 探讨血小板计数水平在成人慢性原发免疫性血

小板减少症（ITP）患者利妥昔单抗疗效预测中的价值。方

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期间接

受利妥昔单抗治疗（100 mg每周 1次，连用 4次）慢性 ITP患

者的临床资料，计算利妥昔单抗治疗后不同随访时间截点血

小板计数预测疗效的敏感性、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阴性预

测值，并通过ROC曲线下面积得出最佳截断点。结果 103

例患者纳入研究，男 46 例，女 57 例，中位年龄 30（18~67）

岁。首剂利妥昔单抗后第 1、5、7 天，成功组（治疗后 PLT≥
50×109/L 且未接受其他药物治疗）与失败组（治疗后 PLT<

50×109/L）中位血小板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利妥昔单抗治疗后第 14天，成功组中位血小板计数高于失

败组［41（8~384）×109/L对 23（0~106）×109/L，P=0.003］；在随

后的各随访截点，成功组中位血小板计数进一步回升并维持

于正常水平，失败组中位血小板计数均低于正常水平。以

ROC曲线获得的预测治疗反应的优化界限值为血小板计数

50×109/L为基础，首剂妥昔单抗治疗后第 14、30、60 天血小

板计数能够组成一个预后评估体系。结论 利妥昔单抗治

疗后第14、30、60天血小板计数能够组成一个临床实用预测

评估体系，用来简单预测慢性 ITP患者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

的疗效。

E41. The remarkable efficacy of plasma exchange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 for ac-

quired hemophilia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Luo Yun, Shen Yan, Xue Meijiang, Zeng Haiqing, Chen Shu,

Lou Shifeng

Acquired hemophilia A(AHA) is a rare autoimmune disor-

der caused by antibody-mediated depletion of coagulation fac-

tor VIII, leading to severe and lifethreatening bleeding. Plasma

exchange for AHA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ternationally. In

this study, we will investigate whether plasma exchange com-

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without bypassing the factor. We presented three cases of se-

vere AHA in China. Case1 is a 33-yr-old woman with lasting

vaginal bleeding after delivery. Case2 and case3 are 49-yr-old

and 66- yr- old respectively, with recurrence ecchymosis and

swelling in the limbs. They were treated with plasma ex-

change, corticosteroids, and rituximab. All of them received

complete remission. Plasma exchange combined with immuno-

suppressive agent can gain optimal effect for AHA. We hope

that these case reports and discussion will shed further light on

treatment of AHA.

E42. 间充质干细胞对CD8+CD28-免疫抑制性T细
胞的诱导在 ITP发病中的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李慧媛 关

悦 杨仁池

目的 近年研究显示间充质干细胞（MSC）能促进CD8+

CD28-免疫抑制性T细胞（Ts细胞）的分化且增强其免疫抑制

功能。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者骨髓来源MSC

（BM-MSC）增殖及免疫调节功能异常，说明其参与了 ITP发

生，但造成免疫调节功能缺陷的机制尚不清楚。课题组前期

研究显示Ts细胞在 ITP患者中数量下降且免疫抑制功能衰

弱，因而我们推测 ITP患者MSC缺陷可能是造成Ts细胞异

常的原因之一。方法 分离及鉴定 ITP 患者及正常对照

BM-MSC，分别与正常对照CD8+ T细胞进行混合培养，研究

正常人和患者BM-MSC对Ts细胞数量的调节作用是否存在

差别。同时用CFSE及AnnexinⅤ-PI方法检测Ts细胞的增

殖和凋亡，用流式细胞术检测与 BM-MSC 共培养后 CD8+

CD28 + T 细胞上 CD28 的表达。以明确 BM-MSC 对 CD8 +

CD28- Ts细胞数量的调节是否通过诱导增殖、抑制凋亡或促

进细胞间转化来实现。另外，分选共培养后的Ts细胞，在不

同比例下与CD4+CD25- T细胞共培养。采用CFSE法检测

后者的增殖情况，并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其表面活化标志

CD69及CD25的表达，评价 ITP患者的BM-MSC对Ts细胞

免疫功能的调节是否有缺陷。结果 ①正常人及 ITP患者

BM-MSC与CD8+ T细胞混合培养后，均能以剂量依赖方式

显著提高 CD8+ T 细胞中 Ts 细胞比例，且各比例下正常人

BM-MSC上调Ts细胞的幅度均高于 ITP患者。进一步检测

发现BM-MSC与CD8+ T细胞混合培养可促进Ts细胞的增

殖及抑制其凋亡，且正常人BM-MSC对Ts细胞的这些调节

能力明显强于 ITP患者来源BM-MSC。另外，正常人和患者

的BM-MSC都不能使CD8+CD28+ T细胞向CD8+CD28- Ts细

胞转化。②Ts细胞可显著抑制活化条件下CD4+CD25- T细

胞的增殖及其表面活化标志CD69和CD25的表达。同时，

与BM-MSC的共培养后Ts细胞的这种抑制作用明显增强，

而且正常人 BM-MSC 上调的幅度大于患者 BM-MSC。结

论 BM-MSC能明显促进Ts细胞分化及增强其免疫抑制功

能，且 ITP患者BM-MSC诱导Ts细胞分化的能力明显低于

正常对照，提示 ITP患者MSC缺陷可能是造成Ts细胞异常

的原因之一。

E43. 易栓症合并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一例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章忠明 周吉成 李桥川

刘练金 罗琳 罗军 程鹏

目的 为提高对于易栓症合并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的

临床表现、诊治方法的认识。方法 对1例反复深静脉血栓

形成合并血小板增多患者的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及治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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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进行总结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结果 ①该患者为年轻

患者，反复多次深静脉血栓史，表现为肠系膜静脉血栓、门静

脉血栓、静脉窦血栓形成。②患者脾切除后出现难以控制的

血小板增多。③实验室检查：多次查 PLT>450×109/L；骨髓

象：巨核细胞增生明显，血小板增多，考虑血小板增多症可能

性大；JAK2/V617F突变阳性，蛋白S活性23.1%，蛋白C活性

73%。④给予华法令抗凝及羟基脲抑制巨核细胞增殖治疗，

患者血小板增多得到控制，未再发血栓形成，随访生活质量

良好。结论 对于有反复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年轻患者出现

血小板增高，要考虑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合并易栓症可能，

应进行骨髓细胞形态学、分子生物学检查及易栓症相关检测。

E44. Increased numbers of circulating proplate-

lets/preplatelets and elevated plasma TPO levels: a

novel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rombosis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Yang Mo,

Wei Huiling, Zhou Lixia, Xu Wanhua, Ye Jieyu, Feng XiaoQin

Objective Platelets are produced by bone marrow mega-

karyocytes and are primarily regulated by thrombopoietin

(TPO). In the conditions of inflammation or stress, increased

IL-1β, 5-HT and other inflammatory cytokines, may affect the

stromal cells of liver and bone marrow to increase TPO and

platelet production, Mature megakaryocytes are fragmented in

the bone marrow or pulmonary circulation under the effect of

TPO or 5-HT to generate more platelet intermediate proplate-

lets (pre-pro platelets or pre-platelet precursors) or preplatelets

(pre- platelets), and entered the circulation. We hypothesized

that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thrombosis, the secretion of in-

flammatory cytokines increases under stress or inflammatory

conditions, resulting in an increase in circulating TPO levels,

followed by an increase in platelet production, and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latelet intermediate proplatelets and preplate-

lets entering the circ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platelets also

have varying degrees of activation. Therefore, we hypothe-

sized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proplatelets and pre-

platelets in the circulation and the increase in TPO levels may

be the new pat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rombosis. Methods

ELISA, cell culture, Preplatelets and Proplateless staining by

CD41- FITC with fluorescence microscope and flow cytome-

try were used in this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study. Results

Our experiments have showed that in every 200 megakaryo-

cytes (MKs), (18±2.5)% of the proplatelets-producing MKs in

the TPO group (100 ng/ml), and (15±3.2)% of the proplatelets-

producing MKs in the 5- HT group (100 nmol/L)were ob-

served. The control group was only (7 ± 3.2)% (n=5). At the

same time, the effects of TPO and 5-HT were interfered by the

receptor blockers, confirming that their effects were mediated

through the receptor. The study further confirmed that both

TPO and 5-HT activating p-ERK1/2, further affecting the cyto-

skeletal protein, reorganization of F- actin, and production of

proplatelets, whose action were blocked by PD98059. We also

observed 2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thrombosis and 20

normal people in the clinic, and found that plasma TPO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cerebral thrombosis (186.2 ± 12.5)pg/m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122.3 ±

10.2)pg/ml; The number of platelets with cerebral thrombosis

were (222.11±8.55)×109/L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

trol group (206.55±8.83)×109/L. More importantly, we found

more proplatelets and preplatelets in the circulating blood of

patients with cerebral thrombosis, which was significantly dif-

ferent from the control group (n=8). The above-mentioned pro-

platelets or preplatelets were stained with CD41-FITC and fur-

ther confirmed by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and flow cytome-

try. Conclusions The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increased num-

bers of proplatelets/preplatelets in circulation and elevated plas-

ma TPO levels may be novel pathological mechanisms of

thrombosis.

E45. TPO在急性炎症创伤和急性缺血性心脑血管
病中的变化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魏会灵 刘蕾 张鑫 邱明慧

杨默

目的 探讨血小板生成素（TPO）在不同病因引起的急

性炎症和急性缺血性心脑血管病反应状态下的变化情况，并

进一步探讨其意义。方法 采用病例对照分析，纳入 65例

处于急性炎症反应状态患者作为研究组（急性心肌梗死

15例，急性脑梗死15例，急性创伤25例，急性肺炎10例），以

42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

TPO 水平明显升高［（181.11±35.38）pg/ml 对（96.13±9.7）

pg/ml，P<0.001］，且白细胞数也明显高于对照组［（9.64±

3.43）×109/L对（7.35±1.49）×109/L，P<0.001］。研究组血小板

计数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P=0.313）。在进一

步的亚组分析中发现，不同炎症水平状态下TPO水平的变

化不同。高炎症水平状态疾病（急性创伤、急性肺炎）TPO水

平较低炎症水平疾病（急性心肌梗死、急性脑梗死）明显升高

（P<0.05），且各组间血小板计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急性炎症和缺血状态下，TPO血清水平的升高与血小板计

数无明显相关性，但与炎症水平具有相关性，并且TPO可能

作为一种急性期反应蛋白对机体产生保护性作用。

E46. TPO激活PI3K/AKT 通路抑制缺氧诱导的内
皮细胞凋亡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叶洁瑜 王君妍 魏会灵 邱明

慧 邓慧霞 杨默

目的 研究血小板生成素（TPO）对化学性缺氧模拟剂

氯化钴（CoCl2）诱导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凋亡的

作用及其机制。方法 实验分为4组，体外培养的未经处理

的HUVEC 为对照组，CoCl2与HUVEC共培养的为CoCl2组，

在加入 CoCl2 前用 TPO 预处理 HUVEC 为 TPO+CoCl2 组，

TPO 单独处理为HUVEC TPO 组。使用CCK-8 检测各组细

胞的细胞活性，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凋亡蛋白酶

Caspase-3的表达以及线粒体膜电位的变化。Western blot检

测TPO对AKT通路磷酸化水平表达的影响。结果 CoCl2

可明显抑制HUVEC 的生长，细胞存活率随着CoCl2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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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升高逐渐下降（r=0.997）。与对照组相比较，CoCl2组的细

胞凋亡率明显升高（P<0.001），而TPO+CoCl2组的细胞凋亡

率较前者明显下降（P<0.001），提示TPO对HUVEC 具有保

护作用。TPO还能减少细胞凋亡蛋白酶Caspase-3的表达、

抑制细胞线粒体膜电位的降低并刺激HUVEC PI3K/AKT 通

路的活化。结论 TPO具有抑制化学性缺氧所致的细胞凋

亡作用，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活化 PI3K/AKT通路，从而减少

细胞凋亡蛋白酶Caspase-3的活化表达和稳定线粒体膜电位

来发挥细胞保护作用。

E47. 儿童血友病A抑制物发生的危险因素分析及
随访研究
1.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2.成都新世纪妇女儿童医院

张庆 1 周敏 1 杨小兰 1,2 徐倩 1 夏忆 2 李晓静 1

目的 探讨四川省血友病A患儿凝血因子Ⅷ（FⅧ）抑制

物发生的危险因素、治疗、转归以及抑制物对血友病A患儿

出血特征及家庭负担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年 6

月1日到2018年4月1日在我院血友病中心登记注册并长期

随访抑制物的 113例血友病A患儿病例资料。采用病例对

照研究方法分析抑制物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 在纳入研

究的113例血友病A患儿中，重型31例（27.44%），中间型77

例（68.14%），轻 型 5 例（4.42%）。 抑 制 物 阳 性 18 例

（15.93%），其中重型 12 例，中间型 6 例。低滴度抑制物 10

例，高滴度抑制物8例，抑制物产生后4例高滴度患儿采用免

疫耐受诱导治疗，目前中位随访时间 7（7~14）个月，抑制物

滴度较治疗前均有降低。其余 14 例出血时选择加大剂量

FⅧ、凝血酶原复合物（PCC）或基因重组活化凝血因子Ⅶ
（rFⅦa）治疗，抑制物中位随访时间15.5（2~32）个月，10例低

滴度抑制物患者转阴。抑制物产生前后患儿关节年出血率、

家庭负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相关性分析显示抑制物形成

与疾病程度、首次暴露原因、累积暴露日相关（r 值分别为

0.369、－0.332、－0.528），与血友病家族史、首次暴露月龄、严

重出血事件无相关性（r 值分别为－0.178、0.007、－0.131）。

结论 疾病程度、首次暴露原因和累积暴露日与抑制物形成

相关，抑制物产生后治疗难度加大，但不会增加关节年出血

率及家庭负担。

E48. 伴MPL基因突变的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一例
山东省立医院 张凌岩 刘新 吕晓 甄长青

患者，女，17岁，因全身皮肤黏膜散在瘀斑伴齿龈出血

就诊于当地医院，查血常规示PLT 3×109/L。行骨髓穿刺细

胞形态学及骨髓活检病理检查后考虑为原发免疫性血小板

减少症（ITP），给予输注单采血小板、TPO及地塞米松治疗，

患者血小板计数逐渐恢复正常，激素逐渐减量后患者血小板

计数逐渐降至2×109/L。114种基因全外显子测定结果：MPL

基因 6号外显子 926G>A突变，321位的氨基酸由精氨酸变

为谷氨酰胺（R321Q），同时有 TET2 基因 3 号外显子 R814C

突变。入院后给予血小板输注、TPO、糖皮质激素及静脉丙

种球蛋白治疗，血小板计数快速回升至235×109/L。

E49. 成都地区血友病儿童临床特点及生活现状分析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 张庆 周敏 罗晓波 夏忆

李晓静

目的 分析儿童血友病患者的临床特点及综合评估数

据，了解四川省成都市儿童血友病诊疗及生活现状，为开展

进一步综合关怀工作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成都市妇女儿

童中心医院血友病工作组自2008年1月到2017年12月登记

注册的102例血友病患者病例资料，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

果 ①一般情况：患者均来自四川省成都市，共102例，中位

年龄7.05（0.1~17.9）岁，血友病A 98例（96.08%），血友病B 4

例；轻型 4 例（3.9%），中间型 70 例（68.6%），重型 28 例

（27.5%）；按需治疗63例，预防治疗39例。②临床情况：预防

治疗组年关节出血 3.8（0~8）次，按需治疗组 13.7（2~48）次，

预防治疗比按需治疗组下降71.7%；5例患儿发生8次颅内出

血，1例（20%）患儿死亡，其余患儿长期随访未留下后遗症。

③39例预防治疗患者中一级预防1例，二级预防10例，三级

预防 28例（71.79%）。④综合评估：57例患者进行 130次关

节 B 超评估，中位得分 0（0~6）分，有关节损害 23 例

（40.35%）。进行关节功能评估（HJHS）41次，平均得分（9.9±

4.8）分。抑制物阳性 16例（15.69％），低滴度抑制物 9例，高

滴度抑制物 7例。⑤生活质量评估：①CHOK-LAT问卷：收

回家长、患儿问卷分别为 52、51份，家长得分为（55.1±11.8）

分，患儿得分为（57.6±12.1）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共收回

33 份日常活动评价量表，3 例（10%）处于失学状态，17 例

（56.7%）在校不参与活动。疾病家庭负担：共收集到59份量

表，预防治疗 30份，按需治疗 29份，平均得分分别为（19.8±

10.23）分和（22.72±11.59）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⑥相关性分析显示：年关节出血次数与关节B超及HJHS得

分均呈正相关（r分别为0.304、0.494），与CHOK-LAT问卷及

疾病家庭负担得分均无相关性（r 分别为 0.07、0.176）。

结论 成都市儿童血友病登记患儿以中间型和重型为主，患

儿生活质量相对较差，疾病家庭负担重，但随着预防治疗及

综合评估的开展，患儿生存状况有所改善。

E50. Serotonin and hematopoiesis: the role of sero-

tonin on proplatelet formation and TPO produc-

tion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Yang Mo, Li-

ang Enyu, Wei Huiling, Ye Jieyu

We previously reported that serotonin (5-HT) is a growth

factor fo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and megakaryocytic cells

(Yang & Ye et al, Stem Cells, 2007; 2014). This study further

proposed a possible role of serotonin on platelet formation and

TPO production.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stimulating

effect of serotonin on proplatelet formation in human bone

marrow megakaryocytes. Human BM MK progenitors cultured

in serum free medium with either 5-HT (200 nmol/L) or TPO

(50 ng/ml) had more proplatelet bearing MK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5- HT: P=0.026; TPO: P=0.043). The 5- HT treatment

group showed more mature and more in the final stage MK

cells as compared to TPO group. The effect of serotonin on

proplatelet formation in Meg- 01 cells were via 5- HT2 re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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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s. Meg-01 cells strongly expressed 5-HT 2A, 2B, 2C recep-

tors by using western blot method. 5- HT also promoted pro-

platelet formation in these cells and this effect was reduced by

5- HT2 receptor inhibitor ketanserin (KE). Serotonin acted on

cytoskeleton reorganization in human megakaryocytes via 5-

HT2 receptors and ERK1/2 pathway. Using an immunofluores-

cence microscope with F-actin specific binder rhodamine-phal-

loidin staining, the polymerized actin level was lower in the

control group (serum free) than the 5-HT group and actin dis-

tributed diffusely throughout the cytoplasm. In contrast, polym-

erization actin level was higher in 5-HT group. Adding ketanse-

rin and ERK1/2 inhibitor PD98059 to 5-HT treatment, the fluo-

rescence intensity was correspondingly reduced (5HT vs Con-

trol, P=0.006; 5-HT vs 5-HT plus KE, P=0.014; n=6). Our data

also demonstrated that ERK1/2 was activated in MK cells treat-

ed with 5- HT for 30 minutes (21.76 ± 7.42)% . In a traumatic

stress mice model, both of 5-HT and TPO were increased, but

the increasing of TPO is posterior to 5- HT. After added

LX1606, the synthesis inhibitor of 5-HT, the concentration of

5-HT was reduced markedly, as well as TPO. The expression

of TPO mRNA and the production of TPO protein were in-

creased a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5-HT promotes thrombopoiesis from two aspects: one is the di-

rect effect on megakaryocytes. It can promote the cells prolifer-

ation and reduce the apoptosis, and accelerate the maturation

of megakaryocytes. The second is the indirect effect by promot-

ing the production of TPO from bone marrow stromal cells,

which is a paracrine secretion to influence thrombopoiesis.

E51. 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血栓事件的研究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辉 刘徽 许玉玲 刘振芳

邓东红 程鹏

目的 评估初治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血栓事件

的发生率及对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发生血栓事件的影响因

素进行研究。方法 对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

126 例初治 ANL 患者和 25 例正常人群进行研究。在 AML

患者治疗前检测其初始外周血白细胞数、血小板计数

（PLT）、D-二聚体、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

原时间（PT）和纤维蛋白原等其他相关凝血指标。然后通过

单因素分析对血栓组、未发生血栓组和正常对照组三组间凝

血实验室指标进行差异性分析，再使用多因素统计分析筛选

出影响AML患者血栓事件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 在平均

266 d的随访中，共 8例（6.3%）患者发生血栓事件，包括 7例

（5.5%）静脉血栓和 1例（0.8%）动脉血栓。随访期间患者未

发生复发性血栓事件。第一个疗程化疗后血栓事件的发生

率为 62.5%。发生血栓事件AML患者的白细胞计数为 54.1

（9.6~144.0）×1012/L。AML患者（血栓组和未发生血栓组）与

正常对照组间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血小板计数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血栓组与未发生血栓组间统计结果显示：D-二聚

体、初始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年龄等与血栓形成显著相关。

同时，患者的其他特征，如纤维蛋白原和血小板计数、性别、

白血病 FAB 分型、染色体核型等与血栓形成无关。结论

AML 患者血栓事件发生率为 6.3%，且多发于诱导化疗期

间。年龄、初始外周血白细胞计数、D-二聚体与AML患者血

栓事件的发生密切相关。

E52. 遗传性异常纤维蛋白原血症合并颅内占位一例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申雯 龙媛 许玉玲 林发

全 程鹏

E53. β地中海贫血患者血浆蛋白C、蛋白 S和抗凝
血酶Ⅲ检测的临床意义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徽 黄钰岚 许玉玲 刘

振芳 邓东红 程鹏

目的 检测中间型β地中海贫血（β-TI）患者血浆E选择

素、凝血酶抗凝血酶复合物（TAT）、组织因子（TF）、组织因子

途径抑制物（TFPI）、蛋白 C（PC）、蛋白 S（PS）、抗凝血酶Ⅲ
（AT-Ⅲ）含量。探讨中间型β-TI患者血凝状态以及促血栓形

成的因素。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分别测定

30 例中间型β-TI 患者血浆中 E 选择素、TAT、TF、TFPI、PC、

PS、AT-Ⅲ的水平。30例β-TI患者中有 18例切脾，12例未切

脾。27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结果 β-TI 患者血浆

E选择素、TAT、TF、TFPI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β-TI

患者血浆PC、PS、AT-Ⅲ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切脾后

β-TI 患者与未切脾患者比较，PC、PS 和 AT-Ⅲ水平显著降

低。血浆TAT、TF、TFPI两两之间互为正相关（P<0.05）。血

浆PC水平与PS之间互为正相关（r=0.0.72, P<0.001）；AT-Ⅲ
与血小板计数、TAT、TF、TFPI 呈显著负相关（P<0.05）。

结论 β-TI患者血液循环中存在内皮细胞活化损伤、凝血酶

原激活增强以及天然抗凝血剂含量降低，促进血液高凝状

态的形成且脾切除可以增加β-TI患者血栓形成的易感性。

E54. 颗粒免疫过滤法与乳胶免疫比浊法检测肝素/

PF4复合物抗体的临床应用比较
北京协和医院 李森 范连凯 吴为 赵永强 王书杰

目的 研究颗粒免疫过滤法（PIFA）和乳胶免疫比浊法

（LIA）检测肝素/血小板因子4（PF4）抗体在诊断肝素诱导的

血小板减少症（HIT）中的应用。方法 前瞻性分析2016年5

月至 2018 年 7 月连续送检至我院行肝素/PF4 抗体（HIT 抗

体）检测的 94例疑诊HIT患者的临床资料、检测结果，并随

访检测后的治疗方案及疗效。由血液科专科医师根据患者

临床资料诊断或排除HIT，并据此分析单独或联合应用PIFA

法及 LIA 法的诊断效力，包括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

（PPV）、阴性预测值（NPV），并以4Ts评分为验前概率分析其

诊断 HIT 的验后概率（PTP）。结果 在 94 例患者中，15 例

（16.0%）临床诊断为 HIT：6 例（16.2%）4Ts 评分中危，9 例

（60.0%）4Ts评分高危。PIFA的诊断效力：灵敏度 100%（15/

15），特异度 51.9%（41/80），PPV 28.3%（15/53），NPV 100%

（41/41）。 4Ts 评分中危和高危的+ PTP 分别为 28.7%和

75.7%，而－PTP则均为0%。LIA的诊断效力：灵敏度66.7%

（10/15），特异度 94.9%（75/79），PPV 71.4%（10/14），NPV

93.8%（75/80）。4Ts评分中危和高危的+PTP分别为71.8%和

95.2%，－PTP 分别为 6.3%和 34.4%。受试者工作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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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曲线分析显示，LIA法诊断价值大于PIFA法，两种检

测方法联合应用显著优于单一检测方法。结论 4Ts评分系

统仍是目前临床诊断HIT的重要依据，联合肝素/PF4抗体检

测可提高确诊和除外HIT诊断的准确性。尽管LIA法的诊

断价值优于 PIFA法，PIFA法以其 100%的NPV和临床操作

方便性也具备一定优势。联合应用两种方法检测可获得更

高的诊断效力。

E55. 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遗传性纤维蛋白原缺陷
相关基因突变
1.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2.天津协和

华美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张冬雷 1,2 李慧媛 1 陈龙 2

孙博洋 1 贾玉娇 1,2 王雪 2 鞠冰 2 黄月婷 1 刘葳 1 刘

晓帆 1 蔺亚妮 1,2 张磊 1 杨仁池 1 汝昆 1,2

目的 采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对遗传性纤维蛋白原缺陷

患者 FGA、FGB、FGG基因进行测序，以检测致病突变。方

法 本研究纳入在我中心进行出凝血疾病基因突变筛查（76

基因panel）检测的31例遗传性纤维蛋白原缺陷患者，提取外

周血基因组 DNA，采用 Ion Torrent 测序平台进行 FGA、

FGB、FGG基因测序，平均深度300×。测序结果与人类参考

基因组（hg19）进行比对，采用 Ion Reporter软件进行生物信

息学注释和筛选。所有筛选位点均采用Sanger测序进行验

证。结果 所有31例患者均检测到致病或疑似致病基因突

变，其中 FGA 突变 8 个，最多见为 p.R35H 突变（4 例）和 p.

R35C（2例）；FGB突变3个，最多见为p.R285C突变（4例）和

p.N190Tfs*5（2例）；FGG突变7个，最多见为p.R301H（4例）

和 p.R301C（2例）。携带 FGA复合杂合突变和 FGB基因复

合杂合突变患者各1例，其余均为携带单个致病或疑似致病

突变。结论 应用高通量测序技术可以有效地检测遗传性

纤维蛋白原缺陷相关基因致病突变。

E56. Validation of the PLASMIC score, a clinical

prediction tool for thrombot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diagnosis, in Chinese patients
Tongji Hospital Ning Tang

Background The recently published PLASMIC score

was shown to be an excellent diagnostic model to identify pa-

tients with severe ADAMTS-13 deficiency. However, it is un-

clear if this score is suitable for Chinese patients with suspect-

ed thrombot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TTP).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studied a Chinese cohort of 134 consecutively

hospitalized patients with thrombotic microangiopathy,

ADAMTS- 13 test results, and clinical information between

January 2015 and June 2018, the PLASMIC score’s distin-

guishing ability in this cohort was evaluated. We also com-

bined the LDH-to-AST ratio with the PLASMIC score to deter-

mine its predictive value for TTP in pregnancy. Results In

this Chinese cohort, 39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TTP us-

ing ADAMTS13 testing. When stratified at high (score, 6- 7)

vs. low-intermediate (score, 0-5) risk, the PLASMIC test pre-

dicted TTP with a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51% , nega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92%, sensitivity of 85%, and specificity of

58% . In pregnant patients, a combination of the PLASMIC

score of 6-7 and LDH-to-AST ratio of ≥5.5 showed a higher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for TTP compared with the PLAS-

MIC score alone (71% vs 35%, P<0.001). Removing the com-

ponent MCV<90 fl from the PLASMIC score did not reduce

its distinguishing power, as measured using the C statistic

[0.837(95%CI 0.767-0.907) vs 0.797(95%CI 0.718-0.877), P=

0.771]. Conclusions Combination with a higher LDH-to-AST

ratio improves the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of the PLASMIC

score in pregnant patients. A simpler score without MCV<90 fl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TTP in Chinese patients.

E57. 重组人凝血因子VIIa治疗恶性血液肿瘤患者
严重出血合并血小板无效输注的疗效分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卫生部血栓与

止血重点实验室 楚甜甜 韩悦 唐雅琼 王虹 潘婷

婷 戚嘉乾 赵莹 阮长耿 吴德沛

目的 分析探讨重组人凝血因子 VIIa（rFVIIa）在血液

系统恶性肿瘤患者严重出血合并血小板无效输注的治疗效

果。方法 回顾分析2014年9月至2016年12月期间我院收

治的64例恶性血液肿瘤患者临床资料。试验组（32例）患者

接受 rFVIIa治疗，对照组（32例）患者仅接受常规止血药物治

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效果和预后。结果 两

组患者基线资料匹配。试验组患者接受止血治疗后的 24 h

（84.3%对 56.2%，P=0.014）、48 h（93.7%对 73.8%，P=0.020）

总体治疗反应率明显高于对照组，24 h（43.8%对 18.8%，P=

0.031），48 h（50.0% 对 25.0% ，P=0.039）及 72 h（53.1% 对

25%，P=0.021）完全反应率（CR）显著高于对照组。试验组治

疗后 72 h出血评分（1.94±0.21对 2.59±0.21，P=0.029）、达有

效止血时间［（3.11±0.40）d 对（4.58±0.54）d，P=0.034］、活化

部分凝血活酶时间［（32.54 ± 1.67）s 对（39.56 ± 2.45）s，P=

0.021］显著低于对照组。试验组治疗后红细胞输注量低于

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88）。两组治疗后血小

板输注量（P=0.490）、血小板计数升高值（P=0.275）、血红蛋

白升高值（P=0.326）、住院时间（P=0.119）、凝血酶原时间（P=

0.261）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试验组与对照组比较其

总体生存（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40）。试验组达CR

患者OS明显优于非CR患者（282.5 d对8 d，P=0.020）。治疗

过程中所有患者均无血栓并发症发生。结论 在恶性血液

肿瘤出血合并血小板无效输注患者中，rFVIIa可有效、安全

止血，治疗后达CR患者总体生存优于非CR患者。

E58. PLAMIC积分对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和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鉴别的临床价值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卫生部血栓与

止血重点实验室 殷杰 孔丹青 余自强 王兆钺 苏

健 张威 阮长耿

目的 比较PLASMIC积分在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TTP）和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患者中的差异，评价该积

分系统对于两种疾病鉴别诊断的临床价值。方法 回顾性

分析 24例TTP和 41例DIC患者的临床资料，以及血小板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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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平均红细胞体积、间接胆红素、肌酐和凝血酶原时间-国

际标准化比值，统计 PLASMIC 积分，评估风险程度。结果

①24例TTP患者均无活动性肿瘤，也没有实体脏器移植或

造血干细胞移植病史。43例DIC患者 31例合并恶性肿瘤，

包括肝癌、肺癌以及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急性白血病、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征、恶性淋巴瘤）。有 2例患者DIC发生在造血

干细胞移植过程中，1例是同胞全相合移植，1例是自体干细

胞移植。②24例TTP 中，87.5%的患者有高度风险，12.5%的

患者存在中度风险，低度风险者为 0。3例中度风险的TTP

患者均为获得性TTP。1例遗传性TTP患者处于高度风险。

③根据PLASMIC积分的危险度分层，3例（12.5%）TTP患者

存在中度风险，21例（87.5%）存在高度风险。而在DIC患者

中，86%的患者有低度风险，7.3%的患者处于中度风险，仅有

1例患者具有高度风险。在 67例患者中，PLASMIC积分达

中高风险对于 TTP 诊断的敏感性是 100% ，特异性为

88.9%。结论 PLASMIC积分系统中高度风险的患者预示

ADAMTS13酶活性严重缺乏，诊断为TTP的可能性大。该

积分系统对于TTP和DIC的鉴别诊断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E59. 年龄对重型血友病A患儿凝血因子Ⅷ药代动
力学的影响
深圳市儿童医院 方希敏 李长钢 王春艳 麦惠容 刘

四喜 文飞球

目的 研究患者年龄对凝血因子Ⅷ（FⅧ）药代动力学的

影响，为血友病A患者的临床用药提供指导。方法 将2016

年1月1日到2018年1月1日在我科就诊的54例重型血友病

A患者按照年龄分为0~6岁组（18例）、7~12岁组（20例）、13~

18岁组（16例），每例患者经静脉单次输注FⅧ 50 U/kg，分别

在注射前、注射后1、9、24、48 h检测患者FⅧ活性，通过Win-

Nonlin6.3软件，采用非房室模型分析FⅧ药代动力学特点。

结果 三组患儿在单次注射重组FⅧ 50 U/kg后，0~6岁、7~

12 岁、13~18 岁组患儿药物半衰期（t1/2）分别为（8.4±1.4）h、

（10.4±0.8）h、（11.3±1.2）h（P<0.05），三组清除率（CL）分别为

（5.1±1.8）ml·h-1·kg-1、（3.5±1.2）ml·h-1·kg-1、（3.0±0.9）ml·h-1·
kg- 1，体内回收率（IVR）依次增高（P<0.05）；曲线下面积

（AUC）分 别 为 978.66 ± 282.56、1616.85 ± 753.85、2429.2 ±

1151.6；三组平均驻留时间（MRT）分别为（7.98 ± 1.69）h、

（10.63±1.61）h、（10.8±1.54）h（P<0.05）。结论 年龄对 FⅧ
药代动力学可能存在明显影响，年龄越大半衰期越长，提示

重型血友病A患者随着年龄增加，预防给药的时间间隔可以

相对延长。

E60. Outcome of CARE: a 6- year national regis-

try of acquired hemophilia A in China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and Hospital of Blood Diseases，Chi-

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Sun Boyang, Tu Jingke, Yang Renchi

Objective To characterize the clinical course and man-

agement of acquire hemophilia A in China, improve our knowl-

edge of the disease and standardize the treatment. Method

Between October 21,2012 and June 2017, a total of 187 pa-

tients were enrolled by 25 centers in 15 provinces and studied

retrospectively. Results Average age of patients is 52 years,

younger than previous studies, due to both referral bias and

higher proportion of females in reproductive age. Bleeding was

controlled in 36 episodes with bypassing agents (92.3% ) and

25 episodes with replacement therapy (43.1% ) (P<0.001).

There were 3 thrombotic events in relation to the use of bypass-

ing agents. Inhibitor eradication with a combination of steroids

and cyclophosphamide showed a higher stable CR (complete

remission) rate (74.1% ) than other regimens. For those who

had taken steroids and/or cyclophosphamide for underlying dis-

eases before, addition of rituximab could improve the CR rat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shows age was the only risk factor

significantly related with survival at final follow-up. The mean

age for the survivor [49 years (IQR, 34-67 years)] was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non-survivors [79 years (IQR, 72-

86 years)] (P<0.001). Conclusions Chinese AHA patients

are younger than those previous reported in other geographic

backgrounds. Issue of delay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s seri-

ous. The optimal choice to control bleeding is bypassing

agents. Combination of steroids and cyclophosphamide is

more likely to result in stable CR in patients with AHA. Sur-

vival at final follow-up is affected by age.

E61. NLRP3炎症小体在人脐静脉内皮细胞表达
TF、PAI-1中的作用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王金霞 陈懿建

目的 探究NLRP3炎症小体的激活在TNF-α诱导的人

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表达 TF、PAI-1 中的作用。方

法 MTT法筛选时间梯度实验浓度。设 10 ng/ml TNF-α不

同培养时间组（0、4、8、16、32 h），另设不同TNF-α浓度培养

8 h 组（0、10、20、40、100 ng/ml）。HUVEC 培养采用 DMEM

完全培养基；靶向NLRP3的 si RNA转染，Western blot法和

RT-PCR 法验证转染效率，转染前后 NLRP3、caspase-1、TF、

PAI-1的蛋白及NLRP3、TF、PAI-1的mRNA表达水平，分别

用 Western blot 法和 RT-PCR 法检测。结果 确定 10 ng/ml

为后续时间梯度实验浓度；TNF-α刺激后HUVEC内NLRP3

转录水平、蛋白表达增加，caspase-1蛋白表达增加，均呈剂量

和时间依赖；10 ng/ml TNF-α组表达水平最高（P<0.01），

TNF-α刺激8 h组表达水平最高（P<0.01），同时TF、PAI的转

录水平及蛋白水平在 10 ng/ml TNF-α 8 h组表达量最高（P<

0.05）。结论 HUVEC 内 NLRP3 炎症小体的激活可能在

TNF-α诱导的TF、PAI-1表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E62. 44例云南省血友病A治疗及其关节病相关因
素分析
1.乐山市人民医院；2.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林欢 1,2

黎承平 2

目的 了解云南省血友病A患者的临床病史及治疗情

况，分析引起血友病关节病的相关因素。方法 对云南省昆

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确诊并登记的44例血友病

A患者进行临床信息资料的收集，同时采用HJHS2.1评分表

及 HEAD- US 评分表分别对患者关节进行评分，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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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①年龄、关节

年出血次数及凝血因子活性与靶关节个数有关；②不足小剂

量预防治疗较小剂量预防坚持时间长、治疗疗程长、开始治

疗年龄早，预防治疗及小剂量预防治疗较按需治疗均能减少

关节的出血次数、关节损害较小且在预防治疗开始后关节出

血次数均较前减少；③关节年出血次数≥3次/年较年出血次

数<3次/年的关节损伤程度重；④病程时间、关节出血次数、

替代治疗方案、预防治疗疗程与血友病关节病有关；⑤关节

超声评分与HJHS评分呈正相关。结论 病程、关节出血次

数、替代治疗方案以及预防治疗疗程与我省血友病患者关节

损害有关，且我省患者关节病变情况极不乐观，存在治疗的

极不充分及不规律等问题。笔者认为针对云南省的经济落

后、交通不畅及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现状，这些不能开展小

剂量预防治疗的血友病患者可以提倡早期、长疗程的不足小

剂量预防治疗。

E63. 成人难治性 ITP患者脾脏中HMGB1、Th17

及Treg细胞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张国扬 杨鹏凤 刘红云 刘

晓燕 马丽萍

目的 检测行脾切除治疗的难治性 ITP 患者脾脏内

HMGB1、Th17 与 Treg 细胞的表达水平并分析与疗效的关

系。方法 试验组为行脾切除治疗的2008年1月至2018年

1 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收治成人难治性 ITP 患者 20

例，对照组为同期因创伤性脾破裂而行脾切除术且无伴其他

疾病成人患者20例。回顾性分析 ITP患者脾切除的疗效，应

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脾脏组织HMGB1、Th17及Treg细胞转

录因子（RORγt、Foxp3）的表达水平，采用Spearman检验进行

相关分析。结果 中位随访 60.5（22~119.5）个月，试验组获

得CR 12例，R 4例，NR 4例。试验组脾脏组织中HMGB1表

达阳性17例，较对照组3例明显增高（P<0.001）；Treg转录因

子 Foxp3 表达阳性为 4 例，较对照组 18 例明显降低（P<

0.001）；Th17转录因子RORγt表达阳性为18例，与对照组17

例无统计学差异（P=0.590）。HMGB1与 Foxp3二者的表达

水 平 呈 负 相 关（r=－ 0.668，P<0.05）。 脾 切 除 后 CR 组

HMGB1的表达水平低于R和NR组，其中CR组与NR组有

显著统计学差异（P=0.003）；脾脏 HMGB1 高表达与脾切除

术疗效不佳显著相关（r=－0.791，P<0.01）。结论 难治性

ITP患者脾脏内HMGB1蛋白高表达，Treg细胞低表达，两者

呈负相关且与脾切除疗效不佳相关。

E64. 凝血因子活性联合降低的真假之谜——稀释
法在循环抗凝物导致因子活性降低检测中的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姜春俊 孙

海燕

目的 加深理解循环抗凝物对凝血因子活性检测的影

响和稀释法在凝血因子活性及其抗体检测中的应用。方

法 收集近半年来我科室凝血因子活性检测呈现稀释效应

的样本52例，根据狼疮抗凝物检测、凝血因子活性、APTT纠

正试验及其相关因子抗体等检测，将导致凝血因子呈现稀释

效应的循坏抗凝物主要归为2大类：狼疮抗凝物（37例，其中

低凝血酶原-狼疮抗凝物综合征1例），特异性凝血因子抗体

（15例，其中FⅧ抗体11例，FⅤ抗体3例）。每一类选取代表

性的1~3例，阐释不同抗凝物对凝血因子活性及其相关抗体

检测影响的特点。一期法检测凝血因子活性；Bethesda法检

测凝血因子抗体。结果 狼疮抗凝物一般导致内源性凝血

因子活性的假性降低，随着稀释度的增加而活性不断增强；

外源性凝血因子活性一般不受其影响，无稀释效应；通过

Bethesda法直接检测凝血因子抗体时，可表现为“不同滴度

的特异性因子抗体”，但对该滴度下的样本进行稀释检测再

行Bethesda法检测时，随着稀释度的增加，凝血因子抗体滴

度逐渐降为0。在伴随FⅡ活性明显降低的低凝血酶原狼疮

抗凝物综合征患者，内源性凝血因子活性可呈明显稀释效

应，但活性明显降低FⅡ无稀释效应，亦不存在特异性的FⅡ抗

体。特异性的高滴度FⅧ抗体一般导致内源性凝血因子活

性呈现稀释效应，对外源性凝血因子活性一般无影响；而高

滴度FⅤ抗体一般可导致所有凝血因子活性假性降低；检测

抗体时，除了特异性因子抗体滴度较高，其余凝血因子在检

测时也可表现“不同滴度的抗体”，但对该滴度下的样本进行

稀释后行Bethesda法检测时，随着稀释度的增加，抗体滴度

逐渐消失。结论 对于检测时发现多个凝血因子活性联合

降低（尤其同时伴有狼疮抗凝物阳性等循环抗凝物），要警惕

凝血因子活性假性降低的可能，通过稀释法可避免误报。

E65.“自供氧”瀑布式靶向纳米系统光动力治疗恶
性淋巴瘤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尹艳雪 石威

李子莹 胡豫

目的 肿瘤光动力学治疗（PDT）是借助局部光照与光

敏剂反应，将分子氧转化单态氧，从而特异性杀伤肿瘤细胞

的治疗手段。前期研究中，本课题组制备了具有靶向至TF

的 EGFP- EGF1 蛋白耦联载二代光敏剂 HMME 的 PEG-

PLAG纳米粒（ENP）系统，结合PDT制造瀑布式靶向至淋巴

瘤血管的效应，但其杀伤效能受到肿瘤缺氧的制约。为克服

该瓶颈，本研究采用具有“自供氧”特性的 TF 纳米系统

（CENP），借助其“自供氧”特性，以期发挥持续、高效的精准

杀伤作用。方法 复乳法制备载过氧化氢酶和 HMME 的

CENP纳米粒，检测过氧化氢酶活性。在体内，对荷瘤小鼠

进行 PDT 治疗后，活体成像和共聚焦评估了 CENP 的靶向

性，通过PET和肿瘤体积的测量进行药效学的评估，该部分

对肿瘤杀伤效应的机制也进行了简单的探索。结果 本研

究制备的CENP仍具有催化分解过氧化氢的活性。活体成

像观察到 PDT治疗后肿瘤局部纳米粒的分布，ENP-HMME

组是 NP-HMME 组 3.6 倍，包入过氧化氢酶之后，增加到 12

倍。测量肿瘤体积发现，PDT 后 ENP 及 CENP 组较 NP 和

CNP组显著减小；PET显示，PDT后ENP及CENP组较NP和

CNP组显著抑制肿瘤的糖代谢。CENP的杀伤效应可能与

微血栓的形成，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和改善肿瘤内部氧供有

关。结论 联合PDT治疗可靶向至TF的CENP因其具有较

ENP更强的靶向至淋巴瘤血管的能力。该策略为淋巴瘤的

靶向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E66. 探究包载 Fe3O4的 EGFP-EGF1-NP纳米粒
早期诊断脑血栓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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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尹艳雪 李子

莹 石威 胡豫

脑血栓性疾病是危害中国人群健康和死亡的重要疾病，

其发病率、致死率、致残率高。因此，对此类疾病的早期诊断

是改善预后和降低致死、致残率的关键。然而目前临床上应

用的MRI弥散加权成像（DWI）作为在 2 h内最早能诊断脑

血栓性疾病的方法在特异性及敏感性上也有一定局限性。

因此，在这项研究中，我们通过复乳溶媒法以PEG-PLGA为

聚合物材料，将EGFP-EGF1作为靶向元件（一种对组织因子

具有特殊亲和力的FVII衍生的融合蛋白）并包载Fe3O4设计

了一种纳米剂：EGFP-EGF1-NP-Fe3O4对脑血栓性疾病进行

早期诊断。随之，根据改进的Schroeter法制备光化学诱导下

的脑血栓模型。在研究脑组织的药动学分布中，香豆素6标

记的EGFP-EGF1-NP-Fe3O4或EGFP-NP-Fe3O41h即在脑皮层

造模处达到最高浓度，而对侧半球分布较少，且 EGFP-

EGF1-NP-Fe3O4 在造模处的组织分布明显高于 EGFP-NP-

Fe3O4。因此通过药动学表明 EGFP-EGF1-NP-Fe3O4对脑血

栓具有高敏感性。体内器官多光谱荧光成像显示，与注射载

Dir的EGFP-NP-Fe3O4相比，载Dir的EGFP-EGF1-NPs-Fe3O4

造模区域的荧光信号EGF1-EGFP-NP组明显增强。脑组织

冠状冰冻切片和透射电镜进一步显示EGFP-EGF1-NP-Fe3O4

仅仅分布在脑皮层造模处，对侧半球完全没有分布；通过对

造模处放大观察发现EGFP-EGF1-NP-Fe3O4在血管内或者沿

着血管壁分布，并没有渗漏到脑实质中，具有明确的TF靶向

功效，能有效靶向到脑血栓处。以上数据表明EGFP-EGF1-

NP-Fe3O4具有高敏感性，能特异性靶向脑血栓形成，有望用

于早期诊断颅内血栓形成，并且在诊断同时可采用该靶向性

纳米粒携带基因药物干预血栓形成，达到诊疗一体化。

E67. Clinical features and treatment of hereditary

hemorrhagic telangiectasia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Li Sen, Wang Shujie,

Zhao Yongqiang

Hereditary hemorrhagic telangiectasia (HHT) is a rare au-

tosomal dominant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vascular dysplasia,

including typically systemic telangiectases and arteriovenous

malformations (AVMs). Due to its variable clinical manifesta-

tions, HHT patients often seek medical care from different

medical subspecialties and thus experience delays i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is study is designed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treatment options for patients with HHT. Hospital-

ized patients with a definitive diagnosis of HHT from Novem-

ber 1973 to July 2016 in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

tal were identified after reviewing medical records and elec-

tronic databases. Further follow-up data of these patients were

collected from outpatient clinical visits and/or telephone inter-

views. We identified a total of 20 patients, 7 males and 13 fe-

males. The mean age was (42.4±20.3)years. Epistaxis (18/20)

was the most common presentation, followed by telangiectases

of the oral buccal mucosa, tongue and/or lips (14/20), pulmo-

nary AVMs (12/19), hepatic AVMs (9/17), gastrointestinal tel-

angiectases (9/9), and encephalic AVMs (1/12). The correct di-

agnosis of HHT was delayed on average by about (26.4±17.0)

years from the onset of HHT-related clinical signs and symp-

toms. Although epistaxis is usually presented in childhood

[mean age(11±7.1) years], gastrointestinal telangiectasia was of-

ten encountered in late middle age[mean age(55.4±12.8)years].

Bleeding and anemia were the most common complications.

Molecular analysis was conducted in 4 patients. Only 1 patient

was found to have a single- base deletion in ENG gene. The

mean duration of follow- up of the patients was 41.8 months.

The efficacy of locoregional therapy was of limited value and

short-lived. Two patients were treated systemically with thalid-

omide, and their symptoms of epistaxis, melena, and anemia

were notably improved. Patients with HHT have variable clini-

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diagnoses were delayed on average

by about 26 years. An experienced multidisciplinary team is

needed for the early diagnosis and optimal management of pa-

tients with HHT. Thalidomide may be an effective choice to al-

leviate the bleeding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HHT.

E68.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mutants illuminate

molecular mechanism in three cases of severe con-

genital factor XIII deficiency
Jiangsu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Key Laboratory of Thrombo-

sis and Hemostasis of Ministry of Health, First Affiliated Hos-

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Han Jingjing, Bai Xia, Su Jian,

Jiang Miao, Yu Ziqiang, Wang Zhaoyue, Ruan Changgeng, Xia

Lijun, Bai Yanyan, Cao Lijuan

Coagulation factor XIII (FXIII) deficiency is a rare auto-

somal recessive disorder characterized by a lifelong bleeding

diathesis. Globally, approximately one in three million people

suffer from this deficiency. Five mutations were identified in

three patients with severe factor XIII- A deficiency diagnosed

in our hospital: Trp188Cys (W188C), His374Arg (H374R),

Thr559Pro (T559P), His717Arg (H717R), and R202 Fs 206

Ter. Our goal was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charac-

teristics of these three patients with congenital factor XIII defi-

ciency and assess the effects of mutant FXIII-A on intracellular

localization and secretion using site- directed mutagenesis and

in vitro eukaryotic expression systems. The mRNA levels of

FXIII- A of four of the mutants were normal in transfected

COS7 cells. Western blotting showed that the both wild- type

and mutant FXIII-A protein was expressed in cell lysates. How-

ever, in the concentrated supernatant, only the wild-type FXIII-

A protein was expressed. Confocal immunofluorescence mi-

croscopy studies showed that FXIII-A mutants were predomi-

nantly localized in the endoplasmic reticulum (ER) and were

virtually absent in the Golgi apparatus, indicating a defective

transport of proteins from the ER to the Golgi, and as a result,

secretion of the mutant FXIII- A protein was blocked. There-

fore, we speculate that defective transport of mutant FXIII- A

from the ER to the Golgi underlies the main pathogenesis of

FXIII- A- deficient patients harboring the W188C, H37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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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59P, and H717R mutations. This conclusion offers an expla-

nation for the low plasma levels of FXIII-A protein in patients

carrying these mutations.

E69. Foxp3基因多态性与成人原发免疫性血小板
减少症发病机制的相关研究
1.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2.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

学研究所） 张岘 1 张冬雷 2 杨仁池 2

目 的 通 过 研 究 Foxp3 基 因 rs2232365A/G、

rs5902434del/ATT 和 rs3761548A/C 单核苷酸多态性在慢性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者中分布情况，探讨

Foxp3 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与 ITP 发病之间的关系。方法

选取 222例慢性 ITP患者为病例组，正常对照 178例。离心

柱法提取 ITP患者健康供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DNA。对特

定基因片段进行PCR扩增并进行测序分析。结果 在 ITP

患者与对照组中，rs3761548A/C单核苷酸多态性基因型频率

有差异，与 AA 基因型相比，CC 和 CA 个体患 ITP 风险低

（OR=0.61，P=0.016）。 rs2232365A/G、rs5902434del/ATT 基

因型频率在两组中均无统计学差异。另外，三个单核苷酸多

态性位点与患者激素治疗敏感性均无相关性。结论 中国

人群Foxp3的基因型频率与慢性 ITP发病有相关性，是否与

患者Treg水平或Foxp3表达有关需要进一步研究。

E70. 西罗莫司治疗重症慢性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
少症疗效观察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刘清池 沈扬 尹婉宜 马兵

张丽红 赵丹

目的 探讨西罗莫司治疗重症慢性原发免疫性血小板

减少症（ITP）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选择符合诊断标准的

重症慢性 ITP患者 30例。30例 ITP患者给予西罗莫司 1.0~

1.5 mg/d口服，用药30 d以上者纳入疗效统计。结果 30例

患者均用药30 d以上，总有效率90.0%（27/30），CR 20例，R 7

例，NR 3例。不良反应：血脂升高9例（30%），其中甘油三酯

升高5例，总胆固醇升高4例，停药1~2个月血脂恢复至用药

前水平；口腔溃疡7例（23.3%），停药7~14 d后消失；谷丙转氨

酶和谷草转氨酶轻度升高1例，减量后恢复。结论 西罗莫

司治疗重症慢性 ITP可取得较满意的疗效，患者耐受性良好，

不良反应主要为血脂升高和口腔溃疡。

E71. 血浆纤维蛋白原浓度与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
少症患者自发性出血事件的相关性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徐敏 都孟仪

胡豫 梅恒

目的 分析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者血浆纤

维蛋白原（FIB）浓度与自发性出血事件的相关性。方法 回

顾性收集武汉协和医院血液科 2013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7

月 1日 ITP患者入院当日的临床资料，按照血小板计数分为

A 组（PLT≤5×109/L）、B 组（PLT>5×109/L~10×109/L）、C 组

（PLT>10×109/L~20×109/L）及D组（PLT>20×109/L）。分别比

较各组内出血患者与非出血患者血浆FIB浓度。结果 共

收集 198例 ITP患者，出血患者 126例，非出血患者 72例；血

浆 FIB 在各组出血与非出血患者中结果为，A 组（2.969 g/L

对 3.052 g/L，P>0.05）；B组（2.613 g/L对 3.811 g/L，P<0.05）；

C 组（2.617 g/L 对 3.594 g/L，P<0.05）；D 组（2.684 g/L 对

3.072 g/L，P<0.05）。结论 在 PLT≤5×109/L的 ITP患者中，

出血与非出血患者血浆FIB无明显差异；在PLT>5×109/L的

ITP患者中，出血患者血浆FIB低于非出血患者。

E72. 应用二氯化钴体外诱导低氧环境对原发免疫
性血小板减少症患儿外周血Th17细胞的调节作用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

瘤中心，儿童血液病与肿瘤分子分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儿

科学国家重点学科，儿科重大疾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谷昊 陈振萍 马洁 马静瑶 傅玲玲 吴润晖

目的 观察二氯化钴（CoCl2）诱导化学性缺氧对原发免

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儿 Th17 细胞比例的调节作用。

方法 入组 45例诊断为 ITP的患儿，留取患儿外周血标本。

实验分为 2组，均由佛波酯（PMA）刺激 6 h诱导Th1、Th2和

Th17细胞增殖分化。试验组（CoCl2）：细胞PMA刺激环境中

加入 CoCl2（100 μmol/L）共刺激；对照组：刺激环境中无

CoCl2。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CD3+、Th1、Th2和Th17细胞比

例。结果应用 Wilcocon 非参数检验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经 CoCl2刺激后 ITP 患儿的 Th17 细胞比例

0.49%（0.170, 1.015）较对照组 0.38%（0.175, 0.660）升高（P=

0.028）。CD3 +淋巴细胞（P=0.221）、Th1 细胞（P=0.238）及

Th2细胞（P=0.183）。结论 CoCl2诱导化学性缺氧条件可促

进 ITP患儿Th17细胞增殖。

E73. 低氧环境上调外周血Th17细胞在慢性原发免
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中的差异分析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

瘤中心，儿童血液病与肿瘤分子分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儿

科学国家重点学科，儿科重大疾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谷昊 陈振萍 马洁 马静瑶 傅玲玲 吴润晖

目的 探究化学性缺氧诱导慢性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

少症（cITP）患儿 Th17 细胞比例上调程度较新诊断/持续性

ITP的差异。方法 入组20例非 cITP患儿（其中新诊断 ITP

11例，持续性 ITP 9例）及 25例 cITP患儿。留取患儿外周血

分别由佛波酯（PMA）及PMA+CoCl2（100 μmol/L）共刺激6 h

诱导Th17细胞增殖分化。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Th17细胞

比例。结果应用 Wilcocon 非参数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由于差值结果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Wilcoxon/Krus-

kal-Wallis 秩和检验，结果显示经二氯化钴化学性低氧有道

刺激后 cITP组Th17细胞比例上调幅度大于新诊断/持续性

ITP组（P=0.005）。结论 化学性缺氧诱导 cITP患儿外周血

Th17细胞比例上调程度高于新诊断/持续性 ITP患儿。

E74. rhTPO作为儿童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重
复性一线治疗无效后首选二线策略的疗效
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血液肿

瘤中心，儿童血液病与肿瘤分子分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儿

科学国家重点学科，儿科重大疾病研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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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昊 马洁 陈振萍 马静瑶 傅玲玲 吴润晖

目的 比较持续性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pITP）和

慢性 ITP（cITP）在重复性一线治疗无效后应用重组人血小板

生成素（rhTPO）作为首选二线策略的有效性。方法 pITP

组 23例，cITP组 15例。入组患儿接受 rhTPO阶梯降级治疗

方案，首次注射频率为300 U/kg每日注射1次或600 U/kg隔

日注射1次。连续2周PLT≥150×109/L则降低注射频率依次

为隔日1次、每周2次、每周1次，每次降级需满足PLT≥150×

109/L。结果 患儿基线数据（性别、年龄、rhTPO治疗前血小

板计数及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 cITP组相比，pITP组

rhTPO治疗10周后患儿缓解率（76.47%对54.55%，P=0.044）

和完全反应率（52.9%对 27.27%，P=0.001）更高。pITP组 10

周治疗过程中整体血小板计数明显高于 cITP 组（P=

0.001）。pITP 组 rhTPO 剂量平均降级 2.41 次，cITP 组降级

0.71次。结论 rhTPO可有效提升pITP及 cITP患儿重复性

一线治疗无效后的血小板水平，治疗过程中 pITP组整体血

小板计数高于 cITP组。缓解状态下，pITP组所需 rhTPO剂

量少于cITP组。

E75. 一个非肌性肌球蛋白重链 9基因突变相关疾
病家系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小儿血液科，福建省血液病重点

实验室，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提高对非肌性肌球蛋白重链 9（MYH-9）基因突

变相关疾病的认识。方法 报告 1个MYH9相关疾病家系

的临床及实验室检查资料。结果 患儿及其父亲均有巨大

血小板、血小板减少和粒细胞内包涵体，抗血小板抗体阳性，

骨髓象示巨核细胞成熟障碍，均曾误诊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

少症，并予以静脉丙种球蛋白及糖皮质激素冲击治疗，效果

不佳。患儿父亲还存在神经性耳聋及尿红细胞（+）（考虑存

在肾炎，但未进行肾脏穿刺活检）。患儿外周血淋巴细胞无

明显DNA损伤，单细胞凝胶电泳（SCGE）为阴性，未见染色

体异常断裂，丝裂霉素C检测结果为阴性，染色体核型分析

为正常核型。患儿及其父母行基因组DNA分析证实患儿及

其父亲存在 MYH-9 基因杂合突变：c.4270G>A（编码区第

4270号核苷酸由鸟嘌呤变异为腺嘌呤），导致氨基酸改变 p.

D1424N（第1424号氨基酸由天冬氨酸变异为天冬酰胺），为

错义突变，而患儿母亲该位点无变异。结论 MYH-9相关

血小板减少症易误诊为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进行不必要的

治疗，应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对于血小板减少症患者均应

注意询问家族史，必要时行基因检查明确诊断。

E76. 去氨加压素在血管性血友病诊疗中的应用及
临床意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侯梦佳 余自强

目的 探讨去氨加压素（DDAVP）在血管性血友病诊断

和治疗中的应用及临床意义。方法 对 2016 年 03 月至

2018 年 07 月期间 15 例接受 DDAVP 治疗的血管性血友病

（VWD）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通过测定血浆 VWF 抗原

（VWF:Ag）、瑞斯托霉素辅因子活性（VWF:Rco）、VWF胶原

结合活性（VWF:CB）、凝血因子 VIII 活性（FVIII:C）、VWF:

Rco/VWF:Ag、VWF:Rco/VWF:Ag、VWF多聚体等，比较患者

用药前及用药后2 h的临床反应和生物学指标变化，观察药

物不良反应。结果 15例确诊为VWD的患者中，男6例，女

9例，中位年龄 23（6~46）岁，在DDAVP用药后 2 h，8例患者

FVIII:C及VWF相关指标测定值较用药前基础水平均显著

上升，提示完全反应；1例患者因子水平测定值较基础水平

部分上升，提示部分反应；3例患者因子水平测定值较基础

水平部分上升，但未达到有效止血水平，提示无反应；3例患

者因子水平测定值较基础水平无变化，提示无反应。对 10

例患者进行 VWF 多聚体分析，结合其他 VWF 相关检测指

标，DDAVP 治疗效果与患者疾病分型相符合。结论

DDAVP对1型VWD患者可达到较好疗效，对部分2型VWD

及3型VWD患者反应不佳；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协助VWD

的分型诊断。

E77. 血栓与止血目的区域捕获测序方法的建立和
临床应用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邓君 李丹 唐

亮 胡豫

目的 建立血栓与止血目的区域捕获测序方法，评估二

代测序结果质量和目的基因目的区域覆盖度，建立基因突变

生物信息学分析流程、进行临床解读并评估其临床诊断价

值。方法 通过常用的基因突变数据库HGMD和OMIM，

以及文献阅读筛选出血栓与止血相关的基因列表；订制液态

捕获探针芯片，进行目的区域捕获建库进行 Illuminar平台二

代测序；生物信息学方法评估测序深度、基因覆盖度；使用

GATK分析流程进行基因突变的检出；通过ACMG标准对突

变位点进行临床解读；通过分析 23例明确病因的血栓或出

血患者基因突变和一代测序验证情况评估该方法的准确

性。结果 筛选 86个出与血栓与止血相关基因，目的区域

捕获测序结果表明基因覆盖度达到99.8%，测序平均深度为

121×；GATK生物信息学分析基因突变准确率100%，与临床

诊断符合率100%。结论 遗传因素在血栓与止血疾病的发

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全面了解该类疾病的基因突变状况对临

床诊断、出血或者血栓风险评估具有重要的价值。本中心设计

的血栓与止血目的区域捕获测序具有极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E78. 凋亡-抗原疗法诱导 ITP鼠重建免疫耐受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徐鹏程 赵雅境 侯明

目的 在 ITP模型鼠体内诱导自身抗原特异性的Treg

细胞，以研究对 ITP 的治疗及预防效果。方法 提取野生

C57小鼠骨髓细胞，体外培养，诱导分化为巨噬细胞。向野

生型 C57 小鼠腹腔注射 anti-CD41 抗体构建 ITP 被动模型，

将其随机分为：①试验组：系统性非致死性 γ射线照射

（Day2）+腹腔注射巨噬细胞（Day2）；②射线组：仅行照射；③
巨噬组：仅注射巨噬细胞；④空白组：不作处理。检测小鼠血

小板数量和外周血、脾脏、胸腺、淋巴结中Foxp3+Treg数量变

化以及外周血 TGF-β等细胞因子水平。结果 ①在 Day5

时，试验组小鼠血小板计数高于空白组；②试验组小鼠脾脏

中Foxp3+/CD4+细胞百分比高于空白、射线组以及巨噬细胞

组；试验组胸腺中Foxp3+/CD4+细胞百分比高于空白组、射线

组、巨噬细胞组。结论 本实验通过使 ITP小鼠接受系统性

亚致死的γ射线辐照，消耗B细胞和（或）CD8+ T细胞诱导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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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细胞凋亡，并注射巨噬细胞，使 Foxp3+ Treg 细胞表达上

升、血小板升高，从而建立免疫耐受，起到治疗作用。进一步

实验将扩充样本量，验证是否巨噬细胞吞噬凋亡的免疫细胞

后，通过产生TGF-β，在TGF-β作用下，诱导 naïve CD4+T细

胞分化成血小板特异性的Foxp3+ Treg细胞。

E79. 基于免疫识别的靶向血小板载药体系治疗原
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许佩佩 周荣富 左华

芹 江颖 王小辉 周敏 彭苗新 陈兵 欧阳建

目的 构建长春新碱 -血小板载药体系（CD41-PLT-

VCR），利用患者体内巨噬细胞能主动识别抗体致敏血小板

并将其吞噬的特点，将VCR精准地运载到巨噬细胞内，观察

其对靶细胞及动物模型的靶向治疗作用并对其药代动力学、

生物相容性及体内分布进行研究，为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

少症（ITP）的靶向治疗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体外诱导

THP-1细胞分化成熟为经典巨噬细胞模型，抗小鼠CD41单

抗构稳定的 ITP小鼠模型。采用药物抑制试验评估空白载

体的安全性以及载药体系在体外对THP-1细胞的抑制作用，

流式细胞术检测 THP-1 细胞凋亡率和细胞内 VCR 的累积

量。检测各组小鼠一般情况及坐骨神经传导速度和病理改

变，评价载药体的毒性和安全性。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血

药浓度和药物组织分布情况，并进一步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肝

脾巨噬细胞的数量及极化状态。结果 CD4-VLP载药体系

的载药率及包封率分别为 46.4%、63.4%。CD41-PLT-VCR

的体外致敏及药物包载过程中未发生血小板肿胀及聚集反

应。CD41-PLT-VCR能被巨噬细胞主动吞噬，高效的将VCR

靶向运输至巨噬细胞内。CD41-PLT-VCR载药体处理的 ITP

小鼠，血小板水平回升至（720.00±197.98）×109/L，显著高于

游离VCR组［（435.00±222.48）×109/L］（P<0.05）。和对照组

相比，VCR组小鼠体重和坐骨神经传导速度均明显下降（P<

0.01）。而CD41-PLT-VCR载药体组小鼠一般情况良好，坐

骨神经传导速度为（67.58±8.01）m/s，也未出现典型的病理改

变。VCR可作用于肝脾的巨噬细胞，并使肝脾M2型巨噬细

胞比例显著下降（P<0.05）；而CD41-PLT-VCR载药体可使小

鼠脾脏M1型巨噬细胞比例显著下降（P<0.05），对M2型巨

噬细胞无明显影响。讨论 CD41-PLT-VCR靶向载药体系

可将VCR精准靶向运输至巨噬细胞内发挥细胞毒作用，有

望成为 ITP治疗的新方法。

E80. 血小板凋亡及其在血栓与止血的临床应用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 戴克胜

血液循环中的血小板主要面临两种命运：在血栓与止血

过程中消耗或者在网状内皮系统中被清除。血小板凋亡的

发现表明，凋亡可能是血小板体内清除的重要途径之一。而

在病理情况下，血小板凋亡可以引起机体出现止、凝血的异

常，可能在血小板减少症等出、凝血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起

到了重要作用。血小板凋亡是近年才逐渐被人们认识的一

种血小板死亡方式。体内血小板达到稳态时的数量是血小

板产生和破坏达到平衡的结果，凋亡是体内血小板维持自身

平衡的一种途径。血小板凋亡的发现不仅打破了细胞凋亡

只发生在有核细胞的观念，还为血小板生理功能、尤其是在

相关疾病发病机制以及疾病发生发展中作用的研究开辟了

新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生理和病理意义。然而，作为一个新

兴领域，血小板凋亡发生的诱因及其生理、病理意义尚不清

楚。我们研究表明，多种生理或非生理刺激，例如 GPIbα-

VWF的结合、凝血酶、胶原、高血流剪切力和血小板储存条

件等，尤其是多种治疗药物均可诱导血小板发生凋亡。血小

板凋亡还在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各种病因导致的血小板减少

中起关键作用。血小板凋亡可能是血库储存血小板失活的

重要因素。血小板的凋亡和功能异常可能是高热患者出现

出血症状的原因之一，也是他莫西芬等药物导致出血的可能

原因。研究发现高脂血症患者血小板凋亡伴随其他指证，使

高脂血症患者出现动脉血栓形成性脑梗死的可能性升高。

我们研究揭示蛋白激酶A在调控血小板凋亡，进而调控血小

板寿命方面起关键作用，这一发现对病理、生理条件下调控

血小板的寿命提供了依据。血小板凋亡的研究将不仅为血

小板研究领域，尤其为血栓与出血性疾病的诊断、预防与治

疗，以及延长血小板储存时间等提供理论依据，其研究成果

将可能直接应用于相关疾病的治疗或指导临床设计新的药

物，具有重要而广泛的临床应用前景。

E81. 西罗莫司治疗复发难治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
血的前瞻性、单臂临床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

中心 颜红菊 高蕾 孔佩艳 张诚 刘耀 高力 刘

嘉 高世春 朱丽丹 张曦

目的 验证西罗莫司治疗复发难治自身免疫性溶血性

贫血（AIHA）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自 2016年 6月，我中

心 16例复发难治AIHA患者（均为糖皮质激素无效或依赖）

给予西罗莫司治疗，起始剂量 4 mg/d，自第二天起给予维持

剂量 2 mg/d，根据血浓度（5~15 ng/ml）调整剂量，持续用药

3个月，随后缓慢减量至停药。结果 16例患者中 1例因重

症肺部感染停药，1例因胃痛及皮肤角化明显停药，可评估

病例14例。中位研究时间14个月，14例中10例（71.43%）有

效，完全缓解9例（64.29%），部分缓解1例（7.14%），无效4例

（28.57%）。不良反应主要包括皮肤瘙痒、肝酶异常、关节疼

痛、皮肤角化、口腔溃疡、白细胞及血小板下降等，停药及减量

后均好转。结论 西罗莫司治疗复发难治AIAH初步疗效确

切，安全性良好，值得推广进行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E82. 中国重型成人血友病A患者短期足量预防治
疗的疗效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孙雪岩 庄金木 周璇 李惠

萍 孙竞

目的 研究中国重型成人血友病A患者短期足量预防

治疗下的疗效特点。方法 对既往按需或低剂量预防治疗

的13例重型血友病A成人患者进行关节评估（靶关节超声、

HJHS关节评分），回顾性收集按需或低剂量预防治疗时患者

的出血情况，然后前瞻性观察短期足量预防治疗下患者出血

情况及关节评估状况的变化，同时调查患者平时活动强度

（IPAQ短问卷），测量足量预防治疗下患者72 h FVIII:C最低

浓度。结果 13 例重型血友病 A 患者的中位年龄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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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29.0）岁，接受短期足量预防治疗的中位剂量为 31.0

（29.1~33.0）IU/kg 每周 3 次，72 h FVIII:C 谷浓度为 1.7%

（1.3%~3.4%）。随访 3 个月期间，所有患者的年化出血次

数（ABR）、年化关节出血次数（AJBR）较既往明显减少（P=

0.001，P=0.001），但仅有 4 例（30.8%）实现“零出血”，7 例

（53.8%）实现关节“零出血”，仍有9例（69.2%）存在突破性出

血。6例（46.2%）靶关节损害程度较前加重，7例（53.8%）无

明显进展。与关节未进展组比较，关节进展组患者可能存在

关节基线状态较严重、随访前及随访期间的出血次数较高、

体力活动强度较高、而 FVIII:C 的基线水平较低等状况偏

差。结论 目前短期足量预防治疗尚无法实现所有中国重

型成人血友病A患者的“零出血”目标，亦无法完全阻止其关

节的进一步损害。对于不同临床出血表型、关节状态及体力

活动强度的成人患者，可能需要更多评估方法的个体化治疗

方案及必要的理疗和手术干预。

E83. 重型血友病A患儿低中剂量预防治疗的关节
结构与功能状况变化规律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庄金木 孙雪岩 周璇 李惠

萍 孙竞

目的 采用关节结构与功能状况等综合评估手段探讨

重型血友病A患儿病情变化规律。方法 中剂量预防治疗

组 20例，低剂量预防治疗组 18例，按需治疗组 15例。中位

随访 12个月，观察临床出血表型、靶关节数目变化、关节结

构、关节功能、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等指标变化。结果 低

中剂量预防治疗组较按需治疗组明显改善临床出血表型

（P<0.01），且中剂量预防治疗组优于低剂量预防治疗组（P<

0.05）；中剂量预防治疗组延缓靶关节数增加优于按需治疗

组（P=0.004）。三组血友病关节健康评分（HJHS）总分变化

值为正值，低中剂量预防治疗组变化值小于按需治疗组（P<

0.05），但低中剂量预防治疗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三组

血友病功能独立性评分量表（FISH）总分变化值为负值，低

中剂量预防治疗组变化值小于按需治疗组（P<0.05），但低中

剂量预防治疗组无统计学差异（P>0.05）。三组患儿最严重

单个靶关节超声评分及其HJHS评分变化值为正值，低中剂

量预防治疗变化值小于按需治疗组，随访6、9、12个月，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剂量预防治疗组最严重单个靶

关节超声评分变化值有小于低剂量预防治疗组趋势，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剂量预防治疗组最严重单个靶关

节HJHS评分变化值小于低剂量预防治疗组，随访12个月时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3）。三组患儿 CHO-KLAT 评分

降低，低中剂量预防治疗组降低值低于按需治疗组（P<

0.05），且中剂量预防治疗组变化值小于低剂量预防治疗组

（P<0.05）。三组患儿最严重单个靶关节年出血次数与同一

靶关节单个关节超声评分 12个月变化值、最严重单个靶关

节年出血次数与同一靶关节单个关节HJHS评分 12个月变

化值及HJHS总分与FISH总分12个月变化值均未见明显相

关性（P>0.05）。按需治疗和低剂量预防治疗组年关节出血

次数（AJBR）与 FISH 总分 12 个月变化值未见明显相关性

（P>0.05）。低中剂量预防治疗组患儿最严重单个靶关节超

声评分及其 HJHS 评分 12 个月变化值呈明显正相关（P<

0.05）。第 6 个月随访时，最严重单个靶关节超声与其 MRI

评分有明显正相关性（P<0.05）。结论 低中剂量预防治疗

明显改善临床出血表型，虽未使病情逆转，但延缓损害进展

且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同时证实临床出血表型不足以评估关

节病情变化。

E84. 凝血因子输注联合激光照射对血友病患者急
性皮肤肌肉及关节出血的疗效观察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 曾艳 韩红

目的 观察凝血因子输注联合激光照射对血友病患者

急性皮肤肌肉及骨关节出血的疗效。方法 选择我科2015

年 12 月至 2017 年 9 月收治的 84 例血友病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随机分为对照组（42例）和观察组（42例），对照组采用凝

血因子输注的方法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应用

激光局部照射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及凝血功能

指标。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疼痛缓解程度、B超评定血肿吸

收程度优于对照组（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凝血因子水

平明显高于治疗前（P<0.05），但观察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 对血友病患者急性皮肤、肌肉及关

节出血采取凝血因子输注联合激光照射治疗，能明显提高治

疗效果且对患者的凝血功能无明显影响，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及应用。

E85.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新
诊断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观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孙楠楠 姜中兴 孙慧 王冲

马杰 刘延方 王芳

目的 探讨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rhTPO）联合糖皮质

激素治疗新诊断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的疗效和安

全性。方法 将 40 例新诊断 ITP 患者随机分为试验组（20

例）和对照组（20例）。对照组给予地塞米松10 mg/d静脉滴

注，病情稳定后改为泼尼松口服并快速减至最小维持量（<

15 mg/d），疗程 4 周；试验组在对照组用药基础上加用

rhTPO 300 U·kg-1·d-1，皮下注射，疗程 14 d（PLT≥100×109/L

或升幅≥50×109/L时停药）；分别在治疗前后检测两组血小板

计数，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结果 在治疗的第

7、14、21、28天，试验组血小板计数均高于对照组（P<0.05）；

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完全反应（CR）率显著增高（73.5%对

54.6%，P<0.05），获得CR的患者PLT达到 100×109/L时间明

显缩短[6（2~11）d对10（4~20）d，P<0.05]；试验组不良反应总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10%对 15%，P>0.05），试验组的空腹血

糖水平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rhTPO联合糖皮质激

素治疗新诊断 ITP患者疗效确切，起效迅速，不良反应少；患

者糖皮质激素总量减少，有益于提高新诊断 ITP患者的疗效

和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E86. 13种VWF基因剪切位点突变的致病性研究
1.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医学基因组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 梁茜 1 谢晓玲 2 丁秋兰 1 王学锋 1 王鸿利 2

目的 从分子水平证实 13种VWF基因剪切位点突变

的致病性。方法 抽提先证者血小板来源的mRNA，逆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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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PCR特异性扩增VWF转录产物，分析突变对VWF基因

剪切方式的影响。对于未检测到异常转录产物的患者，通过

荧光定量PCR检测VWF基因转录水平，同时分析VWF基因

SNP位点在DNA水平和 cDNA水平表达量的差异，进一步

验证是否存在无义突变介导的mRNA降解。结果 5种突

变（c.322A>T、c.875- 5T>G、c.7884C>G、c.8116- 2delA 和

c.1534- 13_c.1551delinsCA）导致了外显子缺失；4 种突变

（c.323+1G>T、c.1730-2A>G、c.2547-13T>A和 c.7464C>T）激

活了隐匿的剪切位点；1种突变（c.2968-14A>G）产生了新的

剪切位点。其余 3例患者中（均为杂合突变）均未检测到异

常转录产物。其中2例患者（c.-1+3A>C、c.2684A>G）的血小

板mRNA VWF基因转录水平低于正常对照，分别为 67.3%

和 47.9%。且VWF基因 SNP位点分析结果显示，其中一条

等位基因的表达量显著降低。提示含有突变的等位基因在

体内可能由于异常剪切使转录产物中出现提前终止密码子

而发生降解，导致异常转录产物无法检出。 1 例患者

（c.5171-9delT）的VWF基因转录水平定量及SNP位点分析

结果均正常。结论 12种VWF基因剪切位点突变均有致病

性，突变c.5171-9delT对VWF基因剪切无影响。除了经典剪

切位点突变，位于外显子区或深部内含子区的突变也可能通

过影响VWF的正常剪切而致病。

E87. 凝血因子IX酶催化区突变致女性血友病B一例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少怡 余自强

目的 报道 1例女性血友病B患者并对其进行表型和

基因型及二代基因测序结果进行分析，初步探讨其发病机

制。方法 对1例女性血友病B先证者其父母、哥哥进行血

浆部分活化凝血酶原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血

浆凝血因子 IX活性（FIX:C），血浆凝血因子VIII活性（FVIII:

C）测定，并进行FIX抑制物活性测定；运用二代测序检测技

术明确突变基因及位点，运用PCR技术对先证者及其父母、

哥哥的FIX基因的8号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进行PCR扩增，

产物经测序分析寻找突变位点；将测序结果和NCBI基因库

（genebank）所公布的FIX（M11309.1）的基因序列进行比对，

并参考 EAHAD 中所公布的 F9 基因突变、FIX gene variant

database（http://www.factorix.org/）及相关文献，排除基因多

态性，并将结果与二代测序结果相对比，完成突变基因验

证。结果 先证者因自幼皮肤淤青入院，既往无外伤后大量

出血及术后出血难止病史。父母非近亲结婚，均无出血病

史。先证者血浆 APTT 83.6 s，PT13.9 s，FIX:C 1%，FVIII:C

100%，FIX抑制物阴性；患者父母、哥哥血浆APTT、PT、FIX:

C、FVIII:C均正常。FIX基因二代测序结果发现，先证者FIX

基因的 8号外显子存在A1249C（Thr417Pro）杂合突变，此突

变为错义突变，该突变导致的FIX催化区氨基酸改变对FIX

功能有影响，有致血友病可能。已排除基因多态性，且此突

变国际上尚无报道。进一步发病机制探讨正在研究中。结

论 先证者临床特点及表型检测结果符合血友病B，基因分

析结果证明先证者的 FIX 基因 8 号外显子存在 A1249C

（Thr417Pro）杂合突变，查阅文献显示突变位于 FIX 因子酶

催化区域，该突变导致患者血浆中FIX活性下降，但是否影

响FIX的表达与分泌需要后续实验进一步探究。

E88. D-二聚体检测在急性白血病患者PICC导管
相关性血栓形成中的意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张伟伟 方云

目的 探讨 PICC 置管前 D-二聚体检测在急性白血病

患者PICC相关性血栓形成中的意义。方法 选择2017年1

月-2017年12月在我院血液科进行PICC置管的443例急性

白血病患者，置管前 1 周内 D-二聚体升高者为观察组（204

例），D-二聚体正常者为对照组（239例）。两组均采用B超引

导改良塞丁格技术置管（选择肘上贵要静脉或肱静脉），观察

两组置管后4周内PICC相关性血栓的发生率。结果 观察

组和对照组的PICC相关性血栓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304）。结论 置管前D-二聚体升高对急性白血病

患者PICC导管相关性血栓的形成无影响。

E89. 血小板来源的TGF-β通过抑制KLF6表达促
进肝细胞癌增殖
1.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基础医学院药理学系；2.药物靶

点研究与药效学评价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明章银 1,2 何奥

迪 1 陆濛 1

目的 研究血小板促进肝细胞癌（HCC）增殖的机制。

方法 采集健康志愿者静脉血标本，制备洗涤血小板，

SMMC.7721和HepG2细胞分别与静息血小板、胶原相关肽

（CRP, 0.8 μg/ml）活化的血小板、血小板释放物或重悬的血

小板沉淀共孵育 12 h 或 24 h。共孵育后，用 EdU 法测定

HCC 细胞增殖，同时分析细胞周期及其凋亡。用 Western

Blot方法检测HCC细胞KLF6 表达水平。SMMC 7721细胞

用血小板释放物或重悬的血小板沉淀孵育 24 h后进行皮下

荷载实验。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肿瘤组织中Ki67、BAX

和 Bcl-2 的表达。此外，用 KLF6 siRNA 转染 HCC 细胞或

TGF-β受体抑制剂（SB431542）预孵育HCC细胞研究TGF-β

和KLF6在血小板促进HCC增殖过程中的作用。结果 用

血小板或激活血小板上清孵育 SMMC.7721 和 HepG2 细胞

后，两者均明显促进增殖、减少凋亡，用重悬的血小板沉淀孵

育肿瘤细胞后没有出现上述效应。细胞周期实验也表明血

小板释放物能增加S期和G2/M期肿瘤细胞数量，减少G0/G1

期肿瘤细胞数量。血小板介导的促HCC细胞增殖效应归因

于其减少肝癌细胞KLF6表达，用 siRNA敲减KLF6表达后

这一效应明显降低。此外，用TGF-β受体抑制剂后亦减弱血

小板上清促HCC KLF6表达和细胞增殖效应。结论 血小

板释放物尤其是血小板 α颗粒中的 TGF- β通过降低

SMMC.7721和HepG2细胞KLF6表达而促细胞增殖效应。这

一发现为预防和治疗肝细胞癌提供了新的治疗靶点。

E90. sST2/IL-33与 Th17/Treg相关细胞因子在原
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中的研究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秀娟 孙明玲 刘颖 郭

新红

目的 通过检测白介素-33（IL-33）、可溶性ST2（sST2）

在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中的表达水平，探讨 IL-33

和 sST2在 ITP中的变化及其对Th17/Treg细胞平衡的调节。

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 30例初诊 ITP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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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 20 例健康体检者外周血血清 IL-33、sST-2、IL-17 和

TGF-β的水平。结果 ①ITP患者血清 sST2水平高于健康

对照组（P<0.001），而 IL- 33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301）。②与健康对照组相比，ITP患者血清 IL-17水平升高

（P=0.001），TGF-β水平降低（P=0.008）。③Pearson相关性分

析显示：sST2 与 TGF-β呈负相关（r=-0.471, P=0.009），sST2

与 IL-17无相关性（r=0.189, P=0.317）。结论 ITP患者血清

sST2 水平升高，升高的 sST2 可与 IL-33 结合，进一步阻断

Treg细胞的 IL-33/ST2信号通路，抑制Treg细胞增殖从而导

致Th17/Treg失衡，可能是 ITP发病的免疫机制之一。

E91. 地西他滨影响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小鼠
模型巨噬细胞的极化作用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邵霞 陈朴 承璐雅 吴擘颋

季丽莉 闵智慧 李锋 程韵枫

目的 探究低剂量地西他滨（DAC）在原发免疫性血小

板减少症（ITP）小鼠模型中对巨噬细胞极化的作用。方法

将Wistar大鼠血小板每周1次腹腔注射至CBA/Ht小鼠构建

血小板减少小鼠模型，共注射 3次。第 8天时连续 2周腹腔

注射低剂量DAC（0.25 mg·kg-1·d-1，n=8）、对照组注射等体积

PBS（n=8），每3天检测血常规1次，第10天分离不同处理组

小鼠脾脏，流式细胞术及免疫荧光分析小鼠M1及M2型巨

噬细胞的表达。结果 ITP小鼠血小板计数于第2周显著下

降［（735.0±25.2）×109/L对（390.3±70.0）×109，P<0.05］。DAC

处理组第 10 天血小板计数显著升高［（713.8±29.1）×109对

（311.0±4.5）×109/L，P<0.001］，随后缓慢下降，但相较对照组

仍维持较高水平并具有统计学差异。与对照组相比，DAC

干预后脾脏M2型巨噬细胞荧光强度显著增加；尽管M1、M2

型巨噬细胞百分比均明显增加，但 M1/M2 比值显著下降。

讨论 低剂量DAC可促进巨噬细胞向M1及M2型巨噬细胞

极化，其中M2型极化尤为显著，从而下调M1/M2比值，但其中

促进巨噬细胞特异性极化的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E92. Profile of thrombosis distribution following

haploidentical and identical- sibling transplanta-

tion. A 15-year experience at a single center in Chi-

na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Hematology, Peking University Liu

Xiao, Zhang Xiaohui, Wang Qianming, He Yun, Zhu Xiaolu,

Han Wei, Chen Huan, Chen Yuhong, Wang Fengrong, Wang

Jingzhi, Zhang Yuanyuan, Mo Xiaodong, Chang Yingjun, Xu

Lanping, Liu Kaiyan, Huang Xiaojun.

Introduction Thrombotic episodes are a serious cause

of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

plantation (HSCT) patients.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n

the incid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thrombosis after HSCT, but no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distribution, fre-

quency and occurrence time of thrombosis in allogeneic HSCT

recipients is available. Given that the complications after

HSCT correlate with the transplant type, the incidence of

thrombosis may also differ in different transplant protocals.

Our center has explored and carried out haploidentical HSCT

for a long time, and this study aimed to compare the thrombo-

sis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haploidentical HSCT and identical-

sibling HSCT.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allogeneic

HSCT recipients at the 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Hematol-

ogy was conducted from 2003, the initiation of haploidentical

HSCT, to 2017. All haploidentical HSCT donors were treated

with G-CSF, and the HSCT recipients received a modified bu-

sulfan (BU)/cyclophosphamide (CY) + antihuman thymocyte

immunoglobulin (ATG) regimen for myeloablative condition-

ing and a cyclosporine A(CsA) + mycophenolate mofetil

(MMF) + short-term methotrexate (MTX) regimen for GVHD

prophylaxis. Thrombotic episodes in our study were classified

into groups including deep-vein thrombosis (DVT), pulmonary

embolism (PE), catheter-induced thrombosis (CIT), stroke, por-

tal vein thrombosis (PVT) and others. DVT and PE belonged

to venous thromboembolic events (VTE). Univariate and multi-

variable Cox models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in-

cluding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 comorbidity index (HCT-

CI),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rombotic events. Results We

identified 2 392 haploidentical HSCT recipients and 727 identi-

cal-sibling HSCT recipients, and a total of 219 (7.02%) throm-

boembolic events were registered. Among them, 166 thrombo-

embolic events developed after haploidentical HSCT, includ-

ing 51 cases (2.13%) of DVT, 3 cases (0.13%) of PE, 63 cases

(2.63%) of CIT, 40 cases (1.67%) of stroke, 4 cases (0.17%) of

PVT and 5 cases (0.21%) of other thrombotic episodes. Addi-

tionally, 42 thromboembolic events developed after identical-

sibling HSCT, including 14 cases (1.93%) of DVT, 0 cases of

PE, 17 cases (2.34%) of CIT, 10 cases (1.38%) of stroke, and 1

case (0.14%) of PVT. The incidence of thrombosis in haploi-

dentical and identical-sibling HSCT recipients was not signifi-

cantly different(P>0.05). CIT appeared on day 26 of BMT (me-

dian value; range, 15 to 48), VTE (PE, DVT) on day 215

(range, 20 to 732), stroke on day 47 (range, 22 to 268), and

PVT on day 55 (range, 40 to 274). The overall survivals (OSS)

of these thrombosis groups were 92.1% , 90.7% , 37.5% and

25% . Patients with VTE and CIT have a significantly longer

OS than those with PVT and stroke (P<0.05). Based on our

nested-control study, HCT-CI≥3 (P<0.05) and GVHD (P<0.05)

were significant risk factors for thrombosis occurrence in

HSCT recipients in multivariable Cox models. Conclusion

The incidence of thrombosis in haploidentical and identical-sib-

ling HSCT recipient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CIT was

the most common thromboembolic event in HSCT recipients

at our center, followed by VTE, stroke, and PVT. Among

them, patients with VTE and CIT have a significantly longer

OS than those with PVT and stroke. HCT- CI≥3 and GVHD

were significant risk factors for thrombosis occurrence in

HSCT recip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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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3. More about plasma exchange with low- dose

rituximab sequential to cyclosporine for patients

with thrombot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Song Jia,

Huang Lei, Liu Hui, Li Lijuan, Ding Kai, Wang Yihao, Guan

Jing, Wang Guojin, Shao Zonghong, Fu Rong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PEX

with low- dose rituximab (RTX) sequential to cyclosporine

(CSA) for the patients with TTP. Methods Forty- five pa-

tients with primary TTP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dy from Febru-

ary 2006 to August 2016. Eleven patients received the treat-

ment of PEX with low-dose RTX sequential to CSA at the ini-

tial of disease, fourteen patients received the treatment of PEX

with cyclophosphamide (CTX) sequential to CSA, the remain-

ing ones received the basic therapy of PEX with corticoste-

roids. The clinical features, laboratory studies, outcomes, and

adverse drug reactions were also investigated. The number and

subtype of peripheral B lymphocytes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Results All patients received the basic therapy of

PEX with corticosteroids, the total response rate was 77.8% .

Four patients exacerbated within one month, while nine pa-

tients relapsed within 6 months, thirteen patients relapsed with-

in one year. The 90-day all-cause mortality of our patients was

15.6% (n=7), four patients died of severe infections, and the re-

maining three patients died of encephalorrhagia (1), renal fail-

ure (1) and heart failure (1). The response rate in the group of

bas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drug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group of basic therapy (88.0% vs

65.0%), with significantly lower relapse rate (22.7% vs 61.5%,

P<0.05) and 90-day all- cause mortality rate (4.0% vs 30.0%,

P<0.05) in the group of basic therapy combined with immuno-

suppressive drugs. We further compared the efficacy of ritux-

imab and cyclophosphamide. The response rate was higher in

the group of rituximab sequential to cyclosporine than that in

the group of cyclophosphamide sequential to cyclosporine

(90.9% vs 85.7%), meanwhile, the relapse rate (12 months) in

the group of RTX sequential to CS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group of CTX sequential to CSA (0 vs 41.7%,

P<0.05). The ratio of CD5/CD20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from 32.91% (19.10%- 52.73% ) to

13.42%(7.21%-17.86%) six months after the first dose of ritux-

imab without serious infections. Meanwhile, there were no sig-

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level of serum creatinine after the

treatment of rituximab sequential to cyclosporine compared

with other groups. Conclusions Although our study was lim-

ited by being retrospective and its small sample number, it

showed that PEX with low-dose rituximab sequential to cyclo-

sporine wa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option for the TTP patients

with higher response rate and lower relapse rate.

E94. 止血中成药的合理应用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 刘清池 王建英

目的 论述血液病患者出血如何使用中成药治疗。方

法 将常用市售用止血作用的中成药，根据其药物成分和适

应症分类。结果 常用市售用止血作用的中成药分为凉血

止血、收敛止血、补气摄血、化瘀止血四大类，临床应根据患

者出血情况、伴随症状区别应用，可单独或联合应用，以期达

到止血效果。凉血止血中成药如云南白药、裸花紫珠片、江

南卷柏片、生血小板胶囊等可用于出血频繁，以齿龈、鼻腔渗

血、咳血、颈面部及上肢出血点为主，经常发热，口渴，咽干的

患者，脏连丸、槐角丸用于便血、痔疮出血，宫血宁、断血流用

于子宫出血；收敛止血中成药如十灰丸、血尿胶囊等用于尿

血、便血；补气摄血中成药四君子丸、补中益气丸等用于吐

血、便血、尿血；化瘀止血药三七胶囊、复方三七胶囊用于外

伤出血、皮下血肿及关节腔出血。结论 临床应用止血中成

药治疗血液病患者出血应根据患者出血情况，参考中成药成

份和说明书适应症选择应用。

E95. 多学科合作成功救治一例重症腹腔出血伴巨
大血肿血友病A患者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朱维维 吴凡 翟志敏

患者，男，14岁，确诊血友病A型（中间型），因“腹痛半

天”就诊，诊断为腹腔出血伴血肿、失血性休克，血液科会诊

后收入 ICU，患儿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多脏器功能障碍、乳酸

酸中毒及挤压综合征，予心肺复苏、气管插管、升压、补充因

子VIII、大量输血、冰冻血浆及床旁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等

治疗，介入科行微创手术明确有无动脉破裂出血，行腹腔穿

刺置管引流减压，共引流血性液体约10000 ml。患儿腹腔血

肿范围进行性缩小，好转出院。

E96. 一种新的GPIIIa基因缺失/插入突变引起的
血小板无力症家系调查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李振江 徐静 张卫娜 宋渊

费妍 杨桂玲 汤爱平

先症者，女，12岁，因反复皮肤、黏膜出血12年伴月经增

多10余天入院。患者自出生后2月即出现皮肤出血，学龄前

出现齿龈及鼻出血，后皮肤出血有好转，2017年10月左右月

经初潮，出现月经期延长，月经量增多，需输注血小板等相关

治疗。曾于上海瑞金医院就诊，查血小板对ADP、肾上腺素

无聚集，但用瑞斯托霉素诱导时聚集正常，考虑为血小板无

力症。患者父母为近亲结婚，患者的曾奶奶及曾外公为同父

异母兄妹。患者胞兄 5岁时因口腔及鼻出血死亡。家族中

其他成员并无类似出血史。入院时查体：贫血外观，皮肤无

明显出血点。血常规示小细胞低色素性贫血，血小板计数正

常，外周血涂片血小板形态正常，凝血功能正常，血块收缩不

良。流式细胞术检测血小板表面 CD41 阳性率为 0.07%，

CD61阳性率为 0.04%，CD42a阳性率为 97.89%。诊断为血

小板无力症，予血小板输注、止血、补铁等治疗，并予炔雌醇

环丙孕酮片口服，月经出血停止。全外显子测序结果发现先

症者 ITGB3 基因（血小板膜糖蛋白 GPIIIa）第 11 外显子

c.1784-1802delinsGTCACA基因纯合突变，在此变异中编码

区第 1784 号到 1802 号共 19 个碱基 CCAGCAATGGGCT-

GCTGTG被 6碱基GTCACA替代。家系成员中患者父母、

外婆、胞弟均发现 ITGB3 基因第 11 外显子检出 c.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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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delinsGTCACA杂合突变。

E97. 在儿童慢性血小板减少症病例中寻找遗传性
血小板减少症的单中心临床数据分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马静瑶 谷昊 傅玲

玲 陈振萍 吴润晖

目的 了解遗传性血小板减少症（HT）在儿童慢性血小

板减少症中的检出率及其临床和实验室特点，为临床早期识

别和诊断HT提供依据。方法 收集2016年4月至2018年5

月就诊于北京儿童医院病史超过1年、免疫治疗效果欠佳的

血小板减少症患儿的临床资料，并进行基因二代测序筛查

HT，对已确诊为HT的患儿进行临床和实验室特点总结和分

析。结果 共纳入儿童慢性血小板减少症 161例，男 92例，

女69例，中位发病年龄3.96（0.02~15.22）岁，43例（26.7%）存

在突变基因，其中临床确诊为HT 24例（14.9%），其发病月龄

（7.08月）显著低于非HT病例（53.07月），黏膜出血和内脏出

血发生比例（45.5%）显著高于非HT病例（17.3%）；发生基因

突变频率最高的HT病种分别为WAS和MYH-9综合征（各7

例），其次为血小板减少症 2型，2例。WAS均为男性，中位

发病月龄为 2.50（0.23~4.43）月，突变均来源于母亲，外周血

涂片可见小血小板，出血程度较重，其中4例（57.1%）有口腔

黏膜出血和鼻出血，3例（42.9%）有脏器出血。MYH-9综合

征男、女分别为 2、5 例，中位发病月龄为 12.00（0.30~16.70）

月，外周血涂片均可见大血小板，临床出血以皮肤黏膜出血

为主，未见脏器出血病例。血小板减少症 2 型男女比例均

等，出血表现和实验室检查无特异性，对静脉丙种球蛋白和

糖皮质激素治疗反应不佳，易与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混淆。结论 HT在儿童慢性血小板减少症病例中的检出率

为14.9%，其中以WAS和MYH-9综合征最为常见，临床上对

于具有下述特点的血小板减少患儿：婴幼儿起病，免疫治疗

效果欠佳，血小板形态异常，某些类型临床出血程度较重

（WAS），需积极完善基因二代测序进行确诊。

E98. 非肌性肌球蛋白重链 9基因突变相关Epstein

综合征一例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李小芳 魏永强 韦祁 冯茹

患者，男，18岁，因“发现血小板减少伴鼻出血 14年”入

院，既往多家医院诊治，考虑“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反

复糖皮质激素治疗，血小板水平最高可上升至 92×109/L，但

停药后复发，血小板计数（10~30）×109/L，静脉丙种球蛋白疗

效欠佳。因不耐受激素副作用，患者自行停用激素，寻求中

医中药治疗，病情仍反复发作。多次行骨髓穿刺，提示“增生

性骨髓象，巨核细胞5~380个/片不等，可见大血小板及巨血

小板，铁染色提示缺铁”。14岁时发现蛋白尿，考虑“慢性肾

炎”，未予特殊处理。15岁时发现双耳听力下降，呈间歇性，

偶伴耳鸣，未予诊治。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排除假性血小

板减少及自身免疫性疾病、甲状腺疾病、病毒感染、幽门螺杆

菌感染、血小板型VWD、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淋巴系统增殖性疾病、恶性血液病等导致的血小板减

少，患者外周血涂片和骨髓穿刺涂片中均发现巨大血小板，

未发现中性粒细胞包涵体，同时患者还有双耳感音神经性耳

聋和慢性肾功能不全，眼部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二代测序提

示非肌性肌球蛋白重链 9基因（MYH9）基因 17号外显子第

2104位核苷酸存在C>T杂合突变，从而导致第702位密码子

CGT（编码Arg）突变为密码子TGT（编码Cys）。家系调查未

发现其他患者。综合各种检查结果和临床表现，MYH9相关

的Epstein综合征诊断成立。

E99. 糖皮质激素联合根除幽门螺杆菌治疗原发免
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Meta分析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血液科 刘加军 邓海媚 冯

亚淑

目的 比较糖皮质激素单药与根除幽门螺杆菌（HP）方

案联合治疗HP感染的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者

的疗效及复发情况。方法 计算机检索Cochrane Library的

临床对照试验数据库 CENTRAL、Embase、Pubmed、中国生

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中数据库（CBM、WBM）、中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纳入糖皮质激

素联合根除HP治疗 ITP的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RCT），检

索时限均为1990年1月至2017年10月。由2位研究者独立

筛选文献，提取基本资料及依据Cochrane风险偏倚评估工具

进行质量评价，采用 RevMan5.3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结

果 共纳入15篇文献（975例患者）。Meta分析结果：与对照

组相比，糖皮质激素联合根除HP方案疗法有更好的显效率

（OR=2.31, 95%CI 1.75~3.05, P<0.01）及总有效率（OR=3.38,

95%CI 2.38~4.80，P<0.01）。并且联合用药组分别在 6、12、

24 个月内有较低的复发率。结论 对于 HP 感染的 ITP 患

者，联合根除HP疗法能够显著提高疗效且减少复发。因受纳

入研究数量及质量影响，上述结论需要高质量、大样本的前瞻

性随机对照研究进一步证实。

E100. 低血小板计数可能是初诊急性早幼粒细胞白
血病患者严重出血的最重要因素
1. 南京市第二医院；2.江苏省人民医院 宋玉华 1 陆化 2

目的 评估诱导治疗期间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APL）患者异常凝血指标的恢复情况，以期为APL患者严重

出血提供更适宜的治疗策略。方法 对 112例初诊APL患

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诱导期早期死亡率（ED）为

5.36%（4/6），出血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高危组APL患者

的WBC、乳酸脱氢酶（LDH）、凝血酶原时间（PT）、纤维蛋白

原（Fbg）、HGB 和骨髓早幼粒细胞（BMP）比例显著高于低/

中危组。在严重出血患者和轻度出血患者之间，WBC、

BMP、PLT、LDH、D-二聚体、PT、Fbg 水平以及 FLT3-ITD 突

变存在显著差异。诱导治疗期间止血变量随着诱导治疗显

著改善。严重出血患者的PLT、PT和Fbg恢复时间明显慢于

轻度出血患者。出血仍是诱导期死亡的最常见原因。高危

患者更容易出现严重的临床出血症状。与轻度出血患者相

比，严重出血患者增殖特征更快和 FLT3-ITD 突变率更高。

严重出血患者的止血变量恢复较轻度出血患者明显减缓，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低血小板计数可能是初诊APL患

者致命性出血的主要原因。

E101. 豆蔻酰佛波醇乙酯刺激后HUVEC细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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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C细胞分泌的VWF多聚体分布的比较研究
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卫生部血栓

与止血重点实验室；2.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马珍妮 1

谢丽倩 1 凌婧 2 殷杰 1 苏健 1 沈飞 1 阮长耿 1

目的 人内皮细胞能合成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多

聚体，主要储存在Weibel-Palade小体中，然后在受到刺激的

时候分泌至血浆。本研究中，就两种不同的人来源的内皮细

胞分泌VWF多聚体的情况做了探索性的研究。方法 人脐

静脉内皮细胞（HUVEC）来源于人的脐静脉血管。外周血过

度生长的内皮细胞（BOEC）来源于正常人外周血。细胞在

铺有 I型胶原的6孔板上培养24 h。50 nmol/L豆蔻酰佛波醇

乙酯（PMA）刺激1 h后收集细胞上清。VWF多聚体用1.3%

琼脂糖电泳和 Western 印迹分析。结果 在 PMA 刺激后，

BOEC释放的VWF相比与HUVEC释放的VWF大分子量部

分减少，而小分子量部分增加。而BOEC供者血浆与正常人

混合血浆的多聚体分布相似。结论 近年来，BOEC细胞对

于临床诊断和基因治疗是很有前景的工具。而由于不同的

内皮特征，BOEC细胞和HUVEC细胞对于VWF的合成和释

放有不同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102. TPO一线治疗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
临床研究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贾国荣 李志芹

目的 观察 TPO 一线治疗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ITP）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试验组及对照组各 20例患

者，试验组采用地塞米松40 mg/d×4 d+TPO 15000 U/d，地塞

米松停用后改为泼尼松 1 mg·kg-1·d-1口服，逐渐减量停用。

对照组地塞米松及泼尼松用法及用量与试验组相同。结

果 以血小板计数升高至 50×109/L为阈值，对照组 12例达

到阈值，达到阈值平均时间为 7.5 d，试验组 17例达到阈值，

达到阈值平均时间为5.2 d。两组患者均未发生明显的治疗

相关不良反应。结论 TPO联合地塞米松一线治疗可更快

地提高血小板水平，减少出血风险，并且未明显增加治疗相

关不良反应。

E103. 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治疗妊娠合并原发免疫
性血小板减少症一例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袁雯

E104. Akt抑制GPIbα介导的血小板凋亡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苏省血液研究所 刘俊 闫荣

赵丽丽 胡仁萍 刘春亮 崔庆亚 肖伟玲 周康熙 戴

克胜

目的 研究蛋白激酶Akt调控血小板凋亡的分子机制，

以期为血小板凋亡相关疾病的预防、治疗及延长血小板库存

时间等方面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Ristocetin/VWF和

剪切力/VWF诱导血小板凋亡，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血小板

线粒体膜电位去极化及磷酯酰丝氨酸外翻情况；Western blot

检测凋亡蛋白 Bad 的磷酸化水平，免疫共沉淀试验检测

14-3-3ζ与 Bad 及 GPIbα的相互结合情况，激光共聚集检测

14-3-3ζ与Bad及GPIbα的共定位情况，利用基因敲除小鼠进

行体内实验验证。结果 Ristocetin/VWF和剪切力/VWF均

可诱导血小板发生凋亡。活化Akt抑制GPIbα介导的血小板

凋亡，促进凋亡蛋白Bad的磷酸化及与14-3-3ζ的共定位；抑

制Akt活性则促进GPIbα介导的凋亡，增强GPIbα与 14-3-3ζ

的结合。且蛋白激酶B缺失的小鼠来源血小板对Ristocetin/

VWF和剪切力/VWF的反应较野生型更易发生凋亡。结论

Akt抑制GPIbα介导的血小板凋亡，14-3-3ζ在调控GPIbα介

导的血小板凋亡过程中起重要调控作用。

E105. RIP3对血小板功能及血栓形成的促进作用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闫荣 田璟鸾 赵丽丽 江淼

李振宇 阮长耿 何苏丹 戴克胜

目的 探讨受体相互作用蛋白-3（RIP3）对血小板功能

及血栓形成的调控作用，以期为治疗血栓性疾病提供新的靶

点。方法 应用小鼠尾出血实验及FeCl3损伤小鼠肠系膜小

动脉血栓模型比较野生型小鼠和RIP3-/-小鼠止血和血栓形

成的能力。血小板聚集及ATP释放实验研究RIP3对血小板

功能的影响。血小板铺展实验和血块收缩实验研究RIP3对

整合素 aIIbβ3外向内信号的影响。小鼠血栓模型研究RIP3

抑制剂对血栓形成的作用。结果 RIP3-/-小鼠尾出血时间

及血栓形成的时间较野生型小鼠均明显延长。血小板聚集

实验表明血小板 RIP3 缺失减弱了血小板对低剂量诱导剂

U46619和凝血酶的反应，不影响胶原和ADP诱导的血小板

聚集。ATP 释放结果表明 RIP3 缺失显著抑制了 U46619 和

凝血酶诱导的血小板ATP释放。RIP3缺失血小板在纤维蛋

白原表面的铺展能力显著下降，RIP3-/-血块收缩时间明显延

长。RIP3抑制剂GSK’872剂量依赖的抑制U46619和凝血

酶诱导的血小板聚集，并抑制了小鼠的血栓形成。结论

RIP3通过促进血小板活化，影响止血和血栓形成，可能为治

疗血栓性疾病提供新的治疗靶点。

E106. 蛋白激酶A调控血小板凋亡机制及其临床应
用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 赵丽丽 刘

俊 闫荣 刘春亮 胡仁萍 周康熙 戴克胜

目的 研究糖尿病、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和

细菌感染等疾病中血小板凋亡发生的情况及潜在分子调控

机制，为血小板凋亡相关疾病的预防、治疗等提供新的思

路。方法 利用Western blot、流式细胞术、ELISA等技术手

段研究糖尿病、ITP和细菌感染等疾病中血小板凋亡发生及

血小板蛋白激酶A活性的变化。利用Western blot、流式细

胞术、激光共聚集等生物学手段研究血小板经PKA抑制剂

H89作用后的血小板凋亡情况及凋亡蛋白的变化，扫描电子

显微镜观察经PKA抑制剂H89作用后血小板超微结构的变

化，免疫共沉淀检测血小板凋亡蛋白Bad与Bcl-xl及 14-3-3

蛋白的结合情况及在胞浆及线粒体上的分布情况，利用激光

共聚焦检测Bad与Bcl-xl及14-3-3蛋白的共定位情况作进一

步验证。利用PKA基因敲除小鼠检测血小板凋亡情况及体

内生存周期。利用PKA活化剂及动物实验进一步验证PKA

在调控血小板凋亡过程中的角色及分子机制。结果 糖尿

病、ITP和细菌感染伴随血小板凋亡比例上升，同时血小板

PKA的活性显著降低。蛋白激酶A抑制剂H89可体外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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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涤血小板发生凋亡，且呈时间及剂量依赖性。机制研究发

现，H89显著抑制凋亡蛋白Bad第 155位丝氨酸的磷酸化水

平；进而抑制Bad与14-3-3蛋白的结合，促进Bad与Bcl-xl的

结合并定位于血小板线粒体膜上。体内实验结果显示，PKA

敲除后小鼠血小板凋亡趋势显著增加，生存周期缩短。PKA

活化剂可抑制病理性因素诱导的血小板凋亡。结论 蛋白

激酶A通过改变血小板凋亡蛋白Bad的磷酸化参与调控血

小板凋亡过程，在血小板凋亡相关疾病的预防、治疗等方面

具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E107. 评估抗凝血酶在血液肿瘤相关弥散性血管内
凝血（DIC）中的诊断及预后价值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魏卿 牛挺 邓承祺

目的 探讨抗凝血酶（AT）在血液肿瘤相关弥散性血管

内凝血（DIC）中的诊断及预后价值。方法 回顾性纳入

2012年6月-2017年5月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科确诊血

液肿瘤且临床疑诊DIC的260例患者，收集临床数据及各项

凝血指标数据。以国际血栓与止血委员会（ISTH）DIC积分

表及中国DIC积分系统（CDSS）作为诊断标准，以 28 d死亡

率为预后标准。分别计算总体样本及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

病（APL）亚组中的AT均值的组间差异及其与各指标的相关

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估诊断及预后，估测效能。

结果 总样本中，使用CDSS作为诊断标准，显性DIC组患

者 AT 的均值显著低于非显性 DIC 组（68.9%对 82.3%，P<

0.001），以 ISTH 为诊断标准，组间均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以 28 d死亡率作为预后标准，死亡组患者AT均

值显著低于生存组患者（65.1%对 87.2%，P=0.00）。根据诊

断及预后的均值差异建议AT阈值以70%为界限。双因素相

关性分析中，AT与 28 d死亡率、APTT相关性最好。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中，以CDSS诊断DIC及28 d死亡率均与AT

有相关性。ROC曲线显示AT作为单一指标的DIC诊断效

能较差，预后评估效能较理想。若将CDSS中的APTT替换

为AT进行积分，CDSS的预后估测效能会进一步提升。在

APL亚组，AT在诊断及预后评估时的组间均值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01），但 AT 阈值较整体样本提高，接近于

80%。同时，AT对于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亚组患者

的诊断价值有限，且预后评估价值不如整体样本，ROC曲线

显示使用 AT 替代 APTT 的 CDSS 对预后价值的提升不大。

结论 AT是具有DIC诊断价值的凝血指标之一，与CDSS积

分系统相关性较好。此外，AT可作为独立预后指标，对于血

液肿瘤相关DIC患者，使用AT代替APTT作为CDSS积分的

指标之一，有助于纳入更多潜在死亡风险较高的患者。对于

APL 患者，AT 的 DIC 诊断价值有限，不建议将 CDSS 中

APTT替换为AT进行预后评估。

E108. 中医血瘀理论与恶性血液病血栓栓塞的研究
江苏省中医院 张文曦

E109. An absence of platelet activation following

thalidomide treatment in vitro or in vivo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Luo

Qi, Wu Xiaoqing, Wei Guangyu, Wu Yulu, Zeng Lingyu, Qiao

Jianlin, Xu Kailin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thalidomide on plate-

let activation under resting conditions in vitro and in vivo.

Methods Isolated human or mouse platelets were tre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thalidomide (10, 50 and 100

mg/ml) for 60 min at 37 ℃ followed by analysis of platelet sur-

face expression of platelet receptors GPIba, GPVI, aIIbβ3 and

P-selectin, and PAC-1 or fibrinogen binding, by flow cytome-

try and collagen- or ADP-induced platelet aggregation. In addi-

tion, thalidomide (200 mg/kg) was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in-

to mice for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halidomide on platelet acti-

vation in vivo. Results No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P- selec-

tin, PAC-1 or fibrinogen binding was observed in either human

and mouse platelets after thalidomide treatment in vitro for 60

min at 37 ℃. Thalidomide treatment also did not affect expres-

sion of GPIba, GPVI or aIIbβ3, nor did it affect collagen- or

ADP- induced platelet aggregation at threshold concentrations.

However, while mice injected with thalidomide displayed no

increased surface expression of platelet P- selectin or aIIbβ3,

there was a significantly shortened tail bleeding time, thrombin

time, prothrombin time together with higher levels of Factor

IX and fibrinogen. Conclusions Thalidomide at therapeutic

doses does not directly induce platelet activation under resting

conditions in vitro or in vivo, but results in increased procoagu-

lant activity, which could explain the thalidomide- dependent

prothrombotic tendency in patients.

E110.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外周血记忆性
干细胞样T细胞亚群的检测及意义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曹江 张常晓 韩笑 徐开林

目的 检测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者治疗前

后外周血记忆性干细胞样T细胞（TSCM）亚群的变化，探索

其在 ITP 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 选取 2017 年 4 月至

2017年 7月在我院血液内科住院的 ITP患者 20例，其中男 8

例、女 12例，中位年龄 42（21~84）岁。20例 ITP患者根据有

无治疗及治疗效果分为治疗前组、治疗后组（完全反应 10

例、有效 6例、无效 4例），20例健康体检者设为对照组。流

式细胞术检测 ITP 患者及健康对照者外周血初始 T 细胞

（TN）、TSCM、中枢记忆性T细胞（TCM）、效应记忆性T细胞

（TEM）、效应性T细胞（TE）分别占CD4+、CD8+ T细胞的百分

率。通过分析 TSCM 变化与治疗效果的相关性，探索其在

ITP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结果 ①治疗前组外周血CD4+ T

细胞所占百分率低于健康对照组（P<0.05），而CD8+ T细胞所

占百分率高于健康对照组（P<0.01）。②治疗前组 TN、

TSCM、TCM、TEM、TE占CD4+ T细胞的百分率与健康对照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③治疗前组CD8+ TSCM百分率

较健康对照组升高（P<0.05），TN、TCM、TE、TEM所占CD8+

T细胞百分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④ITP患者治疗后组较治

疗前组外周血CD8+TSCM所占百分率明显降低（P<0.01），其

中完全反应+有效患者治疗前外周血CD8+ TSCM比例较无

效组患者治疗前及健康对照组升高（P<0.01），经糖皮质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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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明显下降（P<0.01）；无效组患者治疗前后较健康对照

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ITP 患者外周血中存在

CD4+ T细胞、CD8+T细胞比例失衡；其外周血CD8+ TSCM所

占比例升高，经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完全反应+有效患者CD8+

TSCM比例恢复正常，而无效组患者变化不明显，提示CD8+

TSCM比例失衡可能参与了 ITP的发病过程。

E111. 心力衰竭与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发病风险：系
统评价与Meta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唐亮 胡豫

目的 探讨不同临床背景下住院心衰患者静脉血栓栓

塞症（VTE）发病的绝对和相对风险。方法 检索数据库为

PubMed、EmBase、Evidence-Based Medicine Reviews、Allied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 Database、Ovid HealthSTAR、

Global Health、Ovid Nursing Database、Web of Science、CI-

NAHL Plus、ProQuest Central、Conference Papers Index、BIO-

SIS Previews 以及 ClinicalTrials。纳入标准为研究心衰与

VTE 风险的所有临床型论著，发表时间为 1955 年 1 月至

2015年3月，无语言限制。对于数据不完整的文献联系通讯

作者索要信息。VTE发生率采用中位数及四分位数报告；相

对危险度以及 95%置信区间采用随机效应合并。统计过程

使用STATA 12.0软件。结果 检索出 8673篇相关文献，最

终纳入 71篇论著，含有 88个研究队列，研究不存在发表偏

倚。住院心衰患者VTE的总体发生率为2.48%；未采取和采

取抗栓预防措施者 VTE 发生率分别为 3.73%和 1.47%。在

不同亚组和敏感性分析中，心衰住院患者VTE风险显著升

高，优势比为 1.51（1.36~1.68）。在老年人口中，VTE归因于

心衰的比例从 2.75%升至 10.23%。如果心衰住院患者常规

抗栓预防，预计全世界每年将有效阻止 299820例次VTE事

件的发生，欧美国家能够节约$78亿的医疗花费。结论 心

衰是常被忽视的VTE独立危险因素，临床实践中应重视心

衰住院患者VTE的合理预防。

E112. 静脉血栓栓塞症的相关危险因素临床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程汉娟 余自强

目的 分析住院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的临床特征和相

关危险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至2017年我院诊断

静脉血栓栓塞症（VTE）住院患者的人口学特征、相关的遗传

性及获得性危险因素。采用发色底物法测定抗凝血酶（AT）

及蛋白C（PC）活性，采用凝固法测定蛋白S（PS）活性。部分

患者行二代基因测序。结果 共纳入198例VTE患者，中位

年龄61（14～92）岁，男女比例约1.3:1。其中初发病例175例

（88.4%），复发病例23例（11.6%）。发病年龄主要集中在61~

70岁的年龄段，男性发病年龄高峰在51~60，中位年龄59岁；

女性患者发病年龄高峰在61~70岁，中位年龄62岁。对男性

及女性患者在年龄分布构成比方面进行统计，发现差异并无

统计学意义。以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最常见（占

68.7%），其中左下肢较右下肢多见（占下肢DVT 58.1%），考

虑与左髂总静脉的生理解剖特征有关。VTE的发生受多种

因素影响，在本组病例中，主要获得性危险因素有年龄>70

岁（35.4%）、制动/卧床（24.7%）、恶性肿瘤（21.2%）、手术/外

伤（20.1%）；同时具有 2种及以上获得性危险因素占 79.6%。

有 104例患者外周血行 PC、PS、AT活性测定，AT缺乏 12例

（11.5%），PS缺乏11例（10.6%），PC缺乏8例（7.2%）；在这些

抗凝蛋白缺乏者中，有61.3%的患者同时伴有获得性危险因

素。部分 VTE 患者检出同型半胱氨酸、抗心磷脂抗体

（ACA）及抗β-GP1抗体明显升高，认为高同型半胱氨酸及抗

磷脂抗体也是血栓形成危险因素。对于年龄较小（<40岁），

反复出现血栓，无明显获得性危险因素 3例患者，进行二代

基因测序发现PS、AT基因突变导致活性下降。结论 住院

患者VTE以下肢DVT最常见，发病年龄集中在61~70岁，主

要的常见的遗传性危险因素有先天性PC、PS、AT的缺乏，较

常见的获得性危险因素有年龄>70岁、手术外伤、恶性肿瘤等；

另外高同型半胱氨酸及抗磷脂抗体也是VTE发生的危险因

素。VTE的发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有多种危险因

素并存时，VTE发生的风险增加。探索VTE患者血栓形成相

关危险因素有助于为临床抗凝治疗的应用提供重要依据。

E113. 二例新的遗传性抗凝血酶缺乏致静脉血栓分
子研究机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程汉娟 余自强

目的 抗凝血酶是人体内最重要的抗凝物质之一，通过

抑制凝血酶及活化的凝血因子 IX、X、XI及XII丝氨酸蛋白

酶的活性维持机体出凝血平衡，长期以来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已证实AT缺乏是易栓症遗传性危险因素之一，在亚裔人群

中尤为突出，当某些抗凝蛋白发生数量或质量缺陷易引发血

栓形成。方法 收集 2例反复发生静脉血栓并诊断为遗传

性抗凝血酶缺乏患者的临床资料，并绘制家系图；采用PCR

法和核酸测序方法对先证者及其家族中其他成员抗凝血酶

基因的 7 个外显子及其两翼内含子序列进行扩增、测序分

析。结果 1例为AT基因 3号外显子发生点突变而导致的

错义突变，致第 198位酪氨酸突变为天冬酰胺酸（Y198N），

导致肝素结合区域空间构象改变。另1例则为3号外显子第

2203-2212 号缺失 10 个碱基引起读码框移突变，最终导致

229位精氨酸出现终止密码子（R229X），形成截短型抗凝血

酶蛋白，从而失去活性。并且 2 例均为国际首次报道。结

论 通过临床表现、家系分析、基因测序证实 2例遗传性抗

凝血酶缺乏症患者的基因突变而导致血浆中抗凝血酶含量

或活性降低，是导致静脉血栓栓塞症的分子机制。AT突变

的分子特点可为研究抗凝血酶蛋白结构与功能关系提供重

要的信息。

E114. Levels of soluble CD30 and CD26 and their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patients with primary im-

mune thrombocytopenia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Kunming Medical University

Wang Honghui, Gu Xueping, Zhou Zeping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levels of sCD30 or sCD26 and the activity of disease, and eval-

uate their value in ITP. Methods This study enrolled 47 pa-

tients diagnosed with ITP in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

es (Tianjin, China) from January 2015 to August 2015, incl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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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23 patients with active ITP and 24 patients in remission.

Twenty healthy persons were recruited as controls. Peripheral

blood of all subjects was collected. The mRNA expression of

CD30 was quantified by RT-PCR using SYBR Green as a dou-

ble- strand DNA- specific binding dye on an ABI- 7500 Se-

quence Detection System. Concentrations of sCD30 and

sCD26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plasma were measured by ELI-

SA. By analyzing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CD30 mRNA levels,

sCD30 and sCD26 concentrations, we found the factor associ-

ated with ITP. Results The concentration of sCD30 was sig-

nificantly higher in patients with active disease than in patients

in remission (median, 35.82 ng/ml vs 23.12 ng/ml, P=0.021)

and healthy controls (median, 35.82 ng/ml vs 25.11 ng/ml, P=

0.002), but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patients in remis-

sion and healthy controls(P=0.689). Plasma sCD26 levels were

decreased in patients in remission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

trols (median, 599.4 ng/ml vs 964.23 ng/ml, P=0.004). No dif-

ference was found in plasma sCD26 levels between patients

with active disease and healthy controls (P=0.072) as well as

between patients in remission and patients with active disease

(P=0.237). Ratios of sCD26/sCD30 in patients with active dis-

ease wer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

trols (median, 25.03 vs 42.64, P=0.005), while no difference

between ITP patients in remission and healthy controls as well

as active ITP patients (P=0.198, P=0.093, respectively). In ad-

dition,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mRNA expres-

sion of CD30 in PBMCs among ITP patients with active dis-

ease, patients in remission and healthy controls (P>0.05). By

analyzing the relevance of sCD30, sCD26 and sCD26/sCD30

ratio to platelet counts, disease courses and bleeding in patients

with active disease, no other relation was found except that

concentrations of sCD30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hem-

orrhage (r=0.493, P=0.017). Additionally, though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existed, concentrations of plasma sCD26 and

sCD30 were both reduced after effective treatment. Conclu-

sion Concentrations of plasma sCD30 increased in patients

with active ITP. Levels of sCD30 and sCD26/sCD30 ratios

may contribute to diagnose of ITP and evaluate the activity of

disease while sCD26 could not.

E115. 以肺栓塞为首发症状的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1.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2.

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液科 卢瑞南 1 韩雪 1,2 刘

文洁 1 陆化 1 李建勇 1

患者，男，39岁，2013年4月因“突发胸闷气促10 d”入住

某医院。肺动脉 CTA 示“右下肺动脉、左侧上下肺动脉栓

塞”。双下肢静脉造影未见深静脉血栓。血常规：PLT 492×

109/L，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定量、凝血功能、血液流变学未

见异常。确诊肺栓塞，予溶栓并全身抗凝后好转。每年复查

CTA未再发生肺栓塞。2017年 1月于我院查血常规：WBC

11.86×109/L，HGB 175 g/L，PLT 517×109/L，后多次复查血小

板计数（463~708）×109/L。骨髓象：粒系、红系、巨核系增生

活跃，血小板大簇易见。骨髓活检：网染阴性。MPN及易栓

症相关基因检测：JAK2V617F突变检测阳性，余未发现基因

异常。自身抗体检测阴性。确诊为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

E117. 全反式维甲酸通过Vav2-Rac1通路纠正 ITP

患者 tubulin β1单核苷酸多态性R307H导致的PPF

障碍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王辰璁 王亚楠 何云 陈琪 刘

晓 张加敏 薛婧 付海霞 赵晓甦 赵翔宇 孔圆 常

英军 刘开彦 黄晓军 张晓辉

目的 探索全反式维甲酸（ATRA）通过Vav2-Rac1通路

促进微管蛋白β1（tubulin β1）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对原发

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ITP）患者巨核细胞（MK细胞）成熟和

前血小板形成（PPF）的影响。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108 例

ITP 患者及 99 例健康对照。通过对外周血样本 PCR 进行

TUBB1中R307H SNP的鉴定。通过细胞分选从骨髓样品中

分离CD34+细胞，用TPO进行体外培养，其中一组培养前加

入ATRA，并且在第8天富集分化的MK细胞。应用Western

blot、rt-PCR 等方法检测分化的 MK 中 tubulin β1 的表达水

平。应用流式方法对 MK 细胞成熟、倍体进行检测。对

tubulin β1进行免疫荧光染色，并通过共聚焦荧光显微镜观

察。应用慢病毒转染特异性 siRNA下敲MK中Vav2、Rac1、

Pak2 水平，并应用 Western blot 检测 Vav2-Rac1 通路中各蛋

白水平及活性水平的变化。结果 108例 ITP患者与 99例

健康对照组之间的等位基因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TP

患者纯合子 SN 的 MK 细胞中 tubulinβ1 的蛋白水平显着降

低。纯合子SNP的 ITP患者MK细胞增殖水平正常，但成熟

减慢且PPF少。免疫荧光结果显示纯合子SNP ITP患者MK

细胞中 tubulinβ1多分布在胞质及核周。当加入ATRA共培

养时，纯合子SNP ITP患者MK细胞成熟及PPF增加。进一

步WB检测发现，ATRA可促进 stathmin磷酸化，从而促进微

管形成。对 stathmin 上游 Vav2-Rac1 通路进行检测，发现

ATRA可激活 ITP患者MK细胞中Vav2-Rac1通路，从而进一

步促进 stathmin磷酸化，利用 siRNA下敲通路中Vav2、Rac1

及Pak2水平后，ATRA不再对 stathmin的磷酸化起到促进作

用。结论 tubulin β1 SNP R307H在 ITP患者中的分布与正

常对照相当。具有 tubulinβ1 SNP的 ITP患者MK细胞成熟

障碍，PPF 异常。ATRA 可通过 Vav2-Rac1 信号通路纠正

tubulin β1的功能并促进MK细胞的PPF。

E118. Mesenchymal stem cell deficiency influenc-

es megakaryocytopoiesis through the TNFAIP3/

NF- kB/SMAD pathway in patients with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1.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

stitute of Haematology; 2.Beijing Key Laboratory of Haemato-

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3.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re of Haematology, Peking University He Yun1,2,3, Xu Lin-

lin1, Feng Feier1, Wang Qianming1,2,3, Zhu Xiaolu1,2,3, Wang

Chencong1, Zhang Jiamin1, Fu Haixia1,2,3, Xu Lanping1,2,3, Liu

Kaiyan1,2,3, Huang Xiaojun1,2,3, Zhang Xiaohui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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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19.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30例临床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文金 何静 余

建明 严晗 寇海明 刘敬迪 程志鹏 胡俊斌

目的 探讨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TP）的临床特

点及预后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2012年1月至2018

年5月诊治的30例TTP患者临床资料。结果 30例TTP患

者中，男9例，女21例。原发性和继发性TTP各占50%，继发

性因素以自身免疫性疾病多见。中位发病年龄50.5（14~73）

岁。所有患者均急性起病，临床表现以血小板减少相关症状

（86.7%）、微血管病性溶血性贫血（90.0%）、神经系统症状

（86.7%）多见，仅 13.3%有典型“五联征”表现。共 15例患者

行ADAMTS13活性检测，中位数为8.80%（0.01%~62.00%），

其中 9例活性重度减低（<10.00%）。根据血源供应、患者经

济及疾病变化等情况，采用血浆置换、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

剂、小剂量利妥昔单抗等不同治疗方案，18例患者（60%）治

疗有效，12例患者（40%）死亡（剔除 8例未进行充分治疗的

患者，死亡率为13.3%）。血浆置换基础上联合利妥昔单抗，

有效率达 100%。血浆置换次数少、病程中出现昏迷、“五联

征”表现与死亡率高相关（P<0.05）。结论 TTP 以女性多

见，典型的“五联征”表现少见，其诊断是基于临床资料的综

合分析，血浆ADAMTS13活性检测有助于确诊TTP。血浆

置换是TTP最重要的治疗方法，尽早启动可降低死亡率。小

剂量利妥昔单抗治疗的缓解率较高，可推荐用于TTP的一线

治疗。TTP患者病程中出现昏迷、临床表现为“五联征”提示

预后差。

E120. 异常纤维蛋白原血症一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 黄琴 李燕 毛敏 安利

张晓燕 艾合买提江 木拜尔 郎涛 王增胜 古再丽

阿孜古丽 王一淳 聂玉玲

目的 分析 1例异常纤维蛋白原血症患者的临床及基

因突变特征。方法 1例48岁的女性患者，入院后多次查凝

血功能纤维蛋白原 0.39~0.45 g/L，用免疫比浊法分析血浆中

Fg抗原含量，用PCR法扩增患者纤维蛋白原基因FGA、FGB

和FGG的所有外显子及其侧翼序列并测序寻找基因突变。

结果 患者肝功能、肾功能、体液免疫、甲状腺功能、肿瘤标

志物、淋巴细胞亚群、狼疮抗凝物正常，凝血因子Ⅱ、Ⅴ、Ⅶ、

Ⅷ、Ⅸ、Ⅹ、Ⅺ、Ⅻ的活性均正常，PT及APTT正常，纤维蛋白

（原）降解产物、D-二聚体均正常，纤维蛋白原抗原含量正常，

但活性明显下降，纤维蛋白原抗原含量/活性比值>2。FGA

基因 c.104G>A（p.Arg35His）杂合突变，c.181-96T>A纯合突

变。FCB、FGG未见突变。结论 c.104G>A（p.Arg35His）突

变为FGA基因的病理性热点突变，与遗传性遗传纤维蛋白

原血症有关；而 c.181-96T>A 纯合突变目前暂未明确的报

道，需进一步收集病例观察。

E121. 初治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糖皮质激素
联合大剂量维生素C治疗前后CTLA-4、T细胞亚
群及相关细胞因子水平的研究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李莉娟 张连生 杨锦才 郝正栋

郭晓嘉 楚松林 刘洋 周文

目的 探讨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者糖皮质

激素联合大剂量维生素C治疗前后外周血细胞毒T淋巴细

胞相关抗原4（CTLA-4）、T细胞亚群及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

变化，观察 ITP患者免疫状态，进一步探索维生素C在 ITP治

疗中的免疫机制。方法 收集2015年10月至2018年1月期

间在兰州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就诊的 ITP患者39例，分为大

剂量维生素C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组（试验组）以及糖皮质

激素治疗组（对照组）。通过流式细胞术分别检测两组患者

治疗前后外周血CTLA-4、Th1细胞、Th2细胞、Th17细胞、调

节性T细胞（Treg）比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

外周血 IFN-γ、IL-4、IL-10、IL-17细胞因子水平。结果 ①试

验组及对照组治疗前较治疗后相比，CTLA-4、Th2及Treg细

胞表达增加，Th1及Th17细胞表达减低；试验组治疗后与对

照组治疗后相比，CTLA-4、Th2及Treg细胞表达增加，Th1及

Th17细胞表达减低；试验组及对照组治疗前与治疗后相比，

IFN-γ、IL-17表达减低，IL-4、IL-10表达增加；试验组及对照

组治疗后相比，IFN-γ表达减低，IL-4、IL-10表达增加；②治疗

前外周血CTLA-4与 IFN-γ、IL-17呈负相关，与 IL-4、IL-10呈

正相关。结论 大剂量维生素C联合糖皮质激素治疗初治

ITP效果优于糖皮质激素；大剂量维生素C对 ITP的有效机制

可能是调节细胞免疫作用，但确切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

研究。

E122. 不同方案对激素无效或复发的原发免疫性血
小板减少症的疗效分析
1.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赖颖晖 1 陈永升 1 林秋璐 1 余丹 1 赵卫华 2 罗琳 2

庞秋奔 2

目的 探讨不同方案对糖皮质激素无效或复发的原发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

分析2011年1月至2017年6月376例成人 ITP患者的临床资

料，选择初始采用糖皮质激素治疗的 88例 ITP患者，对其中

治疗无效或复发者，评估进一步治疗的疗效，并比较不同治

疗方案的疗效。结果 糖皮质激素治疗无效或复发者 88

例，其中数据资料齐全可供分析者 66例，男 26例，女 40例；

中位年龄 41（15~87）岁。进一步治疗的总有效率为 56.1%。

按照不同的治疗方案分为 6组，各组有效率分别为：糖皮质

激素 58.3%，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 12.5%，利妥昔单抗

37.5%，脾切除 90.9%，免疫抑制剂 0%，联合治疗 75.0%。比

较 6 组不同治疗方案的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3）。结论 对于激素治疗无效或复发的 ITP，各种不同

治疗方案中，脾切除疗效可靠，激素仍有较好的效果。

E123. The expression and correlation research of

CTLA-4、T-lymphocyte subset and cytokines in im-

mune thrombocytopenia treated by vitamin C
Lanzhou university second hospital Li Lijuan, Zhang Liansh-

eng, Yang Jincai, Hao Zhendong, Guo Xiaojia, Chu Songlin,

Liu Yang, Zhou Wen

Objective Vitamin C in the treatment of Immune throm-

bocytopenia (ITP)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periph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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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d of cytotoxic T lymphocyte associated antigen 4 (CTLA

4), the expression of T cell subgroup and related cytokines, to

observe the Immune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ITP, further explore

the Vitamin C in the Immune mechanism in ITP treatment.

Methods Collected during October 2018 to January 2015 in

lanzhou university, the second hospital of ITP patients onset of

example, using the principle of random divided into corticoste-

roids and vitamin C in treatment group and glucocorticoid

treatment group.CTLA-4, Th1 cells, Th2 cells, Th17 cells, and

regulatory T cells (Treg)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Using enzyme -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to de-

tect peripheral blood IFN-γ, IL-4, IL-10, IL-17 cytokine levels.

Results ①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CTLA-4 and T cell subsets 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the expression of CTLA- 4, Th2,

and Treg cells was increas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treatment,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1 and

Th17 cells was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f-

ter treatment, the expression of CTLA-4, Th2 and Treg cells in-

creas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expression of Th1

and Th17 cells decreased. Detection of peripheral blood related

cytokine expression by ELISA, the expression of IFN-γ and IL-

17 was decreas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IL-4 and IL-10 was in-

creas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IFN-γ decreas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IL-4 and IL-10 increased. ②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used to

analyze CTLA- 4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FN-γ and IL- 17

before treatment,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L- 4 and IL-

10. Conclusion ①High-dose vitamin C combined with glu-

cocorticoids is superior to glucocorticoids in the treatment of

newly diagnosed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② CTLA- 4, T

cell subsets and related cytokin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 significant changes, suggesting that high-dose vitamin C

effective mechanism of ITP may be to regulate the cellular im-

mune function; ③he exact mechanism of action of high-dose

vitamin C needs further study.

E124. 广西地区血友病患者情况调查及现状分析
1.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赖颖晖 1 林秋璐 1 黄晓屏 2 李辉萍 2

目的 对广西地区的部分血友病患者调查研究，分析其

诊疗现状。方法 对广西地区的部分血友病患者的基本情

况、临床出血情况、治疗情况及身心健康情况等方面进行问

卷调查和研究分析。结果 ①患者基本情况：58例血友病

患者均为男性，中位年龄 19.5（1.5~57）岁。②临床出血情

况：血友病 A 占 67.2%，血友病 B 占 19.0%，类型不明占

13.8%。程度分型未分型的占32.7%。首次出血年龄与首次

诊断间隔中位数为 4（0~300）个月。出血部位 81.0%为关节

出血。年平均出血频率中位数为12（0~60）次。关节功能障

碍中度或严重影响生活的占 54.5%，77.6%有关节畸形。③
治疗情况：替代治疗制剂使用最多的是血浆源性浓缩凝血因

子，其次为新鲜冰冻血浆、全血、冷沉淀等。出血后到开始治

疗时间在 6 h 之后的占 52.8%。出血后不能充分治疗的占

60.4%。没有条件进行家庭治疗的占64.3%。从来没有进行

预防治疗的占 81.8%。关节功能与年龄及血友病严重程度

均有关（P<0.001，P=0.008）。关节畸形的发生与年龄及能否

充分治疗有相关性（P=0.003，P=0.027）。④身心健康情况：

未做口腔检查及护理的占 72.7%。不做体育运动或无法运

动的占38.9%。心理压力很大的占68.5%。完全不懂血友病

知识的占13%。结论 广西地区血友病诊断治疗水平较低，

血友病患者关节畸形发生率高，生活质量差。

E125. 大剂量维生素C联合利妥昔单抗及糖皮质激
素治疗复发难治性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MDSC、T细胞亚群、细胞因子的表达及相关性研究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李莉娟 张连生 王一哲 郝正栋

郭晓嘉 楚松林 刘洋 周文

目的 本研究使用大剂量维生素C联合小剂量利妥昔

单抗及糖皮质激素治疗复发难治性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

症（ITP），检测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髓源性抑制细胞

（MDSC）、T细胞亚群及相关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变化，探讨大

剂量维生素 C 治疗复发难治性 ITP 的临床价值及免疫机

制。方法 难治性 ITP患者27例，分为：①试验组：给予大剂

量维生素C联合小剂量利妥昔单抗及糖皮质激素治疗；②对

照组：给予小剂量利妥昔单抗及糖皮质激素治疗。分别应检

测治疗前后外周血 MDSC、Th1、Th2、Th17、Treg 表达，IFN-

γ、IL-4、IL-10以及 IL-17的表达水平及相关性。结果 ①试

验组治疗后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总有效率升高（74%对

67%），血小板计数升高［（73.7±32.9）×109/L对（68.3±39.2）×

109/L，P<0.05］；试验组治疗后较治疗前相比，MDSC、Th2、

Treg细胞比例增高；Th1、Th17细胞比例降低，IL-4、IL-10水

平升高，IL-17、N-γ水平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治

疗后与治疗前相比，MDSC、Th2、Treg 细胞比例增高；Th1、

Th17细胞比例降低，IL-4、IL-10水平升高，IL-17、N-γ水平降

低；试验组治疗后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MDSC、Th2细胞、

Treg细胞比例增高；Th1、Th17细胞比例降低，IL-4、IL-10水

平升高，IL-17、N-γ水平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②试验组

治疗前外周血MDSC与CD8+T细胞成负相关，与Th17细胞

成负相关，与Treg细胞成正相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与

IL-10水平成正相关，与 IL-17水平成负相关，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结论 大剂量维生素C、小剂量利妥昔单抗及糖皮

质激素三药联合较小剂量利妥昔单抗及糖皮质激素两药联

合治疗复发难治性 ITP疗效更优；大剂量维生素C具有调节

细胞免疫机制的作用；MDSC在复发难治性 ITP中通过免疫

负调控机制参与免疫发病。

E126. The expression and correlation research of

MDSC, T-lymphocyte subsets and cytokines in re-

lapsed and refractory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treated by high dose of vitamin C, rituximab and

glucocorticoid
Lanzhou university second hospital Li Lijuan, Zhang Lian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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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 Wang Yizhe, Hao Zhengdong, Chu Songlin, Liu Yang,

Zhou Wen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examined the expression and

correlation of 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MDSCs),

T-lymphocyte cell subsets and cytokine in peripheral blood of

relapsed and refractory thrombocytopenia (ITP) before and af-

ter the treatment of high dose of Vitamin C, lower dose ritux-

imab and glucocorticoid,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 and

immune mechanism of high dose vitamin C in the treatment of

relapsed and refractory ITP. Methods A total of 27 patients

with relapsed and refractory ITP diagnosed at the Hematology

of the Second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6 to January 2018 were col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test group was given a large dose of vitamin C

combined with a small dose of rituximab and glucocorticoids,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 small dose of rituximab and

glucocorticoids.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number

of MDSCs, Th1, Th2, Th17 and regulatory T cells (Treg) in pe-

ripheral blood of the case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he en-

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level and relevance of interferon-γ (IFN-γ), in-

terleukin- 4 (IL- 4), interleukin- 10(IL- 10) and interleukin- 17

(IL-17). Results ①In the test group, the proportion of MD-

SCs increased[ (1.95±0.250)% vs (0.81±0.29)%,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ratio of Th1 cells decreased [(1.05 ± 0.23)% vs

(2.59±0.10)%, P<0.05]; the ratio of Th2 cells increased[(2.3±

0.33)% vs (1.70±0.57)%, P<0.05 ]; the ratio of Th17 cells de-

creased[(1.64±0.61)% vs (4.52±0.55)%, P<0.05]; the ratio of

Treg cells increased [(4.69±0.51)% vs (1.28±0.22)%, P<0.05);

the levels of IL-4 increased (9.68±3.39 vs 4.42±1.30, P<0.05);

the levels of IL-10 increased (49.01±16.0 vs 27.54±11.65, P<

0.05); the levels of IL-17 decreased (8.04±1.64 vs 16.09±1.03,

P<0.05); the levels of IFN-γ decreased (11.76±3.33 vs 23.46±

3.54, P<0.05).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proportion of MDSCs

increased [(1.51 ± 0.43) vs (0.78 ± 0.32)% , P<0.05] after treat-

ment; the ratio of Th1 cells decreased [(1.39±0.25)% vs (2.64±

0.31)% ,P<0.05]; the ratio of Th2 cells increased [(2.30 ±

0.33)% vs (1.70±0.57)%, P<0.05]; the ratio of Th17 cells de-

creased [(2.53±1.20% vs (4.39±1.04)%, P<0.05]; the propor-

tion of Treg increased [(2.86 ± 0.51)% vs (1.20 ± 0.34)% , P<

0.05]; the levels of IL-4 increased (6.38±2.87 vs 4.17±2.0, P<

0.05); the levels of IL- 10 increased (30.94 ± 22.79 vs 24.88 ±

17.50, P<0.05); the levels of IL- 17 decreased (10.6 ± 2.73 vs

19.9±3.15, P<0.05); the levels of IFN-γ decreased (16.18±2.19

vs 20.77±2.02,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e proportion of MDSCs increased [(1.95±0.25)%

vs (1.51±0.43)%, P<0.05) in the test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e

ratio of Th1 cells decreased (1.25±0.26% vs 1.39±0.25%, P<

0.05); the ratio of Th2 cells increased [(2.96±0.17)% vs (2.30±

0.33)%,P<0.05]; the proportion of Th17 cells decreased [(1.64±

0.61)% vs (2.53±1.20)%, P<0.05]; the proportion of Treg cells

increased [(4.69±0.51)% vs (2.86±0.51)%, P<0.05]; the levels

of IL-4 increased (9.68±3.39 vs 6.38±2.87, P<0.05); the levels

of IL-10 increased (49.01±16.00 vs 30.94±22.79, P<0.05); the

levels of IL-17 decreased (8.04±1.64 vs 10.6±2.73, P<0.05);

the levels of IFN-γ decreased (11.76±3.33 vs 16.18±2.19, P<

0.05). ②In the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before treatment, the

proportion of MDSCs and the ratio of Th17 cells were nega-

tively correlated(r=－ 0.515, P<0.05); the proportion of MD-

SCs and the ratiol of Treg cell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r=

0.792, P<0.05); the proportion of MDSCs and the level of IL-

10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r=0.740, P<0.05); the proportion

of MDSCs and the level of IL-17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r=

－ 0.663, P<0.05). Conclusion ①High doses of vitamin C

combined with low doses of rituximab and glucocorticoids was

more effective than smaller doses of rituximab and glucocorti-

coids in the treatment of relapsed and refractory ITP. ②In the

test group, the proportion of MDSCs, Th2, Tregs, IL-4, and IL-

10 increased, and the levels of Th1, IFN-γ, Th17, and IL-17 de-

creased after treatment. It is suggests that high doses of vita-

min C also regulate cellular immune mechanisms. ③The pro-

portion of MDSC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re-

lapsed and refractory ITP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s ofTh17, and IL- 17,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s of Treg and IL-10, suggesting that MDSCs through im-

munological negative regulation in relapsed and refractory ITP.

The MDSCs participat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immune dis-

ease, as a new therapeutic approach for ITP.

E127. 一个复合杂合突变致凝血因子XI缺陷症家系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鼓楼医院 李倩 周荣富

目的 对1例凝血因子XI（FXI）缺陷症家系进行基因检

测及突变分析。方法 先证者，男，70岁，5年前因脑梗死住

院，凝血功能检测发现APTT 89.4 s，未做进一步病因检查。

此次因反复齿龈出血及鼻出血来我院门诊就医。对该患者

进行APTT及纠正试验、PT、内外源凝血因子活性、蛋白C、

蛋白S及VWF水平测定进行表型诊断对其家属进行相关凝

血功能检测。提取先证者DNA，用PCR法扩增FXI的 15个

外显子及其侧翼的DNA序列，经过切胶纯化后送检测定基

因序列，测序结果与正常基因比对筛选致病基因，反向测序

验证突变基因。对先证者家属进行DNA提取及相关基因扩

增测序，研究其遗传特征。结果 经检测发现先证者APTT

67.8 s，纠正后为 28.3 s，FXI:C 0.8%，其余凝血因子活性正

常，诊断为 FXI 缺陷症。先证者育有一儿一女，儿子 APTT

26 s，FXI:C 72%，女儿 APTT 27.3 s，FXI:C 75%。基因检测

发现先证者发生复合杂合无义突变 Exon8 g.841C>T 和

Exon13 g.1556G>A。先证者女儿为杂合突变Exon8 g.841C>

T，先证者儿子为杂合突变Exon13 g.1556G>A，分别遗传于

先证者。结论 复合杂合无义突变g.841C>T及g.1556G>A

同时发生于同一患者为首次报道，为导致该患者FXI缺乏的

分子病理机制。

E128. 一个MYH9基因突变相关疾病家系的临床
表现和实验室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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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广西合浦县人民医院

吴梅青 1 张胜坤 2 裴卫红 2 黄健 1 莫武宁 1 程鹏 1

目的 加深对肌球蛋白重链9（MYH9）相关性疾病的认

识。方法 报道 1个MYH9基因突变相关疾病家系的临床

表现和实验室特征。结果 先证者为 37 岁女性，2018 年 2

月23日因检查发现血小板减少2年住院。既往有胃炎病史，

无肾炎、听力障碍及白内障病史。入院查血常规：WBC

10.73×109/L，HGB 125g/L，PLT 31×109/L。人工血小板计数

38×109/L，肝肾功能、心肌酶谱、凝血功能、自身抗体及心电

图、腹部B超、胸部CT等未见明显异常。骨髓成熟中性粒细

胞和单核细胞胞浆可见蓝色包涵体。21名家系成员接受血

常规检查，7名发现血小板减少、巨大血小板和粒细胞包涵

体，PLT 30~74×109/L，均有不同程度的出血倾向（齿龈出血、

鼻出血、皮肤黏膜瘀点瘀斑，女性患者月经量增多）。先证者

父亲有肾功能损害（肌酐 1207.8 μmol/L），需长期血液透析

治疗。3例有视力下降病史，其中 1例 20岁时诊断白内障；

2例伴手指脚指畸形，7例患者均无听力障碍。先证者全外

显子组测序结果：MYH9基因突变存在无义突变 c.5797C>T

（CGA-TGA）。结论 首次报道在广西发现的MYH9基因突

变相关疾病的家系，国内首次对MYH9基因突变相关疾病患者

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结果显示该家系中MYH9基因突变位点

与May-Hegglin/Fechtner协作组报道的常见突变类型相一致。

E129. 关节健康状况评估8例血友病A患者预防治
疗疗效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 张宇晶 赵红丽 赵明

明 刘炎炎 郭苒 洪珞珈

目的 通过关节健康状况评估评价预防治疗对血友病

A患者骨关节病的疗效。方法 选取于我院就诊血友病A

患者8例（均有关节出血病史，既往按需治疗），给予1年规律

预防治疗（15~30 IU/kg，每周3次），针对48个关节（双肘、双

膝、双踝），根据血友病关节健康状况评估（HJHS）及根据关

节超声评估（HEAD-US评分）评价预防治疗前后关节健康状

况。结果 全部8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12~18岁，预防治疗

后患者靶关节出血次数减少，年平均关节出血率（AJBR）较

前明显降低［（2.6±2.1）次对（32.4±11.3）次，P<0.05］，HJHS总

分较前下降 53%。预防治疗后患者肘、膝、踝关节超声评分

较前有所改善（治疗前分别为 3.55±0.43、5.49±0.62、3.92±

0.71，治疗后分别为 2.65 ± 0.25、4.68 ± 0.37、3.12 ± 0.42，P<

0.05）。结论 预防治疗可降低血友病A患者AJBR，对血友

病骨关节病疗效显著；关节超声检查在关节健康状况评估中

更有优势，可发现早期病变，指导个体化治疗方案。

E130. 胆汁酸调控血小板活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程志鹏 梅恒

唐亮 周向慧 胡豫

目的 血小板活化异常可以导致诸多血栓性疾病，包括

以心肌梗死和脑梗塞为代表的动脉血栓，以深静脉血栓和肺

栓塞为代表的静脉血栓和以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为代表的微

血管血栓。进一步深入血小板活化机制的研究成为了治疗

血栓性疾病的重要手段。我们的前期研究发现胆汁酸可以

调控血小板活化。方法 使用不同的血小板G蛋白偶联受

体（GPCR）及黏附受体的刺激剂进行血小板聚集实验，并使

用不同浓度的胆汁酸提前孵育静息态血小板，观察胆汁酸对

不同血小板刺激剂的调控作用。通过磷酸化芯片和 West-

ern blot 探索胆汁酸经由何种信号通路来调控血小板的活

化。通过胆汁酸受体（TGR5）敲除小鼠的血小板功能试验及

颈动脉血栓模型阐明胆汁酸调控血小板活化的机制。结

果 胆汁酸可以抑制GPIb-IX 介导的血小板聚集，并可以显

著抑制血小板的铺展功能。Western Blot检测提示胆汁酸通

过Akt 和ERK1/2信号调控血小板的活化。TGR5敲除小鼠

相较于野生型小鼠，颈动脉血栓形成的时间缩短，提示胆汁

酸能抑制体内血栓的形成。结论 胆汁酸可以通过抑制血

小板的活化，进而抑制血栓的形成，降低血栓性疾病发生的

风险。胆汁酸的抗血小板研究发现了新的生理性抗凝机制，

为研发基于胆汁酸及其通路的特异性抗血小板药物提供了

理论依据。

E131. 因子Ⅴ和Ⅷ联合缺乏症家系的分子诊断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李丹 邓君 胡豫

目的 报告了 1个因子Ⅴ和Ⅷ联合缺乏症的家系。目

的：评估出血程度，阐明该家系患者的出血原因，明确其分子

机制。方法 采用WHO出血程度评分、凝血因子检测和凝

血酶生成试验进行表型分析；通过二代测序结合一代测序验

证进行基因型分析。结果 先证者APTT 93.7 s、PT 26.1 s、

TT 17.7 s、Fg 2.07 g/L、FⅤ:C 6%、FⅧ:C 8%。先证者及其 2

位姐姐发现共同的突变位点（LMAN1:NM_005570:exon1:c.

C144A:p.Y48X），该突变为无义突变使蛋白质翻译提前终

止，形成了仅含LMAN1的前 48个氨基酸的截短型蛋白，造

成蛋白质功能缺失。结论 该突变在HGMD和OMIM数据

库中未见报道。凝血酶生成试验与WHO出血程度评分有

较强的相关性，能较好地评估患者出血情况。通过表型和基

因型的联合分析能精确找到发病原因并推断其致病机制，显

著提高该类疾病临床诊断率。

E132. NLRP3 regulates platelet integrin IIb3 out-

side-in signaling, hemostasis and arterial thrombosis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Qiao

Jianlin, Luo Qi, Wu Xiaoqing, Wei Guangyu, Zeng Lingyu, Xu

Kailin

Obji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NLRP3 in platelet

integrin aIIbb3 signaling transduction. Methods Platelets

were isolated from NLRP3-/- mice followed by measuring plate-

let count, platelet ultrastructure, receptors’expression, platelet

aggregation, spreading and clot retraction. In addition,

NLRP3-/- platelets were transfused into thrombocytopenic mice

followed by analysis of tail bleeding time and arterial throm-

bus formation. Results NLRP3-deficient platelets exhibi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expression of the platelet-specific ad-

hesive receptors aIIbb3 integrin, GPIba or GPVI, however NL-

RP3-/- platelets transfused into wild- type mice resulted in pro-

longed tail-bleeding time and delayed arterial thrombus forma-

tion, as well as exhibiting impaired spreading on immobilized

fibrinogen and defective clot retraction, concomitant with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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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sed phosphorylation of c-Src, Syk and PLCg2 in response

to thrombin stimulation. Interestingly, addition of exogenous

recombinant IL- 1b reversed the defect in NLRP3-/- platelet

spreading and clot retraction, and restored thrombin- induced

phosphorylation of c- Src/Syk/PLCg2, whereas an anti- IL- 1b

antibody blocked spreading and clot retraction mediated by

wild- type platelets. Using direct NLRP3 inhibitor CY- 09, we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ly reduced human platelet aggregation

in response to threshold concentration of collagen and ADP, as

well as impaired clot retraction in CY-09-treated human plate-

lets, supporting a role for NLRP3 in also regulating human

platelet aIIbb3 outside- in signaling. Conclusions This study

identifies a novel role for NLRP3 and IL- 1b in platelet func-

tion, and provides a new potential link between thrombosis and

inflammation, suggesting therapeutic targeting NLRP3 or IL-

1b might be beneficial for treating inflammation- associated

thrombosis.

E133. Busulfan triggers intrinsic mitochondrial-

dependent platelet apoptosis independent of plate-

let activatio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i

Guangyu, Luo Qi, Wu Xiaoqing, Wu Yulu, Zeng Lingyu, Xu

Kailin

Objictive To evaluate the role of busulfan in platelet

apoptosis. Methods Isolated human platelets were incubated

with busulfan followed by analysis of platelet apoptosis by

flow cytometry or western blot, including mitochondrial depo-

larization, expression of Bcl-2 and Bax and caspase 3 activa-

tion. Meanwhile, platelet activation, expression of GPIba, GP-

VI and <alpha>IIb<beta>3 and platelet aggregation in re-

sponse to collagen and ADP were measured. Additionally, bu-

sulfan was injected into mice with or without administration of

caspase inhibitor QVD-Oph to investigate its effect on platelet

lifespan. Results Busulfan- treated platelets displayed in-

creased mitochondrial membrane depolarization, decreased ex-

pression of Bcl-2,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Bax and caspase 3

activation in dose-dependent manner, which were inhibited by

QVD- Oph. Platelet activation was not observed in busulfan-

treated platelets as showed by no increased P-selectin expres-

sion and PAC-1 binding. However, busulfan reduced collagen-

or ADP-induced platelet aggregation without affecting expres-

sion of GPIba, GPVI and <alpha>IIb<beta>3. Furthermore, bu-

sulfan reduced circulating platelet lifespan which was amelio-

rated by QVD- Oph in mice. Conclusions Busulfan triggers

mitochondrial- dependent platelet apoptosis and reduces plate-

let lifespan in mice. These data suggest targeting caspase activa-

tion might be beneficial in the prophylaxis of platelet apoptosis-

associated thrombocytopenia after administration of busulfan.

E134. 遗传性血小板增多症合并溶血性贫血一例
江苏省人民医院 刘文洁 卢瑞南 李建勇

患者，女，45岁，10 d前患者因发热、咳嗽而就医，血常规

示 WBC 14.50×109/L，HGB 77 g/L，MCV 76.5 fl，MCH 21.6

pg，MCHC 282.0 g/L，PLT 1 133×109/L，RET 15.61%。外周

血涂片：晚幼红 129个，成熟红细胞大小不等，见大红细胞、

点彩红细胞、嗜多染红细胞及破碎红细胞。骨髓象：粒系增

生活跃，红系、巨核系增生明显活跃，血小板大促大片易见。

骨髓活检：骨髓增生极度活跃（100%），粒红比减低，红系增

生极度活跃，以中晚幼红为主，巨核细胞0~3/骨小梁间，骨髓

增殖性肿瘤。基因检测：JAK2 617F、JAK2 exon12、CARL、

MPL w515L/K突变检测均阴性。自身免疫性抗体、Coombs

试验阴性。患者20年前因脾功能亢进行脾脏切除术。入院

后二代测序示HBB c.126-129delCTTT、THPO c.34T>A。

E135.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1 533 patients

with Haemophilia B in 37 medical centres in China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 Blood Diseases Hospital, CAMS &

PUMC Dou Xueqing, Sun Boyang

Objective Being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China potentially has a large population of haemophilia pa-

tients.However, all the clinical studies were referred to patients

of only one medical center or one province in China. Our study

has summarized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of Haemo-

philia B(HB) in 37 medical centres in China. Methods A ret-

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patients with HB,whose in-

formation was collected from both the old and new Chinese

National Hemophilia Information Registration System.There

has been 1 533 HB patients in our national registration, with 1

532 male patients and 1 female patient. Due to the information

of patients was not complete in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we

concluded the present information in the system from the avail-

able data we collected. Results By do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we found that most patients suffered from HB when they were

infants and teenagers. About 84.7% (105/124) of HB patients

are under 18 years old, and the most bleeding sites are joints

and muscles, with 28.95% (44/152) and 25% (38/152) respec-

tively. Other main first bleeding syptoms are mucocutaneous

hemorrhage, gingiva, procedure related bleeding and rhinorrha-

gia, with 17.76% (27/152), 11.84% (18/152), 6.58% (10/152)

and 4.61% (7/152) respectively. Main types of first treatment

products used are prothrombin complex(PCC) 53.57% (60/

112), fresh frozen plasma(FFP) 33.93% (38/112), recombinant

coagulation factor IX(rFIX) 7.14% (8/112), Cryoprecipitate

8.04% (8/112), pdFVIII 6.25% (7/112) respectively. About

6.56% (4/61) HB patients has clotting fctor FIX inhibitors in

the blood. Conclusions Due to the deletion of data in the sys-

tem, the evaluation of our statistics are restricted, therefore, fur-

ther follow-up visit of patients in our Registration System are

in progress.

E136. 血友病A合并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一例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齐昆明 程海 陈伟 王雪 马

莎 刘迷迷 丁宁宁 曹江 潘秀英 徐开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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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37. 血浆置换治疗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
疗效的影响因素分析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郭建利 王莎莎 樊丽丽 马旭

红 陈颖 王瑞花 杨林花

目的 探讨血浆置换对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TTP）的疗效及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回顾性研究山西医

科大学第二医院 2014年 1月至 2018年 6月应用血浆置换治

疗的 26例TTP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血浆置换治疗后的疗

效、血常规及生化指标的变化，同时分析影响其临床疗效的

相关因素。结果 经过血浆置换治疗后的患者临床症状有

明显好转，治疗前中位PLT 29（9~61）×109/L，治疗后108（65~

256）×109/L（P<0.05）。总胆红素、乳酸脱氢酶、乳酸脱氢酶、

血肌酐均降低（P<0.05）。26例患者行血浆置换治疗共78例

次，其中 3 例次（3.8%）出现不良反应，予以对症治疗后缓

解。结论 血浆置换治疗TTP疗效确切，伴随疾病、意识状

态是疗效的影响因素。

E138. Dexamethasone down- regulates Th1 cells

by modulating T-cell immune response cDNA 7 in

acute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Zhu

Feng, Qiao Jianlin, Cao Jiang, Wu Qingyun, Sun Zengtian,

Zhao Kai, Sang Wei, Qi Kunming, Zeng Lingyu, Li Zhenyu, Xu

Kailin

Objec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TIRC7 and T helper (Th) cells in acute ITP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dexamethasone and abscertain if dexamethasone down-

regulates the levels of Th1 cells by modulating TIRC7 in ITP.

Methods Thirty two acute ITP patients were enrolled and

thirty four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serv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IRC7 levels obtained from peripheral venous blood,

which were collected by Ficoll-Paque Plus, were monitored be-

fore and after dexamethasone treatment by enzyme-linked im-

munosorbent assay (ELISA) and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 PCR). The levels of Th cells (IL- 4, IFN- γ)

were monitored by flow cytometry (FCM). Results TIRC7

levels by ELISA and q- PCR in actue ITP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and the level of IFN-γ was also re-

markably elevated compared to the healthy control; however,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IL- 4 level in acute ITP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levels of TIRC7 and Th1 cells

were decreased at different degrees after dexamethasone thera-

py, especially the groups of responses (complete responses and

partial responses). Conclusions TIRC7 might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cute ITP and dexamethasone might down-

regulate Th1 cells by mod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TIRC7 in

acute ITP.

E139. DDAVP 联合 IL-4 对小鼠单核巨噬瘤细胞
LPCAT和PAF-AH mRNA的表达影响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闫振宇 张扬 谢燕燕 王霖

虹 杨美荣 张嵩

目的 通过研究DDAVP（1-脱氨基-8-D-精氨酸血管加

压素）联合 IL-4对小鼠单核巨噬瘤细胞（RAW264.7细胞系）

溶血卵磷脂乙酰转移酶（LPCAT）mRNA和血小板激活因子-

乙酰水解酶（PAF-AH）mRNA的表达影响，探讨DDAVP联合

IL-4 促进单核巨噬瘤细胞产生 PAF 的可能作用机制。

方法 RAW264.7 细胞系接受 4 种不同的处理：① IL- 4 +

DDAVP 组（用含 10 ng/ml IL-4 的高糖 DMEM 培养液培养

12 h，加入100 ng/ml DDAVP继续培养30 min）；②DDAVP组

（用不含 IL-4 的高糖 DMEM 培养液培养 12 h，加入 100 ng/

ml DDAVP继续培养 30 min）；③IL-4组（用含 10 ng/ml IL-4

的高糖 DMEM 培养液培养 12.5 h）；④空白对照组（用高糖

DMEM 培养液培养 12.5 h）。培养结束后提取每组细胞总

RNA，逆转录成 cDNA，应用实时荧光定量PCR分别检测每

组细胞LPCAT mRNA和PAF-AH mRNA的表达水平。结果

LPCAT mRNA表达水平在 IL-4+DDAVP组（1.23±0.41）明显

高于空白对照组（0.70±0.23）（P=0.019）及 DDAVP 组（0.77±

0.35）（P=0.039）；PAF-AH mRNA的表达水平在各组之间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DDAVP联合 IL-4可能

通过增加 PAF 合成酶 LPCAT 表达促进单核巨噬细胞产生

PAF，与PAF-AH无关。

E140. 不同性别青年深静脉血栓患者的危险因素分析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冯翠翠 王芳 韩雪

白贝贝 赵森 陈烨

目的 分析不同性别青年深静脉血栓（DVT）患者的临

床特点及危险因素，探讨性别对青年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影

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7年12月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经彩色多普勒血管超声或血

管造影诊断的45岁以下DVT患者的临床资料，分别对不同

性别患者的年龄、血栓部位、血细胞计数、生化、凝血、易栓等

指标以及心脏病、是否伴肺栓塞、吸烟、DVT史、手术、静脉

曲张、妊娠/分娩等 17 种 DVT 常见危险因素进行统计学分

析。结果 262 例青年 DVT 患者中男性 147 例，平均年龄

（34.78±7.46）岁，女性115例，平均年龄（35.32±6.80）岁；男性

同型半胱氨酸（HCY）、C反应蛋白（CRP）、FDP较女性更高

（P<0.05），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白蛋白低于女性（P<

0.05）。男性DVT患者中发生肺栓塞（PE）、合并心脏病史及

吸烟、外伤或骨折患者明显多于女性（P<0.05），而手术、激素

使用、合并双下肢血栓的男性患者数明显低于女性（P<

0.05），多因素分析提示 HCY、CRP 升高，ALB 降低及吸烟、

心脏病史是男性发生深静脉血栓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手术是

女性发生深静脉血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青年静脉血

栓患者男性多于女性，HCY、CRP升高，ALB降低及吸烟、心

脏病史是男性发生深静脉血栓的独立危险因素，手术是女性

发生深静脉血栓的独立危险因素。青年男性一旦出现HCY

或CRP升高、ALB降低、合并心脏病史，而青年女性行手术

者，建议常规行DVT筛查。男性青年DVT患者肺栓塞发生

风险明显高于女性。

E141. Decreased levels of cytokines with regulatory

properties in adult patients with primary immune



·334·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thrombocytopenia
1.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青浦分院；2.上海市复旦大

学附属金山医院；3.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化范例 1

于慧辉 1,2 李炀 1 王小凤 2 孙丽华 1 程韵枫 1,3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ITP) is a characterized by iso-

lated low platelet counts. Imbalance between pro- and anti-in-

flammatory cytokines contributes to the immune homeostasis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and is skewed in many autoimmune

disease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patients with

ITP have abnormal concentrations of a bunch of cytokines.

However, the levels of cytokines with immune regulatory prop-

erties in ITP patients have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Using Bio-Plex suspension array system and ELISA, we found

serum levels of a core set of immune regulatory cytokines,

including IL- 10, TGF-β1, IL- 27, IL- 35, IL- 33, IL- 37, IL- 21

and IL- 2, were decreased in newly- diagnosed ITP patients,

which could be improved by GC-based treatment. Particularly,

serum TGF- β1 concentration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latelet counts both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Meanwhile,

splenectomized ITP patients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immune

regulatory cytokine levels than both non- splenectomized ITP

patients and healthy controls. Our data suggested that a de-

creasing of anti- inflammatory cytokines may involv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ITP.

E142. 头颅手术后肝素诱导性血小板减少症一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总医院 刘英 孙浩平 苏毅

患者，女，48岁，于 2017年 6月 16日出现头胀痛不适，2

d后头痛加重，伴喷射性呕吐、小便失禁，就诊于外院，头颅

CT示：右颞叶出血。行头颅手术，术前 PLT 91×109/L，2017

年 6月 19日 PLT 67×109/L，2017年 6月 20日-2017年 6月 22

日期间血小板计数每日下降 20×109/L。2017年 6月 21日予

输注血小板、地塞米松，2017年 6月 22日 PLT 18×109/L，1 d

后头痛加重，头颅MRI示左顶叶出血，予保守治疗，4 d后血

小板计数升至47×109/L。予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2次，血小

板无变化。继续输注血小板及地塞米松，血小板计数升至

39×109/L。2017年7月1日3就诊于我院，入院查体：头颅左

侧颞区术后切口（未拆线），局部稍膨隆，右上肢稍肿胀。

PLT 22×109/L，血小板特异性和组织相容性抗体检测阳性，

D-二聚体 24.12 mg/L。骨髓象：巨核细胞数增高，分类其中

25个，幼稚巨 2个，颗粒巨 16个，产板巨 7个，血小板少见。

骨髓流式、活检：未见异常。外周血检验有狼疮抗凝物存

在。β2糖蛋白Ⅰ型抗体（β2-GPI）3 U/ml，PF4抗体 5.4 U/ml。

彩超：①右侧锁骨下动脉起始处粥样硬化斑形成，双侧颈总

动脉分叉处内膜中层稍增厚，双上肢动脉未见确切异常；②
右侧颈内静脉、右锁骨下静脉、右腋静脉近心端、右上臂贵要

静脉中下段、右上臂头静脉、右上臂肘正中静脉、左下肢深静

脉管腔内血栓形成。予输注血浆、止血药、维生素C、地塞米

松、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患者激素治疗短期稍有效，重组

人血小板生成素无效，停止肝素后短暂性血小板回升，非肝

素替代药物及新型抗凝药物还未起效，疾病加重，家属放弃

治疗出院，患者当日夜间于家中死亡。

E143. 小剂量利妥昔单抗治疗难治性原发免疫性血
小板减少症序贯维持的临床研究
沈阳军区总医院 王吉刚 周凡 刘彦琴

目的 探讨小剂量利妥昔单抗治疗难治性原发免疫性

血小板减少症（ITP）序贯维持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研究纳入 33例难治性 ITP患者，给予利妥昔单抗 100 mg静

脉滴注，每周1次，连用4周；动态观察血常规变化，采用流式

细胞术检测治疗前后CD3+淋巴细胞、CDl9+CD20+淋巴细胞，

免疫比浊法定量检测治疗前后血清 IgG、lgM、IgA水平。将

治疗有效患者分为维持治疗组及对照组，维持治疗组每6个

月给予利妥昔单抗 100 mg。结果 治疗后 16 例（48.48％）

患 者 达 完 全 反 应（CR），9 例（27.27％）有 效（R），8 例

（24.25％）患者无效（NR），总有效率75.75％。利妥昔单抗治

疗前后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含量、血清免疫球蛋白及CD3+

淋巴细胞数无明显变化（P>0.05），但CD19+CD20+淋巴细胞

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除1例患者发生肺炎、呼吸衰

竭外，其余 5例患者发生较轻的利妥昔单抗输注过敏反应。

维持治疗组复发率为 8.33%，对照组组复发率为 30.7%。结

论 小剂量利妥昔单抗治疗复发难治性 ITP安全有效，而对

治疗有效的 ITP患者序贯维持治疗能有效减少复发，但其最

佳用药方案尚需更多病例观察加以验证。

E144. 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32例临床分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胜梅 孙慧 邹典斌

目的 分析二种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的临床特征和诊

治方案，探讨其治疗策略。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32例获

得性凝血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方法及疗效。结

果 32例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患者中鼠药相关凝血功能障

碍22例，获得性血友病10例。①22例鼠药相关凝血功能障

碍患者中，男 15例，女 7例，发病年龄 4~75岁，8例有进食烧

烤肉类病史，4例患者有家中使用鼠药史，10例无特殊病史

（其中3例为奶奶与孙子、孙女）。临床表现：皮肤瘀斑22例，

黏膜（齿龈、鼻腔）出血3例，肌肉软组织血肿12例，消化道出

血5例，血尿4例，颅内出血1例。实验室检查均有PT、APTT

显著延长，凝血因子Ⅱ、Ⅶ、Ⅸ、Ⅹ活性下降。22例患者中16

例应用凝血酶原复合物后出血症状缓解，5例患者仅应用维

生素K1后出血症状缓解，21例患者后续治疗继续应用维生

素K1 4~6个月凝血功能持续正常，1例患者未及入院因颅内

出血死亡。②10例获得性血友病患者发病年龄 9~64岁，均

为女性，7例为特发性，2例继发于结缔组织病，1例为妊娠剖

宫产术后。临床表现：皮肤瘀斑 10例，黏膜（齿龈、鼻腔）出

血3例，肌肉软组织血肿6例，消化道出血2例，血尿2例，颅

内出血 1例。实验室检查均有APTT显著延长，凝血因子Ⅷ
活性下降（均在1%以下），Bethesda法抑制物定量阳性（24.9~

180.0 BU/ml）。10例患者中5例入院时仍有持续出血，均应

用凝血酶原复合物，2 例合并应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Ⅶa 60

mg/kg，4例患者出血停止，1例妊娠剖宫产术后患者仍反复

多部位出血。9例患者初始应用糖皮质激素+环磷酰胺治疗

均有效，但起效时间有差别，其中 7例患者 2周内达完全缓

解，2例患者 4周达完全缓解，而且该 2例患者中有 1例患者

出现药物依赖，病情反复，应用利妥昔单抗（100 mg 每周 1

次，共 4次）后未再复发，1例妊娠剖宫产术后患者初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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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皮质激素+静脉丙种球蛋白 2周无效，后加用血浆置换仍

效差，后死亡。结论 二种获得性凝血功能障碍临床上均有

出血症状，实验室检查均有凝血异常，早期识别尤为重要。

E145.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骨髓B细胞亚
群平衡调节研究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于天舒 刘新光

目的 研究原发性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者骨髓

B细胞微环境。方法 收集11例初诊 ITP患者和7例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健康供者的骨髓标本（肝素抗凝）管，Ficoll

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骨髓单个核细胞。多色流式细胞术测

定B细胞趋化因子受体（CXCR5、BAFF-R、BCMA、TACI），

B 细胞各分化阶段的亚群，包括 naive B（CD19 + CD27-）、

memory B（CD19+CD27+）、plasma（CD19-CD138+）以及CD19+

CD24highCD38high调节性B细胞（Breg）。Trizol法提取骨髓细

胞RNA，real-time PCR检测B细胞分化发育相关转录因子。

结果 患者骨髓总B细胞（CD19+细胞）占淋巴细胞比例低于

健康对照［（6.16±0.74）%对（17.28±2.43）%，P<0.001］，Breg

占 B 细胞比例低于健康对照［（20.33 ± 5.05）%对（57.98 ±

9.76）%，P=0.007］，在淋巴细胞中比例也低于健康对照

（1.38±0.38）%对（12.23±2.88）%，P<0.001］，B细胞中 naive B

比例低于健康对照［（59.11±7.60）%对（81.58±3.89）%，P=

0.041］，memory B 比例高于健康对照［（40.17 ± 7.67）%对

（18.01±3.89）%，P=0.045］，浆细胞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患者成熟B细胞BAFF-R表达高于健康对照［（80.72±4.53）%

对（45.81±8.49）%，P=0.002]，而CXCR5、BCMA以及浆细胞

TACI未发现有显著差异。RNA水平上测定的B细胞分化发

育相关转录因子 IRF-4、XBP1、Pax5均未发现显著差异。结论

与健康对照相比，ITP患者骨髓处于活化阶段的memory B升

高，介导免疫耐受的Breg显著降低；BAFF-R作为B细胞活

化因子BAFF的唯一特异性受体表达上升，提示BAFF介导

的骨髓B细胞趋化功能提高。上述结果均表明 ITP作为自

身免疫性疾病其骨髓微环境处于免疫功能亢进状态。

E146. 胶原诱导性关节炎大鼠免疫炎性易栓状态的
研究
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扬州市红十字中

心医院 孙幸 任敏敏 顾健

目的 检测胶原诱导性关节炎（CIA）大鼠炎症指标 IL-

10，IL-6，TNF-α，IFN-γ及血栓指标TF、血管性血友病因子表

达水平变化情况，初步探讨 CIA 大鼠炎症对易栓状态的影

响。方法 将 48只SD大鼠随机分为CIA大鼠模型组和空

白对照组。于造模成功后第 1、3、5周分三批处死大鼠经腹

腔静脉取血，ELISA 法检测大鼠的炎症指标 IL-10、IL-6、

TNF-α、IFN-γ及血栓指标TF及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

结果 造模成功后第1周起CIA大鼠血清 IL-6、TNF-α、IFN-

γ促炎因子水平较空白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抗炎因子

IL-10较空白对照组明显降低（P<0.05）；模型组观察期血清

中TF及血浆VWF水平较空白组均明显升高（P<0.05）。结

论 CIA大鼠体内存在炎症状态，可能是易栓状态的重要影

响因素。

E147. Phagocytosis by endothelial cells inhibits

procoagulant activity of platelets of essential throm-

bocythemia in vitro
1.Department of Medical Laborato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Daqing; 2.The Fifth Hospital, Har-

bin Medical University; 3.The First Hospital,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4.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 Beijing United

Family Hospital Ji Shuting1, Dong Weijun2, Zhao Danwei4,

Xu Minghui1, Shi Jialan3, Gao Chunyan

Essential thrombocythemia (ET) is characterized by

thrombocytosis with increased platelet number and persistent

activation. The mechanisms of thrombosis and the fate of these

platelets are not clear. It has been reported that platelets could

be cleared by leukocytes in polycythemia vera (PV) and ET.

However, professional macrophages may become over-

whelmed by the excessive amounts of platelets in ET. Endothe-

lial cells (ECs), are amateur phagocytes which exist in a large

amount on the walls of blood vessels and have potential phago-

cytotic ability. Our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Ecs could clear apoptotic neutrophils and APL cells by lactad-

herin mediated engulfment (Gao C, Thromb Haemost, 2013;

Xie R, Blood, 2012).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hagocytosis of platelets of ET patients by Endothelial

cells (ECs) in vitro and its relevance to the procoagulant activi-

ty (PCA). Phosphatidylserine (PS) exposure on platelets was

detected by flow cytometry. Phagocytosis of the platelets by

ECs was performed using flow cytometry, confocal microsco-

py and electron microscopy. PCA of platelets was evaluated by

coagulation time and purified coagulation complex assays.

Here we show that the PS exposure on platelets in ET patients

is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s [(9.14±0.49)% vs (2.79±

0.20)%, P<0.001]. With identical numbers of platelets, the co-

agulation time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in the ET patien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s (P<0.05). When co-culture, the per-

centage of ECs contained the intracellular platelet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in ET patien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subject af-

ter 60 min incubation. This dynamic process of phagocytosis

was promoted 2 times by lactadherin. Anti-avb3, anti-P selec-

tin and anti-lact dramatically suppressed platelets ingestion by

Ecs, compared to that without any treatment (P<0.05).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hagocytosis process was time-depen-

dent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presence of lactadherin.

The implication that ECs were able to phagocytose PS exposed

platelets motivated us to explore the contribution of phagocyto-

sis to coagulation. The clearance of platelets by ECs could de-

crease the PCA induced by ET patient’s platelets, which was

demonstrated by further coagulation experiments on cocul-

tured ECs and platelets. With the coculture time extended, the

coagulaton time of cocultured cells was gradually prolonged

and reach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t 60 min. We next tested

the capacity of the mixed cells to support individual enzyme

complexes that contribute to PCA. Accordingly, the 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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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ultured cells (platelets + ECs) to promote conversions of

FX and prothrombin to FXa and thrombin, was also decreased

with coculture time, respectively. One hour increase in cocul-

ture time made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productions of active

enzymes (P<0.05).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elimination

of platelets by ECs led to alleviation of coagulant stress. In con-

clusion, we demonstrate that phagocytosis of activated plate-

lets of ET patient by ECs via the pathway of PS-lactadherin-in-

tegrin avb3 in vitro. Lactadherin-enhanced engulfment of plate-

lets by ECs may be used to decrease the amount of platelets

and inhibite PCA in ET patients.

E148. 血小板减少症的中医治疗体会
淄博万杰肿瘤医院 司书鹏

E149. 血友病A围手术期伴抑制物一例
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 张军 孙梅 何斌 朱淼 沈连

军 顾健

E150. 结肠毛细血管扩张症伴发血小板减少一例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应晓杨 王晨辰 徐艳冰 韩

丽 方美云

患者，男，63岁，就诊前3月无明显诱因反复血便 排便

前有腹部下坠感，伴有头晕、乏力，口干，无发热，无呕血，无

腹痛，无肛门疼痛，1月前排黑便，头晕、乏力较前加重，遂就

诊某三甲医院，血常规示HGB 60 g/L、PLT 43×109/L，予输血

治疗，肠镜检查示“全结肠毛细血管扩张”。因消化道出血不

止，就诊于我院消化科，消化内镜：贫血胃，胃窦糜烂十二指

肠降段憩室，全结肠毛细血管扩张，横结肠多发息肉。既往

史：高血压病史30余年，未规律治疗；糖尿病15年，曾服用中

药、拜糖平控制血糖；房颤7年；4年前体检发现血小板减少，

当时PLT 81×109/L，其他两系正常，此后监测血小板计数进

行性下降。入院后血常规：HGB 7l g/L，PLT 13×109/L；空腹

血糖 7.36 mmol/L。因血小板计数减低，由消化科转入血液

科。尿常规：葡萄糖弱阳性；便常规：潜血阳性（+）；commbs’

试验（-），凝血功能正常。免疫球蛋白、自身免疫肝病、

ANCA 等检查可除外风湿免疫病。骨髓象：骨髓增生活跃

（+），红系比例增高，巨核细胞数量明显减少，未见产板巨核

细胞，无明确病态造血。骨髓活检及流式分析未见明显异

常。染色体核型：46,XY[20]。基因测序除外遗传性毛细血

管扩张症。临床诊断：结肠毛细血管扩张症（后天获得性）伴

发血小板减少症-意义未明血细胞减少。

E151. 血栓弹力图对血液肿瘤患者预防性血小板输
注的临床价值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边旋利 卢发强

目的 探讨血栓弹力图（TEG）对指导伴血小板减少血

液肿瘤患者预防性血小板输注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取

2017年 6月 2018年 6月我院血液科收治的PLT<50×109/L血

液肿瘤患者 32例，根据是否有出血症状分为出血组（15例）

和无出血组（17例）。空腹抽取患者静脉血，行TEG参数及

血小板计数检测，比较两组患者 PLT与TEG参数的差异并

行相关性分析；以PLT≤20×109/L、MA≤40 mm为临界值，分

别计算血小板计数与TEG对预示出血的敏感度及特异度。

结果 出血组 PLT 值及 MA 值均明显低于未出血组（P<

0.05），K值、R值、α角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

组患者 PLT 与 MA 值呈显著正相关（r=0.826，P<0.05），而 R

值、K值与PLT之间无显著相关性（P>0.05）；PLT与MA值预

示出血的敏感度均为 100.0%，而特异度则分别为 58.8%、

94.1%。结论 TEG能综合评价血小板的凝血状态，对血小

板减少血液肿瘤患者预测出血具有较高特异度，可以作为血

小板预防性输注的指标。

E152. 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患者VWF状态的
定量评估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健 白霞 曹丽娟 余自强

韩悦 王兆钺 阮长耿

目的 探讨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TTP）患者起病

时体内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的状态。方法 分别对

100例确诊的TTP患者以及 50例健康对照血浆进行以下试

验：ELISA法VWF总含量测定、经ADAMTS13切割的VWF

含量测定、经胶原结合试验对VWF多聚体的初步判断。结

果 ①TTP患者VWF总含量较正常对照为低（P<0.05）；②
TTP 患者经 ADAMTS13 切割的 VWF 较正常对照为低（P<

0.05）；③TTP 患者胶原结合试验数值较正常对照为低（P<

0.05）。结论 TTP在起病时，由于体内巨大以及较大分子

量VWF与血小板膜糖蛋白结合，并进一步形成富含血小板

微血栓堵塞于动静脉交接处，从而大量消耗巨大及大分子量

VWF，此时血浆中只剩中小分子量VWF。因此TTP初期发

作时，VWF总含量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且胶原结合试验数

据与此类似。同时由于TTP发作时ADAMTS13活性丧失，

从而使得TTP患者血浆中的VWF无法被ADAMTS13有效

切割，因此此时被切割的 VWF 含量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

上述数据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TTP的发病进程具有良好的

科学意义。

E153. Platelet- targeted gene transfer induces

immune tolerance in the prime model
1.Fujian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2.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 Blood Re-

search Institute, Children's Research Institute Li Jing1, Chen

Juan2, Jocelyn A Schroeder2, Hu Jianda1, Shi Qizhen2

Our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monstrated that platelets-spe-

cific gene transfer under control of the αIIb promoter is effec-

tive in inducing immune tolerance not only to the coagulation

factor VIII and IX, but also to a non- coagulant ovalbumin

(OVA) in a model without pre- existing immunity (the non-

primed model).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explored whether the

platelet- specific gene transfer could induce immune tolerance

in the primed model. To address this question, we first used

wild type (WT) models. Mice were immunized with OVA to in-

duce anti-OVA antibody development. OVA expression was in-

troduced by 2bOVA lentivirus transduction of hematopoi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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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cells (HSCs) from CD45.2/WT donors followed by synge-

neic transplantation into OVA- primed CD45.1/WT recipients

preconditioned with 660 cGy total body irradiation (TBI). 2bG-

FP was used as a control vector in parallel. After at least 4

weeks of bone marrow reconstitution, animals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PCR, and ELISA assays for the chimerism,

the viability of OVA- transduced HSCs, the OVA expression

levels, and the anti- OVA antibody titers. There the engraft-

ments between the 2 groups were similar [(87.4 ± 4.4)% , and

(87.8±3.9)%, respectively]. The OVA protein level was (6.7±

2.8) ng/108 platelets (n=5) in 2bOVA transduced recipients. An-

ti-OVA antibody titers declined gradually in each group. When

all the recipients were re-challenged with OVA, all of the anti-

OVA titers in the 2bGFP group (n=5) increased dramatically,

while only 1 titer in the 2bOVA group (n=5) slightly increased.

The normalized anti- OVA antibody titers in the 2bOVA

group (90.8±152.7, n=5)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2bGFP-transduced (1278±2101, n=5), demonstrating that plate-

let-specific OVA gene delivery to HSCs can also suppress the

anti-OVA immune response in the OVA prime WT mice mod-

el. Taken together, our studies indicate that platelet- specific

gene therapy might induce immune tolerance in the prime mod-

el and the mechanism is not clear yet.

E154. 短疗程大剂量地塞米松一线治疗儿童原发免
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的疗效及安全性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 马洁 傅玲玲 张利

强 马静瑶 陈振萍 张蕊 马宏浩 吴颖 吴润晖

目的 观察短疗程大剂量地塞米松（HDD）一线治疗儿

童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收集我中心于2016年11月至2017年5月期间未经治疗的新

诊断 ITP患儿，将入组病例随机分为HDD组（32例，地塞米

松 0.6 mg·kg-1·d-1×4 d，静脉滴注）及对照组（34 例，泼尼松

2 mg·kg-1·d-1，足量疗程 14~28 d，逐渐减停，总疗程不超过

3个月）。两组患儿在性别、年龄、治疗前血小板计数、治疗

前病程及出血表现方面具有可比性（P>0.05）。结果 ①初

始反应（HDD组治疗第 10天内、对照组第 28天内获得的治

疗反应）：HDD组、对照组总反应率分别为 90.6%、100%（P=

0.216），但 HDD 组完全反应（CR）率低于对照组（54.4%对

94.1%，P=0.001）；两组中位起效时间分别为 2 d、1 d（P=

0.882）；HDD组及对照组治疗后出血症状恢复程度相同（P=

0.141，P=0.303）。②持续反应（反应持续达 6个月及以上）：

两组的持续反应率及持续完全反应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92.9%对 85.3%，P=0.594；78.9%对 81.3%，P=1.000）；Log-

rank检验比较两组的持续反应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341）。③不良反应：对照组不良反应包括体重增加/Cush-

ing综合征（94.1%）、精神情绪改变（23.5%）等；HDD组15.6%

的患儿发生感染，无其他激素相关不良反应。两组感染发生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5.6%对26.5%，P=0.281）。结论 短

疗程HDD治疗新诊断儿童 ITP的疗效与泼尼松相似，但不

良反应较少。

E155. Integrated mRNA and miRNA profiling re-

vealed deregulation of cellular stress response in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derived

from patients with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Peking University Insti-

tute of Hematology Zhang Jiamin, Zhang Xiaohui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hogenesis of immune throm-

bocytopenia (ITP) remains limited due to the complexity and

heterogeneity of the disease. Recently, we observed that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derived from ITP pa-

tients exhibited growth defects and functional abnormalities

that might be involved in the breakdown of self- tolerance.

However,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remains unclear. In this

study, we profiled the expression of both mRNAs and miR-

NAsby utilizing the microarray technique and deciphered th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impairment of MSCs derived from

ITP patients (MSC-ITP). In total, we identified 740 genes and

32 miRNAs that wer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between ITP pa-

tients and controls. A compromised 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

(UPR) and decreased DNA transcriptionwere shown to be sig-

nificantly related to MSC-ITP. The interaction of miRNA with

mRNA suggested that the cellular stress response, the UPR and

DNA transcription may be involved in the defects observed in

MSC-ITP. Key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were further vali-

dated by RT-PCR. Our results highlight that defects in the cel-

lular stress response, as shown by a compromised UPR and dif-

ferential DNA transcription, play key roles in causing the ab-

normalities observed in MSC- ITP. These data might contrib-

uteto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bnormal bone marrow

niche and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pathogenesis of ITP.

E156. 海曲泊帕对慢性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
者T细胞功能的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

院 宋雪雯 郝亚停 李慧媛 黄月婷 杨仁池

目的 本研究通过对海曲泊帕治疗的慢性原发免疫性

血小板减少症（ITP）患者T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监测，了解

该药物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 纳入 8例对至少一

种一线治疗方案无效或治疗后复发的慢性 ITP患者。收集

患者海曲泊帕治疗前、治疗期间偶数周及停药后外周血标

本，分离单个核细胞体外培养 72 h，用流式细胞术检测Treg

细胞（CD4+CD25+Foxp3+）和Th1、Th2、Th17细胞，分析细胞

亚群变化趋势。结果 Treg细胞在患者治疗后有升高趋势，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3）。Th1、Th2、Th17细胞在治疗

前后无明显改变（P>0.05）。结论 海曲泊帕对慢性 ITP 患

者免疫功能（尤其是T淋巴细胞分化功能）无明显调节作用。

E157. 纤维蛋白原对DIC患者诊断及预后评估的
影响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卫生部血栓与

止血重点实验室 吕欣 韩悦 唐雅琼 楚甜甜 潘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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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 戚嘉乾 张威 阮长耿 吴德沛

目的 评价纤维蛋白原水平对DIC疾病诊断的影响，探

究纤维蛋白原输注对DIC疾病预后的意义。方法 回顾性

分析 2014年 1月至 2018年 5月就诊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的 110例DIC患者的临床资料，随机选择同期 110例不伴

DIC的相同基础疾病患者作为对照，分析纤维蛋白原水平与

DIC患者疾病的诊断、进展与生存的关系。结果 采用2017

年中国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诊断积分系统（CDSS）进行DIC诊

断，110例DIC患者中男58例，女52例，中位年龄42（13~77）

岁，其中恶性血液病 65 例（59.0%），感染性疾病 13 例

（11.8%），实体肿瘤13例（11.8%），病理产科8例（7.27%），手

术外伤 6例（5.45%），其他疾病 5例（4.55%），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显示低纤维蛋白原是DIC

发 生 的 危 险 因 素［P<0.001，OR=6.121（95% CI 3.394~

11.041）］。DIC患者病死率 40.9%，多因素分析显示低纤维

蛋白原水平、血小板无效输注、低纤维蛋白原输注均是DIC

发生的危险因素。DIC患者的白细胞水平、凝血酶原时间、

血浆D-二聚体、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3P实验阳性、血小板

无效输注、纤维蛋白原输注均是 28 d 内死亡的危险因素。

DIC患者中71例经过血小板、血浆、冷沉淀或纤维蛋白原浓

缩物输注后，经过8（1~21）d，纤维蛋白原水平恢复到1.5 g/L

以上。ROC曲线显示患者的初始纤维蛋白原用于诊断DIC

有显著意义（P<0.05），其最佳界值为1.575 g/L（AUC=0.719，

SE=0.035，95% CI 0.651~0.787）。结论 纤维蛋白原水平越

低则诊断为 DIC 的可能性越大。当纤维蛋白原水平低于

1.575 g/L时，有必要进行纤维蛋白原输注，以提高患者的生

存及预后。

E158. 长春地辛治疗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疗效
和安全性的回顾性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孙博洋 窦

雪晴 杨仁池

目的 研究长春地辛治疗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

（ITP）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纳入自 2014

年到2017年就诊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栓止血诊

疗中心应用长春地辛的患者。纳入标准：PLT<30×109/L，既

往传统治疗失败，至少注射过 1次长春地辛。排除标准：随

访小于 1 个月，系统性疾病及感染相关血小板减少。结果

纳入90例患者，新诊断 ITP 30例，持续性 ITP 16例，慢性 ITP

44例。新诊断及持续性 ITP患者的初始反应率为84%，慢性

ITP患者为 72%。平均无复发生存时间为 12个月。最后一

次随访中，仅18例患者维持缓解。5名患者出现程度不等的

手足麻木，1名患者因手指关节疼痛停药，2例患者出现轻度

便秘。结论 长春地辛可以用来治疗难治性 ITP（尤其是挽

救性治疗），安全性相对较好，但维持效果差。

E159. Rituximab-induced coagulopathy: four case

reports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Yang Chen

Rituximab is a low toxic and highly effective monoclonal

antibody which is widely used in the standard treatment of

newly diagnosed B-cell non-Hodgkin lymphoma. Thrombocy-

topenia has been reported as an adverse drug reaction of ritux-

imab previously during the past decade. Early infusion-related

symptoms like fever and chills due to cytokine release are the

most common side effects. Coagulopathy and severe thrombo-

cytopenia are quite rare. We herein described the clinical

course of four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B-cell lympho-

ma who were treated on rituximab infusion. The patients devel-

oped a cytokine- release symptoms, followed by rapid- onset

thrombocytopnias and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like abnormalities. The report was followed by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It is important for clinicians to recognise rituximab-

induced coagulopathy early as part of the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thrombocytopenia and deal with the disseminated intravas-

cular coagulation following rituximab administration.

E160. 艾曲波帕治疗妇科肿瘤放化疗后血小板重度
减低五例
吉林省肿瘤医院，吉林省第二人民医院 夏洪 鲍慧铮

目的 分析艾曲波帕治疗放化疗后血小板重度减低妇

科肿瘤患者的疗效。方法 对 2018年 1月至 2018年 6月期

间 5例放化疗后血小板重度减低（PLT<10×109/L）且糖皮质

激素、第一代血小板生成素治疗无效的妇科肿瘤患者进行回

顾性分析。结果 艾曲波帕初始剂量为 25 mg/d，2 周后

PLT<20 × 109/L 则增加 25 mg/d，最大剂量 75 mg/d，疗程 6

周。2例患者血小板计数增幅大于20×109/L，3例患者活动性

出血停止。1例患者出现1级肝功能损害，未出现血栓形成、

脑血管意外等不良反应。结论 艾曲波帕治疗妇科肿瘤放

化疗后血小板重度减低有效且耐受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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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淋巴瘤

F1. EB病毒感染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和霍奇金淋
巴瘤临床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张学亚 郭熙哲 吴诗馨

钟金发 郭雅斐 潘敬新

目的 探讨EB病毒感染伴随噬血细胞综合征和霍奇金

淋巴瘤的临床特点及转归。方法 以发热合并全血细胞减

少、铁蛋白和 sCD25显著增高，低纤维蛋白原血症，骨髓见噬

血现象，EBV-DNA拷贝数增高，符合EB病毒相关噬血细胞

综合征，经抗感染治疗效果不佳，按HLH-2004方案治疗，体

温正常，全血细胞、铁蛋白、纤维蛋白原均恢复正常。出现左

下颌淋巴结肿大，活检送病理诊断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混

合细胞型），予ABVD（表柔比星、博来霉素、长春新碱、达卡

巴嗪）方案化疗 1疗程，肿大淋巴结消退，EBV-DNA拷贝数

下降。结果 患者噬血细胞综合征得到有效控制，霍奇金淋

巴瘤处于完全缓解。结论 EB病毒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

霍奇金淋巴瘤临床少见，其长期预后仍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F2. 7-（4-（3-Ethynylphenylamino）-7-methoxyquin-

azolin- 6- yloxy）- N- hydroxyheptanamide（CUDC-

101）联合吉西他滨对淋巴瘤细胞株作用机制的研
究
延边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李鸿雁 吉美瑛 金春海 金

圣宇

目的 探明CUDC-101单药或联合吉西他滨对淋巴瘤

细胞Pfeiffer（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细胞株）和HuT 78（外周T

细胞淋巴瘤细胞株）凋亡诱导作用及其相关机制。方法 利

用CCK8检测淋巴瘤细胞增殖能力，得出具有协同作用的最

佳药物浓度。利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单药及联合用药后的细

胞凋亡情况。采用蛋白印迹实验观察凋亡及促凋亡信号通

路相关蛋白的变化。结果 CUDC-101与吉西他滨单药及

联合用药对 2 种细胞株均有抑制细胞增殖作用（P 值均<

0.05），呈药物浓度依赖性。联合用药48小时后，CUDC-101

（50 nM）和吉西他滨（50 nM）是具有协同抑制作用的最佳药

物浓度。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情况，联合用药时细胞凋

亡值均高于阳性组（P<0.05），有统计学差异。单药及联合用

药均可抑制磷酸化的 AKT、4EBP1、S6、ERK1/2 蛋白以及

PI3K蛋白的表达，促进 casspase-3、casspas-9活化，且在联合

用药时具有协同抑制作用。结论 CUDC-101可增强吉西

他滨抑制淋巴瘤细胞增殖能力并能诱导细胞凋亡，且联合用

药具有协同作用，其作用可能是通过 PI3K/AKT/mTOR 和

ERK信号通路以及内源性线粒体途径共同作用产生。

F3. 米托蒽醌联合利妥昔单抗治疗恶性淋巴瘤临床
疗效和安全性的Meta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黄红婷 赖桂兰 刘飞飞

沈建箴

目的 通过meta分析探讨米托蒽醌联合利妥昔单抗治

疗恶性淋巴瘤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以米托蒽醌联

合利妥昔单抗为实验组，单用利妥昔单抗为对照组。通过计

算机检索PubMed、Cochrance Library、Embase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所有有关利妥昔单

抗、米托蒽醌治疗恶性淋巴瘤的随机对照文献，同时限定年

龄未18岁以上。并进一步对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扩大

检索。对符合纳入标准的随机对照研究（RCT）按Cochrane

系统评价的方法，独立进行资料提取、质量评价并交叉核对

后，采用Stata14.0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4篇研

究，共计 242例患者。完全缓解率和总有效率，二者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分别为（RR=1.48，95%CI 1.18~1.87，P=0.001和

RR=1.40，95%CI 1.18~1.67，P<0.001）。但两者不良反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RR=0.50，95%CI 0.24~1.06，P=0.071）。结论

meta分析结果表明利妥昔单抗联合米托蒽醌治疗恶性淋巴

瘤较单用利妥昔单抗有着更好的临床疗效且不增加治疗的

毒性。

F4. 中国NHL患者行CHOP和CTOP方案治疗的
临床疗效和安全性Meta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赖桂兰 刘飞飞 黄红婷

沈建箴

目的 通过meta分析探讨CHOP和CTOP治疗非霍奇

金淋巴瘤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CTOP 为实验组，

CHOP 为对照组。通过计算机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所有有关CTOP和CHOP

治疗NHL的文献，并进一步对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扩

大检索。对符合纳入标准的随机对照研究（RCT）按

Cochrane系统评价的方法，独立进行资料提取、质量评价并

交叉核对后，采用 Stata14.0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

纳入7篇研究，共计526例患者。CTOP比起CHOP有着更好

的总有效率（RR=1.11，95%CI 1.00~1.24，P=0.045），同时也存

在更低的心脏毒性和脱发发生率，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分别为（RR=0.18，95% CI 0.04~0.78，P=0.021 和 RR=0.36，

95%CI 0.25~0.55，P＜0.001）。但 2 年总生存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分别为（RR=1.04，95%CI 0.87~1.24，P=0.652和RR=

1.04，95%CI 0.87~1.24，P=0.652）。同时两者血液毒性差异

也无统计学意义（P3-4级白细胞减少P=0.467，P3-4级血小板

减少P=0.767）。讨论本研究对现有已经发表的所有相关随

机对照文献进行系统、综合性评价和分析，提高了研究结果

的统计效力，使研究结果更加可靠和全面，但同样本次研究

受到文献质量和例数的限制，因此，在今后需要更多的样本

量，尤其是前瞻性的随机研究。结论 meta分析结果表明

CTOP有着更好的临床疗效和更低的非血液毒性反应。

F5. R2方案治疗复发/难治性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
瘤8例疗效研究
无锡市人民医院 庄芸 杨蕾 王婧 杨国华 沈云峰

目的 探讨来那度胺联合利妥昔单抗方案（R2方案）治

疗复发/难治性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R/R B-NHL）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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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全性。方法 来那度胺10mg/d口服第1～21天，利妥昔

单抗375 mg/m2第1天，静脉滴注，28d为1个疗程。6个疗程

后单用来那度胺维持治疗2年或直到疾病进展。结果 8例

患者总有效率（ORR）为 75.0%（6/8），完全缓解率（CR）为

37.5%（3/8），在惰性淋巴瘤中的效果尤为明显，治疗达到最

佳反应的中位疗程数为 3（2～4）个。血液学不良反应包括

白细胞减少 62.5%（5/8），血小板减少 50.0%（4/8），贫血

25.0%（2/8），非血液学不良反应包括乏力100.0%（8/8），皮疹

50.0%（4/8），肌肉酸痛25.0%（2/8），除1例出现严重皮疹停药

外，其余不良反应均为 1～2级。结论 免疫化疗极大地改

善了B-NHL的疗效与预后，但仍有1/3的患者出现耐药最终

导致疾病复发。随着对其生物学特性研究的深入和新药的

研发，高效低毒的新药及其联合方案成为研究热点。国外文

献报道 R2 方案治疗 R/R NHL 的 ORR 为 57%～75%，CR 率

为 32%～44%。本研究治疗了 8 例 R/R B-NHL 患者，ORR

为75.0%，CR率为37.5%，在惰性淋巴瘤中的效果尤为明显，

结果与国外文献报道一致。在安全性方面，R2方案的血液

学不良反应主要为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和贫血，非血液

学不良反应主要为皮疹、乏力、和肌痛，程度大多为1～2级，

耐受性良好。R2方案疗效肯定，安全可靠，为复发难治病例

和一般情况差，无法耐受化疗的老年患者提供了治疗选择。

F6. MiR-30b通过靶向CCL22调控人NK/T细胞淋

巴瘤细胞株SNK-6和YTS顺铂耐受的研究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王健红 梁蓉

目的 探讨 miR-30b 对人 NK/T 细胞淋巴瘤（NKTCL）

SNK-6 和 YTS 细胞顺铂耐受的调控及其作用机制。方法

培养正常 NK 细胞和 SNK-6 和 YTS 细胞，Real-time PCR 法

检测 miR-30b 和 CCL22 表达，Western blot 法检测 CCL22 表

达。分别转染miR-30b过表达和miR-30b抑制剂，MTT法检

测对 SNK-6和YTS细胞顺铂耐受性影响，caspase-3试剂盒

检测 caspase-3活性，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水平。双荧

光素酶报告基因检测 miR- 30b 与 CCL22 的靶定关系。

Western blot 法检测 CCL22 和 Wnt/β-catenin 通路蛋白表达，

评估 CCL22 对细胞耐受性和 caspase-3 活性的影响。结果

SNK-6和YTS细胞中miR-30b表达均显著降低，CCL22表达

均显著升高。miR-30b过表达可降低细胞活性，顺铂耐受性

显著降低，细胞凋亡比例显著增多，Caspase-3 活性增加。

miR-30b抑制剂作用与miR-30b过表达作用相反。荧光素酶

活性分析显示MiR-30b过表达显著降低荧光素酶报告基因

的荧光强度，而结合位点突变后荧光素酶活性不变，表明

CCL22是miR-30b的直接靶分子。此外，miR-30b过表达显

著降低CCL22表达,并抑制Wnt/β-catenin通路蛋白的表达。

而CCL22过表达可激活Wnt/β-catenin通路并增加SNK-6细

胞活性，降低Caspase-3活性，逆转miR-30b的作用，增加顺

铂耐受性。结论 miR- 30b 可通过靶向 CCL22 抑制人

NKTCL SNK-6和YTS细胞的顺铂耐受性，同时抑制Wnt/β-

catenin通路。

F7. 伴高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的皮病性淋巴结炎一
例并文献回顾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付国美 王卫敏 王萌 姜中兴

目的 通过病例报道及文献复习，探讨皮病性淋巴结炎

的临床表现、诊断过程及治疗方案。方法 拟报道我院收治

伴高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皮病性淋巴结炎1 例，详细介绍此

病例临床特点、诊断过程，并对此类疾病进行文献复习。结

果 患者以“皮肤瘙痒1月余”为主要临床表现，综合临床表

现、淋巴结组织病理、实验室检查等方法，并与其它疾病鉴别

后，最终诊断为伴高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的皮病性淋巴结

炎。结论 皮病性淋巴结炎是一类罕见自限性疾病，临床表

现为多发淋巴结肿大，可伴有皮疹，发热，伴高嗜酸性粒细胞

增多症的则更罕见。目前尚无统一分类、诊断及治疗标准，

需重点完善淋巴结免疫组化以指导诊治。

F8. 全血淋巴及单核细胞计数在弥漫大B细胞淋巴
瘤患者中的预后作用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 王琳 万岁桂

目的 分析全血淋巴细胞计数（ALC）、单核细胞计数

（AMC）、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例（LMR）及三者的动态变化

对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预后影响。方法 在

不同年龄及治疗方案分组中，分析 DLBCL 患者初诊时

ALC、AMC、LMR（ALC1、AMC1 及 LMR1）的 cut off 值以及

三者对DLBCL患者完全缓解率（CR%）、CR累积生存、3年

总生存（OS）、3年无进展生存（PFS）的影响。分析治疗过程

中ALC、AMC、LMR动态变化对DLBCL患者预后影响。结

果 共 56 例 DLBCL 患者，中位随访 21（2~93）个月。ROC

分析ALC1（×109/L）、AMC1（×109/L）、LMR1的 cut off值：56

例患者中，三者分别为1.42，0.42，3.07。R-CHOP组与CHOP

组患者中，三者分别为 1.05 对 1.61，0.40 对 0.40，3.03 对

4.12。≥60岁与<60岁患者中，三者分别为 1.40对 1.45，0.42

对 0.47，3.05 对 4.44。分析 ALC1、AMC1、LMR1 对预后影

响：在 56例患者、R-CHOP及≥60岁组患者中，ALC1、LMR1

与患者CR、3年OS及3年PFS正相关。AMC1与患者CR、3

年OS及3年PFS负相关。AMC的动态变化与56例患者3年

OS 及 PFS 负相关。结论 1. ALC1、AMC1 及 LMR1 的 cut

off 值会受治疗方案影响，同时需行年龄校正。2. ALC1 及

LMR1与DLBCL患者预后呈正相关，AMC1及AMC的动态

变化与患者预后呈负相关。

F9. 华氏巨球蛋白血症转化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
一例并文献复习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韩文敏 肖溶 卢绪章 晁红颖

秦伟 蔡晓辉 姜乃可

目的 华氏巨球蛋白血症（WM）属于血液系统肿瘤的

少见病，其转化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非常罕见，

本文旨在提高对 WM 转化为其他类型淋巴瘤的认识。方

法 报道 l 例 WM 转化为 DLBCL 患者的临床资料、治疗措

施及转归，并结合相关文献复习讨论。结果 64岁老年男

性，2017年04月以乏力纳差为主诉就诊，查体：贫血，浅表淋

巴结及肝脾未触及肿大，血常规提示三系减少，骨髓涂片形

态可见淋巴细胞明显增生，多数为小淋巴细胞，染色体正常，

FISH可见 IgH重排、P53缺失信号。MYD88L265P突变阳性，骨

髓活检及免疫组化提示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免疫固定电泳

IgM-LAM型M蛋白血症。诊断为华氏巨球蛋白血症，予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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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化疗四次，两疗程后患者脱离输红细胞治疗，IgM降至

正常，此后予强的松+反应停+环磷酰胺维持治疗。2017年9

月开始发现双侧颈部淋巴结逐渐肿大，血象再次进行性下

降，右颈部淋巴结活检提示弥漫大B细胞型淋巴瘤（非生发

中心亚型）。骨髓活检及免疫组化：大B细胞淋巴瘤侵犯骨

髓，考虑转化为弥漫大B细胞型淋巴瘤 IV期，予RCHOP方

案化疗一次，化疗后患者颈部淋巴结缩小不能扪及，血象短

期内提升，因骨髓抑制重，拒绝再次静脉化疗，间断口服强的

松+反应停+环磷酰胺，贫血、血小板减少无改善，随访四个

月后于当地医院去世，死因不详。结论 WMM虽是一种进

展比较缓慢的疾病，但可转化为DLBCL，一旦发生转化预后

极差，临床医生应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F10. SENP2基因在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发病中的
作用及其机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许贞书 陈秀丽 王诗芬

梁雪婷 梁辉信 王婷婷

目的 检测原代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细胞中

SENP2基因的表达情况，研究该基因表达与CLL生物学特

征的相关性；对CLL细胞的增殖能力、侵袭转移、趋化功能

以及化疗药物敏感性的作用；及对细胞 NOTCH1、Wnt/β-

catenin和NF-κB信号通路的影响，揭示 SENP2基因在CLL

发病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 ①收集44例初治CLL外周

血，分别采用qRT-PCR、Western Blot检测SENP2基因转录及

其蛋白表达水平。②分别构建SENP2基因过表达或基因干

扰的 CLL 细胞稳转株。采用 CCK8、Transwell、流式细胞等

方法检测该基因对CLL细胞的增殖能力、侵袭转移、趋化功

能以及细胞凋亡与周期的影响。用地塞米松作用于SENP2

基因过表达/干扰的细胞，采用CCK8法检测细胞对药物的敏

感性。③采用 qRT-PCR、Western Blot分别检测SENP2基因

表达变化后NOTCH1、Wnt/β-catenin及NF-κB信号通路相关

基因的转录及其蛋白水平变化。结果 ①初治 CLL 的

SENP2基因转录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但其蛋白表达水平低

于对照者。单因素分析发现，该基因转录水平与LDH高低

有关。②SENP2 过表达可以抑制 CLL 细胞株 MEC2 的增

殖、降低MEC2侵袭性、明显减弱MEC2对CXCL12的趋化

性，但对细胞周期和细胞凋亡无明显影响。 SENP2过表达

可以促进地塞米松对MEC2的增殖抑制作用，特别是在药物

作用 24h 时的抑制作用和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差异。③
qRT-PCR 发现，SENP2 基因转录与 NOTCH1 基因转录同步

变化，但Hes1基因、β-catenin、WWOX基因、NF-κB基因的转

录水平并未随 SENP2 基因转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West-

wen Blot 发现，SENP2 表达增加后，NOTCH1、c- myc、β-

catenin及NF-κB相关分子P65、P50、IKKα、IKKβ的表达均发

生了下调。结论 ①初诊CLL的SENP2基因转录水平明显

高于正常人。②SENP2对CLL细胞的增殖、趋化能力和耐

药有负向调节作用。③ SENP2 在蛋白水平负向调节

NOTCH1、Wnt/β-catenin及 NF-κB 信号通路，该调控作用可

能与SENP2对蛋白质分子的可逆性SUMO化修饰有关。

F11. 利妥昔单抗皮下或静脉给药方式治疗弥漫性
大B细胞淋巴瘤/滤泡状淋巴瘤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的meta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陈荣 谢水香 陈亚春 沈

建箴

目的 通过meta分析探讨利妥昔单抗皮下或静脉给药

方式治疗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滤泡状淋巴瘤临床疗效和

安全性。方法 以静脉注射利妥昔单抗为实验组，口服利妥

昔单抗为对照组。通过计算机检索 PubMed 数据库、

Cochrane 图书馆、Embase 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并进一步对纳入文献的

参考文献进行扩大检索。对符合纳入标准的随机对照研究

（RCT）按Cochrane系统评价的方法，独立进行资料提取、质

量评价并交叉核对后，采用 Stata14.0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

结果 共纳入 4个研究 1853例患者。两者在完全缓解率和

总体反应率方面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RR=0.99，

95%CI 0.89~1.10，P=0.866 和 RR=1.01，95%CI 0.97~1.04，P=

0.741）。但静脉注射有着更低药物相关反应，两者差异有统

计 学 意 义（RR=0.84，95% CI 0.71~0.98，P=0.032）。 结论

meta分析结果表明静脉注射利妥昔单抗治疗弥漫性大B淋

巴瘤和滤泡状淋巴瘤有着更低的药物相关反应。

F12. MyD88阳性 Richter综合征一例并文献复习
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安娜 陈小会

目的 探讨MYD88阳性Richter综合征（脾边缘区淋巴

瘤转化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特征、诊治及预后。

方法 报道我院1例MyD88阳性Richter综合征的诊治经过

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患者，男，62岁，1年前脾脏切除病

理诊断为脾边缘区淋巴瘤（SMZL），1年后该患者出现黄疸、

黑便，IgM 升高，胃镜活检病理诊断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DLBCL），GCB 型，且骨髓 MyD88 阳性，患者一般情况较

差，初始予以依鲁替尼联合RCP方案化疗2次，RCHOP方案

化疗 1次，4月后患者出现脑栓塞死亡。结论 Richter综合

征生存期短；MyD88可能是DLBCL不良预后指标。

F13. 发热型淋巴瘤与非发热型淋巴瘤的临床特征
和预后分析
上海华东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谷晓宇 谢彦晖

目的 评估我院 4年多收治的发热型淋巴瘤与非发热

型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情况。方法 对我院2013

年1月至2017年6月收治的淋巴瘤患者进行筛选，选出经我

院或者外院可以提供明确病理诊断的患者共 382例。收集

这些患者的临床资料、随访患者生存情况。分别对发热型淋

巴瘤与非发热型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进行回顾性

分析与总结。结果 ①这382例淋巴瘤患者中，发热组淋巴

瘤患者 126例，非发热组淋巴瘤患者 256例。发热组淋巴瘤

患者中，中位发病年龄为 54岁（15，85岁），男性患者 78例，

女性患者48例，男女比例为1.6∶1。②发热型淋巴瘤患者最

为常见的临床症状为淋巴结肿大，其中浅表淋巴结肿大占

46.03% ，深 部 淋 巴 结 肿 大 占 30.16% ，其 次 为 脾 肿 大

（44.44%）。非发热型淋巴瘤患者以体表部位肿块为首发症

状者较多。发热型淋巴瘤患者中，26.19%为结内淋巴瘤，

73.81%为结外淋巴瘤，结外淋巴瘤中最常见的起病部位是骨

髓和脾脏。非发热型淋巴瘤患者中，结内淋巴瘤的患者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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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8%，而结外淋巴瘤约占61.72%，最常见的结外起病部位

是消化系统和头颈部、骨及软组织肿块。③发热型淋巴瘤患

者的LDH、ALP、ALT、AST、β2微球蛋白、铁蛋白升高水平明

显较非发热组患者高；并且APTT延长水平及三系下降水平

较非发热型患者明显。④按照国际 IPI预后评分标准，发热

型淋巴瘤组患者中 III、IV期及中高危组较非发热型淋巴瘤

患者多（P<0.05）。⑤比较两组患者的生存期，发热型淋巴

瘤患者的生存期明显较非发热型淋巴瘤患者短。对发热型

淋巴瘤患者进行预后分析，分别经单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后得

出患者的ECOG评分、病理类型以及白蛋白水平均对患者预

后存在影响。以此三项重新定义发热型淋巴瘤患者的预后，

同 IPI评分相比，我们得出的预后评分项目更适于发热型淋

巴瘤患者的预后评价。对非发热型淋巴瘤患者进行同样方

法的预后分析，得出患者的ECOG评分和LDH水平对患者

预后有影响，同样以此两项定义为非发热型淋巴瘤患者的预

后项目评分，同 IPI评分比较，分析后发现 IPI评分更适于非

发热型淋巴瘤患者预后评估。结论 两组患者的临床表现

无特异性，但发热型淋巴瘤患者的预后差。发热型淋巴瘤患

者的预后采用我们重新定义的预后评分项目更为合适；而非

发热型淋巴瘤患者的预后仍是 IPI评分较为合适。

F14. 淋巴瘤患者二代测序的初步临床分析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树叶 程锋普 杨昆鹏

包雪娇

近年来淋巴瘤患者的研究在分子学领域取得越来越多

的成果，对于淋巴瘤患者中二代测序的研究已经成为热点，

目前发现淋巴瘤患者的很多基因突变与其治疗、预后、临床

进展等息息相关，基于以上背景，我科积极在治疗这些患者

的同时予以检测其骨髓的二代测序以供临床研究。

F15. Ibrutinib- based chemotherapy regimen for

non-Hodgkin’s lymphoma: a meta-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and toxicity
Sichuan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Shan Liu, Xiaobing Huang

Objective Although ibrutinib has shown significant

therapeutic advantages in the front- line treatment of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ompared to current chemotherapy

drugs,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of whetheribrutinib improves

anticancer efficacyand tolerabilityin patientswith NHL, espe-

cially for specific histological subtypes, remains unan-

swered. Methods We conducteda systematic literature search

for clinical trials investigating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ibruti-

nibin NHL as well as its different histological subtypes. Re-

sults Our study demonstrateda significant survival benefit

for ibrutinibwith a pooled ORR of 51%（95% CI 41-0%）. Sub-

group meta- analyses were performedaccording to the median

age of patients. Patients in the elderlysubgroupachieveda high-

er ORR（54%） than those in the younger subgroup（pooled

ORR=49%）.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subgroup analyses-

based on different histologic subtypesof patients were as fol-

lows: the pooled ORR for MCL, FL, DLBCL and MZL

were 71%, 43%, 35% and 33%,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indi-

cated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among the four sub-

types, and ibrutinibshowed higher efficacyforMCLthan other

subtypes（MCL>FL>DLBCL>MZL）. Regarding toxic hemato-

logical effects, the most common≥ grade 3adverse events in-

cluded anemia（13%）,lymphopenia（45%）, neutropenia（23%）,

and thrombocytopenia（14%）. For non- hematological adverse

events（≥grade 3）, diarrhea（5%）, fatigue（4%）, rash（8%）and

hypertension（4%）occurred most frequently. No new adverse

events were observed. DiscussionThe common approach for

treating NHL has ranged from single-agent chemotherapy to a

more aggressive approach using chemoimmunotherapy. How-

ever, many patients are not cured by standardtherapy and expe-

rience serial relapses. Thus, improved outcomes from nov-

el regimensare needed. Ibrutinib, an orally administered irre-

versible inhibitor of BTK, was designed as a breakthrough

agent and has revolutionized the treatment of B-cell malignan-

cies. Although several publishe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ibruti-

nib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outcomes of relapsed and refrac-

tory CLL, whether it also exhibits good efficacy and safe out-

comes for NHL is unclear.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evidence to help clinicians make decisions and develop op-

timal treatments. In this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we demonstrate that ibrutinibis an effective cytotoxic

drug with reasonable toxicitiesfor NHL patients, especially

those with the MCL histologic subtype.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review to systematically in-

vestigatethe efficacy andsafety ofibrutinibforpatients

with NHL. In this study,we identified 22 non-comparative stud-

ies that examined FMT ibrutinib for NHL patients. The ORR

was 519 of 1033（50%）patients. Notably, Begg’s testand Egg-

er’s test indicated that there was no publication bias for ORR.

A subgroup meta-analysis according to the median age of pa-

tients showed a pooled estimate for achieving ORR of 54% in

the elderly subgroup,which was slightlyhigher than that in the

younger subgroup. However, a highprobability of heterogene-

ity existedin the results, which might limit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conclusions. Therefore, we conducted another subgroup

meta- analysis based on the NHLhistologic subtype. The

pooled proportions of ORR for MCL, FL, DLBCL and MZL

were 71%, 43%, 35% and 33%,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the

subgroup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ibrutinib is moreactive to

treat MCLthan FL, DLBCL and MZL. Furthermore, a trial con-

ducted by Fowler NH et al. showed that patients who received

ibrutinib at 5 mg/kg had a higher PFS than those who received

ibrutinib at 2.5 mg/kg, indicating that PFS was associated

with ibrutinibdose. In terms of treatment- related toxicities, the

most common ≥ grade 3hematologic adverse events were ane-

mia（13%）, lymphopenia（45%）, neutropenia（23%）, thrombo-

cytopenia（14%）and febrile neutropenia（9%）. It isnecessary-

tonotehere that the pooled estimatesinour study were similarto

those from a large clinicalstudy by Kami Maddocks et al.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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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 to non-hematological toxicity, adverse events such as di-

arrhea, fatigue and rash occurredmore frequently.The results

from our study showed that no new adverse events were ob-

served, which agrees with a meta-analysis studying MCL con-

ducted by Simon Rule et al. In addition, it should be not-

edthatpatients who received ibrutinibtherapy suffered a lower

rate of hematologic adverse events in this study compared to

patients who received other regimens in Flinn’s trial. Thus, it

is conceivable that ibrutinibmightreduce toxicity and increase-

tolerability. Although this is a large comprehensive systematic

reviewincluding high- quality trials,several limitations are

worth noting. First, heterogeneity existed among the trials en-

rolled in our analysis when assessing ORR and adverse events.

Although we performed subgroup analyses that were stratified

by the median age and histologic subtypeof patients, the hetero-

geneity was not completely resolved. This might be due to sev-

eral reasons, including different study locations and different

numbers of patients. Second, although adverse events were re-

ported for some of the included trials, the lack of sufficient da-

ta in this study was due to the absence of reported AEs in most

studies. Third, most of the patients included in this study were

male, which might have caused a sex bias. Fourth, the lack of

control groups in all of the included non- comparative studies

might have undermined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assessment. Ad-

ditional clinical trials are required to supplement further evalua-

tions. In general, despite these limitations, this was the first me-

ta-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ibrutinib-

based chemo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NHL.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ibrutinib is an effective reg-

imen for NHL management, especially for MCL patients. In ad-

dition to its demonstrated antitumor activity, it is an extremely

well-tolerated drug.

F16.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在慢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中的应用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姜胜华 孙峰 刘红 杨力 宋国

齐 陆伟 曹鑫 施文瑜 温慧灵

目的 探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在检测慢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CLL）中的应用及与患者临床指标和特征的相

关性，并分析其预后价值。方法 收集2013年06月至2018

年 2月就诊于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64例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患者，其中初诊患者54例，非初诊患者10例。男34例，女30

例。并收集患者相关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骨髓涂片结

果、免疫分型结果及FISH结果等资料。分析FISH检测的分

子遗传学异常与患者的性别、年龄、临床Binet分期、Rai分期

及相关实验室检查，如外周血淋巴细胞绝对值计数、血红蛋

白、血小板、β2-微球蛋白（β2-MG）、乳酸脱氢酶（LDH）水平的

相关性。结果 ①54例CLL初诊患者 FISH检测至少具有

一种分子遗传学异常者为41例，发生率为75.9%。②各种遗

传学异常情况与患者性别、年龄无相关性（P>0.05），与外周

血淋巴细胞绝对值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β2-MG、LDH水

平无明显相关性（P>0.05）。③就Binet分期而言，12号染色

体三体（＋12）仅在B期和C期患者检出，在Binet分期中的

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c2=4.696，P=0.041）；C 期的生存

时间明显短于A和B期（c2=14.242，P=0.001）。就改良的Rai

分期而言，ATM基因缺失仅在高危组检出，且此种分布差异

具有统计学差异（c2=5.40，P=0.046）；低中危组的生存时间明

显优于高危组（c2=12.393，P=0.000）；单纯del（13q）核型异常

的CLL患者生存时间明显长于伴有其他核型异常、复杂核

型的患者（c2=8.138，P=0.017）。结论 CLL为惰性疾病，但

其疾病进展和临床预后具有高度异质性。FISH检测结果联

合疾病临床分期可更好地预测患者的预后。

F17. DLBCL预后相关因素的研究进展
山西大医院 刘虎

DLBCL是NHL中最常见的亚型，在临床特征、形态学、

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上有明显的异质性，导致患者对治疗的

效果以及预后也相差很大。随着分子病理及靶向治疗的不

断发展，评估DLBCL的预后因素取得很大突破。本文通过

回顾最近国内外DLBCL的临床预后评估系统的演变及相关

分子因素的发现，总结出当前DLBCL治疗的难点在于缺乏

新的蛋白及基因靶点，目的是掌握其在DLBCL患者中的表

达情况，明确其评估DLBCL预后及预测复发/难治病例的临

床价值。

F18. PD-L1和P63在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中的表达
及临床意义
山西省大同市第五人民医院 张长忠

目的 探讨 PD- L1 和 P63 在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DLBCL）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 2013年 1月-
2017年10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和大同市第五人民医

院收治的DLBCL患者的临床资料 65例。采用免疫组化法

检测 PD-L1和 P63在 65例DLBCL组织和 20例淋巴结反应

性增生组织石蜡标本中的表达情况，分析PD-L1和P63的表

达与DLBCL患者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并分析DLBCL

组织中 PD- L1 和 P63 表达的相关性。结果 PD- L1 在

DLBCL组织中的表达与淋巴结反应性增生组织中比较，表

达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63在DLBCL组

织中表达率为 30.8%，在淋巴结反应性增生组织呈阴性，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D-L1和P63的表达与DLBCL

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PD-L1的表达与DLBCL患者的

年龄、性别、AnnArbor分期、结外侵犯、LDH水平、分型等无

显著相关性，与 DLBCL 的 IPI 评分相关（P<0.05）；P63 的表

达与DLBCL患者的年龄、性别、AnnArbor分期、结外侵犯、

LDH水平、分型及 IPI评分无显著相关性（P>0.05）。PD-L1

和P63两者在DLBCL组织中的表达的相关性：PD-L1和P63

两者在 DLBCL 组织中的表达呈正相关（P<0.05）。结论

PD-L1 和 P63 在 DLBCL 组织中的表达可能参与 DLBCL 的

发生发展，且 PD-L1 的表达与 DLBCL 患者的预后不良相

关。PD- L1 和 P63 在 DLBCL 中的共同表达，可能提示

DLBCL患者更差的预后。PD-L1表达为DLBCL的细胞免

疫治疗提供依据。

F19. 费城染色体阳性伴髓系抗原表达的T淋巴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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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淋巴瘤/白血病一例诊治并文献复习
山西大医院 侯淑玲

目的 提高费城染色体（Ph）阳性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

白血病的诊断和治疗水平。方法 报道 1例Ph阳性T淋巴

母细胞淋巴瘤/白血病患者的诊治经验，并进行相关文献复

习。结果 该患者主因右颈部淋巴结肿大伴疼痛入院，经过

右颈部淋巴结活检，病理组织形态学和免疫组织化学诊断为

T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经骨穿、骨髓染色体培养、实时定量

PCR检测、FISH及PET-CT检查，诊断为：Ph阳性T淋巴母细

胞淋巴瘤/白血病伴髓系抗原表达 IVB期（骨髓浸润）。经化

疗联合伊马替尼治疗获得完全缓解，口服伊马替尼维持治疗

已经存活41月。结论 病理诊断是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白

血病诊断的金标准，尚需结合细胞、分子遗传学等综合分析

是否Ph阳性，进一步在化疗的基础上加入靶向药物伊马替

尼治疗，可获得长期缓解。

F20. 肝脾T细胞淋巴瘤二例及文献复习
山西省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 徐志鹏

目的 探讨两例肝脾 T 细胞淋巴瘤治疗经验。方法

对2例患者诊断、临床表现、治疗的过程分析。结果 例1男

性于发病后6个月死亡，例2女性于发病后11个月后规律治

疗但仍病情进展 。结论 肝脾T细胞淋巴瘤病程呈急性进

展，恶性程度高，尚无有效治疗方法，预后极差。女性中位总

生存期为25个月，而男性仅8个月；获得完全缓解的患者的

中位总生存期为13个月，而未获得完全缓解的患者仅7.5个

月。

F21. EBV在DLBCL患者中的表达情况及相关临
床因素的生存预后分析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刘斌 杨建民

目的 明确DLBCL患者中EBV的表达情况，分析得出

EBV+DLBCL生存预后情况。方法 收集本中心 346例初

发DLBCL患者的肿瘤病理标本，采用EBER原位杂交方法

检测EBV表达情况。结合临床及病理资料，分析EBV和部

分关键临床因素的相关性及 EBV 对 DLBCL 预后的影响。

结果 在 346 例 DLBCL 患者中，EBV 表达阳性共 36 例

（10.4%）。生存分析提示，EBV是DLBCL患者预后不良的一

项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EBV在DLBCL中的阳性表达率为

10.4%，EBV是影响DLBCL患者预后的一项独立危险因素。

F22. 治疗前白球比在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中
的预后价值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岳文勤 刘斌 高磊 何妙

侠 王健民 章卫平 陈莉 胡晓霞 徐丽丽 杨建民

目的 评估治疗前白球比在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

BCL）患者中的预后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335 例初诊

DLBCL患者治疗前的白球比情况，通过X-tile软件计算白球

比的最优化 cutoff值为 1.3，进而将全组患者按最优化 cutoff

值分为低白球比组（<1.3）和高白球比组（≥1.3）。采用 SPSS

21.0 软件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预后进行分析比较。

结果 ①335例 DLBCL患者中低白球比组 147例（43.9%），

高白球比组 188例（56.1%）。低白球比组显示有更为侵袭性

的临床特征，包括高龄、高血清β2微球蛋白、高血清乳酸脱氢

酶、伴随B症状、低体能评分（PS：0，1）、临床分期Ⅲ~Ⅳ期、节

外侵犯≥2 和高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P 值均<0.05。②
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白球比与年龄、分期、B症状、血清

β2微球蛋白、血清乳酸脱氢酶和节外侵犯数呈负相关，而与

性别（女对男）则呈正相关。③单因素分析显示低白球比组

有更差的总生存率（OS，P=0.001），两组患者的 5年OS分别

为 59.2和 77.1%。多因素分析进一步证实低白球比是影响

弥漫大B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HR=0.613，95%CI 0.412~

0.910，P=0.015）。④亚组分析显示在Ann Arbor Ⅲ~Ⅳ期和

非生发中心型（non-GCB）DLBCL患者中，低白球比组患者

均倾向于有更差的OS。结论 治疗前白球比可简单有效地

预测DLBCL患者的生存预后，对临床治疗具有一定的指导

意义。

F23. 西达苯胺治疗继发性难治/复发皮肤浸润弥漫
大B细胞淋巴瘤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杨丹 章卫平 杨建民 何

妙霞 程超 陈洁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是大B淋巴细胞的恶性

肿瘤，具有高度侵袭性。患者可有结内和结外的肿瘤浸润，

其中较为常见的结外浸润部位为胃肠道，继发性的皮肤浸润

也常发生。本文报道一例原发胃部的DLBCL，早期给予规

范化 4个疗程的R-CHOP方案化疗，胃部原发病灶消失，后

继续巩固R-CHOP方案4疗程，患者每隔3个月随访，胃镜均

无异常。化疗结束30个月后患者发现左上臂进行性增大皮

下结节，皮肤活检病理及免疫组化诊断为继发性 DLBCL，

PET-CT提示仅皮肤浸润。先后给予外用激素、α干扰素、局

部放疗，但效果欠佳，治疗过程中进一步出现双下肢、臀部散

在分布皮下结节，反复多部位活检均提示为DLBCL。为控

制病情反复和进展，给予西达苯胺 30mg2/周，同时联合地塞

米松治疗，3周后患者皮下结节均消失，在为期6个月的随访

中，患者无任何血液学及非血液学不良反应。就我们所知，

这是首例报道的西达苯胺治疗继发性仅侵犯皮肤的难治/复

发DLBCL病例，且治疗疗效显著。

F24. 儿童ALL/淋巴瘤大剂量甲氨蝶呤治疗毒性预
测指标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郭海霞 蔡晶 李娜 卜朝可

梁静 冯晓勤 吴学东

目的 近年来对 MTHFR 基因多态性 C677T 可否作为

预测ALL或淋巴瘤患儿大剂量氨甲蝶呤（HDMTX）化疗不

良反应指标，存在争论。本研究拟对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淋巴瘤患儿用大剂量氨甲蝶呤后粘膜和肾毒性预测指标研

究。方法 对2017年106例患儿行荧光原位杂交DNA序列

测定MTHFR基因 677C>T，1298A>C，33例同时做肾图同位

素测定，89例配合度高的患儿同时留24小时尿肌酐行Ccr测

定。根据基因检测结果调整MTX剂量，观察大剂量氨甲蝶

呤化疗后患儿MTX浓度、肝肾功能、口腔黏膜变化，分析三

种检测方法之间及与MTX副作用的相关性。结果 MTH-

FR活性与MTX的调整有正相关 r=0.564，P<0.001；酶的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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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低，MTX越需要减量。MTX调低与肾图的异常正相关 r=

0.422，P=0.014；与Ccr的异常无关P=0.924小时后MTX排泄

异常、黏膜损伤、转氨酶异常两两正相关。各基因型24小时

以后排泄延迟发生率的卡方检验：经调整MTX用量后各基

因型组 24 小时后 MTX 排泄异常的发生率 均无差异，χ2=

6.869，P=0.231。各基因型组肾图结果均无差异 χ2=6.681，

P=0.245。24小时尿做Ccr临床难以操作，有较多影响因素

影响其准确性，与临床副作用相关性低；肾图较Ccr准确，与

基因检测结果符合度高，但对临床的指导精确性欠佳，并且

检查有放射性；基因667C和1298A位点基因突变联合检测，

突变型能较好预测 MTFHR 酶活性，进一步较好指导临床

MTX剂量调整。结论 基因C667T和1298C 位点基因突变

联合检测是有效方便的大剂量氨甲蝶呤治疗毒性预测指标，

尿中代谢物的测定能否取代需临床进一步验证。

F25. 吉西他滨合并洛铂及地塞米松治疗非生发中
心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近期临床效果
解放军第152中心医院 李俊 刘英杰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是严重的血液系统肿瘤之一，对于

其发病病因以及发病机制的研究尚未完全明确，目前认为，

其患者病情进展迅速，若不能在最佳治疗时间内进行治疗，

患者的预后往往较差。根据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肿瘤细胞

的来源可分为生发中心型以及非生发中心型，对于生发中心

型患者采取CHOP治疗方案有良好效果，而对于非生发中心

型患者没有明确疗效。万一元等研究显示，对于难治性和复

发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用以吉西他滨固定剂量率输

注联合应用奥沙利铂及地塞米松挽救性化疗具有良好的疗

效以及安全性。第三代铂类药物对淋巴瘤具有明显的抗癌

活性，其相关不良反应也较少。本次研究选用吉西他滨、洛

铂以及地塞米松联用与传统CHOP方案进行对比，观察其对

非生发中心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的治疗效果。

F26. Serum beta- 2 microglobulin is a poor

prognostic factor in patients with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in the rituximab era in China
First Hospit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Zhenxing Guo, Yaru

Xu, Li Liu

Background To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serum beta-2 microglobulin（β2-MG）in patients with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DLBCL）in the rituximab era in Chi-

na. Methods Clinical outcome of 92 patients with DLBCL

from December 2003 to July 2015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

lyzed. Kaplan-Meier analysis was used to estimate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and overall survival（OS）. Cox logistic re-

gression was used to explore potential prognostic factors asso-

ciated with poor survival. Results 5- year OS and PFS rate

was 90% and 68%, respectively. Subgroup analysis suggested

significant worse OS and PFS was found in elevated β2-MG（≥
2.2 mg/L）group than those in normal β2-MG group（for OS,

83.01±8.11 months vs 103.65±3.01 months, P=0.05; for PFS,

50.42±8.45 months vs 75.81±9.13 months, P<0.01）. Univari-

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elevated β2-MG was the only impor-

tant prognostic factor to estimate poor OS. Potential prognostic

factors such as elevated β2- MG, older age, advanced stage as

well as higher IPI score were associated with worse PFS. Fur-

thermore,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elevated β2- MG was

the only independence prognostic factor associated with worse

OS. Conclusion Serum β2- MG is an important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in the rituximab era in China.

F27. 利妥昔单抗相关间质性肺炎一例及文献复习
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方 刘莉 任秀

红 郭振兴

目的 探讨利妥昔单抗（Rituximab,RTX，利妥昔单抗）

相关间质性肺炎（Interstitial pneumonia，IP）的临床表现、发

病规律、发病机制、诊断方法、治疗方案及预后。方法 回顾

我院 1例弥漫大B细胞性淋巴瘤患者在应用含利妥昔单抗

联合化疗（R-CHOP方案）过程中发生间质性肺炎的诊疗过

程，进行文献复习。 结果 该例患者在R-CHOP方案化疗

第3周期后出现间质性肺炎，及时糖皮质激素治疗后恢复良

好。结论 RTX-IP发病机制尚不明确，临床表现差异较大，

目前尚无国际统一诊断及治疗共识，糖皮质激素的早期及时

应用是治疗的关键。

F28. 趋化因子轴CXCR3/MIG在套细胞淋巴瘤中
的表达水平及其意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朱明霞 万文丽 洪韫 朱晓雯 胡

凯 万伟 高锦洁 景红梅 克晓燕

目的 探讨趋化因子MIG（γ干扰素诱导单核因子）及其

受体 CXCR3 在套细胞淋巴瘤（MCL）患者外周血和骨髓中

的表达情况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2015年1月至2017

年12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就诊的B细胞慢性淋巴

细胞增殖性疾病（B-CLPD）患者共45例，其中MCL 20例，慢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10例，边缘区淋巴瘤（MZL）9例，

滤泡淋巴瘤（FL）5例，毛细胞白血病（HCL）1例，均有不同程

度的骨髓累及；以 12例健康供者作为正常对照。采用流式

细胞术（FCM）和RT-PCR方法分析B-CLPD患者受累骨髓中

肿瘤细胞表达CXCR3蛋白和基因情况，应用流式细胞仪芯

片捕获微球技术（CBA）检测治疗前后外周血血清中趋化因

子MIG、IP-10和 I-TAC的表达水平变化。根据MCL国际预

后评分系统（MIPI）对MCL患者进行预后分层，进一步分析

MIG 表达情况与 MCL 预后因素的相关性。结果 ①B-

CLPD患者骨髓肿瘤细胞表达CXCR3情况：FCM结果显示

MCL和CLL患者均表达CXCR3分子，但前者表达阳性率及

免疫荧光强度显著高于后者（P<0.05），MZL有少量肿瘤细

胞表达CXCR3，而FL和HCL患者肿瘤细胞以及正常对照B

细胞均不表达CXCR3；RT-PCR结果表明B-CLPD患者骨髓

肿瘤细胞表达CXCR3基因水平与FCM结果一致。②治疗

前MCL患者表达MIG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P<0.05），

高于CLL组（P<0.05），且与MCL危险度分层呈显著正相关

（r=0.748，P<0.05）；表达 IP-10 水平轻度升高（P>0.05），而 I-

TAC表达水平存在较大差异。③ 治疗后MCL患者有效组

血清 MIG 表达水平较化疗前显著下降（P<0.01），无效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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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表达水平较化疗前轻度下降（P>0.05）。④初诊MCL患

者根据MIG不同表达水平分为明显升高组和轻度升高组，

随访后发现MIG明显升高组 3年无进展生存时间（PFS）低

于轻度升高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XCR3分子在正常B细胞不表达，特异性高表达于MCL肿

瘤细胞表面，为CXCR3拮抗剂未来应用于MCL的靶向治疗

提供新依据；随着MCL危险程度增加，趋化因子MIG表达

水平升高，且与疗效和预后密切相关，提示MIG可作为评估

MCL预后的新的生物学标志物。

F29. 叔丁基过氧化氢诱导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
细胞株衰老模型的建立及衰老相关蛋白的表达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王极宇 许旋旋 董毅 翟

志敏

目的 使用叔丁基过氧化氢（t-BHP）诱导人弥漫大B细

胞淋巴瘤细胞OCI-Ly8细胞衰老，建立体外细胞衰老模型并

明确衰老相关蛋白表达情况。方法 体外培养人弥漫大B

细胞淋巴瘤细胞株 OCI- Ly8，流式细胞仪检测 Ly8 细胞

CD10、CD19、CD20免疫表型；从细胞30代开始，分别使用叔

丁基过氧化氢（tBHP）（10 mmol/L、30mmol/L、50mmol/L）作

用细胞 24 h，诱导细胞衰老，b-半乳糖苷酶染色观察诱导后

的细胞衰老情况，CCK8 方法检测细胞增殖情况；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细胞衰老信号通路相关蛋白 p21、p16、RB、

pRB、和SENEX表达情况。结果 OCI-Ly8细胞形态以中心

母细胞为主，CD10阳性、CD20阳性、CD19阳性；b-半乳糖苷

酶染色结果显示，与未加 tBHP干预的对照组相比，衰老组均

出现衰老细胞，其中30 mmol/L、50 mmol/L组衰老细胞数量

明显多于 10 mmol/L 组，且 30mmol/L 组可观察到明显的呈

蓝绿色衰老细胞；Western-blot 结果显示，细胞衰老组（30

mmol/L）p21、p16 表达显著升高，SENEX 蛋白表达增高，而

磷酸化RB则明显降低；与对照组相比，衰老组细胞增殖率明

显降低，其中 30mmol/L 组细胞增殖率高于 10mM 组高于

50mM 组。结论 30 mmol/L tBHP 可成功诱导 LY8 细胞衰

老，建立体外细胞衰老模型；衰老细胞中p16、p21和SENEX

表达增高，而RB磷酸化和细胞增殖受到抑制。

F30. CAR-T 19 united reduced dose of PD-1 block-

ade：Case report of a refractory follicular lympho-

ma patient
Tianjin First Central Hospital Jia Wang, Qi Deng, Yanyu Ji-

ang, Rui Zhang, Haibo Zhu, Juanxia Meng, Yuming Li

Background Anti- CD19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AR）T-cell therapy has changed the outcomes of relapsed/

refractory B- cell leukemia and lymphoma. But the treatment

effects in relapsed/refractory B-cell non-Hodgkin’s lymphoma

（NHL）patients have been not very satisfied compared with B-

cell ALL patients. Case Report: Here we present a refractory

follicular lymphoma case. Unfortunately, this patient was

detected high expression of PD-1 in CD3+ T cells of peripheral

blood（80.90%）. High expression of PD-1 on T cells indicated

that autologous CAR-T 19 cells therapy had the possibility of

failure. We decided to choice the therapy of CAR-T 19 cells in

combination with reduced dose of PD-1 blockade（Nivolumab,

1.5mg/kg）. Our aim of the choice to reduce the dose of PD-1

blockade was to reduce the side effects of combination therapy of

PD-1 inhibitors and CAR-T 19 cells. This salvage united therapy

achieved an outstanding durable remission over 6 months.

F31. 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预后相关循环血
microRNA的研究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马燕 迪娜 ·索力提肯 陈波

斌 许小平

目的 筛选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预后相关循环

血miRNA，以期发现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预后的生

物标志物。方法 本研究采用队列研究，收集2007年6月至

2016年 6月在我院就诊并被确诊为PCNSL的 151例初发患

者的临床资料，在初发未经治疗时收集PCNSL患者行血常

规检查后剩余的循环血标本1~3ml。根据患者预后，从回顾

性队列研究中选取6例总生存期长和6例总生存期短的两组

病例进行高通量芯片技术筛选差异表达 miRNAs，并通过

qRT-PCR对筛选出的miRNAs进行验证，并采用Log-rank时

序检验用于差异miRNAs的表达与总生存期（OS）和无病生

存期（PFS）的分析。结果 共筛选出 90个表达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的miRNA，其中24个miRNA表达上调，66个miR-

NA表达下调。通过筛选和文献检索出 10个备选mirRNA，

在总生存期差异较大的 2组患者中检测 PCR表达，mir-21、

mir-129-5p、mir-144-5、mir-363-5p、mir-409-3p、mir-1246、mir-

1299、mir-1825 在两组之间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而 mir-

455-3P、mir-940在两组中的表达有差异，且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miR-455-3p、miR-940 对 OS 判断的结果提示

12 例 PCNSL 患者的 OS 有差异，分别为 miR-455-3p 高表达

组10个月，miR-455-3p低表达组91个月，miR-940高表达组

91个月，低表达组10个月。mir-940的表达高低也与无疾病

进展相关，低表达组中位PFS为 16个月，高表达组中位PFS

为25个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92）。结论 循环血

mir-940可能对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具有预后判断价值，

循环血中mir-940的高表达是预后良好的一个生物学标志物。

F32. 西达本胺以自噬为靶点对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的干预影响及作用机制
1.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 宜兴市人民医

院；3. 南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孔祎琳 1 潘必慧 1 黄瑛 1,2 吴佳

竹 1 曹鑫 1,3 梁金花 1 夏奕 1 吴微 1 朱华渊 1 王莉 1 范磊 1 李

建勇 1 徐卫 1

目的 探究我国自主研发的HDACi西达本胺对CLL的

干预作用，并探究其对自噬的影响，为开展相应的靶向治疗，

拓展原研药西达本胺的临床应用范围提供重要的理论依

据。方法 本研究以CLL原代细胞及Mec-1细胞系为研究

对象。CCK8法、Annexin V/PI双染法及免疫印迹法检测西

达本胺处理后CLL细胞的增殖活性、凋亡细胞比例及凋亡

相关蛋白的表达，以评估西达本胺对CLL细胞的影响；用免

疫印迹法检测西达本胺处理后CLL细胞自噬相关蛋白的表

达情况，并用电镜观察自噬小体的数目变化，以探究西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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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对自噬的影响；采用自噬抑制剂氯喹，探究自噬对CLL凋

亡的影响；用免疫印迹法检测西达本胺处理后不同时间点

mTOR的磷酸化水平，探索西达本胺影响自噬的分子机制。

结果 ①西达本胺显著抑制CLL细胞的增殖，促进其凋亡；

②西达本胺减少自噬体的生成，下调自噬相关蛋白LC3-II的

表达；③自噬抑制剂氯喹可抑制CLL细胞的增殖，促进其凋

亡；④西达本胺处理后，早期（2~4h）可见mTOR磷酸化水平

升高，晚期（8~48h）则可见 mTOR 磷酸化水平下降。结论

在CLL细胞中，自噬水平增高可能是CLL细胞生存力增强、

凋亡受阻的作用机制之一，抑制自噬活性能诱导CLL细胞

凋亡。西达本胺可能通过调控自噬活性抑制CLL细胞增殖

并促进凋亡，这一过程中，自噬经典通路PI3K/Akt/mTOR可

能在早期激活从而抑制自噬，但晚期则被抑制，提示存在其

他的调控机制。

F33. 不同HBV 流行区域HBV 感染与NHL发病相
关性的meta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病研究所 周

茜 曹海燕 陈雪星 周浩

目的 系统评价乙肝病毒（HBV）感染对世界范围内不

同流行地域的常见非霍奇金淋巴瘤（NHL）亚组的患病率的

影响。方法 系统检索Pubmed、Medline、Web of science，利

用 RevMan 5.0 对世界范围内的低中高 HBV 患病率地域分

布、NHL亚组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 9篇队列研究

及25篇病例对照研究，共计490610名NHL患者。以HBsAg

阳性率评估HBV感染率。总体meta分析显示HBV感染率

（HBsAg +）与 NHL 之间有关联（OR=2.11，95% CI 1.74~

2.56）。亚组分析显示 HBV 感染对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DLBCL）、滤泡性淋巴瘤（FL）、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

（ALCL）有明显相关性，对伯基特淋巴瘤（BL）、慢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小淋巴细胞淋巴瘤（CLL/SLL）、NK/T细胞淋巴瘤

（NK/T）、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没有统计学关联。基于

地理分布表明HBV 感染不仅在高乙肝患病率地区，同样在

中、低乙肝患病率地区是危险因素。结论 当前证据表明，

HBV 感染是NHL发病的危险因素。受纳入研究的数量和

质量的限制，上述结论尚待更多高质量研究予以验证。

F34. Secondary h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 after

treatment for lymphoma and solid tumor
Shanxi Tumor Hospital Wei Gui, Liping Su, Zong Zhang, Tao

Guan,Jin Zhao, Li Ma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secondary h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SHM）. Methods The diagnosis of 61 SHM

patients was confirnecd by pathology, bone marrow

morphology, flow cytometry（FCM）, karyotype, fusion gene;

endoscope, and several imaging modalities examination. After

treatment of the first malignancy, according to the secondary

malignancy, 61SHM patients were divided 2 groups. In group

1, 27 leukemia and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patients

developed from lymphoma and solid tumor（18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In group 2, 34 lymphoma and

multiple myeloma patients developed from solid tumor

（32patients with non- Hodgkin lymphoma）. Result In

group1,case 2 was alive with non evidence disease（NED）,

4patients are receiving chemotherapy, 22patients died.In group

2, 8 patients alive with NED, 8 patients are receiving

chemotherapy, 15 patients died, 3 patients lost follow- up.

Conclusion Most of all SHM patients occurred non-Hodgkin

lymphoma, the second was acute myeloid leukemia. The

prognosis of SHM was poor. Long term follow- up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finding SHM early.

F35. MCMV诱导鼠T细胞淋巴瘤EL4细胞凋亡及
其作用机制
1.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血液科 罗小华 1 张在利 1 朱艳 2 李莎 1 杜鹃 1 肖青 1

王利 1 刘林 1

目的 观察鼠T细胞淋巴瘤细胞株EL4细胞能否被小

鼠巨细胞病毒（MCMV）感染，及其感染前后对 EL4 细胞形

态的变化，及凋亡的影响。方法 分别以感染复数（MOI）为

1、10、100的MCMV smith株感染EL4细胞，于感染后1、3和

5 d收集细胞。设立正常对照组、MOI=1感染组、MOI=10感

染组、MOI=100 感染组，另外设有更昔洛韦（GCV）组、MC-

MV+GCV组。瑞氏-吉姆萨染色后光镜下观察细胞形态；台

盼蓝抗染法计数细胞存活率；实时荧光定量 PCR（RT-qPCR）

检测感染细胞内MCMV DNA基因拷贝数；流式细胞技术检

测细胞凋亡；RT-qPCR 检测感染细胞 P53、P21、cFlip、Cas-

pase8 的 mRNA 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 Caspase8、P53、

Bax、Bcl-2、Cleaved-Caspase3 的蛋白表达水平。结果 瑞

氏-吉姆萨染色后光镜下可见被MCMV感染的EL4细胞体

积增大，细胞核不规则，见折叠扭曲。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随

着感染复数的增加以及感染时间的延长，各感染组EL4细胞

存活率降低，凋亡率增加（P<0.05），并均可上调凋亡蛋白

P53、Bax/Bcl-2、Cleaved-caspase3、Caspase8 表达；且细胞存

活率下降、凋亡率升高以及各凋亡蛋白上调均以MOI=10感

染EL4细胞后d 5最为明显。与MCMV感染组（MOI=60）比

较，MCMV+GGV 组（MOI=60，GCV 25 mg/ml）EL4 细胞内

MCMV DNA含量降低（P<0.05），EL4细胞凋亡率及凋亡蛋

白 P53、Caspase8、Bax/bcl-2表达降低（P<0.05）；与正常对照

组比较，GCV组EL4细胞凋亡率及凋亡蛋白P53、Caspase8、

Bax/bcl-2的表达无明显差异。结论 鼠T细胞淋巴瘤细胞

株 EL4 细胞可被 MCMV 感染，呈现出明显凋亡现象。EL4

细胞在MCMV感染后凋亡蛋白P53、Bax/Bcl-2、Cleaved-cas-

pase3、Caspase8 表达上调。更昔洛韦抑制感染的 EL4 细胞

内MCMV DNA复制，减弱MCMV对EL4细胞的杀伤作用。

F36. Concurrent mucosa- associated lymphoid tis-

sue lymphoma with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transformation and Hodgkin lymphoma of the

neck
1. Department of Hae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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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University）; 3.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Faculty of
Basic Medicine,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Xiaohua
Luo1, Qian Wang1, Yan Zhu2, Dan Li3, Qing Xiao1, Li Wang1,
Lin Liu1

A 65-year-old man presented to the endocrinology clinic

with progressive enlargement of the neck. He complained of re-

current episode of cough and fatigue. Biopsy of thyroid and

right supraclavicular lymph nodes revealed diagnosis of com-

posite lymphoma（CL）with 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

sue lymphoma with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transforma-

tion and classical Hodgkin lymphoma. The patient was imme-

diately started with etoposide, prednisone, vincristine, cyclo-

phosphamide, doxorubicin and rituximab（CHOP）with relief

from dyspnea. The available cases of CL consisting of MALT

and HL in literature suggest that the therapeutic strategy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both disease components and whether

they occurred simultaneously or consecutively. Urgent chemo-

therapy or surgery is necessary for patients with lymphoma in

the neck, in particular,in cases of compressed airway.

F37. 72例血管免疫母细胞T细胞淋巴瘤（AITL）分析
1. 北京航天中心医院；2.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胡影 1 宋玉
琴 2 应志涛 2 王静波 1 朱军 2

目的 通过对AITL的分析，增加对其临床特点，治疗效

果，预后的认识。方法 对 2009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就诊

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 72例AITL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

析。结果 男∶女=48∶24，年龄32~78；IPI 评分0/1/2/3/4/5分

别为 1/14/21/28/5/3 例；分期 1/2/3/4 分别为 1/2/38/31 例；

ECOG评分0/1/2/3/4分别为40/24/6/2/0例；有结外病变27例

（其中肺部8例，浆膜腔6例，消化道2例，肝脏8例，肾上腺6

例，肌肉9例，骨骼3例，皮肤3例，骨髓5例，）；HBsag+ 3例，

HBeag + 1 例，Anti- HBc + 29 例；免疫组化 CD3 +/CD5 +/

CD20+/CD30+/EBER+分别为 69/35/22/31/47例；血红蛋白<

120g/L 29例，LDH增高 43例；一线化疗CHOPE/GDP14例，

CHOP/Gemox 6 例，CHOP 18 例，CHOPE 30 例；最大疗效

CR/CRu/PR/SD/PD 分别为 25/5/24/2/9 例；一线自体干细胞

移植 6例；总 3年OS 75.9%；CR/CRu与未CR/CRu者的 3年

OS分别为72.5%对26.4%（P=0.001）；IPI≤2与 IPI>2者的3年

OS 分别为 60.6%对 33.3%（P=0.017）；无结外病变和有结外

病变者的 3 年 OS 分别为 58.6%对 32.9%（P=0.007）；一线

CHOPE/非 CHOPE 者的 3 年 OS 分别为 46.9%对 39.1%（P=

0.358）；一线CHOP/CHOPE和CHOP/CHOPE与GDP/Gemox

交替者的 3 年 OS 分别为 47.1%对 44.9%（P=0.398）。结论

AITL确诊时分期较晚，高危患者比例较高，结外侵犯较多，

一线化疗反应较好。获得CR，IPI评分低，无结外病变的患

者预后好。一线CHOP与CHOPE者生存时间无差异，一线单

用CHOP/CHOPE与GDP/Gemox交替方案生存时间无差异。

F38. 沙利度胺联合环磷酰胺和泼尼松方案治疗初
治特发性多中心型Castleman病：前瞻性、单中心、
单臂、Ⅱ期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张路 赵艾琳 冯俊 曹

欣欣 张炎 朱铁楠 段明辉 周道斌 李剑

目的 特发性多中心型Castleman病（iMCD）是一种少

见的淋巴增殖性疾病。目前尚缺乏标准治疗。本研究拟探

讨使用沙利度胺联合环磷酰胺和泼尼松方案（TCP方案）治

疗初治 iMCD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入组我院 2015年 6

月至 2018年 6月期间确诊 iMCD并同意参与本研究的 36名

患者，接受计划为期2年的TCP方案治疗（具体为：沙利度胺

100 mg 口服，每晚1次，持续2年；环磷酰胺300 mg/m2口服，

每周 1次，持续 1年；泼尼松 1 mg/kg口服，每周 2次，持续 1

年）。分析其中随访不短于 24周的 25名患者的疗效和安全

性数据。结果 25例患者的中位年龄为40（20~63）岁，男女

比例为 2∶1。有 2例患者符合TAFRO综合征的诊断。经过

TCP方案治疗，有48.0%（n=12）的患者达到了不短于24周的

“持续性瘤体与症状学缓解”，40.0%（n=10）的患者“治疗失

败”，12.0%（n=3）的患者疾病稳定。所有患者的中位症状评

分从 14（6~41）分降低至 3（0~20）分，中位白介素-6 由 21.3

（7.4~865.0）pg/ml 降低至 9.15（2.0~36.2）pg/ml。安全性方

面，除1例出现治疗相关死亡（肺部感染）和1例出现严重（3

级）皮疹外，没有出现其它 3级及以上的不良反应。中位随

访 14（6~36）个月后，有 2人（8.0%）死亡，1人死于疾病进展

（重度贫血），1人死于TCP方案后合并肺部感染。中位OS

和 PFS 均未达到，预计的 3 年 PFS 和 OS 分别为 60.0%和

88.0%。结论 TCP方案是适用于初治 iMCD患者的一种方

便、价格相对低廉、安全且有效的治疗手段。此方案可以作

为此类患者的一线治疗选择。

F39. PD-1表达对T细胞淋巴瘤中肿瘤相关巨噬细
胞功能的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欧阳明祈 张薇 周道斌

目的 探究T细胞淋巴瘤中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

表面PD-1的表达情况，并初步探索TAMs表面PD-1表达升

高对巨噬细胞功能的影响，从而分析其在肿瘤微环境形成中

发挥的潜在作用。方法 收集 17 例初治 PTCL 患者的病理

组织标本，利用多光谱组织病理定量分析检测病理组织中

TAMs 相关标记（CD68、CD206）和 PD-1 的表达情况；将 T

细胞淋巴瘤细胞株（Jurkat细胞）与构建的PD-1高表达THP-

1 来源巨噬细胞共培养，检测巨噬细胞极化表型（CD68、

CD192、CD163、CD206）及吞噬功能（BSA-FITC），并检测细

胞上清中 IL-12、IL-10的分泌水平。结果 送检的 PTCL 患

者肿瘤病理组织中 CD68/PD-1 双阳性率为 0.99%（范围为

0.01%~17.51%），阳性个数为 21.76 个/百万像素（范围为

0.25~426.5 个/百万像素），CD206/PD-1 双阳性率为 0.38%

（范围为 0~23.88%），阳性个数为 8.72 个/百万像素（范围为

0~488.4 个/百万像素）。THP-1来源巨噬细胞与 Jurkat细胞

共培养后，PD-1高表达巨噬细胞与PD-1低表达巨噬细胞表

面 M1 相关表型阳性率分别为 CD68：19.83%对 54.77%（P=

0.02）；CD192：55%对 69.23%（P=0.04）；M2相关表型阳性率

分别为CD206：71.73%对 82.87%（P<0.01）；CD163：3.03%对

4.57%（P=0.07）。细胞上清中，IL-10 分泌水平分别为 PD-1

高表达巨噬细胞组 144.03pg/ml，PD-1 低表达巨噬细胞组

32.33pg/ml（P<0.01），而 IL-12分泌水平分别为33.96pg/ml和

30.72pg/ml（P=0.70）。PD-1 高表达巨噬细胞的相对吞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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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68%，而PD-1低表达巨噬细胞的相对吞噬率为 56.63%

（P<0.01）。结论 T细胞淋巴瘤病理组织中，肿瘤相关巨噬

细胞表面存在PD-1表达升高，其表达比例异质性高。而肿

瘤相关巨噬细胞表面PD-1表达可能抑制其向M1型巨噬细

胞的转化能力，从而使得肿瘤微环境中M1型巨噬细胞比重

下降，而M2型巨噬细胞权重升高，并导致巨噬细胞吞噬功

能下降，分泌更多 IL-10，从而参与肿瘤微环境的塑造和肿瘤

免疫逃逸。

F40. Increased interleukin- 17A levels promote

rituximab resistance by suppressing p53

expression and predict an unfavorable prognosis

in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Gu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Weijie Zhong, Zhigang

Zhu, Qingshan Li

Objective Rituximab resistan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in patients with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DLBCL）, thus reducing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rituximab in these patients. However, the mechanism

responsible for rituximab resistance remains unclear. We aimed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 of rituximab on interleukin（IL）-17A

and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IL- 17A in rituximab resistance

and its prognostic value in DLBCL patients.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compared DLBCL patients treated with R-

CHOP and CHOP regimens（cyclophosphamide, adriamycin,

vincristine, and prednisone with or without rituximab） 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rituximab on T helper（Th17）and IL-17+

Foxp3 + regulatory T（Treg）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IL- 17A

and IL-6 secretion. We also cultured SU-DHL-4 cells with or

without rituximab and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PBMCs） from healthy volunteers to further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rituximab on cell differentiation and cytokine

secretion in vitro. IL- 17 receptor knockdown and wild- type

SU- DHL4 cells were cultured with rituximab and IL- 17A,

respectively,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IL- 17A on apoptosis,

proliferation, and p53 expression. We further analyzed the

survival of 73 patients with DLBCL by Kaplan-Meier and log-

rank analysis, to evalu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IL- 17A.

Results Rituximab increased IL- 6 expression levels in

DLBCL patients and in cultured cells in vitro. Increased IL-6

in turn induced Th17 cells and IL- 17 + Foxp3 + Treg cell

differentiation, which secreted IL- 17A both in vivo and in

vitro. IL- 17A prevented rituximab- induced apoptosis and

promoted proliferation of SU-DHL-4 cells by suppressing p53

expression in vitro. High peripheral blood levels of IL- 17A

predicted unfavorable survival in DLBCL patients.

Conclusion Rituximab promotes Foxp3 + Treg cells to

secrete IL- 17A, which in turn promotes rituximab resistance,

partially by suppressing p53 expression and inhibiting

rituximab-induced DLBCL cell apoptosis. IL-17A may thus be

a useful prognostic factor in DLBCL patients.

F41. 探究初治 T 细胞淋巴瘤患者治疗前外周血
CD16-/CD16+单核细胞比值对预后的预测价值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阮菁 张薇 周道斌 甘

雨来

目的 探究初治 T 细胞淋巴瘤患者治疗前外周血

CD16-/CD16+单核细胞比值对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 前

瞻性纳入北京协和医院初治的、病理诊断明确的T细胞淋巴

瘤患者，在进行临床分期、IPI评分、ECOG评分、受累部位评

估、血常规、血生化、病毒学等评估同时，利用Cytodiff流式

技术检测患者放化疗前外周血CD16-及CD16+单核细胞亚

群，并对患者进行规律随访，判断治疗反应及生存状态。以

COX比例风险模型及 kaplan-meier生存分析等统计学方法

分析治疗前CD16-/CD16+单核细胞比值对患者总生存期及

无疾病进展期的预测价值。结果 共纳入31例初治T-NHL

患者及匹配的正常对照。患者中位年龄 40（18~79）岁。根

据 IPI 评分，中高危患者占 83.8%。Ⅲ-Ⅳ 期患者占 80.6%，

80.6%的患者出现 B 症状，51.6%的患者结外侵犯部位数大

于 1，7 位患者存在骨髓受累，14 位患者存在 EBV 感染，

ECOG≥2分占 41.9%，LDH 升高占 58.1%。具体分型中，结

外 NK/T 细胞淋巴瘤患者占总数的35.5%，其次为外周 T 细

胞淋巴瘤（未特指）、ALK 阴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皮下脂

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及 ALK 阳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分

别占 16.1%、12.9%、12.9%及 9.7%。与健康对照相比，T-

NHL患者外周血CD16+单核细胞绝对值及比例明显升高，

CD16-/CD16+单核细胞比值显著降低，该变化与骨髓受累、

EBV感染无关。COX回归显示CD16-/CD16+单核细胞比值

可以独立于 IPI有效预测T-NHL预后，预测总生存期RR为

0.255（95%CI 0.074-0.880），预测无疾病进展期 RR 为 0.301

（95%CI 0.106-0.856）。K-M生存曲线表明CD16-/CD16+比

值高于11的患者1年总生存率为75.5±10.7%，显著高于比值

低于 11 的患者（49.2 ±13.2%）。结论 T-NHL 患者治疗前

外周血CD16-/CD16+单核细胞比例可以独立于 IPI预测预

后，较低的外周血CD16-/CD16+单核细胞比值对应较短的总

生存期。

F42. BCR 信号调节 NFATc1 和 STAT3 活化诱导
PDL-1在弥漫大B淋巴瘤细胞中异常表达的研究
1.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 德克萨斯大学MD Ander-
son 医学中心 李莉 1 王晓波 1 张旗 1 薛祖光 1 赵志佳 1

Machael Wang2 Lan V Pham2

目的 探求PDL-1在B细胞淋巴瘤中的调控机制。方

法 建立 24株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细胞系，应用反向蛋白

质列阵技术（RPPA）筛查异常蛋白信号构成。分别应用

NFAT ihRNA，BTK抑制剂依鲁替尼、ACP-196和BGB-1111，

IL-10, IL-10抗体，作用于细胞系，观察细胞活性变化，分析

细胞分泌 IL-10和CCL-3变化，筛查PDL-1在DLBCL中的表

达变化，并分析Pgsk3β，GSK3β，NFATc1，Pstat3，STAT3等蛋

白的表达及其受药物影响后的变化。结果 PDL-1主要表

达于非生发中心型弥漫大B细胞系和EB病毒感染的淋巴瘤

细胞系中。PDL-1阳性细胞系中NFATc1结构性激活，分泌

大量的 IL-10，诱引CCL-3转录，激活 JAK/STAT3信号途径，

STAT3 与 PDL-1 启动子结合，PDL-1 发生转录。BTK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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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PDL-1拮抗剂，IL-10抗体可抑制 IL-10-STAT3信号通路

和PDL-1蛋白表达，抑制淋巴瘤细胞生长。结论 免疫检查

点抑制剂（PD-1/PD-L1）显示为不同肿瘤患者有望的治疗选

择，但目前临床显示并未对所有肿瘤有效，因此探索肿瘤细

胞PD-1/PD-L1表达调控机制，不仅可以预估药物治疗的有

效性，还可开发该类药物的有效临床联合用药。目前有关

PD-L1在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中调控机制知之甚少。本研

究首次陈述了一个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中复杂的信号网络，

BCR-NFATc1- IL-10-STAT3，该网络可调控 PDL-1 表达，并

可被BTK抑制剂阻断。

F43. 老年营养风险指数在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
者中的预后意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杨冰雪 程单凤 潘丽丽

黄婉玲 邱晨希 廖建荣 刘庭波

目的 探讨老年营养风险指数（GNRI）在非特指型弥漫

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NOS）患者中的预后价值。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13年 12月至 2017年 12月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协和医院血液科收治的 249 例非特指型初治的 DLBCL 病

例，结合患者的基本临床特征及生存进行相关性分析。结

果 本研究249例DLBCL患者中，男性142例，女性107例，

中位就诊年龄 60（18~85）岁。 GNRI<96.6 和 GNRI≥96.6 的

患者的3年总生存率（OS）和3年无进展生存率（PFS）分别为

（46.6%对67.7%，P=0.000），（44.6%对61.9%，P=0.001），两者

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接受R-CHOP或R-CHOP样方案治

疗且 GNRI≥96.6 的患者拥有更长的 3 年 OS（53.6% 对

76.3%，P=0.002）和 3 年 PFS（50.2%对 73.2%，P=0.001）。在

单因素分析中，低GNRI者拥有更差的OS,然而，多因素分析

显示，GNRI并不是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独立的预后因

素。GNRI对改良国际预后指数（NCCN-IPI）危险分层患者

的OS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低GNRI者拥有更

差的预后；GNRI并不是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独立的预

后因素。

F44. 西部单中心 51例套细胞淋巴瘤患者临床特征
及预后因素分析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段晓晖 郑焱华 王健红 郝彩

霞 张涛 顾宏涛 白庆咸 杨岚 董宝侠 唐海龙 高

广勋 梁蓉

目的 研究套细胞淋巴瘤（MCL）患者的临床特点及

预后相关因素，进一步全面评估病情，探索个体化治疗。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2年 1 月至 2016年 12 月经我院病理科确诊

的51例MCL 患者的临床特点，住院20例患者的预后分层及

不同化疗方案的近期及远期疗效，进行随访观察。结果 20

例住院治疗患者中，R-Hyper-CVAD 组及 R- CHOP 样组的

ORR（分别为 100%、100%）均高于其未使用利妥昔单抗组

（分别为50%、40%）；MIPI评分中，低危组ORR为75%，明显

高于中危组（16.6%）；CD5-患者CR、PR均高于CD5+患者；

Ki-67 ≥30%患者CR率（20%）大于Ki-67<30%组（11%），PR

率则相反；Ki-67<30%患者 3年OS明显高于Ki-67 ≥30%患

者，有统计学差异，而PFS无统计学差异；MIPI分组中，低危

组3年OS明显高于中高危，有统计学差异，PFS无统计学差

异；利妥昔单抗组无论OS还是PFS均高于非利妥昔单抗组；

HyperCVAD 组与非 HyperCVAD 组 OS、PFS 均无统计学意

义。结论 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治疗 MCL 的疗效是肯定

的，绝大多数患者能够耐受减低剂量的Hyper CVAD A及B

方案化疗，但统计学显示与非HyperCVAD组无明显差异，可

能与病例数偏少相关，需要更多大样本的循证医学的支持。

F45. He combination of methotrexate and cytosine

arabinoside in newly diagnosed adult 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sis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Xiao Han, Mingqi Ouyang, Minghui

Duan, Daobin Zhou, Wei Zhang, Jian Li, Tienan Zhu, Shujie

Wang

The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Langerhans Cell Histiocyto-

sis has been improved since results revealed by international

clinical trials, however data for adult patients is still limited.

This prospective interventional trial aims to test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combination of methotrexate and cytosine ara-

binoside in adult LCH patients. A total of 36 patients enrolled,

the median age was 36 years old, seventeen patients underwent

the detection of BRAF mutation, with positive rate of 23.5%.

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 was 91.7%, with complete response

of 38.9% and partial response of 52.8%, the ORR of bone le-

sions was 100%.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response was fa-

vorable despite that diabetes insipidus may manifest as late se-

quelae. The median follow- up was 32.5 months, the 2- year

event- free survival rate was 88.9% , and overall survival rate

was 97.2% . The risk organ involvement showed strong prog-

nostic value, the 2-year EFS probability was significantly low-

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out risk organ involvement（66.7%

vs 95.5%, P=0.043）. Neutropenia and thrombocytopenia were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effects. The MA regimen is effec-

tive and safe in treating adult LCH patients, and timely platelet

infusion may be considered because the incidence of Grade 3-4

thrombocytopenia was as high as 33.3%.

F46. 西部单中心115例滤泡型淋巴瘤患者临床特征
及预后因素分析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段晓晖 高广勋 王健红 郝彩

霞 张涛 顾宏涛 白庆咸 杨岚 董宝侠 梁蓉

目的 滤泡型淋巴瘤（FL）临床异质性明显，对其临床

特征深入研究，有助于全面评估病情，指导个体化治疗，为今

后精准诊治提供依据。方法 对 2006 年-2016 年 115 例经

我院病理科确诊为 FL 患者进行回顾性病理及临床特征分

析，其中62例住院诊治的患者中，30例接受含有利妥昔单抗

方案的治疗，22例患者进行普通化疗，10例患者未行任何治

疗，并随访观察。结果 62例患者中，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

组和单用化疗组OS间无显著性差异（P=0.3325），2年OS率

均为 100%，5年OS率分别为 90%和 70%。PFS间有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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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P=0.0253），2年PFS率分别为 94%和 84%，5年PFS分

别为84%和49%。FLIPI2预后分析，中危组中利妥昔单抗联

合化疗与单用化疗组间 2年PFS分别为 100%、80%，有显著

性差异（P=0.0219），低危组中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与单用化

疗组间 2年PFS分别为 100%、95%，高危组中利妥昔单抗联

合化疗与单用化疗组间2年PFS分别为92%、76%，低危组和

高危组中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与单用化疗组相比PFS均无

显著性差异。CD10表达阳性组的总反应率（37.14%）明显高

于阴性组（22.86%）。结论 对FL患者的病理、临床特征以及

预后的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全面评估病情、指导治疗。

F47. 儿童弥漫大B淋巴瘤继发霍奇金淋巴瘤一例
1. 北京京都儿童医院；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陈姣 张乐萍

目的 了解非霍奇金淋巴瘤（NHL）继发第二肿瘤的临

床特点。方法 对 1例弥漫大B淋巴瘤继发霍奇金淋巴瘤

（HL）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并复习相关文献。

结果 患儿男，7岁。5岁时因“反复发热伴淋巴结肿大2月”

就诊于外院。B超示全身多发肿大淋巴结。CT示双肺多发

结节及团块状高密度灶，肝脾大，双肾上腺占位。多部位骨

穿未见异常。2015-12-26行肺穿刺活检。复旦大学附属肿

瘤医院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会诊病理结果提示弥漫大B细

胞淋巴瘤。免疫组化示CD20+、CD79a+、PAX-5弱+、Mum-

1+、Bcl-2-、Bcl-6+、CD10-、Ki-67 55%+、TiA-1+、CD2-、
CD3-、CD4-、CD5-、CD7-、CD8-、CD68（组织细胞+）、CK-、
CD56-、CD30-、TTF-1-、EBER（2+）。诊断“弥漫大B淋巴瘤

IV期，B组”。2016-1-13开始于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规

律化疗7个月，共10次。期间出现淋巴瘤颅内浸润，加强鞘

注后好转。定期监测PET-CT及CT未见异常。2018-1-28发

现右颈部肿块。行肿块切除，5家医院会诊病理均提示经典

型HL。PET-CT：L2-3椎体局部葡萄糖代谢增高，骨质未见

明显破坏。骨髓活检结果未见异常。基因检查发现 TN-

FRSF13B基因外显子有 1个来源于母亲的杂合突变。结论

本患儿原发弥漫大B淋巴瘤 IV期，经过10次化疗，其中6次

含有 CTX，间隔 25 月发生 HL。继发第二肿瘤是 NHL 最严

重的远期并发症。研究显示多周期使用包含CTX的化疗与

第二肿瘤发生有关。临床分期较晚的NHL继发肿瘤潜伏时

间和生存时间均较短。

F48. 利妥昔单抗治疗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后对
患者体液免疫的影响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许旋旋 吴凡 张家奎 王

极宇 王会平 翟志敏

目的 探讨利妥昔单抗（RTX）治疗B细胞非霍奇金淋

巴瘤（B-NHL）后对患者体液免疫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

析该院诊治的86例 B-NHL患者，按治疗方案不同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其中RTX联合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

泼尼松（R-CHOP）方案治疗为观察组，CHOP方案治疗为对

照组，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CD20+ B细胞比例、血

清球蛋白、免疫球蛋白的变化以及治疗过程中感染发生情

况。结果 ①4 个疗程后，观察组 85.94%（55/64）的患者外

周血中测不出CD20+B lymphocytes，而对照组100%（16/16）

的患者治疗后外周血中可检测到CD20+B lymphocytes。②

观察组患者R-CHOP化疗后外周血血清球蛋白及免疫球蛋

白水平显著降低，而对照组治疗后无明显变化。其次，观察

组 4个疗程后低血清球蛋白及低免疫球蛋白血症发生率均

明显增高。③治疗过程中，观察组患者中有 37.14%（26/70）

的患者发生感染，感染事件分级以1~2级为主，占81.25%，而

对照组感染发生率仅为25%。④观察组4个疗程后，与血清

球蛋白及免疫球蛋白正常的患者比较，出现低血清球蛋白及

低免疫球蛋白的患者感染发生率明显增加。结论 RTX治

疗B-NHL后会损伤患者体液免疫，同时增加感染事件发生

率。因此，化疗期间应动态检测患者血清球蛋白及免疫球蛋

白水平，并避免感染的发生。

F49. Intensive high- dose （8g/m2） methotrexate-

based regimen is toxicity acceptable and response

benefit for induction therapy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A single center retrospective

study in China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Yan Yuan, Zhengxu Sun,

Bobin Chen, Qingchao Zeng, Hui Kang, Jingjing Ma, Yan Ma,

Zhiguang Lin, Tianling Ding, Tong Chen

Background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is a

rare type of non-Hodgkin lymphoma, most of which occur pri-

marily in central nervous system. High- dose methotrexate

based regimen has been documented as the first-line induction

of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with or without

combination of other chemotherapeutic drugs which can pene-

trate blood-brain-barrier. However, as there is only few chemo-

therapeutic agent crossing blood-brain-barrier available in Chi-

na, the optimal dose of methotrexate and regimen combination

needs to be defined. Methods Newly-diagnosed or relapse/re-

fracto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patients who started

treatment with standard high-dose methotrexate（3.5g/m2）or in-

tensive high- dose methotrexate（8g/m2）- based regimen be-

tween March 2015 and June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includ-

ed in this study. The adverse events, response rate,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and overall survival were analyzed. Results

Forty- one patients in intensive high- dose methotrexate- based

group and 30 patients in standard high- dose methotrexate-

based group were analyzed. Patients in intensive high- dose

methotrexate- based group presented more and severer revers-

ible proteinuria, while hematological adverse events, hepatic

function and renal function between standard and intensive

high- dose methotrexate- based groups were comparable. Pa-

tients, especially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in intensive high-

dose methotrexate -based group achieved higher response rate

and improve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The patients treated in-

tensive high- dose methotrexate plus combination regimen,

most of which were Rituximab addition achieved the better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of overall

survival between standard and intensive high-dose methotrex-

ate-based groups was indicated. Conclusion Elevation m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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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rexate dose to 8g/m2 brought improved response rate and pro-

gression-free survival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 pa-

tients. Intensive high-dose methotrexate plus combination regi-

men, especially combination with Rituximab could be recom-

mended to treat newly-diagnosed 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

tem patients.

F50. CD5+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病理特征及
预后意义
1. 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2.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淋巴瘤诊治中心 唐慧芬 1 陈小会 1 周晖 1 钱文斌 2

刘辉 2 韦菊英 2

目的 进一步明确 CD5 在中国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DLBCL）患者中的表达、临床特征和预后意义。方法 本

研究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011年4月至2015年

11 月期间初发的 139 例 DLBCL 患者（其中 30 例 CD5 +

DLBCL及 109例CD5－DLBCL）的相关病理、临床特征及治

疗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在本研究中，CD5+ DLBCL表现

为较高的 IPI 评分（> 2），骨髓易受累, ECOG>1，non- GCB，

Bcl-2过表达，而很少表达CD10或BCL6，Ki-67不高。使用

标准化疗方案，CD5+ DLBCL患者的总生存期（OS，中位数，

29.5 个月对未达到，P=0.0004）和无进展生存期（PFS，中位

数，18.0 个月对未达到，P=0.0002）相比显著更差。对于

CD5+ DLBCL，在化疗中加入利妥昔单抗可能不会显着改善

OS（中位数，29.5个月对14个月，P=0.72）和PFS（中位数，10

个月对 12个月，P=0.92）。结论 CD5+ DLBCL患者具有独

特的临床和生物学特征，应为其提供临床个体化治疗，强调

精准医疗的重要性。在DLBCL诊断初期免疫组化中应常规

加入 CD5 表达，并进行危险度分层。CD5 有望成为评估

DLBCL预后的新指标。

F51. RDW and PLT a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and improve the predictive ability of IPI-

score in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patients
1.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2.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蒲莲芳 1 李曼曼 2 丁洋洋 2 胡林辉 2 刘军 2 熊术道 2

Background Prognostic value of RDW and PLT in pa-

tients with DLBCL is need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Methods

The prognostic influence of clinical pathological factors on OS

and PFS were studied by Kaplan-Meier curves, Cox regression

models as well as Harrell’s C statistics analysis.We built an ad-

justed IPI model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multivariate analy-

sis. Results Kaplan- Meier curves indicated elevated RDW

and thrombocytopenia are poor factors for OS（P<0.001, P=

0.006）and PFS（P=0.003, P<0.001）in DLBCL patients. Mul-

tivariate analysis confirmed that elevated RDW（HR=2.026, 95%

CI 1.263- 3.250, P=0.003） and decreased PLT（HR=1.749,

95% CI 1.010- 3.028, P=0.046）both were independent prog-

nostic factors. Harrell’s concordance index（c-index）of the ad-

justed IPI prognostic model was increased and the predictive

value was improved in our cohort. Conclusions High RDW

levels and low PLT counts are independent poor prognostic fac-

tors in newly diagnosed DLBCL patients. Adding RDW and

PLT to the IPI score may improve its predictive ability, and the

adjusted IPI may be more powerful in predicting the survival

of DLBCL patients.

F52. 成功治疗1例以嗜血细胞综合征起病的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
解放军总医院 李艳芬 李红华 石亚男 李文君 姚子

龙 李艳 贾明宇 李猛 靖彧 于力

目的 为提高对淋巴瘤相关嗜血细胞综合征的认识，以

及分享诊治体会。方法 回顾性分析一例以高热起病的弥

漫大B细胞淋巴瘤合并嗜血细胞综合征的患者的临床表现、

相关检查、诊断及治疗结果。结果 患者，女，35岁，间断高

热20余天，查体肝脾淋巴结均未及肿大，血常规提示进行性

粒细胞减少至粒缺及贫血，肺部CT示双肺感染，消炎治疗体

温控制不佳，伴一般情况进行性恶化，生化示 AST、ALT、

LDH进行性升高，高油三脂升至 6.48 mmom/L，纤维蛋白原

5.53 g/L，血清铁蛋白大于 2000ng/ml，考虑存在嗜血细胞综

合征，在送血查可溶性CD25和NK细胞活性以及完善骨髓

等检查同时未等报告即给予抗嗜血细胞综合征的治疗，之后

结果回报可溶性CD25 39008pg/ml（正常范围<6400），NK细

胞活性 13.94%（正常参考≥15.11%），符合嗜血细胞综合征，

EB病毒检查阴性，腹部超声示肝脾轻度肿大，骨髓穿刺示骨

髓增生尚活跃，异常细胞 31.6%，外周血开始出现异常细胞

最多达30%，骨髓活检病理及免疫组化考虑弥漫大B细胞淋

巴瘤，骨髓 免疫分型为表型异常的单克隆 B 细胞占

35.50%。PET-CT：双侧腮腺、颌下腺、乳腺及脾脏代谢增高；

全身骨骼弥漫性放射性摄取增高；多发淋巴结放射性摄取增

高。诊断明确为1.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 IVB期 aaI-

PI评分3分 高危；2. 继发性嗜血细胞综合征。在积极抗感染

同时继续给予HLH-2004方案治疗共4周，1周后体温恢复正

常，3周后白细胞计数恢复正常，4周后复查骨髓穿刺及免疫

分型评估完全缓解。CR后给予 1疗程R-CHOPE，4疗程R-

CHOP方案化疗并行R-COEP方案动员及采集自体外周血干

细胞，之后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3疗程联合化疗后

PET-CT 评估 PMR，移植前 PET-CT 评估 CMR。现移植后 8

个月，一般情况良好，CR状态。结论 淋巴瘤相关嗜血细胞

综合征是一种进展迅速的高致死性疾病，该例患者的成功诊

治提示及早出手果断治疗对挽救患者起到决定性作用。

F53. 18F-FDG PET/CT在初发弥漫大B细胞淋巴
瘤患者中评估骨髓浸润的应用价值
1.安徽省立医院；2.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丽 1，2 林丽

莉 2 赵欣 2 赵葵 2 施继敏 2

目的 本研究旨在深入了解18F-FDF PET/CT在初发弥

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中检测骨髓浸润（BMI）的

应用价值及其对预后的影响。希望通过本研究，能够为日后

选择一种更高敏感性及高特异性的方法，更准确对DLBCL

患者进行分期及预后评估并提供一定的循证医学的依据。

方法 收集 2010年 1月至 2015年 8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一医院血液科经组织病理确诊的 227例初发弥漫大B淋

巴瘤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 SPSS19.0 分析软件，比较 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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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和骨髓活检（BMB）在检测骨髓浸润的差异性及其预后

意义。结果 202例（89.0%）患者 PET/CT和骨髓活检结果

一致，25 例（11%）患者 PET/CT 和骨髓活检结果不一致。

PET/CT和骨髓活检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及阴性预

测值分别是90.9%对52.3%，100%对100%，100%对100% 和

97.9%对 89.7%。BMB 阳性患者 2 年 OS 及 PFS 显著低于

BMB阴性患者（P<0.001）。同样，PET/CT-BMI（+）患者 2年

OS及PFS显著低于PET/CT-BMI（-）患者（P<0.001）。PET/

CT-BMI（+）而BMB-BMI（-）患者的2年PFS和OS明显低于

PET/CT-BMI 和 BMB-BMI 均阴性的患者（P<0.001）。单因

素分析显示BMB-BMI（+）、IPI>2、PET/CT-BMI（+）、年龄大

于 60岁、B症状、LDH升高、结外病变>1处、分期 III期或 IV

期、ECOG≥2可以降低DLBCL患者的OS及PFS。多因素分

析显示BMB-BMI（+）、IPI>2及ECOG≥2为DLBCL患者PFS

及 OS 独立预后因素。结论 在初发 DLBCL 患者中，PET/

CT能够准确检测到骨髓浸润，PET/CT与BMB结果的高度

一致性，使得PET/CT-BMI（+）患者有望避免有创操作，并且

能够为BMB阴性患者提供准确的活检部位。PET/CT-BMI

（+）影响患者预后，导致患者 0S及PFS明显降低，其进一步

的意义有待日后大量临床资料的积累以证实。

F54. 以癫痫为首发表现的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多
症一例病例报告
山东省立医院 王娜 封丽丽 袁代 姜玉杰 闵捷 樊娟

目的 明确成人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中枢神经系

统侵犯的临床表现，加强对该疾病的理解和认识。方法 报

告 1例罕见的以癫痫为首发表现且侵犯骨骼的成人朗格汉

斯组织细胞增生症（LCH）1例并文献复习。结果 患者孙

某，女，29岁，主因“间断癫痫发作1月余”入院。入院后完善

相关检查，血常规大致正常。颅脑及眼部MRI显示左侧眼

眶外上象限肌椎外间隙占位性病变，局部骨质破坏，颞叶脑

膜受侵犯。骨髓常规及骨髓活检均未见异常。胸腹部CT及

浅表淋巴结B超均未见异常。患者行手术切除肿瘤后肿瘤

病理诊断考虑左眶、颅内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多症，可见脑

组织侵犯，部分区域细胞生长活跃，CD68 少数+，S100 较

多+，CD1a较多+，Vimentin较多+。结论 LCH可以多种形

式起病,以癫痫起病的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较少见，因

此，中枢系统症状起病的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在诊断时

需仔细甄别。

F55. 13例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临
床特征分析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汪英颖 刘明辉 邵亮 周怡 何

莉 吴江 肖晖 陈飞 周芙玲 刘尚勤 左学兰

目的 探讨LPL/WM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 回顾

性分析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血液内科2013年1月份至2018年

6月份共诊治的 13例LPL/WM临床资料，分析其临床特征，

治疗经过及预后。结果 13 例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60（35~

79）岁，男性多于女性（11例对1例），常以乏力或双下肢水肿

为首发症状，部分患者是因体检发现球蛋白增高或脾大而就

诊。其中 2例患者伴有巨脾，2例患者伴有浅表和深部淋巴

结肿大。所有患者均有 IgM单克隆存在，且伴有贫血。2例

患者伴有LDH升高，所有患者均有β2微球蛋白的增高。5例

患者存在Coomb's实验阳性，其中 3例患者强阳性。所有患

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贫血。5例患者存在血小板减少。所有

患者均完善骨髓的MICM诊断，9例患者行MYD88的检测，

其中 6例患者阳性，3例患者阴性。2例 79岁老年患者单纯

行对症支持治疗；2例患者行TCD方案化疗；2例患者行口服

化疗（苯丁酸氮芥D1-7；+沙利度胺）；3例患者行多线的不同

方案治疗；4例患者行硼替佐米为基础的化疗如BCD或BD

方案化疗。 目前为止，2例患者死亡（1例为患病后的第 24

个月死亡，另一例为患病后的第 36个月死亡），生存最长的

为 66 个月，仍存活。2018 年新诊断的 3 例患者仍在治疗

中。讨论 LPL/WM是一类少见的成熟B细胞淋巴瘤，容易

与其他惰性淋巴瘤如MZL，CLL或多发性骨髓瘤混淆，随着

血液病诊断手段的增加及国内 2016年专家共识的推出，该

类疾病被逐渐认识而诊断出的病例逐渐增多。但该疾病存

在异质性，预后不一，值得更深的机制研究。

F56. sPD-L1在外周T细胞淋巴瘤中的意义探索：可
作为的生物学预后指标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申浩睿 纪雅丽 周道

斌 张薇

目的 探讨可溶性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 1（sPD-L1）蛋

白在外周 T 细胞淋巴瘤（PTCL）患者血浆中的意义。方法

ELISA检测 2016年 3月至 2018年 4月在北京协和医院诊断

和初治的80例PTCL患者和75例健康者、43例诊断时和3~8

个疗程后患者血浆 sPD-L1的水平。检测 9例PTCL患者肿

瘤组织中PD-L1的表达。结果 ①80位初治PTCL患者诊

断时血浆 sPD-L1水平（176.6±17.11 pg/ml）显着高于正常人

（23.43±0.4956 pg/ml，P<0.0001）。IPI≥2患者 sPD-L1水平高

于 IPI<2的患者，P=0.0023）。②ROC分析显示，当以 176.30

pg/ml为 cutoff值将患者分为低 sPD-L1和高 sPD-L1组时，高

sPD-L1患者预后差于低 sPD-L1患者，1年OS率为45.52%对

95.58%（P=0.0043），多因素分析显示 sPD-L1是影响OS的独

立危险因素。③治疗后患者的 sPD-L1水平（58.36±8.643 pg/

ml）均明显低于诊断时的血浆水平（P<0.0001）。治疗后达

CR的患者其 sPD-L1水平回落至正常水平，但未达CR的患

者 sPD-L1水平明显高于达到CR的患者。④免疫组化结果

显示PD-L1在淋巴瘤细胞上的表达水平与 sPD-L1的血浆浓

度呈正相关（Spearman=0.9177，P=0.0013）。结论 PTCL患

者的外周血 sPD-L1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人，并且与不良预后

相关，可作为一种有效且敏感的判断预后的生物学指标。肿

瘤表面的PD-L1蛋白是 sPD-L1的来源之一，sPD-L1可能作

为判断PTCL患者是否适用PD-1/PD-L1单抗的指标，但需要

更进一步的研究证实我们的理论假设。

F57. 西达本胺通过调节免疫相关基因增强 PTCL

患者外周血PD-1（+）细胞抗肿瘤活性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申浩睿 张薇 周道斌

目的 探讨外周血PD-1（+）细胞在PTCL中的作用及西

达本胺对PD-1（+）细胞的调控机制。方法 ①共收集 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12 月在北京协和医院诊断及初治的 22 名

PTCL患者和 13名健康者外周血 PD-1（+）细胞进行基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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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谱测序（GEP），并分析 PTCL 患者外周血 PD-1（+）以及

PD-1（－）细胞之间基因表达差异。②检测PTCL患者外周

血PD-1（+）细胞及PD-1（－）细胞的免疫介导的抗肿瘤作用：

ELISA 检测各组细胞上清 IFN-γ的分泌水平；流式检测对

K562肿瘤靶细胞的直接杀伤作用。③分别用 0.3 μmol/L和

0.5 μmol/L西达本胺作用于 5例PTCL患者外周血PD-1（+）

细胞48小时，检测细胞上清 IFN-γ的水平以及PD-1（+）细胞

对K562细胞的直接杀伤效应。④对 1例传统化疗及 2例西

达本胺联合传统化疗治疗的患者进行治疗前、治疗结束的外

周血PD-1（+）细胞GEP分析。结果 ①与正常人相比，患者

差异性表达基因共2099个，其中1485个基因高表达，614个

基因低表达。富集分析显示差异基因功能主要与细胞周期、

固有免疫反应以及 IFN-γ信号通路相关。同时患者PD-1（+）

细胞内T细胞抑制性分子CTLA-4的基因表达显著高于PD-1

（－）细胞。②细胞实验结果显示，PD-1（+）细胞上清 IFN-γ

水平和直接杀伤肿瘤细胞的活性均低于PD-1（－）细胞，而

0.3 μmol/L西达本胺可以增强PD-1（+）细胞分泌 IFN-γ、提高

直接杀伤K562肿瘤细胞的能力。③联合西达本胺治疗的2

例患者在8程化疗后分别达CR和PR，GEP结果显示他们外

周血PD-1（+）细胞中的先天性和适应性免疫相关基因在治

疗后明显上调，而1例经传统化疗的患者在8程化疗后疾病

进展，GEP的结果发现，其外周血PD-1（+）细胞内与免疫反

应的基因在治疗前后并无明显变化。结论 PTCL患者外周

血PD-1（+）细胞可能存在固有免疫免疫和适应性免疫基因

和功能的缺陷，而西达本胺可能通过调控免疫相关基因的表

达，使得PD-1（+）细胞的抗肿瘤功能趋于正常化。

F58. HDAC抑制剂对于原发耐药的弥漫大B细胞
淋巴瘤的治疗作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李清 吴俣

目的 探究对R-CHOP耐药的TP53突变的进展性弥漫

大B细胞淋巴瘤的治疗新选择。方法 临床发现一例接受

标准R-CHOP方案治疗，未获缓解反而进展的TP53突变的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在选择二线含西达苯胺的治疗方

案后获得部分缓解。体外实验选取TP53突变和正常的弥漫

大 B 细胞淋巴瘤细胞系 OCI- ly1（LY1）（mutTP53），OCI-

ly10（LY10）（wtTP53）和 OCI-ly19（（LY19）（wtTP53），分

别用相同浓度的西达苯胺处理，MTT检测西达苯胺对三种

细胞的杀伤率。选取OCI-ly1（LY1）（mutTP53），实时荧光

定量 PCR（QPCR）和western blot分别检测西达苯胺对突变

TP53 mRNA水平和蛋白水平的影响。流式细胞术分析西达

苯胺对OCI-ly1（LY1）（mutTP53）细胞表面CD20表达的影

响。结果 临床跟踪显示该例R-CHOP耐药的TP53突变的

进展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在接受基于西达苯胺的二线

治疗方案后获得持续部分缓解。体外实验MTT证实西达苯

胺对 OCI-ly1（LY1）（mutTP53）细胞的杀伤力强于 OCI-ly10

（LY10）（wtTP53）和OCI-ly19（LY19）（wtTP53）细胞。QPCR

和 western blot 证实西达苯胺可以降低突变 TP53 的 mRNA

水平和蛋白水平。流式细胞术提示西达苯胺可以提高OCI-

ly1（LY1）（mutTP53）细胞表面CD20的表达。结论 含西达

苯胺的二线治疗方案对R-CHOP耐药的TP53突变的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可能是一种新的治疗选择。

F59. Distinct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oor

prognosis for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virus infection: results

from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Renji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

sity Minyue Zhang, Beiwen Ni, Honghui Huang, Jian Hou

Aim No clear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about the impact

of HBV infection on DLBCL patients’clinical features and

outcomes. Hence, we performe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survival of

DLBCL patients with HBV infection（Hepatitis B virus surface

antigen positive, HBsAg +）. Method PubMed, Embase and

Cochrane Library database were searched for retrospective

study up to Apr 30, 2018. The primary outcome was survival

outcome, including OS and PFS. The secondary outcome mea-

sured treatment response, including rate of complete response

（CR）and overall response（ORR）, and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age of onset, advanced disease stage（Ann Arbor

staging Ⅲ/Ⅳ）, elevated LDH level, involvement of spleen and

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IPI）score（3~5 points）. Hazard

ratio（HR）corresponding to 95% confidence interval（CI）were

used to appraise OS and PFS. Odds ratio（OR）corresponding

to 95% CI were calculated to estimate other outcomes. Publica-

tion biases were assessed by Egger's test, Begg's test and fun-

nel plots. Statistical analyses were performed by the software

RevMan 5.2 and Stata version 7. Results Totally, 8 studies,

comprising 493 HBsAg + DLBCL patients and 1779 HBsAg-

DLBCL patients, were included. Our data demonstrated that

HBsAg + DLBCL patients showed significantly reduced OS

（HR 1.62; 95% CI 1.36~1.92, P<0.00001）and PFS（HR 2.04;

95% CI 1.64~2.53, P<0.00001）compared to HBsAg-DLBCL

patients. Furthermore, HBsAg+ patients were characterized by

younger age of onset（OR 3.35; 95% CI 2.23~5.02, P<0.00001）,

more advanced disease stage（OR 1.88; 95% CI 1.50~2.36, P<

0.00001）, higher level of LDH（OR 1.46; 95% CI 1.18~1.80,

P=0.0005） and more frequent involvement of spleen （OR

3.40; 95% CI 2.40~4.80, P<0.00001）at diagnosis.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IPI scores, CR or ORR

rate to primary therapy between two groups. No significant

publication bias was observed for all the outcomes. Conclu-

sion The current evidence suggested that DLBCL patients

with HBV infection displayed distinct clinical features and

worse prognosis. HBV- associated DLBCL should be catego-

rized as a separated subtype of DLBCL.

F60. 含吉西他滨的二线方案联合利妥昔单抗治疗
复发或难治性B细胞性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疗效和预
后分析
西安市中心医院 高飞 宋艳萍

目的 探讨含吉西他滨的二线化疗方案联合利妥昔单

抗治疗复发或难治性B细胞性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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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和预后因素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中心2008年

7月至 2015年 2月采用含吉西他滨的二线化疗方案联合利

妥昔单抗治疗的 157例复发或难治性B细胞性非霍奇金淋

巴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价化疗反应、血液学及非血液学毒

性，并采用Cox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查找影响总生存

（OS）的相关预后因素。结果 所有患者均进行 2~3周期化

疗后进行疗效评价，其中 GEMOX 方案（吉西他滨、奥沙利

铂）联合利妥昔单抗组 87例，完全缓解率（CR）26.4%，部分

缓解率（PR）39.1%，总有效率（ORR）65.5%，GDP方案（吉西

他滨、顺铂、地塞米松）联合利妥昔单抗组70例，CR 24.3%，

PR 31.4%，ORR 55.7%，R-GEMOX组总有效率高于R-GDP

组，但两组相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 1 年 OS 率

64.6%，2年OS率 34.7%，中位OS时间为 20.5个月。单因素

分析显示，IPI评分中高危/高危、LDH升高、难治性患者、局

部大包块、化疗后未达CR/PR为影响患者总生存的危险因

素。Cox 多因素分析显示，IPI 评分中高危/高危、难治性患

者、化疗后未达CR/PR为影响患者总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

全部157例患者中既往未应用过利妥昔单抗的患者ORR为

81.9%，既往应用过利妥昔单抗患者ORR为36.5%，两组相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含吉西他滨的二线

化疗方案联合利妥昔单抗治疗复发或难治性B细胞性非霍

奇金淋巴瘤总有效率高，毒副反应较轻。IPI评分中高危/高

危、难治性患者、化疗后未达CR/PR为影响患者总生存的独

立危险因素。利妥昔单抗治疗后复发或难治性患者，再次应

用利妥昔单抗效果不佳。

F61. microRNA 相关基因 rs895819、rs6505162 和
rs2292832的 SNP变异与B细胞淋巴瘤患者生存关
系的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张博 陈

洁平

目的 探讨 has-mir-27a基因（rs895819）、pre-mir-423区

域（rs6505162）和 miR-149（rs2292832）miRNA 的编码基因

区域单核苷酸多态性变异与 B 细胞淋巴瘤患者的生存关

系。方法 2008年至 2010年收集 100例B细胞淋巴瘤患者

外周血样并提取 DNA。采用 PCR-RFLP 方法对 3 个基因

miRNA的编码基因区域位点的单核苷酸多态性的检测，采

用 log-rank和Cox模型分析3个基变异与B细胞淋巴瘤患者

的生存关系。结果 rs2292832位点中CC基因型占 6%，随

访期间内死亡3例，病死率为50.0%，CT基因型占53%，随访

期间内死亡 22例，病死率为 41.5%，TT基因型占 39%，随访

期间内死亡 24例，病死率为 61.5%。log-rank和Cox模型分

析 P>0.05 无统计学意义。rsrs895819 位点中 AA 基因型占

50%，随访期间内死亡 25例，病死率为 50.0%，AG基因型占

41%，随访期间内死亡 19例，病死率为 46.3%，TT基因型占

9%，随访期间内死亡6例，病死率为66.7%。log-rank和Cox

模型分析P>0.05无统计学意义。rs6505162位点中AA基因

型占 6%，随访期间内死亡 4例，病死率为 66.7%，AC基因型

占 39%，随访期间内死亡 20例，病死率为 51.3%，CC基因型

52占52%，随访期间内死亡25例，病死率为48.1%。log-rank

和Cox模型分析P>0.05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本研究未发

现has-mir-27a基因（rs895819）、pre-mir-423区域（rs6505162）

和miR-149（rs2292832）三基因位点的变异与B细胞淋巴瘤

患者的生存有关联。

F62. microRNA 相关蛋白基因 DROSHA 、DIC-

ER1 、GEMIN4 的SNP变异与T细胞淋巴瘤患者生
存的关系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田小波

陈洁平

目 的 研 究 microRNA 相 关 蛋 白 基 因 DROSHA、

DICER1、GEMIN4 的 SNP 变异是否影响 microRNA 的正常

功能而导致 T 细胞淋巴瘤患者生存时间存在差异。方法

采用PCR-RFLP技术对 163例T细胞淋巴瘤（主要包括外周

T细胞淋巴瘤,非特殊型 41例、结外NK/T细胞淋巴瘤,鼻型

37例、间变大细胞淋巴瘤 31例 、前T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

白血病 29例 、血管免疫母细胞性淋巴瘤 10例、皮下脂膜炎

样T细胞淋巴瘤 7例 、蕈样真菌病 5例 、肠病型T细胞淋巴

瘤 3例 。分期采用Ann Arbor分期。男 112例，女 51例。年

龄 6~73 岁）患者的血液 DNA 进行研究，统计分析 4 个 SNP

（基因 DROSHA 、DICER1 、GEMIN4）的分布，进行生存分

析。结果 ①研究对象的基本资料 因为携带不同基因型的

个体的生存时间可能存在差异，所以本研究就病例数、死亡

病例进行了分组。对163例患者和其中死亡患者的性别、年

龄、吸烟状态和肿瘤分期等进行了分层分析。结果显示所用

病例和死亡病例中男性居多，约占总病例人数的68.7%。不

吸烟的病例占大多数,约占总病例数的 75.5%。本研究中病

例和死亡病例两组的性别、年龄、吸烟状态和肿瘤分期等均

无统计学差异。②SNP分型结果及与T细胞淋巴瘤患者生

存的关系 对4个SNP进行PCR-RFLP基因分型后，在163个

病例中 rs10719的基因型分别为TT、TC、CC。其中TT基因

型占优势，约占总病例数的 49.7%，CC基因型最少，约占总

病例数的6.8%。rs6877842位点仅发现了2种基因型（CC和

CG）；频率分别为 91.4%和 8.6%。rs3742330 的基因型分别

AA、AG、GG，AA 为优势基因型（占总病例的 49.7%），AG、

GG基因型的频率分别为 42.9%和 7.4%。rs3744741的三种

基因型分别为 CC、CT、TT，频率分别为 51.5%、37.4%和

11.0%。在死亡病例中，上述 4个SNP的基因型分布频率大

致相同。对所得数据进行生存分析，log-rank 结果可知，

rs3742330 的变异与 T 细胞淋巴瘤患者的生存相关（P=

0.035），rs10719、rs6877842、rs3744741 这 3 个 SNP 的变异与

T 细胞淋巴瘤患者生存未达到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422、0.666和0.707）。结论 rs3742330 的变异与T 细胞淋

巴瘤患者的生存相关。

F63. 85例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治疗及预后的
回顾性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徐成 陈

洁平

目的 探讨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NKTCL）的临

床特征、免疫组化特征、预后评估方式、干预措施对预后的影

响。方法 回顾性研究 2013年 1月至 2017年 4月就诊于陆

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血液病中心并经病理确诊为NKTC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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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例患者的随访资料，平均年龄 46.25岁，男女性别比例约

2：1，依据Ann Arbor分期评估结果分别接受单纯放疗、单纯

化疗、放化疗联合三种不同方案的治疗，纳入临床特征、Ann

Arbor分期、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ECOG（Eastern Cooper-

ative Oncology Group）评分、EB 病毒（EBV）、乳酸脱氢酶

（LDH）、病理免疫组化、治疗方案等指标，运用Kaplan-Meier

及多因素Cox比例风险等统计学法分析上述指标对NKTCL

生存的影响。结果 85例患者完全缓解率（CR）为 41.1%，

部分缓解率（PR）为 21.1%；中位生存时间为 37个月，1、3、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68.2%、48.4%、32.7%；1、3、5年疾病无事

件生存率（EFS）分别为56.0%、45.3%、31.8%。单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Ann Arbor分期、IPI、ECOG评分、LDH、B症状、白细

胞数、血红蛋白、灶性CD20、EBV等对NKTCL的预后影响

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 AnnArbor 分期、IPI 评分、

ECOG评分是NKTCL的独立预后因素。单纯放疗组、单纯

化疗组、联合放化疗组三组之间对比其对生存率的影响无显

著性差异。结论 B 症状、高 LDH、异常白细胞、低血红蛋

白、灶性CD20（-）、EBV（＋）与NKTCL预后相关；AnnArbor

分期、ECOG、IPI评分可作为其独立预后指标；单纯放疗、单

纯化疗、联合放化疗等3组之间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64. 非霍奇金淋巴瘤免疫化疗中利妥昔单抗相关
肺损伤的临床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刘林 崔国惠

胡豫

目的 利妥昔单抗（RTX）是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B-

NHL）免疫化疗方案中最常见的药物之一。本研究分析利妥

昔单抗相关的肺损伤临床病例，总结其临床特征，寻求更佳

治疗方案，改善患者预后。方法 回溯性分析本中心

2014.01 至 2017.12 期间初治 CD20+B-NHL 患者，包括弥漫

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滤

泡性淋巴瘤（FL），分为含 RTX 治疗组及普通化疗组，比较

RTX-ILD 发生率差异性，分析 RTX-ILD 临床资料、治疗经

过、影像学改变、实验室检查等。结果 本研究包含B-NHL

患者307例（DLBCL218例，FL60例，CLL29例），RTX联合化

疗组RTX-ILD发生率为2.9%（7/245），单纯化疗组发生率为

1.6%（1/62），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LD症状出现前RTX

中位疗程数为 3个周期。RTX-ILD的临床表现多为呼吸困

难伴憋闷（5/7），影像学改变多为间质性肺病（7/7），肺功能表

现为弥漫功能受限（6/7）。6例患者对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反

应良好，一例患者因严重ARDS发生X呼吸衰竭而死亡。6

例患者均再未接受含 RTX 的化疗方案，ILD 未再复发或进

展。结论 RTX-ILD是利妥昔单抗治疗过程中罕见，但可致

命的并发症。临床出现与感染无关的呼吸系统症状，均需警

惕RTX-ILD的发生。大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广谱抗生素治

疗能取得良好疗效，但不建议患者继续利妥昔单抗治疗。

F65. Polymorphisms in MicroRNA-Related Genes

are Associated with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T-

Cell Lymphoma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Qian

Li, Jieping Chen

Objective Elaborate evaluation of prognosis of T- cell

lymphoma（TCL）is vital for current therapy and future strati-

fied and individualized therapy. MicroRNAs（miRNAs）play

important roles in cancer development and prognosis. Hereby,

we aimed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

phisms（SNPs）in miRNA-related genes on the survival of pa-

tients with TCL. Methods We genotyped 13 SNPs selected

from 12 miRNA- related genes in 220 TCL patients, and ex-

plored the association of SNPs with survival.Results Among

the 13 SNPs, four（DROSHA rs6877842, DICER rs3742330,

mir149 rs2292832 and mir499 rs3746444）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CL survival after adjusting for subtype and In-

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IPI）score. In stratified analyses,

all four SNPs remaine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mature T type; except mir149 rs2292832, the

other three SNPs remaine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surviv-

al in patients with IPI score 0- 1. Furthermore, a dose- depen-

dent cumulative effect of the four SNPs on TCL survival was

observed by counting the number of unfavorable genotypes.

Survival tree analysis also showed higher order interactions be-

tween these SNPs.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miRNA-related polymorphisms are associated with survival of

TCL patients, thus they may be used individually and jointly to

predict survival of patients with TCL.

F66. CASP8 - 652 6N Ins/Del Promoter Polymor-

phism is Associated with T- Cell Lymphoma Risk

in Chinese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Bo

Zhang, Jieping Chen

Objective Caspase- 8（CASP8）is essential for activa-

tion of the extrinsic apoptosis pathway. A polymorphic variant -

652 6N ins/del（rs3834129） in promoter of CASP8 gene has

been reported to decrease caspase-8 expression and its activity

in T lymphocytes.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polymorphism and risk of T-cell lym-

phomas（TCLs）in Chinese. Methods A total of 100 confirmed

TCL cases and 100 cancer-free controls with 1:1 match by age

and sex were included in this case- control study. The geno-

types of the CASP8-652 6N ins/del polymorphism were deter-

mined by th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PCR- RFLP）method. Results It was

revealed that the genotype distributions of the CASP8 -652 6N

ins/del polymorphism in PTCL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dif-

ferent with that in control group（P=0.003）. The del/del geno-

type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PTCLs（OR=

2.85; 95% CI 1.00-8.16; P=0.050）. The increased risk was more

significant in young subgroup（OR=5.02; 95% CI 1.17-21.57; P=

0.030）. Conclusion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CASP8-652

6N ins/del polymorphism plays a role in etiology of PTCLs

and may be a marker of genetic susceptibility to PTC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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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67. 93 例继发性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
患者的血清白蛋白水平及钙离子浓度的研究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高欣 仇

红霞 段丽敏 田甜 王菊娟

目的 研究继发性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

（sHLH）患者中血清白蛋白 水平及钙离子浓度的临床意

义。方法 对 2013年4月至 2017年5月 93 例我院初诊 sH-

LH患者的临床和 实验室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20 例正常体

检者为对照。按照疗效标准将 sHLH 患者分为好转组和进

展组。探讨血清白蛋白水平及钙离子浓度在各个病因组与

正常对照组间 的差异，好转组与进展组治疗前后的变化，以

及与其他实验室指标的相关性。 Kaplan-Meier 法分析血清

白蛋白水平及钙离子浓度对 sHLH患者生存期的影响。结

果 ①血清白蛋白水平在 LHLH 组与非 MHLH 组均低于

正常对照组（P<0.001、P<0.001）；好转组患者治疗后高于治

疗前（P<0.001），进展组患者 治疗后与治疗前无明显差异

（P>0.05）；初诊 sHLH 患者血清白蛋白水平与 中性粒细胞、

血红蛋白呈正相关（P<0.05）；初诊时血清白蛋白水平≥25.2

g/L 组的生存期明显较长（P=0.005）。②初诊 sHLH 患者血

清钙离子浓度在 LHLH 组与非 MHLH 组均低于正常对照

组（P<0.001、P<0.001）；好转组患者治疗后高于治疗前（P<

0.001），进展组患者治疗后与治疗前无明显差异（P=0.101）；

初诊 sHLH 患者血清钙 离子浓度与 ANC、PLT、HGB 呈正相

关（P<0.05）；初诊时血清钙离子浓度≥1.88 mmol/L组的生存

期明显较长（P=0.007）。结论 血清白蛋白水平及钙离子浓

度在初诊 sHLH 患者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指导治疗及监测疗

效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F68. 鼻型结外NK/T细胞淋巴瘤EB病毒感染与临
床相关指标及预后的关系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李栋梁

目的 观察 32例鼻型结外NK/T细胞淋巴瘤（ENKTL）

EB 病毒（EBV）感染情况，并探讨 EBV-DNA 拷贝数与某些

临床及实验室指标、疗效和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应用荧光

定量PCR仪检测 32例ENKTL患者全血EBV-DNA水平，根

据 EBV-DNA 拷贝数，将患者分为 EBV 阳性组及 EBV 阴性

组，分别比较两组之间临床分期、血常规、乳酸脱氢酶

（LDH）、自然杀伤细胞淋巴瘤预后指数（PINK）评分等临床

及实验室指标、疗效及预后之间有无差异。EBV阳性组分

为抗EB病毒治疗组和未抗EB病毒治疗组，比较两组之间的

疗效、预后的差异。结果 EBV-DNA 阳性组患者表现为

Ann Arbor分期晚，PINK高，白细胞、淋巴细胞绝对值及血小

板计数低，LDH高，首次治疗完全缓解（CR）率及客观缓解率

（ORR）低，中位生存时间短、两年的总生存时间（OS）、无进

展生存时间（PFS）率低（P值均<0.05）；抗EBV治疗组疗效优

于未抗EBV治疗组（P<0.05）。结论 检测ENKTL患者全

血EBV-DNA拷贝数可以较好的监测病情转归及评价预后，

抗EBV治疗可能会提高该病的疗效。

F69. 通过分子遗传学指标辅助常规外周血/骨髓检
查进行B-CLPD精确的疾病分型及预后判断：1592

例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阎禹廷 熊

文婕 易树华 吕瑞 李增军 王婷玉 隋伟薇 安刚

邓书会 邹德慧 邱录贵

目的 慢性B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BCLPD）是一组累

及外周血/骨髓的小B细胞增殖性疾病，其不同亚型之间具

有重叠的临床特征、形态表现及免疫表型。对于无结内侵犯

或骨髓外病灶难以取材的患者，如何凭借外周血/骨髓检查

做出精确的疾病诊断、预后判断及治疗是临床上的难点。方

法 对收治的 1592 例初诊 BCLPD 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①1592 例患者中 CLL 占 39%，LPL/WM 及伴骨髓侵

犯的 MZL、FL、MCL 各占 13%、13%、9%和 8%，另有 229 例

（14%）患者难以分类（BLPDU）。患者中位年龄 58岁，男女

比例 1.8：1，FL和MZL患者的男女比例接近 1：1，其他病种

男性发病率均明显较高；②1234 例患者进行 FISH 检测，

MCL中17p和11q缺失最常见（36%、17%），而CLL中13q缺

失和12三体最常见（35%、21%）。伴17p缺失的CLL和MCL

预后明显较差，但在其他 BCLPD 中预后意义不明显（P>

0.05）；而这部分患者，核型异常可能比17p-更能提示较差的

生存结局；③665例患者进行 IgHV高频突变分析，白血病样

MCL 未突变比例最高，为 48.9%，其次是 CLL 33.3%，MZL

28.6%，而WM和FL以突变型为主。VH1-2*01的偏向性使

用为MZL的特有表现，而DH2-2、VH3-7分别多见于CLL及

MCL，另发现不同病种的多个CDR3序列典型模式；根据病

种间突变状态、VDJ重排及CDR3序列的差异来协助鉴别诊

断，约23%的BLPDU患者可据 IgHV分析获得进一步诊断分

型；④中位随访 50.3个月，其中 522例患者有疾病进展或死

亡。白血病样MCL患者的生存明显差于其他病种，3年OS

为58%，但仍有近30%患者表现为惰性病程，可获得10年以

上的长生存。WM/LPL的5年OS为68.2%，而CLL和白血病

样MZL、FL的预后相对较好，5年OS在80%以上。近年来随

着免疫化疗及新药的应用，2011-2016年诊断的患者与1998-

2010年相比，MCL和WM/LPL的预后得到明显提升，但CLL

和 MZL 的生存改善并不明显。结论 以 PB/BM 侵犯表现

为主的BCLPD在临床上常常难以鉴别，且生存结局异质性

较大。除临床特点、形态及表型外，FISH、核型、IgHV突变、

MYD88、BRAF等基因检查的综合分析，有助于进一步精确的

疾病分型及预后判断，为治疗时机及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F70. 34例骨淋巴瘤患者临床特征和治疗分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欧晋平 高爽 岑溪南 王清云 王

文生 刘微 王莉红 梁赜隐 王倩 邱志祥 许蔚林

李渊 王茫桔 董玉君 尹玥 王冰洁 任汉云

目的 本研究探讨骨淋巴瘤（bone lymphoma）的临床、

病理特征和治疗。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004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收治的经病理组织学和 PET-CT

确诊的 34 例骨淋巴瘤的临床、病理特点和治疗方案及疗

效。结果 ①34例骨淋巴瘤病例的中位年龄为56 岁（21~80

岁），男女性别比例为 1:0.65（20/14）。②本组病例中PBL8

例，SBL26例，PBL与SBL之比为 1∶0.31。③骨淋巴瘤的骨

侵犯多因骨痛或病理性骨折发现。④按照2013 年WHO 造

血和淋巴组织肿瘤分类，本组骨淋巴瘤病理病理类型以弥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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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大B 细胞淋巴瘤最常见，占 55.88%。⑤目前骨淋巴瘤的

治疗方法多为化疗，或化疗辅以放疗或手术治疗，部分患者

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⑥平均存活时间为3.49年、中位

OS为3年，3年OS为56.25%，两年OS为78.16%。对生存时

间影响最显著的因素是 PBL/SBL 分类；LDH 水平、病理类

型、治疗方案。结论 骨淋巴瘤较为少见，多起病隐匿，联合

治疗可以提高患者生存时间。

F71. 新型PI3Kδ抑制剂YY-20394在B细胞恶性血
液肿瘤中的 I期临床研究
1.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2. 北京大
学肿瘤医院；3. 江苏省人民医院；4. 上海璎黎药业有限公司
邱录贵 1 齐军元 1 宋玉琴 2 朱军 2 姜波 1 李增军 1 涂
梅峰 2 平凌燕 2 李建勇 3 徐卫 3 朱华渊 3 许祖盛 4 包
悍英 4

目的 确定YY-20394片单次及多次口服给药在复发或

难治B细胞恶性血液肿瘤患者中的安全性、耐受性及最大耐

受剂量（MTD），观察 PK，初步评价有效性。方法 研究分

为剂量递增和剂量扩展阶段，每个阶段均包括单次给药和多

次给药研究。初始剂量 20mg组入组 1例，之后每个爬坡剂

量组（40~320mg）采用“3+3”的设计分别入组3~6例受试者，

在耐受性试验结束后，拟在推荐的用于2期临床试验的剂量

组中进行剂量扩展试验，扩展至 12例受试者进行药代动力

学研究。YY-20394每日口服一次，连续给药28天为1周期，

直至出现病情进展或不可耐受的毒性。结果 目前研究仍

在进行中。截至2018年7月16日，共有10患者入组：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DLBCL）1例、滤泡性淋巴瘤（FL）3例、滤泡性

淋巴瘤伴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FL/DLBCL）转化 2例、套

细胞淋巴瘤（MCL）1例、淋巴浆细胞性淋巴瘤（LPL）1例和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2例，分别接受YY-20394片 20

mg（n=1）、40 mg（n=3）、80 mg（n=3）或140 mg/天（n=3），既往

治疗中 3 例接受过 BTK 抑制剂治疗、2 例接受过 CAR-T 治

疗。所有患者均完成1个周期的安全性观察，无剂量限制性

毒性反应发生。最常见的非血液学TEAEs为乳酸脱氢酶升

高（30%）、眩晕（10%）、肺炎（10%）、脱发（10%）、高尿酸血症

（10%）。三级以上的血液学TEAE为中性粒细胞减少（10%）

和淋巴细胞增多（20%）。仅报告了 2例SAE：1例为支气管

炎（与研究药物无关）；另 1例为 3级肺部感染，该SAE是否

与研究药物有关尚不清楚，抗炎治疗后肺部感染得到改善。

10例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RR为 71.4%，疾病控制率DCR为

100%，其中 1 例 CR（80 mg，FL）、4 例 PR（40 mg，n=2，FL 和

CLL；80 mg，n=2，FL/DLBCL和 FL）和 2例 SD（20 mg，n=1，

MCL和40 mg，CLL，n=1）。PK结果显示血浆浓度与给药剂量

成比例增加。结论 YY-20394对复发或难治性B细胞恶性

肿瘤患者具有良好的耐受性，并具有良好的客观应答率。目

前尚无 PI3Kδ抑制剂在国内上市，本研究发现 YY-20394 在

低剂量下在高肿瘤负荷的患者中起效，甚至对用过BTK抑

制剂无效的患者也有效，对该药的进一步研究还在进行中。

F72.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诊疗进展
新疆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 王义霞 黄燕

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是一种只发生于中枢神经

系统，包括脑实质、脊髓、眼、脑神经和（或）脑膜的恶性侵袭

性淋巴瘤, PCNSL占全部颅内原发性肿瘤的3%~5%，占全部

淋巴瘤的 1%~2%。相关文献报道其年发病率约为 0.46/10

万，主要见于45~70岁的人群，平均发病年龄60岁，男性发病

率较女性稍高，种族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在免疫正常人群中

60~70 岁为发病高峰年龄段。Bailey于1929年首次报道，至

20世纪 70年代Yuile首先认识到这种肿瘤细胞来源于淋巴

瘤细胞。原发性中枢性神经系统淋巴瘤临床较为罕见，中枢

神经系统以外无播散，90%的PCNSL为B细胞型，T细胞型

较为罕见。病理类型以弥漫大B或无裂细胞为主，弥漫性大

B细胞淋巴瘤最常见。PCNSL的确诊的金标准是病理活检，

MRI、脑脊液检查等手段提高了诊断的准确率。临床主要表

现为精神状态的改变，颅内压增高如头痛、恶心、呕吐及视乳

头水肿以及局部压迫症状，包括癫痫、记忆力减退、行走不

稳、视野障碍、言语模糊以及轻度偏瘫。除了脑部受累，还有

10%~20%患者有眼部受累，表现为视物模糊或者诉有“漂浮

物”。近年来 PCNSL发病率不断上升。治疗方法有：手术治

疗（活检与切除）、全颅脑照射、化疗（大剂量甲氨蝶呤、多药

联合、大剂量阿糖胞苷、替莫唑胺）、免疫靶向治疗—利妥昔

单抗、来那度胺、高剂量化疗联合自体干细胞移植等。

PCNSL是一种高侵袭性肿瘤，PCNSL预后较差，生存期短，

若不予治疗，中位生存时间只有大约1.5个月。年龄、KPS评

分、血清LDH、肿瘤部位、脑脊液蛋白水平是其影响预后的

因素。近期有研究表明：BCL-6的表达、绝对淋巴细胞计数

减低，是中枢神经细胞淋巴瘤的不良预后因素。立体定向活

检为 PCNSL 确诊的主要方法。PCNSL 的治疗首选化疗，

ASCT可作为复发难治时的选择。老年患者可选择替莫唑

胺和利妥昔单抗以减少不良反应，慎重选择放疗。未来需进

一步的研究相关分子标记，探索新靶点，开发新药物，提高患

者的生存质量。

F73. 181例初诊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
血症患者细胞遗传学分析及其预后意义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熊文婕 阎

禹廷 王轶 易树华 刘慧敏 李增军 刘薇 邹德慧

邱录贵

目的 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LPL/

WM）是一种少见的惰性B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目前国内

尚无关于其细胞遗传学及预后的研究。本研究旨在探讨我

国 LPL/WM 细胞遗传学的情况及其对预后的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20年就诊于我院的181例初诊LPL/WM患者

的临床资料，分析遗传学异常的情况。结果 181例患者中

163例患者具有完整的染色体核型，其中染色体核型异常的

患者为 15例（9.2%），复杂核型异常的患者为 8例（53.3%）。

最常见的染色体核型异常包括6号染色体（-6）或者6号染色

体长臂（6q-）缺失（20%），以及性染色体缺失（20%），其他染

色体的异常包括8q-，+4，+8，11q-，17p-，22q+等。染色体核

型异常及正常患者临床特征并无明显差异，但是染色体核型

异常患者血红蛋白及血小板更低，流式检测骨髓异常淋巴细

胞更高（31.21%对12.4%，P=0.026），提示染色体核型异常患

者骨髓肿瘤负荷更高，骨髓侵犯更为明显。163例患者 124

例接受联合化疗，染色体正常患者中位PFS及OS较染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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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型异常患者明显升高（69对62个月，P=0.022；109对24个

月，P=0.030）。181例患者中使用FISH检测细胞遗传学异常

的患者为 24 例占 17%，其中 6q-、12 号染色体三体、17p 缺

失、IgH 异位、1q21 扩增、13q14 缺失及 11q22 缺失分别占

21.4%、8.5%、6.1%、5.4%、2.8%、2.3%及2%。24例患者中10

例患者（41.7%）具有两个及以上细胞遗传学异常。具有细胞

遗传学异常的患者中位PFS及OS与正常患者相较并无明显

差异（P>0.05）。但是亚组分析显示不同遗传学异常患者的

生存存在明显差异：无细胞遗传学异常、13q14-、17p-、IGH

易位、6q-及+12患者的5年PFS分别为59.1%、未达到、20%、

50%、75%及 25%。5年OS分别为 72%、未达到、20%、50%、

未达到及 50%。其中 17p-及+12的患者具有较差的PFS及

OS而13q14-及6q-的患者预后相对良好。此后进一步将存

在某类细胞遗传学异常单独分析发现17p缺失的患者其PFS

及 OS 较不存在此类异常的患者明显缩短（P<0.05）。结论

中国LPL/WM患者细胞遗传学异常的检出率不高，但对患

者预后具有重要提示作用。

F74. 提高治疗反应深度可明显提高淋巴浆细胞淋
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患者的生存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熊文婕 阎

禹廷 刘慧敏 易树华 李增军 刘薇 邹德慧 邱录贵

目的 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LPL/

WM）是一种少见的惰性B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对治疗反

应慢，较难获得完全缓解（CR），目前国内尚无关于治疗深度

对预后影响的报道。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20年就诊于我院

的183例初诊症状性LPL/WM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治疗深

度对预后的影响。结果 183例患者均接受联合化疗，其中

接受传统化疗药物治疗的患者 102例（61.2%），接受以利妥

昔单抗/硼替佐米为基础的新药联合治疗的患者 71 例

（38.8%）。183例患者中153例患者进行疗效评价，总有效率

（ORR）为 70.6% ，主 要 治 疗 反 应（MRR）为 63.6% ，

CR13.7%。新药组患者ORR 为84.1%（53/63）较传统药物组

患者ORR61.1%（55/90）明显升高（P=0.001）。此外，新药组

患者 CR 为 25.4%较传统化疗组亦升高（5%对 25.4%，P=

0.001）。此后我们比较不同治疗疗效对患这生存的影响，发

现获得治疗反应（ORR）的患者其中位无进展生存（PFS）为

78个月（95%CI 66.984~89.016），中位总生存（OS）未达到较

未获得治疗反应的患者中位 PFS 34 个月（95%CI 15.188~

52.812）中位 OS 35 个月（95%CI 24.207~45.793）明显升高。

获得CR的患者中位 PFS及中位OS也均较未获得CR患者

明显升高，但由于CR组患者较少，两组患者差异并无明显统

计学意义。此后我们进一步探讨影响患者疗效的因素，发现

接受新药联合化疗、无17p缺失以及血清 IgM较低的患者对

较易获得治疗反应。其他因素对治疗疗效影响不大。结

论 提高治疗反应深度可明显增加LPL/WM患者生存。

F75. Role of prophylactic radiotherapy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primary testicular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a single retrospective study
Zhongshan Hospital，Fudan University Jiadai Xu, Yang Ke,

Yian Zhang, Chen Chen, Li Jing, Zheng Wei, Peng Liu

Objective To retrospectively evaluate the role of pro-

phylactic RT and clinical prognosis factors for PT-DLBCL pa-

tients in our cohort. Methods From January 2007 to June

2017, 30 patients who had been diagnosed as PT-DLBCL were

included in our study. Data came from electronic records and

histopathology electronic database. R and IBM SPSS Statistics

23.00 were employed to carry out the statistical analyses based

on actual needs. Results Median age at diagnosis of PT-DLB-

CL was 60（28- 82 years）. 18 patients were categorized into

the non- germinal center B- cell like（non- GCB）type and the

rest were germinal center B- cell like（GCB）type. Moreover,

12 patients（40.0%）were in stage I, and the same proportion

were in stage IV. Less than two fifths of patients（11/29,

37.9%, 1 missing data）received prophylactic RT after comple-

tion of chemotherapy. At the time of analysis, 6 patients

（20.0%）suffered disease progression. About 56.7% of patients

（17/30）achieved CR and 30.0%（9/30）achieved PR after the

initial treatment. The estimated 5-year risk of recurrence after

treatment was 24.7%.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IPI was identi-

fied as the only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overall sur-

vival（OS）（P=0.025, HR 1.675, 95%CI 1.065-2.634）and pro-

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P=0.037, HR 1.669, 95% CI

1.032-2.700）. Amid the 18 patients who were not treated by

RT after the initial treatment, 5（27.8%）suffered disease pro-

gression and 13（72.2%）did not. Amid the 11 patients who re-

ceived RT, 1 suffered PD（9.1%）and 10 did not（90.9%）.

Amid the 6 relapsed patients, 1（16.7%）received RT after the

initial treatment, and 5（83.3%）did not. Amid the 23 patients

who did not relapse, 10（43.5%）received RT and 13（56.5%）

did not. By Fisher's exact tes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

ence in the odd of recur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P=

0.362, P=0.362）. No correlation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pro-

phylactic RT and superior OS or PFS, respectively（P=0.745,

P=0.194）. To be specific, in neither low- risk nor high- risk

group,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RT

and OS（Low-risk: P=0.848; High-risk group: P=0.433）or PFS

（Low-risk: P=0.170; High-risk: P=0.871）.Discussion: By mul-

tivariate analysis, high IPI was identified as the only adverse

prognostic factor for OS and PFS, which confirmed the find-

ings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However, our study failed to con-

firm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prophylactic RT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PT-DLBCL. Perhaps it is because Chinese patients are not

sensitive enough to prophylactic RT due to their inherent physi-

cal features, or because of their late initial visit time, more ad-

vanced stages, or poor physical status, which decreases the ef-

fectiveness of prophylactic RT. Conclusion Chinese PT-DL-

BCL patients yielded an earlier age of onset, and the number of

advanced stage patients occupied a larger proportion. Also, the

effect of prophylactic RT was not as good as expected.

F76. A novel scoring system based on the leve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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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L- C for predicting the prognosis of t- DLBCL

patients: a single retrospective study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Jiadai Xu, Zheng

Wei, Yian Zhang, Chen Chen, Jing Li, Peng Liu

Objective The aim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incidence of transformation and the prognosis factors for t-

DLBCL patients, thereby providing insights for clinical choic-

es, especially for Chinese patients. Methods We retrospec-

tively investigated the prognostic factors of 46 patients with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s（DLBCL）associated with an

indolent small B- cell non- Hodgkin lymphoma（NHL）. Results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 risk of International Prog-

nostic Index（IPI）, high Ann Arbor stage, bone marrow（BM）

involvement, high level of C-reactive protein（CRP）and low

level of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at diag-

nosis are adverse prognostic factors for the overall survival

（OS）, whereas high Ann Arbor stage and high risk of interna-

tional prognostic index（IPI）are adverse prognostic factors for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BM

situation and HDL- C level were considered as two indepen-

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OS. IPI risk group was identified as

the singl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of PFS. We further de-

veloped a prognostic scoring system named BH model for strat-

ifying these patients into 2 risk groups, which performed well.

Combining the BH scoring model and IPI scoring system can

better predict the outcomes of these patients.Discussion: Our

BH scoring system, a novel prognostic index score system,

stratify t-DLBCL patients into 2 risk groups, which performed

well in our research cohort. Compared with the acknowledged

IPI score risks, the AUC of our BH scoring model was higher,

suggesting that it performs well in predicting the prognosis of

these patients. The sensitivities between IPI and BC scoring

were 75.00% vs 62.50% and the specificities were 65.85% vs

96.97%.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sensitivity of IPI scores

was higher while the specificity of BH scores was higher.

Therefore, we may combine the 2 scoring system together to

better predict the outcomes of t-DLBCL patients. These results

may provide insights for personalized clinical decisions. More

rigorous treatment regimen and prolonged duration of treat-

ment could be assigned to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of poor prog-

nosis. Conclusion In t- DLBCL patients, BM situation and

HDL- C level a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OS and

IPI risk group i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PFS.

Combining our novel BH scoring model and IPI scoring sys-

tem can better predict the outcomes of these patients.

F77. B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白血病结外病变广泛并
累及心脏一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贾明宇 李红华 石亚男 李艳

芬 李文君 姚子龙 李艳 靖彧 于力

目的 报道 1例B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白血病结外病变

广泛并累及心脏的罕见病例，分享诊治体会。方法 病例报

告，1例 17岁男性患者，主因右侧臀部肿胀 4个月加重伴颈

部出现肿物 1个月就诊。超声引导下右侧臀部肿块穿刺活

检，形态异型淋巴细胞呈浸润性生长，侵犯横纹肌，免疫组

化：CD20+++，PAX-5+，CD79a+，CD10+，TDT+，CD99+，

CD43+，MPO-，CD138-，CD34-，CD5-，CD23-，Ki-67（+

85%）。考虑B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白血病入院。入院前2周

有活动后心慌。查体：颈部右侧肿物，大小 6×5cm，质硬，活

动度差，无压痛，心肺无明显异常，肝脾肋下未及，右侧臀部

肿胀，双下肢无水肿。化验：血象正常，肝肾功能正常，LDH

354.9U/L，BNP 6292.0pg/ml，凝血、心肌酶正常。PET/CT发

现病变累及范围广：除右侧颈部及右侧骨盆软组织及周围骨

质病变外，纵隔、腹腔等多部位淋巴结及组织器官受累；尤其

发现心脏体积增大伴代谢增高。胸部CT示心脏明显增大。

心脏超声示右房可见一高回声结节，大小 3.0cm×2.1cm×

3.7cm。房间隔可见多处右向左分流。左室壁弥漫性增厚，

左室整体收缩功能减低。EF：34%。骨髓形态见原始、幼稚

淋巴细胞占 92.4%，流式提示为表型异常的幼稚 B 淋巴细

胞，表达CD19、CD10、CD22、CD38、CD58、CD33。诊断为B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白血病 Ann Arbor分期Ⅳ期B；心功能不

全。给以联合免疫化疗。由于肿瘤负荷大，尤其病变累及心

脏引起心功能不全，治疗采用先激素单药，再逐渐联合用药

RCHOP方案，化疗剂量第一疗程拆分给药的方法进行，同时

护心利尿。结果 一 疗程治疗后，颈部肿物已基本消失，右

侧臀部肿胀明显好转，化验生化基本正常，BNP 降至

413.0pg/ml，胸部CT示左前上纵隔肿块基本消失，心脏较前

缩小，心脏超声示右房肿物消失，房间隔未再见分流，EF：

60%。骨髓复查形态CR，流式未见残留异常细胞。此后给

予Hyper CVAD-A及B方案进行巩固，心功能持续正常，骨

髓持续CR，流式MRD阴性，第 3疗程结束后复查 PET-CT，

高代谢病灶均消失，评估为CR。结论 淋巴瘤广泛结外受

累不少见，但心脏受累罕见，此例患者明确心脏受累，治疗体

会是充分评估化疗承受力，个体化治疗得到良好疗效。

F78. 骨髓T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病理学
观察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李占琦 刘

恩彬 孙琦 张洪菊 缐霂 班宁溥 汝昆

目的 探讨骨髓T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T-LGLL）的

临床病理学特征、诊断、鉴别诊断和预后指标。方法 收集

38例骨髓T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临床病理学资料，所有

38例均行骨髓活检、流式细胞学及基因重排检测，其中 2例

有脾脏肿大，另外有1例肝脏肿大，分析其临床病理学特征、

免疫表型，总结骨髓T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诊断和鉴别

诊断要点及预后指标。结果 38例患者年龄41岁~78岁，中

位年龄 56岁，男女比例 1.2∶1。骨髓T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

病具有呈间质型、弥漫型、窦內型的分布方式，其中以窦内型

分布最具特点。细胞小，涂片胞浆内可见较多颗粒，免疫表

型分为 CD4 +（35 例）和 CD8 +（3 例），TCRαβ+（36 例）和

TCRγδ+（2 例）。常见的模式为 TCRαβ+/CD4+，少量存在

TCRγδ+CD8+和 TCRαβ+CD8+。以 TCRγδ+CD8+预后最

差。常需与多T细胞淋巴瘤相鉴别，尤其是肝脾T细胞淋巴

瘤的鉴别诊断最为困难。结论 T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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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低，多具有特殊的骨髓病理特点，大部分预后较好，诊

断应结合临床、组织学、免疫表型及遗传学特征综合得出。

79. 88例 IgM型意义未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
队列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赵艾琳 王季诺 毛玥

莹 蔡昊 曹欣欣 周道斌 李剑

目的 意义未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MGUS）是

一种癌前病变，可分为 IgM型、非 IgM型、和轻链型。IgM型

MGUS可进展为华氏巨球蛋白血症、淋巴瘤、慢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等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本研究拟探讨单中心 IgM型

MGUS患者的临床特征及疾病转归。方法 选取北京协和

医院 2008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0 月共 88 例新诊断为 IgM 型

MGUS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测量其基线临床特征并随访。结

果 IgM 型 MGUS 患者中男性 53 例（占 60.2%），中位诊断

年龄为 60（24~96）岁，70岁以上共 29例（占 33.0%）。κ型 57

例（占 64.8%），λ型 31例（占 35.2%）。中位基线M蛋白水平

为 2.2（0.1~28.6）g/L，M蛋白>15 g/L仅 3例（占 3.9%）。游离

轻链比值异常共 28例（占 57.1%），伴有低丙球血症共 19例

（占24.7%）。88例患者中共有17人检测了MYD88基因，其

中 8 人有 MYD88L265P 突变（占 47.1%）。中位β2-MG 为 2.11

（1.17~5.59）mg/L。中位随访时间 40（3~114）个月后，仅有 1

例 IgMλ型女性患者进展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该患者诊

断时年龄 59岁，M蛋白 1 g/L，IgM 4.2 g/L，血常规、肝肾功、

尿免疫固定电泳、尿轻链均正常，无MYD88L265P突变，无多克

隆低丙球血症，进展时间为 13月。结论 IgM型MGUS是

一种老年性疾病，有着较低的MYD88L265P突变率，疾病进展

率很低。

F80. 一例窦组织细胞增生伴巨大淋巴结病患者化
疗的护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饶治嫦

目的 总结窦组织细胞增生伴巨大淋巴结病（Rosai-

Dorfman 病）患者化疗的护理经验，为同行提供参考。方

法 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对我科收治的1例Rosai-Dorfman

病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经过、护理措施、治疗护理效果等进

行回顾总结，并结合文献进行讨论分析。 结果 Rosai-Dorf-

man病的治疗以化疗为主，该类患者化疗期间需进行针对性

的心理护理、化疗护理（胃肠道反应、骨髓抑制、泌尿系统损

伤、血管外渗性皮肤损伤等方面的护理）、口腔护理、饮食护

理、出院指导。结论 Rosai-Dorfman病是一种少见病，其治

疗和护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F81. 血清CXCL13水平在华氏巨球蛋白血症诊断
及疗效评估中意义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吴颜延 曹欣欣 贾鸣

男 蔡昊 张路 周道斌 李剑

目的 探索血清 CXCL13 水平在华氏巨球蛋白血症

（WM）患者诊断和疗效评估中的意义。方法 收集 2015年

1月至 2018年 5月北京协和医院就诊的WM患者（n=132）、

伴单克隆 IgM 的其他惰性 B 细胞淋巴瘤（n=14）、IgM 型

MGUS 患者（n=10）及健康人（n=22）血清样本及临床资料。

ELISA法检测血清CXCL13水平。收集WM患者（n=16）和

对照组包括伴有单克隆 IgM 的其他惰性 B 细胞淋巴瘤（n=

2）、IgM型MGUS患者（n=3）的骨髓活检蜡块标本，进行抗人

CXCL13 抗体、抗人 CD117 抗体、抗人肥大细胞 Tryptase 抗

体免疫组化染色。结果 41 例初治 WM 患者的中位血清

CXCL13 水平为 2483.0（36.8~5644.0）pg/ml，较冒烟型 WM

（35.6，27.7~549.6）pg/ml（P=0.020）、IgM 型 MGUS 患 者

（33.5，20.8~873.3）pg/ml（P<0.0001）和健康人（26.6，14.0~

98.3）pg/ml（P<0.0001）显著升高。初治 WM 患者的血清

CXCL13水平也显著高于伴有单克隆 IgM的其他惰性B细

胞淋巴瘤患者（P=0.01）。联合血清CXCL13 > 3250 pg/ml和

血清M蛋白>38 g/L诊断WM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98%

和 85%。同时，WM 患者的血清 CXCL13 水平与同期 HGB

呈负相关（rho=0.49，P<0.0001），并与 M 蛋白（rho=0.47，P<

0.0001）水平呈正相关。治疗后血清CXCL13水平变化与M

蛋白变化水平一致，且较M蛋白更敏感，在治疗早期即可出

现下降，且不会受到 IgM flare的影响。骨髓免疫组化染色发

现，WM患者骨髓中CXCL13水平和CD117/Tryptase阳性肥

大细胞的数量明显高于伴有单克隆 IgM的其他惰性B细胞

淋巴瘤和 IgM型MGUS患者。结论 血清CXCL13在WM

患者中显著升高。血清CXCL13水平有助于鉴别WM和其

他伴有单克隆 IgM的惰性B细胞淋巴瘤。治疗后WM患者

中血清 CXCL13 下降与 M 蛋白一致，且更敏感，不受 IgM

flare影响，对于WM患者疗效评估具有一定价值。

F82. 血浆游离DNA检测华氏巨球蛋白血症患者
MYD88L265P和CXCR4S338X突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吴颜延 曹欣欣 贾鸣

男 蔡昊 张路 周道斌 李剑

目的 应用WM患者外周血游离循环DNA（cfDNA）检

测其中 MYD88L265P和 CXCR4S338X突变。方法 收集 2017 年

12月至2018年6月北京协和医院就诊的WM患者外周血样

本 30例，其中包括初治WM患者 13例，治疗后WM患者 17

例，留取EDTA抗凝外周血10 ml，离心得血浆5 ml，QIAGEN

试剂盒提取 cfDNA，Qubit 对提取的 cfDNA 浓度进行定量，

Real-time AS-PCR 检测 MYD88L265P和 CXCR4S338X突变，并与

组织样本突变检测结果对比，并分析cfDNA检测MYD88L265P

突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结果 30例WM患者血浆中提取

到的中位 cfDNA水平为95.4（19.6~4330.8）ng。30例患者样

本中检测到MYD88L265P突变 23/30（76.7%）例，CXCR4S338X突

变 2/30（6.7%）例。在 25 例患者中对比其同时期外周血

cfDNA 和组织标本基因组 DNA（genome DNA，gDNA）的

Real-time AS-PCR 检测 MYD88L265P和 CXCR4S338X突变结果，

其中 MYD88L265P突变检测一致率为 96.7%，CXCR4S338X突变

检测一致率为100%。以组织标本gDNA检测MYD88L265P突

变结果作为金标准，计算得cfDNA检测MYD88L265P突变敏感

性 95%，特异性 100%。结论 Real-time AS-PCR 检测 WM

患者 cfDNA 中 MYD88L265P 和 CXCR4S338X 突变是可行的，

cfDNA中检测MYD88L265P突变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95%

和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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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3.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来源的外泌体为靶点提
高免疫治疗效率
1.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淋巴瘤中心；2. 浙江大学血液病
研究所；3.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陈珍珍 1,2,3 钱文斌 1,2

尤良顺 1,2 王蕾 1,2 黄显博 1,2 刘辉 1,2 韦菊英 1,2 朱俪 1,2

目的 肿瘤细胞来源外泌体与免疫抑制、血管新生、肿

瘤转移及抗肿瘤作用密切相关，但对于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

来源的外泌体（DLBCL TEXs）研究甚少。方法 通过电镜、

流式细胞仪分析、WB分析OCI-LY3、SU-DHL-16、Raji细胞

提取的外泌体生物学特征，通过蛋白芯片检测外泌体中的蛋

白表达。评估外泌体与淋巴瘤细胞、基质细胞、树突状细胞、

T细胞之间的沟通作用，最后探索DLBCL TEXs对于肿瘤生

长的作用。结果 研究发现 DLBCL 来源的外泌体表达肿

瘤相关性抗原 c-myc、Bcl-2、Mcl-1、CD19、CD20 等。DLB-

CL TEXs 与 Burkitt TEXs 存在明显差异。DLBCL TEXs 易

被DC和肿瘤细胞摄取。DLBCL TEXs 能诱导T细胞株一定

程度的凋亡及上调其PD-1表达，起到免疫抑制作用。此外，

TEXs不仅能刺激细胞增殖、迁移、侵袭及血管新生，并且体

外促进肿瘤生长。另一方面，DLBCL TEXs 不会诱导DC细

胞凋亡。经过 DLBCL TEXs诱导的DC，能促进T细胞增殖，

提高 IL-6、TNFα，降低 IL-4 、IL-10。TEXs免疫后的小鼠能

促进抗肿瘤效应。结论 提出针对DLBCL TEXs 为靶点的

免疫治疗策略。

F84. 肝脾T细胞淋巴瘤骨髓侵犯 20例临床病理特
征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张洪菊 孙

琦 蔺亚妮 刘恩彬 李占琦 缐霂 班宁溥 汝昆

目的 探讨肝脾T细胞淋巴瘤（HSTL）侵犯骨髓的临床

及病理学特征。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2017年6月

期间本院确诊的 20例HSTL侵犯骨髓患者的临床资料以及

骨髓活检标本组织学特点、免疫表型及分子遗传学特征。结

果 20例患者的临床表现以发热（17/20）最常见，其次为乏

力（15/20）、体重减轻（11/20）和腹胀（9/20）等。20例患者均

发现不同程度脾脏肿大，大部分（15/20）无浅表淋巴结肿

大 。血液学异常最常见血小板减少（15/20）和贫血（16/

20）。骨髓活检形态学观察显示大部分病例（12/20）中侵犯

的淋巴瘤细胞为小-中等大，胞浆少，核椭圆形或略不规则，

无明显核仁，少部分病例（7/20）瘤细胞为中等大小，1例瘤细

胞为大细胞。其中大部分病例（13/20）瘤细胞轻度侵犯（<

20%），少部分病例（6/20）为中度侵犯（20~50%），1例为重度

侵犯（>50%）；10例表现为窦内浸润，余 10例为间质性和窦

内混合分布。免疫组化和流式细胞学检查显示全部或大多

数病例肿瘤细胞 CD3、CD2、CD7、TIA1 和 CD56 阳性，少数

CD5和CD8阳性，CD4、CD57、Granzyme B均呈阴性，CD16

的流式细胞学检查阳性率为 53.3%（8/15）。15 例行流式细

胞学 TCRγδ、TCRαβ表型检测，11 例 TCRγδ阳性，3 例为

TCRαβ阳性，1 例为双阴性。TCR 重排检测示大部分病例

（12/16）TCRγ阳性，约半数病例（8/17）TCRβ阳性，其中 5 例

TCRγ、TCRβ重排为双阳性，2 例行 TCRδ重排检测均为阳

性。20 例均行核型分析，18 例为正常核型，1 例检测到 i

（7q10）和+8，1例可见超2倍体。结论 HSTL侵犯骨髓具有

独特的组织学特征和免疫表型，通过骨髓活检组织形态学、

免疫表型、分子生物学检测，结合典型的临床表现能够明确

诊断HSTL，从而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脾脏或肝脏切除术。

F85. Rituximab- 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 are

effective and well tolerated for Waldenström mac-

roglobulinemia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Yanhua Zheng, Li Xu, Qingxian Bai,

Rong Liang, Xiequn Chen,Guangxun Gao

Objective Waldenström macroglobulinemia（WM）is a

lymphoplasmacytic lymphoma（LPL）with a median survival

of 5 years, representing approximately 2% of all h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 Rituximab monotherapy is unsuitable especially

for patients with high serum IgM level or heavy tumour bur-

den. We conducted this meta- analysis by pooling the rate of

overall response, major response, complete response and grade

3 or higher hematological adverse events of different ritux-

imab- based combination regimens in an attempt to provide a

more comprehensive appraisal of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for

clinical practice. Methods We searched for relevant studies

in the database of Pubmed, Web of Science,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using the terms including “rituximab”

“Rituxan”“anti CD20”“Waldenström macroglobulinemia”

“lymphoplasmacytic lymphoma”, “lymphoplasmacytic neo-

plasm”, and“B cell chronic lymphoproliferative diseases”,

with language restricted to English. Qualitative assessment for

all the included articles was conducted by reference to the

Newcastle-Ottawa quality assessment scale（NOS）. A random-

effects model was selected to perform all pooled calculation,

including overall response rate（ORR）, major response rate

（MRR）, complete response rate（CRR）and rate of grade 3 or

higher hematological adverse events. To avoid bias caused by

events with very low or even 0 incidence rate and the possible

small sample size of some included studies, the extracted data

were empirically converted into double arcsine form after Free-

man- Tukey Double Arcsine transformation. Eventually, the

pooled results were transformed back to their original form and

reported. Results We identified altogether 22 studies with a

total of 806 symptomatic WM patients enrolled, among which

15 articles were single-arm phaseⅡ clinical trials, 6 articles ret-

rospective studies, 1 articles phaseⅢ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

al. All studies in our meta-analysis obtained at least 7 stars ac-

cording to the NOS. Pooled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rituximab-

based combination therapy achieved an impressive ORR of

84%（95%CI 81%-87%）, MRR of 71%（95%CI 66%-75%）

and CRR of 7%（95%CI 5%-10%）. Subgroup analysis indicat-

ed the response rate to rituximab plus agents with different

mechanisms of action. Rituximab plus conventional alkylating

agents-containing chemotherapy group（groupA）yielded ORR

of 86%（95% CI 81%- 89%）, MRR of 74%（95% CI 69%-
79%）and CRR of 8%（95%CI 4%-14%）. Rituximab plus 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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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e analogue group（groupB）resulted in the ORR of 85%

（95%CI 79%-89%）, MRR of 74%（95%CI 66%-81%）and

CRR of 9%（95%CI 4%-15%）. Rituximab plus proteasome in-

hibitor group（groupC）resulted in the ORR of 86%（95% CI

81%-90%）, MRR of 68%（95%CI 58%-77%）and CRR of

7%（95% CI 3%- 11%）. Rituximab plus immunomodulatory

drug group（groupD）attained relatively lower response rate,

with ORR of 67%（95%CI 51%-81%）, MRR of 56%（95%CI

27%-83%）and CRR of 5%（95%CI 1%-12%）. There exist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RR, MRR and CRR be-

tween groupA and groupB, groupA and groupC, groupB and

groupC. The response outcomes derived from groupA have sta-

tistically difference to groupD in ORR（86% vs 67%, P=0.001）

and MRR（74% vs 56%, P=0.002）. Likewise, the response out-

comes derived from groupB have statistically difference to

groupD in ORR（85% vs 67% , P=0.002） and MRR（74%

vs56%, P=0.006）. The ORR was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between

groupC and groupD（86% vs 67%, P=0.001）. All the four sub-

groups resulted into roughly similar CRR to each other. The

most frequent grade 3 or higher hematological adverse events

consisted primarily of neutropenia（33%,95%CI 17%-52%）,

thrombocytopenia（7% ,95% CI 3%- 11%）and anemia（5% ,

95% CI 3%-9%）. There were no evident publication bias de-

tected by Egger’s test and Begg’s test for all the meta-analysis

outcomes. Conclusion Our meta-analysis indicates that ritux-

imab- based combination therapies achieve impressive overall

response rate and major response rate with tolerable hemato-

logical toxicities in patients with WM.

F86. 伴有RS样细胞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
瘤一例并文献复习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三明市一医院 周建耀 刘佳 方三高

目的 提高对伴有RS样细胞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

淋巴瘤（AITL）的认识，探讨治疗方案。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伴有RS样细胞AITL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资料。

结果 患者、男性、63岁，以发现腹股沟淋巴结肿大1月余为

主诉入院，无发热、盗汗症状，半年来体重减轻 5 公斤。查

体：左腹股沟可触及肿大的淋巴结、约 3.0×2.0cm、心肺未见

异常，肝脾未触及。辅助检查：白蛋白 38.8（g/L）、LDH 正

常。淋巴结病理：淋巴结结构破坏，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

CD2、CD3、CD5阳性，CD10、bcl-6阳性，CD7、CD8、CD20阳

性，CXCL13 阳性、CD21 显示增多、紊乱的树状突细胞网

（FDC）围绕血管生长。其中RS样大细胞CD20阳性，CD30

散在阳性，CD10、CD57、阴性，Ki-67（30%）PAX-5阳性、PD1

阳性。EBER散在阳性。骨髓未见淋巴瘤细胞。染色体：正

常核形。TCR、IGH基因重排阴性。SPECT：①左腹股沟、髂

窝、盆壁、双颈部多发高代谢结节影。②双侧肺门、纵隔内多

发结节影，部分代谢轻度增高。诊断：伴有RS样细胞AITL

Ill期B、IPI评分 2分。予CHOP＋西达苯胺治疗，目前已完

成 8个疗程化疗，复查CT示纵隔淋巴结消失，CR己达 8个

月。结论 发生于淋巴结的AITL伴RS样细胞是一种少见

的淋巴瘤，国内北京友谊医院 6 例患者按照 CHOP 方案治

疗，随访结果提示患者预后较差。 由 于该种病例少见，其和

不伴有霍奇金样细胞的 AITL 在预后上的差别尚不清楚。

F87. 黄芩苷通过下调过氧化氢抗T细胞淋巴瘤的
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东院） 肖丹

淋巴瘤是原发于淋巴组织的恶性肿瘤，分为霍奇金淋巴

瘤（HL）和非霍奇金淋巴瘤（NHL）。NHL按照细胞类型分为

B细胞和T/NK细胞淋巴瘤。T细胞淋巴瘤侵袭性强，预后

差，对化疗药物耐药，预后不良。过氧化氢是需氧生物普遍

具有的细胞氧代谢中间产物，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

其既会促使细胞癌变，又会促进肿瘤细胞浸润和转移。因此

降低过氧化氢浓度，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是恶性肿瘤治疗的

新契机。中药黄芩苷在体内外试验中均可抑制T细胞淋巴

瘤细胞株生长，该作用可能是通过下调 H2O2 进一步调控

ERK通路实现的。

F88. 37例中国地区原发心脏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
的临床资料分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津京 张蕊 颜晓菁 李艳

目的 分析总结中国地区的原发心脏弥漫大B细胞淋

巴瘤的临床特征、治疗及预后。方法 检索 1986年到 2017

年中国地区确诊原发心脏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个案报道

并收集我院新确诊的一例原发心脏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

者的相关信息，进行资料的总结和回顾性分析。结果 共收

集患者37例，其中男性23例，女性14例，中位年龄61岁，右

心房是最常见的受累部位，肿瘤多为单发，主要临床表现为

呼吸困难、胸闷、颜面部和/或双下肢浮肿。常出现乳酸脱氢

酶的升高，骨髓检查常为阴性，可出现窦性心动过速、房室传

导阻滞、T 波改变等心电图异常。免疫组化多表达 CD20

96.8%（30/31）、CD79a 95.0%（19/20）、Ki-67 93.3%（14/15）、

MUM1 85.7（12/14）、BCL-6 57.1（8/14）、CD10 31.6%（6/19），

可伴有BCL-2、c-MYC、CD3及CD5的表达，而CD30、ALK、

EBER 均为阴性。可应用 RCHOP/CHOP 化疗方案治疗，但

总体预后不佳，半年生存率58.6%（17/29），1年生存率24.1%

（7/29），2 年生存率 6.9%（2/29）。结论 原发心脏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为血液系统罕见的肿瘤，无特征性临床表现，预

后差，需探索更有效的治疗方案以改善患者预后。

F89. 中期PET/CT在227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
者中的预后评估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朱海燕 李菲 陆晓林 赵瑜

王全顺 王瑞民 刘代红

目的 探讨以视觉分析Deauville评分及半定量方法最

大标准摄取值减少率（△SUVmax）法分析中期 18F-FDG PET/

CT在DLBCL疗效及预后评估中价值。方法 经病理确诊

的227例DLBCL患者，中位年龄52岁，非生发中心来源146

例，生发中心来源81例。化疗一线方案为R-CHOP方案；治

疗前及化疗后 2周期行 18F-FDG PET/CT成像。通过视觉分

析Deauville评分及△SUVmax分析患者的疗效及无进展生

存率（PFS）、总生存率（OS），并回归分析影响生存的独立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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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因素。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71月。根据淋巴瘤国际工作

组标准（IWG）治疗结束时评估，153 例患者达完全缓解

（CR），42例部分缓解（PR），5例疾病稳定（SD），27例疾病进

展（PD）。受试者工作曲线（ROC）计算△SUVmax最佳分界

点为 71%，Deauville 评分与△SUVmax 方法评估疗效敏感

度、特异度及准确度分别为 86.9%、74.3%、82.8%；77.8%、

63.5%、73.1%。△SUVmax>71%与≤71%，Deauville评分1~3

分与 4~5分，IPI评分 0~2分与 3~5分在 PFS与OS曲线上均

有显著性差异，P 值均为 0.000。生存曲线分析显示 Deau-

ville评分、△SUVmax及临床国际预后指数（IPI）预测 PFS、

OS均具有显著意义（P值均为 0.000）。Deauville评分与 IPI

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以视觉分析Deauville

评分及半定量方法最大标准摄取值减少率（△SUVmax）法

分析中期 PET/CT 显像，对评估 DLBCL 患者的疗效及预后

均具有显著作用。

F90. An investigation of PTEN, NF- κB, WWP2,

p53 and c-Myc expressions in distinguishing differ-

ent subtypes of B cell lymphoma and reactive fol-

licular hyperplasia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xi Province Huan Fu, Qing-

xiu Zhu,Ting-ting Liu, An-na Li, Bo Ke, Cheng-hao Jin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value of PTEN, NF- κB,

WWP2, p53 and c- Myc expressions in distinguishing B cell

lymphomas from reactive follicular hyperplasia（RFH）, and

their ability to discriminate different B cell lymphoma

subtypes. Methods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used to

quantify the expressions of PTEN, NF- κB, WWP2, P53 and

c-Myc. Results PTEN was elevated in GCB DLBCL and BL

compared with RFH, and in GCB DLBCL, non-GCB DLBCL

and BL compared with FL; WWP2 was higher in FL, GCB

DLBCL, non-GCB DLBCL and BL compared with RFH; p53

was increased in non-GCB DLBCL compared with RFH, and

in BL compared with RFH, FL or GCB DLBCL; c- Myc was

increased in GCB DLBCL, non- GCB DLBCL and BL

compared with RFH; c- Myc was elevated in GCB DLBCL,

non- GCB DLBCL and BL compared with FL. Additionally,

PTEN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53 in FL and CGB DLBCL,

whereas NF- κB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WWP2 in GCB

DLBCL, but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TEN in RFH and c-

Myc in BL. Conclusion PTEN, WWP2, p53 and c- Myc

expressions might be served as biomarkers for identification of

B cell lymphomas from RFH as well as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B cell lymphoma subtypes.

F91. γδT17细胞在胃MALT淋巴瘤中的作用及机
制研究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赵亚楠 卢菲 纪春岩

目的 探讨γδT17 细胞在胃 MALT 淋巴瘤发生发展中

的作用及机制。方法 建立H.felis菌感染诱导的BALB/c小

鼠胃MALT淋巴瘤模型，动态监测成瘤情况；分别在H.felis

感染后8月、11月、14月，免疫组化和qRT-PCR检测小鼠胃粘

膜局部γδT17 细胞及 TLR、NF-κB、相关趋化因子及 IL-23、

IL-1β等细胞因子的表达；流式检测小鼠外周血和脾脏中

Th17、Tc17、γδT17的数量、表型和分布特点；免疫组化和荧

光检测胃 MALT 淋巴瘤患者局部胃组织中γδT17 和相关细

胞因子的表达；流式检测胃 MALT 淋巴瘤患者外周血中

Th17、Tc17、γδT17的水平。结果 ①灌胃后8月和11月，分

别有 25%和 50% H.felis 感染鼠出现淋巴细胞聚集；灌胃后

14 月，80% H.felis 感染鼠出现淋巴滤泡。②与对照鼠相比

较，H.felis感染鼠TCRγδ、IL-17表达明显升高，γδT17细胞在

胃粘膜局部募集。③H.felis感染鼠外周血和脾脏中分泌 IL-

17的T细胞比例明显增高，其中以γδT17增高为主。且随着

H.felis感染时间延长，H.felis感染鼠脾脏中γδT17细胞比例

逐渐增高。④H.f感染鼠胃局部TLR2及NF-κB表达明显升

高，CCL2趋化因子表达升高，IL-23、IL-1β表达明显升高，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⑤胃MALT淋巴瘤患者局部胃组织中

γδT17细胞比例明显升高，IL-8、TNF-α、IL-23和 IL-1β等细胞

因子表达较对照明显升高；而外周血中γδT17 细胞比例降

低。结论 H.felis 感染胃粘膜后，被 TLR2 识别，激活下游

NF-κB信号通路，诱导 IL-23、IL-1β等细胞因子和CCL2等趋

化因子表达升高，介导 γδT17 细胞在胃粘膜局部募集。

γδT17细胞通过分泌 IL-17，参与H.felis感染后的免疫调控。

胃MALT淋巴瘤患者外周血中γδT17细胞比例降低，可能由

于外周γδT17 细胞向胃局部发生迁移所致。γδT17 在胃

MALT淋巴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作为指导

预后、发现新的治疗靶点的重要指标。

F92.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128例外周T细胞淋巴瘤
的多中心回顾性研究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2. 福建医学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 北京友谊医院；4.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304 医
院）；5. 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6. 郑州大学一附院；7. 陆
军大学附属新桥医院；8. 解放军 307 医院 黄文荣 1 李乃
农 2 王昭 3 吴晓雄 4 董玉君 5 付晓瑞 6 刘 耀 7 胡亮钉 8

谷振阳 1 李晓帆 2 王旖旎 3 吴亚妹 4 任汉云 5 张明智 6

王买红 7 李欲航 8

目的 研究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和异基

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外周T细胞淋巴瘤（PT-

CL）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全国 8 家三甲医院于

2007年6月至2017年6月期间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PTCL患

者临床资料。结果 共有 128例PTCL患者纳入本研究，72

例为 auto-HSCT，56例为 allo-HSCT。Auto-HSCT组男性 44

例，女性28例；allo-HSCT男性43例，女性13例。Auto与allo

组中位年龄 35（9~60）岁和 34（12~59）岁。Auto-与 allo组病

种组成，外周T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分别占15.3%和21.4%，

血管免疫母细胞淋巴瘤分别占16.7%和12.5%，ALK+-ALCL

分别占 26.4%和 8.9%，ALK-ALCL分别占 8.3%和 5.4%，NK/

T 细胞淋巴瘤分别占 23.6%和 35.7%，其它分别占 9.7%和

16.1%。Auto 和 allo 组Ⅲ/Ⅳ期患者分别占 81.9%（59/72）和

94.5%（52/55），（P=0.034）。Auto 和 allo 组移植前疾病状态

差异明显（P<0.001），两组中 CR 者分别占 51.4%和 17.8%，

PR分别为40.3%和46.3%，SD者分别为4.2%和8.9%，PD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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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4.2%和 32.1%。Auto与 allo组随访中位时间分别为 23

（4~143）和39（2~112）个月。Auto和 allo组患者的3年OS分

别为70%和46%，P=0.003。Auto和 allo组患者3年PFS分别

为 59%和 43%，P=0.02。Auto和 allo组 3年移植相关死亡率

分别为 6%和 27%，P=0.004。Auto和 allo组患者的 3年复发

率分别为 34%和 29%，P=0.84。对于移植前疾病状态为CR

的 41例患者中 34例进行Auto-HSCT，其 3年OS为 88%；移

植前疾病状态为SD或PD的29例患者中23例为异体造血干

细胞移植，allo-HSCT后3年OS为43%。结论 外周T细胞

淋巴瘤异质性强、预后差，auto-HSCT和 allo-HSCT均是PT-

CL的有效治疗方法，需要根据病种和缓解情况来选择合适

的移植类型。

F93. 增强剂量免疫化疗联合一线自体周血干细胞
移植治疗初治、年轻、高危侵袭性B细胞淋巴瘤的疗
效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刘薇 黄文

阳 刘宏 李健 吕瑞 邱录贵 邹德慧

目的 探讨在初治、年轻、有高危因素的侵袭性B细胞

淋巴瘤患者，采用增强剂量免疫化疗联合自体周血干细胞移

植（ASCT）治疗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1 年 1 月至

2015年 9月在我院应用增强剂量免疫化疗联合ASCT治疗

的初治、年轻、有高危因素的侵袭性B细胞淋巴瘤患者。病

例入选标准包括 1年龄≤65岁；2具备以下至少一条高危因

素：IPI 或 aaIPI 评分为中高危组或高危组，双表达淋巴瘤

（DEL, 免疫组化阳性阈值为：c-MYC阳性率≥40%，BCL-2阳

性率≥50%），肿瘤细胞增殖指数（Ki-67）≥80%，中期PET-CT

评价疗效未达完全缓解（CR）。结果 共32例患者符合入选

标准，患者中位年龄 36（14~61）岁，其中男性 17例（53.1%）。

Ann-Arbor 分期Ⅰ~Ⅱ期 5 例（占 15.6%），Ⅲ~Ⅳ期 27 例（占

84.4%）。IPI评分为 0~2分和 3~5分者比例分别为 41.4%和

58.6%，aaIPI 评分为 0~1 分和 2~3 分者比例分别为 31%和

69%。9/14（64.3%）例患者符合DEL，1/9（11.1%）例患者符合

伴 MYC 和 BCL2 重排的高级别 B 细胞淋巴瘤。27 例（占

84.4%）患者存在结外受累，最常见的结外受累部位为骨（19

例，占 59.4%），其中 9例患者（占 28.1%）同时合并骨髓受累

（BMI）。所有患者均采用包含利妥昔单抗的增强剂量化疗

作为一线治疗，常用的化疗方案包括R-EP（D）OCH和R-Hy-

perCVAD/R-MA方案。移植前中位化疗5（4~14）疗程，中位

应用利妥昔单抗 8（3~13）次。所有患者中位随访 37个月，3

年无进展生存（PFS）率 86%，3年总生存（OS）率 88%。分析

与预后相关的因素，仅骨髓受累（BMI）是 PFS（P=0.001）和

OS（P=0.03）的不良预后因素（P=0.017），双表达淋巴瘤、中

期疗效评价为 PR、ki-67≥80%、IPI评分、aaIPI评分、LDH高

于 3倍正常上限、结外受累、合并大包块和骨侵犯对PFS和

OS均无影响。结论 一线应用增强剂量免疫化疗联合自体

周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年轻伴高危因素侵袭性B细胞淋巴瘤

疗效好，双表达淋巴瘤、中期疗效为PR及高 ki-67不再具有

预后影响，骨髓侵犯是PFS和OS的唯一不良预后因素，以上

结果值得在前瞻性研究中进一步探讨。

F94. 以恶性淋巴瘤组织因子为靶点的自供氧光动

力纳米系统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尹艳雪 李子

莹 石威 胡豫

目的 淋巴瘤对目前各种治疗模式的抵抗，是其复发的

最主要原因。探索新型、安全、高效的治疗模式势在必行。

本研究以恶性淋巴瘤组织因子为靶点，采用自供氧光动力疗

法在荷瘤动物水平来治疗恶性淋巴瘤。方法 首先采用单

乳旋蒸法或复乳溶媒法以 PEG-PLGA 作为聚合物材料、

EGFP-EGF1为靶头、包载光敏剂HMME和过氧化氢酶 cata-

lase 分 别 制 备 NP- HMME、ENP- HMME、CNP- HMME、

CENP-HMME并检测四种纳米粒的表征。利用荧光显微镜

和流式细胞术观察和比较培养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

VEC）对四种纳米粒摄取情况；通过荧光显微镜观察摄取纳

米粒的HUVEC在PDT诱导下ROS产生情况；利用荧光显微

镜和流式细胞术分别探索四种纳米粒对人 burkitt淋巴瘤细

胞CA46内ROS和O2的影响。最后通过建立小鼠荷皮下瘤

模型，利用活体成像、组织成像评价 PDT 治疗后纳米粒靶

向性，进一步利用 PET-CT 评价纳米系统 PDT 治疗效能。

结果 制备的纳米粒粒径均小于 200 nm，多分散系数小于

0.22。荧光显微镜和流式细胞术显示 HUVEC 对 EGFP-

EGF1修饰的纳米粒摄取较无靶向纳米粒高，通过定量分析

显示约为 1.4 倍。RT-PCR 及 Western blot 显示 HUVEC 在

PDT诱导下TF表达明显增强，并随着纳米粒浓度的增高，TF

表达量增多，当纳米粒浓度超过100ng/ml时，TF表达量无明

显变化。荧光显微镜显示 PDT 能明显诱导 HUVEC 产生

ROS。流式细胞术检测CA46氧气水平，提示含catalase的纳

米粒可以催化产生氧气。免疫荧光显示CA46内ROS水平

包载 catalase的纳米组较未包载组和空白组明显降低。活体

成像仪显示肿瘤局部纳米粒富集 ENP- HMME 组是 NP-

HMME组的3.6倍，加入 catalase后增加到12倍。PET-CT显

示经过自供氧组织因子靶向纳米粒光动力治疗后，肿瘤体积

及代谢活性均明显减低，较对照组有明显的统计学意义。结

论 组织因子为靶点的自供氧光动力纳米系统在恶性淋巴

瘤治疗中展示出良好的靶向性与治疗效能，可为淋巴瘤治疗

提供更新的治疗选择。

F95. 降钙素原（PCT）对于淋巴瘤患者的临床意义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姜燕燕 张蕊 李艳

目的 研究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对于无明确

感染的初治淋巴瘤患者的临床意义。方法 回顾性总结

2013年 1月至 2016 年 10 月就诊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一院

142 例淋巴瘤患者初诊时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及生存情

况。结果 所有患者 PCT 的中位数为 0.05（0.02~2.19）ng/

ml，其中 PCT<0.1 ng/ml 的有 96 人，PCT≥0.1 ng/ml 有 36

人 。PCT 与患者的年龄、性别无关；PCT 水平与患者 PS 评

分、是否发热、肿瘤恶性程度、肿瘤细胞类型、LDH、β2微球蛋

白，纤维蛋白原，白蛋白存在相关性。其中与PS评分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01），124例≤1分，18例>1分；发热组与

非发热组也存在显著差异（P<0.01），发热组33例，无发热组

106例；与肿瘤的恶性程度及细胞类型有关，其中侵袭性淋

巴瘤73例，惰性淋巴瘤55例，PCT水平在侵袭性淋巴瘤组明

显高于惰性淋巴瘤，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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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 细胞淋巴瘤与 B 细胞淋巴瘤之间差异显著（P<0.05）；

PCT与其他血清学指标如乳酸脱氢酶（LDH），β2微球蛋白，

纤维蛋白原，白蛋白等具有相关性（P<0.05）。PCT水平在不

同淋巴瘤的病理分期中存在差异，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23例治疗前于我院行PET-CT检查，35例于我院行全

身CT平扫及增强检查，7例通过骨穿诊断，79例通过彩超进

行分期。PCT 值与增强 CT 中包块大小有关（P<0.05），与

SUV值及彩超测得的包块体积无关（P>0.05）。对于患者的

预后评分 IPSS评分，PCT水平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各分数

的分组中，发现PCT在 IPI小于等于3分和大于3分组间存在

明显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 PCT<0.1 mg/L 者

（6l 例）较血清 PCT≥0.1 mg/L 者（45 例）有更好的 PFS 和 0S

（P值均<0.05）。结论 PCT能反映患者的整体状态，肿瘤负

荷等指标，与淋巴瘤患者的无进展生存及总生存都具有相关

性，在疾病早期为预后评估提供依据。

F96. Prognostic factors of lymphoma patients after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Southwestern Hospital of the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

ty Fenghua Qian,Yong Zhang

Abstract Lymphoma is a group of lymphoid malignan-

cies of multiple biologically heterogeneous subtypes. Hemato-

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is considered as a cur-

able therapy for lymphoma. However, factors related to its

prognosis remain unclear. Herein,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eighty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lymphoma and treated with au-

tologus HSCT（Auto HSCT）between January 2006 and Au-

gust 2012 in a single center. The primary endpoints included

overall survival（OS）an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 Af-

ter a median follow- up of 37.9 months, the 3- year OS was

75%.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age（P=0.020）, elevated lac-

tate dehydrogenase（LDH）（P=0.031）, 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IPI）（P=0.015）, 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

（ECOG）（P=0.048）, bone marrow involvement（P=0.038）,

and time to neutrophil recovery（P=0.043）were prognostic fac-

tors of lymphoma.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IPI（hazard

ratio [HR] 1.60,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1.09- 2.34, P=

0.016） and time to neutrophil recovery（HR 2.69, 95% CI

1.02-7.07, P=0.045）were independent factors correlated with

OS. In conclusion, IPI and neutrophil recovery are recommen-

datory predictors for lymphoma patients after Auto HSCT.

F97. 大剂量干扰素治疗Erdheim-Chester病的疗效
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院 曹欣欣 牛娜 孙健 蔡

昊 王凤丹 王怡宁 钟定荣 段明辉 周道斌 李剑

目的 Erdheim-Chester病（ECD）是一种罕见的非郎格

汉斯细胞组织细胞疾病。约 50%~70%的 ECD 患者存在

BRAF突变。BRAF抑制剂虽然治疗有效率高，但价格昂贵，

绝大多数患者不能承担。因此探寻一种经济、有效的治疗手

段在我国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年 1月至

2018年 5月在我院新诊断并接受大剂量干扰素治疗的ECD

患者32例。分析患者的临床表现、BRAF突变状态以及治疗

转归。结果 32例患者的中位年龄为48岁（6～66岁），男女

比例1:1。中位受累器官数目为4个（1～8个）。其中最常见

的五个受累部位分别为骨骼（93.8%）、腹膜后（40.6%）、肺脏

（37.5%）、血管（37.5%）、和中枢神经系统（CNS，34.4%）。

21/30（70%）患者存在BRAFV600E突变。26例患者接受干扰素

（600或 900 MIU，每周 3次）做为一线治疗，4例患者接受了

化疗后序贯干扰素（600 MIU，每周3次）维持治疗，2例患者

在糖皮质激素治疗失败后接受干扰素作为二线治疗。中位

接受干扰素治疗时间为 18.5个月（1至 51个月）。28例患者

可进行临床疗效评价，其中 10 例患者临床症状完全缓解

（35.7%），12例患者临床症状部分缓解（42.9%），3例患者临

床症状稳定（10.7%），仅1例患者在使用干扰素8个月后因乏

力、厌食、体重减轻停用干扰素。31例患者先后共接受81例

次PET/CT检查。17例患者有至少两次PET/CT检查，其中9

例患者PET/CT取得部分缓解以上疗效，中位SUV 病灶/SUV 肝脏

下降 61.4%（8.8% to 86.6%）。估计 3年无进展生存（PFS）和

总生存率（OS）分别为 54.4%和 84.5%。单因素预后分析显

示CNS受累是PFS和OS的唯一预后不良因素。BRAF突变

状态并不会影响PFS和OS。结论 大剂量干扰素是一种治

疗ECD的经济、有效的方法，在我国可作为ECD患者的一线

治疗选择。

F98. 外周血淋巴细胞绝对值计数、外周血单核细胞
绝对值计数值等对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预后的
影响
南京市第一医院 倪伟 周璇 杨丹 张磊 张学忠 徐

燕丽

目的 分析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的预后相关

因素，分析初发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

绝对值计数（ALC）、外周血单核细胞绝对值计数（AMC）、

外周血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体力状况（ECOG）评

分、临床分期（Ann Arbor分期）以及是否存在B组症状与弥

漫大B细胞淋巴瘤预后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初治49例DLBCL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外周血淋巴细胞计

数（ALC）、外周血单核细胞计数（AMC）、体力状况（ECOG）

评分、Ann Arbor分期以及是否存在B组症状。其中49例患

者均接受 2个疗程以上的CHOP/RCHOP方案治疗（环磷酰

胺、地塞米松、长春新碱、阿霉素/利妥昔单抗联合CHOP方

案）。应用T检验、卡方检验、Kaplan-Meier、Cox分析等统计

学方法将上述各项指标与总生存期（OS），无病生存期（PFS）

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①将 49例初诊患者外周血ALC、

AMC、LMR与其他影响DLBCL预后的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

提示，ALC<1.0×109/L更多见于Ann Arbor分期较高、有B组

症状、IPI评分较高及ECOG评分较高的患者。AMC及LMR

的分布无明显趋向。②经过中位34.5个月随访，K-M分析显

示，ALC<1.0×109/L、ECOG评分 3~4分及AnnArbor分期Ⅲ~
Ⅳ期、有 B 组症状与较短 OS 及 PFS 均有关（P<0.001）。而

AMC 以及 LMR 与 OS 及 PFS 的关系无统计学意义（P>

0.05）。③多因素分析发现 ALC<1.0×109/L、有 B 组症状、

ECOG评分3~4分及Ann Arbor分期Ⅲ~Ⅳ期对DLBCL患者

预后有统计学意义（P<0.05），低ALC、高ECOG评分以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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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Arbor 分期的 DLBCL 患者预后较差。结论 目前国内

外相关研究表明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的

ECOG评分、LDH、年龄、B组症状、ALC、AMC、LMR等对其

预后有影响。本研究分析结果显示除 ECOG 评分、Ann

Arbor分期、是否有B组症状对 DLBCL预后有明显关系外，

外周血中，淋巴细胞绝对值（ALC）也可作为DLBCL独立预

后因素之一。

F99. 36例原发性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的临床特征
及预后分析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王莉霞 刘英敏 于小源 靳凤艳

目的 回顾性分析 36 例 PCNSL 的临床及病理特征及

预后。方法 收集我院 2010年至 2018年经病理证实，并有

组织标本的 36例 PCNSL患者，回顾性分析患者临床资料，

采用 Kaplan-Meier 法及 COX 回归进行生存资料分析。结

果 36例免疫功能均正常的PCNSL患者，中位年龄为 54.5

（32~78）岁；男女比例 1.4∶1。主要的首发症状为：高颅压症

状（55.6%），行走不稳（25%），头晕、语言障碍（17%）；少数可

表现为抽搐、反应迟钝等。影像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单发病

灶有22例（61.1%），多发病灶有14例（38.9%），病灶多位于：

额叶有 12 例（33.3%），顶叶有 5 例（14%），基底节区有 4 例

（11.1%），其中深部脑区包括小脑有 5例（14%），胼胝体有 2

例（5.6%），脑干1例（2.8%），少数可位于颞叶、枕叶等。36例

经病理形态学及免疫组织化学均确诊为弥漫性大B细胞淋

巴瘤（DLBCL），依据 Hans 分型，11 例起源于生发中心

（GCB），24例起源于非生发中心（non-GCB），1例无法判断；

34/36例接受外科手术治疗，主要原因可能为一半以上的患

者以高颅压为首发症状。36例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PFS）

时间为14个月，中位总生存（OS）时间为35个月；1年无进展

生存率为42.7%，3年生存率为36.1%。18例接受单纯化疗，

16例患者化疗后联合全脑放疗，后者中位生存期明显延长

（54 个月对 34 个月，P=0.008）。结论 PCNSL 多发于中老

年，病理类型以DLBCL最常见；病灶可表现为单发或多发，

以单发多见；临床表现以高颅压和局灶性神经系统损害为

主；术后联合放化疗治疗可显著提高患者生存期。

F100.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脾切除术后继发非
特指型外周T细胞淋巴瘤一例报道
兰州军区总医院 吴涛 曹红刚 薛锋 汉英 王晓靖

潘耀柱 王存邦 白海

目的 观察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脾切除术后继发

非特指型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特点。方法 结合 1例

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脾切除术后继发非特指型外周T

细胞淋巴瘤患者，查阅文献，对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与

非特指型外周T细胞淋巴瘤潜在机制进行探讨。结果 本

例患者 ITP行脾切除术，16年后继发PTCL-NOS。结论 患

者对 ITP和NHL均具有易感性的基因可能是一个潜在机制，

值得临床继续进一步深入研究。

F101. 脂质体阿霉素联合R-COP方案治疗以左下
肢静脉血栓为首发临床表现的B细胞淋巴瘤1例报

道并文献复习
兰州军区总医院 吴涛 张丽萍 薛锋 汉英 王晓靖

潘耀柱 王存邦 白海

目的 观察脂质体阿霉素联合R-COP方案治疗以左下

肢静脉血栓为首发临床表现的 B 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疗效。

方法 对 1例以左下肢静脉血栓为首发临床表现的B细胞

淋巴瘤患者予脂质体阿霉素联合R-COP方案的疗效进行分

析，并相关文献复习。结果 本例患者经给予脂质体阿霉素

联合R-COP方案治疗后左侧髂静脉及股静脉血栓消失，且

未见明显骨髓受抑。结论 脂质体阿霉素联合R-COP化疗

方案治疗B细胞淋巴瘤具有显著疗效，值得临床上推广。

F102. 淋巴瘤相关嗜血细胞综合征误诊为急性胆囊
炎1例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朱秋娟 王丽娜 边思成

赵洁 马梁明 王涛

目的 探讨嗜血细胞综合征（HPS）容易误诊的原因及

诊断及鉴别诊断的要点。方法 回顾分析了 1例近期我院

收治的HPS的临床资料、疾病治疗及转归。结果 此例患者

为老年男性，以发热、黄疸为首发及主要表现，伴右上腹痛，

化验检查血常规全血细胞进行性下降，胆红素及转氨酶进行

性升高，腹部彩超提示肝脾肿大，胆囊增大水肿，CT提示胆

囊增大水肿，考虑胆囊炎，全血细胞低下外科医生考虑严重

感染所致，遂在输注机采血小板的情况下，行剖腹探查及胆

囊切除术，术后患者仍持续高热、肝功能进一步恶化，肝功能

衰竭，按嗜血细胞综合征综合征给与地塞米松及积极的对症

支持治疗 3天后患者死亡。术后胆囊病理考虑淋巴系统恶

性肿瘤，骨髓活检及免疫组化考虑骨髓NK-T细胞淋巴瘤。

结论 HPS 临床上虽少见，但随着对其临床特征认识的深

入，诊断HPS的病例逐渐增多，但其早期症状及体征无特异

性，可以有多种表现，分布在各个科室，故提高对本病的认

识，及时行骨髓象、铁蛋白、血脂、NK细胞活性、病毒学及肿

瘤方面等检查可尽早明确诊断，减少误诊率及死亡率。

F103. HLA同胞全合与单倍型相合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52例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多中心临床分析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2. 福建医学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3. 北京友谊医院；4. 解放军第304医院；5. 北京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6. 郑州大学一附院；7. 陆军大学附属新桥医院；8.
解放军307医院 谷振阳 1 李乃农 2 王 昭 3 吴晓雄 4 董
玉君 5 付晓瑞 6 刘耀 7 胡亮钉 8 李晓帆 2 王旖旎 3 吴
亚妹 4 任汉云 5 张明智 6 王买红 7 李欲航 8 黄文荣 1

目的 分析同胞全合造血干细胞移植（MFD-HSCT）和

HLA单倍型相合移植（Haplo-HSCT）治疗侵袭性外周T细胞

淋巴瘤（PTCL）的疗效差异。方法 回顾性分析8家医院于

2007 年 6 月至 2017 年 6 月期间行 MFD- HSCT 和 Haplo-

HSCT 的PTCL患者临床资料。结果 共有52例PTCL患者

纳入本研究，32 例行 MFD- HSCT，20 例行 Haplo- HSCT。

MFD-HSCT组中，男性 24（75%）例，女性 8（25%）例；Haplo-

HSCT 组中，男性 17（85%）例，女性 3（15%）例；P=0.497。

MFD-HSCT 组的中位年龄为 43（13~59）岁，Haplo-HSCT 组

中位年龄为 25（13~54）岁，P=0.729。MFD-HSCT组中，6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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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以BuCy为基础的预处理方案，19例使用了TBI/Cy为

基础的方案，7例使用了其他方案；Haplo-HCT组中6例采用

了Bu/Cy方案，10例使用了TBI/Cy方案，3例使用了其他方

案，1 例资料缺失；P=0.454。MFD-HSCT 和 Haplo-HSCT 两

组移植后100天Ⅱ~Ⅳ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生率分别为

19.4%（95% CI 7.7% ~35.0%）和 27.8%（95% CI 9.6% ~

49.6%），P=0.515。MFD-HSCT和Haplo-HSCT两组移植后2

年广泛性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生率分别为 26%（95% CI

12% ~42%）和 17%（95% CI 4% ~38%），P=0.455。MFD-

HSCT和Haplo-HSCT两组移植后 3年移植相关死亡率分别

为20.67%（95% CI 8.04%~37.31%）和21.75%（95% CI 6.46–

42.78%），P=0.79。MFD-HSCT和Haplo-HSCT两组移植后3

年复发率分别为 32.9%（95% CI 17.03~49.75%）和 26.75%

（95% CI 9.3% ~48.12%），P=0.84。 MFD- HSCT 和 Haplo-

HSCT 两组移植后 3 年总生存（OS）分别为 48.15%（95% CI

9.57% ~71.08%）和 51.32%（95% CI 11.71~80.26%），P=

0.785。结论 MFD-HSCT 和 Haplo-HSCT 两组治疗 PTCL

疗效无明显差异，HLA单倍型相合移植也是合适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PTCL患者可选措施。

F104. 14例难治/复发皮下脂膜炎样T细胞淋巴瘤的
挽救性治疗方案选择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张炎 尹晶晶 张薇 周

道斌

目的 皮下脂膜炎样T细胞淋巴瘤（SPTCL）是一种罕

见的皮肤T细胞淋巴瘤，主要累及皮下组织。因该病较为罕

见，目前并无统一治疗方案，尤其是复发后治疗选择并无定

论 。本文回顾近 20 年来北京协和医院诊治的复发/难治

SPTCL患者挽救性治疗方案选择及疗效 ，对SPTCL的治疗

方案进行探索。方法 本文回顾性分析1998年9月至2017

年9月期间，北京协和医院收治的难治或复发SPTCL 患者的

临床信息，随访至 2018年 6月 30日。无病生存期 PFS和总

生存期OS分别为疾病诊断时间至无临床进展事件和死亡或

删失时间。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1.0 软件。结果 共有 18

例难治/复发SPLTCL患者纳入统计，占同期本中心所有化疗

SPTCL患者的66.7%（18/27），其中15例为难治性患者，3例

为复发患者。18 例患者中，女性为主（10 例），中位年龄 28

（14~48）岁；TNM 分期≥Ⅲ期 12 例，PIT≥2 分 10 例，中位化

疗方案数为 3（2~4）个，其中 5 例患者合并噬血细胞综合

征 。共 14例患者接受挽救性治疗。挽救治疗方案包括：A

组：传统化疗组（GDP，MINE、FND等），B组 经典免疫调节

治疗组（环孢素CsA 3-5mg/kg/d+干扰素α 3MU qod），C新型

药物治疗组（硼替佐米、来那度胺、西达苯胺等）。经统计接

受A组治疗16人次，B组治疗4人次，C组5人次。中位随访

63（9~148）月，A、B、C三组的 1年PFS分别为 28.6%、75%和

75% 。非化疗组（B、C 组）PFS 较化疗组明显延长（P<

0.05）。在多线传统化疗仍进展的患者中，有3例表现为单纯

皮下结节，无B症状，予 INFα+CsA方案，均达到完全缓解，

持续缓解时间分别为4、15、20个月；3例患者表现为高热、严

重肝损、噬血细胞综合征，采用大剂量激素联合硼替佐米/来

那度胺治疗（硼替佐米 1.6 mg/m2 d1、8、15、22，甲基泼尼松

龙 1.0 g/m2 d1，8，15，22、来那度胺25mg qd d1-21），均达到完

全缓解，持续缓解时间分别为 2、18、60 个月。截至随访末

期，难治/复发 SPTCL患者挽救性治疗后总存活率为 71.4%

（11/14）。结论 采用传统的CHOP等蒽环类药物治疗SPT-

CL疗效并不满意。对于复发SPTCL患者，采用免疫调节治

疗或是新型药物治疗，可取得优于传统化疗的疗效。

F105. 31例皮下脂膜炎样T细胞淋巴瘤临床特点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张炎 尹晶晶 张薇 周

道斌

目的 皮下脂膜炎样T细胞淋巴瘤（SPTCL）是皮肤淋

巴瘤中罕见亚型，主要累及皮下组织，目前大宗病例总结报

道缺乏。本文回顾了北京协和医院31例SPTCL患者的临床

资料，这是目前国内最大宗的 SPTCL 的回顾性研究。方

法 本文回顾性入组 1997年 9月至 2017年 9月在北京协和

医院诊断为SPTCL且病例资料完整的患者，随访至 2018年

6月30日。PFS和OS分别为疾病诊断时间至无临床进展事

件和死亡或删失时间。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1.0 软件。结

果 共入组SPTCL 患者31例，其中男14例，中位年龄27（9~

66）岁 。所有患者均出现皮下多发结节，多见于面颈部（14/

31）、躯干（17/31）、四肢（25/31）等；皮肤外受累部位包括肌肉

（4/31）、肺（4/31）、骨髓（3/31）、肠道（3/31）、乳腺（2/31）等。

77.4%（24/31）患者出现发热。实验室检查方面：白细胞减低

21例，转氨酶升高 19例，超敏C蛋白水平升高 16例。根据

HLH2004 标准，共有 8 人（25.8%）出现噬血细胞综合症

（HLH）。临床误诊率高达58%，主要误诊为脂膜炎、SLE、血

管炎、自身炎性疾病等，起病至诊断的中位时间为 5月。病

情评估方面：TNM分期为Ⅰ、Ⅱ、Ⅲ、Ⅳ期分别为 3、11、3、14

例。PIT 评分为 0 分和 1 分、2 分及≥3 分分别有 4、13、12、2

例。治疗方面：27 例接受化疗治疗，中位化疗疗程数为 4

程。一线化疗方案为主要为CHOP（12例），CHOEP（10例）、

GDP-ML（4例）。疗效方面：初始诱导诱导化疗的完全缓解

率（CR）及总反应率（ORR）分别为33.3%（9/27）和40.7%（11/

27）。二线诱导的 ORR 为 42.9%（6/14）。随访方面：1 人失

访，中位随访时间 48（9~252）个月。中位 PFS仅为 2（1~55）

个月，中位OS为21（1~252）个月。1、2、5年估计的总生存率

分别为 72.1%、64.9%、64.9%。单因素生存分析显示 PIT≥2

是PFS和OS不良预后因素（P<0.05）；化疗次数≥4提示更短

的OS（P<0.05）。多因素生存分析显示PIT≥2是PFS、OS预

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SPTCL临床表现多样，容

易被误诊为脂膜炎、自身免疫性疾病等。传统以蒽环类药物

为基础的CHOP方案有一定疗效，但容易出现早期复发。二

线化疗可再次取得缓解，整体生存率良好。

F106. Interleukin- 10 is A Specific Biomarker for

Intravascular Large B- cell Lymphoma （IVLB-

CL）：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26 cases from A

Single-Institute in China
1.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Department of

Hematopathology; 2.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Yan Zhang1, Jian Sun2, Jingjing

Yin1,Wei Zhang1, Daobin Zho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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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vascular large B-cell lymphoma（IVLBCL）is a rare

subtype of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DLBCL）with a

heterogeneous clinical spectrum. Here we reported a series of

26 IVLBCL patients（median age, 58 years, 33- 72years, 14

men）from a single center was reviewed. Elevated lactic dehy-

drogenase and ferritin（100%）, B symptoms（84.6%）, anemia

（61.5%）, thrombocytopenia（53.8%）, pulmonary involevement

（34.6%）and hemophagocytosis（34.6%）were frequently ob-

served. The 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 score was high or

high-intermediate in 94.3%. 6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by trans-

bronchial lung biopsy（TBLB）which is a new method for diag-

nosis. 21（81.0%）patients received anthracycline- containing

chemotherapy, and rituximab added in 19（73.1%）patients. In-

travenous MTX was administered to half patients（11/21）for

prophylaxis or treatment CNS involvement, and another 4 pa-

tients received intrathecal MTX for CNS prophylaxis. For 25

patients with survival data, the estimated 2- year OS and PFS

rates were 72.2%（95% CI 47.8-86.6%）and 71.1%（95% CI

45.5-86.3%）, respectively（with a median follow-up of 21.2

months）. Compared with de novo DLBCL（23 patients）, we

demonstrat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serum interleukin（IL）- 10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elevated. At a serum IL-10 cutoff level

of 9.1 pg/ml（normal upper limit）, the diagnostic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for IVLBCL were 77.2% and 100%. We demon-

strated IL-10 derived from lymphoma by strong IL-10 expres-

sion on lymphoma cells. Evaluation of IL- 10 as a biomarker

and the role of IL-10 in pathogenesis of lymphoma to be evalu-

ated in future studies.

F107. 惰性套细胞淋巴瘤的鉴别与管理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阎禹廷 熊

文婕 易树华 安刚 李增军 王婷玉 隋伟薇 吕瑞

刘薇 邹德慧 邱录贵

目的 探索套细胞淋巴瘤（MCL）探讨惰性MCL的临床

特征和生存预后。方法 把临床上起病缓慢、无症状，且淋

巴结或白细胞倍增时间大于6月的患者定义为惰性MCL，回

顾性分析本中心收治的126例经典MCL和26例惰性MCL，

并探讨惰性MCL的临床特征和生存预后。结果 26例惰性

MCL 中，25 例伴骨髓侵犯，4 例伴淋巴结侵犯，其 CD5-

（20%）、CD200 +（50%）、SOX11-（78%）及 IGHV 突变型

（70%）的比例均明显高于经典型，其中仅5人骨髓/石蜡切片

FISH 检测出 17p 缺失，检出率明显较低（20%对 37.5%）,且

17p 缺失肿瘤细胞多处于亚克隆状态，阳性比例均小于

30%。而年龄、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LDH、核型、11q-、
13q-、+12 等其他临床指标，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152 例

MCL的平均随访30个月，95例发生疾病进展，66例死亡，经

典和惰性 MCL 中位 PFS 和 OS 分别为 23 对 76 月、42 对 192

月，5 年 OS 率分别为 41%和 91%（P<0.01）。MIPI 评分在经

典MCL中预后意义明显，但在惰性组，MIPI低、中、高危三

组患者的PFS和OS并无差异，且17p-、11q-、Ki-67等均不能

反映患者预后。40%的惰性患者在病程中出现“转化”，表现

为白细胞快速升高、贫血加重、无结内侵犯者开始出现全身

淋巴结受累或新出现的 17p-，从诊断到转化时间大于 36个

月的患者预后明显好于短于 36月的患者。惰性MCL从诊

断到治疗的中位时间是24月，31%的患者采用大剂量阿糖胞

苷为基础的强化疗作为一线治疗，27%应用RCHOP样免疫

化疗，24%无利妥昔单抗化疗，28%口服苯丁酸氮芥或观察，

不同方案组患者的生存无显著差异。结论 惰性MCL主要

表现为无结内侵犯、CD5-、CD200+、SOX11-、IGHV 突变，

96%的惰性MCL至少符合以上5个特征中1个（58%≥2个），

而仅11%的经典MCL符合1个（仅2%符合2个），这5个指标

可较准确地在诊断时鉴别出惰性MCL。传统MIPI 评分和

Ki-67等并不适用于此类患者的预后评估，即使对于MIPI高

危组或伴少量 17p缺失的惰性MCL患者，随访观察仍是一

个可选方案，且高强度化疗并不能使此类患者受益。

F108.利妥昔单抗联合CVP治疗"骨髓型”淋巴瘤2例
空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董红娟

目的 以骨髓浸润为主要临床表现的B细胞惰性淋巴

瘤，患者常无肝、脾及淋巴结肿大。主要表现为贫血或三系

血细胞减少，骨髓提示成熟淋巴细胞弥漫浸润，常规治疗效

果欠佳。我们尝试采用利妥昔单抗联合CVP方案治疗 2例

患者。方法 病例1，男性，60岁，2012年1月以全血细胞减

少就诊，血常规HGB 37 g/L，PLT 24×109/L，WBC 0.74×109/L，

Coombs试验阴性，PNH克隆检测阴性，B超未见肝、脾及淋

巴结肿大，骨髓活检病理结果提示 B 小淋巴细胞淋巴瘤，

CVP 联合司坦唑醇治疗无效，依赖输血。病例 2，男性，56

岁，2010年1月因贫血就诊，骨髓检查诊断淋巴增殖性疾病，

予泼尼松联合司坦唑醇长期治疗有效。2年后病情进展，全

血细胞进行性下降，HGB 38 g/L，PLT 14×109/L, WBC 2.78×

109/L，Coombs 试验阴性，PNH 克隆检测阴性。B 超未提示

肝、脾及淋巴结肿大，复查骨髓病理提示淋巴细胞弥漫浸润，

Cyclin D1 阴性，FCM 分析提示 B 细胞淋巴瘤，予 CVP 方案

无效，长期依赖输血。2例患者均于2013年7月采用R-CVP

方案（R375 mg/m2，d1，C750 mg/m2，VCR 1 mg，Pred 30 mg/m2）

治疗，病例 1 共治疗 3 疗程。病例 2 共治疗 4 疗程。结果

2例患者均在 1疗程后取得明显效果，脱离输血。病例 1治

疗 3 疗程后三系细胞水平稳定，近期血常规 HGB 102 g/L，

PLT 118×109/L，WBC 4.3×109/L。病例2治疗4疗程后血红蛋

白稳定在较高水平，但血小板水平较低，近期血常规 HGB

87g/L，PLT 24×109/L，WBC 3.6×109/L。结论 此类患者骨髓

为淋巴瘤主要累及部位，利妥昔单抗治疗机制除抑制肿瘤细

胞生长外，可能还具有免疫调变作用，红系造血短期内恢

复。详细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F109. VM-26联合CHOP方案治疗原发中枢神经系
统淋巴瘤2例
空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董红娟

目的 以骨髓浸润为主要临床表现的B细胞惰性淋巴

瘤，患者常无肝、脾及淋巴结肿大。主要表现为贫血或三系

血细胞减少，骨髓提示成熟淋巴细胞弥漫浸润，常规治疗效

果欠佳。我们尝试采用利妥昔单抗联合CVP方案治疗 2例

患者。方法 例1，男性，60岁，2012年1月以全血细胞减少

就诊，血常规 HGB 37 g/L，PLT 24×109/L，WBC 0.74×109/L，



·370·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Coomb’s试验阴性，PNH克隆检测阴性，B超未见肝、脾及淋

巴结肿大，骨髓活检病理结果提示 B 小淋巴细胞淋巴瘤，

CVP联合司坦唑醇治疗无效，依赖输血。例 2，男性，56岁，

2010年 1月因贫血就诊，骨髓检查诊断淋巴增殖性疾病，予

泼尼松联合司坦唑醇长期治疗有效。2年后病情进展，全血

细胞进行性下降，HGB 38 g/L，PLT14×109/L，WBC 2.78×109/L，

Coomb’s试验阴性，PNH克隆检测阴性。B超未提示肝、脾

及淋巴结肿大，复查骨髓病理提示淋巴细胞弥漫浸润，

Cyclin D1 阴性，FCM 分析提示 B 细胞淋巴瘤，予 CVP 方案

无效，长期依赖输血。2例患者均于2013年7月采用R-CVP

方案（R 375 mg/m2，d1，C 750 mg/m2，VCR 1，mg，Pred 30 mg/m2）

治疗，病例 1 共治疗 3 疗程。病例 2 共治疗 4 疗程。结果

2例患者均在 1疗程后取得明显效果，脱离输血。病例 1治

疗 3 疗程后三系细胞水平稳定，近期血常规 HGB 102 g/L，

PLT 118×109/L，WBC 4.3×109/L。病例2治疗4疗程后血红蛋

白稳定在较高水平，但血小板水平较低，近期血常规 HGB

87g/L，PLT 24×109/L，WBC 3.6×109/L。结论 此类患者骨髓

为淋巴瘤主要累及部位，利妥昔单抗治疗机制除抑制肿瘤细

胞生长外，可能还具有免疫调变作用，红系造血短期内恢

复。详细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F110. SIRT6作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潜在治疗
靶点
1. 山东省立医院；2. 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临床医学院 杨
娟 1 李营 1 张娅 1 周香香 1 王欣 1,2

目的 评估Sirt6在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中的

表达和功能意义。方法 在GEO 数据库中下载DLBCL表

达谱数据集GSE83632和GSE32918进行差异表达分析和生

存分析。免疫组化（IHC）实验评估60名新诊DLBCL患者和

30名反应性增生患者的石蜡切片中Sirt6的表达，全部患者

知情同意。通过 qRT-PCR和Western blot检测DLBCL细胞

系（LY1，LY8，LY3 和 Val）和健康志愿者 PBMC 中 Sirt6

mRNA和蛋白质的表达水平。慢病毒转染DLBCL细胞以稳

定敲减或过表达 Sirt6，通过 PE / 7AAD 检测细胞凋亡。

Sirtuins 抑制剂烟酰胺（NAM）和选择性 Sirt6 抑制剂 OSS_

128167 处理 DLBCL 细胞系，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结

果 生信分析显示，DLBCL中 SIRT6的表达显著高于正常

样本，且高Sirt6表达与较短的总体存活率相关联。IHC显示

DLBCL 淋巴结中 Sirt6 的水平明显增加，且与患者的 Ann

Arbor分期和 IPI评分呈正相关。在DLBCL细胞系中也证实

了Sirt6 在mRNA和蛋白质水平的的异常高表达。Sirt6敲减

导致细胞凋亡率增加，而 Sirt6 过表达导致细胞凋亡减少。

不同剂量的 NAM 处理 DLBCL 细胞 24~72h，细胞增殖以剂

量依赖的方式受到抑制，OSS_128167触发相似的作用。结

论 首次发现Sirt6的表达水平在DLBCL中上调，并且与不

良预后相关。Sirt6敲减导致细胞凋亡增加，过表达导致细胞

凋亡减少。Sirtuins抑制剂及Sirt6抑制剂在DLBCL中减少

增殖。该研究表明Sirt6可能是DLBCL的潜在治疗靶点。

F111. Significance and Mechanism of Myeloid Sup-

pressor Cell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Non-Hodgkin’s Lymphoma

The Secon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Manman

li, Huimin Zheng, Jun Liu, Linhui Hu, Yangyang Ding, Lian-

fang Pu, Shudao Xiong

Objective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DSCs and its subgroups and the occurrence,

development and prognosis of NHL patients and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providing new ideas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NHL. Methods

78 cases of NHL, 6 cases of reactive lymphadenitis and 19

cases of healthy donors were collected from our hospital.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MDSCs

（CD11b + CD33 + HLA- DR- ） and their subtypes （PMN-

MDSCs: CD11b+CD33+ HLA-DR-CD14-CD15+CD66b+; M-

MDSCs: CD11b+CD33+HLA-DR-CD14+CD15- CD66b-）in

peripheral blood of all patien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Tregs

（CD4 + CD25 + CD127low）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NHL. Plasma samples from NHL

patients and healthy donor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levels of IL-

6, IFN-γ, IL-10 and Arg-1 were tested by ELISA.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from patients with high proportion of

MDSCs were extracted and co- cultured with the T cells of

healthy volunteers. Then the proliferation of T cells of normal

people was detected. Results Our study found that the

proportion of MDSC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NH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rmal individuals.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aggressive lymphom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 inactive

lymphoma, and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lymphoma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 lymphadenitis . The levels of

M- MDSCs in DLBCL patients were correlated with all the

four IPI- related prognostic clinical parameters except for age,

while PMN-MDSCs was not correlated with them, suggesting

that M- MDSCs had a greater prognosis for DLBCL patients.

The proportion of M-MDSC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lymphoma

patients and the proportion of Tregs in all nucleated cell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suggesting that M-MDSCs may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Tregs, both of them participate in the negative

regulation of immunity and promote the immune escape of

tumors.The levels of IL- 6 and IFN- γ in patients with NH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s and the

patients with aggressive NHL had a more significant increase.

T cell proliferation was inhibited after co- cultured with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of normal human T cells

and NHL patients with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MDSCs. The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MDSCs, the stronger the inhibitory

effect on T cell proliferation, suggesting that MDSCs derived

from patients with lymphoma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T

cells and mainly the CD4+ T lymphocytes and the strength of

the inhibition is related to the number of MDSCs.

Conclusion The proportion of MDSCs and its subgroup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NHL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their levels may be closely 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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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HL. The serum levels

of MDSCs and its subgroups 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NHL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

lymphadenitis, and the level of MDSCs had the value of

differential diagnosis. The proportion of MDSC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patients with DLBCL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umor stage, serum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concentration, performance status, and the number of

extranodal disease sites, which may be one of the factors of

poor prognosis of DLBCL. The increased MDSCs in

peripheral blood of NHL patients may be synergistic with

regulatory T cells and participate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HL through cytokines such as IL-6 and IFN-γ.

F112. TTF-1阳性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一例
1.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2.天津市肿

瘤医院 孙丽丹 1 孟斌 2 汝昆 1 孙琦 1

目的 分析总结TTF-1阳性的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的

临床病理特点、诊断及鉴别诊断。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1

例TTF-1阳性的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的各项临床病理特点，

并查阅国内外文献进行分析总结。结果 本组 1例患者为

39岁女性，主诉胸闷、憋气，伴有乏力、盗汗；PET-CT显示纵

隔多发肿块、部分融合，胸膜结节及肿块样增厚，腹膜后肿大

淋巴结；镜下表现为弥漫分布的肿瘤细胞，小到中等大，核浆

比大，核圆形或略不规则、染色质细致、核仁不明显；免疫组

化TTF-1（+），TDT（-），CD99（+），CD1a（+），LCA（+），Ki-67

（80%~90%+），CD43（部分+），CD3（+），CD8（+），CD117、

CD34、CD5、CD7、CD20、CD4、CK-pan、Syn、CgA及CD56均

阴性。结论 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是一种较少见的恶性肿

瘤，临床主要表现为纵隔肿块。而本例TTF-1阳性的T淋巴

母细胞淋巴瘤尚属首次报道，除异常表达TTF-1外，临床表

现、病理性形态及其他免疫表型与常见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

相一致。本研究为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的诊断提供了一定

参考作用。

F113. 通过淋巴细胞亚群等检测回顾性分析研究双
细胞与多细胞免疫治疗血液系统肿瘤的疗效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刘华胜 时靖 刘海波

马甜甜 吕军 张梅

目的 针对DC-CIK的双细胞治疗方案和DC-CIK细胞

基础上加用CD3AK细胞、γδT细胞和（或）NK细胞的多细胞

治疗方案，通过检测淋巴细胞亚群等指标回顾性分析多细胞

治疗血液系统肿瘤患者的方案是否具有优越性。方法 选取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自 2014年 9月至 2016年 5月期

间接受细胞免疫治疗，并完成细胞回输前后淋巴细胞亚群检

测的血液肿瘤患者 54例次，其中淋巴瘤 23例次，占 42.6%，

根据选择的治疗方案分为双细胞治疗组和多细胞治疗组，比

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点、治疗前后KPS评分、淋巴细胞亚群、

血常规等指标，初步判断预后情况。结果 54例次患者中，

入组数量、性别、平均年龄等方面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 两组具有可比性；治疗后两组患者的KPS评分

均有升高，但两组升高的 KPS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多细胞治疗组患者治疗后CD3+CD4+值较治疗前明显

升高，WBC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前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患者治疗后淋巴细胞亚群中 CD3 +、CD3 +

CD4+、CD3+CD8+、CD4/CD8、B 细胞、NK 细胞及血常规中

HGB、WBC、PLT数值的变化及升高的患者数量比例在两组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多细胞免疫治疗可

有效提高血液系统肿瘤患者CD3+CD4+淋巴细胞数，提示可

能改善患者免疫功能；多细胞免疫治疗可显著降低血液系统

肿瘤患者的WBC，提示多细胞治疗肿瘤作用可能较强；通过

KPS评分、淋巴细胞亚群及血常规等分析双细胞与多细胞免

疫治疗血液系统肿瘤疗效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原因

可能为样本数量局限及观察时间较短，在临床应用方面两组

是否存在差别，仍需进行后期随访观察，进行多项检测指标

及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F114.儿童非霍奇金淋巴瘤临床特征及预后因素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总结儿童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特征及预后影

响因素。方法 2011年 3月到 2017年 9月期间本院收治的

初发儿童NHL93例，按照WHO-2008淋巴系恶性肿瘤分类

标准诊断，根据不同免疫标记、病理类型及肿瘤分期予化疗

方案；采用Kaplan-Meier方法计算5年无事件生存率（EFS），

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预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93

例NHL患儿中，男女比例为2.88∶1，中位年龄6岁（11个月~

13 岁），病理分型以伯基特淋巴瘤（BL）最为常见（35/93，

37.63%），其次为 ALK+间变大细胞淋巴瘤（ALCL）（17/93，

18.28%）、T 淋巴母细胞淋巴瘤（T- LBL）（11/93，13/93，

13.98%）、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11.83%）。临床

上，最常见的首诊表现：LBL及ALCL为外周淋巴结肿大，成

熟B细胞型NHL（B-NHL）为腹痛，而结外NK/T细胞淋巴瘤

（ENKTL）为噬血细胞综合征（HPS）；最常见的浸润部位：

LBL及ALCL为纵膈，B-NHL为腹腔脏器，ENKTL为骨髓。

按照St. Jude分期系统，临床分期为：Ⅱ期13例（13.98%），Ⅲ
期 40例（43.01%），Ⅳ期 40例（43.01%）。84例规范化疗，79

例完成诱导化疗后评估，总体完全缓解（CR）率为81.01%，以

ALK+ALCL最高（100%），而T-LBL最低（63.64%）；中位随

访时间32.5（1.0~88.5）个月，10例复发，复发率11.90%，中位

复发时间为 5.9（3.4~15.7）个月；总体 5 年 EFS 为（77.1 ±

4.9）%，T-LBL、B-LBL、成熟B淋巴细胞淋巴瘤、ALK+ALCL

及 ENKTL 的 5 年 EFS 分别为（53.5±16.1）%、100%、（86.2±

5.2）%、（87.5±8.3）%、（28.6±17.1）%。单因素分析显示，B症

状、LDH水平、继发HLH、免疫分型、病理亚型、临床分期、诱

导化疗是否CR等因素影响患儿的预后。多因素分析显示诱

化疗2疗程能否CR为独立的预后危险因素。结论 不同病

理亚型的儿童NHL临床特征及预后不同：B-LBL、B-NHL及

ALK+ALCL总体预后较好，而ENKTL因易合并HPS，T-LBL

因CR率较低，二者均预后较差；诱导化疗能否CR是影响预

后的重要因素。

F115. 儿童伯基特淋巴瘤/白血病 35例临床特征及
预后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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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儿童伯基特淋巴瘤/白血病（BL/B-AL）的临

床特征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 2011年 3月到 2017年 9月

本院共诊断35例BL初诊患儿，其中5例放弃治疗，1例未化

疗即因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29例接受中华医学会儿科学

会儿科学分会血液学组制定的儿童和青少年成熟B淋巴非

霍奇金淋巴瘤方案（CCCG-B-NHL）方案至少2疗程化疗，收

集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总结。结果 男31例，女4例，男：女为

7.75:1，初诊中位年龄5（2.0~11）岁。常见的肿瘤浸润部位包

括：腹腔（特别是回盲部）21 例（60.00%），骨髓 21 例

（60.00%），颌面部 10 例（28.57%），中枢神经系统 6 例

（17.4%）。根据 St.Jude 分期系统，临床分期为：Ⅱ期 6 例

（17.14%），Ⅲ期 8例（22.86%），Ⅳ期（包括伯基特白血病）21

例（60.00%）；21例Ⅳ期患儿均有骨髓浸润，其中17例骨髓幼

稚细胞大于 25%。疗效及预后分析：中位随访 23.4（5.3-

86.4）个月，5例复发，复发率17.24%（5/29），中位复发时间为

5.7（3.9~7.2）个月；2年总体生存率（OS）为79.2%±7.6%，无进

展生存率（PFS）为 78.3%±7.9%；单因素分析显示LDH>2N、

Ⅳ期（骨髓浸润）、中枢神经系统浸润和2疗程未达完全缓解

（CR）组的2年OS及PFS显著低于LDH≤2N、Ⅱ+Ⅲ期、中枢

神经系统无浸润和2疗程达CR组（P值分别为：0.015、0.015、

0.019、0.000），Cox回归模型分析提示 2疗程化疗后未达CR

是儿童BL/B-AL为独立的预后不良因素（HR 0.034，95%CI

0.03~0.407）。结论 儿童BL/B-AL多见于男性、学龄期，临

床进展快，病情凶险，就诊时已多为晚期，骨髓及中枢神经系

统浸润多见；高剂量、短疗程化疗效果显著，但如果2个疗程

化疗后未达CR则预后不良。

F116. 儿童成熟T/NK细胞淋巴瘤24例临床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探讨儿童成熟T/NK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特征及预

后。方法 对 2014年 4月到 2017年 6月我院初诊的成熟T/

NK 细胞淋巴瘤 24 例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总结。结

果 男 15例，女 9例，初诊中位年龄 5（0.9~13）岁，病理类型

包括：ALK阳性间变大细胞淋巴瘤（ALCL）16例，结外NK/T

细胞淋巴瘤（ENKTL）7 例，皮下脂膜炎样 T 细胞淋巴瘤

（SPTCL）1例；临床分期（St Jude儿童和青少年非霍奇金淋

巴瘤分期系统）：2 期 5 例（ALCL3 例，ENKTL1 例，SPTCL1

例），3期 11例（均为ALCL），4期 8例（ENKTL 6例，ALCL2

例）；7例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ENKTL 6例，ALCL1例）；中

位随访时间 32.9（8.6~84.1）个月，7 例死亡（ENKTL 5 例，

ALCL2例），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的 7例中 5例死亡，总体 5

年无病生存率（EFS）（69.3±9.8）%，ALCL5 年 EFS（87.5±

8.3）%，ENKTL5 年 EFS（28.6±17.1）%。结论 儿童成熟 T/

NK 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特征及预后与病理类型密切相关，

ALCL预后较好，而ENKTL及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则预后

不良。

F117. 儿童霍奇金淋巴瘤20例临床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总结ABVD方案治疗儿童霍奇金淋巴瘤（HL）的

安全性及远期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7月到2017

年6月我院收治的20例HL患儿的临床资料。参照世界卫生

组织（WHO）2008 病理分型标准诊断、按霍奇金淋巴瘤 An

arbor分期标准分期。根据分期、肿瘤大小、有无B症状分为

分成低危（R1）、中危（R2）、高危（R3）组，分别给予 4、6、6个

疗程ABVD方案化疗，根据治疗反应决定是否在化疗结束时

给予低剂量受累野放疗（IFRT）。结果 男15例，女5例，初

诊中位年龄 6.5（3~12）岁，病理类型均为经典型HL，以经典

混合细胞型（45%）及结节硬化型（45%）多见；Ⅰ期1例，Ⅱ期

4例，Ⅲ期 10例，Ⅳ期 5例，进入R1组 3例，R2组 7例，R3组

10 例。2 疗程后评估，有效率 100%，其中完全缓解（CR）12

例，部分缓解（PR）8例；疗程结束后评估，CR率95%，1例（R3

组）于 6疗程结束时评估有残留病灶，但拒绝放疗。随访至

2018年 2月，18例CCR，有 2例（均为R3组）复发；中位随访

时间42（10.1~87.9）个月，总生存率100%，预计5年无病生存

率（89.1±7.3）%。常见不良反应包括 2~4级血液学毒性（20/

20），感染（16/20），寒战、发热（达卡巴嗪或博来霉素相关，5/

20），肝功能异常（3/20），经对症处理均能控制，不影响下一

疗程化疗。结论 根据危险度分层，予ABVD方案治疗儿童

经典型HL安全性及远期疗效均较好，R1、R2组患儿即使 2

疗程后未CR，不放疗可能仍预后良好。

F118. 一例滤泡性淋巴瘤转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
病例报告及文献复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廖丹颖 吴耀

辉 刘芳 胡豫

目的 本研究通过报道一例滤泡性淋巴瘤转变成弥漫

大B细胞淋巴瘤的诊断和治疗过程，并结合中外文献，旨在

为Richter综合征这一罕见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方法 53岁的男性患者，因“发热半月余”入院。通过腹腔

淋巴结活检、PET 及骨髓细胞学等诊断为滤泡性淋巴瘤 3a

级，Ⅱ期B组。淋巴瘤二代测序示TP53突变。予以2个疗程

R-CHOP 后，PET 示病灶活性受抑。遂又予以 2 个疗程 R-

CHOP，复查PET示疾病进展。再次行回肠末端活检示弥漫

大 B 细胞淋巴瘤，非特指，活化细胞来源，Bcl-2（+），Bcl-6

（+），C-Myc（30%+），未检出 C-Myc 易位及 C-Myc/IgH 融

合。予以 R-ICE 治疗后，复查 PET 示：原病变治疗后受抑。

结果 予以CTX和VP-16动员采集干细胞准备自体移植期

间，患者病情再次出现进展。结论 经典的Richter综合征

是指由CLL转化或并发NHL，非典型Richter综合征则是由

CLL/NHL转化或并发为HL/NHL。Richter综合征的发病率

低，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烷化剂药物累积有关。在

CLL/NHL患者治疗中，若病情突然进展，或对原化疗方案不

再敏感时，应考虑发生Richter转化，建议及时行淋巴结活检

及骨髓象检查。发生Richter转化后，疾病通常由惰性变为

高侵袭性，中位生存期小于6个月。目前尚无统一的治疗标

准，因考虑原发性耐药可能，应采用二线方案，包括：FCM，

ABVD，COPP，HAM，联合放疗，或考虑CAR-T细胞治疗以

控制疾病进展，争取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但其疗效还需更

多临床病例证实。

F119. 原发中枢神经细胞淋巴瘤个案报道
1.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2. 天津市

肿瘤医院 陶媛 1,2 汝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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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通过报道 1例原发中枢神经系统的弥漫大B细

胞淋巴瘤，并回顾相关文献，以提高对该类疾病的认识。方

法 对该病例的临床病理资料、影像学资料等结果进行分

析。结果 患者为67岁女性，头疼头晕两月来院，于当地医

院型头MRI及PET-CT检查示颅内多发占位，神经系统体格

检查未见阳性体征，肿物于第四脑室内，肿瘤与脑组织粘连

不紧密，肿瘤大小约 3×4×4 cm，切面灰白灰红，质地中等。

HE示肿瘤细胞呈弥漫分布，浸润脑组织，可见肿瘤细胞包饶

血管，肿瘤细胞胞体大，异型较明显，可见核仁，免疫组化示

CD20、BCL-6、MUM-1、Bcl-2阳性，CD3、CD5及CD10阴性，

Ki-67增殖指数为90%。结论 原发中枢神经系统弥漫大B

细胞淋巴瘤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恶性肿瘤，形态学及免疫表型

与系统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相似，应充分排除系统性淋巴

瘤累犯中枢神经系统再行诊断。

F120.原发渗出性淋巴瘤一例并文献复习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王玉华 汝昆

孙琦 刘恩彬 李占琦 张洪菊

目的 通过报道 1 例发生于结肠中形成实体肿瘤的

PEL，目的在于了解腔隙外发生的PEL组织学特点，并对其

诊断进行探讨。方法 结合影像学、细胞形态学和免疫组

化对 1例结肠发生的PEL进行诊断，并结合文献进行分析。

结果 HIV阳性患者因大便带血就诊，肠镜示结肠多发性结

节，直径 1~2 cm。病理示：粘膜固有层见异型细胞灶性增

生，细胞多呈圆形或卵圆形、胞体大、胞浆丰富并嗜碱性、核

不规则、核仁明显。免疫组化染色示：CK-，HMB45-，

LCA+；CD20-，CD79a-，Bcl-2，Bcl-6-，CD10-，mum-1+，

Kappa-，Lambda-，CD138+，CD3+，CD5-，CD30-，ALK-；
EBER+，HHV8+，符合原发渗出性淋巴瘤。结论 PEL常发

生于浆膜腔渗出液中，还可累及腔隙外部位以胃肠道最为多

见，其次是皮肤、肺和中枢神经系统。多发于免疫抑制的患

者（尤其是HIV阳性和器官移植后患者）。细胞具有多形性，

多具有免疫母、浆母细胞或间变细胞形态特点，表达CD45、

CD30、CD38、CD138，B细胞标志物CD19、CD20和CD79a常

为阴性，有时异常表达T细胞标志物CD3。几乎所有病例均

感染人类疱疹病毒8，也常感染EB病毒（LMP-1常阴性，EB-

ER荧光原位杂交可有效检测），HHV8和EB病毒检测对诊

断具有重要作用。

F121. KPT-330体外抗套细胞淋巴瘤耐药机制探讨
1. 厦 门 大 学 附 属 中 山 医 院 ；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USA 张可杰 1 张岱渤 1,2 卓慧钦 1 陈琰 1 张永利 1

目的 观察新近合成的CRM1高度选择性小分子抑制

剂 KPT-330 对套细胞淋巴瘤（MCL）的临床应用价值和机

制。方法 检测新合成的CRM1高度选择性小分子抑制剂

KPT-330 对 MCL 细胞（Z-138，Rec-1，Jeko-1，Grant-519）增

殖、凋亡、衰老和自噬的影响。采用的方法主要有：用CCK-8

法检测细胞增殖，计算 IC50；利用Annexin V/PI双染色法流

式细胞仪以及Western Blot法检测凋亡相关蛋白PARP的活

化检测KPT-330对细胞凋亡的影响；SA-β-gal染色法检测细

胞衰老；自噬双标腺病毒（mRFP-GFP-LC3）转染MCL细胞，

检测 MCL 细胞内 LC3 以及自噬溶酶体的变化。另外应用

CCK-8法，通过CalcuSyn联合用药软件分析，观察KPT-330

和自噬抑制剂CQ抗MCL的协同作用。结果 体外研究表

明KPT-330能够明显抑制MCL细胞增殖，呈剂量依赖性，半

数抑菌浓度波动在 0.64~2.53 μmol/L，KPT-330 还可以诱导

细胞凋亡、衰老和自噬，但是哪种方式在KPT-330抗MCL作

用中起主导作用尚需进一步研究；同时研究发现Grant-519

对KPT-330诱导的细胞凋亡作用敏感性差，机制尚不明确；

KPT-330和自噬抑制剂氯喹（CQ）联合可以产生协同抗MCL

效应，初步说明自噬可能是MCL细胞对KPT-330耐药机制

之一。结论 CRM1小分子抑制剂KPT-330有望成为复发难

治MCL患者的有效靶向治疗药物。我们的研究结果即将转

化成应用CRM1小分子抑制剂治疗MCL的临床试验研究。

F122. CD5阴性非淋巴结病变白血病套细胞淋巴瘤
的临床病理观察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李晓艳 汝昆

孙琦 张洪菊 李占琦 刘恩彬 李慧兰

目的 探讨CD5－非淋巴结病变白血病期套细胞淋巴瘤

（MCL）的临床病理学特征、诊断与鉴别诊断及预后。方

法 对 2 例 CD5－侵犯外周血和骨髓而无淋巴结肿大 MCL

的临床资料、病理学形态、免疫组化及分子生物学标记进行

回顾性分析。结果 2例患者均为中老年女性，因外周血白

细胞计数升高而就诊，骨髓活检或外周血免疫分型显示异常

淋巴细胞显著增生，免疫表型分析结果显示该类细胞

CD20+、CD5－、CD10－，且CD5在 IHC及FCM均阴性，cy-

clinD1阳性，其中一例为部分弱阳性，2例经FISH检测均证

实CCND1/IgH融合基因阳性。FCM分析结果显示2例均为

轻链κ限制性表达，且CD23阳性。例1 SOX11阴性，TP53阴

性，临床无不适症状，因此采取观察等待治疗措施，例2 TP53

阳性，因疾病进展而进行化疗。结论 CD5－MCL在临床诊

断过程中并不常见，而这种异常表达为诊断工作埋下了陷

阱，应予以重视。惰性MCL相继有文献报道，然而具体哪些

临床病理学特征提示为惰性MCL，尚不明了，本文报道的 2

例CD5－非淋巴结病变白血病期MCL与 Ondrejka等报道了

惰性MCL临床表现极为相似，但似乎CD5－非淋巴结病变白

血病期MCL较CD5+侵袭性强，疾病进展较快，然而因病例

数有限，尚需更多的病例研究加以证实。

F123. 血浆galectin-1在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中的表
达及临床意义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 成都西部战区总医院；3. 四川省宜

宾市第二医院；4. 成都彭州市人民医院 成晓敏 1,2 胡莲洁 3

麻亮亮 4 苏毅 2 贾永前 1

目的 研究血浆半乳糖凝集素1（galectin-1）在弥漫大B

细胞淋巴瘤（DLBCL）中的表达，阐明与DLBCL临床特征及

预后的关系。方法 ①收集2014年9月-2016年1月期间就

诊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科门诊及住院部初诊弥漫大B

细胞淋巴瘤共 102例。对照组 健康人外周血标本 21例，反

应性淋巴结炎10例；②采用酶联免疫法吸附试验（ELISA）检

测血浆 galectin-1浓度；③统计学方法：运用 SPSS 21.0统计

学分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生存率的计算采用Kaplan-

Meier 法，用 Log-rank 法检验有无统计学意义。结果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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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BCL共 102例，男性 63例，女性 39例（比约 1.61∶1），年龄

15~79岁（中位年龄52岁）。DLBCL中血浆galectin-1的平均

表达水平为9.70±7.27 ng/ml，健康对照组为2.47±1.48 ng/ml，

反应性淋巴结炎组为 5.63±0.73 ng/ml。与健康对照组及反

应性淋巴结炎组相比，DLBCL的galectin-1表达水平明显增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 P=0.04）。②血浆galectin-1

的表达水平与DLBCL临床分期、non-GCB亚型、IPI评分、合

并巨大包块、结外浸润及LDH升高关系密切，有统计学差异

（P值均小于 0.05）。③血浆 galectin-1低表达组与高表达组

总体生存率分别为 86.9%及 6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21）。结论 血浆 galectin-1表达水平与弥漫大B细胞淋

巴瘤的临床分期及肿瘤负荷均相关，其中血浆 galectin-1的

表达水平在non-GCB组明显高于GCB组，血浆galectin-1高

表达组总体生存率明显低于低表达组，血浆 galectin-1 在

DLBCL中有一定的预后价值。

F124. 可靶、可视、可控的外泌体载药体系的设计及
其抗中枢淋巴瘤效应研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许佩佩 柳旭 郭丹 许

景艳 彭苗新 欧阳建 陈兵

目的 以可穿越血脑屏障的纳米级生物膜外泌体为载

体，结合可靶向淋巴瘤细胞的CD22（Fab'）抗体片段及抗淋

巴瘤药物，制备出应用于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具有主动靶

向化疗能力、具有三明治结构的新型外泌体载药体系。方

法 超速离心法提取细胞上清外泌体，并在其表面通过化学

键合等方法修饰CD22（Fab'）抗体片段，载入阿霉素（Doxoru-

bincin, DOX），形成CD22（Fab'）-Exo-DOX新型外泌体靶向

载药体系；利用电镜等对载药体进行表征；激光共聚焦等评

估其体外药物摄取水平；CCK-8 法、流式分析、Western blot

等研究其对淋巴瘤Oci-ly-1细胞增殖、诱导凋亡的效应及机

制；通过核磁共振等进一步在裸鼠中枢性淋巴瘤模型中验证

CD22（Fab'）-Exo-DOX 的抗中枢淋巴瘤效应。结果 粒径

分析、胶体金电镜等结果证明本课题组已成功制备具有三明

治结构的CD22（Fab'）-Exo-DOX新型外泌体靶向载药体系；

CCK-8结果及流式分析显示该靶向载药体和正常细胞共培

养后，细胞毒性明显降低；与淋巴瘤Oci-ly-1细胞共培养后，

载药体介导淋巴瘤细胞凋亡，发挥抗肿瘤效果，细胞存活率

显著下降；激光共聚焦示载药体可被淋巴瘤细胞有效摄取；

体内实验核磁共振影像示CD22（Fab'）-Exo-DOX外泌体靶

向载药组的疗效优于对照组及游离药物组。结论 本课题

组制备的CD22（Fab'）-Exo-DOX新型外泌体载药体系，可有

效穿越血脑屏障靶向淋巴瘤细胞，介导细胞凋亡，促进抗中

枢性淋巴瘤效应。

F125. 可激活肿瘤细胞Fas-FasL凋亡通路的聚酯免
疫纳米载药体系的设计及其抗淋巴瘤效应的应用
研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许佩佩 彭苗新 周荣富

许景艳 张启国 杨永公 周敏 欧阳建 陈兵

目的 采用表面工程化技术，制备出兼具主动靶向化疗

和免疫功能的具有三明治结构的用于肿瘤综合治疗的聚酯

免疫纳米药物体系。方法 化学键合等方法制备聚酯纳米

颗粒，并在其表面分别修饰MAB95（与 FasL相同功能的单

克隆抗体）及基质金属属蛋白酶（MMP-2）响应的肽偶联的

PEG，形成免疫纳米药物；利用高效液相色谱等对免疫纳米

药物进行表征；MTT 法等研究免疫纳米药物对淋巴瘤 Raji

细胞增殖、诱导凋亡的效应；通过western blot和流式细胞仪

方式进行验证细胞凋亡是否通过 Fas-FasL 通道：检测 Cas-

pase-8以及下游蛋白包括Caspase-3或者PARP是否被激活，

验证Fas-FasL通道；对位对比，检测Caspase-9以及细胞色素

C释放可以辅助证明线粒体凋亡通路未被激活（Caspase-9无

活性，细胞色素C不释放）。结果 红外、核磁、TEM等结果

证明本课题组已成功制备具有三明治结构的聚酯免疫纳米

药物；MTT结果显示修饰了PEG的聚酯免疫纳米药物和正

常细胞共培养后，细胞毒性明显降低；与Raji细胞共培养后，

由于肿瘤细胞分泌的基质金属蛋白酶使本纳米药物的底物

肽段断裂，PEG从免疫纳米药物离去，从而介导淋巴瘤细胞

凋亡，发挥抗肿瘤效果，Raji 细胞的存活率显著下降；west-

ern blot结果显示Caspase-8以及Caspase-3表达上调，进一步

验证聚酯免疫纳米药物促肿瘤细胞凋亡是通过Fas-FasL信

号通路实现的。结论 本课题组制备的聚酯免疫纳米药物

可激发肿瘤细胞Fas/FasL凋亡通道,同时可避免免疫纳米药

物表面的MAB95在到达肿瘤组织前，介导正常细胞的凋亡，

导致免疫反应。

F126. 共载阿霉素和藤黄酸的CdTe靶向纳米载药
体系的制备及其抗淋巴瘤效应的研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许佩佩 周荣富 许景艳

张启国 杨永公 周敏 欧阳建 陈兵

目的 探究提高化疗药物敏感性和对肿瘤组织的靶向

性，减少其在非靶向组织聚集的新方法。方法 设计一种共

载化疗药物阿霉素（DOX）和化疗增敏剂藤黄酸（GA）且靶

向淋巴瘤细胞表面抗原 CD22 的 CdTe 靶向纳米载药体系

（DOX/GA-CdTe-CD22）。采用CCK-8法测定其抗肿瘤细胞

活性，流式细胞术和DAPI染色法评估细胞凋亡情况，West-

ern blot 法检测淋巴瘤细胞 P- gp，Bax，caspase- 3，cleaved

PARP蛋白的表达水平；并进一步采用活体成像和组织药物

浓度评估其对淋巴瘤荷瘤小鼠的肿瘤靶向性，测定肿瘤生长

抑制率，并评估主要脏器损伤情况。免疫荧光法测定肿瘤组

织 P-gp，Bax，caspase-3，cleaved PARP 蛋白表达水平。结

果 DOX/GA-CdTe-CD22 靶向纳米载药体系载药率高、靶

向性强，细胞和动物实验均表明其可提高肿瘤细胞内药物浓

度，增强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细胞实验显示该载

体药体系可显著抑制肿瘤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动物实

验显示DOX/GA-CdTe-CD22能显著提高肿瘤生长抑制率，

并减轻阿霉素的心脏毒性。Western blot和免疫荧光结果一

致表明该载药体系的抗肿瘤活性与P-gp及Bax/caspase-3凋

亡通路相关。结论 DOX/GA-CdTe-CD22靶向纳米载药体

系可增强化疗药物抗肿瘤活性并减轻毒副作用，有望成为淋

巴瘤治疗的新手段。

F127. CD22-血小板-DOX靶向载药系统的构建及
其抗淋巴瘤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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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许佩佩 周荣富 许景

艳 张启国 周敏 关朝阳 欧阳建 陈兵

目的 将CD22单克隆抗体修饰血小板，构建新型靶向

生物载药体系，通过包载阿霉素（DOX），探讨其对淋巴瘤

Raji细胞株增殖抑制的作用。方法 将DOX、CD22及血小

板以不同体积、反应条件进行一系列生化反应，以有效的靶

向效应为前提，摸索达到最大载药量的反应条件。通过共聚

焦显微镜、等手段考察CD22的修饰效率，考察阿霉素是否

包载在血小板内，并且对血小板的形态及功能有无明显影

响；作用于心肌细胞，评价各处理组的心肌毒性；CCK-8等检

测靶向载药体系提高阿霉素抗肿瘤活性的效果；DAPI染色

及流式细胞仪定性和定量分析细胞凋亡情况；进一步用RT-

PCR和Western Blot 检测凋亡相关基因和蛋白表达水平，阐

明其作用的分子机理。结果 CD22修饰在血小板表面；阿

霉素可被包载于血小板内，且载药率较高，同时载药后的血

小板形态与单纯的血小板形态相似；在肿瘤的酸性环境中，

药物释放明显多于在中性环境的正常组织中的释放；在

CD22-血小板-DOX处理组，Raji细胞中阿霉素的蓄积最为

明显，并且细胞凋亡也最为显著，表明CD22修饰后的新型

血小板载药体系可以增加阿霉素的抗肿瘤效应；检测心肌细

胞活性发现，其心肌毒性也有所降低。CD22-血小板-DOX

载药体系与其他组相比，可明显上调Bad、Caspase9和P53转

录和蛋白表达，明显下调Bcl-xl转录和蛋白表达，即通过多

种因子增强药物诱导的淋巴瘤细胞凋亡。结论 靶向

CD22-血小板-DOX载药体系为非霍奇金淋巴瘤治疗提供了

一种新的思路和方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F128. 共载阿霉素和藤黄酸的CdTe纳米载药体系
的制备及其逆转淋巴瘤多药耐药的研究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许佩佩 周荣富 许景

艳 张启国 周敏 关朝阳 欧阳建 陈兵

目的 为了克服淋巴瘤多药耐药（MDR）和增加药物的

靶向性，我们研制一种既能阻止药物外排又有特异性磁靶向

定位的新型化疗药物——共载化疗药物阿霉素（DOX）和耐

药逆转剂藤黄酸（GA）的CdTe量子点纳米载药体系（DOX/

GA - CdTe）。方法 通过化学共沉淀法制备 DOX/GA-

CdTe。通过高分辩透射电镜、X线衍射分析仪等对制备的载

药纳米颗粒进行表征，采用药物抑制试验评估空白载体的安

全性以及在体外对人淋巴瘤耐药细胞株Raji/A细胞的抑制

作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细胞凋亡率和细胞内DOX的累积

量、RT-PCR和Western blotting分析mdr1/P-gp表达以及凋亡

相关基因转录和蛋白表达，流式细胞术评估 P-gp 的功能。

结果 制备的DOX-CdTe和DOX/GA-CdTe的载药量分别为

7.62 %和 8.25 %。对于耐药株 Raji/A 细胞，DOX/GA-CdTe

的 IC50 值高于 DOX/GA-Sol。DOX/GA-Sol 和 DOX/GA-Sol

均能显著增加Raji/A细胞内DOX浓度，DOX/G-CdTe组RFI

（25.97±2.28）显著高于DOX/GA-Sol组（16.75±1.47）。DOX/

GA-CdTe和DOX/GA-Sol均能下调Raji/A细胞mdr1/P-gp表

达，并部分抑制 P-gp 功能，与 DOX/GA-Sol 相比，DOX/GA-

CdTe的作用稍弱。DOX/GA-CdTe和DOX/GA-Sol均能上调

Raji/A 细胞 Bax/Bcl-2 比值和 caspase 3 基因转录和蛋白表

达，下调 survivin基因转录和蛋白表达，同样DOX/GA-CdTe

组的作用稍弱于DOX/GA-Sol组。结论 DOX/GA-CdTe有潜

力作为治疗淋巴瘤甚至其他恶性肿瘤的新型纳米药物体系。

F129. 胰腺透明血管型Castleman病一例个案报道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曲晓宁

Castleman 病 Castleman 病（Castleman’s disease，CD），

亦称“血管滤泡淋巴组织增生”和“巨大淋巴增生症”，由

Castleman 于 1956 年首次报道，本病是一种罕见的原因不明

的以淋巴组织增生为特 征的增生性疾病，主要见于成人，

18 岁前发病较为罕见 ，病理学分为透明血管型、浆细胞型

和混合型 3 种，其中以透明血管型最为常见。但因其缺乏特

征性临床表现及影像学特征，起病隐匿，临床工作中容易漏

诊及误诊，除此之外，其发生部位多位于全身各处淋巴结，如

纵膈、颈部、腋下、腹股沟等处 ，但当其发生部位极不典型

时，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本篇报道将通过介绍1例由胰腺

占位收治入院的患者，其临床表现、病理学特征、鉴别诊断等

几个方面，向大家阐述本病的诊断要点与诊断难点；并通过

文献阅读，总结回顾本病目前的诊治情况。

F130. 血清白蛋白提高 IPI在低危弥漫大B细胞淋
巴瘤中的分层能力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魏小磊 魏永强 黄伟民 宋佳

琳 曾红 郑静霞 韦祁 冯茹

目的 探讨血清白蛋白在评价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

预后中能否提高 IPI 的预后分层能力。方法 回顾性分析

440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特征，评价白蛋白与 IPI预

后分层能力的关系。结果 通过ROC分析，我们将白蛋白

高低水平的界值定在34.4 g/L（曲线下面积为0.642±0.0037，

P<0.001）。白蛋白水平低于 34.4 g/L的DLBCL患者表现为

更短的总体生存和无事件生存（P<0.001和P=0.002）。多因

素分析显示低白蛋白水平独立于 IPI 是总体生存（RR

0.0481，95% CI 0.294~0.789，P=0.004）和无事件生存（RR

0.617，95% CI 0.419~907，P=0.014）的独立预后因素。根据

IPI评分，其中170例（40.2%）为低危组，101例（23%）为中低

危组，97例（22.0%）为中高危组，65例（14.8%）为高危组。分

析显示低危组的患者预后较好（P<0.05），但是中低危组、中

高危组以及高危组之间无明显差别（P>0.05）。进一步分析显

示低白蛋白水平能够将预后较差的患者进一步从低危组患

者区分出来（P=0.003）。结论 初诊时血清白蛋白水平是弥

漫大B细胞淋巴瘤一个简单有效的预后评价指标，它可以将

预后较差的患者从低危组中区分出来，协助指导临床治疗。

F131. PKM2高表达提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预后
较好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魏永强 魏小磊 宋佳琳 黄伟

民 曾红 郑静霞 韦祁 冯茹

目的 探讨丙酮酸激酶M2（PKM2）在弥漫大B细胞淋

巴瘤中的预后价值。方法 通过免疫组化检测PKM2的弥

漫大B细胞淋巴瘤表达，随访患者的临床资料和生存，评价

PKM2与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预后的关系。结果 我们通

过免疫组化评价了87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PKM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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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结果显示 20例（23.0%）患者PKM2高表达。PKM2高

表达的患者在性别、年龄、B症状、体能状态、LDH水平、临床

分期和 IPI 评分方面和低表达的患者并无明显差别（P>

0.05）。预后分析显示 PKM高表达的患者具有较好的无时

间生存（P=0.047）和总生存，但后者没有统计学差异（P=

0.465）。多因素分析显示，PKM高表达独立于 IPI是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无时间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HR=0.363，95%

CI 0.109~0.927, P=0.038）。结论 PKM2高表达提示弥漫大B

细胞淋巴瘤预后较好，但是其中涉及的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

F132. High risk factors and prognostic analysi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volvement in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Huashan Hospital North, Fudan University Jingjing Ma,

Qing Li, Jie Shao, Yan Ma, Zhiguang Lin, Hui Kang, Bobin

Chen

Purpose To study the incidenc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risk factors and prognosi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

involvement in patients with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DLBCL）. Methods This i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all patients of DLBCL with CNS

involvement（including eyes, pia mater, spinal cord and brain

parenchyma）, which diagnosed in Huashan Hospital North of

Fudan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1, 2013 to January 31,2018.

Use chi square test to analysis the risk factor of CNS

involvement. Univariate survival analysis was analyzed by log

rank test. Cox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for multivariate

prognosis analysis. Kaplan-Meier curve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time and overall survival time of

DLBCL patients with CNS involvement. Results We

collected 100 patients with DLBCL, including 55 males and 45

females. The median age of onset was 59 years old. There

were 14 cases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volvement,

including 11 males and 3 females, the incidence of CNS

infiltration was 14% . The median age of onset was 61 years

old. Involvement predominantly involved the brain

parenchyma 8, cerebral pia mater 4, both involvement at the

same time 3, and spinal cord 1. Analysis show that the

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IPI）score >2, Ann Arbor stage

Ⅲ-Ⅳ,Non- GCB pathologic type, no prophylactic intrathecal

injection therapy is the risk factor for DLBCL to develop CNS

involvement. The median PFS time of CNS involvement in

DLBCL patients was 15.5 months, and the median OS time

was 47 months. The median PFS time of patients with DLBCL

who underwent CNS involvement and those without CNS

involvement was 15.5 months and 104 months respectively,

showing statistical difference（P=0.009）. The median OS time

of DLBCL patients with CNS involvement and those without

CNS involvement was 47 months and 140 months respectively,

with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P=0.634）. Conclusion DLBCL

patients with CNS involvement have a poor prognosis than

cases that no CNS involvement. Among these DLBCL

patients, IPI＞2, Ann Arbor Stage Ⅲ- Ⅳ, Non- GCB

pathologic type and no prophylactic intrathecal are high risk

factors of CNS involvement.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DLBCL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factors and conduct early

preventive treatment.

F133. 芪贞归脾汤对淋巴瘤细胞株生物学行为的影
响及其机制的初步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张影 路莎莎 蔡佳翌

黄洪晖

目的 探讨芪贞归脾汤对淋巴瘤细胞株增殖、凋亡及细

胞周期的影响，并通过高通量组学技术探索其分子作用机

制。方法 以淋巴瘤细胞株（Jurkat、SU-DHL-4、Raji）为研

究对象，加入不同浓度的芪贞归脾汤进行干预。CCK8法检

测细胞增殖；Annexin V/PI双染法及PI单染法分别检测细胞

凋亡、细胞周期；GeneChip primeview human 芯片进行基因

表达谱检测，应用 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IPA）进行数据

分析。结果 ①芪贞归脾汤对三株淋巴瘤细胞株均有明显

的增殖抑制作用，有明显的剂量依赖性（P<0.01）。②在 20

mg/ml~25mg/ml 药物浓度范围内，芪贞归脾汤对 Jurkat 和

Raji细胞株有明显的诱导凋亡的作用（P<0.05）。③Jurkat及

SU-DHL-4细胞在加药后48h、Raji在加药后24 h出现显著的

G2/M期阻滞（P<0.05）。④Jurkat细胞在加药后 48 h，648及

1022个基因表达分别出现上调及下调，基于 IPA的经典通路

分析显示P53信号通路、B淋巴细胞中PI3K信号通路显著受

抑。结论 芪贞归脾汤可抑制淋巴瘤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

亡并调控细胞周期，其对P53信号通路、B淋巴细胞中PI3K

信号通路的显著抑制可能是该组方抗淋巴瘤作用的重要机

制。该研究结果为深入探讨芪贞归脾汤的作用靶点及其在

抗淋巴瘤的临床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F134. PET/CT不同方法对DLBCL的预后评估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谢微 赵维莅 王黎

目的 探索PET/CT的不同评估方法对DLBCL的预后

评估效果。方法 纳入 2013年-2017年本院治疗的 181例

RCHOP 或 RCHOP-like 治疗且基线前未手术的 DLBCL 患

者，并对其中 120 例未手术患者 PET 进行半定量评估。以

ROC 方法求得最佳临界值，回顾性分析并比较不同时期

Deauville 评分法，70%△SUVmax 法，以及肿瘤代谢活性体

积（MTV），糖酵解总值（TLG）等半定量法对DLBCL的预后

评估效果。结果 线PET（PET0）SUVmax对无进展生存期

（PFS）和总生存期（OS）均无预后意义，而MTV（ROC最佳界

值 191cm3）及 TLG（ROC 最佳界值 580g）阳性阴性组的 3 年

PFS 分 别 为 41.6% , 73.2% 和 48.2% , 79.0% （P=0.0005,

0.006），3 年 OS 分别为 58.6%, 89.3%和 66.5%, 88.8%（P=

0.007, 0.086），均有预后意义。130例患者有中期PET（inter-

im PET, iPET），Deauville 法，70%△SUVmax 法阳性阴性组

的 3 年 PFS 分 别 为 31.9% ，77.2% 和 25.7% ，75.2%（P<

0.0001，<0.0001），3 年 OS 分别为 41.9%，84.5%和 44.1% ,

81.5%（P<0.0001，<0.0001）。114例患者有末期PET（end-of-

treatment PET, ePET），Deauville 法，70%△SUVmax 法阳性

阴性组的 3年PFS分别为 27.9%，82.3%和 15.9%，83.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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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0.0001），3 年 OS 分别为 39.6% , 95.3%和 29.3%，

94.3%（P<0.0001，<0.0001）。结论 基线 PET 时，MTV 和

TLG 对预后有意义而 SUVmax 无意义。中期末期评估时，

Deauville法与70%△SUVmax法对PFS和OS均有显著的统

计学意义。

F135. 伴骨髓侵犯的滤泡性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特征
及外周血异常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阎禹廷 熊

文婕 王轶 易树华 刘慧敏 李增军 刘薇 邹德慧

邱录贵

目的 分析存在骨髓侵犯的滤泡性淋巴瘤（FL）患者的

临床特征及外周血象异常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

性分析 2002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近 15 年间就诊于我院的

111例初诊FL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伴骨髓侵犯的FL患者

的临床特征及外周血象异常对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 111

例患者中 76例患者存在骨髓侵犯占 72.4%。伴骨髓侵犯患

者中位年龄45岁，男∶女为1∶1，具有B症状，肝、脾肿大的患

者分别为25例（32.9%），16例（21.9%），及49例（66.2%）。76

例患者中 12 例（17.9%）患者存在乳酸脱氢酶（LDH）升高，

85.7%的患者存在β2微球蛋白（β2-MG）升高，中位流式检测

骨髓异常淋巴细胞数并不高为 26.1%。76例伴骨髓侵犯的

患者中，21例（27.6%）患者无外周血象异常，32例（42.1%）患

者存在 1 系或者 2 系血细胞减少（骨髓衰竭表现），23 例

（30.3%）患者存在白细胞升高但是血蛋白及血小板正常（骨

髓增殖表现）。三组患者基本临床特征并未见明显差异，但

是血象正常组患者脾脏肿大、β2-MG升高的比例及骨髓流式

检测异常淋巴细胞的比例较骨髓衰竭及骨髓增殖为表现的

患者明显降低（P<0.05）。76例患者中使用利妥昔单抗联合

化疗的患者占84.6%，总有效率（ORR）为96.8%，完全缓解率

（CR）为 47.4%。不同血象异常组患者ORR及CR并无明显

统计学差异。中位随访36个月，患者5年PFS为59.6%，5年

OS为80.9%。是否存在骨髓侵犯患者中位PFS及OS未见明

显统计学差异。但是在骨髓侵犯患者中，以骨髓增殖为表现

的患者5年PFS为87.5%明显优于无血象异常及骨髓衰竭为

表现的患者（87.5%对 29.7%对 53.3%，P=0.007）。但是三组

患者OS并无明显统计学差异。结论 伴骨髓侵犯且不同外

周血象异常的FL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存在明显差异。

F136. 不同预处理方案在T细胞淋巴瘤自体造血干
细胞移植中的疗效及安全性多中心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杨丹 李彩霞 吴德沛

目的 探讨不同预处理方案在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auto-HSCT）治疗 T 细胞淋巴瘤（T-NHL）中的疗效及安全

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中心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2001年

8月至 2016年 12月间接受 auto-HSCT治疗的 148例T-NHL

患者临床资料，并进一步探讨不同预处理方案对其生存预后

的影响及相关不良反应分析。结果 ①148例患者中男性

105例，女性 43例，中位年龄 31（9~64）岁。按照预处理方式

不同，分为BEAM组75例，BEAC组27例，CBV组46例。②
随访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中位随访时间 41 个月；BEAM、

BEAC、CBV三组 5年OS分别为 81.0%、77.8%、62.7%。5年

EFS 分别为 62.2%、62.4%、54.4%，三组间 OS 及 EFS 可见明

显统计学差异（P=0.072、P=0.448）。③BEAM、BEAC、CBV

间 5 年 CIR 分别为 33.3%、33.8%、43.1%；5 年 NRM 分别为

3.5%%、12.5%%、6.4%，各组间 CIR、NRM 亦未见明显统计

学差异（P=0.497、P=0.239）。④ 2 级以上黏膜炎及腹泻

BEAM组发生率显著高于CBV组（53.7%对28.5%，P=0.012；

36.1% 对 15.8%，P=0.006）。结论 BEAM、BEAC、CBV 三

种预处理方案均为T-NHL行auto-HSCT安全有效的选择。

F137. PET/CT对T细胞淋巴瘤的预后评估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谢微 赵维莅 王黎

目的 比较了不同类型T细胞淋巴瘤基线 SUVmax特

征，以及中期末期Deauville方法评估PET/CT对T细胞淋巴

瘤的预后评估效果。方法 纳入 2010-2017 年本院诊治的

87例T细胞淋巴瘤患者，排除基线PET/CT前进行手术的患

者。回顾性分析并比较了不同 T 细胞淋巴瘤的基线 SUV-

max（SUVmax0）特征，使用非成组 t检验比较两组间差异，以

及中期和末期Deauville评分法对T细胞淋巴瘤的预后评估

效果。结果 87例患者中共有47例外周T细胞淋巴瘤（PT-

CL），27例血管免疫母性T细胞淋巴瘤（AITL），13例ALK阳

性间变大细胞性淋巴瘤（ALCL，ALK+）。共有 71例患者进

行基线PET/CT检查，36例进行中期PET/CT检查，24例进行

末 期 PET/CT 检 查 。 SUVmax0 在 PTCL，AITL，ALCL

（ALK+）的平均值分别为10.72，8.962，19.35，ALCL（ALK+）

与PTCL和AITL间均有显著差异（P=0.0011, 0.0002），PTCL

和AITL间无显著差异（P=0.1233）。以PFS，OS结局做关于

SUVmax0 的 ROC 曲线，两者均无统计学意义（P=0.7777，

0.7732）。中期 Deauville 阳性与阴性患者无进展生存期

（PFS）与总生存（OS）均无统计学差异（P=0.2260，0.0738），

末期Deauville阳性与阴性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有统计

学差异（P=0.0103），3年PFS分别为16.67%和64.6%，3年OS

无统计学差异（P=0.1063）。结论 PTCL，AITL，ALCL

（ALK+）三类T细胞淋巴瘤的SUVmax0有差异，但无法预测

生存。中期PET/CT对PFS，OS无明显预后意义，末期PET/

CT对PFS有意义，对OS无意义。

F138. 手术对累及脾脏DLBCL预后影响：本中心与
SEER数据库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谢微 赵维莅 王黎

目的 探索手术对累及脾脏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

者的疗效及预后影响。方法 将我院 2003-2017年收治的

77例累及脾脏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以及美国 SEER

临床数据库中2002-2015年间收录的773例累及脾脏的弥漫

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纳入研究。使用Kaplan-Meier法分析

并比较在两组患者群体中手术与非手术对此类患者的预后

生存情况是否有明显差异。结果 本中心的 77例患者中，

进行手术且化疗患者与非手术仅化疗患者 3年无进展生存

率（PFS）分别为 45.3%和 46.6%，两者无统计学差异（P=

0.349），3年总生存率（OS）分别为 84.9%和 54.7%，两者有统

计学差异（P=0.042）。美国 SEER 临床数据库病例中，手术

患者的 3 年，10 年肿瘤特异性生存率（CSS）分别为 79.5%，

73.2%，未手术患者的 3年，10年CSS分别为 71.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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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差异（P=0.023）。结论 本研究显示，对于累及脾

脏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手术在本中心和SEER数据

库患者中均能够提高其总生存时间，改善远期预后情况。

F139. 滤泡树突状细胞在良恶性淋巴增殖性疾病中
的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李凤丽 汝昆

孙琦 李占琦 张洪菊

目的 探讨滤泡树突状细胞在一些常见良恶性淋巴增

殖性疾病中的作用。方法 收集淋巴结淋巴滤泡反应性增

生15例、副皮质区增生6例、透明血管型Castleman病（HV-CD）

5例、淋巴结结内边缘区淋巴瘤 4例，套细胞淋巴瘤 6例，滤

泡性淋巴瘤20例（其中1级8例、2级7例、3级3例），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 16例（GCB型和 non-GCB型各 8例）、结节性

淋巴细胞为主型霍奇金淋巴瘤2例、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

胞淋巴瘤 4 例，所有病例行相应常规免疫组化和 CD21 染

色。结果 淋巴结淋巴滤泡反应性增生、HV-CD、滤泡性淋

巴瘤和结节性淋巴细胞为主型霍奇金淋巴瘤多为反应性增

生的FDC网，副皮质区增生、淋巴结结内边缘区淋巴瘤和套

细胞淋巴瘤多为不规则增生的 FDC网，弥漫大B细胞淋巴

瘤多为被破坏的FDC网，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早

期多为反应性增生的FDC网，而进展期多为明显紊乱增生

的 FDC 网。结论 FDC 网是判断淋巴滤泡存在的可靠方

法。不同的淋巴增殖性疾病，其FDC网都有各自的特点，故

明确FDC网的类型对良恶性淋巴增殖性疾病的诊断有一定

的帮助。但淋巴增殖性疾病的最终诊断结果必须结合其形

态学特点、免疫表型分析、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检测等方法综

合判断。目前关于FDC网的命名和分类还没有公认的标准，

还需要科研工作者进一步努力制定更加系统全面的方法。

F140. 甲状腺淋巴瘤患者临床特点和生存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孙芮 王黎 赵维莅

目的 探讨甲状腺淋巴瘤的临床特点和预后的差异。

方法 收集并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血液

科自2002年1月至2018年3月收治的甲状腺淋巴瘤患者48

例，其中包括原发甲状腺淋巴瘤（PTL）19例，继发甲状腺淋

巴瘤（STL）29例。随访终点时间是2018年3月30日。生存

分析采用Kaplan-Meier方法，Log-rank检验进行组间比较。

结果 原发甲状腺淋巴瘤患者有 84.2%的患者曾患有桥本

氏甲状腺炎。病理亚型上，两者都以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最

为多见，其次是滤泡性淋巴瘤和边缘区淋巴瘤。继发甲状腺

淋巴瘤由于病变累及部位不同，其主要临床表现有所差异，

其 Ann Arbor 分期 III/IV 的较为多见（P<0.001）。而原发甲

状腺淋巴瘤以甲状腺肿块为最常见临床症状，且与STL相比

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01）。PTL和STL患者在对治疗效

果的反应上以及总生存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不同的病

理类型是影响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P=0.010）。预后方面，

IPI评分3~5分；T细胞来源；累及双侧甲状腺；伴有各种炎症

相关因子增高，以上任一因素都可导致患者预后不良。由于

病例数有限并未发现R-CHOP方案和CHOP方案疗效的明

显区别。结论 桥本氏甲状腺炎为PTL的高危因素，病理分

型以DLBCL最为常见，PTL和STL的临床表现存在较大差

异，而对治疗的反应性，预后，大部分相关实验室检查无统计

学意义。在生存分析中以下有一项阳性患者，其预后不佳：

IPI评分3~5分；T细胞来源；累及双侧甲状腺；IL-8；IL-10；β2

微球蛋白升高。

F141. Hepatosplenic T-cell lymphoma in an immu-

nocompetent male with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

vasion: a rare clinical entit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Ying Pan, Fan Wu, Furun An, Zhimin Zhai

Background Hepatosplenic T- cell lymphoma （HST-

CL）is a very rare non-Hodgkin lymphoma with an aggressive

clinical course and poor prognosis. Patients of this disease usu-

ally presented with hepatosplenomegaly, which can be misdiag-

nosed or delayed. Methods Here, we are reporting an unusu-

al case of hepatosplenic γδ T-cell lymphoma in a 64-year-old

man with CNS involvement. Results ①Immunophenotyping

of our case in Bone marrow（BM）, peripheral blood（PB）and

cerebrospinal fluid（CSF）were CD2+CD3+CD4-CD5-CD7+

CD8-CD10-CD16-CD19-CD56-TCR γδ+TCRαβ-CD45++.

②Atypical lymphocytes in PB and BM were reduced after sev-

eral courses of chemotherapy. However, the disease was ex-

tremelly aggressive, the patient then had CNS invasion and fi-

nally died 19 months after the diagnosis of the disease. Conclu-

sion BM and PB of HSTCL are frequently involved, howev-

er, CNS involvement is less common. Flow cytometry immun-

ophenotyping was proved of great diagnostic contribution.

F142. R-mini CHOP方案对老年弥漫大B细胞淋巴
瘤的疗效观察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魏道林 蒋瑛 许晓巍 赵初娴

沈畅 蔡琦 童茵 王椿 宋献民

目的 观察R- mini CHOP方案和标准剂量R-CHOP方

案在老年（>60岁）弥漫大B细胞性淋巴瘤（DLBCL）中的疗

效及不良反应。方法 回顾分析近 3年来于虹口院区我科

诊治的老年DLBCL患者的治疗情况，依据患者接受化疗的

剂量强度分为R-mini CHOP方案组和标准剂量R-CHOP方

案组，比较两组的疗效、生存及不良反应情况。疗效评价分

为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稳定（SD）、复发、进展

（PD），毒性反应按照WHO评价标准分为 0-IV级。随访自

治疗开始至截止日期（2018年 2月）或死亡。结果 2015年

3月至 2018年 2月间，共诊治老年DLBCL患者 40例，中位

年龄 68（61~85）岁，中位随访时间 9（2~36）个月。其中 22例

接受了R-mini CHOP方案，中位年龄74.5（61~85）岁；18例接

受了标准剂量的 R-CHOP 方案治疗, 中位年龄 64（61~75）

岁。ECOG评分2分以上病例分别为6例：2例；疾病分期 III

期以上者分别为 10 例：12 例；IPI 评分 3 分以上者分别为 6

例：5例。从疗效来看，R-mini CHOP组有 1例疾病进展，标

准剂量组有2例；有效者（≥PR）分别是21例：16例；无显著性

差异（Pearson 卡方检验 P=0.579）。平均无进展生存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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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3±2.33 月（95%CI 24.95~34.10）：20.56±3.00 月（95%CI

14.67~26.44），无显著性差异（Log-Rank 检验 P=0.331）。R-

mini CHOP组有 1例发生心脏毒性，而标准剂量组无；II°以

上的血液毒性为 8例：6例；死亡病例分别为 3例和 2例。结

论 与老年急性髓系白血病不同，老年非霍奇金淋巴瘤

（NHL）并未随年龄增长而更为难治。但受限于耐受能力，老

年NHL往往并不能从标准剂量化疗中获益，有研究提出可

适当降低老年NHL患者的化疗剂量强度。我科对部分老年

DLBCL患者采用R-mini CHOP治疗，相较于标准剂量组的

疗效、毒性反应发生几率和生存（PFS）均无显著性差异，提

示针对患者个体化的予以化疗剂量选择是合理策略。受限

于病例数、随访时间及回顾性研究性质，本研究结论有待大

样本、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验证。

F143. 滤泡性淋巴瘤合并甲状腺恶性肿瘤 5例的临
床病理特点和分子特征研究
1.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2. 天津市

肿瘤医院 宋燕燕 1 孙琦 1 翟琼莉 2 汝昆 1

目的 探讨原发结内滤泡性淋巴瘤合并甲状腺恶性肿

瘤的发生率、临床病理特征及分子机制研究。方法 我们回

顾性分析 2014年 12月至 2018年 5月共 2880例因甲状腺肿

物接受甲状腺切除及颈部淋巴结清扫术的病例，筛选结内滤

泡性淋巴瘤合并甲状腺恶性肿瘤的病例，除外原发甲状腺的

滤泡性淋巴瘤累及淋巴结和伴有淋巴瘤或甲状腺肿瘤病史

者，并对其临床数据、组织形态学特征、免疫表型和遗传学特

点研究进行分析。结果 在 2880 例病例中共发现 5 例

（0.17%）结内滤泡性淋巴瘤合并甲状腺恶性肿瘤病例，其中

男性2例，女性3例，年龄28岁~56岁（中位年龄52岁）。4例

（80%）为滤泡性淋巴瘤低级别（1~2级），1例（20%）为滤泡性

淋巴瘤高级别（3级A）。5例（100%）甲状腺肿瘤均为乳头状

癌。其中同一淋巴结内既有乳头状癌转移又同时合并滤泡

性淋巴瘤者2例。5例甲状腺组织中均未见桥本甲状腺炎背

景。2例甲状腺乳头状癌组织呈BCL-2弱阳性，余为阴性，

5 例乳头状癌组织中均未发现 BCL2/IgH 重排信号。结论

结内滤泡性淋巴瘤合并甲状腺恶性肿瘤发生率极低，且以合

并甲状腺乳头状癌多见。尚未发现二者发病机制存在明确

相关性。虽然罕见，但在甲状腺肿物伴颈部淋巴结肿大的病

例中，要警惕这种合并病例的出现，以免因漏诊而导致不适

当的临床处理。

F144.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后继发骨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急性髓系白血病一例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潘莹 李迎伟 朱维维 翟

志敏

目的 提高对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治疗后继发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进而进展为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的认识水平。方法 报告1例CLL治疗后继发MDS

进而进展为AML患者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为诊断和

治疗提供思路。患者为62岁男性，2009年04月常规体检时

血常规提示白细胞异常增高，淋巴比例为主（WBC 31.6×

109/L，L:89.5%）,诊断为CLL，予“瘤可然”口服，2011-10-02

复查血常规示WBC 13.35×109/L，L%：87.4% ，HGB 125 g/L，

PLT：69×109/L，外周血 MRD：CD5+CD19+CD45+ 88.0%，

CD10- CD20 + CD45 + 69.7%。于 2011- 10- 5 行 COP 方案，

2011-12-5、2012-3-7予利妥昔单抗 600 mg，2012-3-13、2012-

5-14行FC方案化疗。2012-12-10复查外周血MRD阴性，后

未行化疗，未按期复查。 2017-5-22因头晕、乏力入住我科，

血常规提示三系减少，骨髓细胞形态学：红系可见病态造血，

原 始 细 胞 4.5% ；染 色 体 示 44,XY,del(5)(q15),-7,-9,-13,

+marker[9]/46,XY[3]。考虑患者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继发

MDS，于 17- 06- 08 行 HAG、17- 11- 30 行 地 西 他 滨 +

CAG、2018-01-05开始行亚砷酸+EAG，但原发病仍有进展，

2018-2-1复查外周血MRD示原始细胞占 51%，考虑进展为

AML，患者拒绝进一步化疗。结果 患者诊断慢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曾予瘤可然、COP、利妥昔单抗、FC等方案治疗，

病情稳定。8年后转变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8月后进展

为急性髓系白血病。结论 CLL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后

均可能会出现疾病转变，即使治疗效果尚可，仍需定期检测

血常规及骨髓细胞学、骨髓免疫分型等指标，警惕疾病出现

转变。

F145. 原发韦氏环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临床特征及
预后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曹怡文 施晴 张慕晨

许彭鹏 程澍 赵维莅 王黎

目的 探究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时代原发韦氏环弥漫

大 B 细胞淋巴瘤（WR-DLBCL）患者的临床特征以及影响

WR-DLBCL患者的预后因素。方法 对2011年3月至2018

年4月期间以利妥昔单抗联合CHOP（环磷酰胺、多柔比星、

长春新碱及泼尼松）化疗方案治疗的98例初治WR-DLBCL

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所有 98例患者均完成一线化疗且有

完整随访记录，其中 80例患者检测白细胞介素。对所有患

者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生存分析。结果 98例WR-DLBCL

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 29 个月，总体 3 年无进展生存率

76.0%，3 年总生存率 82.2%。单因素分析中，年龄>60 岁，

ECOG≥2分，乳酸脱氢酶（LDH）升高，有B症状，累及1个以

上结外器官，Ann Arbor 分期Ⅲ~Ⅳ期，血β2微球蛋白升高，

CRP升高，血小板水平降低，白蛋白水平降低，白介素 6（IL-

6）异常升高，白介素2受体（IL-2R）异常升高是PFS与OS的

危险因素。血红蛋白水平降低，白介素 10（IL-10）异常升高

是PFS的危险因素；乙肝病毒表面抗体阳性是OS的危险因

素。IPI预后模型也是PFS与OS的危险因素。OS的多因素

分析中，LDH水平升高，血β2-微球蛋白升高是影响预后的独

立危险因素。PFS 的多因素分析中，LDH 水平升高，Ann

Arbor 分期Ⅲ~Ⅳ期，血β2微球蛋白升高是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WR-DLBCL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其预后因素及标准

治疗方案仍有争议。通过对本中心 98例WR-DLBCL分析

显示，利妥昔单抗时代WR-DLBCL的总体生存率较高，LDH

及血β2微球蛋白升高是影响WR-DLBCL患者 PFS及OS的

独立危险因素，Ann ArborⅢ~Ⅳ期是影响其PFS的独立危险

因素。IPI预后模型可以很好的用于WR-DLBCL的预后分

层。上述结论可以为今后WR-DLBCL患者的临床诊断及治

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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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46. LMP-1介导的 IL-2Rα过表达促进NK/T细胞
淋巴瘤的发展及化疗耐药且为潜在的治疗靶点
1. 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2.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王

亮 1 毕锡文 2 祝喻甲 2 何颖芝 1 赖秋宇 1 夏忠军 2 蔡

清清 2

目的 探讨LMP-1介导的 IL-2Rα过表达在NK/T细胞

淋巴瘤（NKTCL）的发生发展及化疗耐药中的作用。方法

采用western blot，实时定量PCR，ELISA及流式细胞术的方

法分别检测 IL- 2Rα在 NK- 92（LMP- 1 弱表达）和 SNK- 6

（LMP-1强表达）细胞系中的表达情况。采用LMP-1慢病毒

载体转染NK-92细胞，探讨LMP1和 IL-2Rα表达的相关性。

分别针对过表达LMP-1的NK-92细胞，正常NK-92细胞，以

及 SNK-6细胞检测LMP-1的下游信号通路。然后采用 IL-

2Rα慢病毒载体转染NK-92和SNK-6细胞，CCK8法检测细

胞的增殖情况，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的凋亡情况及细胞周期

的分布情况，采用MTT法检测不同细胞对三种化疗药物（阿

霉素，吉西他滨，左旋门冬酰胺酶）的 IC50值。最后加入抗 IL-

2Rα抗体来明确其逆转化疗耐药的可能性。结果 IL-2Rα

在SNK-6细胞中的表达显著高于NK-92细胞。IL-2Rα在转

染LMP1后的NK-92细胞中表达量显著升高。过表达LMP-

1的NK-92细胞中，MAPK/NF-Κb通路的蛋白显著上调。在

过表达LMP-1的NK-92细胞和SNK-6细胞中，加用MAPK/

NF-Κb的选择性抑制剂后，IL-2Rα的表达量显著下调。转染

IL-2Rα的NK-92细胞和SNK-6细胞增殖速度显著增加，细胞

周期分析显示G0/1期细胞显著减少（P<0.05），S期细胞显著

增加（P<0.05），而凋亡不受影响。过表达 IL-2Rα后，所有三

种化疗药物的 IC50值均显著增加（P<0.05），联用抗 IL-2Rα抗

体后可部分逆转其化疗耐药。在临床实践中，一名晚期

NKTCL患者，既往采用P-GEMOX方案及SMILE方案治疗

后疾病进展，采用 IL-2Rα抗体（巴利昔单抗，舒莱®）联合培

门冬酶治疗后再次取得缓解，表明 IL-2Rα的靶向治疗潜能。

结论 在NKTCL中，LMP-1通过激活MAPK/NF-κB 通路而

上调 IL-2Rα的表达。IL-2Rα通过对细胞周期的调节促进

NKTCL的细胞增殖，并且可诱导细胞对化疗耐药，抗 IL-2Rα

抗体可部分逆转其化疗耐药，提示 IL-2Rα可作为NKTCL的

潜在治疗靶点。

F147. 乙型肝炎病毒对复发难治性弥漫大B细胞淋
巴瘤疗效及预后的影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房莹 王黎 赵维莅

目的 探寻HBV与淋巴瘤疾病发生进展等各项临床指

标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复发难治 DLBCL 的治疗提供新思

路。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血液科2004年1月至2016年11

月收治的81例复发难治性DLBCL患者，根据乙型肝炎表面

抗原（HBsAg）的情况将患者分为HBsAg阳性和HBsAg阴性

两组，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生存预后，采用 Kaplan-

Meier方法进行生存分析并采用Cox回归方法进行多因素分

析，寻找影响患者OS的独立预后因素。结果 全组81例复

发难治性 DLBCL 患者中，HBsAg 阳性患者 24 例（29.6%），

HBsAg阴性患者57例（70.4%）。相较于HBsAg阴性组，HB-

sAg阳性组患者中位发病年龄更轻，两组中位年龄分别为49

岁与 59 岁（P=0.0030），Ann Arbor 分期以 III~IV 期为主（P<

0.001），IPI评分 3~5分居多（P=0.0075），常存在两处及以上

结外累及（P=0.0247），更倾向结外复发（P=0.0019），缓解率

低（P=0.0011），总体生存期短（P<0.001）。多因素分析提示

HBsAg阳性及血清LDH升高是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危险因

素。结论 HBsAg阳性的DLBCL复发患者预后差，HBsAg

阳性及血清LDH升高是DLBCL复发患者的独立预后不良

因素。

F148. 原发于骨的套细胞淋巴瘤一例并文献复习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谢婷 杨永公 欧阳建

陈兵

目的 提高对原发于骨的套细胞淋巴瘤的认识。方

法 回顾性分析 1例原发于骨的套细胞淋巴瘤患者的临床

资料。结果 患者，男，51岁，2014年9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左

下肢肿胀疼痛，伴盗汗，无发热、消瘦，查CT示：左胫骨中段

局部骨皮质破换伴髓腔内异常密度影，局部软组织肿胀；抗

感染治疗后左下肢肿胀减轻，但局部出现一包块，逐渐增大

至5×6cm左右；查MRI示：左胫骨中段髓腔异常信号伴下段

局部骨皮质破坏、周围软组织包块。2014-09-30行左下肢肿

瘤穿刺活检术，术后病理：高级别侵袭性B细胞淋巴瘤，免疫

组化：肿瘤细胞表达 Cyclin D1（+++），CD5（++），CD20

（+++），CD99（++），TdT（-），CD10（-），Bcl6（++），Mum

（++），Bcl2（+++），Myc约60%细胞中至强（+），Ki-67约80%

（+），MPO（-）；考虑为套细胞淋巴瘤，多形性/母细胞性变异

型。PET-CT 示：左侧胫骨上段及中段占位（SUV 值最大约

17），其余部位未见明显葡萄糖代谢增高。骨髓未见淋巴瘤

侵犯。肿块 FISH：检测到 t（11;14）易位形成的 IGH/CCND1

融合基因；检测到BCL6断裂；未检测到 t（14;18）易位形成的

IGH/BCL2融合基因、C-MYC断裂及P53缺失。确诊为套细

胞淋巴瘤Ⅳ期B组，MIPI评分3分，低危组；MIPI-c分组为低

中危组。先行 3 周期 R-CHOP 方案化疗，其后复查 PET/CT

示：左胫骨中段骨质破坏，葡萄糖代谢稍高（SUV值最大约

2.3），与病初相比明显好转。再行三周期 R-DHAP 方案化

疗，复查 PET/CT 示 CR。2015-04-13 采集自体外周血干细

胞，按患者体重计 MNC 2.17×108/kg，CD34+细胞 2.11×106/

kg。2015-05-05行BVC方案预处理，05-12回输自体造血干

细胞，+14天粒系造血恢复，2个月后巨核系造血恢复。移植

后至今每3~4个月使用利妥昔单抗375mg/m2维持治疗一次，

每半年复查PET/CT均示CR。结论 原发性骨淋巴瘤多为非

霍奇金淋巴瘤，病变最常见部位是长骨，主要治疗方法为化

疗、放疗、放化疗联合治疗，手术治疗对于PLB的疗效不明显。

F149. Secondary leiomosarcoma after treatment of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in a patient:a case

report and literature review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uhua Wei, Limei Chen

Leiomyosarcoma（LMS）is a rare malignant tumor origi-

nating from the smooth muscle. To the best of our knowledge,

there are few reports about leiomyosarcoma as the second tu-

mor of lymphoma previously.In the present report, a case of

leiomyosarcoma in a 70-year-old Chinese man, who was d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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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osised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DLBCL）and accept-

ed chemotherapy seven years ago,is discussed.The patient suf-

fered from shortness of breath and pain in the right lower limb.

Chest CT imaging showed multiple quasi-circular high-density

nodules, as if bullets went through. And a mixed echo-clump

was found in the middle segment of the right thigh by B ultra-

sonography. CT-guided percutaneous needle lung biopsy of the

patient revealed leiomyosarcoma . The following B-ultrasound-

guided needle aspiration biopsy of the right middle thigh mass

showed spindle cell sarcoma, also revealed leiomyosarcoma.It

is sure that secondary leiomosarcoma happened after treatment

of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in this patient.Through this

case,we try to find the risk of secondary tumor and we learn

that the reassessment of disease is very important, especially

after a long time,to avoid misdiagnosis.

F150. 评估信迪利单抗单药在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
霍奇金淋巴瘤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的多中心、单臂、II

期关键性临床研究（ORIENT-1）
1.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7 医

院；3. 河南省肿瘤医院；4.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5. 大连

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6.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7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石远凯 1 苏航 2 宋永平
3 姜文奇 4 孙秀华 5 钱文斌 6 张薇 7

目的 评估信迪利单抗在复发或难治性经典型霍奇金

淋巴瘤（cHL）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的多中心、单臂Ⅱ期研

究（NCT03114683）。方法 本研究入组既往治疗后复发或

难治性 cHL患者，接受信迪利单抗 200 mg Q3W治疗，最多

治疗时间为 24个月，或者直至疾病进展、死亡、毒性不能耐

受、撤回知情同意或方案规定的其他原因。肿瘤影像学采用

增强 CT 和 PET，结果由独立影像评估委员会（IRRC）根据

IWG 2007标准进行评价。采用NCI CTCAE v4.03对不良事

件（AE）进行分级，评估安全性。结果 数据截止为2018年

4月 16日，总共 96例复发或难治性 cHL患者（男性 56例，女

性 40例）进入研究并接受信迪利单抗治疗。患者平均年龄

35.8岁，5例（5.2%）的患者≥60岁。基于 IWG 2007标准，所

有入组受试者由 IRRC评估的ORR为79.2%（95%CI 69.7%~

86.8%），完全缓解率和部分缓解率分别为 17.7%和 61.5%。

中位缓解持续时间和无进展生存时间均未达到。本次分析

的患者中位用药次数为12次（范围：1~18次），中位用药时间

35.95（3~54）周。研究期间，治疗期不良事件（TEAE）的发生

率为100%，最常见的TEAE是发热、甲状腺功能减退和上呼

吸道感染。不良事件以 1~2 级为主，3 级 TEAE 发生率为

25.0%。结论 本研究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复发或难治性cHL

研究，结果显示信迪利单抗单药治疗该人群患者具有确切的

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为复发或难治性cHL患者提供了新的

治疗选择。

F151. 伊布替尼方案治疗复发难治B细胞恶性肿瘤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北院 王莹 陈钰 陈玉宝

严泽莹 刘之茵 李佳明 孙海敏 张苏江

目的 探讨含伊布替尼方案治疗复发难治B细胞恶性

肿瘤的临床疗效及影响疗效的相关因素，以提高临床工作者

对新型靶向药物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7年 1月至

2018年 5月我院收治的复发难治B细胞恶性肿瘤采用含伊

布替尼方案化疗的患者资料，并结合文献对其临床特征、治

疗及转归进行总结。结果 8例患者中，男 5例，女 3例，中

位年龄59.8（44~80）岁。疾病分类：滤泡淋巴瘤2例，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2例，脾边缘区淋巴瘤2例，慢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1例，套细胞淋巴瘤1例。8例患者中7例接受伊布替尼联

合化疗，1例接受伊布替尼单药治疗。4例患者治疗有效，4

例患者疾病进展。结论 惰性B细胞恶性肿瘤尤其累及脾

脏者采用含伊布替尼方案治疗疗效更佳。

F152. CEAC联合克拉屈滨预处理方案治疗高危淋
巴瘤的初步临床疗效观察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周沙 王买红 张诚 高蕾 高

力 孔佩艳 刘耀 张曦

目的 探讨复发/难治、高危淋巴瘤自体造血干细胞

移植中 CEAC 联合克拉屈滨预处理方案的安全性及疗

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6 年 12 月至 2018 年 4 月间

15例复发/难治性或高危淋巴瘤患者行CEAC联合克拉屈滨

预处理方案的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病历资料，分析其造

血重建时间、预处理相关毒性、及制止后疾病缓解程度，

初步评判 CEAC 联合克拉屈滨预处理方案的安全性及有

效性。结果 15例患者中HL患者 3例、NHL患者 12例，中

位年龄39岁，所有患者均顺利造血重建，中性粒细胞重建中

位时间为 13（10~25）d、血小板重建中位时间为 15（8~43）d；

未观察到Ⅲ/Ⅳ级血液学和非血液学毒性；移植前仅3例患者

达 CR，移植后 8 例患者达 CR；截止到目前所有患者均存

活，未观察到疾病复发或移植相关死亡。结论 CEAC 联

合克拉屈滨预处理方案安全性好、疗效肯定，我中心已牵头

开 展 多 中 心 前 瞻 性 对 照 研 究 来 进 一 步 明 确 其 疗 效

（ChiCTR1800015922）.

F153. Tandem autologou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treatment for adult T-cell lympho-

blastic lymphoma: a multiple center prospective

study in Southwestern China
1.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Xinqiao Hospital, Army Medi-

cal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Second Affiliat-

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sity; 3.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General Hospital of Chengdu Military Region

of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4.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Yunan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5. Department of Hema-

tology, General Hospital of Kunming Military Region of Peo-

ple’s Liberation Army; 6.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Universi-

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Keck School of Medicine Yao Liu1,

Rao Rao1, Jiali Li1, Qin Wen1, Shifeng Lou5, Yi Su3, Tonghua

Yang4, Sanbin Wang5, Lei Gao1, Cheng Zhang1, Peiyan Kong1,

Li Gao1, Maihong Wang1, Lidan Zhu1, Xixi Xiang1, Sha Zhou1,

Xue Liu1, Xiangui Peng1, Xinghua Chen1, Jiangfan Zhong1, Xi

Zh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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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T- cell lymphoblastic lymphoma（T- LBL）

is a highly aggressive lymphoma with very poor clinical out-

comes which has not standard treatment. This study evaluated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andem autologou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uto- HSCT）treatment for adult T-

LBL and assesse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survival. Methods

160 newly diagnosed adult T- LBL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chemotherapy group（68 patients）, single auto-

HSCT group（46 patients）, and tandem auto-HSCT group（46

patients）. The primary outcome measure was failure- free sur-

vival. The intermediate primary outcomes were progression/re-

lapse rate and overall survival. Factors influencing toxicity re-

lated to tandem auto-HSCT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for the pa-

tients were analyzed, Ts population in predicting prognosis of

all the patients was evaulated. Results The 3- year progres-

sion/relapse rate of the tandem auto-HSCT group was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ingle auto-HSCT group and che-

motherapy group（19.6% vs 45.7% and 70.6%, P<0.05）. The 3-

year PFS rate and OS rate of the tandem auto- HSCT group

（68.3% and 72.5% , respectivel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single auto-HSCT group（41.5% and 55.4%,

respectively,P<0.05）and the chemotherapy group（23.3% and

43.3%,respectively,P<0.05）. In the tandem auto-HSCT group,

age and disease status after the first transplant had an influence

on the OS and PFS. Multivariate analysis identified disease sta-

tus after the first transplant as the only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outcome in T-LBL, CD8+CD28+/CD8+CD28- bal-

ance had the best prediction efficiency for the patients. Conclu-

sions Tandem auto- HSCT improves long- term survival of

adult T- LBL patients. Disease status after the first transplant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indicator for those patients.

F154. 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合并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
一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罗堉暄 1 张祥忠 1 林燕斯 2 李晓青 1 张玲 1 郑永江 1

刘玲玲 1

目的 提高对 LPL/WM 转化而来的 DLBCL 的认识。

方法 对1例LPL/WM转化而来的DLBCL患者资料进行回

顾性分析。结果 2016年我科诊断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合并

弥漫大B淋巴瘤患者 1例，通过颈部淋巴结活检、胃镜下胃

粘膜组织活检、骨髓活检诊断为“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合并弥

漫大B淋巴瘤”，经过4个疗程R-CHOP方案化疗后达到CR，

再巩固化疗3个疗程后复发，复发后行二线方案强化化疗后

进行自体移植。目前患者移植成功，达到完全缓解。查阅文

献，国内未曾报道过淋巴浆细胞淋巴瘤/华氏巨球蛋白血症

合并弥漫大 B 淋巴瘤病例。结论 LPL/WM 转化而来的

DLBCL罕见，并且预后极差，文献报道转化为DLBCL后中

位生存期为2.7年。

F155. NCCN-IPI和糖酵解总量（TLG）对DLBCL

预后评估价值的比较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潘晓冉 崔亚娟 谢艳梅 徐运孝

目的 探讨改良国际预后指数（NCCN-IPI）与 18氟-氟

代脱氧葡萄糖（18F-FDG）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

CT）代谢参数糖酵解总量（TLG）对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DLBCL）患者的预后评估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 2013年 8月至 2017年 10月收治的 96例初治

DLBCL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情况。采用NCCN-IPI和国

际预后指数（IPI）对患者进行危险分层，测量患者的 TLG。

探讨三者的临床特点并比较三者的预后评估价值。结果

①96 例患者中男 62 例，女 34 例，中位发病年龄 51（16~87）

岁。其中63例使用利妥昔单抗治疗，33例未使用。2年无进

展生存（PFS）率和总生存（OS）率分别为 65%和 78%。②全

组患者根据NCCN-IPI评分，低危组、低中危组、中高危组和

高危组分别占 19.4%、39.8%、34.4%和 6.4%；2年PFS率分别

为 92%、72%、64%和未达到；2 年 OS 率分别为 100%、83%、

68%和 21%。根据 IPI评分，低危组、低中危组、中高危组及

高危组分别占 37.6%、23.7%、29.0%和 9.7%；2年PFS率分别

为 85%、55%、53%和 67%；2年OS率分别为 97%、62%、70%

及 64% 。③全组患者的中位 TLG 值为 474.091（4.902~

14195.031）g。将全组患者分为高 TLG 组（TLG>500.265 g）

46例和低TLG组（TLG≤500.265 g）48例，2年PFS率分别为

56%和82%；2年OS率分别为58%和86%。④单因素分析显

示，高NCCN-IPI评分及TLG>500.265 g为PFS及OS的预后

不良因素（P值均<0.05）；在未使用利妥昔单抗的患者中,高

IPI评分为PFS和OS的预后不良因素（P<0.05），但在使用利

妥昔单抗的患者中，IPI 对 PFS 及 OS 无统计学意义（P>

0.05）。多因素分析显示，高NCCN-IPI评分是DLBCL患者

PFS和OS唯一的独立预后不良因素（P=0.004和P=0.016），

使用利妥昔单抗是患者 PFS 的保护因素（P=0.011）。结论

①在以利妥昔单抗为主要治疗手段的DLBCL中，IPI已失去

预后评估价值。②NCCN-IPI是DLBCL强有力的预后分层

工具。③TLG对DLBCL的预后评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

仍需扩大样本进行验证。

F156. 浆母细胞淋巴瘤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分析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冯娟 徐莉 白庆咸 梁蓉 舒

汨汨 杨岚 陈协群 顾宏涛 高广勋

目的 评价浆母细胞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治疗

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本院 2009年1月至 2017年9月

收治的21例PBL患者临床病理资料，总结其临床病理特点、

治疗方案及转归，并探究影响预后的因素。结果 21例患

者人免疫缺陷病毒均阴性，男 12例，女 9例，中位年龄为 52

（17~77）岁。16例原发病灶位于结外，分期Ⅲ~Ⅳ期患者占

81%。18例采用CHOP±E（环磷酰胺+表阿霉素+长春新碱+

泼尼松±依托泊苷）一线方案化疗。化疗后仅 1例获得完全

缓解，8例获得部分缓解。中位随访6.3（1~58）个月，15例患

者死亡于疾病进展（其中14例在1年内死亡），4例存活（1例

进展、3例CR），2例失访。中位生存期 6.3个月。多因素分

析显示，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能评分（ECOG）及骨髓是否

浸润具有预后意义（P<0.01）。结论 本组PBL以中老年多

发，HIV均阴性，原发结外病变常见。多数患者处于晚期、治

疗效果较差。ECOG体能评分≥2及骨髓浸润为独立的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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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因素。

F157. 一例外周T细胞淋巴瘤合并Chediak-Higashi

综合征病例报告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陶千山 张青 完颜智翔

翟志敏

目的 提高对外周 T 细胞淋巴瘤合并 Chediak-Higashi

综合征的认识。方法 对 1 例外周 T 细胞淋巴瘤合并

Chediak-Higashi 综合征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

果 患者，男，45岁，因“多部位疼痛伴反复发热 9月”入院。

入院时体温 39.2℃，WAS 疼痛评分 6 分，体型消瘦，头发蜡

黄，全身浅表多枚肿大淋巴结；脾脏肋下 3.5cm。血常规示

WBC 9.71×109/L，N 6.52×109/L，HGB 92 g/l，PLT 30×109/L。

生化示乳酸脱氢酶 428 U/L，甘油三酯 3.02 mmol/L。铁蛋白

示>40 000 ng/ml。NK 细胞活性为 3.13%。sCD2>7500 IU/

ml。 噬 血 基 因 示 LYST 基 因 Exon19 上 存 在 错 义 突 变

c.5674A>G（p.Met1892Val）（杂合）。PET-CT 示全身多发

18F-FDG代谢增高灶，累及多发（颈部双侧、锁骨区、双侧腋

窝、双肺门、纵隔内、肝胃之间、腹膜后腹主动脉旁、双侧髂血

管旁及右侧腹股沟）淋巴结、脾脏伴坏死及多发骨；双侧胸

腔、心包、盆腔积液。骨髓细胞学示粒系增生伴部分细胞胞

体变大、偶见环形核、P-H畸形；伴噬血现象；免疫分型示部

分 T 淋巴细胞前向角和侧向角偏大；染色体示 46，XY[20]；

FISH 示 BCL-6、BCL-2、TP53、C-MYC 均阴性；基因重排示

TCR和 IgH均阴性；病理示T淋巴细胞非典型增生。右侧腹

股沟淋巴结活检病理示外周T细胞淋巴瘤非特殊类型。最

终诊断为外周 T 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IV 期 B 组，aaIPI3

分 高危组，PIT3 分 高危组）；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征

（Chediak-Higashi综合征，LYST基因错义突变）。患者入院

后有反复高热和全身淋巴结进行性肿大伴疼痛，后在完成淋

巴结活检术后予地塞米松控制病情，并在确诊淋巴瘤后行E-

CHOP方案化疗，且维持地塞米松控制噬血并按期减量，过

程中患者出现室上速、消化道出血、脑出血伴昏迷、肺部感染

以及感染性休克等严重并发症，全力抢救后好转；出院前疼

痛消失，体温正常，淋巴结进行性缩小，噬血相关指标进行性

好转。后序贯 1 个疗程 E-CHOP 方案和 1 个疗程 L-GeMox

方案化疗，3 个疗程结束后复查 PET-CT 等评估为完全缓

解。结论 外周T细胞淋巴瘤合并Chediak-Higashi综合征

病情异常凶险，需及时准确诊断并有效治疗。

F158. 以全身多处肌肉肿胀为主要表现的结外NK/

T细胞淋巴瘤一例报道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陈聪 刘嘉 周军 付斌

目的 提高对结外NK/T细胞淋巴瘤的认识。方法 对

1例以全身多处肌肉肿胀为主要表现的结外NK/T细胞淋巴

瘤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患者，男，42岁，以下

肢及面部肌肉肿胀为主要表现，伴高热，激素治疗后肌肉肿

胀等不适症状可改善。辅助检测EB病毒阳性，右侧肱二头

肌及左侧腓肠肌见较多正相/纤颤电位，考虑肌源性损害。

右侧小腿肌肉活检提示呈浸润性病理改变，现大量梭形细

胞，伴肌纤维坏死，考虑肿瘤可能性大。PET-CT显示全身多

处肌肉肿胀，代谢弥漫性增高，其在口咽-下咽左侧后壁同样

发现有代谢异常增高的信号灶。进一步活检和免疫组化证

实为NK/T细胞淋巴瘤，Ki-67染色达60%。由于该疾病相对

少见且异质性高，临床表现特点及病理形态复杂多样、治疗

效果不佳、预后差。本例患者符合结外NK/T细胞淋巴瘤高

度侵袭性特点，其对治疗的反应目前仍在观察，后续如有条

件考虑尽早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结论 随着分子

生物学的长足发展，我们对结外NK/T细胞淋巴发病原因和

靶向治疗新靶点的认识势必将更加深刻，从何促进淋巴瘤治

疗取得更大进展。

F159. 淋巴瘤患者外周血循环游离TP53突变的数
字PCR监测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龙筱露 顾佳 楼瑶瑶 许谦

蔡浩东 张炜 沈克锋 肖敏 周剑峰 陈丽婷

目的 本研究利用数字微滴式 PCR（digital droplet

PCR, ddPCR）检测技术，对携带TP53基因热点突变的淋巴

瘤患者的外周血循环肿瘤 DNA（Circulating tumor DNA，

ctDNA）进行动态监测，寻找TP53不同突变位点以及治疗方

案等因素与疾病预后的关系。方法 对超过 200例淋巴瘤

患者组织切片进行了淋巴瘤相关基因的二代测序，找到了

32例携带TP53热点突变的淋巴瘤患者，并对他们的 134份

外周血 ctDNA进行动态追踪。血浆平均体积为4.8 ml（3.5~

7.0 ml）。针对TP53基因的 30个突变位点设计了特异性的

MGB水解探针，并用组织活检标本和健康人外周血 ctDNA

分别作为阳性对照和阴性对照进行验证。监测时，高于假阳

性率95%置信区间以上的标本定义为阳性。数字PCR监测

平台为droplet-digital PCR system QX200（Bio-Rad Laborato-

ries）。结果 针对 32例淋巴瘤患者的 30个TP53突变位点

设计了探针，随后连续追踪了134份外周血 ctDNA。我们的

研究发现，Ann Arbor分期越早的患者，ctDNA被清除的可能

性越大（Ⅰ/Ⅱ期：83.33% ，Ⅲ/Ⅳ期：28%）。文献表明，ctD-

NA的清除意味着MRD转为阴性。以外，8个同时具有TP53

突变和TP53缺失的患者，其中7人TP53突变的 ctDNA都未

能转阴，只有1人转阴，转阴率为12.5%；而携带TP53突变但

不伴有缺失的患者，24人中有11人转阴，转阴率为45.83%。

提示TP53突变伴缺失的患者更难达到缓解。在难治复发的

30名淋巴瘤患者中，我们比较了化疗和CAR-T细胞免疫治

疗对 ctDNA清除的效力。我们发现21个患者中，利用CAR-

T细胞免疫治疗，有 11人成功清除 ctDNA，占比 52.38%；而

单纯化疗的 9名患者，只有 2人转阴，占比 22.22%。提示免

疫治疗比化疗使TP53突变的ctDNA清除的可能性更大。结

论 利用数字PCR监测外周血游离肿瘤DNA（ctDNA）是一

种监测 MRD 的有效手段。ctDNA 可以多次、及时、快速监

测，并具有很高的敏感性。我们的研究发现，携带TP53突变

的淋巴瘤患者分期越早，ctDNA越容易被清除。另外，CAR-

T细胞免疫治疗比单纯化疗持续清除ctDNA的效果更好。

F160. Multiple abnormal immunologic markers

was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patients
1. Rui 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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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Genomics,

Shanghai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Shanghai Rui Jin HospitalY-

iwen Cao1,2, Li Wang1,2, Weili Zhao1,2

Autoimmune diseases （ADs） increase risk of non-

Hodgkin’s lymphoma. Howeve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bnormal immunologic markers and clinical outcome has

rarely been investigated.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analyz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immunologic markers in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ith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DLBCL）.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502 DLBCL patients

treated in our institution from January 2013 to March 2018.

Survival functions were estimated using the Kaplan- Meier

method and Cox regression model. Among them, 76 patients

presented with multiple（≥3）abnormal immunologic markers.

The 3-year PFS and OS of the patients were 70.2% and 80.9%,

with CR rate as 78.1% . Patients with multiple abnormal

immunologic markers had markedly shorter 3- year PFS

（52.7% vs 77.3%, P<0.001,）and 3-year OS（68.5% vs 85.8%,

P=0.01） than those without multiple abnormal immunologic

markers. Furthermore, mult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multiple abnormal immunologic markers and elevated serum

lactate dehydrogenase （LDH） were independent adverse

prognostic factors for both PFS（P=0.008, P<0.001）and OS

（P=0.003, P<0.001）. Meanwhile, advanced stage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decreased PFS（P=0.001）,

and age>60 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tors for OS（P=0.014）.

In conclusion, the immunologic statu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DLBCL, and targeting the abnormal

immunologic function might provide a new insight to improve

the patients’outcome.

F161. 西达本胺治疗难治复发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
一例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凌宇 孙志强

患者，女，64岁，2011年12月以耳后淋巴结肿大起病，病

理诊断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 non- GCB），Ⅳ期。

2012-6-20开始行6程含利妥昔单抗方案化疗，疗效评价完全

缓解（CR）。2013-1-3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术后定期

复查，2016-7-12 出现鼻腔出血，血小板降低，白细胞升高，

2016-8-17骨髓涂片见异常淋巴细胞占 44.4%。外周血流式

检查可见约64.3%的淋巴瘤细胞；IgH基因重排（+）。诊断淋

巴瘤细胞白血病，2016-8-23行R-DICE方案化疗，疗效评价

CR。2016-10-3发现鼻咽部肿物，病理符合DLBCL。外周血

及骨髓未见淋巴瘤细胞。行多次化疗，化疗后可达CR，多次

复发。2017-5-23 行 CAR-T 细胞免疫治疗，疗效评价 CR。

2017-09-11鼻咽部再次复发，口服来那度胺治疗，间断予地

塞米松及利妥昔单抗治疗。9-21开始予西达本胺治疗，治疗

后症状逐渐减轻。10-18开始来那度胺+西达本胺治疗，10-

31予伊鲁替尼治疗，监测血常规提示血象降低，停用来那度

胺及西达本胺。11-09出现鼻咽部肿物增大，考虑疾病进展，

改为来那度胺+西达本胺治疗，治疗后出现Ⅳ°骨髓抑制，

2017-12-31 停用来那度胺，改为西达本胺+维奈托克治疗。

2018-2-3颅脑+鼻咽部MRI提示原左侧鼻腔、鼻窦肿块已基

本消失。2018-2-8停用维奈托克，继续口服西达本胺治疗，

2018-4-9鼻咽部MRI提示淋巴瘤复发，4-11加用维奈托克治

疗，患者逐渐出现全身多部位受累，于2018-6-21去世。

F162. 老年淋巴瘤患者应用PEG-rhG-CSF进行初
级预防的疗效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施晴 王黎

目的 评价聚乙二醇化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PEG-rhG-CSF）应用于预防老年淋巴瘤患者化疗后引起中

性粒细胞缺乏（粒缺）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

析 108例老年（≥ 60岁）淋巴瘤化疗患者的病例资料。其中

接受PEG-rhG-CSF作为初级预防的有 46例患者为试验组；

62例未预防性使用PEG-rhG-CSF的患者为对照组，比较两

组患者出现 3~4级粒缺的情况及药物所致不良反应。结果

试验组和对照组中分别有65.2%和87.1%患者在全部化疗周

期中出现过 3~4级粒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亚

组分析显示，60~69岁患者中，试验组3~4级粒缺的发生率显

著低于对照组（66.7%对 87.2%，P=0.027）；70岁及以上患者

中，试验组 3~4级粒缺的发生率有降低趋势，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61.5%对86.7%，P=0.126）。在接受PEG-rhG-CSF预

防性应用的46例患者中，有10例（21.7%）出现药物相关性不

良反应，主要表现为轻微骨痛。结论 对于接受21d CHOP±

R化疗方案的老年淋巴瘤患者，每疗程一剂 6 mg PEG-rhG-

CSF能有效减少 3~4级粒缺的发生，疗效显著，且不良反应

发生率低，程度轻。

F163. CD20阳性经典霍奇金淋巴瘤的临床特点及
预后分析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 王书楠 白鸥

目的 分析 CD20 阳性经典霍奇金淋巴瘤（CHL）的临

床特点和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年 5月至 2017年 9

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肿瘤中心血液科收治的有CD20免疫

组化检测结果的CHL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Reed-Sternberg

（R-S）细胞CD20是否表达与CHL病理亚型、临床特点和预

后关系。采用 Fisher 检验方法进行组间比较,Kaplan-Meier

法进行生存分析。结果 ①共纳入79例患者,其中CD20阳

性 23例（29.11%）。CD20阳性患者中EB病毒感染相关、混

合细胞型、结节硬化型、淋巴细胞丰富型、淋巴细胞消减型

CHL患者的比例与CD20阴性患者无差异。②中位随访 42

个月，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R-IPI评分、CD20

阳性、红细胞沉降率大于正常、血清白蛋白小于正常为CHL

的预后危险因素；年龄≥60岁、IPI评分、aaIPI评分、R-IPI评

分、NCCN-IPI评分为CD20阳性CHL的预后危险因素，病理

分型、EB病毒感染、红细胞沉降率、β2微球蛋白、血浆白蛋白

与CD20阳性CHL的预后无关；以上所有因素与CD20阴性

CHL 预后无关。结论 CHL 中R-S 细胞 CD20 的表达与预

后不良相关；IPI、aaIPI、R-IPI、NCCN-IPI 评分系统对 CD20

阳性 CHL 有很好的预后评估作用；目前 CD20 阴性 CHL 预

后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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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64. 原发胃肠道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MYD88

L265P突变研究及预后分析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张翠玲

目的 分析 MYD88 L265P 在原发性胃肠道 DLBCL

（PGI-DLBCL）中的突变及其与预后之间的关系。方法 对

2010年1月至2017年6月收治的50例PGI-DLBCL患者的临

床病理资料 、治疗方法和预后进行回顾性分析；通过PCR技

术检测 PGI-DLBCL 石蜡标本的 MYD88 L265P 突变。结

果 50例PGI-DLBCL患者中，男 26例 ，女 24例，中位发病

年龄 56岁（20~78岁），患者临床表 现主要为腹痛 、腹胀等；

原发于胃 23例（46%），小肠 11例（22%），结肠 8例（16%），

回盲部 5例（10%），混合部位例 3（6%）。8例（16%）肿瘤细

胞来源于生发中心（GCB），42例（84%）来源于非生发中心

（non-GCB）。 MYD88 L265P的突变率为8%，阳性检出标本

均来源于原发胃 DLBCL，且细胞来源均为 non-GCB。结

论 相比于其他原发结外 DLBCL，PGI-DLBCL 的 MYD88

L265P检出率相对较低，提示其发病机制的不同。

F165. EBV相关的环状RNA在弥漫大B细胞淋巴
瘤中的研究
1.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2.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 赵晨星 1,2 赵维莅 2 胡建达 1

目的 研究Epstein-Barr病毒（EBV）相关环状RNA（cir-

cRNA）在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中的作用。方法

利用 circRNA二代测序技术，在14例DLBCL患者组织中（9

例组织EBV拷贝数阳性 ,5例组织EBV拷贝数阴性）筛选出

组织 EBV 拷贝数阳性组中上调表达的 circRNA（hsa_circ_

0001897）。采用 qRT-PCR技术在 35例DLBCL患者组织中

（23例组织EBV拷贝数阳性，12例组织EBV拷贝数阴性）验

证其表达水平,并根据患者临床信息分析其表达水平与临床

病理特征（IPI评分、Ki-67水平等）的相关性,最后用ROC曲

线明确表达水平对组织EBV拷贝数阳性的DLBCL的诊断

价值。结果 ①在 35 例 DLBCL 患者标本中分析 hsa_circ_

0001897的表达水平,证实其在组织EBV拷贝数阳性组织中

显著上调（P=0.004）。②以 hsa_circ_0001897表达水平在组

织EBV拷贝数阳性组和组织EBV拷贝数阴性组相对表达量

相差10倍为界，将23例组织EBV拷贝数阳性的淋巴瘤组织

分为两组，其中相对高表达组14例，相对低表达组9例，分析

其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发现 hsa_circ_0001897

的表达水平和年龄（P=0.047）、Ki-67（P=0.035）、IPI评分（P=

0.049）显著相关；③ROC 曲线进一步明确 hsa_circ_0001897

对 EBV 感染 DLBCL 的诊断价值,其曲线下面积（AUC）为

0.829，P=0.002，特异性和敏感度分别是 0.916，0.700。结

论 hsa_circ_0001897与EBV感染DLBCL相关,其表达水平

与患者的年龄、Ki-67、IPI评分有关,表明其可能在EBV参与

DLBCL的发生和发展中起一定作用。在临床上可作为诊断

EBV感染 DLBCL的一种潜在生物学标记物。

F166. Chidamide plus R- CHOP21 in elderly pa-

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results of a phase II study

Shanghai RuiJi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Muchen Zhang, Ying Fang,

Pengpeng Xu, Li Wang, Shu Cheng, Weili Zhao

Background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DLBCL）

represents the most common subtype of non-Hodgkin’s lym-

phoma and is heterogeneous in clinical, immunophenotypic

and genetic features. More than 50% of patients with DLBCL

are older than 60 years at diagnosis. Among them, up to 40%

of patients relapse or develop refractory disease upon R-CHOP

treatment. Dose-dense R-CHOP14 failed to show superior effi-

cacy or survival compared with standard R-CHOP21 in elderly

patients and intensive chemotherapy followed by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was difficult due to toxicity. There-

fore, development of new first-line therapy remains great inter-

ests to improve disease outcom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DLB-

CL. Perturbation of the epigenom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lym-

phoma progression. Several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s

（HDACI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in relapsed or refractory

DLBCL as mono- or combination treatment, showing promis-

ing activities to suppress lymphoma growth and overcome re-

sistance to immune-chemotherapies. This prospective phase II

study was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hidamide in

combination with R-CHOP21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newly di-

agnosed DLBCL（NCT02753647）. Methods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DLBCL, aged 61 to 75 years, Eastern Cooper-

ative Oncology Group performance status of 0 to 2, IPI>1

were enrolled. The dose and administration schedule were as

follows: rituximab 375 mg/m2 on day 0, cyclophosphamide

750mg/m2 on day 1, doxorubicin 50mg/m2 on day 1, vincris-

tine 1.4 mg/m2 on day 1, prednisone 60 mg/m2 from day 1 to

day 5, chidamide 20mg/d on days 1, 4, 8 and 11, every 21 days

for 6 cycles. The primary endpoint was complete response

（CR）rate assessed by PET- CT, and secondary endpoints in-

cluded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 overall survival（OS）,

overall response rate（ORR）and main adverse events（AEs）.

Results From March 2016 to April 2018, 49 patients were

enrolled; 41 patients completed all treatment and 8 patients

were still in the treatment cycles. Median age was 67 years

（range, 61- 75）and 28 patients（57.1%）were male. Thirty-

eight patients（77.6%）presented advanced Ann Arbor stage,

and 41 patients（83.7%）showed elevated serum LDH level.

Thirty- one patients（63.3%）had multiple extra- nodal sites,

mainly involving bone, gastrointestinal, liver, and bone mar-

row. Forty-one patients（83.7%）had IPI scores ≥3 at diagno-

sis.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12（24.5%）patients were cate-

gorized as germinal center B- cell（GCB） subtype based on

Hans algorithm, and 12（25.5%）patients were defined as BCL-

2 and MYC double expression. Among 41 patients available

for evaluation, the CR rate was 85.4%（35/41）, and the ORR

was 90.3%（37/41）. After a median follow- up of 18 months

（range, 3-30）, the 1-year PFS was 92.1% and 1-year OS was

94.7% . There were 2 deaths due to disease progress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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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1 had triple-hit lymphoma. Regarding toxicity, grade 3-
4 neutropenia was observed in 167 cycles（60.5%）, grade 3-4

thrombocytopenia in 27 cycles（9.8%）, and grade 3 anemia in

11 cycles（4.0%）. However, febrile neutropenia was reported

in significantly fewer cycles（6.1%）and was a maximum of

grade 3. Grade 3 liver dysfunction was observed in 7 cycles

（2.5%）. No grade 4 non-hematological events were reported.

Of note, 2 patients positive for EBER- ISH at diagnosis re-

mained in EBV-DNA negative during treatment and follow-up.

Conclusion Chidamide with R-CHOP21 is effective and safe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DLBCL.

F167. 157例原发胃肠道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长期
随访结果和预后分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沈叶 岑溪南 刘微 董玉君 任汉云

目的 探讨影响原发胃肠道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PGI-

DLBCL）患者预后生存的相关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

1994年 8月至 2018年 5月收治的 157例PGI-DLBCL患者的

临床特征、治疗方案与其预后生存的相关性。结果 157例

患者中男 98例，女 59例，男女比例 1.66∶1，中位年龄 61（18~
87）岁，常见发病部位为胃（46.5%，73/157）、小肠（14.0%，22/

157）、回盲部（14.6%，23/157）、结肠（10.2%，16/157）、直肠

（1.3%，2/157）和多部位受累（13.4%，21/157）。其中骨髓侵

犯占2.3%（3/129），胃幽门螺杆菌感染49.2%（32/65），消化道

穿孔 7.0%（11/157），肠梗阻 27.4%（43/157）。非生发中心型

与生发中心型比例为 2.4∶1（84∶35）。免疫组化染色示 Ki-

67≥90%病例 67.6%（69/102），Bcl-2阳性率 75.9%（88/116）。

在 157例患者中可随访 149例（其中死亡 60例，胃 27/84，肠

道 33/65）。1、3、5年 PFS及OS各为 66.4%、57.5%、50.8%和

74.8%、66.7%、61.1%。局限组及弥漫扩散组患者5年PFS各

为 69.5%、42.5%（P=0.005），5 年 OS 各为 77.2%、53.1%（P=

0.002）。胃组与肠道组患者 5年PFS各为 67.2%、26.7%（P=

0.000），5 年 OS 各 68.1%、51.5%（P=0.007）。化疗组与化疗

联合手术组 5 年 PFS 各为 59.9%、48.3%（P=0.123），5 年 OS

分别为63.1%、63.7%（P=0.925）。单因素分析显示影响患者

总生存的因素包括病变部位（肠道）（P=0.007）、IPI≥3 评分

（P=0.000）、B 组症状（P=0.017）、大包块≥10 cm（P=0.036）。

多因素生存分析示影响患者总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为 IPI（≥
3）评分（RR=3.754，95CI 1.944~7.251，P=0.000）和病变部位

（肠道）（RR=1.788，95CI 1.061~3.013，P=0.029）。结论 IPI

评分和病变部位是影响PGI-DLBCL患者总生存的独立危险

因素。手术不能改善患者生存情况。

F168. 微小RNA-155在潜伏膜蛋白-1阳性的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预后中的作用
1.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2. 东南大学 吴雪 1 王飞 1 李

原 2 王西勇 2 刘平 2 张海军 1 葛峥 1 张孝平 1 高冲 1

吴雪 1

目的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一直是所有类型

淋巴瘤中死亡率较高的一种类型，部分感染了 EB 病毒的

DLBCL表达LMP-1。微小RNA-155（miR-155）对于LMP-1

（+）的DLBCL预后的影响目前尚未被探究。本研究旨在评

估miR-155对LMP-1（+）DLBCL患者预后的影响，并与已有

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构建LMP-1（+）DLBCL的预后评估体

系。方法 收集本中心2010年5月至2011年12月期间初诊

DLBCL患者淋巴结石蜡包埋标本。利用miRNA基因芯片、

免疫组织化学分析和实时定量PCR检测相关分子与蛋白的

表达。使用对数秩统计检验，Cox风险模型和Kaplan-Meier

曲线评估生物标志物及患者临床特征与预后之间的关联。

使用SPSS软件 19.0版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LMP-

1（+）DLBCL预后较LMP-1（-）DLBCL差（PFS：LMP-1：HR=

0.165；95% CI 0.063~0.435；P<0.001。 OS：LMP- 1：HR=

0.208；95%CI 0.064~0.673；P=0.009）。在LMP-1（+）DLBCL

中，miR-155高表达DLBCL预后较miR-155低表达DLBCL

差（PFS：miR-155：HR=0.415；95%CI 0.193~0.891；P=0.024。

OS：miR- 155：HR=0.311；95% CI 0.113~0.856，P=0.024）。

讨论 LMP-1是影响DLBCL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在LMP-

1（+）DLBCL中，miR-155是影响PFS的独立因素，也是影响

OS 的独立因素。miR-155 表达越高，DLBCL 预后越差。

结论 LMP-1及miR-155对DLBCL预后预测的具有一定意

义，miR-155可作为判断LMP-1（+）DLBCL预后指标之一，

其预测结果可靠，可行进一步研究为将来的临床应用做理论

基础。

F169. HBsAg（-）HBcAb（+）B细胞淋巴瘤患者免疫
化疗后乙肝病毒再激活的临床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林珺芳 曾志勇 杨阿碰

陈君敏

目的 探讨 HBsAg（-）HBcAb（+）B细胞淋巴瘤患者免

疫化疗后引起HBV再激活的治疗与监控。方法 回顾性分

析2例HBsAg（-）HBcAb（+）B细胞淋巴瘤患者化疗后HBV

再激活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以及预后。结果 例

1，女，1922年出生，2000年在我院诊断“小B细胞淋巴瘤”，

予利妥昔单抗+miniCOP化疗3次。2012年转化成弥漫大B

细胞淋巴瘤，予利妥昔单抗+miniCOP 化疗 4 次。化疗前

HBsAg（-），HBsAb（+），HBeAg（-），HBcAb（+）。拟行第 5

次 化 疗 时 肝 功 能 明 显 异 常 ：TBIL 343.2 umol/L，DBIL

265.6 umol/L，ALT 2878 U/L，AST 3006 U/L，γ-GT 179 U/L，

乙肝两对半：HBsAg（+），HBsAb（-），HBeAg（-），HBeAb

（+），HBcAb（+）；HBV-DNA：1.19E+06 IU/ml，提示HBV再

激活，予“恩替卡韦（博路定）”0.5mg qd 抗病毒并保肝、降

酶、退黄治疗，8天后HBV-DNA降至 1.66E+03，1年后HBV-

DNA<5.00E+02，因肿物增大、增多，在抗病毒的基础上，间

断予以R+CDOP化疗3次，均未出现HBV-DNA滴度及肝酶

升高。例2，女，1956年出生，口咽MALT淋巴瘤，2015.03.25

起利妥昔单抗+CDOP化疗 6次。化疗前HbsAg（-），HbsAb

（+），HbeAg（-），HbeAb（+），HbcAb（+）。化疗结束后3个月

随访期间肝功能轻度异常（2015.11.28）：ALT 46 U/L，AST

49 U/L，GGT 29 U/L，LDH 521 U/L；乙肝两对半：HbsAg（+），

HbsAb（-），HbeAg（-），HbeAb（+），HbcAb（+）；HBV-DNA：

4.53E+07 IU/ml，提示乙肝再激活，予“恩替卡韦（润众）0.5

mg qd”抗病毒治疗，3 个月后复查 HBV-DNA 1.22E+02 IU/

ml。结论 对于HBsAg（-）HBcAb（+）B细胞淋巴瘤患者进

行R+CHOP化疗期间应严密监测HBV-DNA和HBsAg，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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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DNA滴度升高或HBsAg转阳立即予以抗病毒治疗，可

以取得较好疗效。是否预防性抗病毒治疗尚有争议，但是对

于不能配合病毒监测的患者，可以预防抗病毒治疗。

F170. 231例胃肠道淋巴瘤患者长期随访结果和预
后分析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沈叶 岑溪南 刘微 董玉君 任汉云

目的 探讨胃肠道淋巴瘤的临床特征及预后生存因

素。方法 对 1994年 8月至 2018年 5月收治的 231例胃肠

道淋巴瘤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男∶女=1.66∶1

（144∶87）；中位发病年龄 60（18~87）岁；发病部位：胃 106例

（45.9%），小肠 41例（17.7%），回盲部 29例（12.6%），结肠 22

例（9.5%），直肠 6例（2.6%），多部位 27例（11.7%）。病理类

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157例（68.0%）、黏膜相关组织淋巴

瘤35例（15.2%）、套细胞淋巴瘤8例（3.5%）、肠病相关T细胞

淋巴瘤5例（2.2%）、外周T细胞淋巴瘤6例（2.6%），结外鼻型

NK/T细胞淋巴瘤5例（2.2%）、滤泡细胞淋巴瘤5例（2.2%）、

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 3例（1.3%），小B淋巴细胞淋巴瘤 5例

（2.2%）。病理细胞表型：B细胞淋巴瘤212例，T细胞淋巴瘤

18例。7.7%（14/182）骨髓侵犯，56.3%（58/103）幽门螺杆菌

感染。231例患者中可随访217例（其中死亡90例，存活127

例），3年无进展生存率及总生存率分别为58.1%、65.9%，5年

分别为 50.8%、60.8%。胃组与肠道组 5 年总生存率分别为

69.9%、49.1%（P=0.000），化疗+手术组与单纯化疗组的 5年

OS分别为 59.7%、60.7%（P=0.765）。单因素分析显示，病理

细胞类型、病理类型、大包块（≥10 cm）、病变部位、IPI评分、

严重消化道并发症等因素在不同亚组OS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多因素分析显示影响OS的独立危险因素为 IPI评分、病

理细胞类型和病变部位。结论 IPI评分、病理细胞类型和

病变部位是影响总生存的独立危险因素。手术治疗不能提

高胃肠道淋巴瘤的总体生存率。

F171. 来那度胺联合第三代CD19-CAR T细胞杀伤
DLBCL的临床前研究
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2. University of Cali-

fornia 金震 1 项如芳 1 Molly Allen2 李啸扬 1 刘钊 1

卿凯 1 张赟翔 1 祝洪明 1 任雨虹 1 毛原飞 1 刘晗 1 王

英晓 2 李军民 1

CD19-CAR T 细胞在治疗 B 细胞血液恶性肿瘤的临床

试验中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缓解率，为治疗复发难治的这部分

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策略。总结现有的临床数据，B-NHL

的完全缓解率大约为 34%，显著低于B-ALL的患者。相比

于B-ALL，B-NHL具有天然的生理屏障以及复杂的免疫微

环境，CD19-CAR T细胞在肿瘤周围的浸入不足，严重地影

响了B-NHL对CD19-CAR T细胞的有效应答。鉴于来那度

胺（LEN）能够对T细胞及免疫微环境中的调节作用，我们希

望利用LEN联合三代的CD19-CAR T细胞改善其对B-NHL

的杀伤效能。因此我们初步探索了这一联合机制，并发现虽

然相比于ABC-DLBCL，GCB-DLBCL细胞株对生理剂量的

LEN 并不敏感，但是 LEN 均能够显著增强这两个亚型的

DLBCL对CD19-CAR T细胞的应答。在体外研究中，我们

发现LEN能够显著增强CD19-CAR T细胞分泌 IFN-γ、IL-2、

TNF-α，并减低 IL-6 和 IL-10 的分泌。同时 LEN 能够增加

CD19-CAR T细胞中CD8 Tcm以及CD4 Th1亚群的分布，并

能够通过抑制巨噬细胞分泌VEGF，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的生

成，增加CD19-CAR T细胞向淋巴结内的迁移。在动物实验

当中，我们发现LEN联合CD19-CAR T细胞能够显著延长小

鼠的生存时间，减低肿瘤负荷，同时能够增加CD19-CAR T

细胞的扩增，并降低PD-1的表达。

F172. 母细胞型套细胞淋巴瘤三例并文献复习
遂宁市中心医院 王欣 尹薇 梁艳丽

目的 报道 3 例母细胞型套细胞淋巴瘤，结合文献复

习，使患者得到恰当治疗。方法 分析3例母细胞型套细胞

淋巴瘤包括2例淋巴结，1例肠道的临床病理特征及治疗，并

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患者 1，诊断为套细胞淋巴瘤Ⅲ期A

组 MIPI 4分，行3个R-CHOP，3个R-DHAP方案化疗后评估

完全缓解。1年后复发先后给予 R+GemOx、HyperCVAD及

FC方案化疗后包块缩小，但是很快长大。后加用伊布替尼

420mg qd，1月后淋巴结及左侧腹股沟包块全部消退。但 4

月后颈部淋巴结再次肿大，病情再次进展，2 个月后死亡。

患者2，诊断为套细胞淋巴瘤，母细胞型Ⅳ期B组，MIPI 积分

4分，给予4个疗程R-CHOP，4个疗程R+DHAP，化疗结束评

估为CR，病情平稳。患者3，诊断为套细胞淋巴瘤 母细胞样

变型Ⅳ期B组，MIPI积分5分，给予7个疗程R-CHOP和1疗

程CHOP方案化疗，复查肠镜及骨髓等评估为CR。2+年后

患者出现颈部双侧淋巴结肿大，加用伊布替尼 420mg qd，1

月后复查颈部淋巴结彩超消退，直至目前一直处于CR。结

论 BV-MCL患者治疗效果不佳，易复发，目前无最佳治疗

方案，化疗后获得CR后有条件尽早行造血干细胞移植，从而

能够延长患者总生存期，若复发可选择伊布替尼和或BCL-2

抑制剂方案。

F173. 传统免疫化疗时代：118例TP53基因异常慢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生存分析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晓彤 朱华渊 王莉 夏

奕 梁金花 吴佳竹 吴微 曹蕾 范磊 徐卫 李建勇

目的 分析传统免疫化疗（CIT）时代，TP53 基因异常

（TP53缺失和/或突变）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一线

CIT及生存情况。方法 收集了 2003年 1月至 2017年 8月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血液科诊断的118例TP53异常CLL患者

基线资料[性别、年龄、分期、B症状、β2-微球蛋白（β2-MG）、免

疫球蛋白重链可变区（IGHV）突变状态、染色体核型、一线

CIT]，进行生存分析。具体分析 101接受一线CIT患者的疗

效。结果 本中心收集的118例CLL患者均通过电话、门诊

及住院等方式随访至 2018年 3月 10日，中位无进展生存时

间（PFS）为 11.5（1~56）个月，中位总生存时间（OS）为 41.5

（5~159）个月，5年及以上OS占 30.5%。分析患者基线资料

对患者生存影响，β2-MG<3.5 mg/L 较β2-MG>3.5 mg/L 具有

较长的 PFS（13.5月对 9月，P=0.02），年龄<65岁较年龄≥65

岁患者具有更长OS（49月对 25月，P=0.013）118例患者中，

有 17 例自诊断至死亡/随访终点未接受任何抗肿瘤治疗

（14.4%），101例接受了一线及以上的CIT（85.6%），中位至首

次治疗时间（TTFT）仅为1（0~62）个月，Binet A期较Binet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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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期患者具有更长TTFT（P<0.001）。进一步分析101例患者

初治方案，按治疗方案分为四组，分别是温和治疗组（主要为

单用留可然或单用利妥昔单抗治疗）30例（29.7%），含氟达

拉滨化疗组 32 例（31.68%），含大剂量激素化疗组 23 例

（22.77%），其他化疗组（苯达莫司汀、CHOP 方案等）16 例

（15.84%）。含大剂量激素化疗方案可获得较长 PFS（P<

0.001），四组间OS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TP53基因异常的

CLL患者对免疫化疗反应差，临床进展迅速，一线使用含大

剂量激素方案化疗可以延长PFS，为患者后续加入复发难治

新药临床试验创造机会。

F174. 治疗前肝损伤在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中
的预后价值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施晴 沈容 王朝夫 樊

星 钱樱 欧阳斌燊 赵艳 程澍 王黎 赵维莅

目的 探究治疗前的肝损伤对于初发弥漫大B细胞淋

巴瘤（DLBCL）患者的预后价值及其可能原因。方法 回顾

性分析 1445 例初发 DLBCL 患者的病例资料。其中我院

2001年9月至2017年2月间729例患者作为测试组，多中心

回顾性研究中 716例患者作为验证组。肝损伤定义为血清

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γ-谷氨酰转肽酶

和碱性磷酸酶4项中任一项异常。在2组中分别运用倾向得

分匹配的方法，比较治疗前肝功能正常与异常患者的临床特

征及预后差异。结果 治疗前有肝损伤的DLBCL患者较肝

功能正常患者 Ann Arbor 分期晚，LDH 高，体能状况差，IPI

评分高，B症状出现多，而这些改变与肝炎病毒感染无关（P>

0.05）。在测试组中，经过匹配，肝功能异常患者总生存

（Overall survival，OS）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0.05）。在

验证组中，经过匹配，肝功能异常患者总生存（Overall surviv-

al，OS）时间也较对照组明显缩短（P<0.05）。结论 治疗前

的肝损伤是DLBCL患者的一个不良预后因素。

F175. 血清 lncRNAs在T细胞淋巴瘤治疗疗效及复
发监测中的意义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赵萍 房莹 闫子勋 王朝

夫 赵维莅 王黎

目的 通过检测T细胞淋巴瘤患者不同疾病阶段血清

lncRNAs 的表达水平，确定显著差异表达的 lncRNAs，并评

价该 lncRNA与T细胞淋巴瘤治疗疗效及复发的关系，以期

为 T 细胞淋巴瘤疗效评估及复发监测提供新思路。方法

①应用 lncRNA和mRNA芯片检测 10例T细胞淋巴瘤及 10

例反应性增生组织，筛选出差异表达的 lncRNA 和 mRNA。

②运用qRT-PCR技术在43例T细胞淋巴瘤患者血清中验证

候选 lncRNAs在肿瘤初发、完全缓解及复发时的表达水平。

③通过细胞功能实验在体外验证相关 lncRNA对T细胞淋巴

瘤的作用。结果 ①在 11 条候选 lncRNAs 中，有 3 条 ln-

cRNA（CRAT、TCAM1、C16orf3-AS1）在患者初发、完全缓解

及复发时血清中存在显著差异表达。其中CRAT和TCAM1

在T细胞淋巴瘤患者治疗后获得缓解时血清中的表达相较

于初发及复发时明显下调。而C16orf3-AS1在T细胞淋巴瘤

患者治疗获得缓解后血清中的表达相较于初发时明显上调，

复发时又恢复至较低水平。②细胞功能实验证实CRAT过

表达可增强T淋巴瘤细胞侵袭能力，引发T细胞受体信号通

路的异常激活，敲低可使 T 淋巴瘤细胞侵袭能力减弱。结

论 血清 lncRNAs（CRAT、TCAM1、C16orf3-AS1）与T细胞

淋巴瘤治疗疗效和疾病进展状态密切相关。lncRNA CRAT

通过激活T细胞受体信号通路促进T淋巴瘤细胞的侵袭，可

作为T细胞淋巴瘤疗效评估和复发监测的临床潜在指标。

F176. Simultaneous Hodgkin Lymphoma and

BRAFV600E- positive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

ma：A case report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Shu Liu, Huachao Zhu

Objective Papillary thyroid carcinoma is the most com-

mon endocrine malignancy. The synchronous PTC and Hodg-

kin lymphoma is very rare. Herein, we present a case of a si-

multaneous BRAFV600E- positive PTC and HL in a teenager.

Methods A 17- year- old teenager who complained about a

painless lump in her left neck for one week was admitted to

our clinic. A highly suspicious thyroid nodule and multiple en-

larged lymph nodes in the neck were found by Ultrasonogra-

phy examination. PTC was diagnosed by fine needle aspiration

cytology. Results A total thyroidectomy was performed. The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thyroid gland indicated PTC with

a size of 2×1×1cm and extracapsular invasion in the left lobe

and goiter in the right lobe. Surprisingly, the bilateral neck

lymph nodes were engaged by classical Hodgkin lymphoma

（mixed cellularity type） by histological and immunohisto-

chemical analysis. BRAFV600E mutation and TERT promoter mu-

tation were also postoperatively analyzed. The PTC was only

BRAFV600E mutated. This patient was subsequently diagnosed

with StageⅡA HL（mixed cellularity type）and was further al-

located to intermediate stage due to the elevated ESR（57mm/

h）. PTC was postoperatively considered as T1bN0M0 and Le-

vothyroxine（125mg/d）was administered for thyrotropin sup-

pression therapy. After multidisciplinary discussion, the patient

received 4 cycles of ABVD followed by 30Gy involved-site ra-

diotherapy according to 2018 ESMO Clinical Practice Guide-

lines and RAI therapy. Discussion Differentiated thyroid carci-

noma（particularly PTC）involves cervical lymph node metasta-

ses in 20% － 50% of patients. Supradiaphragmatic painless

lymphadenopathy is also a common mode of presentation of

HL. Accordingly, US- guided FNA of sonographically suspi-

cious lymph nodes should be preoperatively performed to con-

firm malignancy metastasizing from PTC or other lesions. Sim-

ilarly, in HL patients with thyroid nodule, US-guided FNA of

thyroid nodule should be performed to exclude thyroid malig-

nancy. Multiple primary cancers are defined as the occurrence

of two or more primary cancers in the same patient, either si-

multaneously or sequentially. The synchronous occurrence of

PTC and HL is extremely rare. Up to date, only 1 English liter-

ature had reported a teenager with simultaneous PTC and HL

by Pianovski in 2003. It is little different from our case, 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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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ed as a rapidly enlarging supraclavicular nodule 30

days after a total thyroidectomy and was diagnosed sequential-

ly by excisional biopsy. In our case, the occurrence of PTC an

HL was presented as a suspicious thyroid nodule and enlarged

cervical lymphadenopathy. BRAFV600E mutation and TERT pro-

moter mutatio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yroid cancer. The malignant cells in HL have its unique mi-

cro-environment and are characterized by a highly altered ge-

nomic landscape. However，it is yet unknown the potential mo-

lecular link between thyroid cancer and HL. Further studies are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synchronous

occurrence of 2 malignancies. Conclusion Simultaneous HL

and BRAFV600E-positive PTC is extremely rare, which may pose

significant diagnostic and treatment challenges. To date, al-

though there is no standardized approach, we suggest“lympho-

ma first approach”and total thyroidectomy and RAI therapy

for thyroid cancer are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long-term sur-

vival of the synchronized condition. Further studies are still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synchronous

occurrence of 2 malignancies.

F177. 成人儿童型滤泡淋巴瘤五例临床观察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杜心怡 皇荣 吴微 刘海玲

王莉 朱华渊 徐卫 李建勇 范磊

目的 探讨儿童型滤泡淋巴瘤（PTFL）成人病例的临床

特征、治疗及预后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江苏省人民医

院就诊的5例成人PTFL的病理特点、诊治经过及随访结果，

并结合既往国内外对 PTFL的文献报道，对 PTFL进行全面

描述。结果 该5例患者的发病年龄均超过14周岁，起病时

表现为局部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无发热、盗汗、消瘦等全身症

状。组织病理表现为典型的大滤泡结构，不表达Bcl-2，增殖

指数高，分子生物学提示存在 IGH基因克隆性重排，荧光原

位杂交技术则未见Bcl-2相关基因异常。所有患者的临床分

期均处于Ⅰ~Ⅱ期，他们仅通过局部切除即获得完全缓解，未

追加全身系统性免疫化疗和局部放疗，观察随访至今均仍处

于持续缓解状态，未发现疾病进展，疾病特征和临床转归和

典型FL具有较大差异。结论 成人PTFL与发生在儿童的

PTFL临床表型和肿瘤生物学特点相似，而与经典FL差异较

大，大部分患者为局限性病变，预后良好，一般仅采用局部治

疗即可获得长期生存。

F178. 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患者甲氨蝶呤及其
代谢物血药浓度影响因素的研究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李情 马晶晶 马燕 林之光

康惠 陈波斌

目的 探索甲氨蝶呤（MTX）和7-羟基甲氨蝶呤（7-OH-

MTX）血药浓度的影响因素及排泄延迟的影响因素。方

法 收集58例PCNSL患者MTX化疗后的0、24、48、72 h 血

标本。运用 LC-MS/MS 检测血清中 MTX 及 7-OH-MTX 的

浓度。同时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患

者年龄、性别、化疗次数、尿量、尿液PH值各组间MTX及 7-

OH-MTX 的血药浓度及 MTX 的排泄延迟无统计学差异。

MTX的剂量与MTX C0h及 7-OH-MTX C0h有关，排泄延迟的

患者 C24h、C48h 高于正常排泄的患者。肾脏 eGFR≤90 ml/

（min*1.73m2）组比 eGFR>90 ml/（min*1.73m2）组更容易发生

MTX排泄延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患者年龄、性

别、化疗次数、尿量、尿液PH值各组间MTX和7-OH-MTX血

药浓度及MTX排泄延迟无统计学差异，临床中可能不需要

过度强化水化和碱化。MTX 的剂量与 MTX C0h、7- OH-

MTX C0h有关，相关性显著。排泄延迟的患者MTX C24h、C48h

高于正常排泄的患者，MTX C24h、MTX C48h对排泄延迟具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肾脏 eGFR与排泄延迟有关，临床中肾功

能受损的患者应适当调整MTX的剂量。

F179. CD27 expression as a novel prognostic and

diagnostic marker in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

mia and other B- cell chronic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Jinbo

Lu, Xinyi Du, Yi Miao, Lei Cao, Lu Liu, Hui Wang, Li Wang,

Wei Xu, Yujie Wu, Jianyong Li, Lei Fan

Objective The expression of CD27 has been known in

several kinds of B- cell chronic lymphocytic proliferative dis-

eases（B- CLPD）. However, the heterogeneous expression of

CD27 as well as its potential differential diagnosis value in B-

CLPDs haven’t been pointed out explicitly. This study aims to

clarify both of the issues. Methods There were 11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CLL）along with

36 cases of other B- CLPDs including mantle cell lymphoma

（MCL, n=19）, splenic marginal zone lymphoma（SMZL, n=5）

and Waldenström’s macroglobulinemia/lymphoplasmacytic

lymphoma（WM/LPL, n=12）enrolled in the study. Multi- pa-

rameter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median fluo-

rescence intensity（MFI）of CD27 expression on CD19 posi-

tive cells. The diverse MFIs of CD27 expression were ob-

served among all the B-CLPDs patients and the MFI as well as

the clinical prognostic features of 110 CLL patients were

picked out for further analyzing by univariate analysis. Surviv-

al curves constructed by the Kaplan- Meier method and log-

rank test were utilized for comparison. Results The median

MFI of CD27 was 102.0（range 15.5-422.0）,the indicator pre-

sented to be 98.9（range 34.9-330.0）, 82.8（range 43.4-193.0）,

39.5（range 4.7-181.0）in MCL, SMZL and WM/LPL respec-

tively. There weren’t any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s of

CD27 MFI shown between CLL and MCL or MCL and SMZL

while the MFI of CD27 calculated among WM/LPL patients

was significantly inferior to that of CLL（median 102.0, P<

0.0001）, MCL（P<0.0096） and SMZL（P=0.0485）. In our

study, time to first treatment（TTFT） is defined as the time

from diagnosis to first treatment and the median TTFT of all

the patients was 10.4 m（range 1.0-88.0 m）.The overall surviv-

al（OS）is defined as time from diagnosis to death or last fol-

low-up and the median OS was 15.0 m（range 2.0 m-9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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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analysis revealed that CD27 expression on CLL cells

was heterogeneous（MFI range from 15.5 to 422.0）, suggesting

that it may have a potential prognostic value. X-tile was used

to identified the cutoff of CD27 MFI and the best value was

100, so that all CLL case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it:

high- CD27 expression group（n=57, 51.82%）and low -CD27

expression group（n=53, 48.18%）.Th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TFT of CLL patients who possessed high CD27 MFI（³100）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ose with low CD27 MFI（<

100）［P=0.0147, median TTFT 6.0m（1.0- 57.0m）vs 13.0 m

（1.0-88.0m）］. However,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verall survival（OS）between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P>

0.05, median OS 12.0m vs 14.0m）. In additio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FI of CD27 with the

prognostic factors of CLL indicated that CD27 MFI was not as-

sociated with clinical stages（Binet and Rai stage）or cytogenet-

ic index［+12,del（11q22）,del（17p13）］（P>0.05）. Patients with

CD27-high expression（MFI³100）were enriched in unmutated

immunoglobulin heavy- chain variable（IGHV） status（P<

0.001）. According to the abovementioned results, we can hy-

pothesis that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CD27 expression

might be partially related to IGHV status.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heterogeneous expression of CD27 was confirmed in B-

CLPDs and CD27exhibited a potential differential diagnostic

value due to its significant inferior in LPL/WM than other B-

CLPDs. Moreover, the significantly association between high-

CD27 expression and IGHV unmutated status as well as rapid

disease progression bring about the conclusion that CD27 may

serve as a new prognostic factor for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survival in CLL patients.

F180. Monoclonal gammopathies regardless of sub-

types are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of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a retrospective case- con-

trol study
Zhong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Yian

Zhang, Zheng Wei, Jing Li, Rupan Gao, Peng Liu

Monoclonal gammopathy （MG）, a positive result of

serum immunofixation electrophoresis （SIFE）, has been

reported in cases of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DLBCL）.

We performed this study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MG in DLBCL.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DLBCL between January 2007 and December

2014, and identified 37 patients with MG.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patients were then reviewed. A 1:2 case-

control analysis was conducted on 74 matched controls, who

were patients with DLBCL and without MG. Both cases and

controls were age- matched and were diagnosed within the

same year. Among 37 DLBCL patients with MG, the

monoclonal component of IgM was the most frequent

compared to the other subtypes. Laboratory tests showed that

the presence of MG was correlated with a decreased platelet-to-

lymphocyte ratio （PLR）, as well as increased serum

interleukin- 8（sIL- 8）. Survival analysis showed that MG-

secreting DLBCL patients had an inferior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compared with

MG- nonsecreting patients, regardless of MG subtype. When

patients with DLBCL were grouped by immunophenotype, we

found that MG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in the non-

germinal center B-cell-like（GCB）type, rather than GCB type in

OS analysis. Meanwhile,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upon PFS analysis in both immunophenotypes. Furthermore,

our study found that the appearance of MG during treatment

did make prognostic sense compared to nonsecretors. Overall,

MG can serve as a prognostic factor for DLBCL. We

hypothesize that its presence in DLBCL may reflect the

immune microenvironment in tumor progression and warrants

further study to unveil the underlying molecular pathogenesis.

F181. 氟达拉滨和环磷酰胺联合利妥昔单抗一线治
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疗效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王婷玉 李

增军 阎禹廷 吕瑞 熊文婕 刘慧敏 易树华 赵耀

中 邱录贵

目的 探讨氟达拉滨和环磷酰胺联合利妥昔单抗（FCR

方案）一线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的疗。方法 回

顾性分析 2004 年 5 月至 2017 年 12 月一线应用 FCR 方案治

疗的 43例CLL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疗效和生存分析。结

果 ①病例基本特征：中位年龄58（36~72）岁，男性31例，女

性 12例，伴B症状患者 8例，外周血中位淋巴细胞数 26（3~

550）×109/L，IGHV未突变13/22例（59.1%），P53缺失6/43 例

（14%），RB1缺失 8/43例（18.6%），CEP12 11/33例（25.6%），

ATM缺失 7/42例（16.7%）。接受FCR中位疗程数 4（2~6）个

疗程，其中≥4个疗程患者 31例，完成 6个疗程化疗患者 12

例，<6个疗程患者中 12例患者因化疗后骨髓明显抑制而减

少 1~2个疗程。②治疗反应：CR患者 20例（其中BM MRD

阴性 6例），PR 18例，SD 4例，PD 1例，ORR（88.37%）；完成

疗程数≥4 个的31例患者中，2个疗程和4个疗程CR率分别

为19.4%和51.6（P=0.008）；完成6个疗程的12例患者中4个

疗程和6个疗程CR率分别为58.3%和83.3%（P=0.067），4个

疗程和 6 个疗程 BM MRD 转阴率分别为 25% 和 33%（P=

0.005）。③生存分析：中位随访 31（4~140）月，复发/进展 15

例（Richter转化4例），发生第2肿瘤2例，死亡14例，中位OS

为112（53~170）月，中位PFS 67（23~110）月。Rai分期、Binet

分期、LDH、β2微球蛋白、IGHV 未突变、RB1 缺失、ATM 缺

失、CEP12、疗程数4或5个均与PFS不相关，P53缺失和疗程

数<4个疗程均缩短PFS（P=0.000），6个疗程后BM MRD转

阴患者PFS更长（P=0.014）。Binet分期、LDH、β2微球蛋白、

IGHV未突变、RB1缺失、CEP12、6个疗程后BM MRD转阴、

疗程数 4 或 5 个疗程与 OS 均不相关，Rai 分期Ⅳ期、P53 缺

失、ATM缺失、疗程数<4个疗程均缩短OS（P<0.05）。结论

FCR方案一线治疗CLL治疗反应率高且中位生存长达近10

年。完成4~6个疗程化疗的患者可获得较高的CR率，完成6

个疗程化疗的患者BM MRD 转阴率更高。化疗后明显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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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患者可减少1~2个疗程FCR化疗，生存结果与6个疗程

治疗患者相当，但少于4个疗程的治疗是不充分的。

F182.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老年非霍奇金淋巴
瘤一例并文献复习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 蒋端凤 张国珍 林文远 陈蓓莉

董敏

目的 探讨老年（≥65岁）非霍奇金淋巴瘤（NHL）行自

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治疗的可行性，改良老年疾

病累计评分表（MCIRS-G）和老年综合评估（CGA）在其中的

应用价值。方法 报道 1例老年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的诊

治经过，并复习国内外文献。结果 本例为NHL（弥漫大B

细胞-非GCB亚型，IIB期，IPI 3分），不良预后因素有：生发

中心外活化 B 细胞来源，IPI 预后评分高，Ki-67 指数高（>

75%），Bcl-2（+）大于 80%、C-myc（+）约 50%的双表达亚型。

患者第3个疗程化疗后曾因重症肺炎入 ICU抢救，抗真菌治

疗 2个月，仍能规律完成 6个疗程R-CHOPE方案化疗，并成

功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移植过程顺利，无发热、感染、出

血表现。按照DLBCL修正疗效标准，PET/CT评估该患者疗

效为CR。本例为低MCIRS-G评分、低CGA评分患者，结合

文献复习老年NHL治疗现状，Auto-HSCT在治疗老年NHL

的安全性和适应症。结论 Auto-HSCT可适用于部分老年

患者，这部分患者可结合MCIRS-G、CGA评分预测移植相关

风险。Auto-HSCT可作为部分老年淋巴瘤患者巩固强化治

疗方案选择之一，用于续惯治疗对一线化疗有反应的中/高

危NHL，增加缓解深度，延长无病生存期（DFS）。

F183. 结外NK/T细胞淋巴瘤治疗选择的变迁与预
后相关因素探讨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李芊 杨婷

目的 比较和分析结外 NK/T 细胞淋巴瘤（Extranodal

NK/T cell lymphoma, ENKCL）患者治疗选择的变迁与预后

相关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福

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诊治的107例结外NK/T细胞淋巴

瘤患者的临床资料，随访患者并结合相应临床病理指标、治

疗方法与 1 年生存率进行单因素分析。此 107 例患者男性

79 人，女性 28 人，中位年龄 43（9~75）岁，平均随访时间 24

（1~142）个月。结果 2007至2016年间，我院每年度诊治的

结外NK/T细胞淋巴瘤患者的 1年总生存（OS）率呈逐年上

升趋势，分别为 33.33%、50.00%、28.57%、42.86%、38.46%、

33.33%、63.64%、40.00%、77.78%、56.25%。在此期间主要采

用的化疗方案有：CHOP、SMILE、E- CHOP、PEG- ASP +

Gemox+Thalidomide等。含L-天冬酰胺酶或培门冬酶方案

的选择率亦呈逐年上升趋势，此类患者的 1年OS率及 2年

OS率明显高于选择不含L-天冬酰胺酶或培门冬酶方案的患

者的 1年OS率，P值分别为≤0.001及 007，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含L-天冬酰胺酶的化疗方案或含培门冬酶化疗方案患

者的生存率无统计学差异。以上患者中初治时无B组症状、

无骨髓浸润、EBV-DNA病毒载量正常、血清LDH水平正常

者，其 1 年总生存率高于初治时有 B 组症状、有骨髓浸润、

EBV-DNA病毒载量升高、血清LDH水平正常的患者，P值分

别为 0.039、0.001、0.02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

论 近年来，我院诊治的ENKCL患者生存率呈逐年上升趋

势，同时含L-天冬酰胺酶及培门冬酶的化疗方案的使用率亦

呈现上升趋势。考虑此治疗选择的变迁对提高患者生存率

可能有一定意义。骨髓浸润、B 组症状、EBV-DNA 病毒载

量、血清乳酸脱氢酶水平与生存的预后相关，且均为独立预

后因素，可供临床诊治参考。

F184.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rituximab plus

cladribine（2CdA）in patients with indolent B-cell

lymphoma: A retrospective study and literature re-

view
Zhongsha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Fudan University Yian

Zhang, Zheng Wei, Peng Liu

Background Indolent non- hodgkin’s lymohpoma

（iNHL） is an incurable heterogeneous disease. Patients with

iNHL need to experience several remission, repeated recur-

rence and multi- line therapy. Patients who are not suitable for

transplantation, and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relapsed（R/R）

iNHL are less tolerated to high- dose chemotherapy. Methods

Between November 2014 to March 2016,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clinical data of 19 patients with iNHL（including

2 cases of LPL/WM, 3 cases of FL, and 14 cases of MZL）

treated with Cladribine in combination with Rituximab to eval-

uate the efficacy of Cladribine in iNHL. Treatment plan includ-

ed rituximab 375mg/m2 on the first day infused in the standard

fashion, cladribine 0.1 mg/kg/d IV from the second day to the

fifth day. This plan was repeated every 21 days for a maximum

of six cycles. All positive conditions were repeated every 2

courses of the RC4 protocol. Results 36.8% of patients

achieved CR（n=7）, 52.7% of patients achieved PR（n=10）,

and ORR was 89.5% . The median follow- up time for 19 pa-

tients was 30.9 months（19.5-37.3 months）. The median PFS

and OS in 19 patients were 95 months and 126 months, respec-

tively. The total 19 patients had an estimated 5- year PFS of

94.7% . The median OS and PFS were not reached in the 17

treatment naive patients, who had an estimated 5-year PFS for

94.1%. The main adverse effect of cladribine is myelosuppres-

sion, in which the incidence of 3-4 degrees of thrombocytope-

nia is 15.8%, and the rate of 3-4 cytopenia is 26.3%. None of

these 19 patients experienced autoimmune hemolytic anemia.

Conclusion All patients were well tolerated by Cladribine treat-

ment and RC4 is effective in both naïve and R/R iNHL.

F185. 229例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治疗滤泡性淋巴
瘤的预后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王楠 许彭鹏 王

黎 程澍 赵维莅 孙慧平

目的 探究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时代滤泡性淋巴瘤

（FL）的临床特征，以及FL国际预后指数（FLIPI）、FL国际预

后指数 2（FLIPl2）、国际预后指数（IPI）、修正国际预后指数

（R-IPI）、NCCN国际预后指数（NCCN-IPI）在中国患者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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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意义。方法 对2008年11月至2018年4月期间以利妥昔

单抗（R）联合CHOP样（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及泼

尼松）化疗方案治疗的229例初治FL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并对所有患者进行各项预后指数评分。对 201例完成化疗

且有完整随访记录的患者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生存分析。

并比较不同预后指数对患者危险分层的能力。且对 R-

CHOP治疗的患者中进一步区分R维持组和非维持组，比较

R 维持组和非维持组的 OS 和 PFS。结果 在单因素分析

中，年龄>60岁、血红蛋白<120 g/L、血β2-微球蛋白升高、骨髓

浸润、CRP升高在R-CHOP 治疗的患者中是OS与PFS的危

险预后因素。对R维持组（RM）与非维持组（non-RM）进行

OS和PFS分析显示RM组的OS和PFS优于non-RM。在OS

的多因素分析中显示，血红蛋白<120 g/L，骨髓浸润、CRP升

高和 non-RM是独立预后因素。PFS的多因素分析中，血红

蛋白<120 g/L、CRP升高和 non-RM是独立预后因素。根据

FLIPI，FLIPI2，IPI，R-IPI和NCCN-IPI对患者进行预后分层，

结果显示，FLIPI2 模型可以更好对 OS 和 PFS 进行危险分

层。FLIPI2 低危组、中危组和高危组 5 年 OS 率分别为

96.54%、82.65%、55.39%（Log-rank=24.44，P<0.0001），5 年

PFS 率分别为 89.23%、69.11%、50.88%（Log-rank=20.84，P<

0.0001）。当将FLIPI2与其他不包含在FLIPI2内的其他有意

义的单因素同时进行多因素分析时，结果显示，CRP和FLI-

PI2在OS和PFS中仍是独立预后因素，此外，non-RM在PFS

也是独立于后因素。结论 与 FLIPI，IPI，R-IPI，NCCN-IPI

相比，利妥昔单抗时代FLIPI2可以更好地用于FL危险分层。

F 186. 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预后相关因素的研究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 邵洁 陈波斌

目的 分析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CNSL）预后相关因素

的价值。方法 将 2013年 8月 1日至 2017年 6月 30日就诊

于华山医院、确诊为CNSL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完善患者的

临床资料，随访患者复发情况、生存状态，检测脑脊液中

Th17 细胞相关的细胞因子，运用 Kaplan-Meier法估计复发

曲线、生存曲线，采用Log-rank时序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采

用Cox回归方法进行多因素分析，探索各因素与PCNSL预

后关系。结果 体能状态较好，病灶数目较少，脑脊液中 IL-

10低表达，IL-10/IL-6比值较低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较

长；体能状态较好，脑脊液中 IL-17A低表达的患者总体生存

时间较长，预后较好。脑脊液累及、眼内累及可能与复发相

关，但无统计学意义；脑脊液累及，脑脊液中 IL-10高表达，

IL-10/IL-6比值较高、可能与患者的总体生存时间相关，虽无

显著统计学差异。体能状态、脑脊液中 IL-10水平是CNSL

复发相关的独立预后因素；体能状态、脑脊液中 IL-17A水平

是CNSL生存相关的独立预后因素，其余因素均不是CNSL

患者独立预后因素。结论 体能状态，病灶数目，脑脊液中

IL-10水平，IL-10/IL-6比值与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相关；

体能状态，脑脊液中 IL-17A 水平与患者总体生存时间相

关。体能状态、脑脊液中 IL-10水平是CNSL复发相关的独

立预后因素；体能状态、脑脊液中 IL-17A水平是CNSL生存

相关的独立预后因素。

F187. 吉西他滨联合环磷酰、长春瑞滨及氢化泼尼

松在难治复发性非霍奇金淋巴瘤中的疗效观察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王佰言 刘捷 陈银霞 曹

星梅 赵万红 王剑利 马肖容 杨云 张鹏宇 王芳

侠 古流芳 雷博 王瑾 白菊 张亦琳 徐燕 何爱

丽 张王刚

目的 探讨吉西他滨联合环磷酰胺、长春瑞滨及氢化泼

尼松的方案（GCVP）在治疗难治复发性非霍奇金淋巴瘤

（NHL）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方法 27例确诊为难治复

发的非霍奇金淋巴瘤，之前经R-CHOP（E）、CHOP（E）等方

案化疗，表现为原发耐药或复发（中位疗程数8个）。其中弥

漫大B细胞淋巴瘤19例，滤泡细胞淋巴瘤6例，NK/T细胞型

及 T 细胞 NHL 各 1 例。采用 GCVP 方案化疗（吉西他滨

1000 mg/m2，环磷酰胺750 mg/m2，长春瑞滨25 mg/m2，第1、8

天静脉滴注，氢化泼尼松 50 mg 第 1~5天静脉滴注），2个周

期后评价疗效。结果 27例经GCVP方案化疗的患者中，完

全缓解（CR）3例（11.11%），部分缓解（PR）15例（55.56%），疾

病稳定（SD）9 例（33.33%），总有效率（ORR 为 CR+PR）达

66.67%，治疗后继续随访，中位无进展生存维持时间为 60

d。主要不良反应为骨髓抑制，其他为轻至中度的消化道反

应，少数有轻度肝功能损害，且经过保肝治疗可逆，无治疗相

关死亡。结论 吉西他滨联合环磷酰胺、长春瑞滨及氢化泼

尼松治疗难治复发性NHL有较好的近期疗效，主要的不良

反应为血液学毒性及消化道反应，轻度肝功能损害，无治疗

相关死亡事件。

F188. Predictive nomogram of advanced marginal

zone lymphoma patients treated with rituximab

plus chemotherapy
1. Ruijin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2. Shanghai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Shuo Wang1, Qing Shi1, Muchen Zhang1, Li Wang1,2, Weili Zhao1,2

Objective There is no predictive model for the treat-

ment response of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tage marginal zone

lymphoma（MZL）to rituximab plus chemotherapy. This study

aimed to develop and validate a specific nomogram to person-

alize and optimize MZL treatment. Method Using data from

a single-center retrospective cohort of 79 patients,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stepwise selection）was performed, based

on which a predictive nomogram was generated and validated.

Results Four risk factors included in the nomogram were

male gender（OR 0.17, 95% CI 0.04-0.62）, lung involvement

（OR 0.07, 95% CI 0.01-0.33）, Ann Arbor Stage IV（OR 0.14,

95% CI 0.04-0.44）, and elevated CRP level（OR 0.26, 95%

CI 0.07-0.83）. Internal validation showed excellent model dis-

crimination（c-index 0.87, 95% CI 0.79-0.94）and calibration.

Conclusion This nomogram is a simple, accessible and effec-

tive tool to identify MZL at risk of poor response to rituximab

plus chemotherapy. It may facilitate appropriate treatment deci-

sion for individual MZL patients.

F189. 一例华氏巨球蛋白血症高粘滞血症导致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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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润、视网膜病变及多发小纤维神经病变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周文 李莉娟 张连生 郝正栋 郭

晓嘉 楚松林 刘洋

研究背景 华氏巨球蛋白血症是一种少见的惰性成熟

B细胞淋巴瘤，其特征是单克隆合成和分泌 IgM抗体。WM

的典型症状是由血液高粘滞引起的，神经系统症状如疲劳，

头晕和视力模糊很常见。转移至中枢神经系统，很少有报

道，临床表现多样，包括肢体运动缺陷（35%），精神状态改变

（35%）和颅神经麻痹。高粘滞血症可介导免疫紊乱从而导

致视网膜病变及多发小纤维神经病变，临床表现为双目失

明及无痛性远端感觉神经的丧失及震颤。案例描述：我们

介绍了一名诊断为 WM 的患者在高粘滞血症状态下病情

迅速进展至双目失明、肢体运动缺陷的病例。讨论 该病

例说明了通过脑组织活检、皮肤组织活检进行组织病理学

诊断的重要性。

F190. piRNA- 30473 contributes to tumorigenesis

by regulating RNA m6A methylation in DLBCL
1.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Cell Biology, School of Biology & Basic Medi-

cal Sciences, Soochow University Huiying Han1, Sha Song1,

Gao Fan1, Wenzhuo Zhuang2, Bingzong Li1

N6- methyladenosine （m6A）, the most abundant

modification on eukaryote messenger RNA （mRNA）,

functions in various fundamental bioprocesses. However, the

role of m6A in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DLBCL）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Here, we reported that piRNA-

30473, which expression supported the aggressive phenotype

of DLBCL and was correlated with poor prognosis, was a

potent regulator of m6a modification through targeting m6a

methyltransferase WTAP. Piwi- interacting RNAs（piRNAs）, a

novel class of small non-coding RNAs, have been documented

to be involved in the epigenetic regulation of cancer. A cohort

of 42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DLBCL, uniformly

treated and followed, was studied. We show that piRNA-30473

was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high- risk DLBCL

patients compared to low- risk DLBCL patients by

microarray assay on 6 samples, further confirmed by qPCR

analysis on 42 samples. Moreover, silencing of piRNA-

30473 expression reduced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d cell cycle

arrest, but not apoptosis in SU-DHL-8 and Toledo lymphoma

cells. In “human- in- mouse” xenograft DLBCL models,

injection of antagomir- 30473 into mice led to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tumor volume compared with control.Our data

further indicated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piRNA- 30473

signature with the 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Index（NCCN- IPI）and cytogenetics

status had a better prediction for PFS and OS than those

without the piRNA- 30473 signature in the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analyses by an AUC analysis with cross-

validation. Silencing of piRNA- 30473 diminished global

m6A level in SU-DHL-8 and Toledo cells and decreased m6a

methyltransferase WTAP in mRNA and protein levels. We

further identified that piRNA- 30473 enhanced WTAP

expression through direct binding to its 3’ UTR.

Consistently, WTAP knockdown decreased the global m6A

level and induced cell cycle arrest and growth inhibition in SU-

DHL- 8 and Toledo cells. Kaplan- Meier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 WTAP levels in DLBCL patients were correlated with

OS by analyzing the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of DLBCL

patients from GEO database（GSE10846）. Next, we mapped

the m6A methylomes of siCtrl and siWTAP SU- DHL-

8 cells by m6A sequencing （m6A- seq） with independent

biological replicates. Remarkably, 85% m6A-Hyper transcripts

identified from siCtrl SU-DHL-8 cells turned into m6A-Hypo

in siWTAP SU- DHL- 8 cells, with approximately 66% of the

Hypo-down and 65% of Hypo-up transcripts became Hyperup

and Hyper-down, respectively, which might be genuine targets

of WTAP. Eleven genes listed in Table 2 showed a significant

change between siCtrl and siWTAP SU- DHL- 8 cells in m6A

peak levels, and abundance of the corresponding mRNA

transcript, and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or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WTAP in expression in four datasets of large

cohorts of DLBCL. Collectively, our data demonstrate that an

enzyme hexokinase II（HK2）, which was reported to be a key

metabolic driver of the DLBCL phenotype, were functionally

important targets of WTAP. WTAP- mediated regulation of

HK2 depended on its m6A demethylase activity and the m6A

modifications in the target mRNA transcripts. In summary, our

finding demonstrate that piRNA- 30473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both PFS and OS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were still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fter adjusting for NCCN-

IPI, and adverse cytogenetics in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Moreover, we provide compelling evidence demonstrating that

WTAP, which was downregulated by piRNA- 30473, played a

critical oncogenic role in DLBCL, through enhancing m6A

levels in mRNA transcripts of its critical target gene HK2 and

thereby triggering corresponding signaling cascades. Our study

highlights the functional importance of the m6A modification

machinery in DLBCL, and provides profound insights into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umorigenesis by revealing

a previously unrecognized mechanism of gene regulation in

DLBCL.

F191. 靶向CD19的嵌合受体抗原T细胞治疗复发
难治性B细胞肿瘤的疗效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刘传绪 马立元 陈琳军

李志超 邓晓辉 郭若冰 陶荣 郝思国

目的 探讨靶向CD19的嵌合受体抗原T细胞（CARCD19-

T）治疗复发难治性B细胞肿瘤的疗效、不良反应以及治疗后

达到CR或PR的患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巩固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 5 例复发难治性 B 细胞肿瘤（3 例 DLBCL，2 例

ph+ B-ALL），经CARCD19-T桥接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后的临

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5例患者中有 3例可供评



·394·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价：2例患者（1例DLBCL和1例ph+ B-ALL）CARCD19-T治疗

后达到CR，1例DLBCL达到 PR。无法评价疗效 2例患者：

1例ph+ B-ALL患者（Blast 90%），CARCD19-T输注后发生严重

的CRS死亡，1例DLBCL患者（合并干燥综合征，淋巴细胞

低下），CARCD19-T 扩增不良。CARCD19-T 回输量 5~8 E+08，

输注后扩增高峰在 7~14 d，伴有明显细胞因子升高（IL-6和

IL-2R）和体温升高，5 例患者中 4 级 CRS 1 例（导致患者死

亡），1级CRS 2例（对症治疗后缓解）。在3例可评价疗效的

患者后续均桥接了造血干细胞移植（2例DLBCL行自体移

植，1 例 ph+ B-ALL 行半相合移植），随访 1 年，病情均持续

CR。结论 CARCD19-T细胞在治疗复发难治性B细胞肿瘤中

展现了惊人的疗效，CARCD19-T桥接造血干细胞移植能够克

服CARCD19-T体内持续时间短的缺点，使患者病情得到持续

的缓解。CRS等不良反应在高肿瘤负荷B-ALL中需引起足

够的重视，必要时妥珠单抗及时使用，在肿瘤负荷相对低的

患者中CRS等不良反应可控，尚需要扩大样本继续随访以

评估长期疗效。

F192. 双表达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一例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郭晓嘉 李莉娟 郝正栋 楚松林

刘洋 周文 张连生

目的 提高对双表达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认识。方

法 本文观察了一例双表达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诊治经

过。结果 患者青年男性，因间断上腹部疼痛3天入院。入

院查体：全身皮肤黏膜及巩膜黄染，上腹部局限性腹肌紧张，

右上腹轻压痛，Murphy阳性，移动性浊音阳性。查血常规正

常。生化全项：TBIL 191umol/L，DBIL 152.6umol/L，IBIL

38.5umol/L，ALT 182U/L，AST 196U/L，γ-GGT 424U/L，LDH

617U/L，均升高。血尿淀粉酶升高。腹部MRI+ERCP提示

1.胰腺弥漫性肿胀并胰头部肿块形成；2.胆总管及胰管受压

纤细，上位胆管梗阻扩张。全腹增强CT提示胃、十二指肠、

左上腹部小肠肠壁及升结肠局部胃肠壁异常增厚并强化，胰

头部占位，回盲部增厚。胃镜提示胃腔多发占位性病变，，胃

底大弯及胃体小弯及幽门口小弯侧可见占位性病变。病理

活检提示（十二指肠）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生发中心来源，

免疫组化：淋巴细胞CD20+，CD13-，CD10+，BCL-6+，Mum-

1-，CyclinD1-，CD21-，LCA+，CK8/18-，CKP-，Syn，CgA-，
CD56-，Ki-67+80%，C-myc（+70%）。骨髓穿刺及活检未见

异常。诊断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双表达）（ⅥA期 IPI=4

高危）。该患者予以R-HaperCVAD（A/B）方案4个疗程及R-

EPOCH2个疗程治疗。后复查颈-胸-腹CT提示疾病较前进

展，后再予以 2个疗程R-EPOCH方案化疗后患者再次出现

全腹疼痛伴全身皮肤黄染后死亡。结论 近年来，淋巴瘤治

疗方面有很多靶向药物，利妥昔单抗联合 CHOP 方案化疗

（R-CHOP）是大多数DLBCL患者的一线治疗，但仍有约1/3的

患者在R-CHOP治疗后进展或复发。大型研究显示，相比无

基因突变的患者，有基因突变的淋巴瘤患者对R-CHOP方案

反应较差，总生存率和无进展生存率均较差。双表达或双打

击淋巴瘤对加强方案或含利妥昔单抗方案，效果均不理想。

F193. 血小板增多症合并华氏巨球蛋白血症一例及
文献复习

邢台市人民医院 姜立彩 焦宗久

目的 提高 ph 阴性的骨髓增殖性疾病（Ph- negative

myeloproliferative neoplasms MPN）合并浆细胞疾病的认

识。方法 报告 1 例以血小板增多为首发表现的华氏巨球

蛋白血症（Waldenstrom macroglobulinemia WM）的诊断及

治疗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ph阴性的骨髓增殖性疾病合

并意义未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MGUS）及多发性骨

髓瘤患者均有相关文献个案报道，MPN合并WM尚未见报

道，本例患者以血小板增多症为首发表现，出现了贫血等症

状，进一步行骨髓病理，流式，染色体，JAK2V617，JAK2

EXON12，CALR，MPL基因及MYD88-L265P基因测定等诊

断为华氏巨球蛋白血症，给予含有硼替佐米和地塞米松方案

化疗，血常规恢复正常。结论 ①MPN合并M蛋白血症患

者生存期较无M蛋白血症患者下降，对初诊MPN患者测定

其M蛋白水平对其预后及治疗均有指导作用。②ph阴性的

骨髓增殖性疾病合并MGUS，治疗 ph阴性的骨髓增殖性疾

病监测 M 蛋白水平，而合并 MM 或 WM 患者治疗 MM 或

WM为主。③髓系肿瘤合并浆细胞肿瘤可能由于 IL-6因子

的作用，MPN患者高表达 IL-6水平，IL-6通过提高抗凋亡蛋

白BCL-X，c-MYC表达对髓系祖细胞及浆细胞存活，增殖都

起到重要作用。其发病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F194. EBI3可作为DLBCL潜在治疗靶点及疗效指标
四川省人民医院 黄娟

目的 探讨EB病毒诱导基因3（EBl3）作为弥漫大B细

胞淋巴瘤（DLBCL）的新的治疗靶点及预后指标的可能性。

方法 利用免疫组化检测DLBCL肿瘤组织中EBI3的表达

情况，同时利用免疫组化检测CD5、Bcl-6、Bcl-2、Mum-1、C-

myc、EBER等表达情况。利用westernblot检测淋巴细胞中

EBI3的表达情况，同时利用MTT检测过表达/沉默EBI3对

细胞生长的影响，以及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情况。结

果 EBI3高表达的细胞株其生长及凋亡率明显高于低表达

或无表达细胞株（P<0.05）。免疫组化结果表明 EBI3 在

75.4%（40/53例）患者中高表达，与EBER表达无关，与患者

对治疗反应呈负相关，与患者生发中心来源与否无明显相

关。在高表达EBI3的患者中其对R-CHOP治疗反应差，仅

两例患者完全缓解，两例患者达部分缓解，但完全缓解的两

例患者均在一年内复发。结论 EBl3是 IL-12家族成员，是

一种可溶性细胞因子受体，与 IL-12 p40亚基同源。EBI3在

体内以异源二聚体 IL-27和 IL-35，以及同源二聚体三种形式

存在，参与调控Th1、Th2和Th17细胞的活化与分化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免疫调节效应。众多研究表明EBI3在多种肿瘤

（肺癌、肝癌、霍奇金淋巴瘤等）中表达，与肿瘤的预后密切相

关。我们的研究表明EBI3的表达与DLBCL预后呈负相关，

可作为弥漫大B细胞的潜在治疗靶点与预后指标。

F195. Microarray- based gene expression analysis

identifies potential diagnostic and prognostic bio-

markers for Waldenström macroglobulinemia
安庆市立医院 徐海涛

Waldenström macroglobulinemia（WM）, also known as

lymphoplasmacytic lymphoma, is rare but a clinicopatholo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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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y distinct B-cell malignancy. This study assessed differen-

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s）to identify potential WM bio-

markers and uncover the underlying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WM progression using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from the

Gene Expression Omnibus（GEO）database. DEGs were identi-

fied using the LIMMA package and their potential functions

were then analyzed by using the gene ontology（GO）and Kyo-

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pathway en-

richment analyses and the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PPI）net-

work analysis by using the STRING database. The data

showed that 1756 DEGs were found. The DEGs were en-

riched in different GO terms and pathways, including the apop-

totic process, cell cycle arrest, immune response, cell adhesion,

mitogen- 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signaling pathway, Toll- like

receptor signaling pathway, and gonadotropin- releasing hor-

mone（GnRH）signaling pathway. The hub nodes in the PPI

network included CDK1, JUN, CREBBP, EP300, CAD,

CDK2, and MAPK14.

F196. T和NK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EBV感
染情况及其与患者临床特征的相关性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沈建箴

目的 探讨不同病理类型的T和NK细胞NHL患者中

EBV 的感染情况及其与患者特征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

2011年 1月至 2018年 6月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住

院治疗的初治T和NK细胞NHL患者230例，采用荧光定量

PCR方法检测患者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EBV-DNA拷贝数，

分析不同类型患者之间EBV阳性率差异，以及不同性别、年

龄、临床分期、有无B症状等人口学和临床特征下EBV阳性

率差异。结果 230例T和NK细胞NHL患者外周血单个核

细胞EB病毒阳性率为48.7%（112/230）；不同类型T和NK细

胞淋巴瘤患者之间 EBV 阳性率存在差异（P<0.0001），间变

性大细胞淋巴瘤、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白血病、结外NK/T细

胞淋巴瘤，鼻型、皮下脂膜炎样T细胞淋巴瘤、外周T细胞淋

巴瘤，非特殊类型、血管免疫母细胞T细胞淋巴瘤、成人T细

胞白血病/淋巴瘤、肠病相关T细胞淋巴瘤、种痘样水疱病样

淋巴瘤患者 EBV 阳性率分别为：37.5%（9/24）、10%（3/30）、

70.9%（56/79）、50%（2/4）、42.9%（18/42）、46.5%（20/43）、50%

（2/4）、0（0/2）、100%（2/2）；；不同性别（男/女）、临床分期（Ⅰ~
Ⅳ）、有无 B 症状（A/B）间 EBV 阳性率没有显著性差异（P=

0.883，P=0.069，P=0.414,）；不同年龄组（≤18岁、19~60岁、>

60 岁）间 EBV 阳性率存在差异（P=0.039），≤18 岁、19~60

岁、>60 岁组 EBV 阳性率分别为 34.5%、54.5%、38.3%。结

论 不同类型T和NK细胞淋巴瘤患者之间EBV感染率存

在差异，其中 ALCL、ENKTCL、PTCL-NOS、AITL 感染率较

高；不同性别、临床分期、有无B症状间EBV感染率无差异；

不同年龄组间EBV阳性率存在差异，其中19~60岁组患者感

染率最高。

F197. LDH、β2-MG、SF协助原发性骨髓淋巴瘤鉴别
诊断
1.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 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

院 陆星羽 1 王蓉 1 何耀 2 洪鸣 1 张建富 1 王焱 1 吴

雪梅 1 尹华 1 王素丽 1 沈文怡 1 卢瑞南 1 王帅 1 朱华

渊 1 朱雨 1 许戟 1 何广胜 1 李建勇 1

目的 探讨乳酸脱氢酶（LDH）、β2微球蛋白（β2-MG）、血

清铁蛋白（SF）对原发性骨髓淋巴瘤（PBML）诊断的协助作

用。方法 选取我院 2014年 1月至 2018年 6月收治的以血

细胞减少为首发的PBML患者 13例作为研究组，随机选取

同期收治的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SAA，重再障）和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征（MDS）各 20例作为阴性对照，骨髓侵犯的T细

胞、B细胞淋巴瘤各10例作为阳性对照，检测分析疾病相关

指标。结果 13例PBML中10例为B细胞淋巴瘤，2例符合

外周T细胞淋巴瘤（PTCL），1例符合NK/T细胞淋巴瘤。所

有PBML患者存在血细胞减少，外周血涂片中3例可见幼稚

细胞，6例可见单核细胞增多。8例骨髓涂片中检测出淋巴

瘤细胞。8例行PET/CT检查患者中6例可见全身骨髓FDG

代谢增高（余2例正常）。LDH、β2-MG升高与PBML显著相

关（P=0.018，OR=7.451；P=0.048，OR=7.512）。双因素分析，

β2-MG、SF 同时升高与 PBML 显著相关，P=0.043，OR=12。

LDH、β2-MG、SF 中任意两指标升高与 PBML 显著相关，P=

0.006，OR=20。LDH、β2-MG、SF三因素同时升高也与PBML

显著相关，P=0.001，OR=17.267。结论 血细胞减少患者虽

无任何淋巴瘤表现，若LDH、β2-MG、SF中两个或三个指标

同时升高，应行骨髓活检免疫组化，及 PET/CT 检查，排除

PBML可能。

F198. A Study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ombotic Events and Peripheral 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 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

nosed Essential Thrombocythemia
1. Af fi 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College; 2. Blood

Diseases Institute,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Hai Cheng1,2,

Dian Zhou1,2, Wei Chen1,2, Jiang Cao1,2, Kunming Qi1,2, Zhenyu

Li1,2, Lingyu Zeng1,2, Kailin Xu1,2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ole of neutrophil- to-lympho-

cyte ratio（NLR）in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essential

thrombocythemia（ET）and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rombot-

ic events. Methods 150 ET patients with ET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7 were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in this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of thrombosis and anal-

yse the role of NLR in thrombotic events. The following pa-

rameters were evaluated: age, sex, blood routine examination,

JAK2V617F mutation,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history of

previous thrombosis, thrombosis during follow- up, examina-

tion and biopsy of bone marrow. Results Age（P=0.001）and

JAK2 V617F mutation（P=0.003）were independent risk fac-

tors for thrombotic events at diagnosis after Logistic multivari-

ate analysis. WBC count（P=0.047）, NLR（P<0.001）, age（P=

0.037）and thrombosis at diagnosis（P=0.036）were indepen-

dent risk factors for future thrombotic events and NLR was bet-

ter for prediction of future thrombotic events than other risk

factors in ROC curve. The thrombosis-free survival of throm-

botic events in patients with higher NLR（median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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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months, 95% CI 17.8- 26.8） was significantly shorter

than that of patients with lower NLR（median survival

55.5 months, 95% CI 53.4- 57.5） in Kaplan- Meier analysis

（P<0.001）. After 60 months of follow-up, patients with lower

NLR had a thrombosis- free survival of 97.4%, while patients

with higher NLR had a thrombosis- free survival of

46.7% . Conclusion NLR at diagnosis was a better predic-

tive parameter for future thrombotic events than other clinical

parameters in ET patients, but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throm-

bosis at diagnosis.

F199. 单中心儿童霍奇金淋巴瘤HD-2011方案临床
报告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蔡梦鑫 高怡瑾 潘慈 汤静燕

目的 总结分析HD-2011方案治疗儿童霍奇金淋巴瘤

的效果。方法 根据国外发达国家报告及本研究组前期

HD-1999方案结果，对HD-1999方案的分组标准、治疗强度

及治疗时间进行修正，制定HD-2011方案，根据分期及有无

B组症状分为低、中和高危3组（R1，R2，R3），分别接受4、6、

8个疗程短程化疗，根据年龄、有无巨块及对治疗的不同反

应确定是否需接受受累野放疗。对2011年8月至2015年12

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血液/肿瘤科

收治的18岁以下明确诊断为霍奇金淋巴瘤的连续首诊病例

进行分析，随访至 2017年 6月，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生

存率。结果 研究期间共纳入统计 53 例患儿，男 41 例，女

12例。确诊时中位年龄 8.6岁；Ⅰ期 5例，Ⅱ期 30例，Ⅲ期 9

例，Ⅳ期 9例，R1组 7例，R2组 32例，R3组 14例。伴B组症

状者20例，伴巨大肿块者26例。全部疗程结束共有36例患

儿接受局部受累野放疗，剂量18~36Gy。2个疗程评估，完全

缓解 28 例（52.8%），部分缓解 22 例，2 个疗程治疗有效率

94.3%。8 例患儿于确诊后中位时间 13.2（8.6~16.6）个月出

现复发。全部 53例患儿最终随访状态为无病生存者 46例，

带瘤生存者1例，死亡3例，失访3例。全组病例中位随访时

间39.5（0.5~70.3）个月，5年OS 及5年EFS分别为93.9±3.4%

和 74.6±6.1%。不同组别 5 年 EFS 及 5 年 OS：R1 组 100%及

100%，R2 组 74.3±7.9%及 96.9±3.1%，R3 组 64.3±12.8%及

84.4±10.2%。单因素分析显示，B组症状及早期治疗反应是

预后影响因素，Cox回归分析提示B组症状为本组患者独立

预后影响因素，有B组症状的患儿预后明显差于无B组症状

者。全组病例未出现治疗相关严重毒副反应，随访中尚未发

现第二肿瘤的发生。结论 本研究组HD-2011方案低危组

患儿预后达国际水平，但未能提高中高危组患儿EFS。目前

国际上儿童HD治疗研究方向为最大限度控制疾病和最小

化放化疗相关远期毒性，针对我们的实际情况，目前需要通

过改进危险度分层及化疗方案等措施改善高危患儿预后，减

少复发再治所带来的进一步治疗相关毒副作用。

F200. 儿童和青少年成熟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前瞻
性多中心研究CCCG-BNHL-2015中期总结: 中国
抗癌协会儿童肿瘤专委会淋巴瘤亚专业组报道
1.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 南京医科大学南京儿童医院；3. 天

津医科大学天津肿瘤医院；4. 湖南中南大学湘雅医院；5. 四

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6. 湖北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7. 苏州大学儿童医院；8.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高怡瑾 1 方

拥军 2 闫杰 3 谢岷 4 朱易萍 5 刘爱国 6 卢俊 7 鞠秀丽 8

汤静燕 1

目的 CCCG-BNHL-2015是中国抗癌协会儿童肿瘤专

委会淋巴瘤亚专业组第一个前瞻性多中心临床研究。首要

目标要证实增加化疗强度和 4剂利妥昔单抗能否增加高危

成熟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B-cell NHL/AL）患者的无事件生

存率（EFS）（与CCCG-BNHL-2010比较）。次要目标是观察

强化疗联合利妥昔单抗的毒副作用以了解在国内使用的可

行性。此项研究在 http://www.clinicaltrials.gov 注册。方法

本研究纳入年龄≤16岁初治且有病理或细胞学诊断依据的

B-cell NHL/AL患者。淋巴瘤亚专业组8个中心参加此项研

究。2015年 1月-2017年 6月 223例有效病例纳入研究。本

次中期总结最后随访时间2017年10月。采用国际儿童非霍

奇金淋巴瘤分期系统。依据诊断时分期、肿瘤部位及是否完

整切除，血清乳酸脱氢酶（LDH）水平以及骨髓和中枢神经系

统累及情况分为 4个危险度分组。结果 223例有效病例，

男174例，女49例，中位年龄7.2岁（1.3岁~16岁）。136例伯

基特淋巴瘤，47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和 10例高级别B细

胞淋巴瘤。Ⅰ期7例（3.2%），Ⅱ期52例（23.4%），Ⅲ期117例

（52.7%），IV期16例（7.2%）和B-AL30例（13.5%）。222例进

行 LDH 检测：136 例（61.3%）LDH<正常值 2 倍（2N），22 例

（10.0%）LDH2N~4N之间，64例（28.8%）LDH≥4N。28例发

生了不良事件。持续缓解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18（1~38）个

月。所有患者 2 年 EFS 为 86.6%±2.4%（历史对照 CCCG-

BNHL-2010 为 76.0±4.3%，P=0.028）。根据实际治疗原则，

R1、R2、R3 和 R4 组的 2 年 EFS 分别为 100%、100%、91.3%±

3.4%和 76.1%±5.3%（P=0.000）。LDH<2N、2N~4N、≥4N 患

者的 2 年 EFS 分别为 95.4%±1.8%、90.7%±6.3%和 66.5%±

6.2%（P=0.000）。7例（3.1%）发生了治疗相关死亡（TRM）。

除骨髓抑制，黏膜炎是最常见副作用且与高剂量甲氨蝶呤有

关。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分期和 LDH 水平与预后相关。

结论 EFS 较历史对照研究 CCCG-BNHL-2010 显著提高。

强化疗联合利妥昔单抗在国内可行，仍需进一步加强支持治

疗以减少TRM。

F201. EBV相关miRNA调控伯基特淋巴瘤肿瘤代
谢的研究进展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王彦

Epstein-Barr 病毒（EBV）与多种淋巴瘤相关，几乎所有

患者肿瘤细胞都可检测到EBV相关DNA。其中，伯基特淋

巴瘤（BL）是一种高度恶性且预后不良的B细胞肿瘤，可能

来源于滤泡生发中心细胞，与 Epstein-Barr 病毒密切相关。

EBV基因组可以直接编码一系列参与细胞凋亡，增殖和迁

移的基因，也可以诱发生成多种miRNA参与基因表达的调

控，在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然而EBV诱发

淋巴瘤的机制仍未十分明确。近年来有研究显示肿瘤代谢，

包括无氧糖酵解等糖代谢对肿瘤细胞至关重要，且与肿瘤患

者的不良预后有关。现已有研究表明miRNAs可影响线粒

体功能，可使肿瘤细胞糖代谢方式发生改变，也参与调控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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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细胞糖酵解途径等关键环节，使肿瘤细胞提高葡萄糖摄取

率及增强有氧糖酵解。miRNAs调控恶性肿瘤细胞代谢机

制的研究能够帮助临床医师更好地理解恶性肿瘤细胞的发

生、发展，进而为临床治疗提供指导。本文就EBV相关miR-

NA调控伯基特淋巴瘤肿瘤代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F202.人源化抗CD19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的构建
及体外功能验证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曹江 程海 齐昆明 张常晓

韩笑 陈伟 徐开林

目的 构建人源化抗CD19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

T），通过体外实验验证其杀伤白血病细胞的能力。方法

将人CD19的鼠源抗体（FMC63）进行了人源化改造，获得高

亲和力的人源化CD19抗体；构建携带人源化CD19 CAR慢

病毒载体，感染 T 细胞获得人源化 CD19 CAR- T 细胞

（hCART19）；通过乳酸脱氢酶（LDH）释放实验及 ELISA 法

检测 hCART19 杀伤白血病细胞的能力及细胞因子释放水

平；通过白血病小鼠模型检测 hCART19的杀瘤效果。结果

将 IMGT数据库分析构建的不同人源化CD19单链抗体，经

真核表达载体表达纯化。利用 FCM筛选出与 FMC63具有

相似结合能力的人源化 CD19 抗体（Clone H3L2）。构建携

带人源化CD19 CAR慢病毒载体，包装病毒后感染T细胞，

获得hCART19细胞。按不同效靶比将效应细胞及靶细胞混

合培养，LDH释放实验证实随着效靶比的不断增加，靶细胞

的杀伤率逐渐增加，当E/T=10:1时 hCART19细胞的杀伤靶

细胞效率达到最大，明显高于未转导的T细胞、对照病毒转

导的T细胞（P<0.01）。ELISA法检测显示 hCART19组细胞

分泌的 IL-2及 IFN-γ较对照病毒转导的T细胞组及未转导的

T细胞组明显升高（P<0.05）。给予白血病小鼠模型尾静脉

分别注射 hCART19细胞、对照病毒转导的T细胞及于未转

导的T细胞，结果显示 hCART19细胞可明显延长白血病小

鼠的生存时间（P<0.05）。结论 成功构建了具有抗白血病

活性的人源化CD19 CAR-T细胞，为下一步的临床研究奠定

了基础。

F203. 合并HBV感染的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中
NF-κB的表达及临床分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姜亨 徐才刚 王希

目的 比较合并或未合并HBV感染弥漫性大B细胞淋

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DLBCL）肿瘤组织中

NF-κB 表达水平差异及与临床疗效及预后的关系。方法

收集 2012年 1月至 2016年 9月期间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经

病理确诊并可提供病理组织标本的 DLBCL 患者，共 178

例。收集相关临床资料，分析判定HBV感染情况，检测石蜡

包埋病理组织中NF-κB p65表达情况，追踪住院患者治疗情

况及生存状况。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178例DLBCL患者中NF-κB阳性表达者46例（25.8%），阴性

表达者132例（74.2%）；158例可进行Hans分型的患者中，生

发中心（GCB）来源23例（14.6%）、非生发中心（non-GCB）来

源 135例（85.4%）。80例合并HBV感染组NF-κB阳性 27例

（33.8%），98 例 未 合 并 HBV 感 染 组 NF- κB 阳 性 19 例

（19.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23）。可追溯到治疗的

90例患者中，36例（40.0%）达CR/CRu、34例（37.8%）达PR；

R-CHOP样组（CR 49.2%，有效率 85.2%）疗效优于CHOP样

组（CR 25.0%，有效率 52.6%）（P=0.009）。结论 合并HBV

感染组 NF-κB 阳性率高于未合并 HBV 感染组 NF-κB 阳性

率；合并HBV感染与否不是影响化疗效果的因素；合并HBV

感染的DLBCL可能是由于NF-κB通路上调而引起肿瘤发生

发展的。

F204. 血清外泌体miRNA水平在弥漫大B细胞淋
巴瘤中的诊断价值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曹迪 徐才刚

目的 通过对比研究外泌体 miRNA 在正常健康人和

NHL不同亚型间的表达情况，探讨其在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

（DLBCL）DLBCL 诊断中的价值及意义。方法 本研究收

集了经病理学确诊的新诊断的DLBCL99例和21例NK/T细

胞淋巴瘤（NKTCL）病例、以及94例同期健康人。采用纳米

粒径分析（NTA）及电子透射电镜（TEM）鉴定提取物的形态

及大小，western blot鉴定提取物表面是否存在外泌体的特征

标记蛋白鉴定了血清中存在的外泌体。随后经过筛选阶段、

试验阶段和确证阶段对通过验证的miRNA进行受试者工作

曲线分析（ROC curves），评估筛选出来的miRNA对DLBCL

的诊断效能，以评估miRNA对DLBCL诊断的特异性。结果

最终确认 miR-379-5p、miR-135a-3p、miR-4476、miR-483-3p

和 miR-451a 共 5 条 miRNA 可用于 DLBCL 诊断，其中 miR-

379-5p、miR-135a-3p、miR-4476在DLBCL中表达水平增高，

miR-483-3p、miR-451a 在DLBCL中表达水平降低。其panel

的 AUC 为 0.824（95% CI 0.760~0.877），具有较好的区分鉴

别 DLBCL 患者与 NKTCL 患者的能力；miR-451a 在诊断

NKTCL、区分DLBCL疾病分期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miR-

135a-3p 与 IPI 评分具有定的相关性。结论 外泌体 hsa-

miR-379-5p、hsa-miR-135a-3p、hsa-miR-4476、hsa-miR-483-

3p和hsa-miR-451a组成的panel可以作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

瘤诊断的分子标记物；外泌体 hsa-miR-379-5p、hsa-miR-

135a-3p、hsa-miR-4476和 hsa-miR-451a 组成的 panel具有较

好的鉴别DLBCL与NKTCL的能力；外泌体hsa-miR-451a与

DLBCL分期相关，外泌体hsa-miR-135a-3p与 IPI评分相关。

F205. GAS1、IL1RAP、PRF1在ALK阳性的间变性
大细胞淋巴瘤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蒋昱 徐才刚

目的 了解生长停滞特异性蛋白（GAS1）、白介素-1受

体辅助蛋白（IL1RAP）、穿孔素（PRF1）在间变性大细胞淋巴

瘤激酶（ALK）阳性的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ALCL）中的表

达情况，探索 GAS1、IL1RAP 和 PRF1 基因及蛋白表达水平

与患者临床特征、疗效和预后的关系。方法 收集2012年1

月到2016年9月华西医院确诊的ALK+的ALCL患者病理组

织标本，同时收集ALK-的ALCL、外周T细胞淋巴瘤非特指

型（PTCL-NOS）和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AITL）

患者的病理组织标本作为对照。采用Q-RT-PCR的方法检

测组织中GAS1、IL1RAP、PRF1基因的表达水平、免疫组化

的方法检测组织中GAS1、IL1RAP、PRF1蛋白的表达水平。

结果 ALK+的ALCL患者26例、ALK-的ALCL患者1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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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CL-NOS患者13例、AITL患者8例。ALK+的ALCL患者

组织中GAS1、IL1RAP、PRF1基因和蛋白表达水平均高于对

照组患者（P<0.05），且基因与蛋白表达水平一致（P<0.05）。

ALK+的ALCL患者中GAS1、PRF1基因高表达者有更高的

总生存率和无进展生存率（P<0.05）；GAS1蛋白高表达者有

更高的无进展生存率（P<0.05），PRF1蛋白高表达者有更高

的总生存率和无进展生存率（P<0.05）。结论 GAS1、

IL1RAP、PRF1基因或蛋白可作为ALK+的ALCL的分子标

记，有潜在的诊断价值，可用于少数诊断困难病例的鉴别；

GAS1、PRF1基因或蛋白高表达的ALK+的ALCL患者疗效

及预后更好。

F206. EPOCHL方案一线治疗鼻型结外NK/T细胞
淋巴瘤的长期随访结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 魏立强 王景文 叶

进 杨磊 丛佳 李鑫 吴轶苹 崔雪莹 丁璟 姚娜

杨晶

目的 评价EPOCHL方案一线治疗初诊鼻型结外NK/T

细胞淋巴瘤（ENKTL）的近期及远期效果，并明确预后因

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7年8月至2013年12月在我科采

用EPOCHL方案一线治疗的96例初诊ENKTL患者，分析其

CR、OR率及OS、PFS。结果 96例初诊ENKTL患者接受了

2～8个疗程的EPOCHL（EPOCH+左旋门冬酰胺酶）方案化

疗，化疗 2~4 个疗程后 CR 和 PR 率分别为 55.2%和 39.6%，

5.2%病情进展，ORR 为 94.8%。其中Ⅰ/Ⅱ期患者的 CR 和

PR 率分别为 59.2%和 39.4%，Ⅲ/Ⅳ期患者分别为 44.0%和

40.0%，有 5 例患者在治疗中病情进展，发生噬血细胞综合

征。中位随访 50.5个月后，第 1、3、5年的OS分别为 83.1%、

67.0%和 60.4%。Ⅰ/Ⅱ期患者（n=71，其中有 68例还接受了

受累野放疗）的OS显著优于Ⅲ/Ⅳ期患者（P=0.018）。Ⅰ/Ⅱ
期和Ⅲ/Ⅳ期患者的第 1、3、5 年 OS 分别为 87.2%对 71.6%

（P=0.077）、72.8%对 50.5%（P=0.051）和 67.4%对 9.8%（P=

0.015）。化疗 2~4 个疗程后 CR 患者的 OS 也显著优于 non-

CR患者（P<0.001）。在91例治疗有效的患者中，有36.3%的

患者复发进展，第 1、3、5 年的 PFS 分别为 85.0%、68.4%、

61.4%，其中Ⅰ/Ⅱ期和Ⅲ/Ⅳ期患者第1、3、5年的PFS分别为

85.3%、71.8%、66.3%和 84.2%、56.1%、43.7%。复发进展的

患者接受了姑息治疗或挽救性治疗，复发进展后第1、3、5年

的OS分别为 16.7%、12.5%和 8.3%。经多因素COX回归分

析，疾病分期是ENKTL独立的预后因素。结论 EPCOHL

方案一线治疗ENKTL有良好的效果，化疗后达CR患者远

期预后更好。疾病分期是ENKTL独立的预后因素。

F207. 紫檀芪诱导人套细胞淋巴瘤细胞凋亡及细胞
周期阻滞的机制研究
1.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2.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 余丹丹 1 张勇 2 陈格格 1 谢永盛 1 常帅康 1 胡

亮凝 1 卜文宣 1 王英聪 1 施菊妹 1

目的 观察紫檀芪在套细胞淋巴瘤中的疗效并探索可

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为检测紫檀芪抗肿瘤效果，我们使用

了CCK-8、细胞凋亡检测、细胞周期分析、JC-1线粒体膜电位

检测、蛋白印迹及裸鼠皮下成瘤等实验方法和技术。结果

紫檀芪对套细胞淋巴瘤的增殖有剂量依赖性的抑制作用，包

括诱导套细胞淋巴瘤发生细胞凋亡以及使套细胞淋巴瘤的

细胞周期阻滞在G0/G1期。此外，PI3K/Akt/mTOR信号通路

在紫檀芪处理后出现下调，为紫檀芪抗肿瘤特性提供了一种

可能的机制。我们也观察到将紫檀芪和硼替佐米联合应用

于套细胞淋巴瘤细胞系和裸鼠肿瘤模型时，二者有着明显的

协同效应。结论 揭示了紫檀芪的抗套细胞淋巴瘤的特性，

为那些对标准治疗方案效果较差的套细胞淋巴瘤患者提供

了一种新的治疗方法；针对紫檀芪和硼替佐米联合用药用于

套细胞淋巴瘤的治疗方案，值得进一步深入开展临床研究，

以期为该肿瘤提供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

F208. 11 例原发结外霍奇金淋巴瘤临床分析并文献
复习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畅 彭志刚

目的 探讨原发结外霍奇金淋巴瘤（PEHL）的临床特

点、治疗策略及预后。方法 收集 2007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 在 我 院 全 院 经 治 的 11 例 同 时 整 理 75 例 同 期

PUBMED 数据库诊断为 PEHL 并能获取全文的病例报道。

通过回顾性分析的方法研究其临床、病理特点以及预后情

况。结果 ①86 例患者平均年龄 45.9±20.4 岁，20~40 岁及

60 岁左右为发病高峰。男女比例约为 1∶1.15。②最常见的

起病部位依次为骨（16.2%）、肺（15.1%）、胃肠道（15.1%）、脑

（11.6%）等。常见临床特点依次为相应组织的肿大或 肿块

（27.4%）及发热（19.0%）等非特异性症状，而恶性、呕吐、腹

痛、腹泻（11.9%），咳嗽、咳痰（10.7%），骨痛、活动障碍

（9.5%），头晕、头痛（8.3%）及胸闷、胸痛（6.0%）也较常见。

32 例有 B 症状（37.2%），Ann Arbor 分期 4 例为ⅠE 期

（36.3%），7 例为ⅡE 期（63.7%）。IPS 评分为低危组的 8 例

（54.5%），高危组的 8 例（45.5%）。③53 例提供了病理类型，

cHL 有 52 例（97.9%），以结节硬化型最为常见（60.4%）。

NLPHL 共 2 例，仅百分之 4.2%。65 例患者有免疫表型，表

达CD30（100%），大部分患者表达 CD15（72.4%）。EBER阳

性表现在本院组中为 2/6，数据库中为 14/23。我院的 10 例

患者行CT 检查，9 例考虑为恶性肿瘤，检出率90.0%，4 例患

者确诊后行PET/CT 用于术后明确分期或评估疗效。

F209. 西达本胺治疗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疗效及安
全性观察
郑州人民医院 陈荣华 郭树霞

目的 探索西达本胺治疗外周T细胞淋巴瘤的疗效及

安全性。方法 观察我院 3例外周T细胞淋巴瘤患者应用

西达本胺后的临床过程、疗效及安全性。结果 例 1：患者

女，77岁，外周T细胞淋巴瘤-非特指型-Ⅲ期B组、高中危，以

“CHOP”化疗 5周期，“GDP”化疗 2周期，疾病进展，最终以

“西达本胺+沙利度胺+COP”化疗 3周期，达CR。例 2：患者

男，53岁，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Ⅳ期B组、高中

危。因心功能不全，先行“COP”预激化疗，后以“GDP”化疗1

周期，病情未控制，改为“西达本胺+PCT”化疗 2 周期，达

CRu。例3：患者男，75岁，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

III期、低中危，以“CHOPE”化疗 2周期，疾病进展，改为“西

达本胺+PCT”化疗2周期，达PR，因不确定的心脏毒性，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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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胺减量为25 mg，BIW。三例患者在应用西达本胺期间均

仅发生Ⅰ级胃肠反应和Ⅱ级血液学毒性。结论 除ALK+

间变大细胞淋巴瘤外，PTCL 尚无标准治疗方案，CHOP 和

CHOP样方案对PTCL的疗效不理想，一线及二线方案的疗

效均不满意。西达本胺对治疗PTCL具有显著的疗效，就我

院三例 PTCL有效率达 100%，其主要副作用为胃肠道反应

及血液学毒性，但不良反应轻微且可耐受。联合西达本胺的

一线治疗有望提高PTCL的疗效。

F210. Successful second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

plantation from the same sibling donor for a pa-

tient with recurrent hepatosplenic gamma-delta（γ/

δ）T cell lymphoma: a case report
1.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ongqing Medical Univer-

sity; 2. Department of Blood Rheumatology, The Sixth People’

s Hospital of Chengdu Hui Pan1, Jing Huang2, Jun-Nan Li1,

Li Wang1

Background Hepatosplenic T-cell lymphoma（HSTCL）

is a rare but aggressive type of the peripheral T-cell lymphomas

（PTCL）. Case presentation A 24- year- old man, presented

with a 2-week history of fever, drenching night sweats and non-

quantified weight loss. Laboratory studies: flow cytometry of

immunophenotyped and physical examination results strongly

suggested hepatosplenic γ/δ T- cell lymphoma, stage IVB. We

conducted an allo- SCT with a HLA- identical sibling donor.

The bone marrow examination and FISH pointed out complete

donor chimerism of bone marrow cells on day 34. On day 157

after the first allo- SCT, the bone marrow examination

confirmed the relapse of the sinusoidal infiltration with

lymphoma cells. Considering the disease persistence, we

conducted the second allo-SCT from the same HLA-identical

sibling donor immediately. Bone marrow examination

indicated hematologic recovery without residual lymphoma

cells. Conclusions Our outcome suggests that the latter allo-

SCT needs to be considered early for the patients with disease

recurrence, and GVL conferred by allo- SCT may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HSTCL.

F211.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血清代谢组学标志
物预测疗效及预后的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张淑贤 许壁榆 邵霞 菅

成莲 叶芬 肖菲 韩晓凤 黄洪晖 王婷

目的 寻找新的淋巴瘤血清标志物，用以完善DLBCL

的预后积分体系、预测患者疗效及预后。方法 本研究应用

高通量UPLC-TOF-MS法，对DLBCL初发患者及健康志愿

者的血清标本进行代谢组学分析，经过筛选、合成标准品并

验证，发现 DLBCL 特异性血清标志物 Phenylalanyl-Trypto-

phan（Phe-trp）。收集 2012年 1月至 2017年 7月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148例初发DLBCL患者不同治疗时

相共 464例血清样本，应用LC-MS法检测此 148例DLBCL

患者初发及不同治疗时相血清Phe-trp水平，回顾性分析患

者临床资料，采用Kaplan-Meier、Log-rank 检验、COX 比例风

险评估模型等统计学方法，分析Phe-trp水平和动态变化与

DLBCL患者疗效及预后的相关性。结果 ①初发DLBCL

患者血清 Phe- trp 水平显著低于健康志愿者（P<0.01）；②
DLBCL患者治疗后达到缓解（CR及PR）时血清Phe-trp水平

显著高于初发时（P<0.01）；③初发时血清 Phe-trp 低水平组

的 DLBCL 患者 6 个疗程 CR 率显著低于 Phe-trp 高水平组

（55.59%对79.59%，P<0.01）；④初发时血清Phe-trp低水平组

的 DLBCL 患者 PFS 显著低于 Phe- trp 高水平组（3 年 PFS

54.6%对 76.7%，P<0.01）。结论 Phe-trp 作为 DLBCL 的新

型血清标志物，具有无创、敏感、特异、动态、可定量、易获取

等优点，可用于预测DLBCL患者疗效及预后，并对完善预

后积分体系具有一定临床应用价值。

F212. 二氢雷公藤红素通过双重抑制mTORC1和
mTORC2在套细胞淋巴瘤中发挥强抗肿瘤作用
1.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2.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

所 谢永盛 1 施菊妹 1 李波 2 常帅康 1 卜文宣 1 胡亮

凝 1 陈格格 1 吴晓松 1 朱维良 2

目的 探讨二氢雷公藤红素（DHCE）对套细胞淋巴瘤

（MCL）的抗肿瘤作用及其潜在机制。方法和结果 利用

CCK8及EdU试剂分析发现DHCE能够明显抑制MCL细胞

增殖，使用 Annexin- V/PI 染色及 TUNEL 染色分析发现

DHCE能够诱导MCL细胞凋亡，同时激活内源性及外源性

凋亡通路，使用广谱caspase抑制剂Z-VAD-FMK后能够抑制

DHCE所诱发的细胞凋亡；利用PI染色检测发现，DHCE引

起 MCL 细胞 G0/G1期细胞周期阻滞，且 Western blot 发现周

期阻滞的发生与周期蛋白CDK4、CDK6和Cyclin D1的表达

降低相关；使用 Western blot 检测 DHCE 对 MCL 细胞内

mTOR信号通路的影响，发现DHCE通过抑制mTOR复合物

1（mTORC-1）介导的p70S6K和4EBP1的磷酸化水平抑制细

胞生长和增殖。同时，DHCE通过抑制mTORC-2介导的Akt

和NFκB磷酸化水平诱导细胞凋亡并抑制细胞存活。通过

建立裸鼠皮下MCL移植瘤模型，我们发现DHCE在体内具

有抗MCL活性，且对小鼠无明显的毒副作用，具有安全性。

此外，通过联合应用硼替佐米，我们发现DHCE与硼替佐米

能够对MCL细胞产生协同杀伤作用。结论 mTOR信号通

路在MCL的发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DHCE能够通过双重

抑制 mTORC1/p70S6K/4E-BP1 和 mTORC2/Akt/NF-κB 的活

性有效发挥抗MCL作用。DHCE单独应用或者联合硼替佐

米，有望成为改善MCL患者预后的新型治疗方案。

F213. NCCN-IPI对应用利妥昔单抗治疗的弥漫大
B细胞淋巴瘤患者的预后评估价值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陆海洋 赵维莅

目的 探究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国际预后指数

NCCN-IPI在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中的预后评估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 4月至 2016年 3月接受利妥昔单抗联合

CHOP或 CHOP样（环磷酰胺、阿霉素/表阿霉素/脂质体阿霉

素、长春新碱及泼尼松）方案免疫化疗的251例初治弥漫大B

细胞淋巴瘤（DLBCL），应用国际预后指数（IPI）及NCCN-IPI

进行危险度分层和预后评估。结果 251例患者的3年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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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OS）和无进展生存（PFS）率分别是83.2%和79.5%。全部

患者根据 IPI评分系统，低危组占51.4%、中低危组占23.1%、

中高危组占20.3%、高危组占4.5%，3年OS率分别为94.4%、

80.1%、71.1%、58.6%（χ2=24.673，P<0.0001）；根据NCCN-IPI

评分系统，低危组占 27.5%、中低危组占 44.2%、中高危组占

25.9%、高危组占 2.4%，其 3 年 OS 率分别为 94.1%、90.5%、

62.4%、22.2%（χ2=55.116，P<0.0001）。两种预后指数相比，

NCCN-IPI 与 IPI 区分低危组的能力相近（94.1%对 94.4%），

但NCCN-IPI高危组的3年OS明显低于 IPI高危组（22.2%对

58.6%）。结论 在应用利妥昔单抗一线治疗弥漫大B细胞

淋巴瘤患者中，NCCN-IPI与 IPI均能很好地区分高危组和低

危组患者，但NCCN-IPI能更好地甄别DLBCL高危组患者，

因此具有更好的预后判断能力。

F214. 真实世界中单中心伊布替尼治疗慢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经验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王婷玉 李

增军 安刚 邓书会 傅明伟 隋伟薇 吕瑞 邹德慧

赵耀中 邱录贵

目的 探讨真实世界中伊布替尼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的疗效和毒副反应。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1月至

2018年 5月应用伊布替尼治疗的 13例 CLL患者临床资料，

进行疗效和毒副作用分析。结果 ①患者基本资料：男性7

例，女性 6例，中位年龄 54岁（38~83）岁，包括 1例Richter综

合征、1 例伴大 B 细胞转化趋势、1 例 SLL 肾脏受累患者；

IGHV 未突变型 4 例；FISH 检测 13q- 2 例，CEP 12 2 例，

11q- 4例，p53突变 1例。一线治疗患者 5例（3例患者为单

药治疗，另 2 例患者分别联合 R-FC 和 R-EDOCH 治疗），复

发/难治患者8例。②治疗反应：中位服药时间6（3~9）个月，

3例患者发生一过性淋巴细胞增多，发生时间分别为服后 3

天、3周和 1月，在 10天到 1月的时间消退；6例有明显淋巴

结肿大的患者淋巴结在服药后1周~2个月明显的回缩。5例

一线治疗患者：CRu 2例 ，PR 3例；8例复发/难治患者：PR 6

例 ，CRu 1例，PD 1例（为Richter综合征患者）。③不良反

应：疲乏 1级 2/13例（15.4%），2级2/13例（15.4%），3级 1/13

例（7.7%）；盗汗 1 级 1/13 例（7.7%）；失眠 1 级 1/13 例

（7.7%）；出血 1级 7/13例（53.8%）；腹泻 1级 1/13例（7.7%）；

皮肤色素沉着 1级 1/13例（7.7%）；关节痛/肌痛 1级 5/13例

（38.5%）；白细胞减少 2级 1/13例（7.7%）；中性粒细胞减少 2

级 1/13 例（7.7%）3 级 1/13 例（7.7%）；贫血 1 级 1/13 例

（7.7%）；皮疹 1级 4/13例（30.8%）3级 1/13例（7.7%）；呼吸道

感染 2级 2/13例（15.4%）；房颤 2级 1/13例（7.7%）。1~2级

的非血液学毒性和 3级及以下血液学毒性均不需处理和停

药，3级的非血液毒性需停药处理。结论 真实世界中伊布

替尼治疗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起效反应快，初步疗效明显，

毒副反应轻微可控，与伊布替尼临床研究结果相似。

F215. 母细胞性浆样树突细胞肿瘤1例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潘登 苏楠 蔡大利 李艳

患者，女，30岁，因右侧肘部肿块一周于 2016年 9月就

诊于北京 301医院，行淋巴结活检，诊断为母细胞性浆样树

突细胞肿瘤。当时血常规正常，骨髓穿刺恶性细胞占

11.87%。患者未系统诊治，后于2017年3月就诊于我院。此

时血常规 WBC 0.95，HGB 71，PLT 82。骨髓恶性细胞

88.8%。免疫分型细胞占 83.7%，主要表达HLA-DR，CD38，

CD56，CD123，CD4，CD2，部分表达 CD7，CD10，不排除为

DC 细胞。周身淋巴结肿大，大者 3.91 × 1.39 cm。给予

HyperCVAD A方案化疗1个疗程后，达到完全缓解。第二次

治疗给予 HyperCVAD B 方案。第三次给予大剂量 ARA-C

化疗，总量24 g。随后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至今仍未

复发。讨论：母细胞性浆样树突细胞肿瘤是一种极为少见的

髓系肿瘤，仅占全部血液肿瘤的0.44%。该病多见于60岁以

上老年患者，主要侵袭淋巴结和骨髓，诊断主要依赖于免疫

组化或免疫分型。该病预后较差，目前一般先按照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方案化疗，缓解后再按AML化疗，有条件者推荐

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我们报道的患者经过治疗后取

得了较好的疗效，可能与患者相对年轻有关。对于多数患者

是否该采用上述治疗尚需进一步研究。

F216. 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的特点及预
后因素分析，新的预后模型被建立
1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 郑州人民医院 商豫凤 1,2 郭

树霞 2 张明智 1

目的 探索有助于预测预后的不良因素，并进行危险分

层。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2016年间来我院诊治的117例

血管免疫母细胞性 T 细胞淋巴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应用

SPSS 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对于治疗，CHOP 方案与含

吉西他滨和顺铂的方案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

析显示 β2 微球蛋白≥40 mg/L（P=0.020）、皮疹/瘙痒（P=

0.004）、PS≥2（P=0.006）、年龄>60岁（P=0.006）、结外累及部

位>1（P=0.029）是 OS 的独立危险因素。皮疹/瘙痒（P=

0.007）、年龄>60岁（P=0.035）、结外累及部位>1（P=0.006）是

PFS的独立危险因素。一个由β2微球蛋白、皮疹/瘙痒、PS、年

龄和结外累积部位>1构成的预后模型被建立。该模型将患

者分为低危组（0或1个因素）、中危组（2个因素）、高危组（≥
3个因素），显著的将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进行了

预后分层（P<0.001）。与传统的 IPI和PIT评分相比，我们建

立的预后模型 ROC 曲线面积更大（0.747 对 0.661；0.747 对

0.622）。结论 对于血管免疫母细胞性 T 细胞淋巴瘤，

CHOP方案并不优于含吉西他滨和顺铂的治疗方案；除 IPI

中的PS≥2、年龄>60岁、结外累及部位>1三个因素外，β2微球

蛋白、皮疹/瘙痒也是不良预后因素。到目前为止，血管免疫

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并无特有的预后评分系统，由以上5个

因素建立的预后模型对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的

OS和PFS都具有很好的预测作用，且其分层优于 IPI和PIT。

F217. 高危恶性淋巴瘤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维持
治疗的价值分析 -单中心前瞻性非随机研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陈永铨 郑志宏 骆晓峰

任金华 耿海丽 杨婷 胡建达

目的 探讨自体移植后维持治疗对降低高危恶性淋巴

瘤复发率、提高生存质量的价值。方法 2009年6月至2018

年 03月在我院行自体移植的恶性淋巴瘤患者，移植后根据

患者意愿是否接受维持治疗，非随机地分为观察组和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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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随访终点为死亡或疾病复发，比较两组患者3年总生存

率（OS）及无病生存率（DFS）。结果 共纳入 79例患者，中

位年龄 38（8~64）岁，男性 50例，女性 29例，IPI评分≥2分 28

例，Ⅲ~Ⅳ期58例，合并B症状21例，结外病灶数≥2个17例，

骨髓浸润 15例，移植前未获完全缓解（CR）24例。除 2例早

期死亡，其余 77 例淋巴瘤患者移植过程顺利，移植后均获

CR。观察组共纳入 54例，维持组共纳入 23例，包括利妥昔

单抗方案 17例，DPP/DCEP-G交替方案 6例。两组在性别、

年龄、移植前疾病状态、移植后造血植入和移植并发症等均

无统计学差异，主要死亡原因均为疾病复发。维持治疗期间

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中位随访616（12~2854）d，观察组

与维持组复发率分别为49.1%对12.9%，1年、2年和3年DFS

分别为 62.8%对 3.8%，48.1%对 87.1%，45.3%对 87.1%（P=

0.007），1年、2年和 3年OS分别为 89.3%对 100%，83.2% 对

92.9%，76.2%对 92.9%（P=0.212）。结论 自体造血干细胞

移植后维持治疗有助于降低复发率、改善无病生存，值得进

一步深入研究。

F218. 衍生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在结外鼻型

NK/T细胞淋巴瘤中的预后价值
1. 山东省立医院；2. 山东大学临床医学院 周香香 1 王欣 1,2

房孝生 1 路康 1 姜玉杰 1 封丽丽 1 陈娜 1

目的 研究衍生的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dNLR）

与结外鼻型NK/T细胞淋巴瘤（ENKTL）患者预后的关系，探

讨dNLR在ENKTL中的预后价值。方法 收集33例初次确

诊ENKTL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分析患者治疗前外周血

dNLR水平与临床特点的相关性。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

线（ROC曲线）确定 dNLR预测ENKTL生存的最佳分界点，

并以此将患者分为高 dNLR组及低 dNLR组，分析其与患者

临床特征之间的相关性。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

线，Log-Rank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评估治疗

前外周血dNLR对ENKTL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 ENKTL

患者治疗前外周血dNLR水平与患者的临床分期、血清乳酸

脱氢酶（LDH）水平、远处淋巴结转移及β2-MG 水平明显相

关。ROC曲线分析确定dNLR预测生存的最佳临界值为3.6

（AUC 0.714，95%CI 0.524~0.904，P=0.043）。Kaplan-Meier

生存分析发现，高dNLR组（≥3.6）患者的总体生存时间（OS，

P=0.001）及无进展生存时间（PFS，P=0.047）明显短于低

dNLR组（<3.6）患者。单因素分析结果表明，ENKTL患者的

国际预后指数（IPI，≥2，P=0.007）、体能状态（ECOG）评分（≥
2，P=0.004）、β2-MG 升高（P=0.014）和 dNLR 升高（>3.6, P=

0.001）均与ENKTL的不良预后相关。将上述对预后有影响

的因素引入 Cox 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显示，dNLR 为

ENKTL的独立预后因素（P=0.004，HR 5.938，95%CI 1.790~

19.704）。结论 治疗前外周血高dNLR水平与ENKTL的不

良预后明显相关，是 ENKTL 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dNLR

是一种简便高效、易检测、低成本的评估 ENKTL 预后的因

素，因此，治疗前检测、评估 dNLR在ENKTL患者的预后评

估中具有较强的推广价值及临床应用前景。

F219. Safety and efficacy of anti-PD-1 monoclonal

antibody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or refractory

lymphoma：a meta analysis of 10 perspective clini-

cal trails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and Research Laboratory of Hema-

t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Hui Zhou,

Ting Niu

To evaluate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anti- 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 including nivolumab and pembro-

lizumab in treating relapsed or refractory lymphoma. We ana-

lyzed perspective clinical trials from PUBMED, EMBASE and

The Cochrane Library. Overall 762 patients of ten studies were

enrolled, including 4 phase Ⅰ studies and 6 phase Ⅱ studies.

Drug-related deaths occurred in two patients, one received niv-

olumab and one treated with pembrolizumab. The pooled inci-

dences of any grade and grade ≥3 adverse events（AEs）were

74% and 24%, respectively. The most common any grade AEs

and grade ≥3 AEs were fatigue（14.91%）and neutropenia

（4.79% ）, respectively. Fatigue（P=0.0072） and rash（P=

0.0078）in any grade AEs were less observed in patients treat-

ed with pembrolizumab than nivolumab. The pooled ORR,

PFS rate and OS rate were 58%, 73% and 96%, respectively.

The ORR in patients with Hodgkin lymphomas（HL）was high-

er than patients with non- Hodgkin lymphomas （NHL）

（69.08% vs 30.77%, P<0.0001）. In conclusion, nivolumab and

pembrolizumab have promising outcomes with tolerable AEs

and drug-related deaths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or refractory

lymphoma.

F220. C-myc及Bcl-2蛋白表达在原发中枢神经系
统淋巴瘤中的临床意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陈红 胡建达

目的 探讨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PCNSL）的临床

病理特征，分析PCNSL患者中C-myc及Bcl-2蛋白表达的意

义。方法 收集 2007年 5月至 2017年 4月在我院经病理活

检确诊的 67 例初治 PCNSL 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通过

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进行单因素生存预后分析，

Cox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生存预后分析。结果

本文纳入67例初治PCNSL患者，男性39例（58.2%），女性28

例（41.8%），男女比例1.4∶1；年龄≥60岁有23例（34.3%），年

龄<60 岁有 44 例（65.7%），中位年龄为 53 岁。本文 PCNSL

患者组织形态学多以中心母细胞型为主，病理类型均为弥漫

大 B 细胞淋巴瘤。按 Hans 模型分类，GCB 型占 34.3%（23/

67），non-GCB型占61.2%（41/67），其中3例患者因缺乏详细

病理结果未能进行分型。67例中有 48例病理行Bcl-2 IHC

染色，其中40例同时行C-myc IHC 染色。有37例Bcl-2蛋白

表达阳性（临界值 30%），23 例 Bcl-2 蛋白高表达（临界值

85%），11例C-myc蛋白表达阳性（临界值40%），C-myc（临界

值 40%）及 Bcl- 2（临界值 30%）蛋白双表达 8 例。67 例

PCNSL患者的中位生存时间为 14个月，1、2、3年累积生存

率分别为59.7%、52.9%、41.6%。单因素生存分析显示：发病

年龄<60岁、体能状态评分<2分、Bcl-2蛋白表达率＜85%的

患者预后较好；术后进行以大剂量甲氨蝶呤（HD-MTX）为基

础化疗组的预后好于单纯手术治疗。多因素生存预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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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C-myc蛋白表达阳性（≥40%）是PCNSL患者的独立预

后因素（P=0.032）。结论 PCNSL 患者主要为 DLBCL 类

型，其总体预后较非特殊类型DLBCL差。发病年龄、ECOG

评分、Bcl-2表达率高低以及不同治疗方法与其总生存期相

关，术后以HD-MTX为基础的单药或联合化疗方案是其最

佳治疗方法。C-myc蛋白表达阳性（≥40%）是 PCNSL患者

的独立预后因素。

F221. CD19 CART细胞治疗复发难治B细胞淋巴
瘤的安全性与疗效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刘薇 李健

吕瑞 黄文阳 邱录贵 邹德慧

目的 探讨CD19 CART细胞治疗复发难治B细胞非霍

奇金淋巴瘤（NHL）的安全性和疗效。方法 我们开展了前

瞻性 1期临床研究（XH-CD19CART-002, NCT03029338），采

用合源生物科技（天津）有限公司制备的自体第二代CD19

CART细胞治疗复发难治的B细胞NHL，评价其安全性和疗

效。患者回输前均采用FC方案去除淋巴细胞。第1~5例回

输CD3+T细胞数量为 5×106/kg（剂量 1组），第 6~10例回输

CD3+T 细胞数量为 1×107/kg（剂量 2 组）。CART 细胞（19-

41BB-Z）转染率为 33~51%。结果 2017年 6月 8日至 10月

30日，10例CD19+B细胞NHL患者入组。患者中位年龄55

岁（40~71岁），包含套细胞淋巴瘤（MCL）3例、弥漫大B细

胞淋巴瘤（DLBCL）6例和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Rich-

ter转化1例。患者既往接受过中位4（2~4）线化疗，均对利妥

昔单抗耐药。截至2018年6月30日，所有患者中位随访9.5

个月，9例可评价病例总有效率为 77.8%（7例），其中完全缓

解（CR）率和部分缓解（PR）率分别为 22.2%和 55.6%。所有

患者中位无进展生存（PFS）时间为3个月，中位总生存（OS）

时间未达，6个月OS率为 77.8%。7例治疗有效患者中位随

访 9.5个月，中位疗效持续（DOR）时间和中位PFS时间均未

达到，6个月 PFS率和OS率分别为 57.1%和 100%。至末次

随访，2例CR患者均处于持续CR状态，分别已达9.5和11.5

个月；5例PR患者 4例出现疾病进展，中位DOR时间为 3个

月。2 例 CART 治疗无效患者均因疾病进展死亡。未发生

CART治疗相关死亡。5例（50%）患者发生细胞因子释放综

合征（CRS），均为 1 级反应（剂量 1 组和 2 组分别为 1 和 4

例）；除 1 例应用托珠单抗外，其余均对症、支持治疗后缓

解。无患者发生中枢神经系统毒副反应。结论 合源生物

科技（天津）有限公司的CD19 CART细胞治疗复发难治B细

胞NHL有效率高而治疗相关毒副反应多可耐受，值得进一

步扩大病例临床研究。

F222. 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治疗弥漫大B

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刘瑜

目的 观察自体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术（Auto-PB-

SCT）治疗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的疗效及毒副作

用，并探讨术后维持治疗、国际预后指数（IPI）积分等对疗效

的影响。方法 21例Ann Arbor分期Ⅲ、Ⅳ期的DLBCL患

者在大剂量化疗后行Auto-PBSCT，术后予以干扰素或利妥

昔单抗维持治疗，观察术后临床疗效、毒副反应及随访结

果。结果 移植术后总有效率为 81.0%。随访至 2016年 12

月，1年总存活率为81.0%、无事件存活率为66.7%；3年总存

活率为47.6%、无事件存活率为33.3%。IPI评分高中危及高

危患者术后均复发或进展，5例行二Auto-PBSCT强化治疗，

术后均达CR。结论 大剂量化疗+Auto-PBSCT是Ⅲ、Ⅳ期

DLBCL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案，术后是否维持治疗、IPI积分

的高低可能对术后疗效产生影响，复发、难治或具有高复发

危险因素的患者，可考虑行二次Auto-PBSCT。

F223. 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临床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杨晓凤 胡建达

目的 探讨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HLH）的

临床特征、病因及预后，以提高临床上该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125例确诊为HLH患者的临床资料，将其分为肿

瘤相关性噬血细胞性淋巴组织细胞增多症（M-HLH）和非

M-HLH，从总体人群组、儿童组、成人组三个组别的研究指

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125例HLH患者中M-HLH 39例，

其中淋巴瘤 33例，白血病 4例，MDS 2例，非M-HLH 86例，

其中感染相关性 80 例，风湿免疫性疾病相关性 6 例。将

M-HLH 和非 M-HLH 患者中有统计学差异的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全部人群组中，AST、ALB、DBIL 是

M-HLH 的独立相关因素，儿童组、成人组中，各因素都与

M-HLH无显著相关。ROC曲线分析显示总体人群组NK细

胞比例对M-HLH诊断的最佳预测值为4.96%，儿童组NK细

胞比例对M-HLH诊断的最佳预测值为4.96%，成人组NK细

胞比例对M-HLH诊断的最佳预测值为 2.08%。总体人群，

非M-HLH患者OS为 68.1月，M-HLH患者的OS为 15.3月，

两组生存时间有统计学差异，COX回归显示PLT、ALB是影

响生存的独立相关因素。儿童组，非M-HLH 患者的OS 为

78.9月，M-HLH患者的OS为32.2月，有统计学差异，COX回

归显示各因素均与预后无显著关系。成人组OS为 20.7月，

非 M-HLH 患者的 OS 为 44.3 月，M-HLH 患者的 OS 为 7.73

月，两组生存时间有统计学差异，COX 回归结果显示 PLT、

ALB是影响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非M-HLH生存

明显好于M-HLH。NK细胞比例对M-HLH的诊断有预测价

值。总体人群组中，非M-HLH较M-HLH更易出现肝功能异

常。血小板计数与血清白蛋白水平降低与预后不良相关，血

小板计数及血清白蛋白水平越低，预后越差。此外，成人组

血小板计数与血清白蛋白水平降低也与预后不良相关。

F224. Concurrent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after cyclosporine A therapy for aplastic anemia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Xiaoq-

ian Li, Feng Zhu, Qiong Liu, Jianlin Qiao, Kailin Xu, Haiying

Sun

Objective We report an aplastic anemia pa. Results

A middle-aged woman, Han ethnic, who presented with recur-

rent fever after a long history of cyclosporine A for AA. Multi-

ple enlarged lymph nodes were founded in Physical examina-

tion. Increased heterotypic lymphocytes had been detected

in the enlarged cervical lymph node demonstrated as CD20 + ,

CD10-, CD3-, CE43+, bcl-6+, Bcl-2+, CD21-, CD23foci+, Ki-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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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60%）, MUM+, Pax5+, MPO- , CD5- , cyclin D1- , SOX-

11- , CD34 -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DLBCL concurrent

with aplastic anemia was diagnosed. CsA was immediately dis-

continued, and the R-CHOP regimen was administered. her fe-

ver was relieved and the superficial enlarged lymph nodes

were decreased to a different degree. Another 5 cycles of

CHOP resulted in a complete remission. Conclusion Lymphop-

roliferative disorders after IST is a rare but serious complica-

tion associated with AA. Albeit rare, it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before the onset of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what’s more, detailed histopathological and immuno-

histochemical analysis are needed for accurate and rapid diag-

nosis and initiation of preemptive treatment.

F225. CCR7（clone 150503）在成熟小B细胞淋巴瘤
中的诊断价值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吴雨洁 李丽霞 赵四书

刘露 刘芳 李建勇

目的 探讨克隆号为 150503 的趋化因子受体 CCR7

（CD197）抗体在成熟小B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B-CLPD）中

的表达情况 ，该克隆号的CCR7（clone 150503）在鉴别不同

类型B-CLPD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3色抗

体组合（CD5-PE-Cy7/CCR7-PeCy5.5/CD19-APC）检测初诊

未治疗的B-CLPD共546例，其中男355例，女191例，平均年

龄 61.5 岁；包括：CLL 300 例（27 例不典型），MCL 42 例，FL

30 例，HCL 7 例，HCL-V 2 例，PLL 9 例，MZL 32 例，WM 27

例，不能明确诊断的BLPD 97例（其中 64例CD5-BLPD，33

例CD5+BLPD），记录CD5-CD19+或CD5-CD19+细胞群中的

CCR7表达率（%）和平均荧光强度（MFI），阳性率判断标准

为>20%。结果 CCR7 在 CLL 阳性率为 90%（270/300），

MCL为4.8%（2/42），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FL：

3.3%（1/30例），PLL：11%（1/9例），MZL为 18.8%（6/32例），

HCL/HCLV为 0%（0/9例），WM为 3.7%（1/27例），表达无显

著统计学意义（P>0.01）。CCR7在 27例不典型CLL阳性率

88.9%（24/27例），在经典CLL阳性率89%（246/273例），两者

表达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CLL诊断主要采

用改良Estella Matutes积分标准，但实际分析中，会出现不典

型的表达如CD23dim/-，FMC7+，CD20hi等特点，导致部分

患者诊断困难。多篇文献报道CCR7在所有B-CLPD中为一

致性高表达，本研究前期采用克隆号为G043H7的CCR7抗

体，结果也和文献一致；但采用克隆号为 150503的CCR7的

抗体检测后我们发现该抗体在经典与不典型CLL中均高表

达（90%），而在MCL、FL、PLL、MZL、HCL/HCLV、WM，以及

其他可能伴有CD5+B-CLPD 均不表达或低表达，本研究表

明不同克隆号针对不同抗原决定簇，可以导致不同的检测结

果，而采用克隆号为150503的CCR7是诊断和鉴别诊断CLL

与其他类型的B-CLPD的有效标记物。

F226. 以胸水流式确诊的淋巴瘤一例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詹雲 王季石

目的 提高对淋巴瘤诊断的认识，胸腔积液相关检查在

淋巴瘤疾病中的重要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以胸腔积

液为首发表现的淋巴瘤病例的临床表现及各类检查资料。

结果 28岁男性，胸闷、气促2个月，首发表现为双侧胸腔大

量积液，免疫表型示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讨论：淋巴瘤占

恶性胸腔积液病因的第3位，其中以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

最为常见。本例淋巴瘤以胸腔积液为首发表现，缺乏典型临

床表现，骨髓形态及流式未见明显异常，给确诊带来困难。

腺苷脱氨酶（ADA）作为明确胸腔积液性质的一项指标被广

泛应用于临床，对结核性胸腔积液有很高的临床诊断价值。

本例胸水ADA显著升高，我国又是结核病高发地区，患者临

床表现无特异性，易误诊为结核。但应注意的是，ADA在非

结核性胸腔积液中也可升高。包括淋巴瘤、肺癌、间皮瘤、脓

胸、肺炎和胶原血管疾病等。淋巴瘤胸腔积液中ADA水平

的报道较少。国外亦有报道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淋巴瘤

都是表现复杂、缺乏特异性诊断方法的疾病，临床上有很多

重叠的特点，是鉴别诊断的难点。综合上述分析，如果发现

不明原因的胸腔积液，伴有反复发热，应尽快行胸水流式等

相关检查进一步确诊。结论 不明原因胸腔积液，需要考虑到

淋巴瘤的可能，应尽快完善胸水流式等病理学检查明确诊断。

F227. 40例原发乳腺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的
疗效及预后分析
1.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

医院 王明月 1 王黎 2

目的 探讨原发乳腺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PB-

DLBCL）患者临床特征及治疗方法对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瑞金医院 1998 年至 2018 年收治的 40 例 PB-

DLBCL 患者资料，结合临床特征和治疗方法采用 Kaplan-

Meier方法计算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PFS），寻找影响

患者 PFS 和 OS 的独立预后因素。结果 40 例 PB-DLBCL

患者均为女性，中位年龄 52（35~80）岁，经过治疗后均获得

完全缓解（CR），预计 5 年的 OS 率为 89.8%，5 年 PFS 为

79.8%。ECOG评分均为 0~1分，IPI、NCCN-IPI危险度分层

均为低危及低/中危组，R-IPI 分层均为预后极好和预后好

组，92.5%（37/40）的患者 Ann Arbor 分期为Ⅰ~Ⅱ期，72.5%

（29/40）的患者LDH为正常，87.5%（35/40）患者接受利妥昔

单抗联合标准化疗方案化疗。根据年龄（≤60 岁/>60 岁）、

Ann Arbor分期（Ⅰ期/Ⅱ期/Ⅳ期）、IPI危险度分层（低危组/低

中危组）、NCCN-IPI危险度分层（低危组/低中危组）、R-IPI危

险度分层（预后极好组/预后好组）、ECOG评分（0分/1分）、

LDH（正常/升高）、β2-MG（正常/升高）、手术治疗、利妥昔单

抗治疗、预防性腰穿鞘注等因素对两组患者进行无进展生存

（PFS）和总生存（OS）的差异分析。结果显示接受利妥昔单抗

治疗与未接受利妥昔单抗的患者 5年的PFS 83.1%对 53.3%

（P=0.022），5年的OS 95.7%对 50%（P=0.00），两组间均有显

著的统计学差异，其余各因素对两组患者的 5年 PFS和OS

率差异均无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结论 PB-DLBCL具有良好

预后，PB-DLBCL患者我们建议使用利妥昔单抗联合化疗。

F228.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一线治疗非霍奇金淋巴
瘤临床分析
郑州大学附属河南省肿瘤医院 袁芳芳 尹青松 王倩

陈琳 米瑞华 周健 李玉富 符粤文 刘艳艳 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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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观察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一线巩固治疗侵袭性

非霍奇金淋巴瘤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59例非霍奇金淋

巴瘤患者经化疗诱导治疗达部分缓解（PR）或完全缓解（CR）

后，行自体外周血干细胞移植。结果 59例患者中位随访

时间30个月，2、3年总生存率（OS）分别为80.7%、70.7%，2、3

年无进展生存率（PFS）均为69.5%。移植前获得完全缓解的

患者其总生存及无进展生存均优于获得部分缓解的患者。

结论 自体外周血干细胞移植一线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疗

效确切，移植前应尽可能获得完全缓解。

F229. Thalidomide combined with interfer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recurrent or refractory non-Hodg-

kin's lymphoma
Affiliated Cancer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Fang-

fang Yuan, Hao Ai, Qingsong Yin, Lin Chen, Ruihua Mi, Qian-

meng Hao, Xiaobing Xu, Xudong Wei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alidomide combined with interfer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re-

current/refractory non-Hodgkin's lymphoma. We retrospective-

ly analysed the clinical data of 42 patients with recurrent or re-

fractory non- Hodgkin's lymphoma（NHL）who were treated

with a regimen of thalidomide combined and interferon α- 1b

（IFNα-1b）at Henan Tum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07 to Janu-

ary 2017. Specifically, the patients initially received 100 mg

thalidomide in tablet form once daily at bedtime. If the patient

tolerated the drug, the dose was increased to 200 mg. Recombi-

nant human interferon α- 1b was subcutaneously injected at a

dosage of 60 μg every other day over a period of four weeks.

The efficacy was monitored throughout each treatment cycle,

adverse reactions were evaluated,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dis-

ease was assessed during follow- up visits. Relevant indica-

tors, such as 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ORR）, the overall sur-

vival（OS）, the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 for all pa-

tients, and the safety of the regimen, were analysed. Forty-

two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a regimen of thalidomide com-

bined with interferons for at least 1 period. The efficacy of the

treatment was evaluated for each patient. The objective re-

sponse rate（CR + PR）was 73.8%. The median overall surviv-

al time was 28 months and the 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

al（PFS）time was 21 months.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s of

lymphoid malignancies classified by the WHO in 2001, 36 pa-

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B-cell lymphoma, 24 of whom suf-

fered from recurrent or refractory mantle cell lymphoma

（MCL）. The combination of thalidomide and interferons im-

proved the conditions of 16 MCL patients, 8 of whom experi-

enced CR and 8 of whom experienced PR. The median OS was

28 months, and the median PFS was 19 months for the patients

with MCL. The primary adverse effects of the regimen were

drug-induced fever and joint pain caused by the IFN and neuro-

toxicity and constipation caused by the thalidomide. The ad-

verse reactions ranged in severity from degree I~II and could

be alleviated by symptomatic treatment. Serious adverse reac-

tions, such as anaphylactic shock, deep vein thrombosis and

bradycardia, did not occur.

F230. Pharmacogenomic identification of small

molecules and their functions for multidrug resis-

tance of Hodgkin's lymphomas
1.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2. De-

partment of Invasive Technology, Cancer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Yi Huang1,2, Jishi Wang1,2

Multidrug resistance of Hodgkin’s lymphoma（HL）of-

ten results in recurrence. Thus, we aimed to explore the under-

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multidrug resistance using bio-

informatics strategies. The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concerning

HL multidrug resistant and sensitive cells was downloaded

from GEO database and then was analyzed by bioinformatics

strategies. Consequently, 1425 dysregulated genes were

screened, which were mainly enriched in biological items such

as small molecule metabolic, signal transduction and cell apop-

tosis. Some survival- related pathways such as MAPK path-

ways, apoptosis and P53 pathway, and several hub genes such

as PRKCA, ACTN1, PIP5K1B, PRKACB and JAK2 might

play key roles in multidrug resistance. Interestingly, felodipine

was predicted to be a potential agent for overcoming the multi-

drug resistance. The present study offered new insights into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multidrug resistance and identified a

series of important hub genes and small agents that might be

critical for treatment of multidrug resistant HL.

F231. Effects of CD5 on chemotherapy sensitivity

in a mantle cell lymphoma cell line Jeko- 1 and

exploration of its related mechanisms
Blood Diseases Institute,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i

Sang, Xiangyu Wei, Cai Sun, Zhe Zhang, Dongmei Yan, Kailin

Xu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D5 gene on che-

motherapy sensitivity in a mantle cell lymphoma cell line Jeko-

1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Methods CD5 gene

knockout Jeko- 1 cell model［Jeko- 1（N）was established by

Crispr/cas9 method. RT-PCR and ELISA were performed to an-

alyze the expression of CD5- E1A, CD5- E1B and IL- 10 on

CD5 positive cell line Jeko- 1（Jeko- 1（P）］and CD5 gene

knockout cell line Jeko-1［Jeko-1（N）］. MTS assay was carried

out to examine the chemosensitivity to Daunorubicin and Vin-

cristine in Jeko- 1（P）（CD5 positive）and Jeko- 1（N）（CD5

negetive）mantle cell lymphomas cell lines. Fluorogenic quan-

titative PCR and ELISA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levels of

CD5-E1A, CD5-E1B, IL-10 and in Jeko-1（P）（CD5 positive）

and Jeko-1（N）（CD5 negetive）cell lines pre- and post- treat-

ment with BAY11- 7082 respectively. Western blots was were

conducted to evaluate the levels of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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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proteins p- IKKβ, p- IκB and p- p65（Including cyto-

plasm and nucleus）in Jeko-1（P）（CD5 positive）and Jeko-1

（N）（CD5 negetive）cell lines after blocking the NF-κB signal

pathway by BAY 11- 7082. Results Mantle cell lymphomas

cell line Jeko-1（P）could express CD5-E1A, CD5-E1B; CD5

gene knockout mantle cell lymphomas cell line Jeko- 1（N）

couldn't express CD5- E1A, CD5- E1B and down-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IL-10（P<0.05）. MTS assays showed that

cell line Jeko-1（P）had a lower chemotherapy sensitivity rate

compared to cell line Jeko-1（N）in hours 24 and 48 after treat-

ment with Daunorubicin and Vincristine（P<0.05）. The levels

of p-IKKβ, p-IκB,p-p65（Including cytoplasm and nucleus）, IL-

10 and Cyclin D1 were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ell

lines Jeko-1（N）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ith BAY 11-7082

（P>0.05）. To compare with untreated cell line Jeko-1（P）,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p- IKKβ, p- IκB,p- p65（Including cyto-

plasm and nucleus）, IL- 10 and were down- regulated in cell

lines Jeko-1（P）and Jeko-1（N）after exposure to BAY 11-7082

（P<0.05）. Conclusions CD5 gene may regulate IL-10 secre-

tion level and chemotherapy sensitivity by activating NF- κB

signaling pathway

F232. miR-181a对T淋巴细胞功能的影响及其可能
的作用机制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王莹 桑威 闫冬梅 李振宇

徐开林

目的 探讨miR-181a对人CD4+T淋巴细胞功能的影响

以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为研究miR-181a参与移植免疫的

调控奠定理论基础。方法 构建过表达miR-181a的慢病毒

载体，并设对照组，感染人CD4+T细胞，CCK-8法检测细胞增

殖情况，Annexin V/7-AAD检测细胞凋亡情况，ELISA检测

细胞因子的分泌情况。筛选参与TCR信号通路的潜在靶基

因，通过qRT-PCR、Western blot及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明

确miR-181a的靶基因；根据靶基因的Pathway进行下游信号

通路研究，进一步探讨miR-181a对T淋巴细胞功能影响的

作用机制。结果 ①成功构建表达过miR-181a的慢病毒载

体并感染 CD4 + T 细胞，miR- 181a 的表达升高约 7 倍（P<

0.01）；过表达 miR-181a 后 CD4+T 细胞增殖减低，凋亡增加

（P<0.05），细胞培养上清中 IFN-γ及 IL-17A 分泌减少（P<

0.05）。②参与 TCR 信号通路的可能靶基因中包括 CAR-

MA1。qRT-PCR、Western blot 及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证

实miR-181a靶向CARMA1。过表达miR-181a后，CD4+T细

胞内p-IKKβ、p-IκB蛋白水平下降，胞浆内p-p65蛋白含量升

高而胞核内 p-p65 下降（P<0.05），IL-2 分泌减少（P<0.05）。

结论 过表达miR-181a可以促进CD4+T淋巴细胞凋亡，抑

制其增殖，并减少细胞因子的分泌；其可能通过靶向作用于

CARD11基因参与调控TCR/CARD11/NF-κB信号通路的活

化，减少细胞因子分泌，从而调节免疫偏离；为研究 miR-

181a参与移植免疫的调控奠定理论基础。

F233. miR-150在套细胞淋巴瘤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及机制研究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王莹 桑威 闫冬梅 李振宇

徐开林

目的 探讨miR-150对套细胞淋巴瘤发生发展的影响

以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MCL的发生及

发展机制。方法 通过构建慢病毒载体过表达miR-150并

感染套细胞淋巴瘤细胞株 Jeko-1，另设空白组和阴性对照

组，应用实时定量PCR法检测miR-150的表达。CCK-8法检

测各组细胞增殖情况，Annexin V/7-AAD检测各组细胞凋亡

情况，Transwell实验检测各组细胞的侵袭情况。qRT-PCR及

Western blot 检测法检测过表达 miR-150 后 Jeko-1 细胞中

Wnt/β-catenin信号通路相关信号分子的基因及蛋白表达水

平。结果 成功构建表达过miR-150的慢病毒载体并感染

Jeko-1细胞，qRT-PCR法检测miR-150的表达升高（P<0.01）；

与阴性对照相比，CCK-8法显示过表达miR-150后 Jeko-1细

胞增殖减低（P<0.05），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过表达miR-150

后 Jeko-1细胞凋亡增加（P<0.05），Transwell实验显示过表达

miR-150 的 Jeko-1 细胞穿过滤膜的细胞数量明显降低（P<

0.01）；Jeko-1细胞株过表达miR-150后，β-catenin mRNA水

平及蛋白表达均显著下降（P<0.01），提示 miR-150 可使β-

catenin活性下降。结论 miR-150 可以抑制套细胞淋巴瘤

细胞株 Jeko-1细胞的增殖，促进其凋亡，并削弱 Jeko-1细胞

的侵袭力，对MCL可能具有潜在的抑癌作用，其机制可能与

负调控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有关。

F234. G9a抑制剂BIX-01294对弥漫大B细胞淋巴
瘤细胞株凋亡的研究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徐林艳 杨璞 高翔 徐开林

目的 探讨 G9a 抑制剂 BIX-01294 对弥漫大 B 细胞淋

巴瘤细胞株的杀伤及诱导凋亡作用，并探讨其可能机制。方

法 ①采用CCK-8法研究BIX-01294作用于弥漫大B细胞

淋巴瘤细胞株U2932、ICO-LY10、SUDHL2等 24/48h后的生

长抑制作用。②采用 Annexin V/7AAD 双染色检测细胞凋

亡。③采用Western Blot和QPCR技术检测BIX-01294作用

下，凋亡相关蛋白 caspase-3、PARP、Bcl-2、Bax等蛋白表达情

况。结果 ①实验浓度 BIX-01294 对 U2932、ICO-LY10、

SUDHL2等细胞株的生长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呈浓度依

赖性。②BIX-01294 诱导 U2932、ICO-LY10、SUDHL2 细胞

株凋亡，并呈浓度依赖性。③Western Blot和QPCR技术检

测都发现BIX-01294诱导U2932、ICO-LY10等细胞内死亡受

体DR4、DR5表达，；同时促凋亡蛋白Bax表达升高，抗凋亡

蛋白 Bcl-2 和 Mcl-1 表达降低。凋亡相关蛋白 caspase-3、

PARP等表达也显示BIX-01294诱导细胞凋亡。结论 G9a

抑制剂BIX-01294抑制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增殖，并通过死

亡受体凋亡通路和线粒体凋亡通路诱导其发生凋亡。

F235. IKK2 抑制剂LY2409881诱导弥漫大B细胞
淋巴瘤细胞株凋亡的机制研究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徐林艳 杨璞 高翔 焦俊 徐

开林

目的 探讨 IKK2抑制剂LY2409881对弥漫大B细胞淋

巴瘤（DLBCL）细胞株增殖、周期和凋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

制。方法 应用CCK8法检测LY2409881对DLBCL细胞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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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增殖的影响，流式细胞术检测对细胞周期的影响，West-

ern blot检测细胞凋亡及其凋亡机制。结果 LY2409881明

显抑制多种DLBCL细胞株的增殖，并引起细胞周期G1期阻

滞；LY2409881抑制 c-FLIP表达，诱导DR4、caspase8等的活

化；同时升高促凋亡蛋白 BAX，降低抗凋亡蛋白 Mcl-1 和

Bcl-2 的表达水平。结论 LY2409881 抑制 DLBCL 细胞增

殖，引起G1期细胞阻滞；并通过内源性和外源性细胞凋亡通

路诱导DLBCL细胞凋亡。

F236. Cytotoxic T lymphocyte antigen-4 down-reg-

ulates T helper 1 cells by increasing STAT3 expres-

sion in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Feng

Zhu, Jianlin Qiao, Kai Zhao, Wei Chen, Qingyun Wu, Jiang

Cao, Wei Sang, Yao Yao, Mingshan Niu, Chunling Fu, Lingyu

Zeng, Zhenyu Li, Kailin Xu

Objectiv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scertain if

cytotoxic T lymphocyte antigen-4（CTLA-4）playing an impor-

tant role in the occurrence and progress of acute graft-versus-

host disease（GVHD）. Methods ELISA and q-PCR were re-

spectively used to detect CTLA- 4 expression level in the pe-

ripheral blood from acute GVHD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 chose the CD4 + T lymphocyt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GVHD as target cells, used the methods of plasmid con-

struction and electroporation and observed the regulation of

CTLA-4 on STAT3 and the effect of CTLA-4 on T-cell activa-

tion and the secretion of cytokines by flow cytometry and west-

ern blot and other means of detection. Results Compared to

healthy controls, CTLA-4 plasma levels and relative levels of

CTLA- 4 in aGVHD patients were decreased and its levels

were remarkably elevated post treatment 28 days. CTLA-4 lev-

els in patients with Ⅰ-Ⅱ acute GVHD were higher than that

with Ⅲ-Ⅳ acute GVHD before or after treatment. The up-reg-

ulation of CTLA-4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STAT3 lucifer-

ase activity and the degree of STAT3 phosphorylation was in-

creased. Meanwhile, T cell activation was markedly inhibited

and the levels of IFN-γ, IL-17, IL-22 were declined to varying

degrees. Conclusions CTLA- 4 might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cute GVHD and it might down- regulate T

cell level by increasing the expression STAT3 in acute GVHD.

F237. Decreased level of cytotoxic T lymphocyte

antigen- 4（CTLA- 4）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m-

mune thrombocytopenia（ITP）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Feng

Zhu, Jianlin Qiao, Kai Zhao, Wei Chen, Qingyun Wu, Jiang

Cao, Wei Sang, Zhiling Yan, Lingyu Zeng, Zhenyu Li, Kailin Xu

Introduction Th cell polarized into Th1 is considered

related to the pathogenesis of acute immune thrombocytopenia

（ITP）; however, the exact pathogenesis is still unknown. Previ-

ously, we demonstrated the importance of T- cell immune re-

sponse cDNA 7（TIRC7）in acute immune thrombocytope-

nia（ITP）. As the downstream molecule of TIRC7, cytotoxic T

lymphocyte antigen-4（CTLA-4）has been verified its negative

regulation of acute ITP.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x-

act role of CTLA- 4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IRC7 in acute

ITP. Methods 37 patients with acute ITP were enrolled and

received dexamethasone（40 mg/d）for 4 consecutive days. Pa-

tients who had platelet counts more than 50×109/L or less were

defined as responders or non- responders after treatment. The

plasma, protein and mRNA levels of CTLA-4 and TIRC7 were

monitored by ELISA, western blot and q- PCR, respectively.

Results After high- dose dexamethasone therapy, CTLA- 4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elevated not only in acute ITP patients

（P<0.001; P<0.0001） but also in acute ITP responders（P<

0.0001; P<0.0001）. The levels of CTLA-4 were negatively cor-

related with the levels of TIRC7 before and after treat-

ment; meanwhile, IFN- γ（Th1）, IL- 17（Th17） and IL- 22

（Th22） levels were all elevated, which were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not only in patients with acute ITP（P<0.01）but also

in acute ITP responders（P<0.01）. Conclusions CTLA-4 lev-

el might reflect treatment efficacy and it might be associated

with the pathogenesis of acute ITP.

F238. Increased expression of T- cell immune re-

sponse cDNA 7 in patients with acute graft-versus

host disease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Feng

Zhu, Jianlin Qiao, Wei Chen, Bin Pan, Qingyun Wu, Jiang Cao,

Wei Sang, Zhiling Yan, Lingyu Zeng, Zhenyu Li, Kailin Xu

Objective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measure

the expression of T- cell immune response cDNA 7

（TIRC7）and T helper（Th）cell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aGVH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Methods The newly diagnosed aGVHD patients（n=39）

were enrolled into this study. The levels of TIRC7 and Th cells

in aGVHD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28 days’treatment were

monitor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quantitative-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q-PCR）and flow cy-

tometry（FCM）. Results We showed that TIRC7 levels in

patients withⅠ-Ⅱ aGVHD before treatment（Ⅰ-Ⅱ aGVHD-

B）were lower than those with Ⅲ-Ⅳ aGVHD before treat-

ment（Ⅲ-ⅣaGVHD-B）（P<0.05; P<0.05）. TIRC7 levels in

patients with Ⅰ-Ⅱ aGVHD after treatment（Ⅰ-Ⅱ aGVHD-

A）were remarkably decreased compared to that in patients

with Ⅰ-Ⅱ aGVHD-B（P< 0.0001; P< 0.05）, which were both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 controls（P<0.05; P<0.01）. The lev-

els of TIRC7 in patients with Ⅲ-Ⅳ aGVHD-B were markedly

higher compared to those in patients with Ⅲ-Ⅳ aGVHD after

treatment（Ⅲ- Ⅳ aGVHD- A）（P<0.0001; P<0.05）, which

were still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P<0.0001; P<

0.001）. IFN- γ, IL- 17 and IL- 22 levels in Ⅰ-Ⅱ aGVHD- A

were significantly declined compared to Ⅰ-Ⅱ aGVHD-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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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P<0.05; P<0.05）, which were similar to the results ob-

tained from comparison between Ⅲ-Ⅳ aGVHD-B and Ⅲ-Ⅳ
aGVHD-A（P<0.05; P<0.05; P<0.05）. Compared with Ⅰ-Ⅱ
aGVHD, IFN- γ, IL- 17 and IL- 22 levels in Ⅲ- Ⅳ
aGVHD were all lower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reatment（P<

0.01; P<0.05; P<0.05; P<0.05; P<0.05; P<0.05）. However,

changes of IL- 4 levels in Ⅰ- Ⅱ aGVHD and Ⅲ- Ⅳ
aGVHD before or after treatment were all opposite to

the changes of levels of IFN-γ, IL-17 and IL-22 in aGVHD pa-

tients. TIRC7 levels in responder patients with either Ⅰ-Ⅱ or

Ⅲ-Ⅳ aGVHD after treatment（R-A）group by ELISA and q-

PCR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with Ⅰ-Ⅱ or Ⅲ-Ⅳ
aGVHD before treatment （R- B） group respectively（P<

0.0001; P<0.05; P<0.0001; P<0.05）; nevertheles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IRC7 levels between non-respond-

er patients with Ⅰ-Ⅱ or Ⅲ-Ⅳ aGVHD before（NR- B）and

after（NR- A） treatment（P>0.05; P>0.05; P>0.05; P>0.05）.

Conclusions TIRC7 might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aGVHD and its level could reflect treatment efficacy.

F239. Antithymocyte globulin combined with cy-

closporine A down- regulates T helper 1 cells by

modulating T- cell immune response cDNA 7 in

aplastic anemia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Feng

Zhu, Jianlin Qiao, Qingyun Wu, Wei Chen, Yao Yao, Mingshan

Niu, Chunling Fu, Lingyu Zeng, Zhenyu Li, Kailin Xu

Purpose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T-cell immune response cDNA 7（TIRC7）and T help-

er（Th）cells in aplastic anemia（AA）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antithymocyte globulin（ATG） combined with cyclosporine

A（CsA）or CsA treatment and abscertain if ATG combined

with CsA down-regulates the levels of Th 1 cells by modulat-

ing TIRC7 in AA. Methods 32 patients with AA were en-

rolled and received either ATG + CsA（AC）or CsA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severity of AA patients, they were separated

into severe aplastic anemia（SAA）group and non severe aplas-

tic anemia（NSAA）group. TIRC7 levels were monito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and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

PCR）and Th cells by flow cytometry（FCM）. The primary re-

sponse endpoint and the secondary endpoint were 4 months

and 1 year after AC or CsA treatment, respectively. Results

TIRC7 levels in CsA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AC group

only in the secondary endpoint; however, TIRC7 levels in SAA

group were elevated than NSAA group not only in the primary

but also in the secondary endpoint. The trend of changes of

Th1, Th17 and Th22 level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as simi-

lar to the changes of TIRC7 levels in either AC group or CsA

group. Conclusions TIRC7 might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

genesis of AA and AC might down-regulate Th1 cells by mod-

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TIRC7 in AA.

F240. 伴肺部影像学多形性病变的华氏巨球蛋白血
症诊治一例
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赵德峰 沈建良

患者60岁男性，入院前表现为呼吸困难6个月，肺部CT

提示双肺多发片状影间质性改变伴有空洞。CT引导下肺部

穿刺，病理提示淀粉样物质沉积，骨髓形态提示淋巴细胞升

高，血清学免疫球蛋白 IgM异常升高，我们诊断患者华氏巨

球蛋白血症，伴有肺内淀粉样物质沉淀。肺部影像学多形性

改变在华氏巨球蛋白血症肺侵犯的表现方面实属少见。

F241. 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作为一线巩固治疗可改善
伴有MYC蛋白高表达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预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胡凯 高锦洁 李其辉 田磊 万

伟 赵伟 王继军 付林

目的 探讨MYC阳性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在初

次取得化疗最佳疗效后采用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作为强化

巩固治疗是否能够改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 50 例

MYC阳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23例采用的自体移植，

27例非移植，比较其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情况。结果 非

移植组的患者 1年，3年的无进展生存（PFS）分别是 66.7%±

0.91，57.7%±0.99；移植组为 100%，82.1%±0.081，P=0.021。

两组患者1年的OS分别为88.7%±0.61对100%，3年OS分别

为 78.6%±0.087对 91.3%±0.059，P=0.176。前期化疗后疗效

及是否采用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影响OS的危险因素。结论

早期进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来强化巩固治疗，有助于改善

MYC阳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预后。

F242. 二次回输CD19-CART细胞可提高和维持复
发或难治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疗效
1.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2. 福建医科大学免疫治疗

研究所 杨小珠 1 咸娜 2 陈琳 2 陈艳欣 1 江佩芳 1 郑

晓云 1 王雯 2 黄涵钊 2 林小波 2 李静 1 陈步远 1 黄栩

芾 1 刘庭波 1 付海英 1 陈溢 1 陈婉琼 2 张钰鑫 1 朱浩

杰 1 杨婷 1 黄纲雄 2 胡建达 1

目的 探讨二次回输CART细胞治疗可否在单次回输

疗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疗效和维持较长的治疗反应。方

法 本文共纳入于2017.06-2018.07在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

和医院血液科接受CD19-CART细胞治疗的 8例 R/R DLB-

CL患者，5例为DLBCL，1例为DLBCL伴中枢浸润，1例为

原发纵隔大B细胞淋巴瘤（PMBL），1例为原发中枢弥漫大B

细胞淋巴瘤（PCNSL）。所有患者均在接受氟达拉滨联合环

磷酰胺（FC）的预处理方案后回输（0.7~6）×106/kg 的 CD19-

CART细胞，其中，4/8（50%）患者在第一次回输3~10个月后

接受第二次回输治疗，评估CD19-CART治疗的有效率、不良

反应和预后。结果 第一次回输后 4周内，8例患者中，1/8

（12.5%）获得完全缓解（CR），5/8（62.5%）获得部分缓解

（PR），总有效率（ORR）75%。2/8患者疾病稳定（SD），其中

一例患者为 PCNSL，另一例为 R/R DLBCL 伴中枢浸润。4

例一次回输患者中，1例在一次回输获得 PR后出现疾病进

展，最终死亡, 2例维持PR，1例维持SD。4例二次回输患者

均存活，其中 1 例 RR DLBCL 患者维持 CR，1 例原发难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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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BCL患者维持PR，症状和影像学持续好转，1例原发难治

DLBCL患者一次行CART治疗后为SD，二次回输后达PR，

另有 1 例 PCNSL 患者维持 SD。一年总生存率（OS）为

87.5%；不良反应方面，有5/8例（62.5%）出现1级细胞因子释

放综合征（CRS），余 37.5%（3/8 例）患者均未出现 CRS 相关

症状。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粒缺（85%）和贫血（28.5%），未

观察到神经系统不良反应，未出现长期持续的B细胞缺失。

结论 CD19- CART 可有效治疗 R/R DLBCL，二次回输

CART细胞可以进一步提高单次回输的疗效并维持长期的

治疗反应，不增加相关的不良反应。

F243. Ibrutinib shows prolonged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in symptomatic, previously treated pa-

tients with MYD88 mutated waldenstrom's macro-

globulinemia: long-trem follow-up of pivotal trial

（NCT01614821）
1. Bing Center for Waldenstrom Macroglobulinemia，Dana-

Farber Cancer Institute. 2.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oston,

Massachusetts. 3. Lymphoma Service, Department of Medi-

cine,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4. Stanford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Stanford Steven Treon1,2, Kirsten

Meid1,2, Joshua Gustine1,2, Toni Dubeau1,2, M. Lia Palomba3,

Ranjana Advani4, Jorge Castillo1,2

Background Activating mutations in MYD88 muta-

tions are present in > 95% of WM patients and trigger malig-

nant cell survival through activation of BTK and HCK, both

targeted by ibrutinib. CXCR4 mutations are found in 30~40%

of WM patients and confer in vitro resistance to ibrutinib.

Aims We examined ibrutinib in previously treated WM pa-

tients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Treon et al NEJM 2015）,

that provided support for the first ever FDA and EMA drug ap-

proval in WM. Herein, we provide a long- term follow- up of

this study. Methods 63 symptomatic WM patients who re-

ceived at least one prior therapy were enrolled. The median pri-

or therapies were 2（range 1-9）, and 40% of patients were re-

fractory to previous therapy. MYD88 and CXCR4 genotyping

was performed for 63 and 62 patients, respectively. Ibrutinib

was initiated at 420 mg/day, and dose de-escalation for toxicity

permitted. Median time on ibrutinib was 47（range 0.5- 64

months）. Results At best response, median bone marrow in-

volvement declined from 60% to 20%（P<0.0001）, and the me-

dian hemoglobin level rose from 10.5 to 14.2 g/dL（P<

0.0001）. The impact of MYD88 and CXCR4 mutation status

on responses, and time to at least minor and major response at-

tainment were as follows:For patients with MYD88MutCX-

CR4WT, the median PFS was not reached（5- year PFS was

73% ; 95% CI 55~85%）. For patients with MYD88MutCX-

CR4Mut, the median PFS was 42 months（5- year PFS 46% ;

95% CI 23~67%）, and for those with MYD88WT disease it

was 5 months（Log-rank P<0.001）The 5-year overall survival

for all patients was 87% , and 93% and 80% for

MYD88MutCXCR4WT and MYD88MutCXCR4Mut patients,

respectively（Log- rank P=0.41）. Adverse events（Grade >2）

in>5% of patients during active follow- up were: neutropenia

（22%）; thrombocytopenia（14%）, pneumonia（9%）; GERD

（8%）; hypertension（8%）; anemia（6%）; and skin infection

（5%）. Seven patients（11%）had atrial arrhythmia, and 6 con-

tinued ibrutinib following medical management. Four patients

came off protocol therapy for atrial fibrillation（n=1）; infection

unrelated to drug therapy（n=1）, procedure related hematoma

（n=1）, and thrombocytopenia（n=1）. Two others had disease

transformation, both with prior nucleoside analogue exposure.

One heavily pre-treated patient with pre-ibrutinib 5q- cytoge-

netics developed AML while a major responder on ibrutinib

for WM. Conclusion The findings confirm that ibrutinib is

highly active and produces long-term responses in symptomat-

ic patients with relapsed and refractory WM. Prolonged ibruti-

nib therapy is associated with improvements in categorical re-

sponses, including attainment of VGPR. Response activity,

time to major response, and PFS are impacted by MYD88 and

CXCR4 mutation status in this patient population.

F244. 以三系减少为首发表现的边缘区淋巴瘤一例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周薇 王顺清

患者，女，43 岁。因“面色苍白伴头晕乏力 1 月余”于

2017.9.7收治我科。患者在外院两个三甲医院完善相关检

查后考虑“再生障碍性贫血”可能性大，予同型血小板输注，

及对症支持治疗后出院。现患者头晕乏力较前加重，为求进

一步治疗来我院就诊，门诊拟“全血细胞减少查因”收住我

科。患者予 4次R-FC方案化疗，化疗后造血恢复。M蛋白

转阴。患者第 3次化疗后即出现白细胞严重抑制且恢复不

佳的情况，白细胞通常维持在2.0×109/L左右，中性粒细胞维

持在 1×109/L 左右，血红蛋白和血小板正常。由于患者有

TP53突变，建议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与胞兄妹配

型有一同胞全相合供者，但患者担心移植风险，暂未同意行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续是否一定需要行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或是建议予淋巴瘤靶向药物治疗？在全血细胞

减少症的鉴别诊断中，常常受到关注的是再生障碍性贫血、

巨幼细胞贫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

白尿、急性白血病或免疫相关性血细胞减少等。本例患者临

床特征为三系极度减少、有免疫球蛋白异常、凝血功能异常，

无肝脾肿大，无骨质破坏让其诊断有一定困难，结合患者骨

髓活检病理和流式结果才有一定诊断依据，但其免疫表型无

特异性，B细胞淋巴瘤的特征性标记均为阴性，例如，不存在

CD23与CD5同时阳性的情况，可除外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小细胞淋巴瘤（CLL/SLL）；CyclinD1阴性排除套细胞淋巴瘤

（MCL）；CD1O、Bcl- 6 阴性有助于除外滤泡性淋巴瘤等

（FL）；CD38、CD138阴性排除淋巴浆细胞淋巴瘤（LPL）等。

细胞遗传学资料：表明该标本中所计数200个细胞中28个存

在8号染色体单体，73个存在7号染色体长臂缺失，在MZBL

中可见。基因检测也有助于鉴别诊断，如MYD88（L265P）

在 LPL 中表达，KLF2、NOTCH2 在 SMZL 中表达，BRAF

（V600E）在HCL中表达，此类患者极易误诊，本例患者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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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检查结果最终诊断可能归到边缘区B细胞淋巴瘤（结外

边缘区），也有文献报道可诊断为克隆性边缘区B细胞淋巴

瘤（CBL-MZL），这一类型的淋巴瘤临床特征与本例类似，但

非常的罕见，由于用现有的WHO分类困难，这是否是一类

新的淋巴瘤值得关注。治疗上予利妥昔单抗为主的化疗方

案治疗有效，但对于TP53突变的患者可能需要行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

F245. 36例原发性胃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临床病例
特点及治疗分析
成都军区总医院 刘一岚 王枭 缪晓娟 帅燕容 苏毅

目的 探讨原发性胃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诊断特点

和治疗方法。方法 回顾性收集成都军区总医院2012年10

月至 2017年 10月收治的 36例胃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病例

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 ①首发症状以腹部胀痛不适和

体重下降多见。②中位年龄 54岁，男性多于女性（男∶女为

20∶16）。3，其中 27例为消化内镜活检确诊，胃镜/肠镜诊断

阳性率为75%，9例为外科手术活检确诊。6例HP感染，1例

存在B症状。③临床分期按Ann Arbor标准进行分期：ⅠE

期7例（9.33%），ⅡE期2 0例（33.33%），ⅢE8例（14.67%），Ⅳ
E期 1例（42.67%）。早期病变比例占胃原发DLBCL患者的

绝大多数。④36例胃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之中，18例

患者中行标准CHOP化疗方案，10例行标准R-CHOP方案化

疗，8例患者行前 3周每周一次单药使用利妥昔单抗注射液

R（375mg/M2/W）+第 4周开始标准R-CHOP化疗方案；其中

标准CHOP方案化疗患者中2例出现胃穿孔，急诊胃切除手

术。结论 鉴于原发胃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是一种对化疗

高度敏感的恶性肿瘤，化疗仍是其首选治疗的方式。尽管化

疗已经逐步替代了外科手术治疗，但并非意味着手术治疗对

胃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不重要。标准化疗前 3周每周一次

单药使用利妥昔单抗注射液使肿瘤组织缓慢脱落同时新生

肉芽组织形成，能降低大剂量化疗后肿瘤快速剥脱所导致的

胃穿孔发生率。

F246. DA-EDOCH方案一线治疗明显提高成人T

细胞白血病/淋巴瘤早期疗效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吴正军 郑晓云 李静 杨

小珠 刘庭波 杨婷 胡建达

目的 成人T细胞白血病/淋巴瘤（ATLL）是一种少见并

独特的T 淋巴细胞增殖性肿瘤，预后极差。目前的一线化疗

方案疗效普遍较差,优化化疗方案仍然是提高该病疗效的关

键。本文应用DA-EDOCH方案（依托泊苷、地塞米松、长春

新碱、环磷酰胺、多柔比星）一线治疗ATLL初诊患者，分析

其疗效、安全性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协和医院2014年12月至2018年7月收治的初诊接受过至

少1个疗程DA-EDOCH方案治疗的ATLL患者，收集患者临

床特征数据以及不良反应，并进行疗效及安全性分析。结果

共纳入 16 例接受过至少 1 个疗程 DA-EDOCH 方案治疗的

ATLL患者，其中一线治疗14例，二线治疗2例，男女比例为

3∶2，中位年龄 53（28~65）岁，其中急性型 11 例，淋巴瘤型 5

例。16例患者中，有1例疗效不可评估，对余15例进行疗效

分析，总体有效率（ORR）为 86.7%（13/15），其中完全缓解

（CR）率为40.0%（6/15），部分缓解率（PR）为46.7%（7/15），与

日本的改良LSG方案相仿（CR为 40.0%）。生存分析示，16

例患者中位生存期 12.3（0.9~43.4）个月，1年总生存率（OS）

为 53.8%，无进展生存率（PFS）为 47.1%，3 年 OS 为 44.9%，

PFS为 37.7%，优于LSG改良方案（中位生存期 12.7个月，3

年OS为24.0%）；淋巴瘤型和急性型治疗有效率无显著性差

异（P=0.709），中位生存期分别为 12.7（0.9~40.3）个月和 11.8

（1.2~43.4）个月，3年OS分别为60.0% 和 40.4%。获得CR的

6例患者中 4例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治疗，其中 3例接受

异体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目前均存活，中位生存时间为

43.0（18.2~43.4）个月；另 1例接受自体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移植后 1个月复发，复发后 2个月死亡。15例获ORR

的患者中有9例复发，复发率为60.0%（9/15），复发可能与未

遵医嘱及时治疗有关。化疗期间，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4级

血小板减少以及 3 或 4 级感染的发生率依次为 62.5%（10/

16），18.8%（3/16），75.0%（12/16）。无严重肝肾、心脏功能损

害。2例出现了治疗相关性死亡。结论 DA-EDOCH方案

可能改善ATLL患者早期疗效，CR后进一步接受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可能给患者带来较好的长期疗效。

F247. T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流式TCR vβ亚
家族分布模式及其临床特征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皇荣 郭晶晶 吴雨洁 王

蓉 曹蕾 吴微 缪祎 孙倩 杜心怡 朱华渊 王莉

范磊 徐卫 李建勇

目的 分析T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T-LGLL）患者流

式TCRvβ亚家族分布模式和临床特征。方法 利用流式细

胞检测技术分析 99例T-LGLL患者TCR vβ亚家族分布，并

深入分析TCRvβ分布模式以及携带有各个异常表达亚家族

患者临床特征。结果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 99例T-LGLL患

者流式TCRvβ检测结果，发现TCR vβ异常模式如下：TCRvβ

13 14例（14.14%）、vβ 14 7例（7.07%）、vβ5 7例（7.07%）、vβ8

6例（6.06%）等、TCRvβ24亚家族谱系表达均未见异常 22例

（22.22%）、TCRvβ24亚家族总表达<30%（包括表达缺失）15

例（15.15%），其余 vβ6、9、10、11、15、19、24 未见分布。在

TCRvβ亚家族异常表达患者各类别中分析临床特征：TCRvβ

13 亚 家 族 ：男 性 7 例（41.18%）、年 龄（40~60 岁）6 例

（35.29%）、贫血：6例（37.5%，1例数据缺失）、中性粒细胞减

少：7例（43.5%，1例数据缺失）、血小板减少：11（68.75%，1例

数据缺失）；vβ14：男性 3例（21.43%）、年龄（40~60岁）：3例

（42.86%）、贫血：5 例（71.43%）、中性粒细胞减少：5 例

（71.43%）、血小板减少：1（14.29%）。表达无异常患者：男性

14例（63.64%）、年龄（40~60岁）：12例（54.55%）、贫血：15例

（78.95%，3例数据缺失）、中性粒细胞减少：9例（45%，3例数

据缺失）、血小板减少：2（10%，2例数据缺失）；vβ<30%（包括

表达缺失）：男性 8 例（53.33%）、年龄（40~60 岁）：7 例

（46.67%）、贫血：11例（86.67%，1例数据缺失）、中性粒细胞

减少：9 例（64.29%，1 例数据缺失）、血小板减少：3 例

（21.43%，1例数据缺失）。 结论 T-LGLL患者 TCRVβ亚家

族分布存在多样性，异常表达主要以 vβ13、vβ14、vβ5、vβ8

亚家族为主，同时存在部分无异常表达或表达缺失患者，并

且其临床特征也存在多样性，两者间确切关联需要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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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索。

F248. 65例套细胞淋巴瘤临床特征与预后的回顾性
分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刘硕 黄海雯

目的 分析我中心治疗的 65 例套细胞淋巴瘤（mantle

cell lymphoma）患者，探讨其临床特征、治疗效果及预后影响

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7 年 6 月至 2017 年 10 月的 65

例套细胞淋巴瘤患者临床资料，观察临床特征、治疗方案及

生物学指标对总体生存（OS）的影响。结果 65例患者中，

平均年龄为59岁，男女比例为3.33∶1，Ann Arbor分期Ⅲ~Ⅳ
者59例（90.8%），MIPI评分0~3分者25例（38.5%），4~5分者

19 例（29.2%），6~11 分者 11 例（16.9%），Ki-67≤30%者 6 例

（9.2%），Ki- 67＞30%者 43 例（66.2%），有 B 症状者 27 例

（41.5%），白细胞计数异常19例（29.2%），乳酸脱氢酶升高者

20 例（30.8%），β2-MG 升高者 17 例（26.2%），骨髓累及者 38

例（58.5%），42例（64.4%）患者接受R-CHOP方案化疗，21例

（21.5%）患者接受R-hyperCVAD方案化疗，9例（13.9%）患者

接受其他化疗方案，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共 19例（29.2%），

其中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16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allo-HSCT）3例。65例套细胞淋巴瘤患者中位生存期

为73月，2年OS为84%，5年OS为70%，2年PFS为68%，5年

PFS为 37%。非移植患者中，患者起病时白细胞异常、LDH

异常、β2-MG、MIPI 分期影响 MCL 患者的预后，R-hyper-

CVAD 方案化疗的 CR 率为 66.7% ，优于 R- CHOP 方案

（59.1%）。中高危患者中，造血干细胞移植可延长套细胞淋

巴瘤患者的总体生存，但其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结论 套

细胞淋巴瘤多发于老年男性，以晚期多见，临床生物学行为

具有侵袭性，R-CHOP方案化疗为主要的化疗方式，患者起

病时白细胞异常、LDH异常、β2-MG、MIPI分期影响MCL患

者的预后，中高危患者中，造血干细胞移植可延长套细胞淋

巴瘤患者的总体生存，但其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

F249. 风湿免疫病并发淋巴瘤的临床特征分析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杨晨萌 施杰 贾思寻 牛艳

王晨辰 张先瑞 方美云

目的 探讨风湿免疫病并发淋巴瘤的发病特点、淋巴瘤

亚型，为这类患者更好地选择治疗方案提供依据。方法 连

续收集自 2010年 1月-2017年 12月于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住院初治且资料完整的淋巴瘤患者。将病例分为两

组：1组为风湿免疫病并发淋巴瘤，2组为原发淋巴瘤，比较

两组的临床特征。使用 SPSS 22.0 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①共纳入 796例，1组 31例，占同期淋巴瘤比例 3.9%。中位

年龄62岁。男性4例，女性27例。DLBCL占41.93%；MALT

占 38.70%；FL 占 6.46%。2 组患者 765 例，中位年龄 67 岁。

男性占 62.7%，女性占 37.3%。HL 占 8.6%，NHL 占 91.4%，

DLBCL 占比最高，约 44.5%，其次 FL 占 8.8%，MALT 占

5.6%。②1 组中 SS 15 例；RA 12 例；SS 重叠 RA、SLE、白塞

病、皮肌炎各1例。同期住院SS 512例，RA 760例，SLE 346

例，并发淋巴瘤占同期三种疾病住院的百分比分别为

2.93%，1.58%，0.28%。③1组患者中 10例风湿 免疫病与淋

巴瘤同期诊断，21 例在风湿免疫病诊断后 1~55 年患淋巴

瘤。④1组患者首发临床表现依次为腮腺肿大（11例）、淋巴

结肿大（10例）及发热（5例）；首诊口腔科占 32.26%，其次为

血液科占21.6%。⑤比较贫血、ESR↑、β2MG↑、IgM↓，1组

分别占 45.2%、74.19%、80.65%、12.9%；2 组分别占 19.08%、

17.52%、36.21%、1.18%，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LDH↑1组占35.5%，2组占33.73%，两组无统计学差异。⑥
1组患者中 1例行放疗，18例行联合化疗，12例未行联合化

疗。随访截止至2017.12.30，1组患者中7例死亡，失访5例，

余 19例患者存活（1~84个月），中位生存时间未到达。结论

①淋巴瘤患者男性多于女性，最常见淋巴瘤亚型为DLBCL，

其次为 FL；风湿免疫病并发淋巴瘤以女性患者多见，以

DLBCL占比最高，其次为MALT。②多种类型的风湿免疫

病可并发淋巴瘤，以SS最常见，其次为RA。③风湿免疫病

患者在病程中出现淋巴结肿大、腮腺肿大并伴发热，需警惕

是否合并淋巴瘤。④风湿免疫病并发淋巴瘤是淋巴瘤的特

殊类型，对此类患者需强调风湿免疫病疾病状态的控制，改

善免疫紊乱状态，以利于淋巴瘤病情的控制。

F250. 发生在高肿瘤负荷滤泡性淋巴瘤患者中的利
妥昔单抗诱导的急性血小板减少
山东省立医院 姜玉杰 王娜 袁代 封丽丽 曲惠廷

樊娟

目的 观察高肿瘤负荷FL患者在应用利妥昔单抗期间

血小板数目的变化，并进行文献复习、分析其原因。方法

患者女，56岁。因诊为“乏力、腹胀 2个月”于 2017年 7月入

院，腹股沟淋巴结活检证实为 FL（Ⅱ级），分期：Ⅳ期 B 组。

给与R-CHOP方案化疗3周期后达PR，应用利妥昔单抗期间

无明显输注相关血清病样反应，血常规基本正常，患者拒绝

进一步治疗。2018年 4月因“腹胀、乏力加重”来我院就诊。

再次取颈部淋巴瘤活检提示：FL，高级别，3a级。合并肝大，

脾大（6.6 cm），右侧肾上腺区大团块（6.9×5.7×3.4），累及骨

髓，胸水、腹水。诊断为：FL（3a级，Ⅳ期B组，FLIPI1评分 4

分）。给与R-CHOP方案两疗程，效不佳，更换R-Gemox两

疗程后PD。患者在复发后应用利妥昔单抗后，均出现输注

相关血清病样反应，包括发热、寒战，且利妥昔单抗应用第二

天起血小板明显下降（最低至 11×109/L），无明显出血、感染

症状，凝血指标及外周血 IL-2、IL-6、IL-10、TNF-α、IFN-γ等水

平正常，未予特殊处理，一周内回升至正常。下一疗程再次

应用利妥昔单抗时同样症状再次出现，但程度略有减轻。

结果 RIAT是一种罕见的利妥昔单抗相关的不良反应，现

有的文献资料多为个案报道，经文献检索，发现大多发生于

套细胞淋巴瘤，多发生于利妥昔单抗输注当时或几小时后，

一般无明显出血症状，多数伴有利妥昔单抗输注相关血清病

样反应，为自愈性，再次应用可重复出现，也有患者不出现，

高肿瘤负荷、脾大和骨髓累及为高危因素。RIAT的病因尚

不明确，可能原因有：血小板表面也有CD20抗原，可导致抗

体依赖性细胞溶解；患者血循环中有大量的可溶性CD20抗

原，血小板上有Fc受体，利妥昔单抗通过与其Fc段结合可导

致抗体依赖的细胞毒反应而破坏血小板，补体激活也参与此

过程；利妥昔单抗快速溶解淋巴瘤细胞，细胞因子释放，淋巴

瘤细胞侵犯脾脏导致内皮和内皮下组织结构破坏，激活血小

板导致免疫损伤；增大的脾脏也可直接导致血小板阻留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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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结论 RIAT是一种罕见但严重的不良反应，应该在可

能发生RIAT（高肿瘤负荷、脾大和骨髓累及）的淋巴瘤患者

中充分引起重视，密切监测血常规变化，此外需要更多的研

究来进一步阐述其发生机理和意义。

F251. Evaluating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whole- body 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 in newly

diagnosed lymphoma patients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Lihong

Zhang, Haiwen Huang

Objective To evaluat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whole-body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WB-DWI）by com-

paring the accuracy of whole-body diffusion-weighted imaging

（WB-DWI）and 18F-fluoro-2-deoxyglucose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18F-FDG PET/CT）in the

staging of newly diagnosed lymphoma patients. Further to in-

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

cient（ADC）and the usefulness of these tumor markers（Ki-67,

maximum standardized uptake value（SUVmax）, β2-MG,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 Methods Twenty- seven patients con-

secutively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lymphoma prospec-

tively underwent both WB-DWI and 18F-FDG PET/CT. Stag-

ing was performed with WB-DWI and 18F-FDG PET/CT re-

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Ann Arbor stage system. The mini-

mum and mean 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min and

ADCmean）were measured on the parametric ADC maps for

each positive nodal and extranodal region. Results With re-

gard to staging, WB- DWI agreed with 18F- FDG PET/CT 20

of 27（74.1%）patients. The kappa value for detecting overall

regions was 0.733（P=0.317）. The kappa value for detecting

all nodal regions was 0.773 and for detecting all extranodal re-

gions was 0.563. Sensitivity for detection overall regions, all

nodal regions and all extranodal regions with WB- DWI were

77.1% , 84.7% and 53.8% , respectively. Specificity for detec-

tion overall regions, all nodal regions and all extranodal re-

gions with WB-DWI were 94.9%, 92.7% and 96.8%, respec-

tively. The Ki-67 index and ADCmin of the pathological exami-

nation site were inversely correlated（r=－ 0.449, P=0.019）;

The ADCmin correlated inversely with the SUVmax（r=－0.385,

P=0.047）. No correlation was detected between the ADCmin

and LDH, β2-MG or ADCmean and LDH, β2-MG. Discussion

and conclusion WB-DWI is emerging as a powerful clinical

tool in the care of patients with cancer and can provide unique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umor cellularity. WB- DWI has excel-

lent specificity for detecting disease regions in spite of lacks

sensitivity. Malignant lymphoma cell proliferation can be as-

sessed noninvasively by using WB- DW in combination with

measuring the ADC values. These results showed that WB-

DWI is a promising tool for staging in patients with lymphoma

and evaluation of proliferation of malignant lymphoma cell.

F252. CMYC、BCL-2、BCL-6蛋白表达在弥漫大B

细胞淋巴瘤中的临床意义
1. 解放军陆军总医院；2.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张

娟 1 曲建华 2

目的 探讨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中 CMYC、

BCL-2、BCL-6蛋白的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预后的关

系。方法 回顾性分析139例DLBCL患者的临床及病理资

料，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 DLBCL 患者中 CMYC、BCL-2、

BCL-6等蛋白表达情况，统计分析其与DLBCL患者临床特

征之间的关系，并对临床相关因素进行无进展生存期（PFS）

的单因素比较，对具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纳入多因素回归分

析。结果 139 例 DLBCL 患者中, CMYC、BCL-2、BCL-6

阳性表达分别占43.2%，69.1%，58.3%，CMYC/BCL-2共表达

占 27.3%；CMYC蛋白表达与患者临床分期、IPI评分、结外

受侵、LDH水平有相关性（P<0.05）；BCL-2蛋白表达与患者

年龄、IPI评分有相关性（P<0.05）；BCL-6蛋白表达与患者临

床分期、IPI评分、结外受侵、B症状有相关性（P<0.05）；单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分期Ⅲ ~Ⅳ期、IPI评分3~5 分、结外受

侵、B 症状、LDH 升高、CMYC 阳性表达、BCL-2 阳性表达、

BCL-6 阴性表达、CMYC/BCL-2 共表达均是影响患者 PFS

的预后不良因素（P值均<0.05），Cox 多因素回归模型分析

临床分期Ⅲ~Ⅳ期、IPI评分 3~5 分、CMYC/BCL-2共表达是

影响患者 PFS 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P<0.05）。结论

CMYC、BCL-2蛋白表达是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预后不良

因素，BCL-6蛋白表达是DLBCL的预后良好因素，但都不是

独立预后因素，CMYC/BCL-2 共表达是DLBCL的独立预后

危险因素。

F253. ALOX家族基因在 17p缺失淋巴性肿瘤发病
过程中的作用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2. 四川大学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

室 刘芃芃 1 胥正敏 2 陈崇 1,2 刘玉 1,2 牛挺 1 刘霆 1

目的 研究位于17p上的肿瘤抑制基因Alox15b基因在

促进肿瘤发生发展的作用。方法 选用小鼠前B淋巴细胞

系（baf3），利用 shRNA 构建 Alox15b 基因表达下调的细胞

系。分别使用液相质谱和Western Blot的方法检测细胞内花

生四烯酸含量及PI3K/pAKT/mTOR通路活化的情况。并将

外源性花生四烯酸加入野生型 baf3 细胞培养基以 Western

Blot的方法检测PI3K/pAKT /mTOR通路的活化情况。然后

使用药物实验观察细胞对mTOR抑制剂雷帕霉素（RAPA）的

敏感性变化。最后收集小鼠原代淋巴瘤（实验组：

shAlxo15b-shTP53，对照组 shTP53）及临床 17p 缺失慢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血液标本验证猜想。结果 部分

敲低Alox15b表达的实验组 baf3细胞系与对照组比较胞内

花生四烯酸含量升高。在外源性加入花生四烯酸或内源性

敲低Alox15b表达后均可观察到胞内PI3K/pAKT /mTOR通

路的活化。在使用RAPA处理后，实验组细胞表现出现出更

强的耐药性。在小鼠原代淋巴瘤标本及CLL患者外周血标

本中，有一定差异，但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Alox15b基因

缺失导致淋巴细胞内花生四烯酸含量上升，促进了 PI3K/

pAKT/mTOR通路的活化，并增加了淋巴细胞对mTOR抑制

剂的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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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54. 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血清核磁共振代谢组学
初步探索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曾

含嫣 1 冯柳宾 2 方志鸿 1 骆宜茗 1 徐兵 1

目的 本研究通过血清核磁共振代谢组学分析非霍奇

金淋巴瘤患者与健康人的代谢差异，寻找淋巴瘤患者血清中

潜在代谢标志物，探索核磁共振代谢组学方法在淋巴瘤诊疗

中的应用。方法 应用化学计量模式识别方法（主成分分析

PCA和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OPLS-DA）分析11例非霍奇金

淋巴瘤患者和 6 例健康人的高分辨 1H 核磁谱图。结果

OPLS-DA模型（变量解释度R2Y=0.99和预测度Q2=0.93）清

晰展现出两组间差异最为显著的代谢物：淋巴瘤组血清中乳

酸，高密度脂蛋白，脂类，α-甘露糖，肌醇和苏氨酸的浓度升

高，而柠檬酸，谷氨酰胺，谷氨酸，低密度脂蛋白，醋酸，D-3-

羟丁酸脂，甘氨酸和酪氨酸反而下降。讨论：肿瘤微环境会

诱导代谢重编程，导致糖、脂和氨基酸代谢异常。淋巴瘤血

清中乳酸含量增加，表现出有氧糖酵解代谢特征；同时参与

三羧酸循环的柠檬酸、谷氨酰胺和谷氨酸降低，也符合普遍

认知的“瓦博格效应”。结论 采用血清核磁共振代谢组学

可以发现非霍奇金淋巴瘤特异性代谢特征，可以为研究淋巴

瘤的致病机理提供新线索。

F255. 初发套细胞淋巴瘤的疾病特征和疗效以及
s-MIPI-B分层系统的预后分析：来自中国单中心 5

年的数据分析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 浙江省肿瘤医院 何

静松 1 陈曦 2 蔡真 1

目的 分析中国套细胞淋巴瘤（MCL）患者的疾病特征

及预后因素。方法 2011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5月 31日在

本院病理科确诊的83例连续的初发MCL患者，采集并分析

患者的疾病特征、治疗效果、疾病转归，并评估了多种临床特

征及淋巴瘤分期系统的预后价值。结果 MCL好发于老年

男性，占所有NHL的6.2%，但 IV期及简化的MIPI评估为高

危患者比例要明显低于欧洲患者。含有利妥昔单抗的免疫

化疗效果明显优于单纯化疗（ORR：88.5%对 65.2%，P=

0.021），使患者生存明显获益（PFS：45.5个月对16.2个月，P=

0.001；OS：58.3m对 22.8m，P=0.001）。B症状和 s-MIPI和是

否采用免疫化疗是影响患者PFS和OS的独立预后因素，联

合B症状和 s-MIPI预后系统形成MIPI-B分层，低危患者为

s-MIPI低危组和无B症状，高危患者为 s-MIPI高危组或者低

危组并且有B症状，其余为中危组，3组 3年PFS和OS分别

为 74.9%，43.4%，16.1%（P=0.001）和 84.4%，62.2%，27.6%

（P<0.001）。结论 在中国人群,MCL患者更多见于男性，但

晚期及高危患者比例要低于欧洲患者。免疫化疗可明显改

善MCL患者的预后，B症状和 s-MIPI是患者独立的临床预

后因素,形成MIPI-B预后分层可能在亚裔MCL人群有更优

的预后效应，但仍需要进一步确诊。

F256. 针对CD4分子的嵌合抗原受体修饰的T细胞
抗T细胞淋巴瘤的活性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广华 黃海雯 刘慧文 马

骁 吴德沛

目的 探讨针对CD4膜蛋白的嵌合抗原受体修饰的T

（CAR-T）细胞对CD4+T细胞淋巴瘤细胞的靶向特异性杀伤

作用。方法 采用重组DNA技术构建含4-1BB共刺激分子

的第二代针对CD4的嵌合抗原受体慢病毒载体，应用 293T

细胞包装慢病毒，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T细胞的转染效率及

T细胞亚群动态变化，采用流式细胞仪微球法检测培养上清

中 IFN-γ浓度。结果 ①构建的慢病毒载体转染激活的T细

胞后CAR膜蛋白阳性率达到50%~70%。T细胞激活后部分

CD8+T细胞弱表达（dim）CD4膜蛋白。T细胞转染针对CD4

的CAR慢病毒后CD4+T细胞、CD8+CD4dim T细胞逐渐被清

除。②CAR-T细胞、对照组T细胞以8∶1效靶比与CD4+人T

细胞淋巴瘤细胞株KARPAS 299细胞共培养24 h，杀伤效率

分别为（96.9±2.1）%和（11.2±3.1）%，前者明显高于后者（t=

7.137，P=0.028）。③CAR-T细胞单独培养，与转染慢病毒载

体表达人CD4的K562细胞（K562-CD4细胞）、K562细胞共

培养后上清中 IFN-γ浓度分别为（1785 ± 268）、（15648 ± 2

168）、（1978±354）pg/ml，CAR-T细胞与K562-CD4细胞共培

养上清 IFN-γ浓度明显高于其他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结论 CD4特异性CAR-T细胞效应细胞免疫表

型为CD8+CD4-T细胞，在体外具有杀伤正常CD4+T细胞和

CD4+T淋巴瘤细胞的活性，对于弱表达CD4dim T细胞也有较

好的清除活性。

F257. NKT细胞淋巴瘤EB病毒基因组鉴定与特征
分析
成都军区总医院 易海 苏毅 孙浩平 范方毅 赖思

含 刘一岚 邓锐

目的 分析 NKT 细胞淋巴瘤中 EB 病毒基因组特征。

方法 靶向提取5例NKT细胞淋巴瘤组织样本中的EB病毒

基因序列，研究EB病毒在NKT细胞淋巴瘤中的基因变异特

点，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与其他 EB 病毒株做比对。结果

成功回收5例样本中的EB病毒基因组序列，EB病毒DNA均

拼装完成。对比参考基因组，发现5例NKT细胞淋巴瘤样本

中的变异总共有3220个，其中包括2996个替换，105个插入

和 119个缺失，其中基因编码区域的变异总共有 2103个，其

余变异均在非编码区域。5例样本中的非同义突变分别为

563个、586个、596个、667个、578个，分别位于编码包膜、膜

糖蛋白、转录因子、复制、包装等外显子区域。我们分别对5

例 样 本 中 的 LMP1、EBNA1、EBNA2、EBNA3A、BZLF1、

BLLF1基因和其他EB病毒全长基因组做进化树分析，结果

提示NKT细胞淋巴瘤LMP1、BZLF1基因和其他EB病毒株

区别较大，提示LMP1、BZLF1在NKT细胞淋巴瘤中具有特

异性。EBNA2、EBNA3A比对结果提示NKT细胞淋巴瘤中

的EB病毒为 I型EB病毒。不同株型中的EBNA1特征无明

确相关性，需扩大样本进一步验证。结论 NKT细胞淋巴

瘤中的EB病毒存在多种变异，其中包括替换、插入与缺失，

绝大多数变异位于基因编码区域。NKT细胞淋巴瘤中EB

病毒序列为 I 型病毒，而 Burrkit 淋巴瘤中 EB 病毒序列为 II

型病毒。NKT细胞淋巴瘤EB病毒基因组中LMP1和BZLF1

有肿瘤特异性，可能作为潜在的EB病毒分型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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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258. 南蛇藤提取物及金雀异黄素对 38B9淋巴瘤
荷瘤鼠炎性易栓状态的干预作用
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 朱淼 施青青 顾健

目的 探讨南蛇藤提取物（COE）及金雀异黄素（GEN）

对 38B9 淋巴瘤荷瘤小鼠体内炎症微环境及易栓状态的影

响。方法 将Balb/c小鼠分为空白对照组、荷瘤组、COE干

预组、GEN 干预组、CTX 对照组，采用 38B9 淋巴瘤细胞建

模，成瘤后分别给予COE、GEN、CTX干预，炎症因子、血栓

指标、血小板活化变化。结果 经不同药物干预后小鼠瘤体

积缩小，生存期显著延长；血浆炎症因子、血栓指标表达、血

小板活化指标、Treg T 细胞数量均不同程度明显降低（P<

0.05）。结论 COE 组与 GEN 组治疗结果相似。COE 及

GEN能够干预淋巴瘤荷瘤小鼠肿瘤炎性高凝状态。

F259. 90例复发/难治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临床特
征及预后预测模型的研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易阿玲 刘庭波

目的 研究复发/难治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特

征及影响预后的因素，探索更适合个体化治疗的危险分层模

型。方法 纳入的病例为 2010年 01月至 2017年 01月期间

就诊于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的复发/难治性弥漫大B

细胞淋巴瘤病例。分析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初治年龄，初

治及复发/难治 B 症状、血清乳酸脱氢酶（LDH）水平、IPI 评

分、NCCN-IPI评分，治疗前谷丙转氨酶（ALT）、谷草转氨酶

（AST）、γ-谷氨酰转肽酶（GGT）、碱性磷酸酶（ALP）等。分

析这些指标对患者总生存时间的影响。结果 所纳入的90

例患者中，男性 53 例（58.9%），男∶女=1.43∶1，中位年龄 51

（15~86）岁，年龄>60岁患者30例（33.3%）。初治时存在B症

状 32例（35.6%），复发/难治时存在B症状 33例（36.7%），初

治LDH水平高于正常45例（59.2%），复发/难治LDH水平高

于正常 43 例（55.8%），治疗前谷草转氨酶≥19.5IU/L48 例

（54.5%）。多因素分析显示复发/难治B症状（P=0.023）、复

发/难治 LDH 水平升高（P=0.004）、初治 NCCN-IPI 评分（P=

0.000）、治疗前 AST（≥19.5IU/L，P=0.050）是 90 例患者的独

立预后因素。基于独立预后因素进一步开发了包括复发/难

治B症状、复发/难治LDH升高、治疗前谷草转氨酶AST（≥
19.5 IU/L）三个因子的预后新模型（ROC曲线下面积 0.817，

P<0.000），该新模型分为三个组：≤1 个不良因子组（48 例，

53.3%），2个不良因子组（28例，31.1%），3个不良因子组（14

例，15.6%），各个危险组的3年OS分别为66.57%，25.30%和

1.01%（P=0.000）。结论 本组患者中，男性发病率较女性

高，最常见的发病部位为淋巴结内，Ann Arbor分期为Ⅲ-Ⅳ
期、病例亚型为 non-GCB患者所占的比例相对较高。基于

复发/难治B症状、复发/难治LDH水平升高、治疗前AST（≥
19.5 IU/L）这三个独立危险因素的预后新模型具有较好的危

险分层能力，可以识别 3年OS只有 1.01%的高危组，但该模

型仍需其他中心的队列来进一步验证。

F260. 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MYD88基因突变作
用机制研究
1.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 Georgia Cancer Center,

Augusta University 秦姝超 1 夏奕 1 吴佳竹 1 朱华渊 1 王

莉 1 范磊 1 徐卫 1 Huidong Shi2 李建勇 1

目的 探讨 CLL 中 MYD88 基因突变的作用机制。方

法 对 3 例伴 MYD88 L265P 突变及 9 例 MYD88 野生型的

CLL患者进行RNA基因表达谱检测，分析基因转录水平表

达差异及差异基因的 KEGG 信号通路富集情况。用 Junc-

BASE分析可变剪接事件，并比较突变型和野生型患者间剪

接事件的差异。在 CLL 细胞系中慢病毒感染过表达

MYD88 L265P及野生型基因，药物筛选及鉴定后获得稳定

转染细胞系，并在稳转细胞系中检测剪接体mRNA的表达

和TLR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用PrestoBlue™法检测过表达

细胞系对剪接体抑制剂的敏感性，流式检测细胞凋亡比较剪

接体抑制剂对不同稳转细胞株细胞凋亡的影响。结果

4231个基因在MYD88突变型和野生型患者间存在表达差

异，与MYD88野生型患者相比，伴MYD88 L265P突变的患

者有 3033个基因表达上升，1198个基因表达降低。信号通

路分析发现TNF信号通路、细胞周期、剪接体、核糖体、p53

信号通路、NF-κB信号通路等差异显著。选择性剪接事件分

析发现共有180个基因有组间剪接差异，其中有差异的可变

剪接事件最多见于免疫系统。获得过表达稳定转染细胞系

后，我们发现MYD88基因突变状态不影响CLL细胞凋亡，

而 MYD88 突变型细胞系中 RelA 及 TRAF6 表达降低，而

IRAK1的蛋白表达无明显差异。同时，在稳转细胞系中我们

也检测到 MYD88 基因突变会导致剪切体 mRNA 表达下

降。药物实验中，我们发现MYD88基因突变增加CLL细胞

对剪切体抑制剂的敏感性，降低CLL细胞对伊布替尼的敏

感性。结论 CLL中MYD88基因突变与转录水平的多种差

异表达及其调控mRNA的差异剪接密切相关，共同作用并

通过多种途径影响CLL细胞的生物学功能。我们的发现为

后续更深入的分子功能学研究提供了思路。同时，我们发现

与 MYD88 野生型 CLL 细胞系相比，过表达突变型 MYD88

的细胞系对剪接体抑制剂更敏感，说明抑制剪接体功能可能

是这部分伴有基因突变的CLL患者的潜在治疗靶点。

F261. The role of CDK7 in regulating glycolytic

metabolism in tumor microenvironment of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1.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ty, Jiangsu Province Hospital, Collab-

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ancer Personalized Medicine,

Key Laboratory of Hematology of Nanjing Medical Universi-

ty; 2.Georgia Cancer Center, Augusta University; 3. Depart-

ment of Biology, Presbyterian College Shuchao Qin1, Austin

Shull2,3, Qimei Han2, Lirong Pei2, Lei Fan1, Wei Xu1, Huidong

Shi2, Jianyong Li1

Introduction CLL is a disease caused by defects in

apoptosis. Most circulating CLL cells are highly static during

the cell cycle, while only a small number of cells is actively di-

viding. CLL cells possess a strong metabolic plasticity and can

rapidly adjust to different tissue microenvironments. However,

how CLL cells survive the transitions between normoxic and

hypoxic states remains unknown. The study of regul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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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s during this period will help identify potential treat-

ment strategies for CLL. Methods CLL primary cells were

co-cultured with stromal cells in vitro. Expressions of HIF1α,

CDK7 and glycolytic metabolism- related mRNA were deter-

mined by qPCR and Western blot. Co- immunoprecipitation

and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DK7 and HIF1α in vivo. Lentiviral

vector- based inducible shRNAs were used to knockdown

CDK7 expression in CLL cell line under optimized induction

condition with doxycycline.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deter-

mine the effect of CDK7 knockdown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CLL cells, while qPCR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CDK7 knockdown on the genes related to glycolysis

in CLL cells, and Sea-hors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CDK7 knockdown on the glycolytic activity of CLL cells. The

effect of a CDK7 inhibitor, THZ1, on the key signaling path-

ways affecting the survival of CLL cells was examined by im-

munoblotting. Flow cytometry was used to detect apoptosis

and cell death of CLL cells treated with the CDK7 inhibitor.

Results In this part of the study, we found that both the ex-

pression of HIF1α and CDK7 increased in primary CLL cells

when co- cultured with stromal cells. Co- immunoprecipitation

and chromatin immunoprecipitation experiments confirm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DK7 and HIF1α in vivo, and co-localiza-

tion of CDK7 with HIF1α at the promoter and enhancer re-

gions of HIF1α target genes. In the CLL cell line with CDK7

knockdown, we found that down-regulation of CDK7 induced

cell apoptosis, and at the same time downregulated both the ex-

pression of genes involved in the glucose transport and metabo-

lism of CLL cells and the glycolytic activity of CLL cells.

PI3K/AKT and STAT3 signaling pathways were inhibited in

primary CLL cells and CLL cell lines treated with the CDK7

inhibitor. Likewise, CDK7 inhibitor THZ1 inhibited cell

growth and induced apoptosis in CLL cell lines and primary

CLL cells，which appeared to be correlated with cleavage of

the DNA repair enzyme PARP1 and down-regulation of the an-

ti- apoptotic protein MCL1.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the expression of CDK7 and HIF1α increased signif-

icantly in primary CLL cells after they were co-cultured with

stromal cells. Furthermore, we studi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DK7 and hypoxia-inducible genes and found that knockdown

CDK7 resulted in significant changes in glycolytic and hypox-

ia- related pathways. Our results provide new insights into the

regulation of hypoxia- induced gene expression in CLL cells

and identify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metabolic plasticity of

CLL cells. These results may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herapeutic strategies for CLL.

F262. 侵袭性淋巴瘤患者脑脊液细胞学检查早期判
断脑膜转移的临床意义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朱锋 石琼 鹿群先 刘琼 孙

海英 李振宇 徐开林

目的 探讨侵袭性淋巴瘤患者脑脊液细胞学检查用以

判断早期脑膜转移的临床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9年

09月至2016年08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科256例初

治侵袭性淋巴瘤患者的脑脊液标本，统计发生脑膜转移的发

生率。脑脊液细胞学检查采用脑脊液细胞玻片离心法收集

细胞，以瑞氏-姬氏染色法染色，按照粟氏脑脊液细胞分类法

进行分类。结果 256例脑脊液标本，脑脊液细胞学检查检

出淋巴瘤细胞者 12例，发生率为 4.69%。其中，B细胞淋巴

瘤患者 118例，T/NK细胞淋巴瘤患者 138例，脑脊液检出淋

巴瘤细胞例数分别为 3 例（2.54%）和 9 例（6.52%）。结论

侵袭性淋巴瘤患者的颅脑为除骨髓外相对常见的受累器官，

其中侵袭性T/NK细胞淋巴瘤患者更易受累。针对侵袭性淋

巴瘤患者一旦确诊，需常规行脑脊液送检，以判断有无早期

脑膜转移并为临床治疗提供借鉴和帮助。

F263.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治疗B细胞淋巴瘤微小
残留/部分缓解—更有效，更安全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肖霞 江嫣雨 金鑫 曹雅青 孙瑞

赵明峰

目的 探讨CD19-CAR-T治疗治疗B淋巴细胞淋巴瘤

微小残留病/部分缓解（MRD+/PR）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22例B淋巴细胞淋巴瘤患者（其中8例

为淋巴瘤MRD阳性，2例PR，12例复发难治性淋巴瘤）接受

CD19-CAR-T治疗，输注量为1-12×106/kg，检测CAR-T在体

内扩增数量，评估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 ①MRD/PR组患

者总体有效率（ORR）为100%，CR率为90%（9/10），1例达到

疾病稳定；复发难治组中，ORR为 75%（9/12），CR率为 17%

（2/12）。②MRD+/PR组患者维持疗效时间较长，均未见复

发，中位随访时间为10（3~18）个月；复发难治组患者CAR-T

维持疗效时间短，9例治疗有效患者维持时间为40~90天，除

1例桥接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其余患者均再次发生不同程

度的疾病进展。③输注CAR-T细胞后，定期监测其在外周

血中占 T 细胞的比例，这 22 例患者外周血中均能检测到

CAR-T 细胞，达峰时间为治疗后第 5~19 天，中位数为第 12

天。CAR- T 达到最高峰时大约占外周血 T 细胞 10.10%

（3.55% ~24.7%）；④CAR- T 细胞输注相关的不良反应：

MRD+/PR 组 CRS 均控制于 1~2 级;复发难治组中 1 例输注

CART后发生3级CRS，给予相应治疗后缓解。其余均为1~

2级。结论 CAR-T细胞治疗不仅在对复发难治患者的挽

救治疗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B细胞淋巴瘤的巩固，维持

治疗阶段亦产生了令人惊喜的疗效且不良反应小，有望成为

一种使更多患者受益的治疗方法。

F264. 102例原发胃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临床特
征、预后因素及治疗方式分析
浙江省肿瘤医院 陈曦 雷涛 余海峰 李聪 彭帅羚

杨海燕

目的 探讨原发胃DLBCL的临床特征、治疗方式及预

后因素。方法 回顾性收集 2007年 1月至 2018年 1月于浙

江省肿瘤医院就诊的初发胃原发DLBCL患者的临床资料及

生存随访，分析其人口学特点、分期、伴发症状、实验室检查、

治疗方式和预后等特征。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患者10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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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位年龄 55.5（21~81）岁。男女比例约为 1∶1。仅有 23.5%

的患者在初诊时伴有B症状，而高达97.1%的患者因消化道

症状而就诊。84例（82.3%）患者Lugano分期为Ⅰ~Ⅱ2期。

治疗方式包括单纯化疗 32例、化疗+放疗 36例、手术+化疗

34例。中位随访时间 46.5个月，所有患者 5年的PFS和OS

率分别为 66.1%和 76.5%。年龄<65岁的患者相比≥65岁的

患者预后较好，5年PFS率分别为70.2%与43.8%（P=0.018），

5年OS率分别为 82.8%与 40.7%（P<0.001）。ECOG评分≥2

分的患者 PFS 较短（5 年 PFS 率 33.1%对 74.3%，P=0.001）。

Lugano分期Ⅰ~Ⅱ2期的患者PFS及OS均显著优于分期Ⅳ
期的患者（P<0.001）。IPI评分为低、中、高危患者的3年PFS

率分别为 85.1%，30.0%和 17.9%（P<0.001），3 年 OS 率分别

为 90.3%，66.7%和 28.9%（P<0.001）。三组不同的治疗方式

之间OS无显著差异（P=0.211），但化疗+放疗组患者的 3年

PFS优于单纯化疗组（83.3%对 60.4%，P=0.035）。多因素分

析表明，IPI 评分是原发胃 DLBCL 的独立预后因素（P=

0.021）。结论 原发胃DLBCL多为早期，预后显著优于晚

期患者。化疗后进行局部放疗相比单纯化疗可延长 PFS。

IPI评分是影响原发胃DLBCL预后的独立因素。

F265. CUL4B regulates tumor growth and pre-

dicts prognosis in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1.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

versity; 2. Shand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Ying Li1,

Xiangxiang Zhou1, Ya Zhang1, Yangyang Xu1, Juan Yang1, Xin

Wang1,2

Introduction CUL4B contributes to tumorigenesis in

solid tumors. However, the role of CUL4B in DLBCL has not

been elucidated. Methods CUL4B expression in 48 DLBCL

tissue and 30 reactive hyperplasia tissues was detected by IHC,

RT-PCR and WB. Lentivirus vector was used to infect DLBCL

cells. Cell viability, cycle, apoptosis, motility and autophago-

somes were assessed by CCK8, FACS, Transwell assay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respectively. SCID- Beige

mice were used to establish xenograft model. Results We da-

ta exhibited elevated level of CUL4B expression in DBLCL.

Knockdown of CUL4B significantly inhibited cell growth in

vitro and vivo, induced G1 phase arrest, impaired cell invasion

and migration. CUL4B silence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au-

tophagy level in DLBCL cells. Additionally, expression of

phosphorylated AKT, phosphorylated JNK and c- JUN de-

creased with RNA interference in DLBCL cells.Conclusions

Our observations identified that CUL4B could be a prognostic

index and contribute to tumorigenesis through the regulation of

the JNK pathway in DLBCL. These results provided a novel

biomarker for the prognosis and progression of DLBCL.

F266. Targeting MELK with OTSSP167 displays

anti-tumor activities in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

mia through down-regulation of FoxM1
1.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

versity; 2. School of Medicine, Shandong University Ya

Zhang1, Ying Li1, Xiangxiang Zhou1, Xin Wang1,2

Purpose OTSSP167, an orally bioavailable inhibitor tar-

geting MELK, a novel oncogene, is currently in a phase I/II

clinical trial in patients with solid tumor. 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anti- tumor potency and mechanism of

OTSSP167 targeting MELK in CLL. Methods CD19 + B

cells were isolated from 55 de novo CLL patients and 20

healthy donors were collected with informed consents in Shan-

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The CRISPR/Cas9 genomic- editing

system was utilized to deplete MELK expression in CLL cells.

Lentiviral vectors transfected CLL cells to stably silence

MELK/FoxM1 and adenovirus delivery were constructed to

overexpress MELK/FoxM1. Besides, cell viability,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were assessed by CCK-8, annexin V-PE/7AAD

and PI/RNase staining, respectively. Cell migration was evalu-

ated by CXCL12-induced chemotaxis. Results Aberrantly in-

creased expression of MELK was detected in CLL primary

cells and cell lines（MEC1 and EHEB）at mRNA and protein

level compared with normal B cells. We observed MELK over-

expression in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inferior prognostic

parameters and reduced overall survival of enrolled patients,

which was further validated in GSE22762. In consistent with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alyses, CLL cells with silence or inhi-

bition of MELK exhibited attenuated cell proliferation, in-

creased fast- onset apoptosis, induced G2/M phase arrest, im-

paired cell chemotaxis and enhanced sensitivity to fludarabine

and ibrutinib. Whereas, gain-of-function assay showed promot-

ed cell proliferation and cell chemotaxis. Additionally, serial di-

lution of OTSSP167 decreased phosphorylation of AKT and

ERK1/2 in CLL cells. Besides, phosphorylated FoxM1,

FoxM1, cyclinB1, CDK1 decreased and activation of p53 and

p21 with treatment of OTSSP167 in CLL cells. Notably, the de-

clined viability of MEC1 cells by OTSSP167 treatment were

implicated to be rescued in part by FoxM1 overexpression, in-

dicating the pivotal role of FoxM1 in the anti- tumor activities

of OTSSP167 treatment. Conclusion Taken together, our in-

vestigations identifi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oncogenic role of

MELK in CLL tumorigenesis by bioinformatics analysis and

ex vivo evaluation. OTSSP167 exhibits potent anti-tumor activ-

ities at nanomolars in CLL cells, highlighting a novel molecule-

based strategy for leukemic interventions.

F267. 基于生物信息学分析miR-155在弥漫性大B

细胞淋巴瘤中的表达及其靶基因预测
1.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2. 东南大学 吴雪 1 李原 2 宋

慧慧 1 程坚 1 葛峥 1 陈宝安 1

目的 本研究基于miRNA基因芯片结果及癌症基因组

图谱（TCGA）数据库芯片样本数据，综合运用系列前沿在线

分析工具，验证miR-155在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

中的表达并对其潜在靶基因进行预测。方法 收集本中心

2010年 5月至 2011年 12月期间初诊DLBCL患者淋巴结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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蜡包埋标本。利用miRNA基因芯片、免疫组织化学分析和

实时定量PCR检测相关分子与蛋白的表达。从 TCGA 获得

数据集和相应的 DLBCL 临床参数，运用 RAID v2.0 和

Tagetscan两种在线软件预测miR-155的靶基因，取两者交集

作为潜在的靶基因候选。应用UALCAN工具对候选靶基因

在 DLBCL 样本数据库中进行差异性表达筛选。采用

STRING在线分析根据GO注释中分子功能、生物学过程、细

胞组分进行GO注释层次分类和富集分析，并采用KEGG在

线分析工具对潜在靶基因进行信号转导通路分析。使用对

数秩统计检验，Cox风险模型和Kaplan-Meier曲线评估靶基

因及DLBCL患者预后之间的关联。使用SPSS软件 19.0版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基因芯片结果显示 miR-155

在DLBCL中较对照组明显呈高表达并筛选得到潜在靶基因

38个，聚类分析功能评估结果表明它们显著富集于多种生

物学过程和途径，包括细胞周期和信号转导过程调控，软骨

分化及癌症信号通路。其中CHAF1A，RCN2两种靶基因与

DLBCL 患者预后密切相关。结论 miR- 155 这一新型

miRNA生物标志物及其靶基因的表达特征对DLBCL患者

的诊断及预后可能具有重要的潜在意义。

F268. 原发甲状腺淋巴瘤中FOXP1的表达意义及
临床特征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张璐 许霞 徐欢 方峻

崔国惠

目的 检测原发甲状腺淋巴瘤（PTL）中叉头框蛋白P1

（FOXP1）表达的差异，探讨FOXP1与甲状腺淋巴瘤发生转

化及临床特征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2012年至2017年有完

整临床病理资料的PTL患者 39例，选取 20例自身免疫性甲

状腺炎（AT）患者作为对照。应用 real-time PCR和免疫组化

染色方法检测 FOXP1 mRNA 和蛋白的表达。结果 39 例

PTL中男性 12 例，女性 27 例，男女比例 1∶2.25；平均发病年

龄59.3岁，其中77%（30/39）既往有AT病史；病理亚型包括1

例伯基特淋巴瘤（BL），4例滤泡淋巴瘤（FL），11例粘膜相关

淋巴组织淋巴瘤（MALT），7例MALT淋巴瘤伴随弥漫大B

细胞淋巴瘤（DLBCL），以及16例DLBCL；按Ann Arbor国际

分期，IE、IIE 和 IVE 期患者分别为 15、21 和 3 例；与对照组

AT 相比，FOXP1 在 PTL 中的表达显著增高（46.2%对 15%；

P<0.01）。其中，MALT/DLBCL（57.1%，4/7），DLBCL（68.8%，

11/16）和FL（50%，2/4）中FOXP1 mRNA和蛋白表达均显著

高于 MALT 淋巴瘤（27%，3/11）（P<0.05）。此外，FOXP1 与

性别、年龄、ECOG、国际预后指数（IPI）无关，与乳酸脱氢酶

（LDH）水平、病理分型、疾病分期、巨块型和高Ki-67指数相

关。结论 FOXP1 可能参与原发甲状腺淋巴瘤的发生转

化，可作为淋巴瘤预后评估、诊断和鉴别诊断的指标。

F269.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联合抗PD-1抗体治疗复
发难治性淋巴瘤临床观察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肖霞 江嫣雨 金鑫 赵明峰； 天

津医科大学一中心临床医学院 孙瑞 曹雅青

目的 探讨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联合抗PD-1

抗体治疗复发难治性B淋巴细胞淋巴瘤患者的疗效及安全

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自 2017年 2月至 2018年 7月所

行 8例抗 PD-1抗体联合CD19CAR-T治疗复发难治性B细

胞淋巴瘤疗效及安全性，检测CAR-T在体内扩增情况及PD-

1表达水平结合预后评估治疗效果及安全性。结果 经联

合治疗，总体有效率达 87.5%，其中 4 例完全缓解（CR 率为

50%），最长 18个月均为缓解状态，中位随访时间为 10个月

（3~8个月）。使用抗PD-1抗体可使PD-1表达降至1%以下，

但CAR-T增值水平与未使用抗 PD-1抗体相比并未监测到

明显升高。此 8例患者接受治疗过程中未观察到严重不良

反应，细胞因子风暴（CRS）均控制在 2 级以内。结论 抗

PD-1抗体与CD19CAR-T联合应用对复发难治性B细胞淋

巴瘤有较好的疗效，可能与降低PD-1表达可以增强T细胞

功能有关。根据本研究结果，使用抗PD-1抗体不能使CAR-

T增殖水平提高，其深入机制仍有待临床与基础研究。

F270. Discovery of a novel five immune-associated

fingerprints for diagnosis and survival prediction

in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1. Shan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handong

University; 2. School of Medicine, Shandong University Ya

Zhang1, Ying Li1, Xiangxiang Zhou1, Xin Wang1,2

Purpose This study aimed to identify reliable and

distinct immune- associated gene signatures for robust

classification and survival prediction of patients with CLL.

Methods A total of 720 clinical annotated de novo CLL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present study. LASSO Cox

regression model was utilized to calculate immune- associated

risk score （I- score） in R softwar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ere performed to present the distribution of risk

score. Moreover, the prognostic capability of I- score was

demonstrated by ROC analysis with leave- one- out cross

validation.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alyses of GO, KEGG,

GSEA in gene expression profiles were performed. Results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conducted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to

dissect the immune-associated fingerprints of CLL. A total of

305 CLL patients and 56 healthy donors with mRNA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three

independent cohorts. Three lists of differentiated expressed

genes were calculated by limma test（Log2Fold Change|>1, P<

0.01）. Venn diagram was delineated to acquire the shared

differentiated gene panels, with 8 genes were identified. By

Lasso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five genes （CD3D, CD83,

LAX1, IL2RA and AIM2） were identified to best predict

patients’survival. Immune- related risk score（I- score）=（－

0.538）× CD3D expression +（－ 0.077）× CD83 expression +

0.364 × LAX1 expression + 0.191 × IL2RA expression + 0.362 ×

AIM2 expression. High- risk patients had shorter overall

survival in comparison with the low-risk group（HR=5.493, P<

0.001）.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ate survival analyses

suggested high I-score as an independent outcome predictor in

CLL patients. To decrease disparity of diverse populations, we

validated the five-gene-based immune-related risk signature in

two independent centers with the same formula.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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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nostic value of the immune fingerprints were corroborated

in the internal validation series（HR=2.200, P=0.023） and

validation series （HR=1.769，P=0.004）. Intriguingly, we

observed the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high I- score and

TP53 （17p13） deletion （P=0.0316）, in accordance with

patients’outcome. Conclusion To date, our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distinct immuno- related

fingerprints to predict survival in CLL. We developed an

efficient classification tool with five immune- related

biomarkers to evaluate prognosis of CLL patients, greatly

facilitating risk stratification and individualized management.

F271.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tRFs in relapsed &

refractory diffuse large B cell lymphoma

and the bioinformatic analysis for their potential

clinical use
Shandong Provincia Hospital Qingyuan Qu, Ying Li, Yingq-

ing Cai, Ya Zhang, Shunfeng Hu, Yujie Jiang

Introduction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DLBCL）

is an aggressive but potentially curable malignancy in some

low- risk patients. However, patients with high- risk or some

special subtypes often have a very poor prognosis although

they received intensive combined chemotherapy or bio- target

treatment. The exact mechanism of the anti- chemotherapy is

unknown and it may involve multiple tumorous gene mutation

and signal pathways. tRFs are highly conserved, tissue-specific

and time-specific tRNA fragments which are reported stability

in all cell lines and in organisms ranging from humans to bacte-

ria. Their precise sequence structure, which derived at or near

the tRNA ends and nonrandom property in size and nucleotide

composition at cleavage junctions, suggests that the tRFs are

derived from tRNA cleavage in a specific manner. These se-

quences are second most abundant to miRNAs.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RFs participate in cell proliferation, viral reverse

transcriptases activation, gene expression, RNA procession

regulation, DNA damage response modulation, tumor suppres-

sion, and neurodegeneration.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

gate the function of tRFs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 refractory

（R/R） DLBCL. Methods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s）in peripheral blood（PB）was separated from

patients with R/R DLBCL and control groups.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and quantitative real- time reverse transcription-

PCR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tRFs in

the two groups. Two databases of tRFs, tRFs2Cancer and

tRFdb were searched to analysis the similarity and dissimilari-

ty of homologous tRNA fragment. Results ①Of the sequenc-

es with the obvious differences, ten with biggest expression dis-

parities were picked out, four tRFs（sequence 1- sequence 4）

were up- regulated and six tRFs（sequence 5- sequence 10）

were down-regulated. To further investigate the content of the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tRFs in patients with R/R DLBCL, we

performed quantitative PCR to verify three of the tRFs. The re-

sult is consistent with our sequencing data. ②Combined with

the results of qRT- PCR, data from the database, we finally

choose three sequences（sequence 2 CTGTCACGCGGGAGA-

CA, sequence 4 CTGTCACGCGGGAGACA and sequence 10

TCGGCTGTTAACCGAAAGGTTGGTGGTAAACCGTTAC-

CATTACTGAGT）for further study. ③ With the use of Tar-

getScan, miRanda and other methods, we identified the corre-

sponding target genes for the three tRFs.（AS- tDR- 013492:

497, AS-tDR-011395: 9114, AS-tDR008946: 730）. ④Because

AS-tDR-011395 has a large number of potential regulatory tar-

get genes and it is difficult to obtain good results, we made a

functional enrichment analysis for the other tRF to get poten-

tial regulatory gen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otential tar-

get genes of AS-tDR-008946 tend to be enriched in the path-

ways of plasma membrane-bounded cell projection morphogen-

esis, nervous system development, and sensory organ develop-

ment, etc. And the potential target genes of AS- tDR- 013492

tends to be enriched in FCGR-dependent phagocytosis, Ras sig-

naling pathway, and cellular component regulation. ⑤The re-

sults of protein interactions showed that both of the potential

regulatory target genes of AS- tDR- 008946 and AS- tDR-

013492 have formed some tight protein interaction networks,

which can be enriched into alternative splicing, endosomal

transport, and endocytosis or other paths. Conclusion In this

study, we detected the expression profiles of tRFs in R/R

DLBCL and the results we’ve got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re-

sults of the database data analysis. We also predicted the proba-

ble mechanism of the up-regulated or down-regulated tRFs and

prepared for further research. It is reported that knockdown the

overexpressed tRF may inhibit cancer cell proliferation and the

recovery of the lacking tRFs may prevent cancer metastasis. In

addition, some tRFs were identified as useful markers in many

types of cancer. Therefore, tRFs maybe used as fluid-based bio-

markers for diagnosis, grading, and prognosis of the DLBCL

or help to develop methods to repair the malfunctioning signal-

ing pathways associated with the tumor origin. tRF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progression, and anti-

chemotherapy of R/R DLBCL. Future study focus on these

small fragments might be beneficial to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thes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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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骨髓瘤

G1. 靶向含多重免疫表位DKK1长肽治疗多发性骨
髓瘤的研究
1. 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2.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李荣 1 钱建飞 1 易庆 1 侯健 2

目的 探讨包含多重免疫表位的含 74个氨基酸DKK1

长肽在多发性骨髓瘤治疗中的作用。方法 本研究通过含

HLA-A2转基因鼠及HAL-DR4转基因鼠的体内实验，及不

同HLA背景健康志愿者的外周血，不同HLA表型的肿瘤细

胞株的体外实验，来验证筛选出的74位DKK1长肽，能否可

以诱导出强有力的免疫反应。结果 通过HLA-A2转基因

鼠证实，该长肽可以有效诱导出CD8+T淋巴细胞，并且可以

诱导出以 IgH I 类体液免疫为主的体液免疫；并且在 HLA-

DR4转移因鼠内同样可以诱导出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更

为重要的是，该长肽可以在不同MHC背景的健康人及骨髓

瘤患者中诱导出特异性的 T 细胞免疫及体液免疫。结论

含多重表位的DKK1氨基酸长肽具有强大的免疫激活效应，

可以用于多发性骨髓瘤的免疫治疗。

G2. 脂联素受体激动剂 AdipoRon 靶向 AMPK/

mTOR/自噬抗骨髓瘤细胞增殖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树娟 刘延方

目的 探索脂联素受体激动剂AdipoRon对骨髓瘤细胞

增殖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 RT-PCR 检测脂联素受体

AdipoR1 和 AdipoR2 在 23 例正常人和 21 例多发性骨髓瘤

（MM）患者骨髓中的mRNA表达水平；CCK8检测细胞增殖；

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细胞凋亡；Western blot检测相关通路

蛋白。结果 ①脂联素受体激动剂AdipoRon（5~20 μmol/L）

可显著抑制小鼠骨髓瘤细胞系Sp2和MPC-11的增殖，且成

浓度依赖性和时间依赖性；相反，AdipoRon不影响小鼠正常

间充质干细胞C3H10T1/2的增殖。②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

凋亡显示，AdipoRon（10~20 μmol/L）可显著诱导MPC-11凋

亡，且呈浓度依赖性；Western blot 检测凋亡相关蛋白显示

AdipoRon 可诱导凋亡相关蛋白 cleaved caspase-3 和 cleaved

PARP的增加。③AdipoRon（20 μmol/L）可上调MPC-11的p-

AMPK及其下游的 p-ACC磷酸化水平、并下调 p-mTOR，提

示AdipoRon可激活AMPK/mTOR信号通路；此外，20 μmol/L

AdipoRon上调LC3-II/LC3-I的水平、下调 p62的蛋白水平，

提示激活自噬。④AdipoR1在MM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

正常对照而AdipoR2在MM中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

照；提示脂联素受体在MM患者和正常人之间存在差异性表

达。结论 脂联素受体在MM患者和正常人之间存在差异

性表达；脂联素受体激动剂可能通过靶向AMPK/mTOR/自

噬信号通路抗骨髓瘤细胞增殖。

G3. DTPACE方案治疗复发性多发性骨髓瘤疗效观察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医院 严严

目的 观察DTPACE方案治疗复发性多发性骨髓瘤的

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方法 回顾分析 2014年 1月至今我

科收治的复发性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16例，使用DTPACE方

案：地塞米松40 mg/d，d1-4，沙利度胺100 mg/d连续口服，顺

铂 10 mg/m2，d1-4，表阿霉素 20 mg/d，d1-4，环磷酰胺 600

mg/d，d1-4，依托泊苷40 mg/m2，d1-4 ，4~6周1个疗程，连续

2~4个疗程评价效果及不良反应。结果 按 IMWG疗效标

准 16 例患者中，CR2 例 12.5%（2/16），VGPR25%（4/16），

PR25%（4/16），PD37.5%（6/16），总有效率62.5%（10/16）。主

要不良反应为轻中度骨髓抑制和感染。结论 DTPACE方

案治疗复发性多发性骨髓瘤是一种有效能耐受的挽救性治

疗方案，不良反应轻，值得临床使用。

G4. 同种异体CAR-T细胞治疗难治复发型多发性
骨髓瘤的临床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颜灵芝

目的 探讨同种异体CAR-T细胞治疗难治复发型多发

性骨髓瘤（RRMM）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RRMM患者

共4例，由于患者自体CAR-T细胞制备失败，故采用HLA不

全合健康供体的淋巴细胞进行CAR-T制备，其中3例为亲缘

间HLA半相合来源，1例为HLA完全不合的无血缘供体来

源。4例RRMM中男性1例、女性3例；中位年龄为55（48~60）

岁；其中 3 例为侵袭性复发。在接受该临床试验（注册号：

NCT03196414）前，4例患者曾接受过中位4（3~7线）的前期治

疗，均为硼替佐米和来那度胺双耐药病例。CAR-T细胞治疗

前流式细胞术评估恶性浆细胞表面的BCMA表达均在50%

以上。患者经FC方案清除淋巴细胞处理后开始进行CAR-T

细胞的回输，第1天回输CART-19细胞1×107/kg、第2天和第3

天分别回输CART-BCMA细胞中位数为4.7（4~6.8）×107/kg的

40%和60%。回输后观察患者的临床生命体征和症状以及脏

器功能相关指标，按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分级共识

进行相应的临床处理，同时监测CAR-T细胞在体内的扩增等

指标。结果 4例RRMM患者中有3例患者按试验计划顺利

完成了CAR-T细胞的输注，1例患者在第3天输注时由于高热

和肌酐水平升高而延后1 d再行输注。观察到的不良反应包

括血液学和非血液学毒性，≥3级血液学毒性2例、≥3级CRS

1例、1级CRES 1例、继发HLH者1例、3例患者出现APTT延

长、1例患者出现肿瘤溶解综合征，未出现GVHD表现。根据

IMWG疗效标准，2例为PR、1例为MR、1例为SD；无进展生

存为4（3~5）周、总生存为50（3~56）周。CAR-T细胞在患者体

内中位扩增 2.5（2~14）倍，体内中位存活时间为 10（8~30）d。

所有4例患者在回输后监测STR均在5%以下。结论 小样

本研究观察同种异体CAR-T细胞治疗RRMM未出现GVHD

表现，但在体内扩增倍数低，持续时间短，可能是影响疗效持

久的主要因素，需要进一步对同种异体CAR-T进行优化，包

括发展通用型CAR-T制品。

G5. 新型热休克蛋白90抑制剂C086诱导多发性骨
髓瘤U266细胞凋亡与自噬的研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刘云 吴顺泉 陈惠君 战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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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新型 HSP90 抑制剂 C086 对骨髓瘤细胞

U266 增殖、凋亡及自噬的作用，并探讨自噬在 C086 诱导

U266 细胞凋亡的作用。方法 CCK8 法检测 C086 作用或

C086联合自噬抑制剂 3-MA作用后U266细胞的增殖活性；

流式细胞术检测C086作用或C086联合自噬抑制剂3-MA作

用后对U266细胞凋亡的影响；用MDC染色法以及透射电镜

检测细胞自噬形态学的变化；Western blot 检测凋亡蛋白

PARP及自噬标志性分子LC3B和Beclin1蛋白的表达。结果

①C086对U266细胞增殖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且呈一定的剂

量和时间依赖性，48 hIC50 剂量为 0.95 µg/ml；②C086诱导

细胞凋亡：AO/EB染色显示典型的细胞凋亡形态学改变；流

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为28.12±0.48，与对照组相比明显

增高（P<0.01）；Western blot 结果提示凋亡蛋白 PARP 和

cleaved PRAP表达上调，且随药物浓度升高而增加；③C086

作用 48h 后可诱导细胞发生自噬：MDC 标记的细胞自噬泡

荧光颗粒增多，荧光强度增加；透射电镜下观察到特征性的

自噬小体增加；Western blot 结果提示 Beclin1 和 LC3B-II 的

蛋白表达水平随时间变化增加，且随着药物浓度的升高而增

加；④自噬抑制剂 3-MA 联合C086作用U266细胞，可增强

对 U266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抑制细胞自噬后细胞凋亡率

增加（P<0.01），且3-MA能下调C086引起LC3B-Ⅱ和beclin1

蛋白表达。结论 C086具有显著的抗骨髓瘤活性，能够明

显抑制U266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亡；C086诱导U266细胞

死亡时，凋亡和自噬均被激活。抑制自噬能够增强C086诱

导的细胞凋亡。

G6. 320例初治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临床特征和预后
因素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王青青 马雪梅 叶雅妹

吴顺泉 战榕

目的 旨在探讨本院初治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临床特

征及影响患者无进展生存期与总生存期的预后因素。方

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0年 6月 1日至 2015年 6月 30日收

治的 320例MM患者临床资料，记录患者人口学特征、临床

特征、实验室指标，对21项临床和实验室指标进行预后单因

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结果 320例患者中男性 194例，女

性 126例，中位年龄 60岁，发病年龄高峰为 51~60岁。骨痛

及贫血是患者首诊时最常见的症状，初治MM患者分型以

IgG 和 IgA 为主，Ⅰ期 17.2%，Ⅱ期 52.2%，Ⅲ期 30.6%。294

例有完整随访资料的患者中位OS为19个月，接受化疗的患

者220例，中位PFS为15个月，中位OS为20个月，①单因素

分析显示：年龄、ISS分期、血β2-MG、血小板、血肌酐、血钙、

校正血钙、LDH、HBDH、遗传学及骨髓浆细胞比例与PFS显

著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血小板、血肌酐及校正血钙

是影响MM患者PFS的独立预后因素；②单因素分析显示：

年龄、ECOG评分、ISS分期、骨病分级、血β2-MG、血小板、血

肌酐、血钙、校正血钙、LDH、HBDH、遗传学、骨髓浆细胞比

例及骨髓浆细胞分化程度与OS显著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

年龄、骨病分级、血小板、血肌酐、HBDH及校正血钙是影响

MM患者OS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 MM好发于中老年男

性患者，常见临床表现为骨痛、贫血；接受化疗的患者，高龄、

低血小板、肾功能损害、校正后高血钙是影响MM患者PFS

的独立预后因素；高龄、高骨病级别、低血小板、肾功能损害、

高HBDH、校正后高血钙是影响MM患者OS的独立预后因

素；血钙值经校正后可能具有更好的预后判断作用；HBDH

或可作为判断MM预后的独立因素。

G7. 硼替佐米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回顾性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叶雅妹 王青青 马雪梅

吴顺泉 战榕

目的 探讨含硼替佐米的联合化疗和常规联合化疗对

初治骨髓瘤患者治疗应答、生存期的影响；探讨含硼替佐米

的联合方案对难治患者治疗应答和生存期的影响；探讨自体

造血干细胞移植对硼替佐米治疗后患者OS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近 5年确诊并接受 2个及以上疗程化疗的

191例骨髓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卡方检验或 Fisher确切概率

法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治疗应答及不良反应率；

Kaplan-Meier法分析生存情况。结果 初始诱导治疗中位

随访时间 21 个月，含硼替佐米组与常规化疗组 ORR 率为

82.7%、71.8%，CR率为20.2%、2.6%；含硼替佐米组与常规化

疗组中位疾病 PFS1 为 23.9 个月和 22.3 个月，中位 TTP1 为

12.8 个月和 17.5 个月；中位 OS 为未达到（1.6~67.7 个月）和

45.9 个月，随访时间延长，两组 PFS1 和 OS 均出现分离趋

势。硼替佐米累积剂量<20.8 mg/m2组患者与≥20.8 mg/m2组

患者 ORR 为：66.7%、88.3%；两组中位 TTP1 为 17.6 个月、

10.5个月；PFS1为 20.4个月、32.5个月，差异具有显著性；中

位 OS 为 29.5 个月、未达到（7.3~67.7 个月），差异具有显著

性。疾病进展或复发后采用硼替佐米联合化疗方案或常规

化疗方案行再次诱导治疗，两组ORR分别为78.6%、38.9%，

中位 PFS2为 17.4个月和 15.3个月，中位TTP2为 34个月和

30个月，中位OS为未达到（17.9~64.7个月）和未达到（12.4~

61.4 个月），但硼替佐米组 OS 较高。含硼替佐米组并接受

ASCT患者OS显著优于未行ASCT者。结论 以硼替佐米

为基础的联合方案对初治或疾病进展或复发患者均具有较

好的治疗反应，硼替佐米累计使用剂量≥20.8 mg/m2可提高

治疗反应率，延长PFS、OS；ASCT有利于改善硼替佐米治疗

MM患者OS。

G8. 320例多发性骨髓瘤合并感染临床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马雪梅 叶雅妹 王青青

吴顺泉 战榕

目的 了解骨髓瘤患者感染发生的情况，为指导合理使

用抗生素及预防感染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近

5年我院320例住院骨髓瘤患者感染发生、感染部位、病原菌

种类、细菌分布及耐药、感染相关危险因素。结果 320例

患者发生感染 224 例，感染率为 70.0%；共发生 441 例次感

染，感染例次率 137.82%。感染部位以下呼吸道感染为主

（69.16%），其次为多部位感染（16.55%）、消化道感染

（4.76%）、皮肤软组织感染（3.85%）、泌尿道感染（3.17%）、不

明部位感染（1.81%）、肛周感染（0.45%）和血流感染

（0.23%）。分离出 275 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阴性菌 103 株

（37.45%），革 兰 阳 性 菌 29 株（10.55%），真 菌 143 株

（52.00%）；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ASA）、产超广谱β

内酰胺酶（ESBLs）肺炎克雷伯杆菌、产ESBLs大肠埃希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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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碳青酶烯鲍曼不动杆菌阳性检出率分别为 45.45%、

55.0%、42.86%和 13.33%，金黄色葡萄球菌及肠球菌均对万

古霉素敏感。单因素c2检验分析显示，血红蛋白<90 g/L、白蛋

白<35 g/L、化疗药物的种类与剂量、血清肌酐>133 μmol/L、

中心静脉置管、多部位感染为感染的危险因素（P<0.05）；性

别、年龄、ISS分期、血清肌酐、多部位感染是发生感染死亡危

险因素（P<0.05）。多因素 logistic 逐步回归法分析显示，常

规化疗和硼替佐米治疗方案是发生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多

部位感染、年龄>60 岁是发生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P<

0.05）。结论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感染发生率高，感染部位

以下呼吸道为主，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菌及真菌是常见致

病菌，多重耐药菌占有较高比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病情特

征是影响感染发生率及感染死亡率的重要因素。

G9. HSP90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吴顺泉 陈惠君 战榕

目的 探讨HSP90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的表达情况

及临床意义。方法 利用免疫组化技术检测HSP90在多发

性骨髓瘤患者中的表达；收集临床资料，应用统计学方法分

析 HSP90 与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临床指标及预后的相关

性。结果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HSP90蛋白表达阳性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HSP90的表达水平与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β2

微球蛋白水平及临床分期存在相关性，而与患者的年龄、性

别、外周血乳酸脱氢酶、骨髓中浆细胞比例及类型均无相关

性；与低表达者相比，高表达HSP90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生

存期明显缩短。结论 HSP90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高表

达，且其高表达与患者的β2微球蛋白水平及临床分期存在相

关性；高表达HSP90的MM患者生存期明显缩短。

G10. Monoclonal antibodies are more effective

and better tolerated than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

itors in combination therapy for relapsed or refrac-

tory multiple myeloma: an indirect comparison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Xijing Hospital,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Yanhua Zheng, Li Xu, Juan Feng,

Hailong Tang, Na Zhang, Xiequn Chen, Guangxun Gao

Objective Agents with novel mechanisms of action,

such as monoclonal antibodies(MAb) and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s(HDACis) have been applied to treat relapsed or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RRMM). However, the treatment

outcomes of MAb versus HDACi in combination with

bortezomib or lenalidomide plus dexamethasone remain

unknown. We conducted this meta- analysis to compare

indirectly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MAbs and HDACis in

combination with bortezomib or lenalidomide plus

dexamethasone. Methods We searched for relevant studies in

the database of Pubmed, Embase(OVID), The Cochrane Library

and Web of Science. Six trials (eight articles) were included in

the meta- analysis with 3270 RRMM patients enrolled.

According to Jadad scale, we roughly assessed the included

articles, all of which were considered high quality. By

performing an indirect comparison meta-analysis between two

subgroups of MAb and HDACis, we synthesized hazard ratios

(HRs) for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PFS)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to compare the survival outcomes. While synthesized

relative risks(RR) for complete response(CR), very good

partial response(VGPR), overall response(OR), progressive

disease plus stable disease(PD+SD) and common at least grade

3 adverse events were utilized to compare the treatment

response status and adverse events incidence. Results The

indirect- comparis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MAb group might

improve PFS when compared wtih HDACi group, yielding

pooled HR 0.83(95% CI 0.66- 0.98),which represented a 17%

lower risk of progression or death in the MAb group than in the

HDACi group. After removing all the trials about elotuzumab,

the indirect- comparison results showed that daratumumab

group might significantly improve PFS in comparison with

HDACi group ,yielding pooled HR 0.55 (95% CI 0.40- 0.74),

which suggested that daratumumab group dramatically reduced

the risk of disease progression or death by 45% compared with

HDACi group. In terms of OS,the indirect- comparison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lotuzumab group did not gain an advantage over

HDACi group on OS, generating pooled HR of 0.87(95% CI

0.65-1.15), When talked about the response rate, the indirect-

comparison of MAb group versus HDACi group generated

pooled RR 1.04(95%CI 0.91-1.18) for OR, 0.83 (95%CI 0.44-
1.57) for VGPR, 0.85 (95%CI 0.23-3.12) for CR and 0.80(95%

CI 0.65-0.94) for PD plus SD.As for adverse effect, there were

fewer incidences of at least grade 3 neutropenia (RR 0.70, 95%

CI 0.51-0.96), thrombocytopenia (RR 0.35, 95%CI 0.23-0.53)

in the MAb group than in the HDACi group when combined

with bortezomib or lenalidomide plus dexamethasone, while

equivalent frequencies of at least grade 3 anemia (RR 0.79,

95% CI 0.59- 1.07) were observ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ith respect to non- hematological adverse events, fewer

incidences of at least grade 3 sense of fatigue were found in the

MAb group than in the HDACi group, giving RR 0.37 (95%CI

0.17- 0.82). There exist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of other common grade 3 or 4 adverse events such as

nausea or vomiting, peripheral neuropathy, pyrexia,

constipation, diarrhea and upper respiratory tract infection

between the MAb group and the HDACi group. Conclusions

Our meta-analysis indicates that among patients with RRMM,

MAb in combination with bortezomib or lenalidomide plus

dexamethasone is associated with significant longer PFS with a

HR for PFS of 0.83, lower incidence of PD + SD and lower

incidence of at least grade 3 thrombocytopenia, neutropenia

and sense of fatigue as compared with HDACis in combination

with bortezomib or lenalidomide plus dexamethasone. In other

words, MAb may be superior to HDACis in achieving longer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and better tolerated when used in

combination therapy with bortezomib or lenalidomide plus

dexamethas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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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1. POEMS综合征临床特征分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温红霞 孙玲

目的 分析POEMS综合征的临床特征和诊治情况，以

期提高临床医师对其诊断、治疗的认识，减少漏诊率和误诊

率。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年 1月至 2017年 1月郑大一附

院收治的32例POEMS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

及治疗方法和转归情况。结果 32例 POEMS综合征患者

中男女比例约为2∶1，中位年龄46.5（25~68）岁。从发病到确

诊的平均时间为13.8月。32例（100%）患者均存在多发性周

围神经病变，18例（56.3%）患者出现肝大，21例（65.6%）患者

出现脾大，16例（50%）患者出现淋巴结肿大，24例（75%）患

者出现内分泌改变，30例（94%）患者免疫固定电泳阳性，31

例（97%）患者出现皮肤色素沉着，29例（91%）患者可见外周

水肿或多浆膜腔积液。治疗分别给予VAD、MCP、BD方案，

均联合沙利度胺，有效率达100%。结论 POEMS综合征是

临床表现复杂的多系统损害疾病，临床医师应加深认识，对

于疑诊患者进行全面细致检查，以防漏诊误诊。

G12. Silencing of DNA methyltransferase 3B

modulate P53 expression and inhibit myeloma

cells proliferation
The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oning Wang, Guo Caili, Sun

Chunhong, Zhang Mei, He Pengcheng

DNMT3B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proliferation and

drug resistance of many kinds of tumor cells, but it’s role in

myeloma cells was unclear. In our previous study found that

the activity of DNMT and expression of DNMT3B mRNA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human multiple myeloma RP-

MI 8226 cells. In the present study, silencing of DNMT3B

with shRNA in RPMI-8226 cells, and its impact on prolifera-

tion and apoptosis of the cells, P53 gene methylation status

and expression of P53 protein were investigated. Expression

of DNMT3b gene and protein in RPMI 8226 cells was inhibit-

ed by DNMT3B-shRNA. Upon knock down of DNMT3B, pro-

liferation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and non-transfected cells (P<0.05). The cell cycle was arrested

in G1 phase. Apoptosis rate of transfected cells was significant-

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and non- transfected

cells (P<0.05). Furthermore, nested methylationspecific poly-

merase chain reaction revealed that methylation of P53 gene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upon DNMT3B silencing and expres-

sion of P53 protein was increased in transfected cells com-

pared with the control and non-transfected cells (P<0.05).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DNMT3B silencing may be a promising

strategy to consider during development of novel MM treat-

ment strategies.

G13. 噻吗洛尔对多发性骨髓瘤U266细胞增殖及凋
亡影响的研究
1.贵州医科大学；2.贵州省人民医院；3.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 黄诗思 1 郭鹏翔 2 王季石 3

目的 探讨噻吗洛尔对多发性骨髓瘤细胞的增殖、组织

浸润的影响，为临床寻找新的治疗方案提供理论依据。方

法 浓度为5、20、40、80、120 μmol/L噻吗洛尔分别处理多发

性骨髓瘤 U266 细胞、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24、48、72 h，用

CCK-8法检测细胞的增殖抑制情况，并放置在倒置显微镜下

观察细胞的形态变化。不同浓度噻吗洛尔作用于U266细胞

72 h 后，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的凋亡率。用浓度为 80、

120 μmol/L的噻吗洛尔处理U266细胞72 h后，通过Western

blot方法检测Bcl-2、Bax蛋白的表达情况。将不同浓度的噻

吗洛尔作用于人脐静脉内皮细胞72 h后，采用ELISA法检测

细胞上清液中VEGF的变化情况。结果 CCK-8法检测显

示：在相同时间下，与阴性对照组相比均受到明显抑制（P<

0.01）；相同浓度下，随时间的延长，细胞受到的抑制程度越

明显（P<0.01）。U266细胞于倒置显微镜下观察，相比对照，

U266细胞出现皱缩、细胞膜不规整，大小不一。CCK-8检测

显示噻吗洛尔对脐静脉内皮细胞有抑制增殖作用，与时间、

药物剂量呈正相关（P<0.01）。倒置显微镜下与对照组相比，

噻吗洛尔处理HUVEC细胞 72h后细胞逐渐变成椭圆形、圆

形，细胞生长受到抑制，贴壁细胞逐渐脱落。流式细胞术检

测显示 U266 细胞显示细胞凋亡率随浓度增高而呈上升趋

势。噻吗洛尔浓度为 80、120 μmol/L处理U266细胞后的实

验组，Western blot检测相关蛋白的表达，结果显示U266细

胞促凋亡蛋白Bax表达上升，抑制凋亡蛋白Bcl-2表达下降

（P<0.01）。ELISA法检测HUVEC上清液中VEGF的量，结

果显示噻吗洛尔浓度为5 μmol/L时，VEGF与对照组相比无

差异（P>0.05），而随浓度的增高 VEGF 的量逐渐减少（P<

0.01）。结论 噻吗洛尔对多发性骨髓瘤细胞有抑制增殖及

促进凋亡作用，同时能抑制内皮细胞增殖，减少VEGF的分

泌，有抗血管生成作用。可以为多发性骨髓瘤的药物治疗提

供新的有效途径，使更多患者受益。

G14. IgE型多发性骨髓瘤一例并文献复习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韩文敏 肖溶 卢绪章 晁红颖

秦伟 蔡晓辉 贾祝霞

目的 IgE型多发性骨髓瘤临床十分罕见，比例不足所

有浆细胞瘤的 0.01%，目前国内外报道不多，本文旨在提高

对 IgE多发性骨髓瘤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l例 IgE型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治疗措施及转归过程，并结

合相关文献复习讨论。结果 患者，男，63岁，2016年9月因

“胆囊炎、胆结石”在我院普外科拟行胆囊切除手术期间查血

常规：HGB 84.0 g/L，进一步行骨髓涂片：浆细胞占 73%，

FISH 有 D13S319 缺失信号及 1q21 扩增信号。染色体：46,

xy,-13,-18[2]/46,xy[6]。免疫固定电泳：IgE-KAP型M蛋白血

症，骨X线可见多发的骨质破坏，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瘤 IgE-

KAP型（DS分期Ⅲ期A组，IPSS分期Ⅱ期），予PDD方案化

疗1次、PCD方案化疗3次，每月1次唑来磷酸骨保护治疗，4

次化疗后查骨髓涂片：未见异常浆细胞，免疫固定电泳提示

微量 IgE-KAP M蛋白血症，疗效评价VGPR，患者及家属拒

绝行自体干细胞移植。此后每3月1次硼替唑米+地塞米松

维持治疗共5个疗程，维持治疗第4疗后查骨髓涂片：浆细胞

4%，免疫固定电泳提示微量 IgE-KAP M蛋白血症，血清游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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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链 FKAP 142.82 mg/L，FLAM 6.69 mg/L，FKAP/FLAM

21.35，考虑生化复发，加用BD方案维持治疗 2个疗程后复

查免疫固定电泳提示 IgE-KAP M蛋白血症，血清游离轻链

FKAP79.91 mg/L，FLAM7.82 mg/L，FKAP/FLAM:10.22，目

前继续给予BD方案维持治疗并随访中。结论 与其他骨

髓瘤相比，IgE型多发性骨髓瘤并无特征性的临床表现，基于

硼替佐米为基础的治疗效果良好。

G15. Limited prognostic value of pretreatment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Wuxi People’s Hospital Hongfeng Guo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LR

and prognosi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MM. Methods We ret-

rospectively analyzed the data for 76 newly diagnosed elderly

MM patients between January 1, 2007 and September 31,

2015. Seventy- six age- and gender- matched healthy controls

were also included in the study. Results NLR was significant-

ly higher in MM patient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atients with

a NLR<2 at diagnosis had slightly better OS when compared

to those with a NLR≥2 (41 and 36 months, respectively), but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elevated

NLR did not predict response to initial therapy. Patients were

regrouped into the bortezomib group and the non-bortezo-mib

group. In the bortezomib group, notably the OS was borderline

significantly longer in the patients with NLR<2 when com-

pared to those with NLR≥2. In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ISS Ⅲ stage and high lactate dehydrogenase levels were signif-

icantly associated with OS. Conclusions We found NLR had

no effect on prognosis in newly diagnosed elderly MM pa-

tients. Further studies focused on this subject are warranted.

G16. Evaluation of neutrophil-to-lymphocyte ratio

in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receiving borte- zomib-

based therapy for multiple myeloma
Wuxi People’s Hospital Xin Zhou, Jing Wang, Jun Xia, Feng

Chen, Jingjue Mao, Hongfeng Guo

AIM To explore the role of NLR at diagnosis in patients

with MM treated with regimens containing bortezomib. Objec-

tive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LR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in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receiv-

ing bortezomib- based therapy for MM. Methods A total of

76 newly diagnosed patients with MM treated with bortezomib-

based regime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NLR was calcu-

lated from whole blood counts prior to therapy and subsequent-

ly correlated with OS. Results Complete remission (CR) was

seen in 39.2% of patients with NLR<2.95 compared to 20% in

the group with NLR≥2.95 (P=0.094). NLR was lower in CR

patients in comparison to Non-CR subjects (P=0.044). Patients

with a NLR≥2.95 experienced inferior median survival com-

pared to those with NLR<2.95 (4- year OS rates were 30.9%

and 64.8%, respectively, P=0.029). In multivariate analysis, on-

ly elevated LDH and IgA MM were factors predicting inferior

OS. Conclusions Elevated NLR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OS in MM patients receiving induction therapy with bortezo-

mib-based regimens, but it was not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in this patient cohort.

G17. Identification of high serum apolipoprotein

A1 as a favorable prognostic indicator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1. Fudan University Zhongshan Hospital; 2.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ancer Center Lifan Liang1, Jing Li1, Hangcheng

Fu2, Xinyang Liu1, Peng Liu1

Purpose To explore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serum lipid profiles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MM).

Patients and methods The study retrospectively enrolled

307 MM patients in Zhongshan Hospital, Shanghai, China,

from 2007 to 2016. We evaluated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pre-diagnostic serum lipid profile [cholesterol, triglyceride,

low-density lipoprotein(LDL), high-density lipoprotein(HDL),

Apolipoprotein A1(Apo A1) and Apolipoprotein B (Apo B)].

Prognostic factors identified through univariate and multivari-

ate analysis were used to construct a new model based on Lasso

Cox regression. Results In our cohort, lipid levels showed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ISS stages (P<0.001 in cholesterol,

P<0.001 in LDL, P=0.002 in HDL, P<0.001 in Apo A1, P<

0.001 in Apo B). However, only Apo A1 show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ce in overall survival (OS),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and cause specific survival (CSS) (P=0.038, P=0.028, P=

0.011) in univariate Cox regression. Patients with higher Apo

A1 displayed longer OS (median OS, 67 months vs. 30 months;

P<0.001). Also, Apo A1 was revealed to be independent prog-

nostic parameters through multivariate analysis. Combining the

Apo A1 level, a Zhongshan Score model was constructed with

Lasso regression for prognosis prediction. This model exhibit-

ed higher accuracy than International Staging System (ISS) and

Durie and Salmon (DS) system. Conclusion Among all the

serum lipid profiles, serum Apo A1 is a powerful prognostic in-

dicator for patients with MM.

G18. The impact of M- protein screening- driven

early diagnosis on mortality from multiple myelo-

ma in China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Jing Li, Zheng Wei,

Xuejiao Zhang, Feifei Chen, Miaojie Shi, Peng Liu

Introduction The annual incidence of MM in China is

0.6/100,000, much lower than that in United States (6.6/100,

000). Despite ethnic disparities and hereditary distinction, the

difference in incidence between China and US may also be at-

tributed to unscientific health- seeking behavior that Chinese

people are less likely to receive routine body examin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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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ten delay seeking health service. Furthermore,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in China often lack awareness of early signs of my-

eloma. Therefore, most myeloma patients in China were diag-

nosed and treated only until severe complications occurred,

with 85.8% of patients staged as Durie-Salmon stage Ⅲ at di-

agnosis4. Meanwhile, Chinese myeloma patients suffer from an

inferior outcome, with a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of only 4.5

year. In Zhong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a large nation-

al reference center in Shanghai delivering medical service for

over 3,400,000 patients annually,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SPEP) is routinely incorporated into liver biochemical and

function tests, and therefore providing us unique opportunities

to observe the prevalence of monoclonal gammopathy in a hos-

pital population, to screen and identify patients with myeloma

or other monoclonal immunoglobulins (M-protein) related dis-

orders at earlier stage, and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M-protein

screening on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and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MM. Methods Given every patient receiving liver bio-

chemical tests were routinely screened for M-protein by SPEP

in our institute, we initiated a standardized M- protein screen-

ing procedure based on SPEP screening in hospital population

(Figure Panel A), In this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e exam-

ined records of hospitalized newly diagnosed MM patients

with complete data from January 2013 to December 2016. MM

patients with concurrent cardiac amyloidosis were excluded

due to distinct prognosis. Patients were categorized by the

means of detection of the disease. Patients were considered in

screening-driven group if they had an incidental finding of M-

protein during workup of unrelated medical conditions and had

a visit with hematologist in M-protein specialized clinic or dur-

ing consultation. Symptom-driven group included patients vis-

ited or were referred to hematologic department due to suspect-

ed myeloma- related end- organ damage. Baseline characteris-

tics, treatment,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progression-free sur-

vival (PFS) were compared. Institutional ethics committee ap-

proved the study and informed consent was waived. All tests

were 2- sided (SPSS version 21.0 was used) and a P- value <

0.05 was considere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esults We

identified 193 eligible MM patients. Compared to symptom-

driven group, patients in screening-driven group had earlier DS

stage disease(DS Ⅲ 74.3% vs 89.9%, P=0.004), lower frequen-

cy of anemia(66.2% vs 81.5, P=0.016) and bone lesion (73.0%

vs 90.8%, P=0.001), and lesser number CRAB symptoms (P=

0.000). Patients diagnosed via M-protein screening demonstrat-

ed significantly(HR 0.358, 95% CI 0.138-0.932; P=0.035) bet-

ter outcome (2- yr OS, 89.9% ; 95% CI 75.9%- 95.9% ) than

those in symptom-driven subgroup (2-yr OS, 73.1%; 95% CI

62.2%-81.3%; HR 1) after adjusted for age, gender, treatment

and number of CRAB symptoms with a Cox proportional haz-

ards model. Discussion Although M-protein screening in nor-

mal population is not currently recommended5, the impact of

myeloma screening in hospital population has not been stud-

ied. This very first report reveals increased detection of early

stage myeloma and remarkable survival improvement resulted

by M-protein screening in hospital population in China. Early

detection and prolonged survival resulted from screening im-

plies improvement in health- related Quality of Life and more

opportunities to receive further lines of treatment when disease

relapses, which is critical for Chinese MM patients, given that

most of them were diagnosed and treated only after severe

complications developed. Moreover, our data suggests that

shortening the time between initial occurrence of end- organ

damage and myeloma- targeted treatment by early detection

may lead to better outcome. Limitations of this report include

its ret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design, relying on data from a

single center, and relatively insufficient follow-up.

G19. 8例 IgD型多发性骨髓瘤临床特征分析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秦小琪

目的 IgD型骨髓瘤属于多发性骨髓瘤（MM）的少见亚

型，约占所有MM的2%，既往对于该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

研究较少，由于其发病率低，常被大型临床试验排除在外。

为研究 IgD型MM临床特征，本研究总结了近年就诊于我院

的 IgD型骨髓瘤的基线特征及其生存情况。方法 将8例初

诊骨髓瘤纳入研究，根据国际骨髓瘤工作组的推荐，依据血

清和尿M蛋白成分诊断其是否为 IgD型骨髓瘤；治疗方式分

为含硼替佐米治疗、传统化疗及是否联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

植；疗效标准根据 IMWG制定MM的疗效标准，包括完全反

应（CR）、非常好的部分反应（VGPR）、部分反应（PR）、疾病

稳定（SD）和疾病进展（PD）。无进展生存（PFS）定义从诊断

开始至任何原因发生疾病进展/复发或死亡止；总生存（OS）

定义为从诊断开始至死亡或随访终点止。结果 8例 IgD型

骨髓瘤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3例；中位发病年龄54（41~67）

岁；DS分期Ⅱ期3例，Ⅲ期5例；ISS分期Ⅰ期1例，Ⅱ期3例，

Ⅲ期 4 例；肾功能正常 3 例，肾功能异常 5 例；HGB 中位数

95g/L，PLT 中位数 136×109/L。8 例患者中诱导化疗采用传

统化疗6例，含硼替佐米方案诱导化疗2例，其中1例患者诱

导治疗后联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此患者最佳疗效达CR，

另外 7例患者中达VGPR 5例，PR 2例。6例接受传统化疗

患者中位PFS 16月，中位OS 31月；接受含硼替佐米方案诱

导治疗并联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1例患者PFS为21月，

OS为 49月；另外 1例接受含硼替佐米诱导治疗患者PFS为

12月，OS为 37月。结论 IgD型骨髓瘤为MM中的少见类

型，发病时即合并肾功能不全者多见（5/8），占62.5%；接受硼

替佐米诱导治疗并联合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缓解深度及OS

可能优于其他患者，硼替佐米诱导治疗联合自体造血干细胞

移植可能改善患者缓解深度及OS。

G20. CPT 联合马法兰对人多发性骨髓瘤细胞
RPMI8226增殖的影响及机制的探讨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安泽峰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讨 CPT 联合马法兰（melphalan，

Mel）对人多发性骨髓瘤细胞株RPMI8226增殖的影响及其

相关机制。方法 用CCK-8法检测不同浓度CPT和Mel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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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单药处理 RPMI8226 细胞 24h 和 48h 后的增殖情况，同时

检测 CPT 联合 Mel 处理 RPMI8226 细胞 24 h 和 48 h 后的增

殖情况。用Compusyn软件计算两药联合用药指数。通过流

式细胞术（Annexin-V/PI）分析 CPT 联合 Mel 处理不同时间

后 RPMI8226 细胞的凋亡情况。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RQ-PCR）检测联合用药后细胞凋亡通路上相关基因的变

化。结果 CPT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显著抑制 RPMI8226 细

胞的增殖，并呈时间-剂量依赖性。Mel在一定浓度范围内显

著抑制RPMI8226细胞的增殖，并呈时间-剂量依赖性。CPT

联合Mel组细胞增殖率显著降低，同单药组相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01）。经Compusyn软件分析可知，两药在较低

浓度联合使用时协同效应更强，且在低浓度下联合使用，其

细胞增殖率也均低于单药处理组。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发

现，CPT联合Mel处理RPMI8226细胞 6 h时，联合用药组细

胞凋亡率显著高于单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

RQ-PCR 检测结果发现，CPT 联合 Mel 处理 RPMI8226 细胞

6h 时，抗凋亡基因 Mcl-1 和 Bcl-2 表达显著下调，同时 P53、

DR4、DR5 基因及促凋亡基因 Bim 和 Bax 表达显著增高。

结论 CPT 和 Mel 均以时间-剂量依赖方式抑制 RPMI8226

细胞的增殖，联合用药组细胞增殖率显著低于CPT和Mel单

药组。CPT联合Mel抑制细胞增殖的主要机制为协同促进

细胞凋亡。CPT联合Mel协同促进细胞凋亡的主要机制为

协同抑制抗凋亡基因Mcl-1和Bcl-2的表达，同时上调P53、

DR4、DR5基因和促凋亡基因Bim和Bax的表达。

G21. 前B细胞克隆增强因子在初发多发性骨髓瘤
患者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王亚茹

目的 本研究通过检测前B细胞克隆增强因子（PBEF）

在初发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中的表达水平，探讨分析其

与MM患者的临床分期、分型及预后的相关性，进而对MM

患者的预后评估和治疗提供新思路。方法 ①收集2016年

6月至 2017年 8月在山大二院血液科初诊的经骨髓细胞形

态学、血清蛋白电泳等实验室检查明确诊断的 49例MM患

者。对照者 30例，为同期就医的贫血（无免疫系统、肿瘤及

感染病史）患者和正常献髓者。②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ELISA）检测49例初发MM患者及30例对照者的骨髓及外

周血中 PBEF的表达水平。结果 初发组MM患者骨髓及

外周血中PBEF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对于初发组MM 患者，随着 ISS 分期增高，患

者骨髓及外周血中PBEF的表达水平呈升高趋势，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分期MM患者PBEF表达水平两

两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分型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MM患者骨髓及外周血中PBEF表

达水平呈显著相关性（P<0.05），且外周血明显高于骨髓（P<

0.01）。结论 PBEF表达上调提示其参与了多发性骨髓瘤的

发生、发展，且 PBEF高表达可能是MM的一种不良预后因

素。初发MM患者骨髓及外周血中PBEF水平与MM的临床

分期、分型无明显相关性，但PBEF表达水平随着 ISS分期的

增高呈升高趋势，且不同分型之间也有一定差异，因此我们推

断PBEF表达上调可能与MM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有助于

评估MM患者预后，为进一步指导临床及精准治疗提高新的

思路和方法。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样本量较少，随访时间

较短，还需包含大样本的研究及一些基础研究去证实。

G22. 以骨痛为首发症状的多发性骨髓瘤误诊分析
山西省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 李亚琦

目的 分析以骨痛为首发症状的多发性骨髓瘤的误诊

情况。方法 收集我院2009-2018年就诊的多发性骨髓瘤的

病例，并从患者初治时的诊断分析，判断患者最初以哪种疾

病开始治疗，治疗无效后又重新诊断，明确诊断为多发性骨

髓瘤后，经治疗好转的病情分析。结论 多发性骨髓瘤的主

要特征是恶性增生的浆细胞侵犯骨髓引起溶骨性病变、贫血

和免疫球蛋白异常对老年患者不明原因的骨痛,加上贫血、

高血钙、肾脏损害、高黏滞血症、易感染等,均应考虑到多发

性骨髓的可能，减少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误诊率。

G23. 以肾损害为主的一例多发性骨髓瘤治疗个案
报道
大同市第二人民医院 王晓英

目的 报道 1例以肾损害为主的多发性骨髓瘤治疗个

案报道。方法 1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首发症状以肾损害

为主，接受9个疗程的硼替佐米为主的化疗。结果 治疗过

程中血肌酐水平逐渐下降，渐脱离血液透析。结论 硼替佐米组

使患者肾功能得到改善，在肾功能损害患者中有明显优势。

G24. 血清β-CTX/PINP在多发性骨髓瘤骨病及骨
转移瘤中的临床意义
河南省人民医院 杨世伟 马荣军 袁晓莉 姜丽 杨靖

雷平冲 张茵 张琳 刘刚 王芳 朱尊民

目的 探讨血清β-CTX、PINP浓度及β-CTX/PINP比值

对多发性骨髓瘤骨病（MMBD）及骨转移瘤的临床意义。方

法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我院初诊 MM 31 例、骨转

移瘤46例及健康对照12例。根据影像学表现将MM分为A

组（骨病 0~2级，8例）和B组（3~4级，23例）。2个疗程后评

价 MM 疗效，化疗有效组（部分缓解以上，22 例）和无效组

（未达部分缓解，9例）；ELISA法检测血清β-CTX、PINP浓度

并计算β-CTX/PINP比值。结果 初诊MM、骨转移瘤及健

康对照血清 β- CTX 浓度分别为 3563.08 ± 544.20 pg/ml、

6690.40 ± 343.07 pg/ml、2725.95 ± 1026.41 pg/ml（P<0.001），

PINP 浓度分别为 72.28±14.17 pg/ml、111.98±61.77 pg/ml、

171.16 ± 61.75 pg/ml（P=0.024）及β- CTX/PINP 比值分别为

92.75±18.72、141.15±20.66、17.09±8.33（P<0.001）。MM β-

CTX/PINP 比值高于健康对照，骨转移瘤β-CTX 浓度及β-

CTX/PINP比值均高于健康对照。MM血清β-CTX浓度低于

骨转移瘤。A、B两组血清β-CTX、PINP浓度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但 A 组血清β-CTX/PINP 比值低于 B 组（P=0.036）。

2个疗程后，MM血清β-CTX浓度及β-CTX/PINP比值均降低

（P1= 0.023；P2<0.001）；A组血清β-CTX、PINP浓度及β-CTX/

PINP比值较治疗前均无统计学差异，B组患者血清PINP浓

度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但血清β-CTX浓度及β-CTX/PINP

比值较治疗前降低均有统计学意义。化疗有效组β-CTX/

PINP 比值降低（P=0.003）。结论 血清β-CTX 可作为初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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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与骨转移瘤鉴别诊断的指标，β-CTX/PINP比值可用于

评价骨病的严重程度，且对于MM的治疗有一定的监测意义。

G25. 基于Akt和MAPK信号通路探讨血浆miR-

125b调控骨髓瘤增殖及转移的机制研究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妍霞 陈国安

目的 分析骨髓瘤中miRNA异常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

的相关性，体内外调控miR-125b的表达对骨髓瘤生物学特

性的影响，miR-125b的靶基因及其参与调控骨髓瘤作用机

制的初步研究。方法 ①收集6例骨髓瘤患者和6例健康对

照者的血浆，运用高通量测序技术检测miRNA的差异表达，

并对差异表达基因进行初步功能分析。②运用qRT-PCR方

法分析骨髓瘤中miRNA异常表达与骨髓瘤患者性别、年龄、

分期、染色体组型和预后的相关性。③留取健康对照者骨髓

标本，运用CD138磁珠分选其浆细胞。培养多发性骨髓瘤

细胞系（MM.1 S、U266 和 RPMI-8226）。④按照 miR-125b

mimics, miR-125b inhibitor、miRNA scramble 和 NC 分组，选

用对数生长期骨髓瘤细胞系（U266和 RPMI-8226）分别进行

脂质体转染。⑤CCK-8法和平板琼脂克隆实验检测细胞增

殖和生长能力。Transwell实验法检测细胞的侵袭和迁移能

力。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情况。⑥裸鼠移植瘤实验检

测体内水平调控miR-125b表达对骨髓瘤的影响。⑦通过生

物信息学推测 miR-125b 的靶基因，qRT-PCR、Western blot、

Rescue experiment 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进行验证。

Western blot进行靶基因下游蛋白的检测，验证Akt和MAPK

信号通路。结果 ①miR-125b 在多发性骨髓瘤中表达上

调，miR-125b 抑制物分别转染入骨髓瘤细胞株 RPMI-8226

和U266后细胞的增殖、侵袭和迁移能力明显降低，细胞的凋

亡能力增强，体内降低miR-125b的表达能够抑制裸鼠移植

瘤的生长。②miR-125b通过靶向抑制PHLPP2、MKK7的表

达分别调节Akt、MAPK通路参与骨髓瘤的发生、发展。结

论 ①血浆 miR-125b 有可能作为骨髓瘤无创性分子标志

物，将其筛选出来有助于骨髓瘤的检测、鉴别和预后判断。

②MiR-125b促进骨髓瘤细胞增殖、迁移和侵袭，抑制骨髓瘤

细胞凋亡。③通过体内降低miR-125b的表达能够抑制裸鼠

移植瘤的生长。④miR-125b通过靶向抑制PHLPP2、MKK7

的表达分别调节Akt、MAPK通路参与骨髓瘤的发生、发展。

G26.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of mul-

tiple myeloma patients with extramedullary plas-

macytoma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Capi-

tal Medical University Wanqiu Zhu, Wenming Chen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gnosis of multiple myeloma (MM) patients with extramed-

ullary plasmacytoma. Methods There were 1095 MM pa-

tients admitted to Beijing Chao-yang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01, 2010 to December 31, 2016, of

which 115 with extramedullary plasmacytom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therapeutic effects, sur-

vival and prognostic factors of 115 myeloma patients accompa-

ny with extramedullary plasmacytoma. A total of 465 myeloma

patients with relatively complete data were treated as con-

trols. Results The incidence of MM accompany with extra-

medullary plasmacytoma is 10.5%. Compared to myeloma pa-

tients without extramedullary plasmacytoma, MM patients

who developed extramedullary plasmacytoma were younger

and had a higher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bone marrow plas-

ma cells ≥ 60% at diagnosis, higher lactate dehydrogenase,

lower proportion of partial response and the above. Extramed-

ullary disease at any time in the course of myeloma was associ-

ated with significantly shorter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and

overall survival. R-ISS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prognosis

of myeloma patients with extramedullary plasmacytoma, while

DS and ISS cannot. Bortezomib treatment cannot completely

overcome the poor prognosis of extramedullary plasmacytoma,

but it can improve its adverse effects; lenalidomide treatment

can neither overcome nor improve the poor prognosis of extra-

medullary plasmacytoma; while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

tation (ASCT) can overcome the poor prognosis of extramedul-

lary plasmacytoma. Cox regression showed that whether the

proportion of bone marrow plasma cells ≥60% at diagnosis or

not and whether ASCT treatment or not were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s for myeloma patients with extramedullary

plasmacytoma. Conclusions Extramedullary plasmacytoma

is a rare manifestation of MM with a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10.5%. The prognosis is very poor once the diagnosis of extra-

medullary plasmacytoma is concurrent with MM, which can be

predicted by adopting R-ISS. Fortunately, ASCT treatment can

overcome the poor prognosis of extramedullary plasmacytoma,

while novel agent (bortezomib or lenalidomide) contained

treatment can not.

G27. 多发性骨髓瘤中微小RNA let-7e的表达及意义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李洁 陈文明 谢悦

周慧星

目的 探讨多发性骨髓瘤（ＭＭ）患者骨髓及外周血单

个核细胞中微小RNA（miRNA，microRNA）-let-7e的表达及

其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 34例初发MM患者作为实验组，

选取15例非恶性血液疾病患者作为对照组。对两组患者骨

髓及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的 let-7e 表达水平进行检测，并对

MM患者的临床分期、分型及肿瘤负荷指标与 let-7e表达水

平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实验组外周血及骨髓单个核细

胞 let-7e表达水平明显均低于对照组单个核细胞表达水平

（外周血：0.0150±0.0078 对 0.5538±0.2022；骨髓：0.0288±

0.0089对 1.0716±0.0142），且实验组及对照组骨髓单个核细

胞 let-7e表达水平均高于其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let-7e表达水

平。以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MM患者 let-7e对

DSⅠ、Ⅱ、Ⅲ期及 ISSⅠ、Ⅱ、Ⅲ期进行秩和检验，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P<0.05）。let-7e水平在不同类型之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相关分析显示，MM患者 let-7e表达水平

与白蛋白正相关（外周血 r=0.488，骨髓 r=0.579）；与乳酸脱

氢酶（LDH）及血β2微球蛋白（β2-MG）负相关（LDH：外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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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448；骨髓 r=－0.553；β2-MG：外周血 r=－0.525；骨髓

r=－0.479），以上相关性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let-7e在MM患者表达水平下调，且在骨髓单个核细胞中表

达水平高于外周血。DS分期、ISS分期越高，let-7e表达水平

越低。let-7e的表达水平与反应肿瘤负荷具有相关性，可用

于评价MM患者病情的进展、预测疗效及预后。

G28.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调节性T

细胞及B淋巴细胞变化研究
1.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南通医学院第四附属医院）；2.徐州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范国琴 1 徐浩 1 李振宇 2

目的 分析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

调节性T细胞（Treg）及B淋巴细胞水平变化。方法 采用

流式细胞术检测47例MM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调节性T细

胞（Treg）及B淋巴细胞水平变化，以28名健康体检者为正常

对照组。结果 ①47 例 MM 患者治疗前外周血 Treg 细胞

（CD4+CD25highCD127low）表达水平为（1.57±0.51）%，低于健

康对照组（3.02±0.3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后缓解者外周血Treg细胞水平为（2.45±0.30）%，较治疗前

上升（P<0.05）；治疗后未缓解患者外周血 Treg 细胞水平为

（1.98±0.26）%，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9）。

②47例MM患者治疗前外周血B淋巴细胞（CD19+）的水平

为（6.13±1.16）%，低于健康对照组（9.65±2.38）%，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缓解患者CD19+B细胞的水平

为（9.18±1.93）%，较治疗前上升（P<0.05）；治疗后未缓解患者

外周血CD19+B细胞水平为（4.65±0.68）%，与治疗前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260）。结论 初诊MM患者Treg细胞

及B淋巴细胞水平低下，其水平变化可能与疾病的病程相关。

G29. 基于硼替佐米的化疗方案治疗初治多发性骨
髓瘤的疗效和安全性观察
南京市江宁医院 张婷 师锦宁 马永超 杨莉莉

目的 探讨以硼替佐米为主的化疗方案治疗初发多发

性骨髓瘤（MM）的临床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初发MM

患者66例，按照接受化疗方案不同分为BAD组（硼替佐米+

阿霉素+地塞米松）22例，BCD组（硼替佐米+环磷酰胺+地塞

米松）14 例和 BRD（硼替佐米+来那度胺+地塞米松）组 30

例。对3组短期疗效进行分析，记录总生存（OS）和无进展生

存（PFS），根据NCI常见不良反应事件评价标准（CTCAE）第

4版评估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结果 BAD患者CR 7例，

PR 12 例，SD 2 例，PD 1 例；BCD 组 CR 5 例，PR 6 例，SD 1

例，PD 2例；BRD组 CR 3例，PR14例，SD 9例，PD 4例，三组

近期疗效ORR和NRR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随访8~64

个月，全组患者中位OS 48个月（95%CI 20.47-101.53），中位

PFS 为 26 个月（95%CI 27.03-38.92），三组 OS（P=0.996）和

PFS（P=0.956）无显著性差异；不良反应主要为 1~2级反应，

其中BAD组血液学毒性及消化道反应均发生率显著高于其

他2组（P<0.05）。结论 以硼替佐米为基础的化疗方案治疗

可有效治疗处治MM患者，各化疗方案疗效无显著性差异。

G30. Outcomes for asia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and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receiving once-

or twice-weekly carfilzomib-based therapy: a sub-

group analysis of the randomized phase 3 EN-

DEAVOR and ARROW trials
1. National and Kapodistrian University of Athens, Alexandra

Hospital; 2. University of Nantes; 3. Nagoya City University

Hospital; 4.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5.National

Hospital Organization Disaster Medical Center of Japan; 6. Na-

tion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National University Health

System, Singapore and Cancer Science Institute of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7. Amgen Inc., Thousand

Oaks; 8. Gil Medical Center Gachon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Incheon, South Korea Meletios Dimopoulos1,

Philippe Moreau2, Shinsuke Iida3, Shang- Yi Huang4, Naoki

Takezako5, Wee Joo Chng6, Martina A Sersch7, Julia J Li7, Mei

Huang7, Jae Hoon Lee8

Purpose The randomized phase 3 ENDEAVOR and AR-

ROW trials evaluated carfilzomib and dexamethasone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relapsed and/or refractory multiple myeloma

(RRMM). Here we report efficacy and safety results from sub-

group analyses of Asian patients from ENDEAVOR and AR-

ROW. Methods In ENDEAVOR, patients received twice-

weekly intravenous carfilzomib (20 mg/m2 on days 1 and 2 of

cycle 1, 56 mg/m2 thereafter) plus dexamethasone or twice-

weekly subcutaneous or intravenous bortezomib (1.3 mg/m2)

plus dexamethasone in 28-day cycles. In ARROW, patients re-

ceived carfilzomib once- (20 mg/m2 on day 1 of cycle 1, 70 mg/

m2 thereafter) or twice-weekly (20 mg/m2 on days 1 and 2 of cy-

cle 1, 27 mg/m2 thereafter) plus dexamethasone in 28-day cy-

cles. Patients in ENDEAVOR or ARROW with Asian race

who received 2 or 3 prior li nes of therapy and were refractory

to the most recent prior line of therapy were included in this

subgroup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929 patients for the over-

all population in ENDEAVOR and the 478 patients for the

overall population in ARROW, 35 (Kd, n=20; Vd, n=15) and

45 (once- weekly Kd, n=30; twice- weekly Kd, n=15) patients

with Asian race were included, respectively. Median progres-

sion-free survival(PFS) for Asian patients in ENDEAVOR who

received 2 or 3 prior lines of therapy and were refractory to the

most recent prior line (Kd versus Vd) was 8.5 versus 3.8

months(HR=0.309, 95% CI 0.112-0.848); overall response rate

(ORR) was 65.0% versus 40.0% (OR=2.786, 95% CI 0.699-

11.101). Median PFS for Asian patients in ARROW (once-

weekly Kd versus twice- weekly Kd) was 16.0 versus 8.4

months(HR=0.628, 95% CI 0.267-1.473); ORR was 76.7% ver-

sus 53.3% (OR=2.875, 95% CI 0.767-10.772). Overall rates of

grade ≥3 adverse events (AEs) were (Kd versus Vd) 89.5%

versus 93.3% in ENDEAVOR and (once- weekly Kd versus

twice-weekly Kd) 76.7% versus 73.3% in ARROW. The rates

of cardiac failure of any grade were (Kd versus Vd) 5.3% ver-

sus 0% in ENDEAVOR and (once- weekly Kd versus twice-

weekly Kd) 6.7% versus 13.3% in ARROW. Discussion In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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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VOR, Kd resulted in improved PFS and ORR compared

with Vd among Asian patients who received 2 or 3 prior lines

of therapy and were refractory. The incidences of grade ≥3

AEs were similar between Kd and Vd arms. In ARROW, once-

weekly Kd resulted in improved PFS and ORR compared with

twice-weekly Kd in Asian patients, and incidences of grade ≥3

AEs were similar between arms. Median PFS was higher and

the incidence of grade ≥3 AEs was lower with once- weekly

carfilzomib(70 mg/m2) in ARROW compared with twice-week-

ly carfilzomib (56 mg/m2) in ENDEAVOR. These subgroup

analyses are limited by small patient sample sizes. Conclu-

sion In ENDEAVOR, efficacy outcomes were improved with

Kd versus Vd in Asian patients with RRMM, with a manage-

able safety profile. A favorable benefit- risk profile was seen

for patients of Asian race across different Kd regimens in two

large phase 3 trials, including with once- weekly carfilzomib

(70 mg/m2) and twice-weekly carfilzomib(56 mg/m2).

G31. 肢端肥大症并多发性骨髓瘤一例并文献复习
河南省人民医院 周放 姜丽 袁晓莉 朱尊民

目的 报告 1例肢端肥大症合并多发性骨髓瘤病例并

探讨可能的发病机制。方法 分析多发性骨髓瘤合并肢端

肥大症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该例多发性骨

髓瘤患者为中年男性，肢端肥大症面容，血GH 33.10 ng/ml ，

血 IGF-1 1227 ng/ml，MRI提示垂体瘤包饶海绵窦，骨髓涂片

浆细胞占43.6%，骨骼多发性破坏，血清免疫固定电泳 IgD明

显增高，确诊为肢端肥大症症并多发性骨髓瘤 IgD3期，给予

6个疗程BCD方案化疗后评价疗效为部分缓解。结论 肢

端肥大症合并甲状腺癌等较多见，合并骨髓瘤少见，其发病

可能与高水平的GH/IGF-1有关。

G32. CD28和CD117在初治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
表达的意义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葛芳芳 姜中兴

目的 评估CD28和CD117表达与多发性骨髓瘤（MM）

患者的临床特征和实验室结果之间的关系，为临床上MM的

诊断、治疗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5 年 5 月至

2017年12月年我院115例初诊MM患者骨髓多参数流式细

胞术检测数据，将患者CD28和CD117表达水平与其分期和

临床参数进行综合分析，分期根据国际分期系统（ISS）进

行。结果 ①在这些患者中，40%具有 ISSⅠ~Ⅱ期MM，而

60%具有Ⅲ期MM。CD117+者15例，CD28+者30例，CD117－

CD28+者 28 例、CD117+CD28－者 13 例、CD117－CD28－者 72

例、CD117+CD28+者 2例。②CD117阴性组的中位β2微球蛋

白水中较高（P=0.035），CD117阴性水平与β2微球蛋白水平

呈正相关（P=0.035，r=0.421），红细胞沉降率（P=0.039，r=－

0.481）、C 反应蛋白水平（P=0.015，r=－0.314）、骨髓中细胞

学中浆细胞数（P=0.006，r=－0.027）与 CD117 表达呈负相

关。③CD28 与血红蛋白（P=0.001，r=0.372）和中性粒细胞

百分比（P=0.05，r=0.161）、乳酸脱氢酶（P=0.033，r=0.249）之

间呈正相关。 CD28 阳性组 MM 患者更常出现在 3 期

（73.%），但并没有意义（P>0.05）。④CD28和CD117表达与

溶骨性病变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①CD117表达在多发性

骨髓瘤中可能是一个相对较好的分子标志。②CD28表达在

多发性骨髓瘤中可能是一个相对较差的分子标志，CD28和

CD117表达可能是多发性骨髓瘤的进展、治疗后疗效观察指

标，克隆浆细胞共表达CD28可能会减弱CD117表达对多发

性骨髓瘤的积极预后影响。

G33. 淀粉样变性肾病的诊治
山东省立医院 甄长青 房孝生 王欣

淀粉样变肾病是指淀粉样纤维大量沉积于肾脏引起的

病变。其临床表现主要为肾病综合征，晚期可导致肾功能衰

竭。我们收治了一位 50岁的女性患者，因“乏力、双下肢水

肿 3月余”入院。尿常规示尿蛋白 3+，潜血+，24 h尿蛋白定

量示9056 mg/24 h。肾穿刺活检，病理结果示淀粉样变性肾

病，AL型。抗体种类：IgM+。免疫荧光：κ：+/－；λ：+；AA：阴

性。特殊染色：刚果红+，氧化刚果红+。血清蛋白电泳示阴

性。球蛋白26.5 g/L、肌酐102 μmol/l，免疫球蛋白：IgA 4.26

g/L，轻链κ 0.78 g/L，轻链λ 1.35 g/L，血清免疫固定电泳示

IgA-λ型（+）。骨髓细胞形态学示浆细胞占 7%，双核及多核

者易见。骨髓免疫分型：异常单克隆浆细胞占 0.47%，表达

CD38、CD138、CD28、clambda。骨髓活检病理示：浆细胞增

多。考虑“浆细胞肿瘤”。MM-FISH 检测：MM 探针 IGH

（14q异位）7%。全身PET/CT检查：全身骨质未见明显异常

FDG代谢增高灶；诊断：①浆细胞肿瘤（ IgA-λ型）；②淀粉样

变性肾病（AL型）。给予硼替佐米联合地塞米松方案化疗化

疗 4个周期，免疫球蛋白A 0.69 g/L、轻链λ 0.59 g/L、游离轻

链λ 30.8 mg/L；免疫固定电泳阴性，骨髓细胞学：浆细胞占

1%。免疫残留：浆细胞占有核细胞 0.11%，未见明显单克隆

性。多次复查尿常规示尿蛋白：+~++。给予环磷酰胺预处

理后给予G-CSF动员外周血造血干细胞后，行自体造血干细

胞移植，移植后患者病情稳定。复习文献中国AL型淀粉样

变性患者中位生存时间 36.3个月。目前治疗策略主要治疗

药物包括皮质类固醇、细胞毒性药物、大剂量马法兰和自体

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蛋白酶体抑制剂和免疫调节剂。

口服马法兰联合泼尼松方案患者有效率低，中位患者存活时

间仅 12~18 个月。雷利度胺和沙利度胺不推荐为一线治

疗。硼替佐米联合地塞米松是目前治疗 AL 型淀粉样变的

快速有效的治疗方式。 ASCT是目前的标准治疗方法。淀

粉样变性肾病多预后不良，硼替佐米联合地塞米松方案是有

效的治疗手段，可尽早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G34. 红细胞分布宽度在老年非移植多发性骨髓瘤
患者中的预后价值探讨
1. 江苏无锡市人民医院；2.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孙

超 1 叶鉴南 1 王欢 1 朱健伟 1 周新 1 李建勇 2

目的 讨论老年非移植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含或不含硼

替佐米的治疗方案中红细胞分布宽度的预后价值。方法

回顾性的分析 2007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12月 31日 99例初

发的老年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初诊时红细胞分布宽度和其他

的临床参数如β2微球蛋白，肌酐，乳酸脱氢酶等，根据ROC

曲线，分为高低RDW组，分析不同组别的生存预后。结果

在不含硼替佐米的老药治疗组中，高 RDW 组的 OS（P=



·428·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0.020）及 PFS（P=0.001）均较低 RDW 组明显缩短。单因素

（OS：P=0.025，PFS：P=0.001）和多因素（OS：P=0.015，PFS：

P=0.001）分析显示，高RDW均具有不良预后意义。而在硼

替佐米组中，高RDW组的OS与低RDW组相仿，无统计学

差异（P=0.116），但PFS较短（P=0.040）。单因素及多因素分

析显示，高RDW与OS无相关性，但与短的PFS明显相关（单

因素P=0.047，多因素P=0.033），提示在硼替佐米治疗组中，

RDW的预后意义仅体现在PFS中，而非OS。这或许体现了

硼替佐米克服了RDW对OS的不良影响。该结果与既往研

究有所差异，或许与不同治疗方案及年龄组有关，或者说

RDW的预后价值在不同的治疗方案及年龄组中呈现出差异

化。其次，高RDW组表现为低血红蛋白、高β2微球蛋白及高

比例骨髓瘤细胞，以及治疗反应率与低RDW组无显著性差

异，这些在该年龄组中与既往研究相仿。结论 RDW能反

映一段较长时间的疾病状态，可作为老年骨髓瘤患者廉价高

效的预后判别标志。

G35. Preclinical activity of the bromodomain in-

hibitor OTX015 in multiple myeloma
1.Department of Haemat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ell biology School

of Biology & Basic Medical Sciences, Soochow University

Jixiang Shi1, Huiying Han1, Sha Song1, Wenzhuo Zhuang2, Bing-

zong Li1

Several studies demonstrate that the bromodomain inhibi-

tor OTX015 has preclinical antitumor activity in cancers. How-

ever, translation of these data to molecules suitable for clinical

development has not yet to be accomplished in multiple myelo-

ma (MM). Here, we identified genes and biologic processes

that underpin the antimyeloma activity of OTX015 with global

transcriptomics. OTX015 exerted strong antiproliferative ef-

fect and induced cell cycle arrest in vitro. Gene expression pro-

filing showed that OTX015 targeted NF-κB, EGFR, cell cycle

regulation and cancer proliferation signaling pathway. Gene ex-

pression signatures associated with different sensitivity to

OTX015 were also identified. The data also showed that oral

administration of OTX015 displayed significant antitumor ac-

tivity in mice model of disseminated human myeloma. In addi-

tion, our study provided the first evidence and rationale that

OTX015 could promoted osteoblast differentiation of mesen-

chymal stem cells (MSCs) and inhibited osteoclast formation

and resorption in vivo experiments. Herein we expanded the

mechanistic understanding of BET inhibitors OTX015 in MM.

Our preclinical studies provided a strong rationale for extend-

ing the clinical testing of the novel antimyeloma agent

OTX015 and revealed insights into biologic pathways required

for myeloma cell proliferation.

G36. HOXC10 regulates osteogenesis of mesenchy-

mal stem cells through interaction with its natural

antisense transcript lncHOXC-AS3

1.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De-

partment of Cell biology School of Biology & Basic Medical

Sciences, Soochow University Sha Song1, Huiying Han1,

Gao Fan1, Wenzhuo Zhuang2, Bingzong Li1

Osteogenic differentiation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s) is typically impaired in multiple myeloma (MM) pa-

tients, which leads to osteoblast deficiency. However, the un-

derlying molecular mechanisms are still poorly understood.

Long noncoding RNAs (lncRNAs) are emerging as important

regulatory molecules in tumor-suppressor and oncogenic path-

ways. Here we identified that bioactive lncRNA HOXC-AS3,

which arises from the antisense strand of HOXC10, was en-

riched in MSCs derived from MM patients(MM- MSCs).

HOXC- AS3 was capable of forming an RNA duplex with

HOXC10 at overlapping regions and this duplex transcription-

ally promoted HOXC10 expression by increasing its stability,

conferring osteogenesis repression to MM- MSCs. In vivo

mouse models, intravenously administered siHOXC- AS3 was

found to be effective in prevention of bone loss, sustained by

both bone- forming and anticatabolic activitie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lncHOXC-AS3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osteo-

genic differentiation in bone marrow MSCs by enhancing

HOXC10 transcription. Our data provided novel evidence for

the biological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lncRNA HOXC-AS3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get for bone lesions in MM.

G37. The BET bromodomain inhibitor OTX015

synergizes with targeted agents in multiple myelo-

ma
1.Department of Haemat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Department of Cell Biology, School

of Biology & Basic Medical Sciences, Soochow University

Jie Gu1, Sha Song1, Gao Fan1, Huiying Han1, Wenzhuo

Zhuang2, Bingzong Li1

Despite the expanding repertoire of new agents, treatment

failure remains a major challenge in the management of high-

risk multiple myeloma (MM). Drug combinations are a promis-

ing strategy to overcome the compensatory mechanisms and

unwanted off-target effects that limit the utility of many poten-

tial drugs. Preliminary results of an ongoing phase I trial have

reported promising activity and tolerability with the new BET

bromodomain inhibitor OTX015. However, OTX015 is not ef-

ficacious enough as a monotherapy. Here we provided evi-

dence that synergistic drug combinations with OTX015 were

generally more specific to particular cellular contexts than sin-

gle agent activities. In addition, pairing OTX015 with three

classes of drugs dramatically enhanced the antitumor activity

in mice models of disseminated human myeloma. Our studies

further underscored that the BET inhibitor OTX015 sensitized

MM cells by interrupting several pathways and genes critical

for MM cell survival and drug resistance, which provided the

rationale for multiple myeloma therapy with OTX015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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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ed with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eutic drugs. Thus, the

context specificity of synergistic combinations may creat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therapeutically relevant selectivity and

improved control of complex biological systems.

G38. 多发性骨髓瘤继发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治
愈后再发多发性骨髓瘤一例伴文献复习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郭孟乔 龚胜蓝 张悦晟

丁静 程辉 杨建民 王健民 唐古生

目的 报道 1例多发性骨髓瘤继发B淋巴细胞白血病

后再复发骨髓瘤并探讨其临床和实验室特点。方法 常规

骨髓细胞形态学基础上，应用8色流式免疫分析及染色体核

型技术，进一步分析其细胞表型及细胞遗传学异常，并结合

文献复习分析此类患者的发病机制。结果 初诊时及复发

时患者临床及实验室检查均符合多发性骨髓瘤，继发时，患

者临床及实验室检查均符合急性 B 细胞淋巴细胞白血病。

结论 多发性骨髓瘤继发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较为罕见，继

发淋巴细胞白血病及多发性骨髓瘤复发时，其临床及实验室

检查均与之相符合；其发病机制仍需进一步观察。

G39. 多发性骨髓瘤热点基因突变的特点和临床意义
1.北京航天中心医院；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胡影 1 王静波 1 陈文明 2

目的 建立30个“热点基因突变”PANEL。对新诊断多

发性骨髓瘤患者进行检测。明确我国MM基因突变的特点

及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 40 例新诊断 MM 患者的骨髓标

本，分离单个核细胞，CD138磁珠分选浆细胞。FISH检测细

胞遗传学异常。PCR及一代测序法检测基因突变。收集患

者的临床资料并进行分析。结果 ①7个基因出现单核苷

酸 多 态 性 ：CRBN，ATM，FAT4，FAM46C，RB1，NR3C1，

SPEN。②16个基因发生病理性突变：ATM，CUL4B，IRF4，

CCND1，KRAS，DIS3，CRBN，TP53，FAT4，NR3C1，VCAN，

RB1，SP140，NRAS，EGR1，BRAF。③基因突变与 ISS分期，

R-ISS 分期，IMWG 危险分层 R-ISS 分期Ⅰ期突变基因有 3

个；Ⅱ期突变基因有 12个；Ⅲ期突变基因有 8个。IMWG分

期低危组突变基因有3个；中危组突变基因有12个；高危组

突变基因有6个。④基因突变与细胞遗传学改变1q21+组突

变 基 因 有 ATM，CUL4B，IRF4，DIS3，CCND1，VCAN，

BRAF，KRAS，EGR1，CRBN。 t(4,14)组突变基因有 ATM，

CUL4B，IRF4，CCND1，DIS3。 t(4,11)组突变基因有 ATM，

CUL4B， DIS3， CCND1， BRAF， MAF， KRAS， IRF4，

VCAN。 17p-组突变基因有 ATM，IRF4，CCND1，EGR1，

CRBN。⑤所有患者均接受万珂为基础的诱导化疗，最大疗

效仅为PR患者的基因突变情况第8例患者FISH阴性，TP53

突变阳性。第 17 例患者 FISH 阴性，ATM 突变阳性。第 31

例患者FISH阴性，DIS3，FAT4，ATM，CUL4B突变阳性。第

26例G带核型分析正常，FISH未做，ATM，IFR4突变阳性。

第28例G带核型分析正常，FISH未作 ATM突变阳性。结论

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及病理性突变常

见。我国患者基因突变情况与国外文献报告有所不同。病

理性基因突变与近期疗效不佳可能有关。不同细胞遗传学

异常的基因突变情况不同。不同 ISS分期，R-ISS分期，不同

IMWG分层的基因突变不同。

G40. MGUS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调节性T细胞
亚群数量与功能的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王季诺 曹欣欣 赵艾琳

汪玄 蔡昊 李剑

目的 探究多发性骨髓瘤及MGUS患者体内是否存在

Treg细胞亚群及衰老的Treg样细胞的数量和功能异常。方

法 本研究纳入 20 例 MGUS 患者和 26 例初治多发性骨髓

瘤患者，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患者外周血及骨髓中Treg细胞

亚群及衰老的Treg样细胞的比例。同时，利用体外共培养及

ELISA法检测 IL-10分泌水平来评价相应Treg细胞亚群的功

能。结果 在外周血中，MGUS 和 MM 患者的活化 Treg

（aTreg）细胞占CD4+ T细胞比例均较健康对照明显升高（P<

0.01），静息Treg（rTreg）细胞比例与健康对照相比无差异（P=

0.717，P=0.074），无抑制功能 Treg（non-Treg）细胞比例与对

照无明显差异（P>0.05）。同样，MGUS和WM患者外周血中

的CD4+ CD28-FoxP3+ Treg样细胞占CD4+ T细胞比例较健康

对照明显升高（P<0.001）；并且MM患者外周血中Treg样细

胞也较 MGUS 患者亦明显升高（P=0.014）。而在骨髓中

aTreg 细胞占 CD4 + T 细胞比例均较对照组明显升高（P<

0.001），rTreg 细 胞 比 例 较 对 照 组 下 降（P=0.0185，P=

0.0082），non- Treg 细胞比例与正常人无明显差异（P>

0.05）。MGUS和MM患者骨髓中Treg样细胞比例也均较健

康对照明显升高（P<0.001）。初治MM患者Treg样细胞同样

明显高于MGUS患者（P=0.0027）。在功能方面，MM患者骨

髓中 aTreg细胞、non-Treg细胞和 rTreg细胞的抑制率与健康

对照相似（P=0.210，P=0.078，P=0.089）。同样，MM患者Treg

细胞亚群的 IL-10 分泌水平也与健康对照无差异。结论

MGUS 和 MM 患者外周血和骨髓中 Treg 细胞亚群、Treg 样

细胞存在明显的数量变化。MGUS患者体内已经存在异常

的免疫调节功能和免疫衰老现象。但是，初治MM患者骨髓

中Treg细胞亚群的免疫调节功能相对正常。

G41. Primary malignant myelomatous pleural effu-

sion-a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literature
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Fengbo Jin, Mingzhen Yang

Objective Discuss and improv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linical characters and diagnostic methods of Primary malig-

nant myelomatous pleural effusion (PMMPE), particularly of

the patients with pleural effusion as an initial sign or during the

treatment. Background A 57-year-old male, recently diagnosed

with lambda MM presented with increasing shortness of breath

during the first cycle of inducting chemotherapy. Imaging of

the chest showed a new Moderate bilateral pleural effusion, cy-

tology of the fluid showed numerous plasma cells,the flow cy-

tometry showed CD38+, CD138+. We reviewed the literature

on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serum and pleural effusion charac-

ters,treatment and diagnostic options of this exceptionally rare

presentation of MM. Methods We conducted a search of the

published medical literature since 2000 in MEDLI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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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med using search criteria [(“pleural effusion”and“muliple

myeloid”) or“myelomatous pleural effusions”]. We have also

searched for recent advances in diagnosis. Results and conclu-

sions Primary malignant myelomatous pleural effusion oc-

curs in less than 1% of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and is

diagnosed either by visualization of plasma cells on cytology or

by positive flow cytometry. Its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findings

are non- specific. It is associated with a significantly worse

prognosis and an overall median survival time of 4 months.

G42. 75 例POEMS患者的临床特点及疗效分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萌 万鼎铭 姜中兴 孙慧

孙玲 刘延方 郭荣 王芳

目的 分析POEMS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点，并探讨其

有效的治疗策略。方法 回顾了 2012年 6月至 2018年 6月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6年间收治的75例POEMS综合征患

者的病史资料，对其临床特征及疗效进行分析。结果 75

例患者中男性 44例（58.7%），女性 31例（41.3%），诊断时中

位年龄50（30~81）岁，从首次就诊到明确诊断中位时间为9.8

个月。92.0%（69/75）患者可见周围神经病变，77.3%（58/75）

合并器官肿大，86.1%（62/75）伴有内分泌功能异常，且以甲

状腺功能减退，64.0%（48/75）伴有皮肤改变，65.3%（49/75）

可见肢体水肿或浆膜腔积液。75例患者均证实存在单克隆

浆细胞增生性病变，其中 65例（86.7%）为轻链λ型。75例患

者中，1例确诊时已合并严重感染、呼吸衰竭两日后死亡，4

例确诊后放弃治疗自动出院，其余70例患者接受治疗，其中

18例（25.7%）行BD方案（硼替佐米+地塞米松）化疗，16例

（22.9%）例行 MP（马法兰+地塞米松）方案化疗，21 例

（31.0%）采用VAD（长春地辛+吡柔比星+地塞米松）方案化

疗，15例（21.4%）采用COP（环磷酰胺+长春新碱+泼尼松）或

单用激素治疗。两例患者于化疗后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

植。接受治疗的70例患者经2~6个疗程后症状得到不同程

度的改善，BD治疗组、MP治疗组、VAD组治疗有效率分别

为 88.9%（16/18）、87.5%（14/16）和 71.4%（15/21），采用COP

或单用激素治疗有效率最低，仅为 60.0%（9/15）。2例自体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者周围神经症状改善显著，M蛋白转

阴，疗效理想。BD/MP组疗效优于其他方案患者（88.2%对

66.7%, P=0.029）。结论 POEMS 综合征临床表现复杂多

样，为少见的多系统损害疾病，临床医师应提高警惕，减少误

诊、漏诊。治疗建议给予含硼替佐米或马法兰的方案，有条

件者建议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G43. 西达苯胺（CS055）克服多发性骨髓瘤对
TRAIL的耐药及其机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刘爱军 陈文明

目的 探讨西达苯胺与人环化变构的 TRAIL（CPT）联

合应用是否可克服MM对TRAIL的耐药并探讨其机制。方法

选取 MM 细胞系 U266、PS- R、RPMI8226、H929、OPM2、

V10R，筛选出CPT耐药细胞系。采用Western blot 法检测耐

药细胞系、初治MM患者原代细胞凋亡相关蛋白表达，明确

MM对CPT的耐药机制。选用可抑制耐药蛋白表达的西达

苯胺与 CPT 联合处理CPT 耐药细胞系，检测细胞凋亡率并

绘制协同曲线，证明两药的协同作用。两药联合作用于敲除

FADD 蛋白、casepase8 蛋白的细胞克隆 FADD- DN 和 C8-

DN，检测凋亡相关蛋白表达进一步验证西达苯胺克服

TRAIL 耐药的机制。免疫荧光抗体标记两药联合处理的

U266 细胞表面死亡受体（DR）4，DR5，明确西达苯胺克服

CPT耐药的凋亡路径启动因子。结果 ①筛选出U266、PS-R

细胞为CPT 耐药细胞系。②U266 细胞内高表达凋亡蛋白-8

（FLICE）抑制蛋白（c-FLIP）。4 例初治患者原代细胞（4/6，

67%）高表达c-FLIP 蛋白。证明c-FLIP高表达是MM对CPT

耐药的主要原因之一。③U266、PS-R、RPMI8226、H929 细

胞经两药联合处理 24 h细胞凋亡率明显高于 CPT 单药，两

者协同曲线 SC<1。证明两药联合在多个MM细胞系具有协

同作用。④两药联合处理的U266、PS-R细胞，c-FLIP表达明

显低于CPT单药。证明两药协同作用后抑制 c-FLIP表达。

⑤两药联合处理的C8-DN细胞，casepase8表达、casepase3表

达、PARP蛋白分裂受到完全抑制。证明两药协同作用机制

主要是激活 casepase8凋亡路径。⑥两药联合处理的FADD-

DN细胞，casepase8表达、casepase3表达、PARP蛋白分裂受

到完全抑制。证明FADD蛋白是两药协同作用中的重要凋

亡蛋白。⑦两药联合处理24 h，94.3%的U266细胞表面表达

DR5，并无明显DR4表达。证明两药协同作用中的凋亡启动

因子是DR5。结论 研究证实西达苯胺在体外可通过启动

DR5、抑制 c-FLIP 表达、激活外源性死亡诱导信号复合体

（DISC:cFLIP, FADD, casepase8），克服 MM 对 TRAIL 的耐

药。本研究提出了用西达苯胺做为 TRAIL 的佐药来治疗多

发性骨髓瘤的可能性。

G44. 原发性轻链型心脏淀粉样变患者的临床特征
及预后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冯俊 张聪丽 沈恺妮

孙健 方全 张路 曹欣欣 周道斌 李剑 田庄

目的 研究心脏轻链型淀粉样变（CAL）患者的临床特

征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年 1月至 2017年 3月期

间在北京协和医院确诊的 227例CAL患者的临床资料。心

脏受累定义为超声心动图左室厚度>12 mm（无其他导致心

肌肥厚的疾病）或者N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NT-proBNP）>

332 ng/L（无肾功能不全）。结果 227例CAL患者的中位年

龄为 57（37~81）岁，男∶女比例为 2∶1。 48.9%患者的NYHA

心功能分级为 3~4级，42.7%患者的收缩压<100 mmHg。中

位肌钙蛋白 I 为 0.1 μg/L（0~16.5 μg/L），中位 NT-proBNP 为

4566 ng/L（222~103 277 ng/L）。梅奥分期04分期为Ⅰ、Ⅱ及

Ⅲ期的比例分别为 0.9%、49.8%、和 49.3%。74 例行心脏核

磁的患者中，93.2%可见心内膜下延迟强化。177例患者接

受了全身化疗，包括7例（3.1%）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100例

（44.1%）硼替佐米为主的化疗、和 70例（30.8%）非硼替佐米

的化疗。血液学总有效率在硼替佐米组及非硼替佐米组分

别为 66.2%和 46.8%（P=0.030）。中位随访 28 个月，CAL 患

者的中位生存期为 17个月，其中化疗组及姑息治疗组中位

生存期分别为 29 个月及 3 个月。在生存期> 1 个月的梅奥

04 Ⅲ期患者中，硼替佐米组较非硼替佐米组有生存优势（中

位生存时间未达到对12个月，P=0.019）。多因素分析发现：

NT-proBNP≥5000 pg/ml、骨髓浆细胞≥10%以及收缩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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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Hg 是三个独立预后不良因素。结论 CAL 预后不佳。

全身化疗（特别是基于硼替佐米的化疗）可以显著改善CAL

患者的生存。

G45. 合并缺血性卒中的POEMS综合征患者的临
床特征及其预后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冯俊 赵浩 何天骅 张

聪丽 沈恺妮 张路 曹欣欣 周道斌 李剑

目的 研究POEMS综合征患者发生缺血性卒中（卒中

组）的危险因素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9 年 1 月至

2018年1月期间在北京协和医院确诊的POEMS综合征患者

的临床资料，选取其中合并缺血性卒中患者为卒中组。将卒

中组患者的临床数据与无卒中组患者进行比较。并随访卒

中组患者的生存转归。POEMS合并缺血性卒中包括发生在

POEMS综合征诊断前后的所有脑血管事件。结果 在 510

例我院确诊的POEMS综合征患者中，共有42例（8.2%）合并

缺血性卒中。42例卒中组患者的中位年龄是52（24~72）岁，

高于无卒中组的47（21~74岁，P=0.012）；中位纤维蛋白原定

量为 3.79g/L（2.0~7.7 g/L，P=0.023），高于无卒中组的 3.45

（1.6~24.5）g/L；而两组在肝脾增大、浆膜腔积液、血清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水平、血红蛋白、血小板、肌酐清除率、肺动脉压

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别。从POEMS综合征发病到卒中发作的

中位时间为 8（0~75）个月，其中 3 例患者以卒中为首发表

现。30 例（71.4%）卒中发生在 POEMS 治疗之前；12 例

（28.6%）发生在开始治疗后，其中10例在治疗后3个月内发

生。在35例可获得的头颅影像学资料中，18例（51.4%）为单

侧脑缺血病灶，13例（37.1%）为双侧脑缺血病灶，3例（8.6%）

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2例患者选择姑息治疗，选择自体造

血干细胞移植的有16例、来那度胺13例、马法兰10例、沙利

度胺1例。4例患者在经原发病以及抗脑缺血治疗后仍有反

复脑缺血发作。中位随访 58个月，卒中组以及无卒中组患

者的 3个月存活率分别为 91.7%及 96.4%，12个月存活率分

别为 78.5% 及 93.8%（P=0.244）。结论 缺血性卒中在

POEMS综合征中的发生率高达8.2%，进行卒中预防以及尽

早进行原发病的治疗可能能降低POMES综合征的卒中风险。

G46. 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个体化预后模型列线
图的建立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2.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朝阳医院 张越 1 陈霄磊 1 周合冰 1 陈文明 2

目的 探讨应用初诊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的临床

和实验室指标构建预后模型列线图，并验证其准确性。方

法 将 2010年 6月 1日至 2015年 6月 30日收治的 304例新

诊断MM患者随机分为建模组（214例）和验证组（90例）。

使用Kaplan-Meier法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来评估多个

临床和实验室参数对预后的影响。将显著预后因素结合起

来，应用R软件构建预后模型列线图，运用Bootstrap法进行

内部验证，验证组进行外部验证，一致性指数（C-index）和校

准曲线评估模型的预测准确度，并与目前用于MM的五个分

期系统（D-S、ISS、R-ISS、IMWG和mSMART）进行比较。结果

建模组的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发病年龄、克隆性骨髓浆细

胞比例、血清乳酸脱氢酶、血清β2微球蛋白和 del（17p）是独

立预后因素。校准曲线显示列线图预测与实际观察的1年、

2年、3年生存率有很好的一致性。列线图预测生存率的C-

index 为 0.749（95% CI 0.693~0.805），均高于目前用于 MM

的五个分期系统（P<0.001）。应用验证组进行外部验证，基

于列线图的预测的 C-index 为 0.711（95% CI 0.650~0.772），

亦优于上述五个分期系统（P<0.001）。结论 成功建立的预

测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总体生存列线图能实现个体化预

测，且与其他预后系统比较更具准确性及直观性。

G47. Early mortality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go-

ing treatment for multiple myeloma in real- world

practice
Wuxi People’s Hospital Jun Xia, Lin- lin Wang, Xin Zhou,

Jing Wang, Huan Wang, Hong-feng Guo

Objectives This study was performed to analyze the

risk factors for early mortality (EM) in elderly patients under-

going treatment for multiple myeloma(MM) in real-world clini-

cal practice. Methods Retrospective data from 108 elderly

patients who were newly diagnosed with MM from January

2007 to July 2015 were analyzed in a single hematology cen-

ter. EM was defined as death of any cause within 12 months af-

ter diagnosis.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eval-

uate EM. Results EM occurred in 16(14.8%) elderly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MM. The most common cause of death

was infection (10/16, 62.5%). In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only

an age of ≥75 years, International Staging System (ISS) stage

Ⅲ disease, and high lactate dehydrogenase concentr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and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EM.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infection is the leading

cause of EM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MM. An age of ≥75

years, ISS stage Ⅲ disease, and a high lactate dehydrogenase

concentration are significant predictors of EM. We should fur-

ther target this higher-risk patient population to define person-

alized therapy with which to improve outcomes.

G48. 硼替佐米为主的化疗方案可显著降低超高危
原发性轻链型淀粉样变患者的早期死亡率并改善
远期生存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沈恺妮 张聪丽 冯俊

曹欣欣 张路 周道斌 李剑

目的 探讨硼替佐米为基础的化疗方案能否降低该人

群的早期死亡率并改善远期预后。方法 收集 62 例我院

2009年1月至2018年4月期间确诊超高危（梅奥2004 Ⅲb期

或梅奥 2012 IV期）pAL型淀粉样变并接受硼替佐米为基础

的一线化疗方案的患者作为硼替佐米组，24例同期因个人

或家庭原因未接受化疗的超高危患者作为对照组。结果

86例患者的中位年龄59（37~81）岁，男女比例2.2∶1。79.1%

的患者存在≥2个脏器受累，所有患者均有心脏受累，肾脏受

累占 68.6%，肝脏受累占 25.6%。51.2%的患者属于梅奥

2004 Ⅲb 期，79.1%的患者属于梅奥 2012 IV 期。在中位 4

（1~12）个疗程化疗后，硼替佐米组中有59.3%患者获得了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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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学缓解，包括CR 42.6%、VGPR 7.4%和PR 9.3%。中位血

液学起效时间为 1.2（1~5.4）个月。心脏及肾脏缓解率分别

为 36.7%和 25.6%。中位随访 24.3个月后，硼替佐米组和对

照组的中位 OS 为 30 个月及 2 个月（P<0.001），中位 PFS 为

15.8 个月及 2 个月（P<0.001）。硼替佐米组 6 月内死亡率

32.3%，远低于对照组的66.7%（P<0.001）。结论 硼替佐米

为基础的化疗有助于降低超高危pAL患者的早期死亡率，延

长远期生存，尤其是那些获得血液学缓解的人群。我们建议

超高危患者在可耐受治疗的情况下均进行积极的规律化疗。

G49. 三种治疗方案治疗POEMS综合征的疗效及
生存结局比较：单中心回顾性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赵浩 黄栩芾 蔡昊 张

路 冯俊 曹欣欣 周道斌 李剑

目的 利用单中心大型队列比较三种治疗方案治疗

POEMS综合征患者的疗效及生存结局。方法 我们回顾分

析了 2000年 1月至 2017年 12月我院收治的、有完整治疗和

随访数据的 347例新诊断POEMS综合征患者的临床资料。

根据初始一线治疗方案将患者分为三组：马法兰+地塞米松

组（MD，79例）、自体干细胞移植组（ASCT，165例）和来那

度胺+地塞米松（LD，103例）。 比较三种方案的血液学缓解

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缓解率和神经病变缓解率，

以及无进展生存率（PFS）和总体生存率（OS）。结果 ASCT

组患者获得了显著更高的VEGF完全缓解率（66.2%），优于

MD组（38.5%，P=0.001）和LD组（47.7%，P=0.006）。但三组

之间血液学和神经学反应无显著差异：血液学缓解率（MD

37.7%对 ASCT 49.7%对 LD 47.5%，P=0.244）和神经学缓解

率（MD 100%对 ASCT 91.5%对 LD 93.8%，P=0.234）。亚组

分析显示低危组的患者中，ASCT组的VEGF缓解率与MD

和 LD 组相似（P=0.222），但在中高危患者中有着显著优势

（P=0.001）。中位随访 45个月后，共有 49人死亡，50例出现

疾病进展但仍存活。3 年 PFS 分别为：MD 83.7%、ASCT

87.9%、和 LD 65.2%。3 年 OS 分别为：MD 90.6%、ASCT

94.4%、和LD 81.6%。ASCT组较LD方案获得了更好的PFS

（P=0.003），而三组OS无显著差异。结论 三种治疗方案治

疗POEMS综合征都获得了较好的疗效和生存。与马法兰和

来那度胺为基础的方案比，中高危的患者可能从自体移植中

获益更为明显。

G50. 不分泌型 POEM综合征13例临床分析及长期
随访结果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何天骅 赵艾琳 赵浩

蔡昊 冯俊 张路 曹欣欣 周道斌 李剑

目的 分析这些不分泌型POEMS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特

征和预后。方法 筛选2012-2017年疑诊POEMS综合征患

者中符合：多发性周围神经病、VEGF水平升高、及任意一项

次要诊断标准，且血/尿蛋白电泳、免疫固定电泳及血清游离

轻链均阴性，将其定义为不分泌型POEMS综合征。收集患

者的临床资料，包括症状、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结果、VEGF

水平、治疗及转归，并与 POEMS典型病例进行对比。结果

共有 13 例不分泌型 POEMS 综合征患者入选，中位年龄 47

（26~58）岁，男6例，女7例。13例（100%）患者存在多发性周

围神经病变、脏器肿大、和皮肤改变，12例（92%）患者存在内

分泌病变。其他临床表现如硬化性骨病、肺动脉高压、视乳

头水肿、血小板增多等发生率也与既往报道的POEMS典型

病例相当。13例患者的平均血清VEGF水平为4998（2155~

11029）pg/ml。共有 12例患者经过自体干细胞移植（6例）、

来那度胺（3例）或沙利度胺（1例）为主的新型药物治疗、马

法兰为主的化疗（1 例）或放疗（1 例）并获得了临床症状改

善，其中8例患者血清VEGF水平降低>50%。中位无进展生

存期 101.5 个月。结论 不分泌型 POEMS 综合征与典型

POEMS患者具有相似的临床临床特征。结合血清VEGF升

高有助于识别此类POEMS综合征变异型。

G51. ALCAM因子调控骨髓瘤肿瘤干细胞——作
用机制与临床价值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郑宇欢

目的 阐释 ALCAM 因子在多发性骨髓瘤（MM）中的

功能。方法 本项目包含有临床样品与信息分析，细胞水平

研究，动物模型研究三个层面内容。重要的研究方法包括：

基于MM患者基因表达谱的信号通路分析，患者生存分析，

3D打印条件下的细胞增殖实验，克隆形成实验，肿瘤干细胞

（CSC）流式检测，蛋白结构解析模拟，基于获得性MM鼠模

型（Adoptive MM）的研究。结果 MM 表面粘附蛋白 AL-

CAM 具有调控肿瘤干细胞的作用。在骨髓基质细胞存在

下，ALCAM敲低的MM具有更活跃的MM-CSC。机制研究

提示：ALCAM与EGFR蛋白相互作用，并抑制由EGFR启动

的MM-CSC活化；胞内信号分子MEK-PI3K/Akt-Erk-Hedg-

hog pathway 参与该过程。ALCAM 敲低能在免疫缺陷鼠

MM模型（Xenograft MM）和获得性MM鼠模型中上调MM-

CSC，造成更快的肿瘤形成，提示ALCAM调控MM-CSC介

导的 MM 发生（Myelomagenesis）。化疗药物可下调 MM 中

ALCAM表达，推高耐药MM-CSC数量。EGFR抑制剂吉非

替尼（Gefitinib）可抑制MM-CSC，延长荷瘤鼠常规治疗后存

活时间。该发现提示 ALCAM-EGFR 分子轴（Axis）参与

MM-CSC介导的肿瘤耐药。最后，临床研究发现ALCAM表

达水平与 MM 预后相关 ALCAMhigh患者预后更好。MM 骨

髓内可检出 MM-CSC。MM 微小残留病灶（MRD）细胞与

MM-CSC具有相似的细胞特性（如：耐药，产生新MM病灶

等）和ALCAM调控方式。结论 该发现的临床价值在于提

示EGFR抑制剂类药物可用于MM治疗。该类药物（如艾瑞

莎）已用于乳腺癌等治疗，具有向MM临床转化的便利。我

们预测：该类药物不降低M蛋白，在与万珂等药物联用后，

可压制残存的耐药MM-CSC。其临床应用可能靶向MRD，

延迟MM复发。

G52. CXCL12、CXCR4、VEGF、MVD在多发性骨
髓瘤骨髓微龛中表达及与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张科 周俊 叶丽 林凡莉 李

晓明 黄纯兰

目的 探讨CXCL12、CXCR4、VEGF、MVD的表达在骨

髓微龛中的作用及对MM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①选择

初诊MM患者骨髓活检标本 57例为实验组，正常骨髓活检

标本26例为对照组。②免疫组化法染色检测骨髓组织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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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表达情况。③收集患者性别、年龄、浆细胞比例、ISS分

期、免疫球蛋白分型、血轻链分型、细胞遗传学异常、入院时

肾功能等相关临床数据，随访患者生存状态、生存时间等。

④应用SPSS 17.0分析骨髓中四者表达与相关临床数据及预

后的关系。结果 ①实验组骨髓活检组织中四者表达较正

常对照组骨髓活检组织中明显增加。②实验组骨髓中四者

表达与患者 ISS分期、危险分层、骨髓中浆细胞比例相关，而

与性别、年龄、血轻链类型、免疫球蛋白分型、分组无关。③
单因素分析发现性别、血轻链类型、免疫球蛋白分型、分组与

患者预后无关，而年龄、ISS 分期、危险分层、浆细胞比例、

CXCL12、CXCR4、VEGF、MVD与患者预后相关。多因素分

析发现 CXCL12、ISS 分期、危险分层不是独立预后因数，

CXCR4、VEGF、MVD、年龄、浆细胞比例是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 ①CXCL12、CXCR4、VEGF、MVD在MM患者骨髓中

表达增加。②四者在MM患者骨髓中表达彼此呈正相关关

系。③四者的表达与多发性骨髓瘤发生、发展相关。④四者

高表达可能与患者预后不良相关。

G53. 初治老年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老年学综合评
估：一项全国多中心、前瞻性调查研究
1.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2.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

医院（血液学研究所）；3.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4.天津

医科大学总医院；5.烟台毓璜顶医院；6.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7.青岛大学附属医院；8.北京医院；9.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0.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11.北京积水潭医院；12.山东大

学齐鲁医院；13.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14.华中科技大

学附属协和医院；15.福建医科大学协和医院；16.山西大医

院；17.山西省人民医院；18.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19.山东

大学齐鲁医院青岛分院；20.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1.空

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姚远 1 邹德慧 2 陈丽娟 3 付

蓉 4 初晓霞 5 岑溪南 6 王伟 7 刘辉 8 靳凤艳 9 廖爱军 10

鲍立 11 王鲁群 12 阎骅 13 孙春艳 14 胡建达 15 马梁明 16

贺建霞 17 张金巧 18 袁成录 19 高大 20 高广勋 21 张路 1

周道斌 1 李剑 1

目的 前瞻性调查中国初治≥65岁老年MM患者的老

年学综合评估（CGA）现状以及治疗后CGA改善情况。方法

对 2017年 8月～2018年 5月全国 23家中心连续确诊的 158

例初治老年MM患者分别在其诊断时、1个疗程治疗后、4个

疗程治疗后、诱导期结束或 1年后进行CGA评价。评估内

容包括体力状况（ECOG）、日常生活能力（ADL）、工具性日

常生活能力（IADL）、简易营养评价（MNA-SF）、老年抑郁量

表（GDS）、简易精神状态（MMSE）、生活质量（SF-36）及共患

病指数（CCI）等。按照 IMWG 的 CGA 分组方法进行分组。

结果 158 例初治老年 MM 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69（65~86）

岁，其中 75 岁及以上的患者占 19.6%；男女比为 1.26。ISS-

Ⅰ期、Ⅱ期和Ⅲ期的患者分别占14.6%、32.9%、52.5%；Ⅰ期、

Ⅱ期和Ⅲ期的患者分别占 17.7%、45.6%、36.7%。ADL 和

IADL 满分仅占 33.8%和 35.8%；高抑郁风险患者达 18.7%；

营养不良患者占15.4%；40.5%患者有各类共患病；有轻中度

认知障碍的患者占31.9%。根据 IMWG的CGA分组方法分

组：健康组患者占 33%，一般健康组占 21%，衰弱组占 46%。

58.1%患者选择了含万珂治疗方案，而选择含来那度胺、沙利

度胺或其他治疗方案的患者分别占 15.5%、6.2%、和 20.2%。

14 例患者在诱导治疗 4 个疗程治疗后再次进行了 CGA 评

价，50%的患者ADL及 IADL评分均有所改善。结论 初治

老年MM患者有着高度的CGA异质性，治疗后CGA能得到

一定程度的改善。

G54. 骨髓浆细胞比例≥10%的原发性轻链型淀粉样变患者

的临床特征及预后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张聪丽 沈恺妮 冯俊

曹欣欣 毛玥莹 张路 蒋显勇 周道斌 李剑

目的 探讨骨髓浆细胞比例（BM-PC）≥10%的原发性

轻链型淀粉样变（pAL）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 回

顾性分析 2009年 1月至 2017年 12月于北京协和医院确诊、

且有完整数据的367例pAL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BM-PC≥
10%（高 PC组）和BM-PC<10%（低 PC组）两组患者的临床

特征、治疗及生存。结果 367 例患者中，高 PC 组有 56 例

（15.3%）。高PC组患者中，男性 32例（57.1%），诊断时中位

年龄为59（20~78）岁，λ型39例（69.6%），≥2个重要脏器受累

者 33例（58.9%）。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受累轻链类型及

重要脏器受累数目上均无统计学差异。高PC组的中位游离

轻链差值（dFLC）和BM-PC比例都明显高于低PC组（485.3

（17.0~4953.5）mg/L 对 121.1（0.6~4263.0）mg/L（P<0.001）、

13.0（10.0~34.5）%对3.5（0~9.5）%（P<0.001））。高PC组和低

PC组相比，梅奥2012分期3期及4期的患者比例更高，分别

占 34.1%、32.6%对 23.5%、19%（P=0.001）。高 PC 组患者的

一线治疗包括硼替佐米（27 例，48.2%）、马法兰（12 例，

21.4%）、沙利度胺（5例，8.9%）、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1例，

1.8%）。11例（19.6%）未接受治疗。两组患者在一线治疗方

案的选择上无统计学差异（P=0.128）。高PC组和低PC组的

总体血液学缓解率分别为 52.8%（19/36）和 73.3%（151/206）

（P=0.013）；总体器官缓解率分别为 21.4%（12/56）和 32.8%

（102/311）（P=0.091）。所有存活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18.3

（0.1~120.8）个月，高PC组和低PC组的治疗3个月内的早期

死亡率分别为21.4%和10.3%（P=0.018），中位PFS时间分别

为10.5个月和26.4个月（P<0.001），中位OS时间分别为14.2

个月和79.2个月（P<0.001）。结论 与BM-PC＜10%的pAL

患者相比，BM-PC≥10%的pAL患者肿瘤负荷更重，治疗3个

月内早期死亡率更高，预后更差。

G55. MRD演变模式预测适合移植多发性骨髓瘤患
者的预后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谷景立 刘俊茹 陈美兰 黄蓓

晖 李娟

目的 探索微小残留病（MRD）演变模式在预测多发性

骨髓瘤患者预后的作用。方法 我们在 104例MM患者中

应用流式细胞术动态监测他们在诱导治疗后、移植后 3、6、

9、12、18 以及 24 个月时的 MRD 状态。结果 我们发现

MRD 的演变有 4 种模式：模式 1 的患者从诱导后开始持续

MRD 阴性，这些患者均无疾病进展；模式 2 的患者诱导后

MRD阳性，在移植后24个月内转为阴性；模式3的患者在诱

导后获得MRD阴性，但在移植后24个月内转阳；模式4的患

者从诱导后至移植后 24个月持续MRD阳性。MRD模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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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TTP均优于其他模式（未达到对未达到、15.4 ± 2.4个

月、16.9±3.0个月，P值分别为0.003、0.000、0.000），同时这些

患者的OS也优于模式3（未达到对35.2±18.6 个月，P=0.000）

及模式4的患者（未达到对23.8±15.0个月，P=0.000）；模式1

和模式 2的患者OS相近（未达到对未达到，P=0.229），对于

MRD模式 2和模式 3发生疾病进展患者，他们的中位MRD

阴性持续时间只有17个月，MRD转阳后至疾病进展中位时

间为 4.6个月。结论 ①MRD演变模式可以预测MM患者

预后；②规律监测MRD有助于早期检测到疾病进展；③持续

MRD状态应持续MRD阴性至少24个月。

G56. CBS/H2S信号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的表达
及其机制研究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敏敏 李娟 黄蓓晖 邝丽

芬 肖翡 郑冬

目的 检测CBS/H2S信号在骨髓瘤患者体内的表达情

况，并探究其对人多发性骨髓瘤细胞株U266细胞增殖及凋

亡的影响。方法 收集 17例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的骨

髓标本，同期对照收集了26例正常对照骨髓标本，骨髓液分

离单个核细胞并提取其中 RNA，行荧光定量 PCR 检测产

H2S酶CBS及CSE在两组中的表达；CCK-8法检测CBS特

异性抑制剂AOAA及CSE特异性抑制剂PAG对U266细胞

细胞增殖的影响；流式细胞术分析AOAA、PAG及NaHS对

U266细胞周期分布的影响；Western blot检测AOAA、PAG及

NaHS 作用后 U266 细胞凋亡蛋白 caspase-3 的表达情况。

结果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体内CBS和CSE酶均高于正常对

照组，CBS的表达有统计学差异（P<0.001）。CCK-8法检测

AOAA抑制细胞增殖（P<0.01），抑制程度随着浓度的升高而

加强，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增加，PAG 对细胞的增殖并无影

响。AOAA可明显增加G0/G1期细胞比例，降低S期及G2/M

期细胞比例，NaHS可通过减少G0/G1期细胞比例，增加G2/M

期细胞比例从而加速细胞周期进程，但AOAA可抑制NaHS

加速细胞周期进程的作用；经过AOAA处理 24 h后细胞凋

亡蛋白 caspase-3 表达升高，NaHS 处理组 caspase-3 表达降

低，AOAA 与 NaHS 共同处理组 caspase-3 的表达也有所升

高。结论 CBS/H2S信号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高表达，抑

制CBS通路可抑制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通过其产生的

内源性H2S是骨髓瘤细胞增殖的必要条件。

G57. PEG-G-CSF在多发性骨髓瘤自体外周血造血
干细胞动员及预处理后造血重建中的作用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美兰 李娟

目的 探讨PEG-G-CSF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自体外周

血造血干细胞动员及预处理后造血重建中的作用。方法

本文为前瞻性研究，分析2016年3月至2018年6月在中山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内科住院适合移植的多发性骨髓瘤患

者，共入组 33例，随机分为 PEG-G-CSF组（16例）和G-CSF

组（17例），PEG-G-CSF组在动员及预处理后促进造血重建

均使用 PEG-G-CSF，G-CSF 组在动员及预处理后促进造血

重建均使用G-CSF。结果 PEG-G-CSF组和G-CSF组在动

员期间白细胞达峰值时间分别是（3.18±0.39）d 对（4.29±

0.51）d（P=0.000），WBC≥30 × 109/L 比例分别为 17.65%对

6.3%（P=0.014）；动员期间粒缺平均持续时间分别是（3.18±

0.93）d对（2.21±0.70）d（P=0.018）；PEG-G-CSF组患者在动员

过程只需皮下注射一次，而G-CSF组患者平均需注射 12.17

次（P=0.018），减少了患者的痛苦；在预处理后造血重建中，

PEG-G-CSF 组和 G-CSF 组粒系重建时间分别为（10.72±

0.96）d和（9.78±0.52）d（P=0.047），粒系重建时间缩短；两组

血小板重建时间分别为（11.27±0.89）d和（10.11±0.40）d（P=

0.016）；造血重建期间粒缺合并感染的天数，PEG-G-CSF组

为（3.56±1.60）d，而G-CSF组为（2.5±0.72）d（P=0.036）；平均

住院天数方面，PEG-G-CSF组为（24.70±1.42）d，而G-CSF组

为（23.88±0.66）d（P=0.022）；前者平均住院费用（88697.8±

6629.76）元 ，后 者 为（81104.25±2987.81）元（P=0.045）。

结论 PEG-G-CSF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自体外周血造血干

细胞动员中，PEG-G-CSF 组白细胞达峰值时间和程度较

G-CSF组缓和、出现白细胞过高的风险较低，且能缩短动员

期间粒缺的持续时间；在预处理后造血重建方面，粒系和血

小板重建时间缩短、粒缺合并感染天数缩短、平均住院日缩

短及住院费用减少。故PEG-G-CSF在MM患者自体外周血

造血干细胞动员及预处理后造血重建方面具有很好的临床

应用价值。

G58. 新药时代下多发性骨髓瘤的精准积分系统的
建立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3.首都医

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4.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5.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6.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西院；7.桂林医学院；8.河南省肿瘤医院；9.贵州省人民医

院；10.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11.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12.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13.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14.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15.广州陆军总医院；16.中山

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17.南通大学附属医院；18.佛山市第一

人民医院；19.郑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南方医科大学

顺德医院；21.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2.安徽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23.南方大学珠江医院；24.四川省人民医院

黄蓓晖 1 路瑾 2 陈文明 3 李建勇 4 陈丽娟 4 杜新 5 钟

玉萍 6 王晓桃 7 房佰俊 8 王清 9 冯莹 10 庞缨 10 曾慧兰
11 许晓军 12 潘学谊 13 李振宇 14 肖扬 15 马丽萍 16 刘

红 17 黄红铭 17 陈焯文 18 姜中兴 19 吴秉毅 20 谭获 21

翟志敏 22 李玉华 23 陈姣 24 黄晓军 2 李娟 1

目的 建立新药时代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的精准

预后积分系统。方法 回顾性分析自 2008年 01月 01日至

2017年 12月 31日在中国 24家医院诊断并接受含新药方案

治疗的初治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1057例。分析影响患者PFS

和OS的独立预后因素，危险因素的积分系统采用危险度作

为积分进行计算。结果 ISS Ⅲ期、LDH升高、高危细胞遗

传学及HBsAg阳性是影响MM患者 PFS的独立危险因素。

其中高危细胞遗传学2.4分、ISS Ⅲ期为1.6分、LDH>ULN为

1.5分、HBsAg为 1.6分。可将这些患者分为四组：0分为低

危组（239/637，37.5%），中位PFS为 89.8个月；1~2分为中危

组（153/637，24.0%），中位PFS为 35.4个月；3~4分为高危组

（214/637，33.6%），中位 PFS 为 23.4 个月；>4 分为超高危组

（31/637，4.9%），中位PFS为12.9个月，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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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相关性分析提示我们的积分系统与R-ISS分期

有密切的相关性（P<0.001），且可以将 R-ISS 分期Ⅱ期的患

者中进一步分层。结论 新的预后积分系统可以更精准的

将初治骨髓瘤患者进行分层，较R-ISS分期更为细化，可以

进一步将R-ISS分期Ⅱ期的患者进行分层。

G59. 多色流式细胞术表面抗原检测在初诊多发性
骨髓瘤预后评估中的价值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郭子华 毛霞 王滢 阙伊

湄 李登举

目的 探讨 CD9、CD28、CD45、CD56、CD81、CD117 及

CD200这7类常见表面抗原在初诊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

的预后评估中的价值。方法 纳入了采集了196例2011年1

月至 2017年 1月初诊MM患者的流式细胞术结果和其余临

床资料，随访患者预后，对比组间差异。结果 纳入患者的

整体中位生存期（OS）为 38月，将患者依据不同表面抗原分

为阳性组和阴性组后，可见CD9、CD200阳性组患者的WBC

水平明显低于阴性组的患者（P 值分别为 0.002、0.001）；

CD45阳性组患者的HGB水平高于阴性组（P=0.031）；CD81

阳性组患者的BMPCs则明显低于阴性组（P=0.046）；此外，

CD200 阳性组患者的 LDH 水平也显著低于阴性组（P=

0.028）。计算中位OS的组间差异后可见CD200阳性组的患

者生存期略高于阴性组（13个月对 6个月，P=0.054）,其余组

间比较则无明显差异。结论 CD200对于初诊MM患者可

能是预后良好的指标之一，此外，CD9、CD200表达与WBC

水平成明显负相关（P=0.002;P=0.001）；CD45表达与HGB水

平成正相关（P=0.031）；CD81 与 BMPCs 负相关（P=0.046）；

CD200 表达与 LDH 呈负相关（P=0.028）。后续应进行大样

本量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各个表面抗原在MM患者疾病进程

中的作用和影响。

G60. 乳酸脱氢酶与血清轻链比值异常在初诊多发
性骨髓瘤危险度分层中的价值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郭子华 李辉军 耿玉迪

简翠 唐宁 李登举

目的 探讨血清轻链比值（rFLC）和乳酸脱氢酶（LDH）

在初诊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的危险度分层中的价值。

方法 收集 283 例于 2011年 1月至 2015年 12月 在我院初

诊并接受血清 rFLC 检测的MM患者的临床数据，并随访患

者的预后。将这些患者以 rFLC≥100 及 LDH>正常值上限

（ULN）分为4组，探讨组间临床特征的差异及其与预后的关

系。结果 rFLC≥100组与 rFLC<100组的中位生存期（OS）

无明显统计学差异（39个月对57个月，P=0.170），LDH>ULN

组的中位OS明显短于 LDH≤ULN组（18个月对43个月，P=

0.001）。将 rFLC≥100 及 LDH>ULN 视为两个预后危险因

素，可建立一个简单有效的危险度分层。其次，我们发现新

药可明显改善 rFLC≥100和LDH>ULN患者的预后，而传统

化疗只可延长LDH>ULN的患者的预后。结论 依据初诊

患者的 rFLC和LDH的水平可以有效的评估患者的预后，并

且对于有这两个危险因素的患者，选择以硼替佐米和/或来

那度胺为基础的治疗方案更有利于延长患者的生存期。

G61. 多发性骨髓瘤肾损害临床病理分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芳 张珊珊 吴歌 姜中兴

孙玲

目的 分析多发性骨髓瘤（MM）合并肾损害患者的临

床特征，探讨多发性骨髓瘤肾损害的相关因素。方法 选取

2017年1月至2017年12月在我院初诊且最终确诊多发性骨

髓瘤22例，其中男12例，女10例，就诊时平均年龄62岁。收

集此22例患者的临床特征、实验室检查、影像学检查及肾脏

穿刺病理资料，采用SPSS 21.0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结果

以均数±标准差表示，两样本均数采用 t检验，以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①MM 合并肾损害的临床表现

MM合并肾损害的临床表现多样，临床症候群以肾功能不全

最为常见，占72.7%（16/22），同时多伴有高尿酸血症，发生率

占 54.5%（12/22），蛋白尿阳性患者 19例，其中 7例表现为大

量蛋白尿，占 31.8%（7/22），但常常不伴有低蛋白血症，镜下

血尿发生率较低，占 13.6%（3/22）。虽然MM患者多伴有肾

功能衰竭，但B超显示肾脏大小无明显异常，左肾长轴106±

6.8（94~118）cm，右肾长轴106±6.7（94~118）cm。②MM合并

肾损害的病理表现肾脏病理表现多样，以管型肾病最为常

见，22例患者中，肾脏病理示管型肾病8例，管型肾病伴轻链

沉积病4例，轻链沉积病5例，肾淀粉样变性5例。与淀粉样

变性患者相比，管型肾病、轻链沉积病患者贫血相对较

重 [（118.4±12.6）对（94±13.3）g/L，P<0.05]，肌酐升高程度更

明显[（337.7±246.6）对（72±15.7）μmol/L，P<0.05]，本周氏蛋

白阳性率更高（94%对40%），而大量蛋白尿发生率相对较低

（29.4%对40%）。③血免疫电泳轻链检测血免疫电泳轻链阳

性率 86.4%（19/22），λ阳性患者12例，κ阳性患者7例。12例

患者接受尿轻链检测，尿中轻链阳性率为 75%（9/12），其中

尿λ、κ均阳性患者 3 例，尿λ阳性患者 6 例，尿κ阳性患者 3

例。结论 MM合并肾损害患者临床症候群以肾功能不全

最为常见，同时多伴有高尿酸血症，蛋白尿阳性率较高，但临

床表现为肾病综合征状态患者较少。肾脏病理类型多样，其

中以管型肾病最为常见，同时不同肾脏病理类型患者实验室

相关指标均有不同特点。血免疫电泳与尿液中多可检测到

游离轻链，多以λ为主。

G62. 淋巴结转移性低分化癌继发意义未明的单克
隆丙种球蛋白病一例及文献复习
无锡市人民医院 邹志建 孙鸿丽 周新 沈云峰

目的 报道 1例淋巴结转移性低分化癌继发意义未明

的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MGUS）。方法 总结患者病史与

治疗经过，完善相关检查，查阅文献。结果 女性患者，58

岁，因“腰痛一年，头晕面白乏力解泡沫尿两月余”入院。一

年前腰背部疼痛，未重视。两月前出现头晕面白乏力，伴纳

差消瘦，解泡沫尿。入院后患者反复高热，39~41℃，抗感染

效果欠佳。血常规：WBC 9.8×109/L，N 80%，HGB 52 g/L，

PLT 364×109/L，Ret 0.024，CRP 216.3 mg/L，ESR：50 mm/h，

正细胞性贫血。生化：球蛋白 62.3 g/L，白蛋白21.9 g/L。免

疫功能：IgG 31.3 g/L，κ轻链 18.9 g/L，β2-MG：4.63 mg/L。尿

常规：潜血+++，白细胞75.7/μl，蛋白质+，胆红素+。尿生化：

尿β2-MG 41.76 mg/L，尿κ轻链 0.20 g/L。血清蛋白电泳：M

蛋白 13.8%。免疫固定电泳：IgG-κ型M蛋白，λ型轻链。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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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四项：CEA 12.99 ng/ml，CA125 197.70U/ml。骨髓象：成熟

浆细胞 8.5%，增生性贫血。骨髓活检：骨髓增生低下，粒红

巨三系细胞增生伴浆细轻度增多。染色体：46，XX，inv（9）

（p11q12）[10]。流式细胞术、MM预后相关FISH未见异常。

PET/CT 示：①食道中段管壁增厚，SUVMAX3.7，平均 2.2。

②肝脏稍低密度影 24×30mm，SUVMAX9.1，平均 5.6。③左

侧锁骨区、右侧心膈角、双侧膈脚后方、肝胃间隙、肝门区、胰

腺后上方及左侧腹腔多发肿大淋巴结，SUVMAX8.5，平均

4.8。考虑：①肿瘤病变（食道？肝脏？）伴全身淋巴结转移，

②淋巴瘤？4.垂体窝内异常糖代谢增高灶，SUVMAX5.9，平

均 3.9。肝肾功能、HIV、梅毒、肝炎病毒、风湿免疫、胃镜无

异常。尿培养：产酸克雷伯菌，屎肠球菌。多次血、骨髓、咽

拭子培养、T-SPOT阴性。CT定位下后腹膜肿块经皮穿剌：

免疫组化：EMA、AE1/AE3、CD138（+）、Ki- 67 +（60%），

CD79α、CD20、CD3、CD30、CD38、ALK、CD56阴性。诊断：

转移性低分化癌。结论 患者最终腹膜后淋巴结活检，取材

诊断艰难。原发灶不明转移性癌占所有癌症患者 0.5%~

0.7%，30%转移性肿瘤无法明确原发灶，预后差。合并

MGUS更为罕见，临床表现极具混淆。

G63. VCD与VD方案治疗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山西大医院 田卫伟 朱秋娟 贡蓉 王涛 任瑞瑞 边思

成 谢云霞 牛燕燕 贺少龙 王丽娜 崔江霞 安晋

婷 张黎琴 马梁明

目的 比较硼替佐米+环磷酰胺+地塞米松（VCD方案）

与硼替佐米+地塞米松（VD 方案）治疗初治多发性骨髓瘤

（NDMM）患者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方法 回顾山西大

医院血液科 2013 年 1 月至 2016 年 1 月诊治的 73 例 NDMM

患者，根据其治疗方案分为VCD组及VD组，分析两组患者

的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 VCD与VD组总体反应率分别

为 80.5%（33/41）和 78.1%（25/3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804），而完全缓解率在 VCD 组为 36.6%（15/41），VD 组为

15.6%（5/3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6）。中位随访时间

24（1~47）个月，VCD组与VD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分

别为27月和24月，中位生存时间（OS）分别为35月和33月，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有

周围神经炎（PN）、血小板减少、腹泻和便秘，多为1~2级，两

组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 VCD与VD方案

均可作为NDＭＭ患者较好的诱导治疗方案；VCD较VD方

案有更高的完全缓解率。

G64. 多发性骨髓瘤同时合并原发恶性肿瘤六例报
告并文献复习
河南省肿瘤医院 刘希洋 张红梅 林全德 刘玉章 刘

丽娜 梅振阳 宋永平 房佰俊

目的 探讨多发性骨髓瘤同时合并原发恶性肿瘤的多

原发癌临床特征，提高临床工作者对多原发癌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收治的6例明确诊断

为多发性骨髓瘤同时合并原发恶性肿瘤的患者资料，并结合

文献对其临床特征、治疗及转归进行总结。结果 ①6例患

者中，男4例，女2例，平均年龄57.7岁。②多发性骨髓瘤：分

类：IgG型5例；轻链κ型1例；D-S分期：Ⅱ期1例，Ⅲ期5例；

ISS分期：Ⅰ期 1例，Ⅱ期 2例，Ⅲ期 3例。③原发恶性肿瘤：

分类：胃癌1例，乳腺癌1例，肺癌1例，宫颈癌1例，甲状腺癌

1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1例；实体肿瘤分期：Ⅰ期3例，Ⅱ
期2例；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分期为Ⅱ期。④治疗：5例合并

实体肿瘤患者中有4例接受手术治疗，部分患者联合化疗，1

例单纯化疗；合并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患者行化疗。⑤预

后：2例患者治疗中，仍健在，3例死于多发性骨髓瘤进展，1

例死于肺癌进展，中位生存期 38（95%CI 18.68~57.32）个

月。结论 多发性骨髓瘤与原发恶性肿瘤之间的关系目前

虽暂无定论，但二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多发性骨髓瘤同时合并原发恶性肿瘤虽然少见但并不罕见，

临床工作者应该提高认识，多学科协作优化治疗，延长患者

生存期。

G65. 巨噬细胞中PIM等分子的表达在多发性骨髓
瘤中的作用及意义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赵婷婷 吴俣

目的 探讨巨噬细胞中Pim-1、Pim-2的表达程度，骨髓

中PD-1、PD-L1的表达程度与多发性骨髓瘤早期治疗反应和

预后的关系。方法 收集2009年至2014年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初诊多发性骨髓瘤且临床资料完整的患者108例，骨髓组

织使用Opal多标记免疫组化染色，使用抗CD68抗体标记巨

噬细胞，依据CD68与Pim-1、Pim-2的共表达阳性细胞数将

其分为高表达、低表达组。骨髓组织使用Opal多标记免疫

组化染色，检测PD-1、PD-L1在多发性骨髓瘤骨髓中的表达

程度，分析上述分子与多发性骨髓瘤早期治疗反应和预后的

关系。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不同分子表达程度对MM

患者疾病进展和总体生存的影响。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

例风险模型探究影响 MM 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

果 ①骨髓CD68+Pim-2高表达组中位PFS明显低于低表达

组（12.7个月对 37.9个月，P=0.005）；Cox比例风险模型显示

骨髓 CD68+Pim-2 高表达组进展风险明显高于低表达组

（HR=4.21，P=0.001）。②骨髓 CD68+Pim-1 高表达组中位

OS明显低于低表达组（16.2个月对36.1个月，P=0.005）；Cox

比例风险模型显示CD68+Pim-1高表达组疾病进展风险明

显高于低表达组（HR=3.17，P=0.010）。③骨髓CD68+Pim-2

高表达组中位OS明显低于低表达组（18.3个月对49.5个月，

P=0.004）。Cox比例风险模型显示骨髓CD68+Pim-2高表达

组死亡风险明显高于低表达组（HR=3.64，P=0.010）。④骨髓

PD-1 低表达组缓解率（CR/PR）明显高于未缓解率（SD/PD/

relapse），骨髓PD-1高表达组缓解率（CR/PR）明显低于未缓

解率（SD/PD/relapse）（P=0.013）。结论 MM骨髓中巨噬细

胞与Pim-2共表达程度与无进展生存和总体生存期呈强负

相关；MM骨髓中巨噬细胞与Pim-1共表达程度与总体生存

期呈强负相关性。

G66. 改良CTD方案治疗老年多发性骨髓瘤的疗效
观察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 许力 王晗晗 江嘉义 宋玲 李

萨萨

目的 探讨改良CTD方案治疗老年多发性骨髓瘤的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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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及不良反应。方法 将22例初发或复发难治的无法应用

硼替佐米的老年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随机分为2组：10例采用

改良CTD（沙利度胺 100~200mg，qn，CTX 0.5g/d，d1-2，d15-

16；地塞米松 20 mg/d，d1-4，d15-18）方案治疗，12例采用常

规 CTD（沙利度胺 100~200 mg，qn；CTX 0.5 g/d，d1、8、15、

22；地塞米松40 mg/d，d1-4，d15-18）方案化疗，每例接受了4

个疗程后采用EBMT标准并按WHO标准判定疗效及不良

反应。结果 治疗 4 个疗程后，改良 CTD 方案组缓解率为

70%，常规CTD组缓解率为 75% ，两组无明显明显区别（P>

0.05），常规CTD组感染的发生率明显高于改良CTD组（P<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于无法应用硼替佐米

的老年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改良CTD方案有效、安全，优于

常规CTD方案，不良反应轻微，易于耐受。

G67. 硼替佐米家庭治疗模式的初步探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张聪丽 沈恺妮 冯俊

曹欣欣 毛玥莹 张路 李冬竹 周道斌 李剑

目的 研究在中国开展硼替佐米家庭治疗模式的可行

性，并探讨家庭治疗的潜在获益和风险。方法 收集 2018

年 3月至 2018年 7月于北京协和医院参与硼替佐米家庭治

疗的64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治疗及不良反应，并进行问卷调

查。利用0~10分表格对注射易操作性及总体印象进行评分

（分数越高，评价越好）。结果 64 例患者中，男性 37 例

（57.8%），中位年龄为 57（33~74）岁。其中，POEMS 综合征

患者 26例（40.6%），原发性轻链型淀粉样变 20例（31.3%），

初治及复发性多发性骨髓瘤分别有 10 例（15.6%）和 4 例

（6.3%），Castleman病、轻链沉积病、华氏巨球蛋白血症及淋

巴瘤各 1例（1.6%）。64例患者中，初始诱导治疗者为主，占

67.2%（43例），巩固治疗、复发后再诱导治疗及维持治疗者

分别占 15.6%（10 例）、15.6%（10 例）和 1.6%（1 例）。92.2%

（59例）患者选择腹部注射，选择上肢及大腿外侧注射的患

者分别占3.1%（2例）和4.7%（3例）。治疗中仅2例（3.1%）出

现配液或注射剂量错误，无药品摔碎、针头误伤等发生。局

部皮肤不良反应主要为皮肤发红（23.4%）和色素沉着

（21.9%）。药物相关性腹泻发生率为26.6%（17例），1度腹泻

者14例（21.9%），其中2例在既往静脉注射硼替佐米期间同

样存在1度腹泻；2度腹泻者3例（4.7%）。1例（1.6%）出现带

状疱疹。与医院院内治疗相比，每人每次平均节约费用

1050（0~15000）元，平均节约时间15（0~100）h。患者评价的

注射易操作性评分平均为 9（5~10）分。患者对家庭治疗模

式的总体评分平均为 9（5~10）分。结论 在中国推广硼替

佐米家庭治疗模式是可行的。该治疗模式可明显降低医疗

成本及时间成本。应在国内积极推广家庭治疗模式。

G68. PIWIL1对多发性骨髓瘤细胞生物学功能的
影响及其对自噬的调节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王亚君 余婷婷 姚蓝 臧

思斌 吴秋玲

目的 观察不同PIWIL1蛋白表达水平的RPMI8226细

胞生物学功能的差别；研究 PIWIL1 蛋白对 RPMI8226 细胞

自噬的影响，并探讨其可能调节的自噬通路。方法 通过慢

病毒转染法获得PIWIL1基因过表达RPMI8226细胞和阴性

对照细胞，采用RT-PCR和Western-blot分别检测RPMI8226

细胞中PIWIL1 mRNA水平及蛋白水平的表达变化，通过嘌

呤霉素筛选并获得稳定过表达PIWIL1基因的RPMI8226细

胞株和阴性对照细胞；采用 CCK- 8 法检测细胞增殖；

Western- blot 检测 AKT，p- AKT，mTOR，p- mTOR，Beclin1，

LC3II等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 慢病毒转染后，PIWIL1基

因过表达细胞的 PIWIL1 mRNA 水平及蛋白水平与阴性对

照细胞相比明显增高（P<0.001）；CCK-8结果显示，PIWIL1基

因过表达组与阴性对照组相比，过表达PIWIL1基因组细胞

生存率为169.7%（P<0.001）；PIWIL1基因过表达RPMI8226

细胞和阴性对照细胞相比 AKT 蛋白表达水平无明显差异

（P>0.05），p-AKT，Beclin1，LC3II 蛋白表达水平明显升高

（P<0.05），mTOR，p-mTOR 表达水平减低（P<0.05）。结论

RPMI8226细胞过表达PIWIL1基因后，能够促进RPMI8226

细胞增殖及通过不依赖AKT的途径促进RPMI8226细胞自

噬。PIWIL1基因可能通过抑制mTOR、p-mTOR表达水平，

提高Beclin-1的表达水平增强RPMI8226细胞的自噬，但其

可能影响的自噬通路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

G69. NEDD4-1 modulates the resistance of multi-

ple myeloma to bortezomib via PTEN/PI3K/Akt

signaling pathwa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Zhejiang Uni-

versity Xi Huang, Enfan Zhang, Haimeng Yan, Qingxiao

Chen, Zhen Cai

Multiple myeloma (MM) is the second most common he-

matologic malignancy. Proteasome inhibitor bortezomib(Bor)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drugs for treatment of MM which

may eventually develop acquired-resistance to Bor during long-

term treatment. Several researches show thatE3 ubiquitin ligas-

es (E3s) primarily determine the substrate specificity of ubiqui-

tin proteasome system and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Bor resis-

tance of MM. NEDD4-1 E3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Neu-

ral precursor cell- Expressed Developmentally Downregulated

gene 4 (NEDD4) family, was proved to involve in the prolifera-

tion, migration, invasion of cancer cells and the sensitivity of

anticancer therapies. Our curr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role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NEDD4-1 in acquired resistance

of Bor in MM.

G70. 卡培他滨对多发性骨髓瘤细胞MPC-11作用
的体外研究
1.华中科技大学附属梨园医院；2.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

院 韩红 1 杨芬 1 蔡文 1 曾艳 1 陈慧 1 严毅进 2

目的 体外探讨卡培他滨对多发性骨髓瘤 MPC-11 细

胞的作用及对 miRNAs 的影响。方法 以 0、80、160、320、

640、1280 µg/ml浓度的卡培他滨作用于MPC-11细胞 48 h，

用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Annexin V/PI双染色后流式细胞

术检测细胞凋亡；以 IC50浓度的卡培他滨作用于MPC-11细

胞 48 h后应用基因芯片筛选出有差异表达的miRNA，用定

量PCR法进一步验证相关miRNA的表达。结果 卡培他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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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抑制MPC-11细胞增殖及促进细胞凋亡的作用，其作用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呈剂量依赖关系。卡培他滨可引起84个

miRNA 显著性上调，24 个 miRNA 显著性下调；应用定量

PCR法进一步验证MPC-11细胞相关基因的表达，其中miR-

29b、miR-15a表达上调 1.5倍以上，miR-21表达下调 60%以

上。结论 卡培他滨具有显著的抑制多发性骨髓瘤MPC-11

细胞增殖及增加细胞凋亡的作用，其抗肿瘤的机制可能是通

过影响癌基因及抑癌基因miRNAs的表达实现的。

G71. 多发性骨髓瘤小鼠动物模型的建立及卡培他
滨对局部成瘤的影响
1.华中科技大学附属梨园医院；2.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

院 杨芬 1 韩红 1 蔡文 1 曾艳 1 陈慧 1 严毅进 2

目的 建立负载多发性骨髓瘤 MPC-11 细胞的小鼠模

型，观察卡培他滨对小鼠成瘤的影响。方法 取对数生长期

的MPC-11细胞，皮下接种26只Balb/c小鼠。随机将小鼠分

为模型组及卡培他滨治疗组（375 mg/kg），13只/组。卡培他

滨组于接种后48 h开始灌胃给药，给药体积0.2 ml/10g；模型

组给予同等体积的无菌生理盐水，连续观察 2周，并于末次

给药后 1h处死小鼠。完整剥取小鼠局部形成的肿瘤组织，

称瘤重，并计算抑瘤率。用 SPSS14.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学分析。结果 模型组瘤重为（4.14±0.65）g，卡培他滨组瘤

重为（1.36±0.78）g，卡培他滨组与对照的模型组比较，存在非

常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P<0.01。卡培他滨灌胃的抑瘤率达

67.5% 。结论 卡培他滨单药对小鼠MPC-11细胞形成的瘤

组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G72. 髓外浆细胞瘤累及胃肠道一例并文献复习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欧晋平 王清云 岑溪南 王文生

刘微 王莉红 梁赜隐 王倩 任汉云

目的 探讨髓外浆细胞瘤的发病情况、临床表现、治疗

方法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以消化道出血为主要

表现的多发性骨髓瘤合并胃肠道浆细胞瘤病例，结合文献对

髓外浆细胞瘤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影像学及内镜表现、

治疗及预后进行探讨。结果 该病例自诊断多发性骨髓瘤

至30个月时疾病复发，至34个月时出现消化道出血，胃镜病

理提示胃、十二指肠浆细胞瘤，消化道出血不易控制，至 36

个月时死亡。结论 髓外浆细胞瘤发病率低，胃肠道浆细胞

瘤更为罕见，目前治疗手段有限，预后差。

G73. 多发性骨髓瘤自体移植后半年，右下肢麻木、
吞咽困难——移植后髓外中枢复发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王春燕 罗晓丹 郑润辉

谭获

董XX，男，60岁，因间断胸痛1年，右下肢麻木10余天、

吞咽困难 3 d于 2018年 6月 5日入院。1年前无明显诱因出

现右侧胸痛，为持续性刺痛，呼吸时加重，无乏力、无咳嗽、气

促，有发热，体温39°，在我院急诊检查，发现血小板减少、肌

酐升高，怀疑“多发性骨髓瘤”收入我院血液科。检查，血常

规：WBC 6.43×109/L，RBC 3.22×1012/L，HGB 103 g/L，PLT

30×109/L。尿素氮 8.2 mmol/L，肌酐 102.2 μmol/L，总蛋白

90 g/L，白蛋白 27.4 g/L，乙肝表面抗体阳性，LDH 2369 U/L，

羟丁酸脱氢酶 1932 U/L，尿酸 511 μmol/L，尿β2 微球蛋白

13.64 mg/L，免疫八项：IgG 47.94 g/L，IgA 0.0672 g/L，IgM

0.119 g/L，β2微球蛋白 9.87 mg/L，血清蛋白电泳，可见M蛋

白，骨髓穿刺：可见原幼浆细胞11%。骨髓活检：可见弥漫增

生的 CD38/CD138 阳性的浆细胞，免疫组化：CD38/CD138

（+）、MUM-1（+、Lamda（+）、Kappa（－）、CD79a/CD20（－）、

MPO（髓系+）、CD34（－）、CD235a（红系+）、CD56（－）、Ki-67

（约60%+）、EMA（少量+）、CD19（－）、OCT2（+/－）、HMB45

（－）、MelanA（－）。FISH 基因检测：IGH 基因分离重排、

t(14,16)、1q21+、RB1+、P53-、CCND1－。染色体核型分

析：－Y、－13－，del(1p)、del(14q)，del(22q)，dup(7)、dup(12)，

dup(20q)。全身PET-CT：右前第6肋、右后第9肋局灶性骨质

代谢轻度异常活跃灶。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 IgG型，Ⅲ期，

给予 PAD 方案化疗 4 个疗程，评估 nCR，于 2017 年 10 月 30

日开始动员，于 2017年 12月 22日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移植后造血重建顺利，硼替佐米维持治疗。于2018年5月出

现右下肢疼痛麻木，于5月23日检测腰骶椎MR，腰3、4水平

椎管内占位，拟神经鞘瘤？5月28日给予腰3/4椎管扩大、神

经粘连松解、椎管内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浆细胞骨髓瘤。

G74. 记忆性T淋巴细胞亚群和调节性T细胞对多
发性骨髓瘤患者疗效评价和预后评估的意义
南京总医院 施玲玲 翟勇平

目的 分析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外周血记忆性 T

淋巴细胞（Tm）亚群和调节性T细胞（Tregs）在患者疗效评价

和预后评估中的意义。方法 ①对入组的89例MM患者根

据治疗效果，分为治疗有效组（63例）和无效组（18例）；24例

初诊数据作为基线组；30 例健康志愿者作为健康对照组。

②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Tm亚群和Tregs，全自动生化

分析仪检测血清ALB、β2-MG、LDH。结果 ①初治MM患

者的CD4+中央记忆性T细胞（TCM）、CD8+TCM以及CD8+TCM与

CD8+效应记忆性 T 细胞（TEM）比值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CD8+TEM细胞百分比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②有效组患者的

CD4+TCM细胞百分比、CD8+TCM细胞百分比以及CD8+TCM/TEM

比值均较基线组显著升高，而无效组较基线组无显著差异。

有效组的CD8+TCM和CD8+TCM/TEM明显高于无效组。有效组

的Treg/CD4+T与基线组相比显著升高。③根据受试者工作

征曲线（ROC曲线)，CD8+TCM/TEM比值的临界值为 0.27，判断

治疗效果的敏感性为 57.1%，特异性为 94.1%。④MM患者

外周血中的CD4+TCM与血清ALB水平呈显著正相关，与血清

β2-MG、LDH 水平呈显著负相关。结论 ①MM患者处于T

细胞耗竭状态。②有效组的TCM细胞百分比显著增高，说明

有效组患者的T细胞耗竭状态得到逆转。③有效组的Treg

细胞百分比明显升高。④CD8+TCM/TEM比值的临界值取为

0.27时，判断疗效有较高的特异性。⑤CD4+TCM可考虑作为

评价预后的一个指标。

G75. 三种不同化疗方案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
疗效及成本-效果分析
南京总医院 赖婷 翟勇平

目的 比较VCD、CTD、BiCTD三种方案在多发性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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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患者治疗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及成本-效果方面的差异，为

不同患者提供切实有效的治疗方案。方法 138例初治多

发性骨髓瘤患者按不同化疗方案分为A、B、C三组，其中A

组给予 VCD 方案（硼替佐米＋环磷酰胺＋地塞米松）共 63

例，B组给予BiCTD组方案（克拉霉素＋环磷酰胺＋沙利度

胺＋地塞米松）共 44例，C组给予CTD方案（环磷酰胺＋沙

利度胺＋地塞米松）共 31 例。观察 3 组患者的总反应率

（ORR）、高质量缓解率（sCR + CR + VGPR）、完全缓解率

（CR）、总生存期（OS）、无进展生存期（PFS）、不良反应并运

用药物经济学原理进行成本－效果分析。采用SPASS 20.0

软件进行处理。疗效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

各组治疗成本用非参数检验，不良反应分级用列联表分析，

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果 A组、B组、C组4

个疗程后患者总反应率分别为 96.83%、81.82%、64.52%，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高质量缓解率（sCR + CR +

VGPR）分别为 82.5%、59.09%、32.2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三组方案 2 个疗程后的高质量缓解率（sCR+

CR+VGPR）分别为 52.38%、45.46%、16.13%，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04）。感染发生率Ａ组明显高于其他两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8），便秘发生率A组明显高于B、

C 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A、B、C 三组的成

本-效果比分别为 69567.44、20765.12和 21475.48，A、B两组

相 对 于 C 组 的 增 量 成 本 － 效 果 比 分 别 为 165602.32、

18116.07，敏感度分析结果与该结果相符。结论 VCD方案

的临床疗效最佳，BiCTD方案成本－效果优于其他两组，且

不良反应发生率最低，故从药效经济学角度考虑，BiCTD方

案优于其他两组。

G76. 慢性髓性白血病合并多发性骨髓瘤一例报道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金山分院 詹其林 吴福红 詹其

林 吴福红

目的 报道一例慢性髓细胞白血病合并多发性骨髓瘤

的临床表现和疗效。方法 患者，男，71岁，2015年因白细

胞增高，检查骨髓象：慢性髓细胞白血病，核型分析 t(9;22)

(q34;q11.2)；BCR/ABL（P210）融合基因阳性；因经济情况限

制仅仅给予羟基脲口服控制白细胞病情稳定。2017开始由

于伊马替尼进入医保，开始口服伊马替尼400 mg qd，因贫血

伴蛋白尿，收住院进一步检查；2017年8月骨髓象：浆细胞占

14.4%，可见双核/三核。流式细胞结果表明送检标本中见约

5.3%浆细胞，其免疫表型为 CD38++、CD138++、CD56 部

分+、CD19+、CD20+，伴胞内免疫球蛋白Kappa轻链限制性

表达，提示为异常的浆细胞；血清免疫固定电泳：IgG、λ泳道

发现异常单克隆条带，单克隆免疫球蛋白类型为 IgG-λ型。

尿蛋白免疫固定电泳：λ轻链、λ游离轻链泳道发现异常单克

隆条带，尿本周氏蛋白阳性，类型为λ游离轻链型。诊断为

IgG、λ轻链型骨髓瘤。口服伊马替尼 400 mg qd 联合马法

兰+强的松+沙利度胺方案治疗。结果 治疗过程患者出现

心绞痛，心肌梗塞，给予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治疗。2018-1复

查骨髓象：浆细胞 1.5%；流式细胞术检测浆细胞 0.1%，免疫

表型无异常。2018-5 BCR/ABL 29%。目前继续治疗中。结论

慢性髓细胞合并多发性骨髓瘤可以在伊马替尼治疗基础上

联合马法兰+强的松+沙利度胺（MPT）方案治疗。注意患者

血常规及心脏不良反应。

G77. CD27 抗原在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的
阴性表达提示不良预后
北京积水潭医院 褚彬 王宇彤

目的 探讨 CD27 抗原在新诊断多发性骨髓瘤（MM）

中的表达情况以及和疾病预后的关系。方法 采用 8色流

式细胞术检测98例新诊断MM患者骨髓单克隆浆细胞比例

及CD27抗原表达情况，按照CD27抗原阳性和阴性表达分

为两组，分析两组之间临床特点、实验室检查、近期疗效以及

生存各方面是否存在差异。结果 98例患者中有91例可检

测到克隆性浆细胞，流式细胞术检测出的克隆性浆细胞的比

例明显低于形态学结果（15.87%对35.63，P<0.05）。CD27抗

原阴性表达率为 59.34%。CD27－组较CD27+组具有更高水

平的β2微球蛋白（5.30对 3.15 mg/L，P<0.05），并且 ISS Ⅲ期

的比例更高（51.85%对21.62%，P<0.05）。CD27－组13q缺失

的比例明显高于CD27+组（31.48%对 10.81%，P<0.05）。4个

疗程诱导化疗后，CD27－组达到深层缓解（CR+VGPR）的比

例明显低于CD27+组（27.78%对48.39%，P<0.05）。中位随访

10（5~24）个月，CD27－组疾病无进展生存期较CD27+组患者

明显缩短（11个月对16个月，P<0.05），CD27－组2年总生存

率明显低于 CD27+组（80%对 97%，P<0.05）。结论 CD27

抗原在新诊断MM中的阴性表达提示不良预后。

G78. Multiple myeloma cell- derived IL- 32γ in-

creases the immunosuppressive function of macro-

phages by promoting 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

(IDO) expressio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School of Medicine, Zhejiang

University Haimeng Yan, Donghua He, Xi Huang, Enfan

Zhang, Zhen Cai

Obj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wa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IL-32 in MM and to further eluci-

date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IL-32–mediat-

ed immune function of MΦs. Methods We detected the ex-

pression of IL-32 in bone marrow biopsy samples using immu-

nohistochemistry. Quantitative real- time PCR, western blot

analysis and immunofluorescence were applied the measure

the expression of IL-32, IDO and PR3. We detected the global

transcriptional profile of the IL-32γ- treated MΦs by RNA se-

quencing (RNA-Seq). Immunoprecipitation (IP) and GST pull-

down experiments was applied to confirm the binding affinity

of PR3 for IL-32. We silenced PR3 expression in MΦs using

siRNA targeting PR3 and created IL-32-knockdown MM cells

by transfection of IL-32 shRNA. CD4+ T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L-2, IFN-γ and TNF-α production were measured by flow cy-

tometry. Results First, we found that high IL-32 expression

in MM patients was associated with more advanced clinical

stage and higher serum β2- microglobulin levels. Several iso-

forms of IL-32 were detected in MM cells, and IL-32γ was the

most active subtype. RNA sequencing revealed that IL-32γ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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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ficantly induced the production of the immunosuppressive

molecule 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 (IDO) in MΦs, and this

effect was verified at the protein level. Furthermore, IL- 32-

knockdown MM cells showed less ability than control MM

cells to promote IDO expression. As a binding protein for IL-

32, proteinase 3 (PR3) was universally expressed on the sur-

face of MΦs, and knockdown of PR3 or inhibition of the

STAT3 and nuclear factor κB (NF-κB) pathways hindered the

IL-32γ-mediated stimulation of IDO expression. Finally, IDO-

positive IL-32γ-educated MΦs inhibited CD4+ T cell prolifera-

tion and IL-2, IFN-γ and TNF-α production in response to acti-

vation. Conclusion Our study showed that MM cell-derived

IL-32γ induced IDO production in MΦs through PR3 and the

downstream STAT3 and NF-κB pathways, resulting in the sup-

pression of the proliferation and effector function of CD4 + T

cells. High IL-32 expression in MM may contribute to an im-

munosuppressive microenvironment by upregulating IDO pro-

duction in MΦs, promoting MM progression.

G79. 伴有低水平 dFLC的原发性轻链型淀粉样变
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仇钰 张聪丽 沈恺妮

苏薇 冯俊 张路 曹欣欣 李剑

目的 总结受累轻链与非受累轻链水平的差值

（dFLC）<50 mg/L的原发性轻链型淀粉样变患者的临床特征

及生存情况，同时对针对这部分患者的新型血液学评价标准

的预后意义进行了验证。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协和医院

自 2011年 4月至 2017年 10月诊断的具有完整 sFLC数据的

原发性轻链型淀粉样变患者的一般情况、临床资料及随访信

息，其中 dFLC< 50 mg/L组 74例，dFLC≥50 mg/L组 248例。

结果 两组患者的诊断时年龄、性别并无差异。dFLC<50

mg/L组的完整M蛋白更常见（68.7%对 39.0%，P<0.001），并

且M蛋白水平更高（4 g/L对 0，P=0.040）。相比于 dFLC≥50

mg/L的患者，dFLC<50 mg/L患者的心脏受累相对少见（P<

0.001）；而这部分患者肾脏病变通常更多见且更严重，主要

表现为 24 h尿蛋白更多（P<0.001）。dFLC<50 mg/L组患者

的 PFS（未达到对 16.0个月，P<0.001）及OS（未达到对 41.0

个月，P<0.001）均比dFLC≥50 mg/L组更长。另外我们也验

证了在基线 dFLC≥20 mg/L 的患者中，达到 CR 或低 dFLC

PR患者的OS更佳（未达到对 19个月，P=0.005）。结论 初

始dFLC<50 mg/L的原发性轻链型淀粉样变患者通常表现出

独特的临床特征及生存结局。我们认为针对dFLC<50 mg/L

而≥20 mg/L 的患者治疗目标应为获得血液学 CR 或低

dFLC PR 以达到更佳的生存及器官缓解。

G80. 非 IgM型意义未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症
临床分析：201例单中心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赵艾琳 王季诺 苏薇

徐腾达 周道斌 曹欣欣 李剑

目的 探讨非 IgM型意义未明的单克隆免疫球蛋白血

症（MGUS）患者的临床特征及疾病转归。方法 选取北京

协和医院2014年3月至2018年6月共201例新诊断为非 IgM

型 MGUS 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其基线临床特征并随

访。结果 非 IgM型MGUS患者中男性 119例（占 59.2%），

中位诊断年龄为 55（26~89）岁，70岁以上 28例（占 14.0%）。

IgG型共 150例（占 74.6%），IgA型共 47例（占 23.4%），双克

隆型3例（占1.5%），IgD型1例（占0.5%）。轻链类型中，κ型

98例（占48.8%），λ型103例（占51.2%）。中位基线M蛋白水

平为2.5（0.1~21.6）g/L，M蛋白<5 g/L共135例（占67.1%），M

蛋白5~15 g/L共55例（占27.4%），M蛋白>15g/L占5.5%（11/

201）。游离轻链比值异常共 40例（占 26.0%）。依据梅奥危

险分层：低危患者85例（占56.0%），低中危46例（占30.2%），

以及中高危21例（占13.8%）。共30例患者行FISH检查，遗

传学高危患者共11例（占36.7%），其中P53基因缺失9例（占

30%），1q21扩增 3例（占 10%）。中位随访时间 12（0~71）个

月，只有1例 IgGλ型患者进展为MM。另外还有20例患者具

有进展型M蛋白（诊断 12月内M蛋白增加超过 25%），其中

4 例患者随访中 M 蛋白增加超过 5g/L。结论 非 IgM 型

MGUS以 IgG型最为常见，以低危型患者为主，进展率低。

G81. 内皮素-1促进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成骨分化的实验研究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林全德 房佰俊 刘丽娜 刘玉

章 周健 张䶮莉 宋永平

目的 研究内皮素-1（ET-1）诱导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成骨分化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 分离、培

养及鉴定 MM 患者及健康成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

MSCs），分别检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和健康成人BM-MSCs

的 EDNRB 表达情况，观察 ET-1 对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BM-

MSCs成骨诱导分化的影响，将细胞分为4组：对照组（未诱

导组）细胞接种于不含成骨诱导体系的DMEM培养基中；

诱导组细胞接种于含成骨诱导体系的 DMEM 培养基中；

ET-1组细胞在诱导组细胞接种于含成骨诱导体系的DMEM

培养基中加入ET-1，终浓度为 100nmoL；联合组细胞在成骨

诱导培养体系 DMEM 培养基中分别加入 ET-1 和 BQ788。

RT-PCR检测各组细胞RUNX-2和BMP-2基因表达情况，茜

素红染色实验观察各组细胞钙质结节形成情况，判断成骨分

化影响。结果 RT-PCR检测结果显示，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BM-MSCs 细胞中 EDNRB 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健康成人

（P<0.01），通过不同组细胞观察ET-1对MM患者BM-MSCs

成骨诱导分化结果提示，在 ET1 组细胞中，RUNX-2 和

BMP-2基因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和诱导组（P<0.01），

但RUNX-2和BMP-2基因水平的升高，在联合组细胞（加入

了EDNRB抑制剂BQ788）中却受到显著抑制（5824对2186、

3698 对 1216，P<0.01），从而提示我们，ET- 1 可能通过

EDNRB促进多发性骨髓瘤患者BM-MSCs向成骨细胞诱导

分化，此分化作用可以受到EDNRB抑制剂BQ788的抑制而

降低。通过茜素红染色发现，在成骨诱导培养14 d后，在诱

导组细胞及ET-1组细胞均可见到钙盐沉积现象，且ET-1组

细胞的钙盐沉积现象比诱导组细胞更加明显，而对照组和

联合组则均未观察到明显钙盐沉积现象。结论 ET-1可能

通过 EDNRB 促进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间充质干细胞向成

骨细胞诱导分化，而BQ788则对其成骨诱导分化具有抑制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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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82. M蛋白相关范可尼综合征的治疗及肾脏转归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吴遐 曹欣欣 张路 周

道斌 李剑

目的 探究M蛋白相关范可尼综合征的治疗现状及相

应的肾脏转归。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北京协和医院2000年

1月至 2018年 6月诊断为M蛋白相关范可尼综合征的 22例

患者的基线临床资料、治疗选择、血液学疗效、肾小球滤过功

能及小管功能变化，并分析不同治疗的预后及其对肾脏功能

的影响。结果 22例患者的中位年龄为49（30~76）岁，其中

男性8例（36.4%）。M蛋白类型方面，IgG 6例（27.3%），轻链

型 11 例（50%）。20 例（90.9%）患者的轻链类型为κ型。其

中，7例（31.8%）为多发性骨髓瘤继发。22例患者诊断时中

位 eGFR为 66（13~126）ml/min/1.73m2，中位 24 h尿蛋白定量

为 3.08（0.08~10.26）g。治疗方面，12 例（54.5%）选择化疗，

其中 7 例使用基于硼替佐米的化疗。中位随访 35.5（2.5~

92.8）个月，化疗患者的肾功能改善（△eGFR%）显著高于非

化疗患者[（8.24±5.53）% 对（12.05±22.46）%，P=0.026]。与其

他治疗相比，使用硼替佐米能获得更好的血液学疗效（P=

0.038）；同时还能获得更好的肾小管功能改善（P=0.004）。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使用硼替佐米治疗为肾小管功

能改善的独立影响因素（OR=64.056，P=0.012）。结论 在M

蛋白相关范可尼综合征中，化疗可以改善患者的肾功能。基

于硼替佐米的化疗在获得更好的血液学疗效同时，还能显著

改善患者的肾小管功能。基于硼替佐米的化疗应成为M蛋

白相关范可尼综合征的一线治疗。

G83. RISS分期与 IMWG危险分层在新诊断的适
合移植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的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李健 刘薇

隋伟薇 邹慧慧

目的 探讨RISS分期、IMWG危险分层及这两种预后

分层所涉及的预后因素，对新诊断的适合移植的多发性骨髓

瘤（MM）患者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体生存期（OS）的影

响，进一步探讨这两种预后分层方法适用性。 方法 对 73

例新诊断的采用新药诱导治疗、一线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

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①中位随访

时间为47.6个月；②单因素分析：LDH高于正常高值、P53缺

失比例≥45%、1q21+对PFS及OS的预后影响均有统计学意

义。Cox多因素分析中1q21+失去了其对PFS影响的统计学

意义；③按照 ISS分期Ⅰ、Ⅱ、Ⅲ期患者的比例分别为21.9%，

38.4%，39.7%，PFS 分别为未达到，41 个月，49 个月（P=

0.046）；5 年 OS 分别为 87%，54%和 69%（P=0.550）；按照

RISS 分期：Ⅰ、Ⅱ、Ⅲ期患者的比例分别为 13.7%，61.6%，

24.7%，PFS分别为 58、61、35个月（P=0.005）；5年OS分别为

89%、70%、48%（P=0.168）；按照 IMWG危险分层：低危组、中

危组、高危组比例分别为8.2%、61.6%、31.1%；PFS分别为未

达到、58个月、35个月（P=0.004）；5年OS分别为82%、72%、

50%（P=0.103）；④对于比重较大的RISS-Ⅱ期的患者，伴有

高危遗传学因素[17p－,1q21+,t(4,14)以及 t(4,16)]划分为 A

组，不伴有高危遗传学因素为B组，2组间PFS分别为61、32

个月（P=0.200），5年OS分别为 89%、40%（P=0.040），其中B

组似乎和RISS-Ⅲ期生存接近。结论 对于适合移植的多发

性骨髓瘤患者，RISS分期及 IMWG危险分层能够很好评估

预后；相比于 ISS分期，能够更有效的区分出预后极差和预

后良好的患者；是否可将RISS-Ⅱ期伴有高危遗传因素患者

划在RISS-Ⅲ期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G84. The effect of exosome derived from multiple

myeloma cell on the proliferation and osteoblastic

differentiation of BMSCs from multiple myeloma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Zhaoyun Liu,

Hui Liu, Yanqi Li, Qin Shao, Jin Chen, Jia Song, Rong Fu

Aim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bone marrow stromal

cells (BMSCs) and multiple myeloma(MM) cells plays a cru-

cial role in MM pathogenesis by cell contact , secreting growth

factors, cytokines and extracellular vesicles. Exosomes are se-

creted by almost all cell types, which are recently reported to

mediate local cell- to- cell communication by transferring

mRNAs, LncRNAs, and proteins. Compelling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BMSC- derived exosomes induce proliferation, mi-

gration, survival, and drug resistance of MM cells. However,

whether MM cell-derived exosome also play a role in prolifera-

tion and function in BMSC remains unclear. Here we investi-

gated the effect of MM cells-derived exosomes on the prolifer-

ation and osteoblastic differentiation capability of BMSC from

MM patients. Methods Twenty-seven newly diagnosed MM

patients (19males and 8 females) were enrolled in this study.

Isolation of MM cell-derived exosomes were isolated by previ-

ous method. BMSCs were cultured with either RPMI- 8226

cells-derived exosomes or PBS for 72h. CCK-8 and Flow cy-

tometry was used to observe cell proliferation and cell cycle.

The cell cycle associated protein levels of cyclin D1, cyclin E,

p21, and p27 were tested by western blot. ELISA kit of IL- 6

was performed to detect the IL-6 level in the cell culture me-

dia. In addition, the mRNA expressions of osteocalcin (OCN),

Osterix and Runx2 were detected in MM cell- derived exo-

somes co-cultured with BMSCs group. PCR and western blot

was carried out to test the OCN, Osterix and Runx2 level after

72h. After 21 days of culturing in the osteogenic induction me-

dia, the BMSC cells were stained with von Kossa and alkaline

phosphatase(ALP) to investigate the mineralization in the

cells. Furthermore we characterized LncRNA transcripts by us-

ing RNA-seq analyses of ribosomal RNA-depleted total RNA

from MM cell- derived exosomes. Results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BMSCs in S and G2 phase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MM cells- derived exosomes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cell cycle associated pro-

tein levels of cyclin D1, cyclin E were increaed, but p21, and

p27 were decreaed. The exosomes promote cell proliferation

by down reg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p27, p21 and upregulat-

ing cyclin D1, cyclin E. MM cells-derived exosomes promoted

IL-6 secretion by BMSCs after 72h of co-culture. In addition,

the expressions of osteocalcin(OCN), Osterix and Runx2 were

decreased in MM cell-derived exosomes co-cultured with 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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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s group. The BMSC cells were stained with von Kossa and

ALP after 21 days,Compared to the control group, exosomes

suppress the differentiation(mineralization) of BMSCs into os-

teoblasts. LncRNAs were enriched in exosomes derived from

myeloma cells and similar to the producer myeloma cell by

LncRNA- seq analysis(Average of RPMK Cell: Exo=37.02:

15.86). Totally, 17973 and 17778LncRNAs were found in MM

cells and exosomes, respectively. Comparison of the cellular

LncRNA to exo-LncRNA levels(SRPBM>1)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s well as length distribution. The PCR validation of

MALAT1, BLOC1S5, RMRP, RN7SL1 and RUN5A- 1 were

performed in 27 MM patients that the relative mRNA levels

between MM cells and MM cells- derived exosome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Taken together, MM cells-

derived exosomes may be as a communicator by carrying

LncRNA in the cross talking between MM cells and BMSCs,

induce proliferation and poor osteoblastic differentiation of

BMSC cells.

G85. Adiponectin inhibits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maturation of osteoclasts via mTOR pathway in

multiple myeloma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Zhaoyun Liu,

Hui Liu, Yanqi Li, Yangyang Wang, Fu Mi, Chenhuan Xiang,

Jia Song, Rong Fu

Objective Adiponectin has been shown to be associated

with subsequent MM risk in a prospective investigation among

174 MM patients and 348 controls. Adiponectin also has been

shown to prevent MBD in myeloma mice model. AdipoR1 is

the receptor of Adiponectin and widely expressed in osteoclast

precursor cells.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of adipose cyto-

kines (visfatin, leptin, and adiponectin) with multiple myeloma

bone disease(MBD) and explore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 of

adiponectin on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maturation of osteoclasts

in Multiple Myeloma(MM). Methods He levels of visfatin,

leptin and adiponectin were measured in serum(n=39) and

bone marrow(n=20)in newly diagnosed multiple myeloma pa-

tients and in serum(n=20)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Their rela-

tionships between the index of myeloma tumor load and bone

disease such as carboxy- terminal cross- linking telopeptide of

type I collagen(CTX), osteocalcin (OCN) and procollagen I

amino- terminal propeptide(PINP) were analyzed. Bone mar-

row mononuclear cells (BMMCs) were extracted and used to

inducing into osteoclasts in vitro with nuclear factor κB recep-

tor activating ligand (RANKL) and macrophage colony-stimu-

lating factor (M-CSF). The number of mature osteoclasts were

also examined by TRAP positive staining. RT- 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s of RANKL, OSCAR, TRAP and Ca-

thepsin K genes. Flow cytometry (FCM)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s of AdipoR1 on the surface of osteoclast precursors

(CD14 + monocytes) and phosphorylation of mTOR pathway

related proteins mTOR and 4EBP1.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linear correlation between leptin, visfatin and the in-

dexes of myeloma tumor load and bone disease. Serum adipo-

nectin level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newly diagnosed mul-

tiple myeloma patients (12.37±3.13 µg/ml)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n=20) (13.75±1.02 µg/ml).There is a significant nega-

tive linear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diponectin and

β2- microglobulin, the percentage of plasma cell of bone mar-

row, the serum creatinine. The serum and bone marrow level

of adiponectin in MBD stage A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MBD B/C stage. There is a positive linear correlation relation-

ship between the adiponectin and osteocalcin. Adiponectin in-

hibits the osteoclasts differentiation and maturation. The num-

ber of maturation osteoclasts in adiponectin group was less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diponectin also inhabits the mRNA

level of osteoclast differentiation and maturation related factor-

RANKL, OSCAR, TRAP and Cathepsin K. Flow cytometry

showed that adiponectin increased the expression of AdipoR1

on the surface of osteoclast precursor (26.21 ± 4.27)% vs

(29.86 ± 6.23)% (P<0.05) and reduced the expression of p-

mTOR (7.89±1.00)% vs (5.91±1.26)%(P<0.05) and p-4EBP1

(26.78±5.00)% vs (22.49±4.24)%(P<0.05). Conclusions The

level of serum adiponectin was correlated with multiple myelo-

ma and multiple myeloma bone disease. Adiponectin inhibits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maturation of osteoclasts in vitro from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Further, Adiponectin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AdipoR1 on the surface of osteoclast precur-

sor cells, and then reduce the phosphorylation levels of mTOR

and 4EBP1 proteins which is involved in mTOR signal path-

way, which resulting in inhibi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matu-

ration of osteoclasts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G86. The short- term effect of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s chidamide and valproic acid on NF-κB

pathway of multiple myeloma cells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Zhaoyun Liu,

Qian Jing, Yangyang Wang, Yanqi Li, Fu Mi, Chenhuan Xiang,

Rong Fu

Aims Histone deacetylase (HDAC) inhibitors have be-

come one of the research hotspots in the treatment of multiple

myeloma (MM). And the high expression of NF- κB in MM

cell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the occurrence and de-

velopment of MM.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determine the

short-term effects of HDAC inhibitors chidamide and valproic

acid (VPA) antimyeloma cells and their effects on NF-κB and

its mechanisms. Methods We measured the HDAC activity

of Chidamide (1 μmol/L) and 1 mM VAP to the MM, The pro-

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MM cells U266 cells were cultured

with chidamide (0.5, 1, 2, 4, 8 μmol/L)or VPA（0.5, 1, 2, 4

mmol/L) for 6 h and 48 h respectively, and RPMI8226 cells

were cultured with Chidamide（0.5, 1, 2, 4, 8 μmol/L) or VPA

（0.25, 0.5, 1, 2, 4 mmol/L) for 6 h and 48 h .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P-IKKα/β, NF-κB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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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κBα in U266 cells were cultured with chidamide (2 μmol/L)

or VPA (1 mmol/L), RPMI8226 cells were cultured with chi-

damide (2μmol/L) or VPA (0.5 mmol/L) at different time 0, 2,

4 and 6 h rspectively.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

damide and VPA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cells HDAC ac-

tivity,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at 6h, but inhibited cell

HDAC activity,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d apoptosis at 48 h fol-

lowed with drug concentration. What’s more, the expression

of IκBα increased gradually along with the time, conversely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NF-κB P65 and P- IKKα/β gradually

decreased. Therefore, we consider that HDAC inhibitors chi-

damide and VPA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and promote apopto-

sis of MM cells in the long-term (48 h), however, there has lit-

tle effect on cells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in a short- term

(6 h). Interestingly, we found that in the short-term (2-6 h), the

NF-κB hyperactive state could be inhibited by the P-IKKα/β-

IκBα- NF- κB p65 pathway. Conclusion HDAC inhibitors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 NF- κB pathway- related proteins

P-IKKα/β, NF-κB p65, IκBα in tumor cells at early stage(6 h)

which means the effect may depends on the non-histone acety-

lation in the cytoplasm, rather than the epigenetic reprogram-

ming caused by changes in the transcriptome in the nucleus.

This may lead to the advantage of inhibiting cell growth and

promoting drug susceptibility by blocking the NF-κB pathway

at an early stage when HDAC inhibitors are combined with oth-

er drugs in the treatment of MM.

G87. 靶向多种肿瘤相关抗原的自体肿瘤特异性T

细胞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研究
安徽省立医院 薛磊 王兴兵

目的 初步探讨靶向多种肿瘤相关抗原（NY-ESO-1、

MAGEA3、MAGEA4、PRAME、Survivin 和 WT-1）的自体肿

瘤相关抗原特异性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TAA-CTL）治疗多

发性骨髓瘤（MM）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入组的 3 例

MM患者，1例CR（女，60岁，IgG k轻链型）、2例复发（1例

57 岁男性为 lamda轻链型，1 例 67 岁女性为 IgA lamda轻链

型）。抽取患者外周血，培养DC并附载多种骨髓瘤相关抗

原混合多肽，将 DC 与自体外周血单个核细胞共培养，制

备 TAA-CTL，3~4 周后回输，回输前予以 CTX 预处理（300

mg/m2，d1-3）。流式细胞术检测 TAA-CTL 的表型特征，

ELISpot 检测回输前后患者外周血 TAA-CTL 的活性。

结果 每个患者接受 2~3 次 TAA-CTL 回输，每次（4.11~

11.90）×107个细胞/m2。全部 3 例患者输注过程中和输注后

无明显的不良反应。1例CR患者，目前仍为CR（9.5个月，随

访中，口服沙利度胺维持治疗）。1例 67岁女性复发患者回

输后疗效评价为 SD（9个月，随访中，口服沙利度胺维持治

疗）。1例57岁男性复发患者，回输前胸部骨痛明显，回输后

骨痛缓解，疗效评价为SD，口服沙利度胺维持治疗，7个月后

入外院继续化疗（具体方案不详）。TAA-CTL 表型检测提

示：TAA-CTL以CD3+T为主，且为表达效应记忆T细胞和中

枢记忆T细胞。利用ELISpot实验动态检测患者外周血SFC

（斑点形成细胞）变化，提示随着时间推移，SFC曲线逐渐升

高，后逐渐回落，平均最高峰发生在输注细胞后 3~4 周。

结论 靶向多种肿瘤相关抗原的自体 TAA-CTL 治疗 MM

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并初步显示其临床疗效。因入组病例

较少，其安全性和疗效有待于扩大样本和随访时间进一步

研究。

G88. Long non-coding RNA AC09331.2 reg-
ulates RBM39 stability and suppresses my-
eloma tumorigenesis
Rui- Jin Hospital,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Jia Tong, Hua Yan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statistics that the incidence of mul-

tiple myeloma（MM）is next to lymphoma and leukemia and

ranks third in the hematological system malignant tumors. MM

is a malignant proliferation of bone marrow plasma cells (PCs)

in the hypoxic bone marrow micro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highly heterogeneous genetic background and clinical

course, and whose pathogenesis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Thus,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identify biomarkers and thera-

peutic targets for this disease.Long non- coding RNA (ln-

cRNAs) are a large class of non-protein-coding RNA, involved

in many physiological cellular and genomic processes as well

as in carcinogenesis, cancer metastasis and invasion. lncRNAs

have been implicated in hypoxia/HIF-1-associated cancer pro-

gression through largely unknown mechanisms. We used RNA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to detect the lncRNAs which were

related with hypoxia in MM cell lines. We detected 20 up-regu-

lated lncRNAs and 6 down-regulated lncRNAs both in RPMI

8226 and LP- 1cells. After functional verification in vitro, we

identified the up- regulated lncRNA AC09331.2 was regulated

by HIF-1α and could promote proliferation and inhibit myelo-

ma cell apoptosis, so we studie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un-

derlying the effects of AC09331.2.Using the RNA- Pull-

down technique combind with protein mass spectrometry, we

acquired that the AC09331.2 might interact with the protein

RBM39. RNA pull- down assay showed that RBM39 protein

could be co-precipitated by an in-vitro-transcribed biotinylated

AC09331.2 sense transcript, but not by the AC09331.2 anti-

sense transcript. RBM39 a U2AF- related splicing factor that

serves as a coactivator for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s NF-κB and

is involved in nuclear receptor- dependent alternative splic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C09331.2 and RBM39 was once

again verified by RNA immunoprecipitation assay. We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AC09331.2 is binding to the 1-240 nt region

of RBM39 protein. Down- regulating or over- expression of

AC09331.2 had no effects on the mRNA level of RBM39.

Then, we proved that AC09331.2 inhibited RBM39 degrada-

tion through ubiquitination. Down- regulating RBM39 could

inhibit the activation of mTOR and NF-κB signaling pathway

and the same effects were detected in the cells which knock

down the AC09331.2. Furthermore, overexpression of RBM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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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rescue the cell phenotype after knockdown the lnc

AC09331.2, suggesting that lnc AC09331.2 might present its

biological function via RBM39.In summary, we demonstrated

that lnc AC09331.2 is a novel lncRNA regulated by HIF-1 in

human myeloma cells and found that lnc AC09331.2 promote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hibits cell death.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HIF-1 downstream target lncRNAs helps our understanding of

pathogenic mechanisms of myeloma and may lead to discov-

ery of new therapeutic modalities against myeloma.

G89. 下调去泛素化酶OTUB1可以降低 c-Maf 的蛋
白稳定性并诱导MM细胞凋亡
苏州大学 徐宇嘉 毛新良

目的 寻找抑制 c- Maf 泛素化修饰的去泛素化酶

（Dubs），并探究其作用机制。方法 ①利用质谱学方法分

析与c-Maf相关蛋白，寻找可能存在的Dub；②运用放线菌酮

和蛋白质免疫印迹方法及免疫共沉淀检测OTUB1对 c-Maf

稳定性和半衰期及泛素化的影响；③利用荧光素酶为报告基

因分析OTUB1对 c-Maf转录活性的影响；④制备OTUB1的

慢病毒并侵染多发性骨髓瘤细胞，探索过表达OTUB1对内

源性 c-Maf蛋白表达以及对多发性骨髓瘤细胞增殖和凋亡

的影响；⑤构建稳定表达 c-Maf报告基因系统及OTUB1的

细胞株，筛选OUTB1抑制剂，检测该抑制剂对MM细胞株增

殖凋亡的影响；⑥裸鼠体外成瘤实验检测候选化合物对荷瘤

小鼠肿瘤生长的影响。结果 ①质谱学分析 c-Maf的免疫

共沉淀复合物，发现其中被识别了 5个OTUB1的特异性肽

段，提示 OTUB1 可能与 c-Maf 结合；②在 HEK293T 和 MM

细胞中过表达OTUB1和c-Maf，co-IP检测到OTUB1和c-Maf

结合，过表达OTUB1抑制 c-Maf 多聚泛素化；③构建 c-Maf

特异性响应单元驱动的荧光素酶报告基因系统检测OTUB1

对 c-Maf的转录活性的影响，结果发现OTUB1能抑制 c-Maf

的转录。④OTUB1慢病毒侵染MM细胞后，c-Maf蛋白水平

上调，细胞增殖加快。⑤小分子化合物库筛选OTUB1抑制

剂发现化合物C可以显著下调 c-Maf转录活性。⑥化合物C

腹腔注射荷瘤裸鼠 3 周后，与对照组相比肿瘤生长显著抑

制。结论 OTUB1能够与 c-Maf结合，并抑制 c-Maf的多聚

泛素化。敲低OTUB1可以下调内源性的c-Maf，抑制高表达

c- Maf 的 MM 细胞的增殖，促进 MM 细胞凋亡。并且，

OTUB1抑制剂化合物C可以抑制异体移植MM的裸鼠肿瘤

生长，这些结果提示靶向OTUB1能够促进 c-Maf蛋白的降

解，抑制 OTUB1活性可能是治疗MM的手段之一。

G90. 原发性轻链型肝脏淀粉样变的临床及预后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张乐乐 李剑 张聪丽

沈恺妮 冯俊 张路 曹欣欣 周道斌

目的 探讨原发性轻链型肝脏淀粉样变的临床特点及

预后因素，提高对原发性轻链型肝脏淀粉样变的认识。方

法 回顾性分析 2007年 3月至 2018年 4月北京协和医院确

诊的452例原发性轻链型淀粉样变患者的临床资料，筛选出

肝脏受累患者总计 100 例（22.1%），利用 Kaplan-Meier 曲线

绘制患者生存曲线，利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

分析。结果 100例患者中，男性64例（64.0%），中位年龄60

（37~75）岁。中位 ALP 值 219（39~2367）U/L，中位 TBil 值

22.4（2.1~410.7）μmol/L。中位 dFLC 值为 48.0（4.4~3411.2）

mg/L。合并其他一个及以上重要脏器（心脏、肾脏、胃肠道、

周围神经）受累的患者为92例（92.0%）。在83例接受治疗患

者中，接受ASCT者 10例（12.05%），接受以硼替佐米、马法

兰或免疫调节剂为主的化疗患者数分别为 42例（50.60%）、

21例（25.30%）、和 10例（12.05%）。在中位随访 31个月后，

100例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为 40个月。2012梅奥分期 1/2/3/4

期患者的中位 OS 分别为未达到、未达到、13 个月和 3 个月

（P<0.05）。同时，胆红素正常患者的中位OS也明显高于胆

红素升高患者（未达到对13个月P<0.05）。多因素Cox风险

回归分析发现2012年梅奥分期（HR=2.02，95%CI 1.40~2.91，

P<0.001）与胆红素升高与否（HR=0.39，95%CI 0.19~0.82，P=

0.013）是OS的独立预后因素。结论 2012梅奥分期及胆红

素水平是判断原发性轻链型肝脏淀粉样变患者预后的重要

因素。

G91. 年轻女性骨髓瘤患者骨病发生率显著低于其
他患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张丹凤 潘崚 牛挺 郑宇欢

目的 探求多发性骨髓瘤（MM）骨病发生的流行病学

特点。方法 临床回顾性分析多中心MM患者骨病信息，包

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患者 762例，美国患者 304例。不同组

别间骨病发生率差异采用卡方检验（Chi-square）进行比较。

骨病发生率与MM患者其他指标之间的关系采用One way

analysis of variance（ANOVA）和卡方检验进行计算。不同人

群差异骨病发生率的分子机制通过MM基因表达谱生物信

息学分析获取，相关调控由信号通路富集分析（Pathway

enrichment analysis）获取。目的基因在MM骨髓中的表达由

Opal Multiplex IHC试剂盒检测确定。结果 以 55岁分组，

低于55岁的年轻女性MM患者骨病发生率显著低于高龄女

性、低龄男性或高龄男性；该三组患者骨病发生率无显著差

异。基于该临床现象，我们推测某（群）基因在低龄女性中特

异性表达，且与MM骨病发生相关。生物信息学建模筛选

后，我们获得唯一基因MAST4表达满足上述要求。MM表

达MAST4。信号通路分析提示：MAST4可与PTEN相互作

用，影响PI3K/Akt信号通路和下游众多破骨细胞（Osteoclast,

OC）活化因子表达，从而与骨病发生相关。结论 低龄女性

（例如低于55岁的女性）MM患者具有显著低水平的骨病发

生率。该现象的机制可能与MAST4在不同MM患者中的差

异表达造成。高水平MAST4可能通过PTEN抑制众多破骨

细胞活化因子表达，造成骨病发生率降低。

G92. 25例浆细胞白血病临床特征分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李晋萌 张津京 李艳

目的 探讨我院浆细胞白血病（PCL）的临床特征、疗效

反应及预后，以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

年 8月至 2018年 1月就诊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5

例诊断为浆细胞白血病患者初治时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

及治疗反应。结果 原发性浆细胞白血病 18例，继发性浆

细胞白血病 7例；男性 13例，女性 12例，男、女比例 1.08∶1，

中位发病年龄 55岁（32~71岁）；乏力 18例（72.0%）、体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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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15 例（60.0%）、骨痛 13 例（52.0%）、脾脏肿大 11 例

（44.0%）、淋巴结肿大 8例（32.0%）、贫血貌 8例（32.0%）、发

热 7 例（28.0%）、出血 6 例（24.0%）、肝脏肿大 3 例（12.0%）。

13例行免疫表型检测，13例均表达浆细胞相关抗原CD38、

CD138，不表达前B淋巴细胞抗原（CD10、CD21）和T淋巴细

胞相关抗原（CD3、CD4、CD8、CD25）；4 例行染色体核型检

查，2例为正常核型，2例出现克隆性异常改变；2例行FISH

检测，其中 1例存在 13q-，RB1基因缺失。14 例应用硼替佐

米为基础的方案中，总有效率 71.4%，其中 2 例完全缓解

（CR），2例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6例部分缓解（PR）；7

例应用常规化疗患者中曾有3例PR，2例没有评估疗效，2例

诊断1个月内死亡；4例患者单药沙利度胺，联合地塞米松或

百士欣治疗，其中 1例稳定（SD），1例没有评估疗效，2例在

诊断2.5个月内死亡；14例应用硼替佐米为基础的化疗ORR

率明显高于11例非硼替佐米组（P=0.047）；所有患者中位生

存时间为10.2个月，原发性和继发性浆细胞白血病的中位生

存时间分别为16.0、3.1个月（P=0.008），3个月生存率分别为

77.4%和 42.9%；应用硼替佐米联合化疗组中位生存时间为

10.8个月，较传统化疗组8.7个月及单药沙利度胺组的2.2个

月生存期延长（P=0.831）。结论 PCL作为高度恶性的血液

系统肿瘤，临床表现多样，免疫表型以及细胞遗传学异质性

大，生存期短，原发性浆细胞白血病患者中位生存时间较继

发性浆细胞白血病患者要延长。新药硼替佐米联合化疗提

高了反应率，生存期较传统化疗及单药沙利度胺延长，为患

者提供了新的治疗希望。

G93. The effects of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a-

tion with matched sibling donor versus autologous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newly diagnosed mul-

tiple myeloma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Ya

Tan, Jieping Chen

Objectives To compare the effects of the use of allo-

HSCT from a matched sibling donor which includes single allo-

HSCT, non- myeloablative allo- HSCT and prior ASCT fol-

lowed by non- myeloablative allo- HSCT from a matched sib-

ling donor (ASCT- allo- HSCT), versus ASCT which includes

single ASCT and prior ASCT followed by other ASCT (tandem

ASCT) in patients with MM with regard to overall survival

(OS), event- free survival(EFS), complete remission(CR), re-

lapse rate, adverse events and quality of life. Methods We

searched the Cochrane Central 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CENTRAL) (The Cochrane Library 2014, Issue 10), MED-

LINE (from 1966 to 20 October 2014), EMBASE (from 1974

to 20 October 2014), CBM (from 1978 to 20 October 2014) and

Metaregister of controlled trials (from 1998 to 20 October

2014) with searching of abstracts from conference proceedings

(from 1990 to 20 October 2014). We also handsearched rele-

vant references of all identified trials and Chinese Society of

Hematology (from 1980 to 20 October 2014). Selection crite-

ria: We included prospective 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s compar-

ing allo- HSCT from a matched sibling donor which includes

single allo-HSCT, non-myeloablative allo-HSCT and ASCT-al-

lo-HSCT with ASCT which includes single ASCT and tandem

ASCT, which assigned participa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MM

according to Mendelian randomization. Mendelian randomiza-

tion is a method to address the lack of randomized evidence in

standard controlled trials, which assigned participates accord-

ing to whether or not a participant had a matched sibling donor

available. Because having or not having a matched sibling do-

nor is a matter of chance, which is determined by random as-

sortment of genes at the time of gamete formation and concep-

tion. This process can be used as a surrogate for randomization

to reduce bias if randomization is not possibl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wo review authors independently assessed trials

and extracted data. We used the standard methodological proce-

dures expected by 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 except assess-

ment of risk of bias. We removed the domains of sequence gen-

eration and allocation concealment as these domains are not

available for the study design which applied‘Mendelian ran-

domization’. Results We included five trials which compared

prior ASCT followed by non-myeloablative allo-HSCT from a

matched sibling donor (ASCT-allo-HSCT) with prior ASCT fol-

lowed by another ASCT (tandem ASCT), consisting of a total

of 1623 patients. Overall, the risk of bias in the included studies

was high. The combined HRs for overall survival (OS) (5 trials,

1623 patients, HR=1.02, 95% CI 0.87 to 1.19, P=0.83, low

quality of evidence) and event- free survival (EFS) (5 trials,

1623 patients, HR=1.01, 95% CI 0.91 to 1.13, P=0.790, very

low quality of evidence) did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ly favor

ASCT- allo- HSCT or tandem ASCT. Substantial heterogeneity

was detected in analysis of OS and EFS, which could not be ex-

plained by subgroup and sensitivity analyses. However, the

pooled data showed a higher complete remission (CR) (5 trials,

1202 patients, RR=1.28, 95% CI 1.12 to 1.47, P=0.0004, low

quality of evidence) and lower relapse rate (2 trials, 449 pa-

tients; RR=0.84; 95% CI 0.74 to 0.94, P=0.002, very low quali-

ty of evidence) in ASCT-allo-HSCT group compared with tan-

dem ASCT group. Moderate heterogeneity was detected in the

analysis of CR, which may be explained by a trial in which dif-

ferent states of patients were included. We also detected sub-

stantial heterogeneity in the analysis of relapse rate, but the in-

consistency could not be explained. Due to the lack of data, we

did not perform meta- analysis for all adverse events except

treatment-related mortality (TRM).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ly increase in TRM in the ASCT- allo- HSCT group (5

trials, 1493 patients, RR=3.22, 95% CI 2.22 to 4.67, P<0.001;

moderate quality of evidence). One trial reported complete data

on incidence of grade Ⅲ and Ⅳ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GVHD) for ASCT-allo-HSCT group. The incidence of grade

Ⅲ and IV GVHD in this trial was 11%. One trial reported com-

plete data on cumulative incidence of II, Ⅲ and IV GVHD for

ASCT-allo-HSCT group wchish was 43% at 120 days. Data on

incidence of fatal or life- threatening infectious co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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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not reported in any trials included in

our review. Conclusions There is no evidence for proving a dif-

ference in OS and EFS between ASCT-allo-HSCT and tandem

ASCT. The currently available evidence suggests that ASCT-al-

lo- HSCT increases CR and reduces relapse rate, but also in-

creases TRM compared to tandem ASCT. However, due to low

methodological quality of included trials and unexplained het-

erogeneity, it is difficult to draw robust definitive conclusions.

Further trials comparing ASCT-allo-HSCT with tandem ASCT

may well affect the conclusions. Additionally, future trials

should report outcomes for specific subgroups of patients by

age, stage and the type of induction regimen and focus on the

effects of ASCT or allo-HSCT on patients' quality of life.

G94. 多发性骨髓瘤细胞遗传学异常的回顾性分析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王存邦 吴静 杨珂 苏淼 张海

英 潘耀柱 葸瑞 吴涛 白海

目的 探讨多发性骨髓瘤（MM）的细胞遗传学及分子

细胞遗传学特点。方法 86 例患者采用荧光原位杂交

（FISH）技术进行分子细胞遗传学分析，对其中 20例MM患

者应用常规G显带方法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结果 FISH

检测结果显示：68例MM患者检测出分子遗传学异常，总检

出率为79.07%（68/86）。IgH基因断裂重组、1q21位点扩增、

D13S319、RB1、P53基因缺失的总检出率分别为62.79%（54/

86）、26.74%（23/86）、24.42%（21/86）、13.95%（12/86）和

1.16%（1/86），IgH阳性率较其他探针的阳性率明显增高（P<

0.01）。 68 例患者中，IgH 基因断裂重组的总阳性率为

79.41%（54/68）。68例患者中，1q21位点扩增的总检出率为

33.82%（23/68）。68例患者中，D13S319基因缺失的总检出

率为 30.88%（21/68）。68例患者中，RB1基因缺失的总检出

率为17.65%（12/68）。RB1探针更多的是与其他探针合并阳

性（P<0.01），单一探针阳性率与2个以上探针阳性率之间存

在相关性（P<0.05），其中以与 D13S319 探针合并阳性为著

（P<0.05）。68例患者中，P53基因缺失仅检出 1例 3个探针

阳性患者，检出率为 1.47%（1/68）。20例染色体核型检查，

正常17例，异常3例。染色体正常患者中有15例FISH 检测

阳性，染色体核型异常的患者中有2例FISH 检测阳性。IHC

联合 FISH 技术检出率 80%，而染色体 G 显带技术检出率

10. 0%，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大部分

MM患者FISH检测异常，且具有明显的异质性；染色体核型

检测与FISH分析结合，可提高异常的检出率, 为临床诊断及

治疗MM 提供帮助。

G95. hepcidin可作为评估多发性骨髓瘤疗效和预
后的指标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黄走方 郝

牧 毛雪涵 安刚 邱录贵

目的 探索 hepcidin与多发性骨髓瘤（MM）临床特征、

疗效及预后的关系。方法 用酶联免疫吸附方法检测初诊

MM患者血清中hepcidin含量，探索其是否与临床指标有相

关性，并随访患者治疗和进展情况，了解hepcidin与疗效、预

后的关系。结果 66例初诊MM患者血清中位 hepcidin含

量 109.94（1.97~245.59）U/mL。hepcidin 血清含量在男女性

别、DS分期、ISS分期、AB组、有无染色体异常、有无髓外浸

润比较无统计学差异（P>0.05），与年龄、白细胞计数、血小板

计数、血清肌酐水平、乳酸脱氢酶水平、β2微球蛋白含量、骨

髓原始幼稚浆细胞比例、血清铁蛋白水平没有相关性（P>

0.05），与血清 IL-6水平呈正相关（相关系数0.378，P=0.027），

与血红蛋白含量呈负相关（相关系数-0.252，P=0.041），在无

肾损害的 A 组病例中相关性更强（相关系数-0.336，P=

0.014），而在B组无显著相关。前3个疗程未达VGPR患者，

hepcidin 含量高组显著高于 hepcidin 含量低组（40.0%对

10.5%，P=0.035）。hepcidin含量高组和hepcidin含量低组的

3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6%、33%（P=0.055）。 结论 hepci-

din 与 MM 特别是无肾损害组患者的血红蛋白水平呈负相

关，提示 hepcidin参与MM贫血发生。IL-6可能上调 hepci-

din。hepcidin血清含量高的MM患者治疗反应差，无进展生

存率低。hepcidin可作为预测MM疗效的指标，在MM分层

治疗中有参考价值。

G96. 调节性T细胞及树突状细胞在多发性骨髓瘤
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南京市第一医院 杨丹 周璇 倪伟 张秀群 张学忠

徐燕丽

目的 研究调节性T 细胞（Treg）及树突状细胞（DC）在

多发性骨髓瘤（MM）发生发展及预后评价中的作用。方

法 应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外周血 Treg 细胞和 mDC 及 pDC

细胞占CD4+T细胞比例；统计实验数据。整理临床指标，采

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根据变量的类型采用不

同的统计学指标。逐层分析比较患者 Treg 细胞和 mDC 及

pDC细胞的水平与对照组的差异及不同分期、不同疾病状态

及临床指标组间的差异，并作二者及其与临床指标的相关性

分析。结果 ①Treg 细胞在 MM 患者中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1）, 且复发组和移植组患者Treg细胞均较稳定组升高

（P<0.05）；在不同分期、不同疾病状态及临床指标组间的

Treg细胞表达无明显差异性。②DC在MM患者与对照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但不同疾病状态分组中，移植后组mDC较

对照组升高，且 pDC复发组较对照组明显降低（P<0.05）；在

不同分期中DC表达无明显差异性；临床指标分组中，在性

别和血小板数量组间，女性或PLT（≤100）的MM患者外周

血mDC和 pDC比例明显下降（P<0.05）；在血红蛋白含量和

白蛋白组间，HGB（≤100）和低白蛋白组的MM患者外周血

mDC 较低（P<0.05），且 IgA 型 mDC 较 IgG 型明显降低。③
在相关性研究发现外周血mDC与血红蛋白、白蛋白成正相

关和β2 微球蛋白成负相关（r=0.431，P=0.012；r=0.352，P=

0.033；r=－0.351，P=0.036），Treg细胞与DC及相关临床指标

不存在相关性。结论 Treg细胞在MM发生发展有着重要

的作用，对疾病预后有一定的价值。DC在MM患者中对疾

病严重程度及对临床疗效有一定预测作用。

G97. 靶向BCMA的CART细胞治疗复发多发性骨
髓瘤疗效分析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李志超 陈琳军 郭若冰

张文皓 马立元 邓晓辉 刘传绪 陶荣 朱杨 马玉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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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思国

目的 探讨靶向B细胞成熟抗原（BCMA）的嵌合受体

抗原T细胞（CART）治疗复发多发性骨髓瘤的疗效、不良反

应。方法 回顾性分析 3 例复发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经

CART治疗后的临床资料，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第 1例

患者CART治疗后出现一过性发热，考虑存在细胞因子释放

综合征（CRS），对症治疗后缓解，目前随访 10个月，评估病

情达到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随访过程中发现存在低

免疫球蛋白血症；第 2 例患者 CART 治疗后，目前随访 8 个

月，评估病情获得完全缓解（CR），随访过程中发现存在低免

疫球蛋白血症；第 3例患者CART治疗后出现发热，考虑存

在CRS，托珠单抗治疗后缓解，目前随访 3个月评估病情为

部分缓解（PR）。结论 靶向BCMA的CART细胞是治疗复

发难治多发性骨髓瘤的有效方法，不良反应可控，尚需要继

续随访以评估长期疗效。

G98. 泊马度胺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的研
究进展
兰州军区总医院 范枝俏 白海

多发性骨髓瘤是好发于中老年人的浆细胞恶性克隆增

殖性疾病，目前仍不能治愈。近年来，免疫调节剂和蛋白酶

体抑制剂的广泛使用，使得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取得了很大

进展。但几乎所有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最终都对这些药物

不耐受。因此，对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就显得尤

为重要。研究显示第三代免疫调节剂泊马度胺对复发难治

性多发性骨髓瘤具有活性，所以本文总结了泊马度胺的作用

机制、泊马度胺治疗伴/不伴不良细胞遗传学标记的复发/难

治性多发性骨髓瘤以及合并肾功能不全的复发/难治性多发

性骨髓瘤的临床试验结果，为临床更好的应用泊马度胺治疗

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提供理论依据。

G99. CART19/BCMA序贯治疗难治复发多发性骨
髓瘤引起凝血异常一例报道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 蒋洁 蒋依憬 黄红铭

目的 报道一例难治复发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在

CART19/BCMA序贯治疗过程中的临床治疗经验，便于临床

治疗工作进一步的开展。方法 患者在输注CAR-T细胞后

即出现高热，低血压、低氧血症和窦性心动过速，随后给予了

患者退热、扩容及吸氧治疗。第5天开始出现左下肢股静脉

的巨大血栓，PT和APTT的明显延长和进一步恶化加重致睾

丸高度水肿。密切观察血常规、凝血象、肝肾功能、CRP、血

清铁蛋白、细胞因子表达水平，予以多学科会诊，积极抗凝

（利伐沙班，后改为低分子肝素），并及时补充凝血因子、纤维

蛋白原、血小板等成分。另外，细胞因子 IL-6等在第 6天激

增，第8天达到峰值。患者分别在这两天接受了托珠单抗治

疗。结果 患者生命体征控制平稳，第 5 天使用利伐沙班

后，患者左腿肿胀无明显改变，PT、APTT逐渐缩短，第 9天

PT、APTT基本正常，改为低分子肝素抗凝。后患者左腿腿

围逐渐缩小，在第 16天血栓消失，IL-6迅速降至较低水平，

一般情况好转。最终患者平安度过了CRS期，并在体内测

得了稳定复制的CAR-T细胞。结论 MM的CAR-T治疗过

程中需要密切观察病情变化、血常规及出凝血指标。建议关

注CAR-T治疗前对患者全身评估以及易栓症指标的检测，

以期为后期治疗提供参考。在CRS期的监测中要警惕凝血

功能异常尤其是血栓的形成。

G100. 中国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超二倍体的遗传学特
征及对高危遗传学预后影响的单中心前瞻性初步
研究
南京军区总医院 梅建刚 翟勇平

目的 研究中国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超二倍体及

其并存高危遗传学的特征及预后，并探讨超二倍体并存高危

遗传学对现有MM危险分层的影响，以及中国MM超二倍体

检测新方法模型的建立。方法 我中心于 2013 年 8 月至

2018年2月期间入组了201例初诊MM患者，以沙利度胺或

硼替佐米为基础进行诱导治疗。我们应用浆细胞磁珠分选

结合间期荧光原位杂交（MACS-iFISH）检测患者的细胞遗

传学，收集临床基线及预后相关资料，分析超二倍体及其并

存高危遗传学的临床和遗传学特征，以及超二倍体对高危遗

传学患者预后的影响。结果 MM细胞遗传学异常的检出

率为97.5%，其中超二倍体的检出率为50.7%，非超二倍体的

检出率为 46.8%。超二倍体并存高危遗传学[del(17p), t(4;

14), t(14;16), +1q21]的检出率为33.8%。生存分析结果显示

非超二倍体患者相比于超二倍体患者，高危遗传学患者相比

于标危遗传学患者的中位无进展生存（PFS）和总生存（OS）

均显著较差（P<0.05）。值得注意的是，高危遗传学并存超二

倍体的患者中位PFS和OS相比于高危遗传学不并存超二倍

体的患者显著较好（P<0.05），但相比于标危遗传学患者，其

中位PFS和OS显著较差（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

果显示，非超二倍体、高危遗传学、骨髓浆细胞比例≥30%和

血清乳酸脱氢酶≥250U/L 为独立的不良预后因素（P<

0.05）。结论 本研究显著提高了中国MM超二倍体的检出

率（由9.3%提高至50.7%），发现超二倍体常与高危遗传学并

存，超二倍体的存在有利于改善与之并存的高危遗传学的不

良预后。我们建议通过多中心超二倍体检测模型的建立，来

证实超二倍体并存高危遗传学对中国MM患者预后分层的

影响。

G101. 浆细胞内含类棒状小体的多发性骨髓瘤一例
江西省人民医院 谭小平 张水生

患者骨髓象：骨髓增生减低，可见骨髓小粒。红系增生

较明显，以中、晚幼红细胞增生为主，成熟红细胞呈缗钱状排

列。浆系统增生异常，幼稚浆细胞占 1.25%，异常浆细胞占

13.00%，该类细胞个体较小，包膜不完整，核型圆形或椭圆

形，多偏位，核染色质粗网状结构，部分可见 1~2个核仁，胞

质界限不清，泡沫感不明显，染成灰蓝色或淡红色，可见数条

或数十条紫红色类棒状小体。此浆细胞还成团出现，成团出

现该类细胞类棒状小体可见，但没单个散在明显。该类细胞

过氧化酶染色阴性。正常形态浆细胞占 5.00%。实验室检

查：尿常规：尿蛋白（++），尿本周氏蛋白阳性。肝功能：血浆

总蛋白70.6 g/L，白蛋白56.6 g/L，球蛋白16.2g/L。免疫球蛋

白定：IgG3.31，IgA0.25，IgM0.17，轻链κ 1.36，λ 0.37。血清蛋

白电泳：α1 3.1、α2 11.1、β10.1、γ+M 6.4，考虑κ型 M 蛋白血

症。免疫分型：异常浆细胞增殖疾病。结合临床资料、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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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学检查、影像学检查及相关实验室检查诊断为：IgGκ型

多发性骨髓瘤。多发性骨髓瘤浆细胞出现类棒状小体较少

见。该类细胞胞质内可见数条或数十条紫红色类棒状小体，

且该类还成团出现。综合既往学者相关报道，我们认为将此

类细胞命名为含类棒状小体的浆细胞更合适，也可以做为诊

断多发性骨髓瘤的指标之一。

G102. 伴13q14缺失的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临
床特征和治疗反应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刘延方 白俊俊 张琳 郝倩倩

王冲 侯降雪 郭程娱 廖林晓 孙慧 孙玲 汤平 王

萌 姜中兴 万鼎铭

目的 探讨伴13q14缺失的初诊多发性骨髓瘤（MM）患

者的临床特征和治疗反应。方法 回顾性分析郑州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血液科 2014 年 8 月到 2017 年 12 月收治的初诊

MM患者251例，利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检测其染色

体异常情况，13q14缺失组采用含硼替佐米方案及传统方案

化疗。结果 251 例 MM 患者中 13q14 缺失组 80 例，13q14

缺失组初诊时血钙、β2微球蛋白、骨髓浆细胞较正常组高，血

红蛋白、血小板较正常组低，初诊时多见于疾病Ⅲ期，化疗4

个疗程后，缺失组患者血钙、β2微球蛋白、球蛋白、单克隆蛋

白水平始终较正常组略高（P>0.05），且 13q14 缺失组伴发

p53缺失（4.38%）、IGH重排（35.06%）、1q21扩增（31.87%）的

比例高于未缺失组（P＜0.001）。含硼替佐米方案与传统化

疗方案相比，1个疗程后及 4个疗程后单克隆球蛋白下降速

率（76.06%对37.50%，91.41%对43.34%）更显著，中位随访时

间 14.0（0.5~43.5）个月，硼替佐米组中位PFS显著长于传统

方案组（29.0个月对10.6个月，P＜0.05）。结论 13q14缺失

组较正常组初诊时肿瘤负荷高，且易合并预后不良基因，含

硼替佐米方案较传统化疗方案治疗反应好。

G103. VTD方案治疗一例艾滋病合并多发性骨髓
瘤3年随访
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 许景艳

目的 报道 1 例艾滋病合并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发病

情况、临床特征、诊断及治疗要点。方法 2015 年 3 月我院

收治 1 例 57 岁男性艾滋病合并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临床特

点以胸、背部疼痛2月，双下肢活动障碍为主。经骨髓穿刺、

免疫固定电泳、核磁共振检查、血、尿轻链等检测确诊为多发

性骨髓瘤 IgAλ型（Ⅰ期），HIV抗体阳性，CD4淋巴细胞计数

300个/µl。先后给予高效抗逆转录病毒（依非韦伦+齐多夫

定双夫定；恩曲他滨+依曲韦林+达芦那韦；阿扎那韦+恩夫

韦肽+马拉韦罗+拉替拉韦）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采用

VTD 方案（硼替佐米1.3mg/m2 皮下注射 d1、4、8、11，地塞米

松 20 mg d1~2、d4~5、d8~9、d11~12，沙利度胺 200 mg/d）。

结果 患者VTD方案治疗2个疗程临床症状缓解，4个疗程

后达完全缓解，给予VTD方案维持治疗4个疗程后改沙利度

胺 200 mg/d维持治疗，2018年 3月复查骨髓浆细胞<5%，血

免疫固定电泳阴性，血清FLC比率正常，CD4淋巴细胞计数

711个/µl。结论 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是目前有效的抗

艾滋病治疗方法，艾滋病合并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经高效抗逆

转录病毒及硼替佐米治疗后免疫功能增强，对化疗的耐受性

提高，预后明显改善，是否有协同作用有待临床更多的病例

研究。

G104. 国产硼替佐米昕泰®抗多发性骨髓瘤细胞体
外活性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许杰 郝牧

邱录贵

目的 为验证国产硼替佐米与原研药的等效性，对比原

研与国产硼替佐米体外抗多发性骨髓瘤（MM）细胞活性的

能力。方法 以原研硼替佐米（万珂）为阳性对照，国产硼替

佐米（昕泰）为实验组，PBS 为阴性对照。采用 MM 细胞系

OCI-MY5和ARP1，软琼脂克隆实验法测定不同浓度硼替佐

米抗MM增殖作用；流式细胞术检测ARP1细胞G1期细胞，

测定不同浓度硼替佐米对MM周期的阻滞作用；采集初治

（n=10）及复发难治（n=3）MM患者骨髓标本，免疫磁珠分选

CD138+与CD138-细胞，不同浓度硼替佐米处理后，台盼蓝染

色法检测不同时间点细胞活率，观察药物杀伤的靶向性。

结果 与原研药相比，国产硼替佐米能有效抑制OCI-MY5

和ARP1骨髓瘤细胞增殖；国产硼替佐米对ARP1细胞G1期

有显著阻滞作用，与原研药无差异；国产硼替佐米（昕泰）对

初治及复发难治多发性骨髓瘤患者CD138+细胞具有靶向性

抑制作用，不同浓度与不同时间点均与原研药无差异；国产

硼替佐米和原研药与阴性对照均有显著性差异。结论 国

产硼替佐米（昕泰）与原研药（万珂）相比，体外抗多发性骨髓

瘤细胞增殖作用、细胞周期阻滞作用、靶向性抑制作用一致。

G105. PHLPP2蛋白和MAPK蛋白在骨髓瘤中的
表达及相关性
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晶 江妍霞 陈国安

目的 分析骨髓瘤中 PHLPP2蛋白和MAPK蛋白异常

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方法 ①实验材料：选取

2013年至2018年于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病理诊断的多

发性骨髓瘤组织石蜡标本。②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

PHLPP2 蛋白、MAPK 蛋白的阳性表达情况。③骨髓瘤中

PHLPP2表达强度与MAPK的表达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①30例骨髓瘤组织中PHLPP2蛋白阳性率为 39%。骨髓瘤

Ⅲ级与Ⅰ、Ⅱ级相比，PHLPP2蛋白阳性表达率的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P<0.05），但 I 级与Ⅱ级间的差异无显著（P>

0.05）。骨髓瘤转移组PHLPP2蛋白的阳性表达率及阳性强

度明显低于非转移组。相关分析结果表明PHLPP2与病理

分级、临床分期呈负相关。②MAPK蛋白表达的强度与病理

分级、临床分期呈正相关关系。③骨髓瘤组织中PHLPP2蛋

白和表达强度呈明显负相关。结论 ①PHLPP2 蛋白异常

表达在骨髓瘤的进展中有重要作用，检测PHLPP2的表达有

助于判断病情与预后。②MAPK在骨髓瘤中的高表达可能

与骨髓瘤的发生发展有关。③PHLPP2蛋白、MAPK可作为

骨髓瘤进展的肿瘤标记物。

G106. Cyclophosphamide, thalidomide and dexa-

methasone versus melphalan plus dexamethasone

for AL amyloidosis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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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ing Hospital, Air Force Medical University Baojian Liu,

Shiren Sun, Yan Wang

Objective Clinical analysis of treatment of amyloidosis

in Chinese by combination of cyclophosphamide, thalidomide,

dexamethasone and melphalan.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the AL amyloidosis patients who treated with MD or

CTD as initial regimens between June 2012 and January 2018

at our hospotal. Results In the final analysis, 38 patients re-

ceived CTD and 30 received MD regimens. All of them had bi-

opsy- proven amyloidosi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

cant differences in the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age,

male/female, renal function, involved organs, the level of free

light chain, mayo clinic staging and so on. The overall hemato-

logical response rates in CTD and MD groups were 69.0% vs

68.0% (P=0.940), including complete response (CR) 27.6% vs

8.0% (P=0.140). The estimated median overall survival (OS)

was neither reached in both groups and showe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170). The median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were 36 months vs 14 months(P=0.240) in CTD and

MD groups, respectively. Five patients(29.4%) achieved cardi-

ac response in CTD group compared six patients(31.6% ) in

MD group. And more remarkable, CTD regimen showed a ten-

dency of achieving higher renal response (47.1% vs 33.3%, P=

0.280) and response more rapidly.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effects were fatigue, anemia, nausea/vomit, syncope, neutrope-

nia, constipation, and no serious adverse events were observed

in our study.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first study on discuss-

ing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TD and MD regimens in de-

tails. Although this is a retrospective and negative study with

some limitations, it may provide the therapeutic schedul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here patients can’t afford bortezomib

or melphalan.CTD regimen may be a safe and effective thera-

py and not inferior to the standard oral MD.

G107. 多发性骨髓瘤合并淀粉样变性一例的诊断与
治疗
安徽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 张睿

患者，男，63岁，主诉：反复乏力，腹胀 1年余，加重伴双

下肢水肿1个月。查体：血压103/54 mmHg，体型消瘦，面色

晦暗，舌体肥大，双肺呼吸音减低，腹部膨隆，移动性浊音阳

性，双下肢中度凹陷型水肿。辅助检查：血常规：WBC 7.8×

109，HGB 72 g/l，PLT 80×109，尿常规提示尿蛋白+++，24 h尿

蛋白定量 2.4 g，心肌酶谱提示：CK-MB 86 u/L，肌钙蛋白

1.04 ng/ml，肌红蛋白 163 ng/ml，BNP 9876 pg/ml，骨髓细胞

学提示原始浆细胞 13.5%，骨髓病理符合浆细胞肿瘤，血尿

免疫固定蛋白电泳可见 IgG λ 单克隆条带，腹部彩超提示胆

囊壁增厚，两肾弥漫性病变，心脏彩超提示左室壁增厚；肾脏

活检提示刚果红染色阳性，皮肤活检刚果红染色阳性。故诊

断多发性骨髓瘤 IgG λ型，继发淀粉样变性（累及皮肤，心脏，

肾脏），治疗上予以PD方案治疗。淀粉样变性是由于淀粉样

蛋白 沉积在细胞外基质，造成沉积部位组织和器官损伤 的

一组疾病，可累及包括肾、心脏、肝、皮肤软组 织、外周神经、

肺、腺体等多种器官及组织。其中系统性轻链（AL）型淀粉

样变性是临床最常见的一 种系统性淀粉样变性。约10%～

15%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可以出现继发性轻链型淀粉样变，

此类患者临床表现为多器官 受累，病情重，进展快，治疗困

难，病死率高。

G108. 抗CD38抗体Daratumumab治疗复发/难治
性原发性轻链型淀粉样变2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1.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2.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

医院 高愫 1 张聪丽 2 李剑 2 严晗 1 孙春艳 1 胡豫 1

目的 探讨抗CD38抗体Daratumumab（Dara）治疗原发

性轻链型（AL 型）淀粉样变患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报道 2 例 AL 型淀粉样变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诊疗经过并对

AL型淀粉样变治疗现状及Dara在其中的临床应用情况进

行文献复习。结果 例1，患者，男性，60岁，因“运动后喘气

5月余，加重 1月余”入院。临床及实验室检查确诊为AL型

淀粉样变，伴心脏受累。给予 1个疗程VCD方案后疾病进

展，改为VRD方案 1个疗程后获得部分缓解（PR）但出现心

功能不全症状且逐渐加重同时出现肾脏累及。调整为

Dara+Rd方案2个疗程后患者血清游离轻链迅速下降获得非

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及心脏和肾脏的脏器缓解。例 2，

患者，男性，57岁，因“乏力、双下肢水肿 2年”入院。临床及

实验室检查确诊为AL型淀粉样变，伴心脏受累。给予 3个

疗程VCD方案后血液学病情稳定，调整为VRD方案 5个疗

程后获得PR。但3个月后患者疾病进展，调整为Dara+Rd方

案1个疗程后获得完全缓解（CR），患者共接受7个疗程该方

案治疗，获得心脏缓解且维持 CR 状态。两例患者在接受

Dara+Rd治疗过程中均未诉注射相关不良反应及药物不良

反应。结论 对于复发/难治AL型淀粉样变患者，Dara可快

速降低血清游离轻链水平并改善脏器受累症状，及时早期应

用可为患者带来更多获益，避免重要脏器出现不可逆损害。

目前应用Dara治疗AL型淀粉样变的效果已获得初步肯定，

但需进行大规模随机对照试验来进一步证实Dara对AL型

淀粉样变患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以期为AL型淀粉样变的

治疗提供更安全、有效的途径。

G109. 154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基因突变相
关临床特征及预后的研究
中日友好医院 李振玲 高丽 黄媛 马一盖 龚明 黄

泛舟 张春霞 高亚玥 张辉

目的 研究本中心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的

分子生物学特征及其与临床特征、转归及生存的相关性，探

讨 MDS 的发病分子学基础。方法 回顾 2011 年 12 月至

2018年1月本中心诊治的MDS患者共154例，搜集其病例基

本信息、临床分型、IPSS、IPSS-R评分、MDS相关基因突变检

测结果、治疗、转归及生存等。分析初诊时基因突变情况及

其与年龄、IPSS、IPSS-R 及 2016WHO 分型的相关性。结果

①154例患者中位年龄 66岁，男女比例 89∶65，初诊MDS患

者中发生频率较高的基因突变为 TET2（15.6%），其次为

ASXL1（14.3%）、GATA2（12.3%），SF3B1（11.7%）、SRSF2

（7.1%）、TP53（5.2%）、DNMT3A（5.2%），U2AF1（5.2%）、

EZH2（4.5%），IDH1（3.9%）、NRAS（3.2%）、NPM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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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X1（1.3%）突变；②101例患者检出基因突变，单个基因

突变：大于 1 个基因突变为 52∶49；其中，TET2、EZH2、

SRSF2、GATA2突变在多基因突变病例中的比例，较单个突

变所占比例高（P值分别为 0.042、0.004、0.019、0.000）；③多

基因突变病例较<2个基因突变拥有更高的 IPSS-R评分（P=

0.001）；④ASXL1突变患者白血病转化率高于无ASXL1突

变患者（P=0.003）；多基因突变患者白血病转化率高于<2个

基因突变比率（P=0.011）；⑤中位生存时间1301 d，多基因突

变、单基因突变、无基因突变病例总生存时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29）；EZH2、TP53突变患者总生存时间较无该

基因突变患者生存时间短（P 值分别为 0.001、0.015）。结

论 MDS的基因突变对临床特征及预后的判断具有重要意

义。

G110. 2006-2016年中国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现状回顾
1.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2.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3.河南省肿瘤医院；4.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5.中

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6.吉林大学第一医院；7.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8.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9.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10.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1.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1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13.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14.

苏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刚 1 陈丽娟 2 房伯俊 3 胡建

达 4 夏忠军 5 牛挺 7 李春蕊 8 徐兵 9 李菲 10 张金巧 11

冯茹 12 蔡真 13 傅琤琤 14 邱录贵 1

目的 了解中国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真实世界的治疗

模式与预后。方法 这是一项多中心、回顾性、非干预性观

察研究。中国14家血液病医院或大型综合医院血液科参加

了此项研究。结果 研究一共回顾了 1003例MM患者，在

这些大中心治疗的MM患者，除了地塞米松，最常用的单药

依次为硼替佐米（52.5%），环磷酰胺（43.3%）以及沙利度胺

（42.7%）。20.7%的患者进行了维持治疗，最常用于维持治

疗的药物依次为沙利度胺（13.7%），地塞米松（9.8%）以及环

磷酰胺（4.3%）。最常用的联合治疗方案为硼替佐米联合地

塞米松（16.4%），硼替佐米联合地塞米松联合环磷酰胺

（14.2%）以及硼替佐米联合地塞米松联合多柔比星

（9.7%）。MM 患者的中位 ORR：一线患者为 86.7%（338/

390），二线患者为59.4%（165/278），≥三线患者为44.3%（85/

192），RRMM患者为 43.1%（81/188）。MM患者的中位 PFS

（删失点为末次疾病评估日期，55.9%数据删失）：一线患者为

40.5 个月，二线患者为 15.7 个月，≥三线患者为 9.1 个月，

RRMM患者为9.1个月。MM患者的中位OS（删失点为末次

已知存活日期，78.8%数据删失）：一线患者为75.0个月，二线

患者为46.6个月个月，三线患者为19.4个月，RRMM患者为

19.7个月。结论 这项多中心大样本的回顾性研究为今后

在中国开展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研究提供了参考数据。中

国患者发病年龄更轻，初诊时 ISS Ⅲ期的患者比例高达40%

以上，轻链患者占20%以上。基于硼替佐米的方案是我国目

前临床实践广泛使用的方案，而国外广泛使用的来那度胺在

中国的临床实践中未广泛应用。

G111. 探讨不同细胞培养方法对多发性骨髓瘤染色
体核型分析的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徐建宁 李

承文

目的 探讨通过增加培养时间、添加 IL-4 或 IL-6/GM-

CSF刺激剂等方法，改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异常浆细胞的体

外增殖，以提高异常染色体核型检出率。方法 应用4种培

养方式对 25例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骨髓样本分 2组进

行培养，收获、制片、扫描照相后对分裂像数量和异常染色体

核型检出率结果进行比较评估。其中，对照组A为未加刺激

剂的 1640培养基培养 24 h；实验组A为未加刺激剂的 1640

培养基培养72 h；对照组B为未加刺激剂的1640培养基培养

72 h；实验组B1为添加 IL-4刺激的1640培养基培养72 h；实

验组B2为添加 IL-6/GM-CSF刺激的 1640培养基培养 72 h。

结果 A组，24 h培养分裂像数量多，72 h培养异常检出率

高；B组，B2分裂像数量最多，且均有异常核型检出，组间异

常检出率无显著差异。结论 在培养基中加入适量的 IL-6/

GM-CSF并适当延长培养时间，可以有效改善多发性骨髓瘤

患者浆细胞的体外增值并提高异常核型的检出率。虽然我们

的试验样本数量较少，大数据的总结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此

方法对于提高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染色体核型分析的检出率依

然有所帮助，尤其是浆细胞比率较低的初诊患者更为适用。

G112. 年轻浆细胞骨髓瘤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李慧兰 汝昆

目的 分析年轻（≤43岁）浆细胞骨髓瘤（PCM）患者的

临床及骨髓病理学特征。方法 回顾600例PCM初诊患者

临床资料，其中≤43岁的PCM患者为 32例，选取 112例>43

岁的PCM做为对照组，共分析 144例PCM初诊患者临床及

病理学资料，所有患者均行骨髓活检、网状纤维染色、流式细

胞学及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以 43岁为分界点，将其

分为年轻组及老年组。结果 ①600 例 PCM 患者中，年轻

PCM组 32例（5.3%）。其中≤30岁2例，30岁<~≤35岁11例，

35岁<~≤43岁19例。②年轻PCM组与老年PCM组比较，其

性别、血小板计数、免疫球蛋白类型、ISS分期、骨髓增生程

度、浆细胞比例及遗传学 [del(13q)/del(17p)/1q21 扩增/del

(1p32)/IgH易位]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③年轻PCM组血

红蛋白的平均值高于老年PCM组（P<0.05）。④免疫表型分

析包括CD20/CD56/CD117/CD28，其中年轻PCM组CD56表

达低于老年PCM组（P<0.05），其余各项指标的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结论 年轻PCM与老年PCM相比较，其临床病

理学特征未发现明确的统计学差异。

G113.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血清脂代谢水平与预后关
联性研究
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 许佩佩 徐勇 关朝阳 彭苗新

凌逸鹏 张翠玲 郭丹 陈兵

目的 探究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血清胆固醇水平

在疾病的发生及治疗过程中的变化，胆固醇水平与临床指标

的相关性及其对生存预后的影响。方法 收集2011-2017年

期间在我院血液科确诊并治疗的 153例MM患者的临床资

料以及113例健康对照者信息，所有患者随访截止至2018年

1月30日。分析MM患者胆固醇水平，包括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与总胆固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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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与对照组间的差异，分析胆固醇水平在不同性别、年

龄、ISS分期组间的分布差异；分析胆固醇水平与血红蛋白等

临床特征的相关性以及不同分子遗传学突变对胆固醇的影

响，探讨患者胆固醇水平在4次化疗后的变化与疗效的关系

以及治疗前胆固醇水平基线值对生存预后的影响。结果

MM患者组在治疗前的胆固醇水平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

（P<0.001）。胆固醇水平在 ISS-Ⅰ/Ⅱ期和 ISS-Ⅲ期患者组间

分布有差异（P<0.05）。胆固醇水平与血红蛋白、血小板、白

蛋白水平呈正相关，与β2微球蛋白、红细胞体积分布宽度、球

蛋白、血磷水平呈负相关；LDL-c、TC 与血钙水平呈正相

关。LDL-c、HDL-c、TC水平与血清肌酐、C-反应蛋白水平以

及骨髓瘤浆细胞比例无相关性。1q21扩增阳性患者TC水

平明显低于阴性者，而LDL-c与HDL-c无明显差异；IGH重

排阳性/阴性组间 TC、LDL-c 与 HDL-c 水平均无差异。在

148例接受 4次及以上化疗的患者中，治疗有效组患者胆固

醇水平较基线值明显升高（P<0.001），而治疗无效组治疗前

后胆固醇水平差异不明显。在120例非移植患者中，不同水

平胆固醇组患者的总生存时间与无进展生存时间无明显差

异（P>0.05）。结论 MM患者胆固醇水平可反映疾病严重

程度，治疗过程中连续监测患者胆固醇水平变化有助于临床

疗效评估；初治前的胆固醇基线水平对生存预后无明显影响。

G114. 多发性骨髓瘤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2007年至2017年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尹雪娇 徐傲霜 徐健 张

佳思 范凤娟 胡豫 孙春艳

目的 评估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多发性骨髓

瘤患者的治疗结果，并确定一系列可能影响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结果的预后因素。方法 使用“同种异体”和“骨髓

瘤”两个关键词系统地搜索了 PubMed、Embas 和 Cochrane

三个数据库里从 2007年 1月 1日至 2017年 5月 3日的文章。

结果 共纳入61项临床试验，涉及8698例成人患者。 1、2、

3、5年的总体生存率的汇总估计值分别为70%、62%、52%和

46%，1、2、3、5年的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51%、40%、34%和

27%；100 d 和 1、2、3、5 年的治疗相关死亡率分别为 12%、

18%、21%、20%和 27%。Ⅱ~Ⅳ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和慢

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生率分别为 34%和 51%。复发率和

死亡率分别为 50%和 51%。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是疾病进展

（48%），其次是治疗相关死亡率（44%）。结论 由于缺乏一

致的生存获益的证据，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不应该被认为

是新诊断和复发的中风险或低风险的骨髓瘤患者的标准治

疗。然而，对于长期预后较差的高风险的骨髓瘤患者，因其

疾病进展的风险可能超过移植时的相关风险，可以把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作为其初始治疗过程中或化疗后首次复发

时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但仍需要大量的前瞻性随机对照

试验来证明这种治疗方案的益处。

G115. 多发性骨髓瘤细胞源性外泌体参与T细胞免
疫的作用研究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邵青 付蓉

目的 研究多发性骨髓瘤（MM）源性外泌体对健康供

者（HD）及MM患者CD4+T、CD8+T及调节性T细胞数量及

功能的影响。方法 采用超速离心法和试剂盒方法提取

MM 源性（OPM2、U266）外泌体，磁珠分选 HD 和 MM 患者

CD4+T、CD8+T和CD4+CD25+CD127dimT细胞（Treg），与外泌

体共培养；流式细胞术检测上述T细胞凋亡率、CD8+T穿孔

素、颗粒酶B水平，应用CCK8试剂盒检测细胞活性，ELISA

方法检测Treg分泌 IL-10和TGF-β水平。结果 HD-CD4+T

凋亡率OPM2组（6.24±1.24）%和U266组（5.42±1.07）%高于

对照组（4.37 ± 0.96）%。HD- CD4 + T 活性 U266 组（85.45 ±

6.09）%较对照组下降。HD-CD8+T 凋亡率 OPM2 组（9.97±

1.28）%和U266组（11.00±1.75）%较对照组（16.12±2.95）%降

低。HD-CD8 + T 活性 OPM2 组（112.63±3.88）%和 U266 组

（111.70±3.62）%较对照组升高。HD-CD8+T穿孔素U266组

（9.34±2.36）%低于对照组（12.76±3.31）%；MM-CD8+T 穿孔

素OPM2组（6.48±1.06）%和U266组（5.63±1.15）%较对照组

（10.55 ± 2.50）%降低。HD- Treg 凋亡率 OPM2 组（15.33 ±

3.87）%和U266组（11.71±2.71）%较对照组（19.61±3.50）%降

低；MM-Treg 凋亡率 U266 组（37.29±6.54）%高于与对照组

（29.95±6.68）%。HD-Treg活性U266组（173.48±34.99）%较

对照组升高。MM-Treg活性OPM2组（82.29±12.16）%较对

照组降低。HD-Treg 上清 IL-10OPM2 组（18.53±8.08）pg/ml

较对照组（8.49 ± 4.02）pg/ml 升高。MM- Treg 上清 TGF-β

OPM2 组（290.29±23.21）pg/ml 和 U266 组（230.03±15.96）

pg/ml较对照组（387.49±21.60）pg/ml降低（以上P<0.05）。结

论 MM源性外泌体可以促进HD-CD4+T凋亡、抑制增殖，

抑制 HD-CD8+T 凋亡、促进增殖，但抑制穿孔素分泌，抑制

HD-Treg凋亡、促进增殖，并促进 IL-10分泌。

G116. 多发性骨髓瘤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关联性
研究
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 许佩佩 郭丹 徐勇 关朝阳

彭苗新 凌逸鹏 张翠玲 陈兵

目的 评估MM患者中HBV感染的特点、预后意义及

其发病机制。方法 回顾性分析南京鼓楼医院 2008年 4月

至2017年2月至少接受4个周期化疗的165例MM患者临床

资料并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测定患者 HBV 标记物。

结果 MM患者急、慢性HBV感染和已解决的HBV感染率

分别为12.12%和26.06%，HBV阳性患者1q21扩增发生率明

显高于 HBV 阴性患者（54% 对 38.2% ，P=0.048）。 20 例

HBsAg阳性患者在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后均没有出现乙肝

再激活现象，但有17例患者出现疾病进展，与HBsAg阴性患

者相比具有统计学差异（85%对 59.3%，P=0.028）。HBV 感

染患者总生存期与非感染患者无明显差异，但其无进展生存

期明显短于非感染组（18.97对 29.67月，P=0.006）。HBV感

染可促进Th1细胞Tim-3的表达，Tim-3/galectin-9信号通路

介导的T细胞功能障碍是否导致HBV阳性MM患者预后不

良，值得进一步研究。结论 HBV感染可通过增加 1q21扩

增的发生率促进MM发生，且HBV感染被认为是MM患者

的独立预后因素。

G117. 红细胞分布宽度对多发性骨髓瘤预后的影响
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 许佩佩 徐勇 关朝阳 彭苗新

凌逸鹏 张翠玲 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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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红细胞分布宽度（RDW）对多发性骨髓瘤

（MM）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我们回顾性收集了 2008年

至 2016年 162例确诊的MM患者的病历资料（>40岁，首次

入院时无严重感染，确诊后行至少三个周期的基于硼替佐米

的全身化疗），按 RDW 水平分组：RDW 正常组（11.0% ~

14.0%）和RDW高值组（>14.0%）。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分

析干预前 RDW 水平与各临床参数的相关性；采用 Kaplan-

Meier法计算各组总生存期（OS）和无进展生存期（PFS），并

利用时序检验分析其差异性。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和Wilcoxon检验。结果 干预前RDW正常组97例（11.4%~

14%；13.2%），高值组 65 例（14.4%~31.1%；15.9%），干预前

RDW水平与β2微球蛋白、浆细胞浸润程度、ISS和DS分期等

多种临床参数相关（P<0.05）。MM患者基于硼替佐米的全

身化疗总缓解率（ORR）随RDW增加而降低，且RDW正常

组ORR（74.5%）显著高于RDW>17%组（46.9%）（P=0.008）；

其中24例RDW高值患者经化疗获得完全缓解（CR）后又发

生进展，治疗前RDW水平与CR时差异显著（P<0.01），进展

后与CR时也有显著差异（P=0.001）。干预前RDW正常组和

高值组OS分别为 45.7（2~102）、40.4（1~72）个月（P=0.206）；

PFS 分别为 33.0（1~102）、17.8（1~39）个月（P=0.107），RDW

正常组的患者较高值组生存期更长，尽管统计学差异不显

著。结论 MM患者干预前RDW水平与化疗反应及预后密

切相关，可作为MM患者预后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

G118. Ras相关结构域家族10基因启动子甲基化在
多发性骨髓瘤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研究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陈瑾 付蓉

目的 探索Ras相关结构域家族 10（RASSF10）基因启

动子甲基化在多发性骨髓瘤（MM）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

法 选取初治及复发MM患者30例，缓解MM患者17例，正

常对照 19例。比较三组间RASSF10基因表达水平的差异，

分析其与MM患者总生存期之间的相互关系。 MM细胞系

RPMI-8226、OPM-2通过慢病毒转染RASSF10，比较转染前

后肿瘤细胞增殖、凋亡的变化。MSP法检测MM细胞系甲

基化情况，经5-氮杂-2′-脱氧胞苷处理前后的RASSF10基因

表达水平的变化。裸鼠成瘤实验验证。结果 MM初治及

复发组 RASSF10 基因表达水平低于缓解组和正常对照组

（P<0.01）。初治及复发 MM 患者中位随访 15（95% CI 11~

18）个月，RASSF10基因表达<0.1的患者OS时间为 10（95%

CI 6~14）个月，RASSF10 基因表达>0.1 的患者 OS 16（95%

CI 12~20）个月。MM 细胞系过表达 RASSF10 后 RASSF10

基因表达、蛋白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增高，过表达

RASSF10后，RPMI-8226、OPM-2的增殖能力明显减低，凋亡

比例明显增高，凋亡相关蛋白caspase-3表达上调，而抑制凋亡

的蛋白Bcl-2在蛋白水平上表达下调。MSP方法检测MM细

胞系RPMI-8226、OPM-2全部高甲基化，经去甲基化处理后

RASSF10 mRNA 表达增高，两组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RASSF10 表达恢复后OPM-2皮下成瘤体积减小，两

组之间存在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RASSF10基因

表达水平与MM发病有关，对MM细胞具有抑制生长的作用。

G119. 泛素连接酶 RNF6 增加 GR 蛋白的稳定性并

减弱 MM 细胞对地塞米松的药物敏感性
苏州大学 任莹 韩昆昆 毛新良

目的 探讨泛素连接酶 RNF6 在多发性骨髓瘤（MM）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 ①采用 Western blotting 和放

线菌酮方法检测 RNF6 对 GR 蛋白水平和半衰期的影响；

②利用缺失突变技术构建 GR 的截断体，采用Co-IP方法检

测 RNF6 与 GR 是否相互作用及作用的具体区域；③采用

Co-IP 方法检测 RNF6 能否介导 GR 发生泛素化；④采用荧

光素酶报告基因技术分析 RNF6 对 GR 转录活性的影响；

⑤采用蛋白酶体抑制剂和 Western blotting 方法分析 RNF6

对 Dex 诱导的 GR 降解的影响；⑥构建 RNF6 过表达慢病

毒，侵染多发性骨髓瘤细胞，分析 RNF6 对多发性骨髓瘤细

胞增殖影响；结果 ①RNF6 能够上调外源性和内源性 GR

蛋白水平，延长其半衰期；②Co-IP 实验发现，RNF6 与 GR

存在相互作用，主要结合 GR 蛋白的LBD区域；③Co-IP 实

验发现，RNF6 能够促进 GR 发生非典型泛素化；④荧光素

酶报告基因技术分析结果显示 RNF6 能明显增强 pGR 应答

原件 pGRE 的转录活性；⑤RNF6 能够抑制 Dex 介导的 GR

蛋白降解；⑥慢病毒侵染实验结果显示过表达 RNF6 明显促

进多发性骨髓瘤细胞的增殖；结论 RNF6主要结合 GR 的

LBD 结构域；促进 GR 发生非典型泛素化而稳定其蛋白水

平，延长 GR 的半衰期。同时，RNF6 能够抑制地塞米松所

诱导的 GR 的降解，增强 GR 的转录活性。并且过表达

RNF6 明显促进多发性骨髓瘤细胞的增殖。由此得出结论，

RNF6 在 MM 中表现为一个癌基因，抑制 RNF6 的表达可能

是 MM 治疗的策略之一。

G120. 单中心不同年龄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细胞遗
传学特征分析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王婕妤 马丽萍 谢双锋 吴

裕丹 聂大年 杨文娟 肖洁 王秀菊

目的 探讨本中心不同年龄组多发性骨髓瘤（MM）患

者细胞遗传学特点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对45例多MM患

者应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检测 RB1 基因缺失、P53 缺失、

1q21扩增和 IgH基因重排的发生率，并进行回顾性分析，将

上述患者根据年龄分为大于 55岁和小于 55岁组，比较两组

患者临床特点及细胞遗传学特征。结果 45例MM患者中

男20例，女25例，中位年龄60（21~83）岁。55岁以上组共29

例，55岁以下组共 16例，两组各亚型分布比例及DS分期无

明显差异，ISS 分期年龄较大组Ⅲ期比例较高（62.1%对

3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9）。细胞遗传学异常检

出率分别为41.4%（12/29）和25%（4/16），年龄较大组检出率

较高，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4）；同一患者两种

及以上遗传学异常检出率在年龄较大组和年龄较小组分别

为 20.7%（6/29）和 6.3%（1/1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所有患

者四种遗传学异常中，1q21扩增发生率最高，为20%（9/45），

IgH 重排、RB1 基因缺失、P53 缺失发生率依次为 11.1%

（5/45）、8.9%（4/45）和 4.4%（2/45），在两个年龄组中上述遗

传学异常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结论

相比年龄较小组，年龄较大组 ISS分期Ⅲ患者比例更高，细

胞遗传学异常检出率尤其是两种及以上异常发生率有更高

趋势，以上均与不良预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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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21. 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治疗后继发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征一例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潘莹 李迎伟 朱维维 翟

志敏

目的 提高对多发性骨髓瘤（MM）治疗后继发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征（MDS）的认识水平。方法 报告１例MM治

疗后继发MDS患者的临床表现及实验室检查，为诊断和治

疗提供思路。结果 患者为 63岁男性，2014年 2月在我科

明确诊断为MM（IgA λ型，Ⅲ期A组），予BTD、VAD、DCEP、

PCD等方案化疗10余次，原发病控制不佳，2017年10月8日

再次入住于我科，查血常规示三系减少，IgA 13.9g/l，骨髓

象：瘤细胞占 9%，原始细胞占 16%。原发病进展，同时合并

继发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RAEB2）。于 2017年 10月 20日

给予PCD方案治疗，2017年11月8日复查骨穿，流式细胞术

检查示髓系原始细胞明显减少，浆细胞比例 10%，IgA水平

仍高，给予PAC方案治疗，治疗结束后复查 IgA仍较高，2017

年11月28日加用来那度胺25 mg qd口服。但患者血细仍进

行性下降，2018年 1月 14日复查骨髓象：增生活跃，瘤细胞

19%，原始细胞占 11%；染色体 46,XY,add(6) (q26),del(21)

(q22)；外周血免疫分型：未测出浆细胞，但可测出 13%左右

的CD33+CD117+CD38+CD71dim+CD45dim细胞。考虑原发病控

制不佳，建议行自体干细胞移植，患者因经济原因拒绝后办

理自动出院。结论 MM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治疗后均可能

会出现疾病转变，转变为MDS甚至AML的患者预后差。

G122. FK506通过RANK-NFATC1-FOSL2信号通
路抑制多发性骨髓瘤微环境下未成熟树突细胞向
破骨细胞转分化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朱晓琳

目的 探讨他克莫司对骨髓瘤环境下的 imDC向OC转

分化及其骨重吸收功能的影响。方法 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来自于健康志愿者，经免疫磁珠分离出的CD14+PBMNC，在

rh GM-CSF 和 rhIL-4 诱导培养下转分化为 imDC；收集以

imDC在 rhRANKL和 rhM-CSF诱导培养基中单独培养为对

照组；RPMI8226细胞培养48 h后，收集培养上清，作为多发

性骨髓瘤（MM）条件培养基（CM）与 rhRANKL 、rhM-CSF联

合诱导培养 imDC，作为MM-CM组；不同浓度的他克莫司加

入MM-CM组，作为FK-MM-CM组。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

染色和甲苯胺蓝染色，计数TRAP阳性的OC数目，测量牙本

质片的骨吸收陷窝面积。Western blot检测RANK、NFATc1、

c- Fos 和 Cathepsin K 的蛋白表达。结果 FK506 不影响

imDC的生成或生存能力；MM-CM组的TRAP阳性OC数目

与对照组比较显著增加（P<0.01），而FK组和FK-MM-CM组

的TRAP染色阳性OC较对照组显著减少（P<0.01）；甲苯胺

蓝染色结果示MM-CM组牙本质片上的骨吸收陷窝面积与

对照组相比显著增加（P<0.01）, FK-MM-CM组的骨吸收陷

窝面积较对照组显著减少（P<0.01）；FK- MM- CM 组的

RANK、c-Fos、NFATc1 和 Cathepsin K 的蛋白表达水平较对

照组显著降低（P<0.01）。结论 FK506在MM环境下可能

通过下调 RANK-NFATc1-c-Fos 通路抑制 imDC 转分化为

OC，并抑制了OC重吸收功能，这将为骨髓瘤骨病的临床治

疗提供了理论依据。

G123. 国产硼替佐米（昕泰）联合地塞米松治疗
MGRS安全性和有效性初步观察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熊加川 高力 王光献 李毅

王若 张超 徐新丽 杜宇 王卫黎 赵景宏 程金波

目的 探讨国产硼替佐米联合地塞米松治疗单克隆球

蛋白肾病（MGRS）原的疗效以及不良反应。方法 回顾性

分析 2018年 1月-5月在我院经肾活检病理诊断为MGRS 6

例患者临床表现、使用硼替佐米联合地塞米松疗效以及不良

反应。结果 6例患者中，其中男性4例，女性2例，4例淀粉

样变性和2例轻链沉积性肾病，4例患者表现为肾病综合征，

同时也有 4例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肾功能衰竭。经过治疗

后，1例患者完成了3个疗程，4例患者完成了2个疗程，1例患

者完成了1个疗程。在有效性方面，4例患者表现出血红蛋白

水平增加，3例患者肌酐水平明显下降，6例患者eGFR相对稳

定，2例患者eGFR明显增高，4例患者血浆白蛋白明显增高。

在安全性方面，所有6例患者均表现为较好的耐受性，2例患

者在皮下注射药后短时间内出现流感样症状，1例患者出现中

等程度的腹泻。结论 国产硼替佐米联合地塞米松治疗

MGRS在短时间内显示出较好的有效性且不良反应小。

G124. 循证护理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疼痛中的干预
效果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向洁 兰大华

目的 观察循证护理应用在多发性骨髓瘤疼痛患者中

的效果，提高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生活质量及预后。方法

将我院血液科2016年6月至2018年6月收治的70例多发性

骨髓瘤伴疼痛的患者分成两组，每组 35人，一组为对照组，

实行常规护理干预措施，另一组为观察组，实行循证护理干

预。结果 在干预10 d后，观察组患者的疼痛程度显著低于

对照组 P<0.05，减少了阿片类止痛药物的使用率 P<0.05。

结论 对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实行循证护理干预能有效减轻

患者的疼痛，提高患者在院期间的依从性，改善患者的生活

质量及预后。

G125. CD45阴性分选结合微流控芯片技术提高多
发性骨髓瘤遗传学异常检出率
1.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2.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3.Children’s Hospital of Orange County, University of Cal-

ifornia-Irvine School of Medicine；4.Herman Ostrow School of

Dentistr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高力 1 曾蕴瑾 1

罗 晓 庆 1 Yan Chen2 Mustafa H. Kabeer4 Xuelian Chen3

Andres Stucky3 William G. Loudon4 Shengwen C. Li4

Jiang F. Zhong1 张曦 1

目的 探索利用RosetteSep™ Human CD45试剂阴性分

选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骨髓浆细胞的方法 制作基于确定性

侧向位移（DLD）原理的微流控细胞分选芯片，测试其对不同

大小细胞分选的能力；结合上述两种技术，建立多发性骨髓

瘤患者骨髓标本中的瘤细胞分选方法，提高遗传学检出率。

方法 搜集初诊/复发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骨髓标本，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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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术检测多发性骨髓瘤细胞的比例。将患者的标本经过

RosetteSep™ Human CD45试剂处理，并进行密度梯度离心初

步富集浆细胞。制作用于分选肿瘤细胞的DLD微流控细胞

分选芯片，以微流控芯片进一步分选骨髓中的多发性骨髓瘤

细胞。流式细胞术分别检测分选前、后样本中的骨髓瘤细胞

比例。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分别检测分选前、后样本的细胞遗

传学异常。根据分选前后细胞遗传学异常的检查结果，参照

IMWG的危险度分层标准，对分选前后患者的危险度分层进

行比较。结果 CD45阴性分选结合微流控芯片技术（MF-

CD45-TAC）分选方法分选68例临床初诊或复发多发性骨髓

瘤患者骨髓样本，分选前骨髓瘤细胞比例中位数为 7.85%，

分选后骨髓瘤细胞比例中位数为43.50%。统计分析提示分

选后的样本骨髓瘤细胞比例高于分选前，其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t=6.890，P=0.000）。分选前 FISH 总阳性率为 32.4%，分

选后FISH检查总阳性率为63.5%；分选后的样本在 IgH基因

断裂重排、13q14缺失、1q21扩增的检出率均高于分选前样

本（P<0.05）；分选后样本17p缺失检出比分选前多4例，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参照 IMWG的危险度分层标准，分

别按分选前和分选后的细胞遗传学结果对68例患者进行危

险度分层评价,发现分选对 MM 患者的诊断分层结果有影

响，分选后中、高危组的比例较分选前增加（P<0.05）。结

论 MF-CD45-TAC分选法能够从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骨髓标

本中富集肿瘤细胞。MF-CD45-TAC分选法是一种有临床推

广使用潜力的细胞分选方法。

G126. 国产硼替佐米联合地塞米松治疗老年多发性
骨髓瘤患者的临床观察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 陈果 刘红云 刘焕凤 高力

张曦

目的 观察国产硼替佐米联合地塞米松方案治疗老年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2018年1月至5

月在本中心接受硼替佐米（江苏豪森药业有限公司产品）联

合地塞米松方案治疗的老年患者，按照Additive Frailty Score

积分系统进行分组，观察分析治疗前合并症，治疗前后临床

症状、贫血程度、血清M蛋白量以及β2微球蛋白等指标的变

化情况及不良反应。结果 11例患者接受了 2个疗程国产

硼替佐米联合地塞米松方案的治疗，病情均有不同程度的改

善，8 例达部分缓解，3 例疾病稳定。1 例患者治疗后出现

1级周围神经病变，1例患者出现麻痹性肠梗阻，经对症治疗

后改善；11例患者均未观察到严重心脏不良反应；仅 1例因

严重肺部感染中断用药，抗感染治疗并予延长给药间歇后继

续用药无严重不良反应。结论 国产硼替佐米联合地塞米

松方案化疗可有效改善老年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临床症状及

生活质量，安全性好。

G127. Mcl-1激活myc的“双打击”预示高危多发性
骨髓瘤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金媛媛 于晓晨 昝芸

艳 庄俊玲

目的 探讨mcl-1在多发性骨髓瘤（MM）中的表达及其

预后意义，以及mcl-1与myc的相互作用机制。方法 纳入

北京协和医院 2012年 1月至 2018年 5月新诊断MM患者及

健康对照。FISH 检测骨髓悬液 MYC 及 1q21 异常。qRT-

PCR检测骨髓中mcl-1及myc mRNA含量。免疫化学法检

测骨髓病理标本 mcl-1 蛋白表达。培养 MM 细胞系 RPMI

8226，NCI-H929，MM1S，电转法转入 siRNA沉默myc或mcl-

1 基因后检测 mcl-1 及 myc mRNA 和蛋白水平变化。结果

①107例初治MM患者 1q21+阳性率 29.9%（32/107），myc异

常阳性率23.4%（25/107）。Myc重排是MM预后不良的独立

危险因素。中位随访 64.3个月，25例myc重排患者中 12例

合并1q21+，双阳性患者OS仅9.4个月（P<0.01），myc单阳性

组 OS 为 25 个月，单纯 1q21+与双阴性患者 OS 均为 58 个

月。②34例MM患者骨髓mcl-1 mRNA的表达是14例健康

人的2.84倍（P<0.001）。国际分期系统（ISS）Ⅲ期患者Mcl-1

表达量明显高于Ⅰ/Ⅱ期患者（P=0.019）。16例myc重排患

者mcl-1表达显著升高。myc重排及1q21+双阳性患者骨髓

切片mcl-1蛋白高表达率为75%（6/8），单纯myc异常患者为

25%（2/8），而 1q21+和双阴性组患者 mcl-1 蛋白均为低表

达。③三株MM细胞株转染 siRNA后均获得mcl-1低表达，

尽管对myc mRNA影响不大，但myc蛋白表达显著下降，细

胞增殖显著受抑。Myc siRNA转染入三株MM细胞后，mcl-

1 mRNA和蛋白表达均上调。这说明mcl-1可能是myc的上

游基因，抑制mcl-1后myc蛋白水平的表达受到抑制，而抑制

myc后mcl-1反馈性升高。结论 MM患者myc重排与1q21

扩增相关，mcl-1基础上myc激活的“双打击”导致显著预后

不良。抑制Mcl-1在蛋白水平降低myc表达，说明mcl-1可

能在上游通过蛋白调控myc表达，是二次打击导致疾病高危

的可能分子机制。

G128. 补体C3a在骨髓瘤骨病中促进破骨细胞分化
成熟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姜凤娟 付蓉

目的 进一步验证在骨髓瘤骨病中，补体C3a可能通过

刺激破骨细胞的形成，导致骨吸收功能增强，从而促进骨髓

瘤骨病的发生。方法 体外培养骨髓瘤骨病患者骨髓单个

核细胞加入补体C3a（对照组加PBS）、RANKL和M-CSF诱

导破骨细胞,通过比较分析形成的破骨细胞数量、破骨细胞

相关基因OSCAR/RANKL/TRAP/CathepsinK 的mRNA表达

量以及破骨细胞形成骨陷窝的数量，来确定补体C3a对破骨

细胞的作用。为找到补体C3a对破骨细胞作用的通路，将破

骨细胞的RNA进行RNA-seq检测，并利用Western blot进一

步验证通路。结果 补体C3a组诱导出的破骨细胞融合面

积明显大于对照组，破骨相关基因 OSCAR/RANKL/TRAP/

CathepsinK 的 mRNA 表达量也明显多于对照组，并且破骨

细胞形成的骨陷窝数量也明显多于对照组；RNA-seq结果显

示：补体C3a是通过激活PI3K-Akt信号通路来促进破骨细胞

分化成熟的。结论 在骨髓瘤骨病中，补体C3a是通过激活

PI3K-Akt信号通路来促进破骨细胞分化成熟，从而促进骨髓

瘤骨病的发生。

G129. miR-324-5p通过调控Hedgehog通路抑制多
发性骨髓瘤细胞的生长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徐傲霜 徐健 唐博 黄海

帆 孙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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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在体内外试验中研究miR-324-5p能否通过抑制

Hedgehog信号通路影响骨髓瘤细胞的生长。方法 用Real

time RT-PCR、Western Blotting 检测临床初治骨髓瘤患者以

及正常骨髓 CD138+细胞及多个骨髓瘤细胞系 miR-324-5p

和Hh通路蛋白SMO、GLI1的表达量；设计合成miR-324-5p

特异性模拟物 angomir-324-5p，将其用转染试剂转染至骨髓

瘤细胞系 JJN3，并设置转染阴性对照组，分别在mRNA和蛋

白水平检测 JJN3中SMO、GLI1的表达水平；在硼替佐米作

用下，检测转染前后骨髓瘤细胞的增殖和凋亡；建立人间充

质干细胞（BMSCs）与MM细胞系共培养体系后，检测共培

养前后SMO、GLI1的表达及硼替佐米对MM细胞凋亡的影

响；采用CCK8检测在共培养体系中过表达miR-324-5p后，

硼替佐米对骨髓瘤细胞死亡的影响。最后建立人多发性骨

髓瘤 NOD/SCID 鼠皮下瘤模型，观测 miR324-5p 在体内对

MM细胞生长的影响，检测瘤细胞中miR-324-5p的表达；在

miR324-5p和硼替佐米作用前后，检测对比SMO、GLI1的表

达，肿瘤负荷，以及抗凋亡蛋白Bcl-2、凋亡蛋白 caspase3和

增殖蛋白 Ki-67 的表达情况。结果 17p13-的 MM 患者中

miR-324-5p的表达低于染色体正常的MM患者，低于正常对

照；miR- 324- 5p 在骨髓瘤细胞系中的表达量与 SMO、

GLI1mRNA 的表达呈负相关；miR-324-5p 在 MM 中可抑制

SMO、GLI1的表达；上调miR-324-5p表达可增强硼替佐米对

MM细胞的杀伤效应；共培养后，MM细胞的SMO、GLI1的

表达增高，硼替佐米作用下，MM 细胞的凋亡率下降，miR-

324-5p 可以增强硼替佐米对 MM 细胞的杀伤作用；在

angomir-324-5p作用下，NOD/SCID鼠皮下瘤的生长可以被

显著抑制，生存期明显延长，皮下瘤细胞内的miR-324-5p表

达水平明显降低，伴SMO、GLI1、Ki-67的表达下降，caspase-3

活化；agomir -324-5p与硼替佐米协同作用，可以更加显著抑

制瘤体细胞的生长。结论 miR-324-5通过抑制Hedgehog

通路的激活，进而抑制骨髓瘤细胞的生长，增强骨髓瘤细胞

对硼替佐米的敏感性，对MM的治疗具有重要作用。

G130. MDSCs调控piRNA 823介导DNA甲基化参
与调节骨髓瘤生物学行为的分子机制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牟时代 艾利莎 胡豫

目的 探讨MDSC参与骨髓瘤生物学行为的调控以及

相关分子机制。方法 流式细胞术检测 MM 患者体内的

MDSC水平，收集年龄、性别、疾病分期等相关临床数据，分

析MDSC在MM的诊断及预后评估中的临床意义。磁珠分

选技术分离骨髓中的 MDSC（CD33+CD11b+HLA-DR－），与

MM 细胞系（RPMI8226 和 NIH929）共培养 48 h 后，应用

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流式细胞术检测凋亡及细胞周期分

布。使用 RT-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 piRNA823 及多种

DNA甲基化转移酶（DNMT3A、DNMT3B）的表达水平。构

建体内荷瘤裸鼠模型，定期测量瘤体大小，记录各组裸鼠的

生存情况。另外，通过转染 antagomir-823 特异性下调 MM

细胞中piRNA 823的表达，验证piRNA 823介导DNA甲基化

的表观遗传学修饰途径参与MDSC对MM上述生物学行为

的调节。结果 MDSC在MM患者体内普遍水平升高，且与

ISS分期等疾病负担指标存在正相关。且MDSC水平偏高

的 MM 患者的生存期明显缩短，提示 MDSC 在 MM 发病过

程中发挥重要作用。MDSC共培养既可以在体外促进MM

细胞的增殖、抑制其凋亡，干扰细胞周期的分布，也可以在体

内促进 MM 的形成及恶化进展，并影响 Bax、Bcl-2、Cyclin

D1的表达。另外，MDSC共培养后的MM细胞中piRNA 823

及 DNMT3B 的表达增加，DNA 甲基化水平提高，而转染

antagomir-823靶向下调MM细胞中piRNA 823的表达，可以

有效逆转 MDSC 共培养的促 MM 效应。结论 MDSC 在

MM的诊断和预后评估中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可能通过上

调MM细胞中piRNA 823的表达，表观遗传学修饰相关基因

的表达，促进骨髓瘤的发生发展。

G131. Mogrol represents a novel anti- myeloma

agent via ERK and NF-κB inhibition
Wuhan Union Hospital Shidai Mu, Lisha Ai, Yu Hu

Aims Here, we sought to verify the anti-myeloma effect

of mogrol both in vitro and in vivo, and investigate the pharma-

cological mechanism to provide new therapeutic strategy for

MM. Method Inhibitory rates under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mogrol between 0 and 50μmol/L were measured via cell

count kit-8(CCK-8) to ascertain the maximal inhibitory concen-

tration (IC50).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PBMCs)

from health donors was used to make sure the safety of mog-

rol. Next, 2 myeloma cell lines (ARH77 and U266) were ex-

posed to mogrol at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0, 0.5×IC50 and

IC50, and cell viability, apoptosis and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were measured to verify the anti- cancer effects of mogrol on

MM cells. Moreover, myeloma xenografted BALB/c nude

mice model was established to validate the pharmacological ef-

fects of mogrol in vivo. The Raf/MEK/extracellular regulat-

ed kinase(ERK) and nuclear factor kappa-light-chain-enhancer

of activated B cells(NF- κB) pathways were investigated

through detecting related proteins expression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CCK-8 test showed that mogrol significant inhibited

MM cell proliferation in a time- and dose- dependent manner.

However, viability of PBMCs was not influenced by mogrol at

any concentrations. And the inhibitory rate on MM cells

changed from 7.73% to 78.9% at concentrations between 0.62

and 50 μmol/L, thus IC50 of mogrol on myeloma cells was

(26.52 ± 0.21) μmol/L. In addition, we also found that mogrol

not only decreased MM cell viability, increased the total apop-

tosis rate, and caused G1/S arrest in vitro, but also reduced tu-

mor volume and slowed down tumor growth in vivo, with an

average size of tumors of (228.20 ± 11.02) mm3 vs (422.90 ±

50.07) mm3 after 4 weeks (P<0.05). Accordingly, western blot

results displayed the dysregulation of relative proteins expres-

sion, such as up- regulated Bax and Cleaved caspase- 3, and

down-regulated Bcl-2. Moreover, ERK phosphorylation was in-

hibited in MM cells treated with mogrol, and NF-κB was also

decreased in the mogrol- treated MM cells. Conclusion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mogrol not only inhibited MM cells

growth in vitro, but also hampered MM development and pro-

gression in vivo. Besides, we found that ERK and NF-κB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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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ys was inhibited in the MM cells treated with mogrol. These

findings suggested that mogrol, a novel ERK inhibiting agents,

might grow to be a safe and promising anti-myeloma drug.

G132.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ment out-

come in 73 immunoglobulin D multiple myeloma

patients: a retrospective single-center study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 Blood Diseases Hospital,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 &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Jiahui Liu, Gang An, Lugui Qiu

Objectives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reatment outcome of 73 patients with IgD MM. Methods

This was a retrospective single- center study of 73（4.5%）pa-

tients with IgD MM selected from 1626 myeloma patients be-

tween March 1995 and November 2017. Results The male-

to- female ratio was 52:21, median age was 51.0 years (range

22- 86 years, younger than the non- IgD MM patients 58.00

years). 63 patients(86.3%) had lambda light chains (vs 49.4%

of non-IgD). This subtype of MM presented high-risk features,

with advanced ISS(stage Ⅲ 55.4% ) and R- ISS(stage Ⅲ
43.9% ), high LDH (mean 278 U/L), more renal dysfunction

(37.5%), large amounts of Bence Jones proteinuria (Urinary β2

microglobulin mean 23.3439ml/dl) and high percentage of plas-

ma cells in bone marrow. 50 patients had FISH analysis，the re-

sults showed that IgD MM patients had higher percentage of

abnormal 1q21, IGH and CCND1(81.6% , 77.1% , 51.4% vs

57.3%, 60.3%, 18.7% of non-IgD, respectively), lower in ab-

normal FGFR3 (5.9% vs 23.8%). The median OS and PFS of

67 IgD MM patients (6 patients were lost to follow- up) and

non- IgD patients was 37.6/44.0 months (P=0.444) and 27.5/

31.1 months (P=0.351), respectively. Among it, 15 patients re-

ceived autologou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S-

CT), 50 patients without transplantation, the median OS and

PFS of each group was 72.3/35.3 months (P=0.043) and 31.43/

27.4 months (P=0.121), respectively. 30 patients received IMiD

(29 thalidomide，1 lenalidomide) and 40 patients received bort-

ezomib, the median OS and PFS of each group was 37.6/56.1

months (P=0.173) and 19.7/34.5 months (P=0.004), respective-

ly. Conclusion This study showed ASCT and bortezomib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survival outcomes of IgD MM. With

novel agents and ASCT, the OS and PFS of IgD MM patiens

were similar to that of patients with the other MM subtypes.

G133. EMPI综合征一例病例报告及相关文献复习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刘佳慧 安

刚 李增军 邹德慧 邱录贵

目的 通过对一例TEMPI综合征的病例分析及相关文

献查阅讨论，提高对该病的认识。方法 对该患者临床资料

进行分析讨论。结果 患者，男，47岁，主因“发现红细胞升

高30月余”入院，查体：颜面潮红，颜面、前胸、后背可见毛细

血管扩张，余（－）。院外血常规WBC 4.9×109/L，RBC 6.87×

1012/L，HGB 217g/L，PLT 136×109/L，入院后查 EPO：267.33

mIU/ml（2.59-18）；血 IFE：可见 IgGκ条带；SPE：阳性，M片段

29.24%；尿 IFE：阴性；免疫球蛋白定量：IgG 49.3 g/L、IgA

0.41 g/L、IgM 0.33 g/L、IgE 5I u/ml；M蛋白：31.75 g/L；轻链κ

4790 mg/dl 轻链λ 178 mg/dl κ/λ=26.9；血清游离轻链：游离κ

16.6 mg/L 游离λ 11.8 mg/L κ/λ=1.4068。FISH（－）染色体核

型（－）JAK2EXON12（－）JAK2V617F（－）。肝肾功能：白

蛋白 48 g/L，球蛋白 61 g/L，血钙（－），余（－）。骨穿：骨髓

增生活跃，幼稚浆细胞4%，成熟浆细胞12%；骨髓活检：骨髓

增生极度活跃，浆细胞比例升高（10%~20%），限制性表达

κ。腹CT：左肾门上方水平紧邻肾皮质可见小低密度影，部

分突出肾轮廓外。超声心动（－）胸 CT（－）全身骨骼 X 线

（－）。患者毛细血管扩张、促红细胞生成素水平升高、红细

胞增多、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轻度肾周积液，综合文献学

习，考虑该患者为TEMPI综合征（未行肺内分流检查）。结

论 TEMPI综合征是一种新定义的多系统疾病，包括五大

特征：毛细血管扩张症（T），红细胞增多症伴促红细胞生成

素升高（E），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M），肾周积液（P）和肺内

分流（I）。该病的病理生理尚不清楚，基于硼替佐米的治疗

方案被报道在部分患者中疗效显著，表明单克隆丙种球蛋白

病TEMPI综合征的病理生理学中起重要作用。这也提示该

病可能和POEMS综合征相似，为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相关

的副肿瘤综合征。

G134. 小分子化合物DCZ0415通过靶向TRIP13而
发挥抗多发性骨髓瘤作用的研究
1.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2.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

发现与设计中心；3.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4.爱荷华大学医学

院；5.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王英聪 1 李波 2 薛

翰 3 湛凤凰 4 胡亮凝 1 徐志建 2 孙晓翔 5 常帅康 1 高

露 1 陶怡 1 肖文琴 1 余丹丹 1 孔媛媛 1 谢永盛 1 练林

富 2 张乃霞 2 吴晓松 1 毛志勇 5 Guido Tricot4 黄晶 3

朱维良 2 施菊妹 1

目的 研究小分子化合物DCZ0415靶向甲状腺激素受

体相互作用分子 13（TRIP13）在多发性骨髓瘤（MM）的作

用。方法 利用结构为基础的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方法，筛

选出小分子化合物DCZ0415在体外对MM具有明显的抑制

效果；进一步运用结合沉降实验以及核磁共振谱实验证实小

分子化合物DCZ0415能够结合TRIP13蛋白；我们进行了一

系列细胞以及动物水平的实验以明确DCZ0415对MM的抑

制作用；结果 ①DCZ0415在多种MM细胞株（包括硼替佐

米耐药的细胞株）中的 IC50值均小于10mM，DCZ0415能够

抑制 MM 细胞增值、并诱发凋亡；②动物实验结果显示

DCZ0415 能够明显抑制生长，延长生存时间。可见，

DCZ0415 能够起到有效的抑制 MM 的作用。更为重要的

是，DCZ0415与传统抗骨髓瘤药物马法兰及帕比司他产生

联合致死作用。此外，构建了稳定性低表达TRIP13的细胞

株（TRIP13 shRNA）以及干扰DCZ0415与TRIP13结合的克

隆突变体质粒进行实验，进一步明确：DCZ0415抑制MM的

作用是通过TRIP13而实现的。结论 DCZ0415可靶向干预

TRIP13，将有可能成为MM治疗的药物先导化合物，为后续

开发和改造第二代TRIP13小分子抑制剂，并最终向临床转

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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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35. 长链非编码RNA在多发性骨髓瘤髓外病变
中的表达及作用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屈晓燕 赵晓丽 史青林

陈丽娟 李建勇

目的 分析长链非编码RNA（lncRNA）在多发性骨髓瘤

（MM）髓外和髓内不同浆细胞中的表达特征和作用。方法

收集 MM 患者初诊时骨髓，通过 CD138 磁珠分选浆细胞；

MM患者髓外进展时，B超引导下对髓外浆细胞瘤穿刺。髓

内和髓外标本进行 lncRNA 和 mRNA 表达谱分析。结果

3例MM患者初诊时的骨髓中浆细胞，以及髓外复发后的髓

外浆细胞进行了 lncRNA和mRNA表达谱芯片分析，结果显

示：有 2490 个差异 lncRNA（Fold Change≥5，P<0.05），其中

在髓外浆细胞中表达上调的有 1559个，表达水平下调的有

931 个；1647 个差异 mRNA，其中 687 个 mRNA 在髓外浆细

胞中上调，960个mRNA下调。差异mRNA Go功能富集显

示细胞粘附、细胞迁移、蛋白激酶活性、蛋白修饰、磷酸化等

显著影响；KEGG 通路富集分析显示 IL- 6/STAT3，TNF，

VEGF、凋亡等通路显著影响；为了更好的进行筛选，我们将

这两部分数据进行 lncRNA与mRNA共表达分析，构建共表

达网络图，发现 gp130 基因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并且在

KEGG 通路分析中 gp130 均参与了主要富集通路，其对应

的差异 lncRNA 为 1 个。结论 MM 髓内和髓外浆细胞

lncRNA和mRNA表达差异显著。Gp130/STAT3通路异常表

达很可能是MM细胞发生髓外迁移的关键因素之一。

G136. CRBN通路蛋白在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中
的表达及预后分析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史青林 王蓉 陆秀盼 顾

炎 沈旭星 屈晓燕 李建勇 陈丽娟

目的 CRBN 是免疫调节剂（IMiDs）抗多发性骨髓瘤

（MM）的主要靶点，其表达高低与 IMiDs 疗效密切相关。

CRBN，IKZF1，IKZF3及MUM1蛋白是CRBN通路蛋白的

重要组成成分。本课题旨在研究 CRBN 通路蛋白在初诊

MM患者瘤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与疗效及预后之间的关

系。方法 收集 2012年 1月至 2017年 6月于我中心就诊的

123例初诊MM患者骨髓病理标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法研究瘤细胞中CRBN通路蛋白表达水平，分析其与预后的

关系。结果 ①IMiDs 组，CRBN 高低表达患者总缓解率

（ORR）分别为 88%和 42.3%（P=0.001），MUM1 高低表达患

者 ORR 分别为 83.3%和 48.1%（P=0.009），提示 CRBN 或

MUM1高表达者对 IMiDs疗效好。在硼替佐米组CRBN通

路蛋白表达高低与ORR无明显相关性。②IMiDs组，CRBN

高低表达患者中位OS分别为未达到和21个月（P=0.004），2

年OS率分别为86%和44%（P=0.005），中位PFS分别为28个

月和 12 个月（P=0.002），2 年 PFS 率分别为 66%和 17%（P=

0.001）。MUM1高低表达者中位OS均为未达到（P=0.021），

2年OS率分别为 81%和 51%（P=0.003），中位PFS分别为 32

个月和12个月（P<0.001），2年PFS率分别为63%和20%（P<

0.001）。提示在 IMiDs组，CRBN或MUM1高表达患者预后

好。③CRBN高表达组，接受 IMiDs或硼替佐米治疗者中位

OS 分别为未达到和 41 个月（P=0.057），2 年 OS 率分别为

86%和 68%（P=0.079），中位 PFS 分别为 28 个月和 24 个月

（P=0.216），2年PFS率分别为66%和45%（P=0.04）。MUM1

高表达组，接受 IMiDs或硼替佐米治疗者中位OS分别为未

达到和 34个月（P=0.021），2年OS率分别为 81%和 58%（P=

0.014），中位 PFS 分别为 32 个月和 16 个月（P=0.017），2 年

PFS率分别为 63%和 36%（P=0.003）。提示CRBN或MUM1

高表达者经 IMiDs治疗后生存明显延长。结论 CRBN或

MUM1 高表达患者对 IMiDs 治疗反应较好，生存期明显延

长，而在低表达患者中，患者生存期明显缩短。CRBN 和

MUM1是 IMiDs治疗MM患者的预后良好因素。

G137. Circulating MiR- 451a as a potential bio-

marker to predict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multi-

ple myeloma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amp’s Hospital Ling Zhong, Tao

Jiang, Jiao Chen, Juan Zhang

Objective This study is conducted to find a new marker

for dynamic monitoring, and to strantificate and predict prog-

nosis for MM patients. Methods Fifty-two MM patients less

than 65 year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including 15 patients

in R-ISSⅠ,17 patients in R-ISSⅡand 20 patients in R-ISS Ⅲ.

Ten unrelated subjects from donor of transplantation were col-

lected as the control.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iR-451a from

BM (Bone marrow) and circulation was evaluated by qRT-

PCR. IL- 6, sIL- 6R were measured by ELISA.In follow- up,

MRD (Minimal Residual Disease) was assessed by multi- pa-

rameter Flow cytometry (MFC). miR- 451a was confirmed to

target IL- 6R by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Results The

expression of miR-451a in MM patientswas 0.43±0.11 times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01).Circulating miR-451a was inverse-

ly related with sIL-6R and IL-6 (r=－0.92, －0.98, P<0.05),

whereas circulating miR- 451a had a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miR- 451a in BM(r=0.97, P<0.05). Furthermore, circulating

miR-451a showed different expression levels in different stag-

es (0.73±0.05 times in R-ISS I, 0.41±0.04 timesin Ⅱ, 0.21±

0.02 times in Ⅲ. Both in R- ISSⅠ and Ⅱgroup, the patients

with lower miR- 451a level- below the median value in each

group- showed the worse survival of (χ2=5.49, P=0.019; χ2=

15.96; P=6.45E-5, respectively). In R-ISS Ⅲ group, the medi-

an of miR- 451a level was 0.21. Below 0.21, the patients dis-

played worse survival,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0.021, P=0.88). After chemotherapy, 11 patients achieved

complete remission (CR). In fellow- up, MRD was constantly

negative for 7 patients that also displayed high expression lev-

els of miR-451a. However, miR-451a declined suddenly in the

other 4 patients. Recurrence of miR-451a in circulation was ob-

served 4–8weeks earlier than that in bone marrow (BM) re-

lapse. Dual- luciferase reporter assay verified the target effect

between miR-451a and IL-6R. Conclusion Circulating miR-

451a could be a new marker to sub-stratified MM patients, and

predict relapse early.

G138. 以心包积液为首发临床表现的多发性骨髓瘤
三例报告及相关文献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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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医院 田卫伟 马梁明 朱秋娟 贡蓉 王涛 高

志林 谢云霞

目的 分析以心包积液为首发临床表现的多发性骨髓

瘤的临床特征，提高对此病的认识。方法 对住院诊治的3

例以心包积液为首发症状的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及治疗进

行分析，并对相关文献进行复习。结果 3例患者均首诊心

内科，经骨髓像、骨髓活检、免疫固定电泳、皮肤活检及刚果

红染色、影像学确诊MM合并心脏淀粉样变。例1给予TCD

方案治疗，治疗过程中死亡。例2给予VCD方案治疗6个疗

程，心包积液无明显减轻。例 3经VCD方案治疗 4个疗程、

MP 方案治疗 4 个疗程后，心包积液消失，疾病示 CR。结

论 ①以心包积液为首发临床表现的多发性骨髓瘤容易漏

诊、误诊，结核骨髓像、免疫固定电泳、影像学资料等特点早

起识别，诊断，减少误诊。②合并心包积液的MM，多为MM

合并心脏淀粉样变所致。③治疗上强调个体化治疗，新药的

应用，改变了MM合并心脏淀粉样变预后。

G139. 循环长链非编码RNA STAiR18在多发性骨
髓瘤患者预后判断中的临床研究
四川省人民医院 钟凌 姜涛 张娟 陈姣

目的 研究循环长链非编码RNA STAiR18在多发性骨

髓瘤（MM）患者预后判断中的作用。方法 收集MM患者

的骨髓、血浆及血清。采用ELISA测定血清 IL-6水平；提取

骨髓单个核细胞（BMC）RNA 和循环血浆 RNA，通过 qRT-

PCR分析STAiR18表达量。化疗后随访观察骨髓残留病灶

（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FC）和循环STAiR18表达量变化，评

估无进展生存率（PFS）和生存期。结果 共收集MM患者

46例（I、Ⅱ、Ⅲ期患者分别占 28%、32%和 38%），其STAiR18

表达量是对照组的4.97±1.24倍（P=0.022），且与 IL-6水平呈

正相关（r 为 0.88，P=0.0001）。R-ISS 分期越差，STAiR18 表

达量越高（Ⅰ、Ⅱ、Ⅲ期的均值分别为2.49、5.47、6.93）。初诊

时，循环STAiR18表达量与BMC STAiR18的表达量相关性

显著（r=0.99，P<0.0001）。I、Ⅱ、Ⅲ期的 PFS 分别为 80.0%、

41.2%、10.0%；生存期分别为 21.77±1.23、15.32±1.81、6.53±

1.52个月。而各组内依据STAiR18表达量的不同，PFS也存

在差异。Ⅰ期患者中STAiR18的均值为3.45，同组内高于均

值的患者的 PFS 较差（χ2=5.49, P=0.019）。在Ⅱ、Ⅲ期患者

中，STAiR18 的均值分别为 5.04、6.45，高于均值的患者的

PFS均较差（χ2=15.96, P=6.45E-5；χ2=0.021, P=0.88）。经化疗

后，11 例患者达完全缓解。其中 7 例患者残留监测持续阴

性，其 STAiR18 持续处于较低水平。而另 4 例患者循环

STAiR18表达量逐渐增高，且在MFC监测阳性前即发生显

著增高，趋势变化的拐点较MFC阳性提前平均 4周至 8周。

结论 循环STAiR18有望成为MM患者预后分层和残留监

测的新型无创标志物。

G140. Ceramide调控外泌体中miRNA释放介导多
发性骨髓瘤血管新生功能及机制研究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成倩 刘竞

目的 探讨神经酰胺（Ceramide）通路在调控多发性骨

髓瘤（MM）血管新生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 通过采用

Ceramide类似物（C6-cer）处理后的MM细胞分泌的外泌体

与内皮细胞共培养48 h后，观察内皮细胞的增殖、迁移及小

管新生能力的改变。在内皮细胞中用 miR-29b 抑制剂与

MM 细胞分泌的外泌体共培养 48 h 后，观察内皮细胞的增

殖、迁移及小管新生能力的改变。结果 ①C6-cer处理后的

MM外泌体中的miR-29b表达增高，C6-cer（5μmol/L）处理的

MM 细胞分离的外泌体（10μg/ml）与内皮细胞共培养 48 h

后，内皮细胞增殖能力下降，迁移及小管新生能力受抑；

②C6-cer处理MM细胞分泌的外泌体与内皮细胞共培养后，

内皮细胞中的 miR-29b 表达增加，Akt 信号通路表达受到

抑制；③在内皮细胞中用 miRNA 抑制剂下调内皮细胞中

miR-29b的表达，内皮细胞的增殖、迁移及小管生成能力增

加，并且Akt信号通路表达上调。结论 Ceramide通路在肿

瘤细胞的血管生成有重要作用，并且外泌体中miR-29b可通

过调控Akt信号通路调控MM中内皮细胞的小管新生。

G141. 流式细胞术在多发性骨髓瘤中枢侵犯诊断中
的价值：一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朱维维 吴凡 翟志敏

目的 探讨流式细胞术在多发性骨髓瘤中枢神经系统

侵犯（CNS-MM）诊断中的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 1 例

CNS-MM患者的病历资料。结果 患者，男，72岁，诊断为

Ⅲ期B组 IgG κ型，口服马法兰控制，病程中病情进展，出现

张口受限的髓外侵犯症状，予 VCD 方案化疗，之后出现晕

厥、抽搐等神经系统症状，头颅磁共振提示软脑膜强化；排除

浆细胞白血病的情况下，完善腰穿，脑脊液生化示总蛋白升

高，免疫球蛋白及免疫固定电泳与血清结果一致；脑脊液流

式细胞术分析可见一群免疫表型为 CD38 + CD138 + CD19-

CD56+的异常浆细胞，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中枢浸润。予

VRD方案化疗及腰穿鞘注地塞米松，患者在确诊CNS-MM

6 个月后死亡。结论 CNS-MM 发病率低，中位生存时间

短，当有临床上的高危因素及神经症状时高度警惕中枢侵犯

的可能。MRI可能正常，故影像学只能作为辅助，而应用流

式细胞术分析可以实现快速、准确诊断，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可能有助于改善预后，治疗过程中采用流式细胞术监测可评

估疗效。

G142. Betulinic acid induces ROS-dependent mito-

chondrial apoptosis and phase arrest through inhi-

bition of NF-κB pathway in human mutiple myelo-

ma cells
Tongji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n Shen, Mei Huang

Objective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were to con-

firmed its cytotoxic and tumor inhibitory effects on MM cells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elaborate on its potential molecular

targets and mechanisms. Methods MM cells were treated

with various concentrations of BA for different hours and cell

viability was determined using CCK-8 assay. The proliferation

of MM cells were observed under microscope by EdU incorpo-

ration assays. Nuclei morphologic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by

Hoechst 33342 staining and cells apoptosis rate was meas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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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nnexin V/PI double staining. The cell cycle, mitochondri-

al membrane potential(MMP), intracellular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 were determined by fluorescent probes DCFH-

DA, PI, JC-1, respectively. Proteins related to cell cycle, mito-

chondrial apoptotic pathway and NF-κB system were evaluat-

ed by western blotting.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NF-κB p65 and

its intracellular localization were detected by immunofluores-

cent staining. Nude mouse xenograft model in vivo was estab-

lished and the isolated tumor tissues were analyzed by qRT-

PCR,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IHC).

Results Our data showed that BA had a cytotoxic effect on

cell viability and inhibited the proliferation of MM cells. Flow

cytometry results showed BA promoted cell apoptosis and in-

duced cell cycle arrest at the S phase in MM cells. Further stud-

ies had demonstrated BA treatment induced the overwhelming

intracellular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 generation of MM

cells and mediated growth inhibition in a ROS-dependent man-

ner. Accordingly, the antioxidant N- acetyl- L- cysteine (NAC)

as the ROS scavenger, partly reversed BA- induced MM cells

apoptosis. In addition, in our present studies we found that BA-

mediated inhibition of NF- κB pathway played a vital role in

breaking celluar redox homeostasis and militating against tu-

morigenesis in MM cells. Mechanistically, our data proved NF-

κB pathway had regulatory effects on celluar ROS as well as

cell viability via up-regulating and down-regulating NF-κB ac-

tivity by stimuli inhibitors. In agreement respectively, BA also

suppressed the tumor growth of MM cells in vivo via inhibi-

tion of the NF- κB pathway. Conclusions Collectively, we

foun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BA exerted its cytotoxic effect and

tumor inhibition role of MM cells in vitro and in vivo, at least

in part, via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activation of mitochondri-

al apoptosis pathway and repression of NF-κB pathway. These

promising findings provided new insight into the mechanisms

of antitumor effects of BA-treated MM cells. Therefore, BA, a

prospective natural drug, is perhaps a new therapeutic alterna-

tive for clinical application in the near future.

G143. G-MDSCs调控 piRNA823参与骨髓瘤干细
胞形成的分子机制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艾利莎 牟时代 胡豫

目的 研究MDSCs参与骨髓瘤干细胞的生物学行为调

控、以及可能的分子机制。方法 流式细胞术分选骨髓中的

粒细胞型MDSCs（G-MDSCs）。构建G-MDSCs与MM细胞

共培养体系，观察肿瘤球形成，流式细胞术检测侧群细胞

（SP细胞）比例，并检测 piRNA823和Oct-4、Sox-2、Nanog等

“干性”相关基因表达和全基因组DNA甲基化水平。通过转

染 antagomir-823靶向下调piRNA823表达，检测上述“干性”

相关指标水平。构建裸鼠皮下成瘤模型，分为 MM 组、

antago-MM组、经MDSC干预的MM组以及经MDSC干预的

antago-MM组。定期检测瘤体大小和血浆游离轻链水平，检

测肿瘤组织“干性”相关基因水平。结果 经G-MDSCs共培

养干预的 MM 细胞形成的肿瘤球更多（12±7 对 5±3 个/视

野），SP细胞比例更高[（1.635±0.307）%对（0.050±0.018）%]，

“干性”相关基因表达水平更高，piRNA823及全基因组DNA

甲基化水平更高。使用 antagomir-823 转染 RPMI8226 细胞

后，上述“干性”相关指标均有所下调。体内研究表明，与

MM 组相比，经 MDSCs 干预的 MM 组成瘤率更高（75%对

37.5%），瘤体更大 [（1174.5 ± 121.4）mm3 对（665.5 ± 42.3）

mm3]，血浆游离轻链水平更高[（151.8±18.1）ng/ml 对（54.6±

14.9）ng/ml）]，肿瘤组织的“干性”相关基因表达更高，小鼠中

位生存期更长。使用 antagomir823拮抗 piRNA823后，瘤体

相应减小，“干性”基因和血浆游离轻链水平减低，中位生存

期也缩短。结论 本研究从免疫学与肿瘤干细胞角度，在分

子、细胞和动物水平验证了 G- MDSCs 通过上调 MM 中

piRNA823的表达来介导DNA甲基化，促进骨髓瘤干细胞的

形成和“干性”的维持。本研究有望进一步阐明MM发生和

耐药的机制，为MM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G144. 8色荧光抗体组合检测微小残留病灶在多发
性骨髓瘤中的应用及意义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陆秀盼 赵四书 屈晓燕

史青林 吴雨洁 许戟 李建勇 陈丽娟

目的 探讨微小残留病灶（MRD）对新诊断的多发性骨

髓瘤（NDMM）患者的预后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5年

1月至2017年12月收治的54例NDMM的临床资料，在患者

疗效获得完全缓解（CR）或严格意义的完全缓解（sCR）时，采

用八色流式细胞术对患者骨髓进行MRD评估，并比较两组

患者的预后。结果 MRD 阴性和阳性患者的总体生存

（OS）以及无进展生存（PFS）的时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中

位 OS：未达到对未达到，P=0.050；中位 PFS：NR 对 16.8 个

月，P<0.001）。这种生存优势在<65 岁（OS：P=0.005；PFS：

P=0.001）、PCD 方案（PFS：P=0.012）、CTD 方案（PFS：P=

0.001）、修改的国际分期系统（R-ISS）Ⅱ期（PFS：P=0.002）以

及疗效达到 CR（OS：P=0.036；PFS：P=0.003）的患者中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在PFS的多变量Cox回归分析中，PFS的独

立 预 后 参 数 是 MRD 状 态（P=0.005，HR=5.948）。结论

MRD能更敏感、更深层次反映疾病的缓解深度，且与疾病预

后密切相关。

G145. 多发性骨髓瘤分子遗传学异常——单中心大
系列报道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毛雪涵 安

刚 刘佳慧 樊慧守 徐燕 邓书会 隋伟薇 王婷玉

杜辰星 李增军 邹德慧 赵耀中 邱录贵

目的 分析我中心收治的大系列MM患者的遗传学异

常情况，总结我国MM患者的分子遗传学异常发生率以及对

预后的影响。方法 采用CD138磁珠分选，以荧光原位杂

交技术对 1025例初治和 283例复发难治MM进行分子遗传

学检测。结果 ①各 FISH异常的检查率：13q缺失、17p缺

失、1q21 扩增、14q32 重排、t(11;14)、t(4;14)、t(14;16)和 t(14;

20)在初治 MM 患者中的检出率分别为 47.7%、8.49%、

57.2%、61.0%、20.2%、22.2%、4.5%、2.8%；74.5%的患者有至

少 1种遗传学异常；高危遗传学异常比例 29.3%。上述遗传

学异常在复发难治 MM 中的检出率分别为 5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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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68.1%、17.1%、30.7%、3.2%%和 1.7%，含有高危遗传

学异常比例为 37.2%。与初治 MM 相比，13q 缺失（P=

0.012）、17p缺失（P=0.000）、1q21扩增（P=0.002）的检出率在

复发难治患者明显升高；95.2%的患者有至少 1种遗传学异

常；高危遗传学异常比例37.2%。②遗传学异常在初治MM

中的预后意义：单因素分析显示，13q缺失（P=0.001）、P53缺

失（P=0.000）、1q21 扩增（P-0.000）、14q32 重排（P=0.001）、

ISS分期Ⅲ期（P=0.000）、RISS分期Ⅲ期（P=0.000）和肾功能

异常（P=0.000）是初治MM患者OS的不良预后因素。多因

素分析表明，1q21 扩增（HR=1.809，95%CI 1.343~2.436，P=

0.000）、肾功能异常（HR=1.598，95% CI 1.141~2.238，P=

0.006）是OS的独立预后不良因素。 ③遗传学异常在复发难

治 MM 中的预后意义：13q 缺失（P=0.013）、P53 缺失（P=

0.000）、1q21扩增（P=0.008）、RISS分期Ⅲ期（P=0.002）是复

发难治MM患者OS的不良预后因素。多因素分析表明，17p

缺失（HR=2.764，95%CI 1.785~3.593，P=0.021）是OS的独立

预后不良因素。结论 分子遗传学异常在初治及复发难治

患者中均具有重要的预后价值，可以指导MM危险分层。

G146. IGH重排-无伙伴基因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
临床特征及分子遗传学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毛雪涵 安

刚 刘佳慧 樊慧守 徐燕 邓书会 隋伟薇 王婷玉

杜辰星 李增军 邹德慧 赵耀中 邱录贵

目的 探讨FISH检测 IgH重排-无明确伙伴基因的初治

MM患者的发生率、临床特征及预后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

析本中心 2007 年 8 月至 2017 年 10 月 141 例 IGH 重排-无伙

伴基因的初治MM患者分子遗传学、临床特点及预后意义。

结果 ①检出率：454例初治MM中与 IGH发生易位的各伙

伴基因 t(11;14)、t(4;14)、t(14;16)、t(14;20)及 t(6;14)检出率分

别为 30.18%、32.60%、6.39%、0.661%和 0.441%。由于 t(14;

20)和 t(6;14)检出率极低，我们将二者及其他无伙伴基因的

MM 共同归为无伙伴基因组。无伙伴基因组的检出率为

31.05%（141/454），包括133例多发性骨髓瘤、5例PCL和3例

MGUS。②其他分子遗传学异常检出率：RB1、P53、1q21在

总体MM中的检出率分别为 57.8%、10.79%和 64.1%。以上

异常在无伙伴基因组中的检出率分别为 49.6%、28.4%和

61%。无伙伴基因组的 RB1（P=0.087）、P53（P=0.623）及

1q21扩增（P=0.520）的检出率与总体水平无明显差别。③临

床特征：IGH无伙伴基因组的DS分期Ⅲ期比例（P=0.862）、

ISS 分期Ⅲ期比例（P=0.558）、LDH（P=0.223）、β2- MG（P=

0.932）与总体MM相比均无明显差别。④生存分析：按 IGH

重排的伙伴基因不同分为四组：无伙伴基因组、t(11;14)组、

t(4;14)组和 t(14;16)组。四亚组的中位 PFS 分别为：36.43、

25.07、24.46和 21.71个月，四亚组的PFS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P=0.032）。四亚组的中位OS分别为：88.07、48.5、45.750和

34.71 个月，四亚组的总 OS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25）。

结论 FISH检测 IGH重排阳性-无伙伴基因的初治MM的

预后要优于目前已知的 t(11;14)、t(4;14)、t(14;16)阳性 MM，

这为未来MM危险分层提供了依据。

G147. 成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临床特点

以及预后因素分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李亚容 龚玉萍

目的 研究成人朗格汉斯细胞组织细胞增生症（LCH）

患者临床特点、预后因素，以及BRAF-V600E突变、CD163、

PD-L1、PD-1在LCH肿瘤细胞中表达及对预后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53例成人 LCH 患者临床资料，采用免疫组

化方法检测其中 24 例 LCH 患者病理组织 CD163、PD-L1、

PD-1、VE1的表达，分析其与临床的关系。结果 单器官/单

系统 LCH（SS-LCH）36 例（68%），单系统多部位病变 LCH

（SM-LCH）6例（11%），多器官/多系统LCH（MS-LCH） 11例

（21%）。异常 LCs 最常见累及部位是骨骼，占 55%。SM-

LCH、MS-LCH缓解中位明显低于SS-LCH（36对 40对 83个

月）（P=0.004）。联合治疗方案作为起始治疗较单方案治疗

的中位缓解时间短（33对 76个月）（P=0.022）。多因素分析

显示，与 SS-LCH 患者相比，MS-LCH 和 SM-LCH 疾病复发

（OR=1.092，95%CI 1.001~1.192，P=0.047），而联合治疗方案

增加 LCH 复发风险（OR=1.681，95% CI 1.078~2.623，P=

0.022）。在排除年龄因素下，疾病复发（OR=9.070，95%CI

1.031~79.822，P=0.047）、血清 LDH 高水平（OR=1.023，95%

CI 1.003-1.043，P=0.023）是 LCH 治疗效果不佳的危险因

素。24 例 LCH 患者中 CD163、PD-L1、PD-1 阳性率分别是

72%、38%、0%。22例成人LCH患者肿瘤细胞BRAF-V600E

突变率约55%。CD163阳性的LCH患者临床治愈率低于阴

性患者，而PD-L1表达阳性的LCH患者临床治愈率高于阴

性患者，复发率相对更低。结论 成人LCH复发危险因素

包括累及范围、初始治疗方案。治疗效果的影响因素有疾病

复发、血清LDH水平。异常LCs广泛表达CD163，提示异常

LCs与单核/巨噬细胞存在某种关联，也可能是成人LCH潜

在的不良预后因素，而PD-L1阳性则是成人LCH患者预后

良好的生物标志。

G148. 硼替佐米致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急性肺损伤
一例并文献复习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郝丹 孙志强

目的 提高对硼替佐米所致肺损伤的认识，探讨恰当的

临床应对措施。方法 报道 1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应用硼

替佐米后迅速出现严重肺损伤的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胸

部CT变化以及治疗和转归，进行相关的文献复习，以便探讨

临床应对措施。结果 复习既往文献后发现硼替佐米导致

的肺损伤主要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发热、哮喘样发作、呼

吸衰竭等，发生血痰的患者较少，微生物学检查多阴性，发病

早的患者病死率相对较高。胸部CT示双肺弥漫性渗出病

变。激素治疗多有效。该例患者应用硼替佐米后短时间即

出现咳嗽、咳血痰，无发热，虽痰菌培养（一次）阳性，但抗生

素治疗后不适症状无缓解，胸部 CT 提示双肺多发肺泡积

血。及时停药并予甲强龙（80 mg）治疗有效，症状缓解快，低

氧血症改善明显。结论 硼替佐米可引起严重的急性肺损

伤，随着该药物广泛应用，该不良反应越来越受到临床医师

关注，急性肺损伤病程凶险，若对激素不敏感，预后多不良。

总之，在应用硼替佐米治疗前应全面评估患者有无治疗禁忌

症，尤其需注意有无肺部基础疾病，严密观察临床症状。及时

的病原学检查也很有必要，在无法获得病原学支持下，同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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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药物相关肺损伤时，应尽早给予糖皮质激素联合抗感染治

疗，必要时予呼吸支持，争取迅速缓解症状，挽救患者生命。

G149. 西达苯胺通过抑制ASH2L杀伤多发性骨髓
瘤细胞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昝芸艳 赵多多 于晓晨

庄俊玲

目的 探索新型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HDACi）西

达本胺是否通过影响ASH2L发挥抗MM作用。方法 收集

2018年1月至2018年7月我院新诊断MM患者21例及健康

供者 8 例，收集临床资料、细胞遗传学异常等，分析 ASH2L

表达和其他预后因素之间的相关性。选取 3株人MM细胞

系RPMI8226、U266、NCI-H929，分为西达本胺组，来那度胺

组，硼替佐米组和对照组，作用24 h后CCK-8试剂盒测定细

胞增殖率。采用 RT-qPCR 及 Western blot 法检测骨髓单个

核细胞和 MM 细胞株中 ASH2L 基因 mRNA 及蛋白表达。

结果 ①21 例初治 MM 患者中，6 例 ASH2L mRNA 及蛋白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供者（P<0.05），均为 ISS Ⅲ期，P53缺失的

3例患者均在高表达组，RB1缺失发生率为5/6，1q21扩增发

生率 3/6，2例为≥3种细胞遗传学异常。其余 15例初治MM

患者中 ISS Ⅱ期 2 例，Ⅲ期 13 例，仅 5 例检测出遗传学异

常（5/15），无≥3种异常患者。②西达本胺对三株骨髓瘤细

胞（RPMI8226、U266、NCI-H929）的增殖抑制呈剂量依赖性，

其 24 h IC50 值分别为 10.1、3.0、2.1 μmol/L。③3 种药物对

MM 细胞株增殖均有抑制作用，但硼替佐米和来那度胺对

ASH2L基因表达没有显著影响，只有西达本胺作用后，三株

细胞株中 ASH2L 的 mRNA 和蛋白表达量明显下降（P<

0.05）。结论 表观遗传学调控基因 ASH2L 在初治 MM 患

者高表达与不良细胞遗传学相关，可能成为提示疾病预后的

新标志物。西达本胺对MM细胞株的杀伤作用可能通过抑

制ASH2L实现。

G150. Exosome- transmitted PSMA3 and PSMA3-

AS1 promotes proteasome inhibitors resistance in

multiple myeloma
1.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2.So-

ochow University Hongxia Xu1, Huiying Han1, Sha Song1,

Gao Fan1, Wenzhuo Zhuang2, Bingzong Li1

To further elucidate mechanisms of Proteasome inhibitors

(PIs) resistance, we retrieved a database containing gene ex-

pression profile of 169 myeloma cases with clinical response

and disease prognosis (GSE9782). The analysis of this dataset

showed that the mRNA levels of PSMA3 and PSMA3-AS1 in

CD138 + cells are upregulated in bortezomib- resistant patients.

Moreover, Kaplan- Meier analysis showed that high PSMA3

levels in CD138 + MM cells were correlated with reduced pro-

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P=0.031) and overall survival

(OS) (P=0.033).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analysis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high PSMA3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MM patients with bortezomib therapy in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P=0.001, HR=1.3104, 95%CI 1.1113-

1.545). Further analysis of Oncomine data showed that the PS-

MA3 levels appeared a progressive increase in MGUS, SM,

MM and PCL. Similarly, our PIs resistant models (U266BR,

U266CR, U266IR, MM.1SBR, MM.1SCR, MM.1SIR) consis-

tently displayed up-regulation of PSMA3 and PSMA3-AS1 ex-

pression. Consistent with this previously published study, our

clinical data showed that the mRNA levels of PSMA3 and PS-

MA3-AS1 are upregulated in CD138 + MM cells derived from

bortezomib resistant patients relative to those from bortezomib

sensitive patients. In addition, r- MSCs had increased expres-

sion of PSMA3 and PSMA3-AS1 compared to s-MSCs. More-

over, the expression of PSMA3 and PSMA3- AS1 in MSC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at in CD138+ myeloma cells.

These data suggested that high levels of PSMA3 and PSMA3-

AS1 were correlated with proteasome inhibitors resistance in

MM. We further identified that PSMA3 and PSMA3- AS1 in

MSCs c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exosomes and transmitted to

myeloma cells, thus promoting PIs resistance.PSMA3- AS1

was capable of forming an RNA duplex with PSMA3 pre-

mRNA at overlapping regions and this duplex transcriptionally

promoted PSMA3 expression by increasing its stability, confer-

ring bortezomib resistance to myeloma cells.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potential of PSMA3-AS1 in MM in vivo, biolumi-

nescent MM models(U266- luc), which recapitulates the clini-

cal sequelae, anatomic distribution of MM lesions, and hall-

mark bone pathophysiology observed in MM patients were es-

tablished. Intravenously administered siPSMA3- AS1 was

found to be effective in increasing bortezomib sensitive. More-

over, circulating exosomal PSMA3 and PSMA3- AS1 de-

rived from the plasma of MM patients were significantly asso-

ciated with both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and overall

survival(OS) in the univariate analysis, and were still statisti-

cally significant after adjust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staging sys-

tem(ISS) and several other clinical variables in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In summary, our results indicated a unique role of

exosomic lncPSMA3- AS1 in transferring proteasome inhibi-

tors resistance from MSCs to MM cells, through a novel exoso-

mic lncPSMA3-AS1/PSMA3 signaling pathway. Exosomic PS-

MA3 and PSMA3-AS1 may serve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tar-

get for proteasome inhibitors resistance and a prognostic pre-

dictor for clinical response.

G151. CAR-T细胞治疗难治复发性多发性骨髓瘤
细胞因子反应的发生与处理及与治疗效果的相关
性分析
1.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南京传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刘捷 1 王佰言 1 赵万红 1 陈银霞 1 曹星梅 1 杨云 1

张亦琳 1 王芳侠 1 张鹏宇 1 雷博 1 古流芳 1 王剑利 1

杨楠 1 张卉 1 沈莹 1 张茹 1 白菊 1 徐燕 1 范晓虎 2 何

爱丽 1 张王刚 1

目的 分析接受靶向 BCMA 的嵌合抗原受体 T 细胞

（CAR-T）治疗难治复发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过程中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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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综合征（CRS）的发生与处理，并分析患者的临床疗效、

探索 CRS 与临床疗效之间的关系。方法 2016.2 月至 -

2017.9月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血液科共接受CAR-

T治疗的难治复发多发性骨髓瘤患者45例，对治疗过程中出

现的CRS反应程度进行分级，部分出现CRS反应的患者接

受托珠单抗治疗（4~8 mg·kg－1·d－1）、物理降温、非甾体类药

物及补液支持治疗。观察CRS严重程度与体温、细胞因子、

超敏C反应蛋白等之间的关系；随访并分析CAR-T治疗患

者的临床疗效，分析CRS反应程度及其处理与治疗效果之

间的关系。结果 45 例难治复发的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在

CAR-T治疗过程中，CRS发生率为93.33%（n=42），平均出现

于第9天，其中3例无明显CRS反应，1级、2级及3级CRS反

应的发生率分别为 53.33%（24例）、33.33%（15例）及 6.67%

（3 例），无 4 级及以上 CRS 反应发生。患者的体温、IL-6 及

hIL-2R水平与CRS严重程度呈显著相关。45例患者中位随

访 9.30 月 ，其 中 获 得 CR 30 例（66.67%），VGPR 10 例

（22.22%），PR 3例（6.67%），总有效率（ORR）达 95.56%。进

一步分析患者的CRS反应严重程度（0~1级与2~3级）与治疗

效果发现，CRS的严重程度与患者的疗效间无显著相关性。

发生CRS的42例患者中有23例（54.76%）使用了托珠单抗，

发热及临床CRS症状得以迅速缓解，体温于 24 h内降至正

常，托珠单抗的应用并不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其中 3例 2

级以上CRS患者使用了地塞米松（平均12.5 mg）亦未显示影

响治疗效果。结论 在我科45例CAR-T治疗难治复发的多

发性骨髓瘤临床试验中，CRS的发生率为93.33%，主要为1~

2级CRS，其程度与体温、IL-6及 hIL-2R水平相关。中位随

访9.30个月，总有效率达95.56%。CRS的严重程度与CAR-

T 治疗效果无显著相关，托珠单抗的应用亦不影响患者的

CAR-T治疗效果，且早期应用托珠单抗可以有效并迅速缓

解患者的CRS症状，防止细胞因子大量释放而进一步造成

终末器官的损伤，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G152. 荧光原位杂交检测多发性骨髓瘤细胞遗传学
变化及临床意义
安徽省立医院 方欣臣 祝怀平

目的 探讨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结 果 与 多 发

性 骨 髓 瘤（MM）患 者的临 床 特 征 之 间 的 关 系 。方

法 回顾性总结了 2017年 7月至 2018年 7月在我院就诊的

99例初诊 MM 患 者 的 临 床相关指标 及 FISH 检 测 的 遗

传 学 异 常 ，分析二者相关性。全部患者经 CD138 免疫磁

珠分选（MACS）法分选纯化浆细胞后进行荧光原位杂交

（FISH）检测，应用五个探针组合检测 D13S319 缺失 、1q21

扩增 、RB1 缺失及 IgH 重排和 p53缺失。结果 99例患者

中 82 例（82.8%）在分析的区域中至少有一种异常。25 例

（30.4%）有1种异常；20例（24.3%）有2种异常；21例（25.6%）

有 3种异常，16例患者（19.5%）有 4种或者以上异常。患者

最常见的异常为 1q21 扩增，共 53例阳性，其次为RB1 缺失

和 D13S319 缺失，均有 45 例，IgH 重排 36 例，p53 缺失最少

见，共 13 例，这些基因突变与临床指标之间相互联系的。

IgH 重排阳性患者的β2微球蛋白水平显著升高（P=0.007），

IgH 重排阴性组 6.3（95%CI 1.3~11.3）mg/L，阳性组为 10.1

（95%CI 3.5~17.4）mg/L。IgH 重排阳性患者血小板水平高于

阴性组（P=0.003），阴性组185（95%CI 100~260）×109/L，阳性

组为 135（95%CI 70~190）×109/L。有 1q21 扩增患者血小板

水平也高于阴性组（P=0.003），阴性组184（95%CI 94~274）×

109/L，阳性组为 151（95%CI 78~214）×109/L。p53 缺失患者

球蛋白显著高于阴性患者（P=0.0001），阴性组 45（95%CI

24~66）g/L ，阳性组为72（95%CI 52~92）g/L。这一结果提示

IgH 重排阳性患者β2微球蛋白高，p53缺失患者球蛋白高，预

后不佳。然而，所有这些异常均与年龄、性别、D-S分期和浆

细胞比例无关。结论 MACS 法分选纯化浆细胞后进行

FISH是检测MM分子遗传学异常的有效的方法，同时有助

于我们更好的掌握MM疾病预后及相关临床特征。

G153. 硼替佐米长期维持治疗的不良反应观察
内蒙古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贾国荣 李志芹

目的 观察硼替佐米作为维持治疗的不良反应。方

法 确诊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应用BCD方案进行化疗12个

疗程，然后继续应用BD方案（硼替佐米 1.3 mg/2周，地塞米

松20 mg/2周）维持，硼替佐米均采用皮下注射的方式，直到

疾病进展。结果 共观察多发性骨髓瘤患者30例，2例患者

出现Ⅱ度以上的下肢神经系统症状，延长给药间隔及减量为

1.0 mg/次后症状改善，后改为其他方案治疗。5例经BCD方

案治疗后疾病进展改为来那度胺方案进行治疗。其余23例

患者均采用上述方案进行治疗。1例皮疹，2例胃肠道不适，

2例转氨酶升高。结论 硼替佐米的神经系统不良反应主

要出现在治疗6个月之内，如患者未在早期出现神经系统不

良反应，其后期亦不会出现神经系统不良反应。此组患者中

位治疗时间13个月，用药时间（6~29个月），均未出现神经系

统不良反应，其他不良反应表现轻微，治疗后均能够缓解。

硼替佐米的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可能和个体差异有关，与累积

剂量无关。

G154. 血浆置换联合化疗对多发性骨髓瘤肾功能害
损的临床观察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童浩 陈园园 吴杨梅

目的 观察血浆置换术（TPE）联合化疗对多发性骨髓

瘤（MM）肾功能损害的临床疗效。方法 用德国费森尤斯

血细胞分离机对患者行TPE治疗，并联合化疗。2014年1月

至 2018年 1月在我院住院治疗的初次诊断MM肾功能害损

30例，完成3周期VADT方案化疗，在化疗前行TPE治疗，次

日接受化疗，TPE完成2~3次，30例患者共计完成TPE 83次，

平均每次血浆置换量 2500 ml，比较治疗前后临床疗效及并

发症情况。结果 TPE联合化疗治疗前后值分别为：GLB：

82.0±20.5 g/L、52.0±10.5 g/L；Cr：145.0±52.6 μmol/L、98.0±

39.9 μmol/L；Bun：9.1 ± 3.9 mmol/L、6.9 ± 3.3 mmol/L；UA：

474.3±144.1 μmol/L、474.3±144.1 μmol/L、328.7±62.5 μmol/L；

M 蛋白（13.7±11.7）% 、（0.5±0.4）；浆细胞：（44.5±19.1）%、

（8.1±6.3）%；P值均<0.05。肾功能明显改善，MM严格完全

缓解（CRR）、完全缓解（CR）、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部

分缓解（PR）29例，疾病稳定（PD）1例。有效率100%。28例

患者肾功能（Cr、Bun）正常，2例肾功能好转，有效率 100%。

随访半年无一例发生肾功能加重及尿毒症。结论 血浆置

换联合化疗能迅速缓解患者骨痛等临床症状，降低GLB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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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Cr、Bun、uA、骨髓浆细胞比例，肾功能恢复快，对多发

性骨髓瘤肾功能害损效果好，防止发生慢性肾功能衰竭及尿

毒症，改善患者的预后。早期介入TPE是必要的。

G155. 二氢雷公藤红素对多发性骨髓瘤的体内外抑
制作用及机制研究
1.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2.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胡亮凝 1 李波 2 李婷冶 1 陈格格 1 侯军 1 魏蓉 1 陶怡 1

吴晓松 1 朱维良 2 施菊妹 1

目的 探讨二氢雷公藤红素抑制多发性骨髓瘤的作用

机制。方法 采用CCK8、流式细胞术、细胞周期检测、蛋白

免疫印迹、裸鼠皮下成瘤动物实验、HE染色、免疫组化等方

法进行体内外实验。结果 二氢雷公藤红素能够抑制骨髓

瘤以及耐药骨髓瘤细胞株的增殖，48 h IC50值均在 1 μmol/L

以内。并且，二氢雷公藤红素对骨髓瘤细胞株的抑制作用呈

浓度依赖和剂量依赖。同时，二氢雷公藤红素对正常人外周

血单个核细胞无影响。凋亡实验显示二氢雷公藤红素可以

同时通过激活内源性和外源性凋亡通路，诱导骨髓瘤细胞株

的凋亡，凋亡蛋白 caspase-3、caspase-8、caspase-9和PARP均

有激活，这一作用可以被 caspase抑制剂Z-VAK-FMK逆转。

二氢雷公藤红素还可将骨髓瘤细胞抑制在G0/G1期，G0/G1期

周期蛋白复合物CyclinD1-CDK4/6在二氢雷公藤红素作用下

亦有激活。二氢雷公藤红素还可激活ERK1/2、STAT3/IL-6

信号通路，阻断 IL-6对骨髓瘤细胞株的保护作用，并且和临

床药物帕比斯他有协同作用。二氢雷公藤红素的这一抑制

作用在裸鼠皮下成瘤体内模型中也得到证实，且在给药期

间，裸鼠体重和发育无明显影响，提示二氢雷公藤红素无明

显毒不良反应。结论 在抑制多发性骨髓瘤作用方面，二氢

雷公藤红素具有强大的抗肿瘤活性，但其肝肾毒性较小，临

床应用前景更广。

G156. PCD方案与VAD方案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
临床观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黎

目的 探讨硼替佐米+环磷酰胺+地塞米松（PCD方案）

和长春新碱+吡柔比星+地塞米松（VAD方案）治疗多发性骨

髓瘤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方法 回顾我院 2016年 8月

至 2018年 8月收治的 40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资料，依治疗

方案不同分为PCD组及VAD组，分析两组患者的疗效及不

良反应。结果 PCD组治疗后部分缓解及以上的有效率达

48.6%，而VAD组仅 2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

初治患者中反应良好的患者（CR和VGPR）PCD组为52.0%，

VAD组 1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在疱

疹感染、血细胞减少及乏力腹胀等方面的不良反应无明显差

异，但PCD组的神经毒性的发生率较VAD组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 PCD方案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疗效

优于VAD方案，特别是对于初治患者PCD方案能明显提高

缓解率，但治疗过程中应注意硼替佐米的神经毒性，必要时

应减量应用。

G157. PAD方案治疗原发性轻链淀粉样变完全缓解

一例
1.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2.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卓伟

彬 1 平宝红 2

患者，男，47岁，因“腹胀、纳差、消瘦2月，双下肢浮肿2

周”于2017年2月8日入院。查体：体温 37.0℃，脉搏129次/分，

呼吸 18 次/分，血压 120/81 mmHg，消瘦，全身皮肤、粘膜黄

染，黄褐色蜡样皮疹，舌体肥大、干燥，肝肋下 4 cm，脾肋下

3cm，双下肢中度水肿。一般情况差，ECOG评分3分，2个月

体重下降 7.5 Kg。血常规：WBC 4.35×109/L，NEU 3.87×

109/L，HGB 95 g/L，PLT 45×109/L；血生化：NT-proBNP 392.4

pg/ml，ALP 280 U/L，cTnT 0.005 μg/L。血清 IFE 见单克隆

IgG+Lambda 条带；24 h 尿蛋白 2.01 g。骨髓活检：Kappa

（－），Lambda（+100%），大致正常骨髓象。 按Mayo标准，诊

断“原发性系统性轻链淀粉样变心肝肾累及 2期”，行4个疗

程 PAD方案化疗后评估疗效：血液学疗效达CR，器官疗效

评价心脏、肾脏、肝脏达缓解；一般情况良好，继续予RP（来

那度胺、泼尼松）维持治疗，原发病控制良好。本患者予硼替

佐米为基础的PAD方案，疾病得到控制；指南虽不推荐阿霉

素的运用，但考虑发病时多器官累及，且脂质体阿霉素具有

心脏毒性小、药效长、组织靶向性强等优势，实际上后续的治

疗也证明效果良好、无明显不良反应。关于维持治疗尚无证

据，但考虑患者年龄较轻，未选择移植的情况下，为延长缓解

时间、减少复发，来那度胺为基础的维持移植治疗效果好，耐

受性高，值得长期观察。

G158. 真实世界高危骨髓瘤患者的诊治现状：回顾
性分析单中心结果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隋伟薇 邓

书会 安刚 徐燕 李健 付明伟 黄文阳 王婷玉 刘

薇 吕瑞 易树华 李增军 赵耀中 邹德慧 邱录贵

目的 旨在通过回顾性、单中心、非干预性、观察性研究

记录和描述高危骨髓瘤患者的真实世界诊治现状。方法

收集在 2013年 1月至 2017年 6月期间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

血液病医院确诊高危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真实世界结果的病

历数据。结果 共有160例患者纳入研究，1例因为并发症

停治疗，52例未接受规范化一线治疗。107例患者在我中心

接受规范化治疗，在治疗期间进行干细胞移植的患者是 37

例，其中接受双次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 4例，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SCT）2 例，其余 31 例均接受单次

ASCT。接受规范化治疗的高危患者中位年龄 56（31~77）

岁，免疫亚型 IgA有21例（19.6%），IgG 42例（39.3%），IgD 18

例（16.8%），轻链型 23例（21.4%），不分泌型 3例（2.8%），其

中 IgD 亚型所占比例明显高于我中心同期总体 MM 患者

（5.8%）。非骨旁髓外骨髓瘤24例（22.4%），原发浆细胞白血

病12例（11.2%）。9.3%的患者（10例）接受了不含沙利度胺/

来那度胺的以硼替佐米为基础的诱导治疗；8.4%（9例）接受

了沙利度胺/来那度胺为基础的诱导治疗，而没有硼替佐米；

82.2%（88 例）接受硼替佐米联合沙利度胺或来那度胺治

疗。中位随访 22.31 个月，总体患者的中位无疾病生存

（PFS）和总生存（OS）时间分别为 28.52和 48.10个月。诱导

治疗方案之间未见生存差异，SCT组与非SCT组中位PFS分

别是 46.78 对 24.84 个月（P=0.037），SCT 组尚未达到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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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而非SCT组中位OS是43.30个月，SCT组患者可以获得

较非SCT组更长的生存时间（P=0.012）。然而在SCT组间单

次、双次和异基因SCT的PFS分别是46.78、19.32和54.51个

月（P 单双=0.770，P 单异=0.547，P 双异=0.317），而三组均尚未达到

中位OS。结论 在治疗高危MM的真实世界中使用的治疗

方案有很大的差异，且有1/3的高危MM患者无法坚持完成

规范治疗。接受移植治疗的患者仅占规范治疗患者的

34.6%，且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高危MM患者可以获

得更长的缓解时间，有显著生存获益。这种多样性为治疗建

议提供了有关参考因素。而且我们的结果提供了相关的临

床获益的真实世界数据。

G159. 早期正念减压疗法对Ⅲ期骨髓瘤骨病化疗患
者生存质量及疗效的影响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苏寒

目的 观察早期正念减压疗法对Ⅲ期骨髓瘤骨病化疗

患者生存质量及疗效的影响。方法 纳入符合MM诊断标

准（WHO 2008年）及DS分期Ⅲ期骨髓瘤骨病患者100例，随

机将患者分为干预组（50例，正念减压疗法联合BD方案化

疗及常规护理），及对照组（50 例，BD 方案化疗及常规护

理）。比较两组患者生存质量及治疗效果。两组一般资料组

间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结果 分别在

治疗 4周、8周、3个月、6个月应用EORT C QLQ-C30（V3.0）

量表进行生活质量评估，在治疗 3 个月、6 个月后对多发性

骨髓瘤控制情况判定。结果 应用正念减压疗法干预后，干

预组整体生存质量及疗效较对照组显著增高（P<0.05）。

结论 早期正念减压疗法对Ⅲ期骨髓瘤骨病化疗患者生存

质量及疗效有积极的影响。

G160. 核型分析和FISH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的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崔成华 李

承文

目的 总结1081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染色体核型和

FISH结果，分析两种检查的异常检出率以及二者之间的一

致性，为选择有效的细胞遗传学检查方法提供依据。方法

利用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骨髓标本，行染色体核型分析及

FISH 检查，检测患者的细胞遗传学异常。 回顾性分析2006

年到2015年之间1081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染色体核型和

FISH检查结果，分别统计染色体核型分析和FISH的异常检

测率，并分析两种结果的一致性。结果 ①1081例多发性

骨髓瘤患者，核型正常/FISH 正常的有 545 例，核型异常/

FISH 异常的有 178例，核型正常/FISH异常的有 79例，核型

异常/FISH 正常的有 39例。未行核型分析或核型分析无法

得到结果的有 49 例，未行 FISH 或 FISH 无法得到结果的有

194例。②分析多发性骨髓瘤常见的细胞遗传学异常，按检

出的阳性率由高到低依次是超二倍体（170例，15.7%），－13/

13q－（144 例，13.3%），累及 14q32（IGH）的易位（125 例，

11.6%），－17/17p－（43例，4.0%），1q/1p异常（38例，3.5%），

6q－（20例，1.9%）。③170例超二倍体核型，29%的患者仅

FISH阳性，核型未检出；144例－13/13q－阳性的患者，33%

的患者仅FISH阳性，核型未检出；125例累及14q32（IGH）易

位的患者，70%的患者仅FISH阳性，核型未检出；43例－17/

17p－阳性的患者，28%的患者仅 FISH 阳性，核型未检出。

上述异常，核型阳性患者的FISH结果均阳性，与核型结果有

合理的一致性。④综合核型分析和FISH的检查结果，该队

列中的细胞遗传学异常的阳性率是27.4%。结论 FISH 对

于多发性骨髓瘤常见的细胞遗传学异常有更高的检出率，核

型分析可以检出一些少见的染色体异常，对于监测疾病的克

隆演变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综合考虑，选择最优的细胞遗

传学检测手段，为做出更准确的诊断提供依据。

G161. 联合三氧化二砷（As2O3）与P38 MAPK抑制
剂（SB202190）对人骨髓瘤细胞作用机制的研究
贵州省人民医院 王清 丁倩 杜小丽 肖仕珊 黄竹芸

朱红倩

目的 通过联合三氧化二砷（As2O3）与P38 MAPK 抑制

剂（SB202190）对人骨髓瘤细胞株（RPMI8226与U266）增殖

及凋亡影响的研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为临床多发性骨

髓瘤的治疗提供新思路。方法 通过人骨髓瘤细胞株培养，

联合As2O3与SB202190给药，利用CCK-8检测细胞毒性，流

式细胞术检测细胞相对凋亡率，qRT-PCR检测相关RNA含

量变化，Western Blot检测蛋白表达，以确定联合给药对细胞

增殖及凋亡的影响。结果 联合给药组其细胞毒性明显强

于单独给药组、细胞增殖抑制明显及凋亡率明显增加、

qRT-PCR与Western Blot检测也验证了联合给药组对骨髓瘤

细胞作用显著。结论 联合As2O3与SB202190给药能够明

显抑制骨髓瘤细胞的增殖并促进其凋亡，其机制可能与双重

抑制NF-ｋB及P38 PAPK信号通路有关。

G162. DCZ0358通过抑制mTOR信号诱导骨髓瘤
细胞凋亡并克服骨髓微环境的保护作用
1.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2.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高

露 1 李波 2 陶怡 1 常帅康 1 卜文宣 1 兰秀彩 1 肖文琴 1

王英聪 1 吴晓松 1 朱维良 2 施菊妹 1

目的 探索DCZ0358的抗多发性骨髓瘤作用及其相关

机制，并检测其能否阻断骨髓微环境对多发性骨髓瘤的保护

作用。方法 利用CCK8及EdU试剂分析细胞增殖的情况；

使用Annexin-V/PI染色及TUNEL染色分析细胞凋亡情况；

Western blot检测相关蛋白的表达情况；PI染色检测细胞的

周期分布情况；使用细胞因子 IL-6与 IGF-1以及骨髓基质细

胞系HS-5在体外模拟骨髓微环境，并检测DCZ0358能否克

服其对多发性骨髓瘤细胞的保护作用；建立裸鼠皮下多发性

骨髓瘤移植瘤模型，并探索DCZ0358体内抗多发性骨髓瘤

活性；DCZ0358与硼替佐米联合作用于多发性骨髓瘤，探索

DCZ0358与硼替佐米是否具有协同抗多发性骨髓瘤作用。

结果 DCZ0358 抑制骨髓瘤细胞的增殖、诱导骨髓瘤细胞

凋亡、引起多发性骨髓瘤细胞G0/G1期阻滞。DCZ0358抑制

多发性骨髓瘤细胞内的mTOR信号通路并克服了骨髓微环

境对骨髓瘤细胞的保护作用。DCZ0358具有体内抗骨髓瘤

活性。DCZ0358与硼替佐米都具有协同抗多发性骨髓瘤作

用。结论 DCZ0358 可用于骨髓瘤的治疗。特别是，

DCZ0358可作为骨髓微环境保护作用的阻断剂添加到抗骨

髓瘤方案中，以增强一些仅能针对癌细胞的药物如硼替佐米

的抗骨髓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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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63. MTH1抑制剂协同硼替佐米抗多发性骨髓瘤
效应与机制的研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周慧星 陈文明

目的 探讨 MTH1 在多发性骨髓瘤（MM）疾病进展中

的作用以及联合硼替佐米抗骨髓瘤效应与机制。方法 采

用体外细胞实验与 nod-scid 小鼠体内实验进行研究。

结果 ①抑制MM细胞MTH1表达能够抑制细胞增殖、促进

细胞凋亡，阻滞细胞周期在G2/M期；诱导DNA 双链受损。

②MTH1 抑制剂 S-crizotinib、TH287、TH588 单药具有杀伤

骨髓瘤细胞系和抗 MM 原代细胞效应。③MTH1 抑制剂

S-crizotinib联合硼替佐米具有较强的协同抗MM效应。④
体内实验中，S-crizotinib对U266细胞系荷瘤NOD-SCID小

鼠、复发难治患者肿瘤细胞荷瘤NOD-SCID小鼠均具有抗肿

瘤效应（P<0.05）。⑤硼替佐米联合 S-crizotinib 能够增强

DNA双链受损、阻滞细胞周期于G2/M期，诱导骨髓瘤细胞

凋亡。另外，S-crizotinib能够通过抑制PI3K/Akt通路，下调

NF- kB，增强骨髓瘤细胞对硼替佐米的敏感性。结论

MTH1抑制剂具有体外、体内抗骨髓瘤活性，MTH1抑制剂

联合硼替佐米具有协同抗肿瘤效应。MTH1抑制剂能够通

过增加ROS诱导的细胞凋亡增强骨髓瘤细胞对硼替佐米敏

感性，另外 MTH1 可能能够通过下调 PI3K/Akt 信号通路下

调NF-kB增加骨髓瘤细胞对硼替佐米的敏感性。

G164. 修订的国际分期系统（R-ISS）在我国初诊多
发性骨髓瘤患者中的应用价值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樊慧守 安刚

目的 探讨在真实世界中，修订的国际分期系统（R-

ISS）对我国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预后意义与应用价

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1999年3月至2017年11月新诊断的

1139例MM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基于沙利度

胺、硼替佐米或来那度胺为主的诱导方案治疗。进而分析

R-ISS对我国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预后意义及应用价

值。结果 1139例患者中，男711例，女428例，中位年龄58

（25~83）岁。其中根据诊断MM基线水平能够进行R-ISS分

期的患者有 667 例。Ⅰ、Ⅱ和Ⅲ期患者分别为 55、433、179

例，中位总体生存（OS）时间分别为未达到、57个月、37个月，

三期患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在接受以硼替佐

米为基础的化疗患者中，R-ISS分期为Ⅰ、Ⅱ和Ⅲ期患者分别

为33、254、126例，中位OS分别为未达到、116个月、42个月，

R-ISS Ⅲ期患者的OS相对于Ⅱ期和Ⅰ期的P值分别是0.001

和 0.00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接受沙利度胺为基础的

化疗患者中，R-ISS分期为Ⅰ、Ⅱ和Ⅲ期患者分别为19、162、

46例，中位OS分别为未达到、42个月、33个月，R-ISS Ⅲ期患

者的OS相对于Ⅱ期和Ⅰ期的P值分别是 0.004和 0.000，差

异也具有统计学意义。亚组分析显示在年龄≤65岁的年轻

患者和未行移植的患者中，不同 R-ISS分期的OS时间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年轻患者中R-ISS Ⅲ期OS相对于Ⅱ期和

Ⅰ期的P值分别为 0.038和 0.036，未行移植患者中R-ISS Ⅲ
期OS相对于Ⅱ期和Ⅰ期的P值分别为 0.02和 0.000。结论

R-ISS分期能够很好的区分以接受沙利度胺和硼替佐米为基

础化疗的初诊MM患者的OS时间，对于年轻、未行移植的患

者有较为突出的预后评估价值，对中国MM患者具有重要的

预后价值。

G165. 心肌淀粉样变为首发的多发性骨髓瘤一例并
文献复习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代明辉

目的 通过对多发性骨髓瘤伴心肌淀粉样变性的临床

分析，探讨该病的早期诊断方法和治疗措施。方法 回顾性

分析 1 例多发性骨髓瘤伴心肌淀粉样变性患者的临床资

料。结果 患者，男，25岁，因“乏力气紧7个月，双下肢浮肿

4个月”入院。 患者7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乏力、气紧，活

动后明显，无胸痛胸闷，无夜间呼吸困难，无咳嗽咯痰，无潮

热盗汗，无恶心呕吐，无眩晕黑矇，无头昏头痛，无浮肿，未予

特殊治疗。4 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双下肢浮肿，呈凹陷

性，无头昏头痛，无恶心呕吐，无皮疹，无发热，无咳嗽咯痰，

无关节疼痛、晨僵，无脱发过多，无口干眼干等，无皮肤瘙痒

等，未予诊治，症状逐渐加重，院外治疗效果差。血常规、肝

肾功、甲功、尿常规、24 h尿蛋白定量、β2微球蛋白、免疫球蛋

白：C4 12.1 mg/dl，C3 65.8 mg/dl，IGM34.9 mg/dl，IGG 459

mg/dl，IGA81.28 mg/dl，自身抗体谱阴性，ANCA 相关抗体

阴性，清蛋白电泳、免疫固定电泳未见异常，PPD、T-SPOT、

常见肿瘤指标均阴性，胸水提示漏出液，胸水病理检查未见

恶性肿瘤细胞；脏MRI平扫+增扫+心功能分析：①左房稍饱

满；左心室壁稍厚：舒张稍受限所致？②心包腔中-大量积

液。③扫及右侧胸腔少-中等量积液，左侧胸腔少量积液。

骨髓涂片：增生活跃，粒系45.5，红系31%，浆细胞比例偏高，

占7%，为成熟浆细胞；骨髓活检：造血组织增生明显低下，见

少数淋巴细胞及浆细胞散在分布；网状纤维不增加；CD138

（+）、CD38（+）、Igκ（+，P）、Igλ（+，P）之浆细胞散在或呈簇状

分布，约占有核细胞 10%~15%，刚果红染色阴性。游离κ轻

链45 mg/L（升高）。流式细胞术检测：查见克隆性浆细胞（表

达CD38、CD138、CD56，限制性表达胞质kappa轻链，不表达

CD45，不表达CD19、CD20、HLA-DR和胞质 lambda）。取腹

壁皮肤活检，示真皮层可见少许红染无结构物，刚果红染色

阳性，提示淀粉样变性。结论 多发性骨髓瘤伴心肌淀粉样

变性少见。

G166. 流式细胞术在多发性骨髓瘤诊断及预后判断
中的应用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王艺

流式细胞术可特异性的鉴定浆细胞群体，其在多发性骨

髓瘤的辅助诊断、评估预后、微小残留病灶方面越来越受到

重视。检测骨髓瘤细胞免疫表型，可以鉴别骨髓瘤细胞和正

常细胞。本文主要对近年来多发性骨髓瘤细胞免疫表型临

床意义研究进展作一综述。本综述主要介绍较常用的抗原

（如 CD19、CD27、CD56、CD117 及 CD200）在多发性骨髓瘤

浆细胞表达的价值。

G167. PX-12促进硼替佐米诱导多发性骨髓瘤细胞
H929凋亡的实验研究
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林全德 房佰俊 刘丽娜 刘玉

章 李玉富 周健 宋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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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PX-12对硼替佐米诱导多发性骨髓瘤细胞

（MM）的作影响及其机制。方法 以多发性骨髓瘤细胞株

H929细胞为研究对象，将细胞分别分为PX-12组、硼替佐米

组、联合组和对照组，分别加入 5.0 μmol/L浓度的 PX-12 单

药、20 nmol/L 的硼替佐米单药、两药联合和 1640 培养基，

培养 24、48及 72 h后观察细胞活性变化，通过MTT法检测

PX-12对MM细胞活性的影响，Western-blot方法检测硫氧还

蛋白-1（Trx-1）的表达水平，用 FITC标记的Annexin-V确定

细胞凋亡情况，用H2DCFDA探针标记法测定细胞内ROS水

平。结果 通过MTT检测发现，在经过培养 72 h后，PX-12

组的 H929 细胞活性受到抑制，抑制作用高于对照组（P<

0.05），作用 72 h的 IC50为 2.0 μmol/L，Trx-1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1）；硼替佐米组的H929细胞活性下降明显，低于对照

组（P<0.01），作用72 h的 IC50为10.0nM，Trx-1水平低于对照

组（P<0.01）；联合组的细胞活性下降最为显著，抑制作用显

著对照组、PX-12组和硼替佐米组（P<0.01）。各组细胞在相

应培养体系培养48 h后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细胞凋亡情况，

联合组细胞凋亡率达71.3%，PX-12组、硼替佐米组对照组分

别为 20.6%、33.3%和 10.6%，联合组诱导凋亡率显著高于其

余各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各组细胞在相应

培养体系培养24 h后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内ROS水平变化

情况，结果显示，联合组细胞内ROS水平为 6035，分别高于

PX-12 组、硼替佐米组和对照组的 3649、3337 和 1093，各组

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结论 PX-12 可以促使

硼替佐米诱导多发性骨髓瘤细胞H929凋亡增加，可能是通

过ROS水平升高而导致凋亡增加。

G168. 多发性骨髓瘤LDLR及ABCA1表达水平检
测及临床意义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曹星梅 古流芳 崔晓光

目的 从胆固醇转运及胞内定位入手，探讨多发性骨髓

瘤（MM）患者低胆固醇血症发生的原因。方法 采用QRT-

PCR 检测 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11 月在我院确诊的 56 例

MM 患者低密度脂蛋白受体（LDLR）及 ATP 相关转运体

（ABCA1）mRNA的表达水平，以 10例血液系统非恶性疾病

作为对照。结果 LDLR mRNA在初诊和复发MM患者中

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完全缓解组及对照组（P=0.001），而对

照与完全缓解组无差异，表明骨髓瘤细胞表达较高水平的

LDLR。而胆固醇转出受体ABCA1（P=0.690）表达在各组间

无统计学差异。结论 MM患者脂代谢异常可能与可能与

LDL摄入增加有关，胆固醇逆向转运水平并无明显异常。需

进一步进行MM细胞内胆固醇水平的检测，深入研究胆固醇

转运及逆向转运相关蛋白的信号转导通路。

G169. 慢病毒载体介导的CXCR4基因过表达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归巢研究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陈伟 孔庆玲 朱锋 曹江 程

海 齐昆明 闫志凌 李振宇 徐开林

目的 研究过表达小鼠 Cxcr4 基因对小鼠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MSC）体内归巢特性的影响。方法 利用慢病毒载

体介导小鼠MSC过表达Cxcr4基因，建立过表达CXCR4的

MSC。将BALB/c小鼠分为 4组，每组 10只：①单纯照射组

（TBI组）：受鼠接受全身照射（TBI）后输注0.2 ml生理盐水；

②空载体对照组（EGFP-MSC组）：受鼠TBI后经鼠尾静脉输

注 EGFP 空载体转导的 MSC5×105个；③过表达 CXCR4 组

（CXCR4-MSC组）：受鼠TBI后经鼠尾静脉输注EGFP空载

体转导的 MSC 5×105个。冰冻切片观察 MSCs 在受鼠体内

重要脏器的分布，流式细胞术检测MSC归巢至受鼠体内骨

髓及脾脏效率，ELISA法检测受鼠外周血和骨髓中基质细胞

衍生因子1（SDF-1）水平。结果 冰冻切片结果显示过表达

CXCR4可明显提高MSCs归巢至肝脏、脾脏和小肠的效率；

流式细胞术测定过表达CXCR4的MSC归巢只脾脏和骨髓

数量明显高于EGFP对照组（P<0.05）；ELISA结果显示照射

24 h后小鼠外周血及骨髓中SDF-1水平明显升高，并且SDF-1

升高水平和过表达 CXCR4 的 MSC 归巢效率存在相关性。

结论 利用慢病毒载体过表达CXCR4可促进小鼠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归巢。

G170. 过表达Cxcr4基因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减轻
亚致死性照射损伤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陈伟 臧宇 孔庆玲 朱锋 曹

江 桑威 程海 李振宇 徐开林

目的 探讨过表达 Cxcr4 基因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MSC）移植对照射损伤小鼠造血重建的影响。方法 采用

293FT 细胞包装共表达 EGFP 和 Cxcr4 慢病毒载体，转导

MSC 建 立 稳 定 共 表 达 EGFP 和 Cxcr4 基 因 MSC

（MSCCxcr4），同时建立稳定表达EGFP的MSC（MSCEGFP）

作为对照，经尾静脉输注接受亚致死剂量（总剂量3 Gy）照射

的Balb/c小鼠。MSC的输注量为 2×106，设立单纯照射组为

对照组。观察小鼠的一般生存状态，统计小鼠生存率。分别

于 3、7、14、21、28 d计数WBC和RBC，流式细胞术检测PLT

数量、网织红细胞和网织血小板比例。病理观察移植后各组

骨髓、脾脏与肝脏恢复情况。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式反应

检测骨髓中MSC植入比例。结果 各组小鼠移植后血常规

呈先下降，继而上升的一般趋势。其中，WBC在1周后开始

恢复，其中MSCCxcr4组恢复速度明显快于其他两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理结果显示，MSCCxcr4组造

血器官照射损伤后修复较快。移植后 30d、40d、60d均可在

受亚致死剂量照射的受体鼠内检测到供体 MSC，且输注

MSCCxcr4组植入水平明显高于MSCEGFP组（P<0.05）。结

论 输注过表达Cxcr4基因MSC可增加MSC植入，并促进

照射损伤小鼠造血功能的恢复。

G171. 诱导治疗结束后十色MRD的监测对于多发
性骨髓瘤患者预后的意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姚卫芹 姚颖 颜霜 刘咏 颜

灵芝 金松 商京晶 朱明清 吴德沛 傅琤琤

目的 探讨在诱导治疗结束后骨髓MRD水平对于MM

患者预后的意义。方法 收集了从2015年7月-2017年7月

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诊的初发MM（包括浆细胞白血

病）102例，在诱导治疗结束后评估疗效，并对其中88例患者

采用十色流式细胞术的方法检测骨髓MRD，根据MRD是否

小于1×10－4将患者分为MRD（+）组（MRD≥1×10－4）和MRD

（－）组（MRD<10－4）。比较两组预后差异。结果 102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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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患者在诱导治疗结束后，有 75例（73.53%）获得了非常好

的部分缓解（VGPR）及以上，其中获得完全缓解（CR）的患者

34例（33.33%）；在诱导治疗结束后采用十色流式细胞术监

测MRD的88例患者，有33例（37.5%）获得MRD（－），55例

（62.5%）为MRD（+），MRD（+）组中位PFS为 20个月，MRD

（－）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PFS）未达到，两组PFS具有统

计差异（P=0.011）；在诱导治疗结束后获得VGPR及以上的

患者，有 65 例采用十色流式细胞术监测 MRD，其中 30 例

（46.15%）获得MRD（－），35例（53.85%）为MRD（+），MRD

（+）组中位PFS为 20个月，MRD（－）组中位PFS未达到，两

组PFS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0）。进行多因素分析得到诱

导治疗结束后 MRD 的水平是预后独立的危险因素。结论

诱导治疗结束后获得 MRD（－）的患者其预后明显优于

MRD（+）的患者。由于病例数限制以及随访时间限制我们

尚不能得出移植后患者获得MRD水平同预后的意义，我们

将对这些患者继续随访，后期将继续探讨诱导治疗结束后

MRD的水平对于OS意义，以及移植后获得MRD的水平对

于患者预后的意义。

G172. IgH缺失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的临床特点及意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姚颖 魏炜 王攀峰 徐云 颜

霜 姚卫芹 傅琤琤

目的 探讨多发性骨髓瘤中 IgH缺失的发生概率、发生

类型、临床特征、治疗疗效、预后因素。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

例分析方法，收集 239 例初治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临床资

料，分析 IgH 缺失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的发生概率、临床特

征。分析 IgH 缺失阳性患者的治疗疗效、生存预后。结果

IgH缺失的发生率为：29.3%（70/239例），最常见缺失类型：

1G2R：50.0% ；1G1R：21.4%；复杂缺失：17.1%。IgH缺失患

者均伴有 IgH 重排阳性。IgH 缺失阳性患者中轻链型，ISS

Ⅲ期，游离轻链高比值多见。IgH缺失患者以硼替佐米为主

方案化疗，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化疗后疗效达PR以上可

获得较好的生存。将患者按 IgH 缺失，不伴有 IgH 缺失的

IgH重排，FISH全阴性分组。三组的ORR分别为80%、85%、

97.4%。中位OS时间：IgH缺失阳性组为 35个月，仅有 IgH

重排组为39个月，FISH全阴性组为74个月。提示 IgH缺失

预后欠佳。结论 ①IgH 缺失在多发性骨髓瘤中较常见。

②IgH缺失患者均伴有 IgH重排阳性。③IgH缺失阳性组中

轻链型，ISS Ⅲ期，游离轻链高比值患者多见。④IgH缺失患

者化疗有效率低，中位OS时间短，提示预后欠佳。⑤IgH缺

失患者以硼替佐米为主的方案化疗，疗效达PR以上，行自体

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获得较好的预后。

G173. 常规核型分析、FISH与SNP技术在多发性骨
髓瘤染色体异常检测中的意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姚颖 王攀峰 魏炜 徐云 颜

霜 姚卫芹 傅琤琤

目的 探索常规核型检测技术、FISH技术和SNP芯片

技术三种技术在多发性骨髓瘤检测中染色体异常检出率以

及与其临床资料、实验室指标的关系，比较三种检测技术对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染色体异常的检出率及各自优缺点。

方法 收集2017年6月-2018年1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血液病研究中心行SNP芯片技术检测的43例多发性骨髓

瘤患者进行研究，统计各个染色体异常在不同检测方法中的

发生率。结果 32例患者同时应用三种技术进行检测，综

合三种检测技术 32 例 MM 患者的染色体异常率为 96.9%。

其中常规核型检出率：25.0%，FISH检出率：75.0%，SNP芯片

技术检出率：84.4%。当常规核型正常（24例）时，FISH技术

可额外检测出 16例异常，SNP芯片技术可额外检测出 19例

染色体异常；当FISH全阴性（8例）时，常规核型均为正常核

型，SNP芯片技术可额外检测出 6例染色体异常；当SNP芯

片技术提示正常核型（5 例）时，常规核型均为正常核型，

FISH技术可额外检测出3例异常。分析其临床资料，发现检

出常规核型阳性的患者较检出FISH阳性及SNP阳性患者的

肿瘤负荷高。综合三种检测技术，96.9%MM患者伴有细胞

遗传学异常。MM患者中常规核型检出率：25.0%，FISH检

出率：75.0%，SNP芯片技术检出率：84.4%，FISH及SNP芯片

技术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常规核型。常规核型检出阳性的患

者较FISH阳性及SNP阳性患者的肿瘤负荷高。结论 在检

测MM患者染色体异常方面，常规核型分析可对所有染色体

的数目和结构改变进行识别；FISH技术可高敏感地检测特

异性探针范围内的改变；SNP芯片技术可精确检测染色体全

基因的拷贝数异常。三种检测方法均是研究MM遗传学异

常的重要方法。

G174. 51例骨髓坏死综合征的临床分析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黄一虹 贾文华 毛慧 陈婉如

岳晓彤 魏鑫鑫 李德鹏 徐开林

目的 探讨骨髓坏死综合征原发病种类、病因、临床特

征、血液学和影像学特点、诊断手段和方法及预后影响因素，

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以免误诊、漏诊或影响治疗。方法

选取2010年1月至2016年12月我院及我市另一家三甲医院

骨髓坏死（BMN）病例51例，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分析BMN

病例的临床资料。结果 ①51例骨髓坏死患者中恶性血液

病32例，实体肿瘤所致骨髓转移癌14例，另有5例患者继发

于非肿瘤性疾病（EB病毒感染2例，再生障碍性贫血2例，溶

血性贫血1例）。②主要临床特征：青壮年多见，首发症状以

剧烈骨痛和发热为主，多发生在骨髓坏死前1周至2个月，主

要体征为骨关节压痛、贫血、发热等。其中贫血 51例、发热

28例、骨痛28例、淋巴结肿大19例、出血15例、肝脾肿大10

例。③血液学特点：外周血象以血红蛋白和血小板减少多

见，白细胞因原发病不同可以增多、减少或正常，全血细胞减

少13例，二系减少26例，单系细胞减少12例，幼红-幼粒细胞

性贫血43例，伴有ALT、AST、ALP、LDH等指标异常。④骨

髓穿刺和骨髓活检：所有病例均经骨髓细胞学或/和骨髓活

检病理确诊，骨髓干抽7例，多部位骨髓穿刺9例，多部位骨

髓穿刺同时行骨髓活检9例，骨髓穿刺确诊45例，骨髓活检

确诊41例，骨髓穿刺联合骨髓活检同时证实骨髓坏死35例，

骨髓纤维化 16 例。⑤影像学诊断 13 例患者行脊柱/骨盆

MRI，可见多发椎体异常信号，椎体内、髂骨内可见斑片状、

块状低密度影。9例患者行全身PET-CT/骨骼ECT检查，全

身造血机能低下，可见累及骨骼代谢异常活跃，伴放射性核

素浓集影。⑥预后与转归 46例合并BMN的恶性疾病，中位

生存期为25 d，11例针对原发病积极化疗后骨髓坏死情况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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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5例短期内死亡，死亡原因为颅内出血、肺栓塞、呼吸衰

竭，5例继发于非恶性疾病BMN患者，4例积极对症支持治

疗后，骨髓坏死情况缓解，现仍存活，1 例放弃治疗。结论

①骨髓坏死主要发生于血液肿瘤和骨髓转移癌，骨髓穿刺和

骨髓活检是确诊的主要手段；②MRI和PET-CT有助于早期

筛查及判断骨髓坏死范围和恢复情况；③骨髓坏死预后与原

发病有关，骨髓坏死多病情凶险，预后差，早期发现，早期诊

断，早期积极治疗原发病可能会有助于改善其预后。

G175. 骨髓坏死综合征研究发展近况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毛慧 贾文华 李德鹏 黄一虹

目的 提高对本病的认识和警惕性，进一步探讨骨髓坏

死临床、血液学特点及发病机制、治疗等。方法 以“Bone

marrow necrosis，Hematologic neoplasms，Solid tumor, Bone

marrow puncture，Bone marrow pathology”为英文检索词，以

“骨髓坏死，血液系统肿瘤，实体肿瘤，骨髓穿刺，骨髓病理”

为中文检索词，由第一作者检索PubMed、万方数据库 1941 至

2016年骨髓坏死相关文献，经过筛选最终获得 43 篇文献进

行综述。结果与结论 骨髓坏死为临床少见多种疾病所致

的并发症，临床以骨痛、发热、幼红-幼粒细胞贫血、骨髓穿刺

和/或骨髓活检显示坏死为特征，发病机制复杂，但是目前对

其仍知之甚少，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对骨髓坏死尚无较好

的治疗方法，预后较差。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积极治疗

原发病对骨髓坏死的预后尤为重要。随着对疾病认识的提高，

骨髓细胞学、基因学、MRI等检测手段的应用及造血干细胞移

植等治疗措施的发展，骨髓坏死患者有望获得更好的预后。

G176. Dysregulation of the NLRP3 inflammasome

complex and related cytokines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Zhenyu Li, Yanjie Li, Ning Li, Zhiling Yan, Hujun Li, Lili Chen,

Zhiyao Zhang, Guoqin Fan, Kailin Xu

Objective The NLRP3 inflammasome complex, an im-

portant regulatory factor of inflammation and cell apoptosis,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u-

mor. Here, we analyzed the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signifi-

cance of NLRP3 inflammasome complex and related cytokines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MM). Methods Peripher-

al blood and bone marrow of 38 newly diagnosed myeloma pa-

tients and 25 age- and gender- matched healthy people were

studied. NLRP3 and caspase- 1 were analyzed using quantita-

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and Western blot and

IL-1beta, IL-18, RANKL, and OPG were evaluat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Results We showed that aber-

rant NLRP3 and caspase- 1 expression were observed in MM

and downregulated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people. We fur-

ther demonstrated that NLRP3 mRNA was negatively correlat-

ed with beta2- microglobulin and plasma cell percentage in

MM. The downstream cytokines IL-18 and sRANKL/OPG in

MM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Moreover,

the lower mRNA levels of NLRP3 and caspase-1 were shown

to b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L- 1beta in newly diagnosed

MM patients. Conclusions This study demonstrated that dys-

regulated expression of NLRP3- caspase- 1- IL- 1beta axis was

observed in patients with MM, suggesting they might be in-

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MM.

G177. FISH阳性数量对初治多发性骨髓瘤的预后
意义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姚颖 魏炜 王攀峰 颜霜 徐

云 姚卫芹 潘金兰 傅琤琤

目的 探讨荧光原位杂交（FISH）阳性结果数量对多发

性骨髓瘤患者的预后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8年 1月

至 2014年 2月在我院收治的 109例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的临床资料，联合 FISH 阳性数量制定新的分层系统。结

果 单因素生存分析中发现HGB、ALB、血β2-mg、ISS分期、

常规核型异常、13q14缺失、Rb1缺失、IgH重排、1q21扩展、

FISH阳性数量与初诊MM患者预后有关（P<0.05）。多因素

Cox 分析筛选出 ISS 分期为影响预后的独立不良因素（P<

0.05）。FISH 阳性≥2 项组对比 FISH 阳性<2 项组总生存

（OS）还是疾病无进展生存（PFS）时间都要明显缩短，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5）。故我中心将 FISH≥2 项阳性联合

ISS分期进行危险分层，高危组：全部 ISSⅢ期，以及 ISSⅡ期

伴≥2项FISH阳性，共62例患者，中位PFS时间6个月，中位

OS时间14个月；标危组：除高危组之外所有病例，共47例患

者，中位PFS、OS时间均未出现，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在治疗方法选择上，高危组中诱导化疗后行自体

移植治疗帮助高危组患者中位OS明显延长，获得更大的生

存机会。结论 FISH 中阳性结果数量与 MM 患者预后相

关。FISH≥2 项阳性联合 ISS 分期进行危险分层后，对 MM

患者疾病的进展和预后有指导价值。

G178. Pretreatment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but not platelet/lymphocyte ratio has a prognostic

impact in multiple myeloma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Zhenyu Li, Yanjie Li, Ning Li, Zhiling Yan, Hujun Li, Lili Chen,

Zhiyao Zhang, Guoqin Fan, Kailin Xu

Background We evaluated the prognostic significance

of neutrophil/lymphocyte ratio (NLR) and platelet/lymphocyte

ratio (PLR) in patients with multiple myeloma (MM). Methods

In total, we retrospectively analyzed 315 newly diagnosed MM

patients and calculated NLR and PLR from the complete blood

count of the untreated patients. We further assessed the role of

pretreatment NLR and PLR on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Results Multiple myeloma

patients with high NLR(≥2) experienced shorter OS (P=

0.020) and PFS(P=0.010) compared with patients with low

NLR (<2). Furthermore, among the patients with conventional

chemotherapy, elderly patients, or patients with advanced stag-

es, high NLR (≥2) was found to have a negative prognostic im-

pact on OS and PFS. In the multivariate Cox analysis, we con-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469·

firmed that the NLR w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both OS and PFS (P=0.000). But the differences in OS or PFS

by PLR were not found in MM patients. Conclusions Our

study suggests that NLR not PLR can be acted as an indepen-

dent prognostic factor for analyzing the clinical outcome of

MM patients.

G179. 国产硼替佐米个体化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早
期疗效、安全性及乙肝“隐患”监控的真实世界研
究——中国西南前瞻性、单中心数据中期分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廖益 张丽 向兵 黄杰 龚玉萍

陈心传 刘家卓 潘崚 吴俣 代阳 邝璞 郭勇 刘

霆 牛挺

目的 探讨以国产硼替佐米为基础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疗效、安全性，诊治中乙型肝炎病毒

（HBV）监控情况及血清碱性磷酸酶（ALP）的变化。方法

纳入本中心 2018 年 1 月 11 日至 2018 年 5 月 30 日收治的 33

例应用国产硼替佐米患者，根据分期、分层、ECOG评分、临

床表现等对MM患者进行个体化治疗，对疗效、不良反应、

HBV监控情况及血清ALP变化进行评估。结果 疗效可以

评估的MM患者为29例，失访4例不能评估疗效（未纳入后

续统计），平均疗程数1.6。整体临床获益率（CBR）20.7%（6

例），VGPR 3.4%（1 例）、PR 13.8%（4 例）、MR 3.4%（1 例）、

SD 79.3%（23 例）；新诊断骨髓瘤（NDMM）18 例中，CBR

11.1%(3例）、VGPR 5.6%（1例）、PR 5.6%（1例）、MR 5.6%（1

例）、SD 83.3%（15 例）；复发难治骨髓瘤（RRMM）11 例中，

CBR 27.3%（3例）、PR 27.3%（3例）、SD 72.7%（8例）。不良

反应包括带状疱疹（10.3%）、白细胞减少（3.4%）、皮疹

（3.4%）、视力下降（3.4%）、双手震颤（3.4%）等，均为 1 至 2

级。21例患者完成常规HBV筛查，其中 15例（71.4%）存在

HBV再激活隐患，暂无发生。治疗后血清ALP水平呈升高

趋势，暂无统计学差异（11例）。结论 国产硼替佐米治疗

MM患者初期疗效可，安全性良好；其中，存在HBV再激活

隐患亚群比例高，需要得到重视。

G180. 淫羊藿素对多发性骨髓瘤细胞KM3凋亡及
机制研究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李梦醒

目的 研究淫羊藿素在多发性骨髓瘤（MM）发生中的

作用并探索其可能机制。方法 用不同浓度淫羊藿素作用

于多发性骨髓瘤细胞株（KM3）；用MTT比色法观察细胞增

殖活性、流式细胞术检测KM3细胞凋亡的情况，Western-blot

印迹法检测凋亡相关蛋白 caspase3、PARP 和 Bcl-2 的表达，

探讨淫羊藿素对骨髓瘤细胞增殖、凋亡的可能机制。结果

淫羊藿素对KM3细胞株的增殖有明显抑制作用，且有剂量

时间依赖关系（P<0.05）；Annexin Ⅴ-FITC/PI检测发现凋亡

细胞较正常对照明显增多，Bcl-2 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

caspase3、PARP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且效应随时间增加而

增强（P<0.01）。结论 淫羊藿素能抑制多发性骨髓瘤KM3

增殖、诱导KM3凋亡，诱导作用有量效相关性，其分子机制可

能与上调caspase3、PARP蛋白及下调Bcl-2蛋白的表达有关。

G181. 多发性骨髓瘤中组蛋白表观修饰酶KDM4A/

JMJD2A的抑瘤作用及其机制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刘雪莲 刘英敏 高雪 刘小博 叶

龙 孙月 靳凤艳

组蛋白甲基化是表观调控染色质重塑和基因重编程的

主要机制，由赖氨酸甲基转移酶和去甲基化酶（KDM）动态

调节。KDM4家族参与基因转录和翻译、DNA复制和修复

等的调节，其失调促进基因组不稳定性及肿瘤发生。其中

KDM4A/JMJD2A在实体瘤中已广泛研究，但在血液肿瘤（如

多发性骨髓瘤，MM）中的作用尚未见报道。本研究中，GEP

分析显示，KDM4A表达在MGUS和MM中明显升高；复发

难治MM明显高于初诊MM；但KDM4A上调与生存呈正相

关；1q 高危 MM 中 KDM4A 表达明显降低；且与 1q21 基因

（如CKS1B，MCL1，PSMD4，ARNT等）表达呈负相关。伴1q

或获得性耐药MM细胞中，KDM4A基础蛋白水平升高，且

缺氧或乳酸能诱导其表达，并伴有NF-κB和HIF通路激活。

抑制 NF-κB 或敲低 ARNT/HIF-1β可显著上调 KDM4A；而

KDM4A敲低/抑制则激活NF-κB和HIF，伴有H3K36me3甲

基化增加，并上调抗凋亡基因表达，抑制硼替佐米的杀伤作

用，克服缺氧介导的耐药性。敲低KDM4A还能促进细胞增

殖和S期进入、并阻断DNA损伤等。序贯骨髓活检样本 IHC

染色显示，KDM4A随MM病程而变化，与疗效反应密切相

关。一般认为KDM4A是促瘤蛋白，通过表观遗传或非表观

遗传机制起作用。我们首次发现KDM4A对MM（尤其是1q

高危亚型）具有抑制作用，可能是一种MM特异性的抑瘤蛋

白，其通过H3K36me3去甲基化、及与NF-κB和HIF间的反

向调节作用，抑制促MM和抗凋亡基因的表达。

G182. Blimp-1在小鼠骨髓移植后GVHD中的作用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宋旭 陈翀 马莎 吕超 王

曼 徐开林

目的 探讨B淋巴细胞诱导成熟蛋白（Blimp-1）在小鼠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后并发症移植物抗宿主

病（GVHD）中的作用。方法 以T细胞特异性敲除Blimp-1

小鼠模型为基础，以B6.Blimp-1flox/floxCre小鼠和B6小鼠为供

鼠，以BALB/c小鼠为受鼠，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观察

移植后小鼠生活状态、体重变化并记录不同实验组小鼠生存

率，于移植后45 d获取小鼠外周血和脾细胞悬液，通过胞内

染色及CBA技术检测不同实验组小鼠体内外周血及脾中效

应T细胞和初始T细胞亚群、Th细胞亚群及各种细胞因子的

变化，并对小鼠肝脏、肺脏、小肠、皮肤等脏器进行病理学检

测，参照 Blazar 和 Kaplan 等急性 GVHD 病理学评分标准对

各组GVHD发生情况进行综合评分。结果 allo-HSCT后，

供者T细胞完全敲除Blimp-1的小鼠生存率增加（P<0.05）且

GVHD的发生率及程度减轻（P<0.05）,而通过对小鼠血浆进

行CBA检测显示完全敲除供者T细胞Blimp-1的小鼠血清

中 IFN-γ、TNF和 IL-10的分泌减少（P<0.05）。流式细胞术检

测各实验组小鼠外周血和脾脏中Th细胞亚群，结果显示，与

其他移植组相比，供者T细胞完全敲除Blimp-1的小鼠外周

血和脾脏Th1细胞的比例降低（P<0.05），而Th2和Th17细胞

比例增高（P>0.05），并且通过对小鼠各脏器组织行伊红-苏

木素（HE）染色，发现各实验组小鼠 GVHD 靶器官，包括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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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肺脏及肠道均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而以供者T细胞完全

敲除 Blimp-1 的小鼠损伤程度减轻。结论 在小鼠 GVHD

中，敲除供者T细胞Blimp-1可通过抑制Th1细胞的分化和

炎症因子的释放减轻移植后GVHD。

G183. 补骨脂酚的抗骨髓瘤活性及其机制探究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艾利莎 牟时代 胡豫

目的 探讨补骨脂酚在多发性骨髓瘤（multiple myelo-

ma，MM）中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 将浓度范围为 0~100

μmol/L的补骨脂酚按浓度梯度预处理MM细胞，利用CCK-

8检测细胞活力，计算补骨脂酚的半抑制浓度（IC50）及有效

作用时间。用不同浓度的补骨脂酚分别处理两种MM细胞

系（RPMI8226和NIH929），通过一系列体外生物学行为的检

测以及体内荷瘤裸鼠模型的构建，验证补骨脂酚的抗骨髓瘤

效应。最后，通过western blot检测 JNK相关信号通路蛋白

的表达水平，探究补骨脂酚发挥抗骨髓瘤效应的分子学机

制。结果 CCK-8结果提示补骨脂酚可以明显抑制MM细

胞的增殖，且与作用时间和浓度密切相关，而外周血单个核

细胞（PBMC）的活力却不受补骨脂酚的影响，提示补骨脂酚

发挥抗骨髓瘤效应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经计算所得，补骨脂

酚的 IC50为（67.48±0.13）μmol/L。此外，补骨脂酚不仅可以

在体外抑制MM细胞的增殖，促进其凋亡，导致G1/S细胞周

期阻滞，也可以在体内明显抑制肿瘤的生长而减轻裸鼠的荷

瘤负担[（167.31±11.57）mm3 对（287.36±41.54）mm3]。同样

的，Western blot结果显示，补骨脂酚干预后的MM细胞中促

凋亡蛋白 Bax 和Cleaved caspase-3表达增加，而抗凋亡蛋白

Bcl-2表达减低，以及 JNK的磷酸化水平下降。结论 补骨

脂酚可以在体内外抑制骨髓瘤的发生发展，同时具备足够的

安全性。另外，补骨脂酚可能通过抑制 JNK信号通路的磷酸

化活化，参与调节相关蛋白的表达，而影响骨髓瘤的各项生

物学行为。因此，补骨脂酚，作为一种新发现的 JNK抑制剂，

可能成长为有效的抗骨髓瘤的生物学活性药物。

G184.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NaBut sup-

presses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s apoptosis by

targeting p21 in multiple myeloma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Ruosi

Yao, Kailin Xu

Multiple myeloma (MM) is an extremely serious hemato-

logical malignancy that remains incurable due to chemothera-

py resistance. Epigenetic regulation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progression of MM. 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 NaBut func-

tions in various physiologic processes, including inflamma-

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Its’possible roles in MM progres-

sion have not been explored. In this report, NaBut decreased

survival of several human MM cell lines in a dose- and time-de-

pendent manner. NaBut could also lead to cell cycle arrest at

the G2/M phase in a dose- dependent manner. NaBut inhibit-

ed bortezomib- resistant cell proliferation in dose- and time-de-

pendent manners, and NaBut was likely to induce partly bortezo-

mib- resistant MM cell death. Moreover, NaBut induced MM

cell apoptosis via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of p21. Overall, our

results implicate NaBut as a potential therapeutic drug for MM.

G185. High USP7 expression predicts poor progno-

sis in multiple myeloma and contributes to bortezo-

mib resistance by regulating IκBα degradatio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Yao

Yao, Yang Zhang, Min Shi, Yueyue Sun, Zhenyu Li, Ruosi Yao,

Kailin Xu

Background Despite encouraging effects with bortezo-

mib in the treatment of multiple myeloma (MM), emergence of

resistance becomes a challenging problem in the clinical treat-

ment. However, the understanding mechanism of bortezomib-

resistance resistance is far from clear. Thus, calling for novel

targeted treatment or further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bort-

ezomib-resistance is urgently needed.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function of ubiquitin- specific protease- 7

(USP7) in MM. We knockout the expression of USP7 in bort-

ezomib- resistant MM cell using CRISPR/Cas9- mediated ge-

nome editing system. And the effects of USP7 knockout trig-

gered were evaluated in terms of growth capability, induction

of apoptosis, colony formation and bortezomib- sensitivity.

And we also compared the survival of mice between the USP7

knockou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using the disseminated MM

model. Results Our data showed that high expression of

USP7 in myeloma was a predictor of short overall survival and

poor outcome. Our data demonstrated that USP7 knockout sig-

nificantly suppressed colony formation, inhibited proliferation

of bortezomib-resistant MM cells even in the present of growth

factors, and overcame bortezomib- resistance. MM disseminat-

ed model showed USP7 knockout markedly inhibited the

tumor growth, prolonged the survival of mice bearing bortezo-

mib-resistant MM cells. Importantly, usage of USP7 inhibitors

(p5091 and p22077) also suppressed the activation of

NF- κB and combination with bortezomib triggers antitumor

synergistic activity in bortezomib- resistant MM cells. Mecha-

nistically, USP7 knockout remarkably increased the sensitivity

to bortezomib through stabilizing IkBa and blocking the

NF- κBα pathway. Not surprisingly, when the IκBα of USP7

knockout cells was knockdown using siRNA transfection,

these cells restore the bortezomib- resistance again. Conclusion

Taken together, we report that USP7 is a potential new marker

of bortezomib resistance. Our study therefore provides the

rationale for clinical protocols evaluating USP7 inhibition,

alone and combination with bortezomib, to overcome bortezo-

mib resistance and improve patient outcome in MM.

G186. Effect of STAT3 Inhibitor- Stattic on cell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Multiple Myeloma

U266 cell line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uzhou Medical University Yao

Yao, Min Shi, Yueyue Sun, Jianping Luo, Kailin X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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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se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STAT3 inhibitor Stattic on proliferation and apoptosis of

multiple myeloma U266 cell line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

Methods U266 cells were exposed to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tattic for 48h. The CCK-8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cell viability and the IC50 value at 48 h. And then,

U266 cells were exposed to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tattic

for 24 h, 48 h or 72 h and cell viability was assayed. Then

U266 cells were pretreated with 0.5, 1, 2, 4 and 8 μmol/L of

Stattic for 24h, the Annexin V/7- AAD double staining was

used to analyse cell apoptosis. The Western blot assay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STAT3 and

phosphorylated STAT3 levels of U266 cells preincubated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tattic, and for various time

periods. At last, U266 cells were exposed to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Stattic for 10h,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proteasome units PSMB5, PSMB6, PSMB8 and PSMB9 were

detected.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tattic could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cell viability of U266 cells in a time-

and dose- dependent manner, the IC50 value at 48h for U266

cells was 2.13 ± 0.25 μmol/L. The apoptotic cells increased

along with enhancement of Stattic concentrations. Stattic

treatment resulted in the down- regulation of STAT3 tyrosine

phosphorylation (p- STAT3). Notably, Stattic decrease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PSMB6 and PSMB9, nevertheless, the

protein levels of PSMB5 and PSMB8 remained unchanged.

Conclusion Collectively, Stattic can efficiently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U266 cells and induce apoptosis through

inhibiting p- STAT3 , and down-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proteasome units correspondingly, suggesting that Stattic may

be a potential chemotherapeutic candidate for multiple

myeloma therapy.

G187. The correlation study of multiple myeloma

involved free light chains concentration and its

serum creatinine
Air Force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jing Hospital Weijing

Jia

To explore the serum involved light chains effect on multi-

ple myeloma patients renal damage, namely to study the corre-

lation between involved free light chains and serum creati-

nine. We collected 81 cases of de novo untreated multiple my-

eloma (MM) patients in Wuhan TongJi hospital from June

2011 to March 2013, we measured both the involved light

chain and serum creatinine concentrations at the same time,

studie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m. In these 81 cases of de

novo untreated MM patients, we didn’t find the correlation be-

tween the κ orλ iFLC and serum creatinine totally. However

when the κ iFLC threshold (sκFLC>113 mg/L) was reached, it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serum creatinine. However, we

failed to find a correlation between λiFLC and serum creati-

nine even when the λiFLC threshold (sFLC-λ > 278 mg/L) was

reached in our study. In other words, serum free light

chains are the important cause of renal damage in multiple my-

eloma when the sFLC- κ >113 mg/L, but we don’t find the

same phenomenon betweenλ iFLC and serum creatinine. As to

the reason, it is possibly related to the κiFLC variable area (V)

zone effect on re- absorption function of proximal tubule,

which leads to Fanconi syndrome. The detailed pathogenesis

need further study.

G188. NLRP3介导巨噬细胞活化在GVHD早期发
生中的作用研究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朱升云 史培培 徐开林

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allo-HSCT）后常见并发症，也是移植死亡的主要原因之

一。GVHD的治疗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现有的治疗手段还

难以有效的控制，近来有研究发现 NLRP3 炎性复合体是

GVHD严重程度的调节体，但其机制尚不明确。NLRP3主

要存在于单核细胞、巨噬细胞等细胞胞质中，巨噬细胞既可

介导肠道抗微生物感染-损伤修复效应，又可介导促炎效应，

在肠道aGVHD的发生发展中兼有多重角色。在此基础上我

们提出“NLRP3可能通过调控巨噬细胞的活化在GVHD初

始阶段发挥作用”这一设想。研究通过建立小鼠 allo-HSCT

模型来探索NLRP3-/-受鼠的巨噬细胞活化对GVHD启动阶

段的影响及机制。结果发现：小鼠 allo-HSCT模型中，与野

生型受鼠相比，NLRP3-/-受鼠体重增加显著，外周造血恢复

缓慢，肝脏-肺脏-肠道病理损伤较轻；移植后 d21，肝脏炎性

因子 IL-1β水平显著低于野生型受鼠，且巨噬细胞标记物

CD11b/CD68与 IL-1β水平趋势一致。结果提示：NLRP3-/-受

鼠在 allo-HSCT后GVHD发生严重程度显著降低，且可能与

巨噬细胞低活化水平相关。该研究有助于提高对NLRP3炎

性复合体在GVHD中调控作用的认识，探究巨噬细胞活化

在GVHD初始阶段的作用，有望为GVHD的治疗和预防提

供新的靶点。

G189. 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检测105例初诊多发性骨
髓瘤微小残留病的临床预后分析
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杨珮钰 靳凤艳

目的 应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FC）动态监测初诊多

发性骨髓瘤（MM）患者的微小残留病（MRD），探讨其临床指

导意义和预后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7月至2017

年 11 月采用 MFC 动态监测治疗后达到非常好的部分缓

解（VGPR）及以上的 105 例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采用

Kaplan-Meier 法及 Cox 回归进行生存资料分析。结果 ①
105例患者中76例（72.4%）MRD转为阴性，中位随访时间为

19个月，中位MRD转阴时间为 3个月，中位MRD转阴疗程

数为 3个疗程。MRD转阴患者和MRD持续阳性患者的中

位PFS时间分别为33.0和22.0个月（P=0.014）。多因素分析

显示 MRD 持续阳性是影响患者 PFS 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

（HR=2.527，95%CI 1.067~5.988，P=0.035）。②MRD 阴性持

续时间≥12个月患者PFS和OS均优于MRD阴性持续时间<

12个月的患者（P<0.001）。随着MRD阴性持续时间延长，其

复发和死亡的风险均明显降低（PFS：HR=0.865，95%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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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15~0.918，P<0.001；OS：HR=0.850，95% CI 0.733~0/935，

P=0.001）。③MRD 持续阴性患者的 PFS 和 OS 明显长于

MRD转阴后再次转阳患者（P<0.005）。④根据化疗方案将

患者分为三组：VCD治疗组、VTD治疗组和CTD治疗组，结

果显示这三组的MRD转阴率分别为 73.2%、84.2%和 78.6%

（P=0.608）。但是VCD治疗组与CTD治疗组的MRD持续时

间存在差异（P=0.037）。截至至随访时间，三组之间的生存

亦无统计学差异。⑤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是影响患

者 PFS 的独立预后因素（HR=0.277，95%CI 0.083~0.929，P=

0.038）。未进行ASCT患者中，MRD转阴患者和MRD持续

阳性患者的中位 PFS 时间分别为 25.0 和 20.0 个月（P=

0.046）。⑥MRD转阴的高危患者的PFS显著优于MRD持续

阳性的高危患者（P<0.01），与MRD转阴的标危患者PFS无

显著性差异。结论 MRD持续阳性是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

不良预后因素。随着MRD阴性持续时间延长，复发和死亡

的风险均有所下降。无论是否接受ASCT，MRD转阴患者的

PFS 均优于 MRD 持续阳性患者。细胞遗传学高危的患者

MRD转阴能够带来生存优势。

G190. 我们应该在不久的将来治疗冒烟型骨髓瘤
吗？——2017ASH报道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 何天珩 陈文明

多发性骨髓瘤的诊断标准在 2014年进行了修订，制定

新标准的目的是确定需要哪些患者需要早期治疗，而非等到

出现器官并发症。以往被定义为高风险冒烟型骨髓瘤的患

者被重新定义为需要治疗的多发性骨髓瘤。基于新诊断标

准，提出冒烟型骨髓瘤患者的最佳临床治疗方法的问题十分

必要。根据患者临床经过不同，作者建议将现有冒烟型骨髓

瘤患者分为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惰性多发性骨髓瘤、早期

发现的多发性骨髓瘤三种亚型，表示不同的临床结局。早期

发现骨髓瘤的患者通常在1~2年内进展为多发性骨髓瘤，表

明他们与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具有有相同的疾病，只是处于疾

病早期，因此需要接受早期治疗。关于早期治疗在惰性多发

性骨髓瘤患者中的作用，目前尚不清楚。而以往所谓低危冒

烟骨髓瘤被划分为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不建议早期治疗。

我们需要设计合适的临床试验来获得对惰性多发性骨髓瘤

的最佳治疗策略。在治疗药物选择方面，目前应用来那度

胺、激素两药联合及卡非佐米、来那度胺、激素三药联合治疗

冒烟骨髓瘤的一些小规模临床实验已经取得了较好的研究

结果，但尚需大规模前瞻性临床试验进一步探究冒烟骨髓瘤

早期治疗的方案选择、治疗时间及维持治疗等内容。

G191. 伴髓外病变的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一例
并文献复习
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张佳思 张波 徐傲霜 徐

健 胡豫 孙春艳

目的 探讨伴髓外病变的多发性骨髓瘤（EMM）的临

床特点及治疗现状。方法 报道1例血源性EMM患者的临

床表现、影像学与实验室检查及诊治经过并通过文献复习对

EMM的临床特点及治疗现状进行讨论。结果 患者，男，43

岁，因“左侧胸肩部伴腰部疼痛2周”入院，临床表现、影像学

与实验室检查确诊为MM IgG-KAP型（DS分期Ⅲ期 A组，

ISS分期Ⅱ期）。给予 2个疗程VD方案及 2个疗程VCD方

案化疗后患者达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后出现头部、

胰头区肿块，复查骨穿、血尿免疫固定电泳，行头部包块穿刺

细胞学证实为MM伴髓外复发。给予V-DTPACE方案化疗

后M蛋白浓度较前明显下降，头部包块消失、胰头区肿块明

显减小。后患者行自体外周血干细胞移植（ASCT）治疗，后

合并严重肺部感染，予抗感染治疗1个月余。移植后3个月

PET-CT示头、髂、会阴部等多处软组织肿块及全身多处骨质

破坏，结合其病情特点与复查结果考虑 MM 伴髓外复发，

ASCT治疗无效。结论 EMM在生物学及临床上具有明显

异质性，其发病机制不清晰，尚无统一标准治疗方案。其中

血源性 EMM 患者对常规化疗药物整体有效率低，预后极

差。第一代免疫调节剂沙利度胺治疗EMM整体疗效不佳，

其衍生物来那度胺及帕马度胺治疗EMM被证实具有一定

的有效性。以硼替佐米为基础的V-DTPACE方案及CRVD

方案均是治疗EMM的推荐用药方案。第二代蛋白酶体抑

制剂卡非佐米或伊莎佐米在硼替佐米耐药的EMM患者中

具有一定优势。以硼替佐米为主的化疗方案后行ASCT可

作为EMM的一线治疗方案且推荐双次移植。

G192. 青蒿琥酯体外诱导人骨髓瘤细胞株H929和
U266凋亡及其分子机制
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姚浩 庄韵 董雯 杨冉

季鸥 沈群

目的 近年来抗疟药青蒿琥酯（ART）的抗肿瘤活性备

受关注，本研究以不同浓度 ART 体外干预骨髓瘤细胞株

H929、U266细胞，探讨ART可能的抗骨髓瘤效应及作用机

制。方法 0、2、10、20 μg/ml ART 分别干预 H929 和 U266

24、48和72 h，MTT法检测对细胞增殖的影响；流式细胞术、

TUNEL法检测不同浓度ART干预H929、U266 48 h ，细胞凋

亡变化；Western Blot 检测 c-PARP、c-caspase3；MAPKs 通路

相关蛋白（JNK、p-JNK、p38、p-p38、p-SEK1/MKK4）；PI3K/

AKT/mTOR 通 路 蛋 白（mTOR、p- mTOR、Raptor、PI3K

p110β、p-AKT（s）、p-AKT（t）、Beclin1）表达。结果 0、2、10、

20 μg/ml ART分别干预H929和U266 24、48、72 h, IC50（48 h）

为 19.444 μg/ml 对 0.146 μg/ml；不同浓度 ART 分别干预

H929和U266 48 h：流式细胞术与TUNEL显示H929和U266

细胞凋亡与浓度呈正相关，早期凋亡率为 3.72%对 26.5%（2

μg/ml）和 25.2%对 15.4%（20 μg/ml）；p-p38、p-SEK1/MKK4、

p-JNK、c-PARP、c-caspase3、Beclin1（H929）表达与浓度呈正

相关，p38表达无显著变化，JNK、Beclin1（U266）、PI3K/AKT/

mTOR 通路相关蛋白与浓度呈负相关。结论 ART 通过

p38、JNK 信号通路，磷酸化 PARP 和 caspase3 诱导 H929 和

U266 的凋亡；MM 细胞被证实存在基础自噬，PI3K/AKT/

mTOR自噬通路在肿瘤细胞中高度活化，ART下调该通路相

关蛋白，抑制mTOR和Akt磷酸化，使MM细胞增殖和转移

能力受抑。同时我们还发现H929细胞早期凋亡率与浓度呈

正相关，而Beclin1表达显示高浓度ART诱导U266细胞更多

的是自噬，而非凋亡。

G193. The potential diagnostic power of CD138 +

Microparticles from the plasma analysis for mul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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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 myeloma clinical monitoring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Zhaoyun Liu,

Hui Liu, Mengyue Tian,Yinshuai Wang, Fu Mi, Chenghuan

Xiang, Jia Song, Rong Fu

Aims We investigated the CD138+ MPs of MM patients

to find out whether MPs in the blood or bone marrow plasma

could provide a novel prognostic means to monitor the malig-

nant cells in MM patients. Methods Plasma cell derived

MPs was isolated from platelet-freeplasma by differential high-

speed centrifugation. We analyzed plasma cell- derived MPs

(CD138+,CD41a-,Annexin V+) from MM patients(n=118) and

normal subjects (n=23) by using 405nm side scatter of flow cy-

tometry. The morphology and size of the MPs were further ana-

lyzed using electron microscopy. To further assess the predic-

tive accuracy of the CD138+, the ROC analysis was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clinical states pre-

diction. Results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plasma cell- de-

rived MPs from MM patients(n=118) and normal subjects (n=

20). Our study showed that the levels of MPs were significant-

ly elevated in MM patients relative to the healthy donors and

CR patients. We observed higher level of MPs counts in bone

marrow from MM patients(n=115, median=451.0)compared

with CR patients(n=48, median=272.5, U=2097.0, P=0.0159)

and healthy donors(n=20, median=34, U=458, P<0.0001).The

MP counts in peripheral blood from initial treatment MM pa-

tients(n=57, median=404)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pa-

tients in CR(n=22, median=138, U=304, P=0.0004) and

healthy donors (n=20, median=97, U=349.0, P=0.0104). Then

we evaluated the level of Heparanase in bone marrow which

could regulate the release of MPs, it showed significantely

higher in MM patients than healthy donors (MM: median=

160.1, Control: median=139.0,U=341.0, P=0.0132). Consist

with the total MPs, the number of the PC- derived MPs

(CD138 + ) incresed in BM from MM patients (MM (n=115,

median=91.4) compared with CR (n=48, median=1.095) and

healthy donors(n=20, median=0.600), P<0.05). The ratio of the

PC- derived MPs (CD138 + ) in BM incresed in MM patients

(MM(n=57, median=6.2%) compared with CR (n=22, median=

2.885) and healthy donors(n=20, median=2.730), P<0.05). The

ROC curves proved that the CD138+ MPs in bone marrow and

peripheral blood could predict the clinical states with good sen-

sity and specificty (AUC=0.71, P=0.003, and AUC=0.66, P=

0.02,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We have demonstrated that

the level of CD138 + MPs in bone marrow and peripheral

bloo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initial MM patients. This clin-

ical study provides support for a potential systemic and nonin-

vasive prognostic biomarker of MM.

G194. 组蛋白甲基转移酶 EZH2对人骨髓瘤细胞
DNA损伤修复基因表达调控的相关研究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徐莉 唐海龙 冯娟 曹春 郑

焱华 陈协群 高广勋

目的 探讨靶向抑制 EZH2 对修复基因 RAD51 和

BRCA1表达的影响。方法 以MM患者为研究对象，以骨

髓检查未见异常者为对照；采用RT-PCR法检测骨髓单个核

细胞 EZH2、RAD51、BRCA1 的表达量；采用 Western blot 和

RT-PCR法检测小分子化合物GSK126和EPZ005687靶向抑

制EZH2后对修复基因表达的影响；CCK-8法检测EZH2抑

制剂对骨髓瘤细胞增殖的影响；流式细胞术检测EZH2抑制

剂对骨髓瘤细胞周期及细胞凋亡的影响；染色质免疫共沉淀

法（ChIP）分析EZH2抑制剂处理细胞后RAD51和BRCA1基

因启动子区组蛋白H3K27me3募集量。结果 ①多发性骨

髓瘤组织中 EZH2 表达上调，DNA 损伤修复相关基因

RAD51和BRCA1表达较正常组织有所下调；②EZH2抑制

剂可显著上调RAD51、BRCA1和p21的表达水平，伴随细胞

发生G0/G1期阻滞，不伴有细胞凋亡的发生；③EZH2抑制剂

介 导 的 RAD51 和 BRCA1 基 因 的 重 新 表 达 有 赖 于

H3K27me3在启动子区募集量的下调。结论 本研究揭示

了在MM发生发展过程中，EZH2通过表观遗传学方式调节

DNA损伤修复基因RAD51、BRCA1的表达，为MM的治疗

提供新的治疗靶点。

G195. 轻链型淀粉样变的基因测序结果揭示了基因
突变与总生存密切相关
1.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2.北京协和医院 黄栩芾 1

孙健 2 陆俊良 2 沈恺妮 2 冯俊 2 张聪丽 2 鲁涛 2 田庄 2

曹欣欣 2 周道斌 2 梁智勇 2 李剑 2

目的 研究轻链型（AL）淀粉样变的基因谱及相应基因

突变与临床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 48例AL淀粉样变患者

骨髓、外周血标本，以及随访收集患者的临床资料。对10例

患者的骨髓浆细胞和外周血进行配对的全外显子组测序

（WES）。建立靶向基因测序（TGS）组合，包括在前面发现的

高频突变基因、先前研究中报道的基因，以及已知的癌症驱

动突变。分析AL淀粉样变的基因谱与临床相关性。结果

通过10例患者骨髓浆细胞样本WES，我们共检测到3307个

单核苷酸突变，外显子编码区占 14.3%，其中非同义突变占

69.5%。平均每 Mbp 碱基发生非同义突变数为 1.22（0.15~

3.08）/Mb。我们共得到12个高频突变基因，其中有4个影响

NF-κB 信号通路，包括 DUSP2、NFKBIA、KRAS、BIRC3，证

明NF-κB信号通路可能在AL淀粉样变的发病机制中具有

重要作用。48 例患者的 TGS 发现了 4 个重复突变基因：

ASB15（c.844C>T）、ASCC3（c.1595A>G）、HIST1H1E（c.

311C>T）和 KRAS（c.35G>A）。 预 后 分 析 表 明 存 在

ASB15 或HIST1H1E突变患者的总生存不佳（P<0.05）。结论

揭示了AL淀粉样变的基因谱，并证明了基因突变与总生存

密切相关。

G196.NumerousRussellbodies inmultiplemyeloma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amp’s Hospital Juan Zhang,

Yuan He

As demonstrated, a 57- year- old woman was referred to

hospital because of severe anaemia (HGB 53 g/L) and throm-

bocytopenia (platelet 42×109/L). Serum protein electrophoresis

(SPE): M protein 46.50 g/L, IgG 42.36 g/L, immunofi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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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phoresis (IFE): IgGκ Strongly positive. By flow cytome-

try, plasma cells expressed CD38, CD138, CD56 and CD184,

and were negative for CD10, CD19, CD20,CD22, CD27 and

CyclinD1, with extensive strong Kappa light chain. The patient

was finally diagnosed with multiple myeloma, IgGκ type, Du-

rie Salmon ⅢA stage, ISS Ⅱstage. Microscopic review of the

bone marrow aspirate showed 87% plasma cells and through-

out the aspirate there were plasma cells with numerous Russell

bodies. The panel A and C show Mott cells with both nuclear

(Dutcher bodies) and and cytoplasmic inclusions (Russell bod-

ies). The panel A and B show a large difference in the size of

the Russell bodies. The panel D show Russell bodies were al-

so common in the binuclear cells. Russell bodies are intracyto-

plasmic inclusions. They are typically spherical immunoglobu-

lin inclusions that can expand to fill the cytoplasm of a cell

with a single or multiple inclusions. Multiple Russell bodies

can fill the cytoplasm and form a so-called Mott cells. Russell

bodies were initially described i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Medi-

cine in 1890 by the pathologist William Russell (1852- 1940)

who confidently described an‘organism’that caused cancer

(Russell, W. 1890). Dutcher bodies are actually cytoplasmic

inclusions,that are either invaginated into or are overlying the

nucleus (Bain, B.J. 2009).In conclusion,Dutcher and Russell

bodies are both intracytoplasmic spherical inclusions of the

same origin, is an accumulation of immunoglobulin (Eyre et al,

2014). They occur in neoplastic plasma or plasmacytoid cells,

in multiple myeloma and also in other B-cell neoplasm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crystal structures remains unclear, but

they may represent a characteristic manifestation of the disease.

G197. CD200表达与初诊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预后的
相关性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丽娟 顾炎 吴雨洁 史

青林 屈晓燕 许戟 李建勇

目的 探讨CD200表达与多发性骨髓瘤（MM）其他临

床指标的相关性及其预后意义。方法 以我院 2011年 9月

至 2016年 12月新诊断的 131例MM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

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检测患者骨髓细胞免疫表型，检测CD200

的阳性表达率和平均荧光强度，并结合初诊患者的临床资料

进行预后分析。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24.0（1.0~74.5）个月，

71%（93/131）的初诊 MM 患者 CD200 阳性表达。CD200 阳

性表达与初诊患者白蛋白、血小板计数负相关（P<0.05）。

CD200－和CD200+患者中位总生存（OS）时间分别为未达到

和 48 个月（P=0.015），中位无进展生存（PFS）时间分别为

47.5 个月和 20.0 个月（P=0.189）；2 年 OS 率分别为 92%和

62%（P=0.050），2 年 PFS 率分别为 68%和 34%（P=0.030）。

其中使用免疫调节药物（IMiDs）治疗的患者中位OS分别为

未达到和 48个月（P=0.049），中位PFS分别为未到达和 17.5

个月（P=0.01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Cox多因素分析显

示，LDH 升高和 CD200 阳性是 OS 的独立不良预后因素。

结论 CD200 可作为初诊 MM 患者预后判断的重要指标。

IMiDs治疗有可能逆转CD200阳性表达介导细胞免疫抑制

而导致的肿瘤进展。

G198. 外周血T淋巴细胞亚群与初诊多发性骨髓瘤
患者预后的相关性研究
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丽娟 顾炎 吴雨洁 史青

林 李建勇

目的 探讨外周血 T 淋巴细胞亚群与多发性骨髓瘤

（MM）其他临床指标的相关性以及其预后意义。方法 以

我院 2012年 12月至 2016年 10月新诊断的 113例MM患者

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定量检测初诊时外周血

CD4+和CD8+T淋巴细胞的百分比，以及CD4/CD8比值。结

合患者的临床资料计算CD4+和CD8+T淋巴细胞绝对计数，

并进行预后分析。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 24（2.5~60）个月。

CD4+T淋巴细胞计数与初诊患者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正相

关，与β2微球蛋白、血肌酐、尿素氮水平负相关（P<0.05）生存

分析显示，CD4+T淋巴细胞百分比、绝对计数以及CD4/CD8

比值与患者的总生存（OS）时间和无进展生存（PFS）时间呈

正相关，而 CD8+T 淋巴细胞百分比与 OS 和 PFS 呈负相关

（P<0.05）。在Cox多因素分析中，CD4/CD8比值减低、CD4+

T淋巴细胞计数减低、LDH水平升高是OS的不良预后因素；

CD4/CD8 比值减低、铁蛋白水平增高是 PFS 的不良预后因

素。结论 T淋巴细胞亚群是初诊MM患者预后判断的重

要指标，CD4/CD8比值和CD4+T细胞计数水平减低的患者

预后不佳。

G199. 联合 1q21和 ISS临床分期对于MM进行危
险度分层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杜辰星 毛

雪涵 安刚 隋伟薇 刘佳慧 樊慧守 邱录贵

目的 在中国单中心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群体中，

探究 1q21（CKS1B）拷贝数增加 4 倍及以上合并 ISS 分期Ⅲ
期（1q21-ISSⅢ期）的预后意义，以更好的识别极高危患者群

体，调整治疗方案。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我院就诊的 1703

例MM患者病历，统计 1q21-ISSⅢ期患者所占的比例、患者

特征、治疗反应、无进展生存期及总生存期。结果 在1703

例MM患者中，714例患者具有1q21染色体荧光原位杂交检

测结果及 ISS分期数据，其中 1q21-ISSⅢ期患者占 7.0%（50/

713）。这部分患者中男性占54%，平均年龄在57.38岁，合并

del(17p)比例为 26%，非 1q21- ISSⅢ期患者为 19.6%（P=

0.276），合并 t(4;14)比例为 14%，非 1q21- ISSⅢ期患者为

17.9%（P=0.480），前者较后者更易出现肾功能损害（46%比

23.4%，P=0.0004），更多患者应用硼替佐米治疗（82%比

59.1%，P=0.001），但接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率类似（10%

对15.1%，P=0.328）。在治疗反应率上本组患者与其他患者

无明显差异（58%比63.8%，P=0.412），但中位PFS及OS时间

较其他患者明显缩短（24 个月对 42 个月，27 个月对 70 个

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 1q21-ISSⅢ期

是多发性骨髓瘤的极高危因素，这部分患者倾向于反复复

发、进展，预后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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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血液病合并感染

H1. Ph- like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in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perspectives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Feinberg

School of Medicine, Chicago, IL, USA Xinyan Lu

Introduction Philadelphia chromosome–like (Ph-like)

B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B-ALL) is characterized by a

specific gene expression profile similar to that of Ph positive B-

ALL, but lacks the BCR- ABL1 fusion. Ph- like B- ALL is

known to frequently carry translocations and/or point muta-

tions in various kinases and/or the cytokine receptor CRLF2

that activate a multi- kinase cascade and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poorer clinical outcomes. Recent reports have shown that

patients with Ph-like B-ALLs respond to ABL1 or JAK2 inhib-

itors. However, timely diagnosis of Ph- like B- ALL cases re-

mains clinically challenging. Methods We implemented a

comprehensive testing algorithm including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multiparameter flow cytometry (MFC)

for CRLF2 expression assessment, and molecular testing for fu-

sion transcripts. Additional genomic SNP microarray for DNA

copy numbers and gene expression profiling were integrated.

Results We included 112 B-ALL cases with 57 from MD An-

derson and 55 from Northwestern (primarily young adults and

adolescents) to the study. There were 25 (22.3%) cases positive

for CRLF2 rearrangement including 4 cases co- existing with

the BCR-ABL1 fusion. About half of the CRLF2 positive cas-

es had JAK2 mutation. We found IGH-CRLF2 fusion was the

most prevalent seen in 15 cases followed by P2RY8- CRLF2

was seen in 4 (11.8%) cases, by metaphase FISH and/or SNP

array analysis. One case had a novel fusion PAX5/ZCCHC7-

CRLF2 detected by metaphase FISH analysis and the remain-

ing 5 cases showed unknown CRLF2 fusion partners. In 87

(77.7% ) CRLF2 negative cases, 8 (7.1% ) were positive by

FISH panel testing including 2 with CSF1R/PDGFRB, 1 with

JAK2 and 4 with EPOR rearrangements, respectively. One

case was detected by PCR showing a NUP214-ABL1 fusion. A

small subset of Ph-like patients (n=9, Jain ASH 2017) were en-

rolled to the MD Anderson investigator-initiated phase I/II trial

using ruxolitinib (JAK inhibitor) or dasatinib (ABL1 kinase in-

hibitor), in combination with chemotherapy i.e. hyper-CVAD.

The Northwestern subset (n=6) of patients received CALGB

10403 and/or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Conclusions Integrat-

ed MFC, FISH and Molecular testing enabled a diagnosis of

Ph-like B-ALL in 29.5% (33/112) of unselected B-ALL cases.

It is noteworthy that BCR-ABL1 fusion and CRLF2 rearrange-

ment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and all B-ALL patients should

be screened for both rearrangements simultaneously. A compre-

hensive treatment approach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hemo-

therapy, targeted therapy or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etc. is

needed to improve the overall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Ph-like

ALL.

H2. 抗菌药物治疗疗程对巩固化疗期间伴发革兰阴
性菌血流感染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感染转归的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顾闰夏 魏辉

秘营昌 王建祥

目的 分析巩固化疗期间伴发革兰阴性菌（G-菌）血流

感染的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抗菌药物治疗疗程对感

染转归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0 年 9 月至 2016 年

1月入组“依据危险度分层对急性髓系白血病优化治疗的研

究”临床试验的 591例AML患者的血流感染治疗方案及转

归。结果 巩固化疗期间患者共发生 119例次G-菌血流感

染，其中114例次持续发热<7 d。114例次血流感染发生时，

患者中位中性粒细胞数为 0（0~5.62）×109/L，中性粒细胞缺

乏持续（粒缺）的中位时间为 9（3~26）d，抗菌药物治疗的中

位时间均为7（4~14）d。抗菌药物使用时间≤7 d与>7 d患者

比较，停药后3 d内再发热比例、再次发生相同菌株血流感染

比例分别为（1.2%对3.0%，18.5%对21.2%），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522，OR=0.400，95% CI 0.024~6.591；P=0.741，OR=

0.844，95%CI 0.309~2.307）。且倾向值分析法证实，平衡患

者特征及用药差异因素后，患者抗菌药物使用≤7 d较>7 d患

者，再次发生相同菌株血流感染比例仍无明显增高（P=

0.525，OR=0.663，95%CI 0.187~2.352）。同时，两组患者均未

发生7 d及30 d内感染相关死亡。结论 对于巩固化疗期间

伴发G-菌血流感染的AML患者，若发热时间<7 d，敏感抗菌

药物治疗7 d后停药并不增加停药后3 d内再发热，粒缺期再

次出现相同菌株血流感染及感染相关 7 d、30 d 内死亡风

险。提示短疗程抗感染方案可以成为巩固化疗伴发G-菌血

流感染AML患者感染控制情况下合理的治疗选择。

H3. Utility of serum Galactomannan antigen test-

ing combined with chest CT scans for early diagno-

sis of invasive pulmonary aspergillosis in hemato-

logical malignancies with febrile neutropenia after

antifungal drugs treatment
The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oning Wang, Guo Caili, Cai

Ruibo, He Pengcheng, Zhang Mei

H4. Studies of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Fibronectin

and its recombinant heparin-binding domain poly-

peptide in mice with endotoxemia/thrombocytopenia
1.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2. Fujian Medi-

cal University Jiangrui Guo1, Qilian Zou2, Yong Wu1, Wei Li2,

Meijuan Huang1, Xianling Chen1

Objective To study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Fibronec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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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 and recombinant polypeptide of N-terminal heparin-bind-

ing domain of fibronectin (rhFNHN-29) on endotoxemia with

thrombocytopenia in mice. Methods We established the mod-

el of endotoximia with thrombocytopenia in BABL/c mice by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4 μl/g antiplatelet antiserum (APS),

and 500 μl saline containing 12 mg/g Lipoplysaccharide(LPS)

and 400 μg/g D-Galactosamine (GalN). 90 BABL/c mice of en-

dotoxemia with thrombocytopenia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t random. Mice of two groups were injected with FN

or rhFNHN-29 polypeptide(10 mg/kg) by the tail vein, for four

times 30 min before the injection of APS, and 1, 2, 3 h after

the injection of LPS/GalN, respectively. Control mice were in-

jected four times with the same volume saline. There were an-

other 40 mice of endotoxemia with thrombocytopenia divided

into two other control groups. Mice of these two groups were

administered APS 4 μl/g or 500 µl saline of 12 mg/g LPS and

400 μg/g GalN intraperitoneally. At 6 h after the injection of

APS, 700 µl blood samples were taken from the eye veins of

ten mice of each group, for the test of hemogram , coagulo-

gram and the levels of serum tumor necrosis factor (TNF-α).

The survival rates of the rest of mice were monitored for 72

hours. The liver tissue of the survival mice were examined for

histopathology after 72 hours. The liver tissue were also exam-

ined for mRNA expression of TNF-α, IL-6, IL-1β by RT-PCR.

Results The model of endotoxemia with thrombocytopenia

in mice was successfully constructed. The mortality of mice in

saline control group was 90%, while that of FN and rhFNHN-

29 polypeptide group was only 20% and 25% respectively. His-

topathology showed that denaturation, necrosis, congestion in

the live occurred fewer in micetreated with FN or rhFNHN-29.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TNF-α, IL-6, IL-1β mRNA on hepato-

cytes and the plasma TNF-α level in mice treated with FN or

rhFNHN-29 (FN-treated group 1.02±0.03, 0.45±0.08 and 0.85±

0.17; rhFNHN- 29- treated group 1.18 ± 0.08, 0.51 ± 0.04 and

0.97±0.05 respectivel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saline treated group (1.56±0.18, 0.73±0.03, 1.33±0.04 and

455±28.8 respectively) (P<0.05). The hemogram and coagulo-

grams of mice treated with FN or rhFNHN- 29 polypeptide

were obviously improved than those of the saline treated. Con-

clusion FN and rhFNHN-29 polypeptide have preventive ef-

fect on endotoxemia with thrombocytopenia in BABL/c mice.

H5. 替加环素挽救性治疗血液病合并重症感染患者
的疗效及安全性临床观察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夏亮 夏瑞祥

目的 观察替加环素挽救性治疗血液病合并重症感染

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安徽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2015年8月至2018年1月27例使用替

加环素挽救性治疗血液病合并重症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评

估抗感染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结果 27例患者均联合使

用其他抗菌药物，18 例治疗有效，总有效率为 66.7%，痊愈

7例（25.6%），有效6例（22.2%），显效5例（18.5%），常规剂量

治疗（50 mg q12 h，首剂加倍）有效率 68.8%（11/16），加倍剂

量治疗（100 mg q12 h）有效率63.6%（7/11），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31）；合并粒细胞缺乏患者有效率53.3%（8/15），无粒

细胞缺乏患者有效率83.3%（10/1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9）；经验性治疗患者有效率为68.4%（13/19），目标治疗患

者有效率为 62.5%（5/8），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32）。

27例患者中 13例检出致病菌，共分离病原菌 28株，其中多

重药耐菌株（MDR）9株，产ESBLs菌株3株。不良反应主要

为胃肠道反应（11.1%，3/27），心律失常（7.4%，2/27），胆红素

升高（7.4%，1/27），对症处理后均好转，停药后症状消失。结

论 替加环素挽救性治疗血液病合并重症感染患者具有较

好疗效，对MDR革兰阴性杆菌具有较高敏感性，临床不良反

应较少，程度可控，但加倍剂量组未观察到更高疗效。

H6. 以烫伤样皮损为表现的粒缺期合并嗜麦芽窄食
单孢菌败血症二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郑伟燕 朱园园 张明

明 何剑琴 杨青 黄河

H7. 儿童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病164例临床分析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 邱坤银 廖雄宇 吴若豪 黄科

方建培 周敦华

目的 探讨侵袭性真菌病（IFD）的临床特点和防治方

法。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中心 2012年 1月至 2015年 1月符

合 IFD诊断标准的 164例临床资料，了解其发病率、临床特

征、相关因素，治疗方法及预后。结果 我院收治的1289例

血液病患儿，164例发生 IFD，发病率为12.7%；感染部位主要

为单纯肺部、血液和胃肠道，发生率分别为 84.2%、5.5%和

3%；共检出真菌35例，其中白色假丝酵母菌、曲霉菌和光滑

假丝酵母菌检出率较高，分别为51.5%、20%和14.3%；164例

患儿完全缓解 36例，部分缓解 97例，稳定 10例，进展 11例，

死亡 10 例，总有效率达 81.1%。单因素分析表明粒细胞缺

乏、粒细胞恢复、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及不同

的诊断级别是影响患儿抗真菌疗效的显著因素；多因素分析

结果则进一步表明粒细胞恢复和诊断级别为影响 IFD患儿

疗效的独立预后因素。164例患儿抗真菌治疗开始的 12周

内的总体生存率为81.7%，其中伊曲康唑、伏立康唑、两性霉

素B和卡泊芬净的12周生存率分别为81.4%、80%、69.4%和

97.1%，通过Log-rank检验显示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除卡

泊芬净外，其余三种药物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毒副作用，经对

症后均可耐受。结论 我院血液病患儿 IFD 的发生率为

12.7%，肺部为最常见感染部位，且以念珠菌居多。促进粒细

胞恢复和尽早的分层诊断有助于 IFD的治疗。对经济条件

允许的患儿，卡泊芬净是一种高效低毒预后好的抗真菌药

物，值得临床推荐使用。

H8. 血液科重症监护室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现状及
管理对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任娟 方云

目的 了解血液科重症监护室患者多重耐药菌感染现

状及管理对策。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7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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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我院报血液科重症监护室68例多重耐药菌患者的感染情

况。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查阅病历中患者的一般资料、感

染标本送检的种类和病原菌的种类。本研究的标本种类分

别为痰液、血培养、咽拭子。结果 68例患者中，40岁以上

患者 39例（57.4%），急性白血病患者 41例（60.3%），血液病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18例（26.5%），接受倾入性操作的

患者45例（66.2%），病原菌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耐碳青霉烯

类抗菌药物鲍曼不动杆菌（61.8%）、耐碳青霉烯肠杆菌科细

菌（20.6%）、耐甲氧西林金葡菌（10.3%）。结论 血液科重

症监护室可实施不同层次的综合管理，来提高医护人员手卫

生的依从性，降低多重耐药菌感染的发生和传播，保障患者

的安全。

H9. 血液病患者诊疗过程中的血流感染
1. 上海长海医院；2.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杨丹 1 高广平 2

冯拥璞 2 方云昊 2 杨建民 1 王健民 1 胡晓霞 1 陈莉 1

秦琴 1 章卫平 1

目的 血液病患者诊疗过程中感染发生率较高，其中发

热是主要表现，发热时血液培养病原学检测可协助诊断，为

临床合理抗生素应用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统计2016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我科明确血流感染的患者资

料。对患者血液病种类、治疗阶段、感染菌种、治疗有效药物

进行分析。结果 共送检发热患者血液培养标本496次，经

培养后明确血流感染87例，其中男55例，女32例，中位年龄

39（17~74）岁。患者原发病分别为：ALL 26例、AML 41例、

淋巴瘤 14 例、淋巴细胞白血病 2 例、CML 1 例、MM 1 例、

MDS 1例、AA 1例。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中及移植后出现

血流感染的患者 30例，常规化疗过程中及化疗后粒缺的血

流感染患者 57 例。共培养出菌种 237 次，其中革兰阴性菌

192次；革兰阳性菌16次；真菌29次。革兰阴性菌以肺炎克

雷伯茵、大肠埃希茵、铜绿假单胞茵为主。革兰阳性菌以凝

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为主。真菌则主要是白

色假丝酵母菌为主。碳青霉烯类药物在革兰阴性菌感染中

敏感率最高。造血干细胞移植和常规化疗的血流感染患者

在感染菌种、耐药性、治疗疗效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血液病患者诊疗过程中血流感染的发生率较高，移植

患者与常规化疗患者之间血流感染发生率、感染菌种、耐药

及治疗疗效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革兰阴性菌是主要病原

菌且对碳青霉烯类敏感率较高。

H10. 血液病耐碳青霉烯类抗生素G-菌血流感染的
临床分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马杰 孙慧 孙玲 刘延方 万

鼎铭 谢新生 王芳 曹伟杰 姜中兴

目的 探讨血液病耐碳青霉烯类G-菌血流感染患者的

耐药及死亡危险因素。方法 收集 2012年 4月至 2017年 3

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住院的 443例行碳青霉

烯类药敏分析的G-菌血流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耐药组 47

例，敏感组 396例，分析碳青霉烯类的耐药易感因素及死亡

危险因素。结果 研究期间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菌株的

发生率呈逐年增加的趋势，由9.1%上升至14.8%。47株耐碳

青霉烯类 G-菌中，以大肠埃希菌（21.3%）、肺炎克雷伯菌

（21.3%）最多见。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血液病合

并肺部感染（OR=2.226，95%CI 1.055~4.694，P=0.036）、发生

血流感染前 30 天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OR=2.051，95%CI

1.011~4.159，P=0.046）、免疫抑制剂治疗（OR=4.845，95%CI

2.041~11.504，P=0.000）、有碳青霉烯类（OR=4.516，95%CI

1.777~11.474，P=0.002）及哌拉西林他唑巴坦（OR=2.965，

95%CI 1.228~7.160，P=0.016）抗生素暴露史的患者是血液病

发生碳青霉烯类耐药G-菌血流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血液

病耐碳青霉烯类G-菌血流感染患者发生感染性休克（OR=

120.951，95%CI 1.363~10730.154，P=0.036）、初始不合适的

抗感染治疗（OR=35.020，95%CI 2.003~612.249，P=0.015）以

及有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暴露史（OR=81.942，95%CI 1.039~

6464.803，P=0.048）是其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血流

感染碳青霉烯类耐药率呈增多趋势，病死率高，血液病患者

感染时合理应用抗感染治疗，减少耐药发生风险，积极探索

新的治疗方法，改善预后。

H11. 噬血细胞综合征五例临床分析
天津市人民医院 闫虹

目的 分析噬血细胞综合征（HPS）的临床特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5例 HPS 患者的病因、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特

征、治疗反应及转归。结果 HPS 临床表现有持续发热

5 例、黄疸 3 例、肝肿大 3 例、脾肿大 2 例、淋巴结肿大 4 例。

实验室检查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血细胞减少5例、高甘油三酯

3例、低纤维蛋白血症4例、铁蛋白升高5例、NK细胞活性降

低 4例。病因以感染多见 5例, 非霍奇金淋巴瘤 2例。骨髓

细胞学检查均发现有噬血现象。经治疗原发病及激素、免疫

抑制剂、IVIG 等治疗后，好转 3 例、自动出院 2 例。结论

HPS由多种病因所致，临床表现多样，病情凶险，病死率高。

发热和肝功能损伤是最突出的临床表现，预后不良。积极治

疗原发病及激素、免疫抑制剂、IVIG治疗可改善预后。

H12. 伏立康唑在急性髓系白血病诱导化疗期间初
级预防侵袭性肺曲霉菌感染的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宫本法 林

冬 魏辉 王迎 刘兵城 周春林 刘凯奇 魏述宁 张

广吉 刘云涛 弓晓媛 李艳 赵邢力 邱少伟 顾闰

夏 秘营昌 王建祥

目的 研究伏立康唑初级预防急性髓系白血病（AML）

患者化疗期间侵袭性肺曲霉菌感染（IPA）的有效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年 2月至 2016年 1月本中心就诊的 102例

初治AML（除外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根据首次诱

导化疗期间接受抗真菌预防治疗药物不同分为治疗组（伏立

康唑）和对照组（泊沙康唑），观察两组之间诱导化疗期间

IPA发生率及预防成功率。结果 102例患者中，42例诱导

化疗期间接受伏立康唑抗曲霉菌预防治疗，为治疗组，60例

接受泊沙康唑预防治疗，为对照组。伏立康唑组中3例发生

IPA，发生率为 7.1%，其中临床诊断 1例，拟诊 2例。泊沙康

唑组中4例发生 IPA，发生率为6.7%，均为拟诊病例。伏立康

唑组 IPA发生率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925）。除

发生 IPA外，伏立康唑组另有2例进行了抢先静脉抗曲霉菌

治疗，预防成功率为88.1%，而泊沙康唑组另有4例进行了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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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治疗，预防成功率为86.7% ，2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831）。伏立康唑组主要不良事件为视觉异常，其他不良事

件发生率与泊沙康唑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伏立康

唑预防急性髓系白血病诱导化疗期间侵袭性肺曲霉菌病，疗

效与泊沙康唑相当，可以作为初级预防的治疗选择。

H13. 慢性 ITP患者合并EB病毒感染的临床观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王文生 张英 岑溪南 邱志祥 欧

晋平 许蔚林 王茫桔 董玉君 李渊 王莉红 尹玥

梁赜隐 任汉云

目的 探讨EB病毒持续性感染是否可能为慢性 ITP的

病因之一。方法 选择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门诊就诊

的 38例慢性 ITP患者，应用 PCR方法进行外周血淋巴细胞

和血浆EBV-DNA 检测。同时分析其临床资料。结果 其

中男 15例，女 23例；中位年龄 50（23~90）岁；就诊时中位病

程 23（13~59）个月，就诊时中位血小板计数为：24（5~88）×

109/L。其中外周血淋巴细胞 EBV- DNA 阳性者为 20 例

（52.6%），EBV-DNA定量中位值为4.76×103（5.39×102~1.71×

105）copies/ml；血浆EBV-DNA阳性者为 1例（2.6%），定量为

6.97×103 copies/ml，该病例淋巴细胞中 EBV-DNA 定量为

1.25×105 copies/ml。结论 慢性 ITP 患者淋巴细胞 EBV-

DNA阳性率显著高于一般人群，EB病毒的持续性感染可能

为慢性 ITP的病因之一。

H14. 成人慢性活动性EB病毒感染五例并文献复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万玉玲 杨漾

目的 对成人慢性活动性EB病毒（CAEBV）感染报道

和文献复习，提高对成人CAEBV感染的认识，为临床诊治

提供新的思路。方法 回顾性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血液内科收治的5例确诊为CAEBV感染患

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诊断、治疗及疾病转归，结合文

献总结分析了CAEBV感染的临床特征、治疗方法、预后及

研究进展。结果 5例患者临床表现多样，常伴有各系统严

重并发症，EB病毒分子学检查符合CAEBV感染，识别EBV

感染靶细胞是诊断关键，尽快化疗序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患者生存期可得到一定延长。结论 CAEBV感染在成人

中是一种罕见的致病性疾病，临床表现多样，疾病进展快，治

疗反应不佳，预后较差。识别EBV感染靶细胞是诊断关键，

必要时需结合病理活检，以期早期诊断，采取积极的治疗措

施。CAEBV感染患者传统抗病毒治疗无效，采用含门冬酰

胺酶的化疗方案序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是有效的

治疗策略。靶细胞感染严重程度尤其是T细胞和（或）NK细

胞感染与预后有显著关联，分子遗传学证据与CAEBV感染

发病机制及预后密切相关。

H15. Infection risk in autoimmune hematological

disorders with low dose Rituximab treatment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General Hospital Siyang Yan, Hui

Liu, Lijuan Li, Jia Song, Guojin Wang, Huaquan Wang,

Yuhong Wu, Rong Fu, Zonghong Shao

Objective Rituximab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ny au-

toimmune diseases. This article is to evaluate the infection risk

of its treatment in autoimmune hematological disorders. Meth-

ods The clinical data of 89 patients in our hospital during

January 2011 to January 2017 who used low dose rituximab

(group R) or pulse cyclophosphamide (group C) for their re-

fractory/relapsed autoimmune hematological diseases have

been retrospectively studied and compared. The patients were

autoimmune hemolytic disease(AIHA), Evans syndrome and

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ITP). All patients chose

the treatment on their considerations by themselves. Results

The median follow-up times were 6 months in group R and 4

months in group C. After treatment, the patients in group R

showed higher white blood cell (WBC) count and neutrophil

count than group C(P=0.020, P=0.037). CD20 positive B cells

in group R remained at a very low level after rituximab treat-

ment and returned to normal level at 15 months, which was lon-

ger than group C(6 months). The incidence of infection in

these two groups h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hich was

34.7% (17/30) in group R and 32.5% (13/28) in group C (P=

0.976). Tuberculosis infections after rituximab treatment were

found in three patients for the first time. Discussion: In this

study, viral and fungi infections were not found and thus infec-

tions of bacteria still took up the major part. This reminds us

bacteria might be the first one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when

infections happen after rituximab. And antibacterials might be

the first consideration as an infection happened. Frequent infec-

tions did exist after rituximab treatment, but the infection fre-

quency was not higher than that of cyclophosphamide treat-

ment. Besides, prognosis for most of the infections was quite

good. However, tuberculosis is yet a problem that cannot be ig-

nored. The study can help clinicians observe patients and take

necessary measures against infection more efficiently. Conclu-

sion Administration of G-CSF, the lowest WBC count during

treatment and IgA level before rituximab therapy are the possi-

ble factors of infection risk for rituximab therapy in these dis-

eases. Low dose rituximab therapy in autoimmune hematolog-

ic diseases does not increase infection risk compared with cy-

clophosphamide.

H16.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巨细胞病毒感染的
分层治疗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 薛慧 冯术青 李晓宇 胡永

超 刘志彬 高峰

目的 通过对异基因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

HSCT）后巨细胞病毒（CMV）感染的患者进行危险度分层，

依据分层水平动态观察病情并及时给予干预治疗；同时观察

CMV 感染后临床转归，制定合理的分层治疗体系。方法

选取 60例行外周血 allo-HSCT的患者，依据HLA配型及移

植后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发生情况分为低危组和中

高危组，在白细胞植入后采用实时定量 PCR检测技术动态

监测外周血CMV-DNA拷贝数，结合临床表现及相关检查综

合分析，最终决定对各组于不同时间点是否启动抗病毒治

疗。结果 本组CMV感染发生率为 63.3%，发生中位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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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移植术后38（18~109）d，经分层未进行治疗及进行干预治

疗，CMV 感染总体转阴率为 81.6%，CMV 病发生率为

5.3%。单因素分析显示，HLA不全相合或 aGVHD的发生可

能增加了CMV感染的风险。结论 Allo-HSCT后CMV感

染的患者，按照HLA配型及GVHD的发生情况进行危险度

分层治疗，减少了抗病毒药物应用及由此带来的治疗相关毒

性，未增加CMV病发生率。

H17. 血清降钙素原检测在粒缺患者不同菌种血流
感染中的意义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三明市一医院 刘佳

目的 探讨血清降钙素原（PCT）在血液病粒缺患者并

发不同菌种血流感染中的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

1月至2017年12月我院血液科住院血液病粒缺并血流感染

患者资料，比较分析 PCT 与 G-菌、G+菌及真菌感染的相关

性，探讨其临床意义。结果 316例血流感染中，G-菌136例

（43.0%）以大肠杆菌、肺炎克雷白杆菌为主，G +菌 99 例

（31.3%）以葡萄球菌，链球菌为主，真菌感染44例（13.9%）以

酵母菌为主，两种以上病原菌血流感染37例（11.8%）。分析

不同病原菌感染患者PCT浓度进行比较。G-菌组高于G+组

[（10.26±1.3）ng/ml 对（3.26±1.3）ng/ml]，高于真菌组[（0.30±

0.2）ng/ml]，两种以上菌种血流感染组[（14.5±2.3）ng/ml]高于

其他三组（P值均<0.01）。大肠杆菌血流感染组高于非发酵

菌[（7.26±0.6）ng/ml 对（6.23±0.5）ng/ml，P<0.05]。在 279 例

单一菌种血流感染中ROC曲线区分G-菌组和G+菌组AUC=

0.56，PCT最佳截断值为0.82 ng/ml，敏感性为51.2%，特异性

65.8%。结论 PCT定量检测对血液病粒缺并感染患者有助

于早期辅助区分不同菌种感染，对选择使用抗生素有一定临

床价值。

H18. 血液恶性肿瘤儿童合并血流感染的病原菌分
布及耐药情况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小儿血液科、福建省血液病重点

实验室、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分析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小儿血液科病

房血液恶性肿瘤儿童合并血流感染（BSI）血培养分离的病原

菌分布及药敏情况，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供依据。方

法 回顾性分析 2013年 1月到 2017年 1月福建医科大学附

属协和医院小儿血液科收治的 135例血液恶性肿瘤化疗后

血流感染患儿的临床资料、病原学及药敏试验结果。结果

135例患儿共发生 150例次BSI，检出 150株菌株。150例次

血流感染患儿中，有 80例次（53.33%）在采集血培养前已应

用头孢菌素或碳青霉烯类抗菌素抗生素。血培养阳性菌株

中，革兰阴性菌（G-菌）112株（74.67%），革兰阳性菌（G+菌）

33 株（22.00%），真菌 5 株（3.33%）；G-菌中以非发酵菌多见

（51.33%），G+菌中以链球菌多见（57.58%）。前五位的病原

菌分别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 23株（15.33%），铜绿假单胞菌

18 株（12.00%），肺炎克雷伯菌 16 株（10.67%），大肠埃希菌

16株（10.67%），绿色链球菌 13株（8.67%）。非发酵菌中，嗜

麦芽窄食单胞菌只对复方新诺明、米诺环素及左氧氟沙星敏

感，而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他啶、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碳青

霉烯类抗生素耐药率低于14%，未发现对阿米卡星及喹诺酮

耐药菌株。肺炎克雷伯菌和大肠埃希菌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

（ESBL）菌株的检出率分别为 37.5%、56.25%，产ESBL菌株

对抗菌药物的耐药菌明显高于非产ESBL菌株，肠杆菌科细

菌（除外阴沟肠杆菌）对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碳青霉烯及喹

诺酮耐药率均低于10%，未发现对替加环素耐药菌株。大多

数 G+菌对万古霉素敏感；有发现 2 株肠球菌对万古霉素耐

药，但均对利奈唑胺及替加环素敏感。结论 我科儿童血液

恶性肿瘤患儿合并 BSI 的病原菌种类分布较广，以 G-菌为

主，非发酵菌比例高；经验性抗感染治疗推荐碳青霉烯类或

β内酰胺酶加酶抑制剂抗生素，并适时联合万古霉素或利奈

唑胺，对于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治疗无效的抢救病例，可考

虑应用喹诺酮类或替加环素等儿童少用的抗菌药物。

H19. 儿童恶性血液病合并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败
血症26例临床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小儿血液科、福建省血液病重点

实验室、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总结儿童恶性血液病合并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

败血症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 恶性血液病儿童发热时

常规行血培养检查，共有 26例患儿血培养检出嗜麦芽窄食

单胞菌（有临床表现，除外污染菌），明确诊断为嗜麦芽窄食

单胞菌，明确诊断后根据药敏，选择复方新诺明、左氧氟沙星

及大剂量舒普深的单药或联合用药抗感染治疗，回顾性分析

26例恶性血液病合并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败血症患儿的临

床资料。结果 男19例，女6例，中位年龄4（1~11）岁，基础

病：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15 例，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4例，噬血细胞综合征（HPS）4例，非霍奇金淋巴瘤 1

例，霍奇金淋巴瘤（HL）1例，再生障碍性贫血（AA）1例。多

存在血液病患者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感染的高危因素：近1

周使用碳青霉烯类抗生素（21/26）、中性粒细胞缺乏（18/26）、

糖皮质激素（15/26）、细胞毒药物化疗（14/26）、中心静脉置管

（12/26）、住院时间超过 2周（12/26）。21例存在感染定位病

灶：肺部（17/26）、口腔（7/26）、肠道（4/26）；5例无感染定位病

灶。药敏显示：对复方新诺明、左氧氟沙星、米诺环素敏感。

2例未治疗自动出院，3例在培养结果出来前出现大咯血死

亡（当时经验性用药为美罗培南+万古霉素）；9例单用复方

新诺明治疗，3例用大剂量舒普深（260 mg·kg-1·d-1）+复方新

诺明治疗，6例用左氧氟沙星+复方新诺明治疗，3例单用左

氧氟沙星治疗，疗程10-14天不等；1例予大剂量舒普深（260

mg·kg-1·d-1）+复方新诺明，另 1例予左氧氟沙星+复方新诺

明，均治疗无效，出现肺出血、呼吸衰竭死亡。结论 血液病

儿童化疗后的出现中性粒细胞缺乏伴发热，若以碳青霉烯类

为基础的广谱抗生素治疗无效，需考虑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

感染可能；嗜麦芽窄食假单胞菌败血症病情急重，当累及肺

部时，易出现肺出血等凶险症状，及时调整抗感染方案，恰当

呼吸支持或可改善预后。

H20. 儿童白血病化疗后并发播散性真菌感染诊治
体会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小儿血液科、福建省血液病重点

实验室、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探讨儿童白血病化疗后合并播散性真菌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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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特征、治疗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 23例白血病儿

童化疗后合并播散性真菌感染的临床资料。结果 男

15例，女 8例，中位年龄 5（2~13）岁，基础病：19例急性淋巴

细胞白血病（ALL），3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1例慢性粒

细胞白血病（CML）急淋变；13例发生于诱导化疗期，10例发

生于强化化疗期。存在多个侵袭性真菌病（IFD）的宿主因

素：应用广谱抗生素超过 2周（23/23），留置深静脉导管（23/

23），近期发生中性粒细胞缺乏并持续 10 d以上（23/23），应

用糖皮质激素超过 3周（14/23），IFD病史（6/23）。临床上均

表现抗菌素治疗无效的反复发热。常见的播散性感染部位

包括：肺部（21/23）、肝脏（19/23）、脾脏（13/23）、肾脏（4/23）、

皮肤软组织（4/23）、肠道（3/23）、颅脑（2/23）、甲状腺（1/23）；

17 例真菌葡聚糖（G 试验）和（或）血清半乳甘露聚糖抗原

（GM）试验阳性；肺部CT可表现为斑片影、大片实变影、结

节影、空洞，肝脾肾病灶MR提示散在低密度灶（T2加权）。

诊断级别：确诊8例，其中3例血培养检出热带假丝酵母菌，3

例皮肤软组织活检检出菌丝或真菌团块（考虑曲霉菌），1例

肝脏穿刺活检检出菌丝（倾向曲霉菌），1例纤维支气管镜活

检及灌洗液培养检出毛霉菌；临床诊断 11例，拟诊 4例。诊

断后，根据病原菌选择抗真菌药物（单药或联合用药）抗真菌

治疗超过 4周，17例在临床症状好转、中性粒细胞恢复及影

像学提示病灶好转或无进展情况下恢复化疗，目前仍无病存

活；6 例（26.09%）死亡：1 例因治疗无效或严重药物不良反

应，多次调整抗真菌治疗方案，感染仍无法控制，且因长时间

未化疗，白血病复发，患儿最终死亡；2例因抗真菌治疗长时

间终止化疗，且为高危型白血病，本病复发死亡；3例因无法

承担抗真菌药物的昂贵费用放弃治疗死亡。结论 白血病

化疗后常规抗菌治疗无效的患儿，需考虑播散性曲霉菌病可

能，本病病死率高，有效且足疗程抗真菌治疗，并在适当时机

兼顾化疗，有望改善预后。

H21.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相关中枢神经
系统急性并发症22例诊治体会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小儿血液科、福建省血液病重点

实验室、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郑湧智 李健 胡建达

目的 总结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化疗相关

中枢神经系统急性并发症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 2012

年1月至2017年6月我院收治并规范治疗ALL儿童508例，

其中22例（4.33%）化疗后出现中枢神经系统急性并发症，回

顾性分析其临床资料及治疗经验。结果 男 17例，女 4例，

中位年龄6（1.8~11）岁，B细胞型17例，T细胞型3例，高危组

9例，中危组9例，低危组2例；15例（75%）发生于诱导化疗，4

例发生于强化化疗，2例发生于维持化疗。中枢神经系统感

染 9 例（40.91%），其中真菌性脑脓肿 3 例，细菌性脑脓肿 2

例，病原菌不明脑脓肿2例，结核性脑膜炎1例，病毒性脑炎

1例；血管性病变 6例（27.27%），包括脑出血 3例，出血性脑

梗塞 1例，脑缺血（双侧颈动脉闭塞）1例，微血管血栓 1例；

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3例（13.67%）；大剂量甲氨蝶呤相关

脑病 2 例（9.09%）；门冬酰胺酶相关脑静脉窦血栓 1 例

（4.55%）。5例（22.73%）死于中枢神经系统急性并发症：2例

脑脓肿，1例脑出血，1例出血性脑梗塞，1例脑缺血（双侧颈

动脉闭塞）。结论 儿童ALL化疗相关中枢神经系统急性

并发症多种多样，病情凶险，死亡率高，需尽早诊断，紧急治

疗，多学科协作可能改善总体预后。

H22. Carbapenem- 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in

hematological patients: outcome of patients with

Carbapenem- 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infec-

tion and risk factors for progression to infection af-

ter rectal colonization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s Hospital, CAMS

& PUMC Lining Zhang, Mingzhe Han, Sizhou Feng, Yizhou

Zheng, Xiaofan Zhu, Renchi Yang, Fengkui Zhang, Zhijian

Xiao, Jianxiang Wang

Objective Carbapenem- resistant Enterobacteriaceae

(CRE) have aroused particular concern and represented a great

threat to patients. This study determined to detect risk factors

for CRE infection and related mortality in patients with hema-

tological malignances. Methods Patients with CRE infection

or rectal colonization between January 2012 and December

2017 were included in our retrospective study. For CRE infec-

tions, we assessed risk factors for 30- day mortality. For CRE

rectal carriers, we evaluated risk factors for progressing to

CRE infection. Results 50 CRE infection patients were eval-

uated, their overall 30- day mortality rates were 34% (17/50)

and all were caused by bacteremia or pneumonia. Un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high- risk hematological diseases, pro-

longed neutropenia and monotherapy over a week were risk

factors for mortality. In a multivariable model, the only inde-

pendent factor for lowering 30- day mortality was combined

therapy within a week of CRE infection onset. Besides, we

identified 55 CRE rectal carriers, 14 (25.5% ) of them devel-

oped CRE infection, including 11 bacteremia and 3 pneumo-

nias. Multivariat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male gender and muco-

sitis were predictors of subsequent CRE infection after rectal

colonization. Conclusion Our findings confirmed the severi-

ty of CRE infection in hematological patients. Early adequate

combined therapy was the independent factor for improved sur-

vival. For CRE rectal carriers, male patients and patients with

mucositis had higher risk of progressing to infection, so they

should be monitored closely in order to receive appropriate em-

pirical therapy once they were presented with infection.

H23. Outcome analysis of posaconazole salvage

therapy for invasive fungal disease in patients with

hematological diseases
1.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s Hospital,

CAMS & PUMC; 2. QIMR Berghofer Medical Research Insti-

tute Sudong Zhang1, Ping Zhang2, Zhao Wang1, Li Liu1, Yi

He1, Erlie Jiang1, Jialin Wei1, Donglin Yang1, Rongli Zhang1,

Weihua Zhai1, Qiaoling Ma1, Aiming Pang1, Yong Huang1, Min-

gzhe Han1, Sizhou Feng1

Objective Invasive fungal disease (IFD) remains a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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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ficant concern in patients with hematological diseases.

Posaconazole (POS) is a new extended- spectrum triazole that

has been approved for the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IFD. Analy-

sis of outcome and risk factors of POS salvage therap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linical practice. Methods For the ho-

mogeneity of analysis, recipients of chemotherapy and alloge-

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SCT) were

included. We retrospectively reviewed 113 cases of IFD (prov-

en, n=6; probable, n=42; possible, n=65) who had received

POS as salvage therapybetween December 2013 and May

2018. Results Treatment success accumulated quickly within

the first 3 to 4 weeks, reached a plateau around 6 weeks and fi-

nally maintained at 53.1% (60/113) at 12 weeks after POS ad-

ministration. Patients who were refractory or intolerant to prior

azoles- containing regimens achieved a success rate of 53.7%

(44/82) at 12 weeks. Patients with prolonged neutropenia, se-

ver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GVHD) and high-dose steroid

were in high risk of treatment failure. Conclusions Six

weeks after POS administration is proposed as the time point

of early evaluation. Patients with prolonged neutropenia, se-

vere GVHD and high-dose steroid are in high risk of treatment

failure and combination of antifungal agents is warranted.

H24. 中性粒细胞缺乏期发热合并腹部症状的临床
分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郝倩倩 刘延方 王冲 王伟

琼 王树娟

目的 回顾性分析恶性血液系统疾病中性粒细胞缺乏

期合并腹部症状患者的临床表现，从而为临床诊治此类患者

提供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恶性血液系统疾病中性粒细

胞缺乏期发热合并腹部症状患者27例。观察并记录其临床

特征、实验室及影像学检查结果、与化疗的关系、治疗措施及

治疗反应。结果 27例中性粒细胞缺乏期发热患者均不同

程度并发腹部症状，所有患者一经拟诊，及时给予广谱抗生

素抗感染治疗，治疗 3~5天后如患者发热无明显缓解，或之

前真菌感染病史，或G试验/GM试验阳性，给予加用抗真菌

药物。对症支持治疗包括：禁食，全静脉营养、持续胃肠减

压、生长抑素的应用、维持水电解质平衡等。27例患者经过

治疗后，25例（92.59%）患者的体温降至正常，腹部症状及体

征缓解，中性粒细胞逐渐恢复。6例患者治疗中出现其他严

重并发症，4例抢救成功，2例患者死亡。结论 中性粒细胞

缺乏期发热合并腹部症状主要表现为肠鸣音先减弱后消失

或先亢进后消失、腹痛及腹部压痛、腹泻（大量稀水样便或血

便）等。发病诱因与恶性血液疾病化疗和前期感染相关。影

像学检查有助于诊断。广谱抗生素及全面的支持治疗包括

禁食、胃肠休息、全静脉营养、血制品输注等是提高生存率的

有效治疗措施。

H25. 基于血药浓度探讨其与伏立康唑药物不良反
应的关系及临床干预措施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杨志楠

张晓艳

目的 通过动态监测血液病患者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

探讨血药谷浓度与不良反应的关系，并根据部分病例探讨不

良反应发生后的干预措施。方法 动态检测血液病患者的

伏立康唑的药物浓度；观察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的发生情

况，分析药物浓度与患者临床反应的相关性，并对部分发生

不良反应的患者予以维持剂量的调整。结果 （1）谷浓度在

1.0~5.0 μg/ml 和谷浓度>5.0 μg/ml 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11%和4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6）。（2）出现不良反

应的患者较未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血药浓度高，且两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236）。（3）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中，9例

患者伏立康唑减量，其中8例在症状消失或好转，1例停药，9

例减量的患者最终均好转出院。结论 伏立康唑血药浓度

个体间差异较大且患者药物浓度水平与不良反应的发生息

息相关，根据动态监测患者血药谷浓度结果指导临床用药，

有助于提高疗效和安全性。

H26. 呼吸机辅助通气下诱导化疗的以腹痛为首发
表现的急性髓系白血病一例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蒋瑛

H27. Diagnosis of hepatosplenic candidiasis with

cell-free DNA by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tech-

nology in hematopathy patients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Af-

filiated First People's Hospital Su Li, Jun Yang, Xianmin

Song, Liping Wan

Introduction Patients with a history of chemotherapy

or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SCT) and prolonged neutropenia

are at risk for hepatosplenic candidiasis (HSC). Hepatosplenic

candidiasis (HSC) without candidemia often remains unrecog-

nized. To overcome the shortcomings of traditional fungal cul-

ture, we have adapted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 tech-

nology to identify pathogens from cell- free plasma DNA.

Methods We describe two cases of HSC without document-

ed candidema and the challenges in establishing the diagnosis

and adequately treating this condi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lete diagnostic workflow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infec-

tious microorganisms based on unbiased sequence analyses of

free circulating DNA from plasma, abdominal abcess, and liver

tissue by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Results Case 1 was di-

agnosed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She suffered from

HSC and abdominal abscess after experienced with document-

ed Gram-negative bacteria septicemia and a history of neutro-

penia. NGS detection of liver biopsy specimens and purulent

fluids revealed mixed infection of cittobacillus tropicalis and

Candida tropicalis. The case 2 was acute myelocytic leukemia

had a history of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fter stopping use of

antifungal drugs and antirejection drugs, HSC becomes appar-

ent following recovery of immune function of the host. Serum

sample was diagnosed with Candida albicans infection both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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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S. Both of two patients were treated failure by Voricon-

azole and fluconazole and Caspofungin. Changing to itracon-

azole eventually resulted into recovery. Conclusion Clini-

cians should be aware that HSC most often occurs without doc-

umented candidemia. An NGS-based diagnostic approach was

able to close the diagnostic gap of routinely used culture-based

diagnostic procedures. NGS technology can also guide the ap-

propriate antifungal treatment.

H28. UNC13D基因突变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一例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童勇 孙志强 朱华民 凌宇

郝丹 包世杰 袁雯

H29.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后合并卡氏肺孢子
菌肺炎一例
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 彭翠翠 刘瑜 曾东风 王劲

目的 报道 1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后合并卡氏

肺孢子菌肺炎的病例，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方法 分析1例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化疗后合并卡氏肺孢子菌肺炎的

诊治过程，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患者男，14岁，诊断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SIL/TAL 1 融合基因阳性），于

2017年5月15日入院行CAM第1次巩固治疗。患者于化疗

第 6天出现间断发热，先后给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哌

酮舒巴坦钠、亚胺培南西司他丁等抗细菌治疗效果不佳。行

胸部CT检查示：双肺多发斑片影，考虑炎性病变或白血病肺

部浸润。加用伏立康唑抗真菌治疗效果不佳，出现呼吸窘迫

转入重症医学科诊治。行气管插管，多次行支气管镜肺泡灌

洗，肺泡灌洗液PCP涂片阳性+少量G-，调整治疗为头孢哌

酮舒巴坦钠+注射用醋酸卡泊芬净+磺胺+醋酸泼尼松，患者

症状好转。结论 卡氏肺孢子菌肺炎进展迅速，病死率高，

治愈主要依靠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白血病患者化疗后粒细

胞缺乏，免疫缺陷，易并发各种机会性致病菌感染。因此粒

细胞缺乏伴发热的患者，经常规广谱抗菌药物及抗真菌治疗

无效或者效果不佳，一定要警惕卡氏肺孢子菌肺炎。关于卡

氏肺孢子菌肺炎，可以积极行纤支镜肺泡灌洗，进行肺泡灌

洗液的涂片和培养的检查，提高病原菌检出率，从而提高患

者生存率。

H30. 美罗培南与万古霉素对恶性血液病合并感染
的临床疗效对比观察及安全性评价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 罗伟 冀林华

目的 探讨分析美罗培南与万古霉素对恶性血液病合

并感染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我院血液科2015

年 4月至 2018年 5月收治的 68例恶性血液病合并感染的患

者，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两组均为 34

例。试验组接受美罗培南联合万古霉素的用药方案，对照组

接受亚胺培南联合万古霉素的用药方案，对比两组患者的临

床疗效、病原菌的清除率、中性粒细胞与体温恢复正常水平

的时间及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 试验组与对照组治

疗效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5.29%对79.41%，χ2=0.109，

P=0.742）；试验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的体温及退热时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39.24±0.75）℃、（37.13±0.48）℃、（1.9±0.7）d

对（39.31 ± 0.69）℃、（37.22 ± 0.59）℃、（2.1 ± 1.1）d，t=0.401、

0.690、0.894，P=0.690、0.493、0.374]，试验组中性粒细胞恢复

正常的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6.2±1.3）d 对（7.4±1.2）d，t=

3.955，P=0.000]；两组病原菌清除率与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

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85.71%对84.44%，χ2=0.028，P=

0.868；8.82%对 11.76%，χ2=0.159，P=0.690）。结论 美罗培

南与万古霉素对恶性血液病合并感染的临床疗效好，患者恢

复快，不良反应少，值得推广。

H31. 恶性血液病患者并发肛周组织感染相关因素
Meta分析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

中心 陈小丽 冯一梅 张诚 孙恒蕊 王丽 张曦 孙

爱华 杜欣

目的 综合分析恶性血液病患者并发肛周感染的危险

因素，为血液病患者预防肛周感染发生提供理论依据。方

法 计算机检索 PubMed、Cochrane Library、EMBASE、Web

of Science、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知网全文

数据库（CNKI）、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VIP）和万方数据资源

系统中关于血液病患者并发肛周感染相关因素或主要危险

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和队列研究，按照一定的纳入和排除标

准选取文献。由2名评价者独立检索、筛查文献、提取数据、

评价纳入文献的方法学质量并交叉核对，有争议之处由3名

评价者共同讨论并达成一致。采用Stata11.0软件进行Meta

分析，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合并OR值及95%

CI分析各个相关危险因素，采用敏感性分析评估结果的稳

定性。结果 纳入符合标准的文献 8 篇，合计样本量 1654

例，其中肛周感染组 277 例，对照组 1377 例，肛周感染率

16.7%。Meta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大于50岁、化疗未缓解、中

性粒细胞绝对值<0.5×109/L、急性髓系白血病与血液病患者

肛周感染形成有关。结论 年龄大于50岁、化疗未缓解、中

性粒细胞绝对值<0.5×109/L、急性髓系白血病是恶性血液病

患者肛周感染的危险因素。

H32. 品管圈在提高层流病房医务人员手卫生依从
性中的应用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

中心 陶俊 曾荔 张诚 张曦 孙爱华

目的 探讨品管圈（QCC）对提高层流病房医务人员手

卫生依从性的效果。方法 2015年1－12月应用QCC管理

模式对层流病房 20名护士，3名护工手卫生行为进行管理，

通过现状调查，找出手卫生依从性低的要因，采取有效措施

进行持续质量改进。结果 医务人员对手卫生依从率由

QCC 活动前的 43.15%提升至活动后的 84.77%（P<0.001），

护士在接触患者前、接触患者后、接触患者周围环境后手卫

生依从率由活动前的 21.74%、47.5%、47.5%，分别提升至活

动后的 79.55%、79.55%、91.8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

均<0.05）。结论 应用QCC进行持续质量改进可有效提高

层流病房医务人员手卫生意识及其依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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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3. 七例血液病患者并发肺泡出血的治疗及转归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王书春 刘晓

明 刘天峰 陈晓娟 张丽 陈玉梅 邹尧 郭晔 竺晓凡

目的 提高对弥漫性肺泡出血的诊断及治疗水平。方

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儿科 1999年 1月至 2017年 8期间诊治

的7例血液病患者并发肺出血的临床资料。结果 7例患者

中在肺出血前CT提示：均有肺感染的影像学证据。肺出血

时CT提示：有大片渗出性磨玻璃影，考虑肺出血。有2例患

者在出现咳血前并发败血症，一例为嗜麦芽窄食单胞菌败血

症，一例为缓症链球菌败血症，均出现严重的多个脏器功能

衰竭。所有患者在出现持续咳血时均有呼吸困难，经皮测血

氧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并伴有不同程度的血色素下降。7例

患者中有4例患者获得治愈：1例患者应用大剂量甲泼尼龙，

剂量为500 mg·m-2·d-1，同时联合重组人凝血因子Ⅶa输注，

最终获得治愈；1例患儿在咳血量非常大，血氧饱和度下降

至 70%的情况下，应用 1000 mg·m-2·d-1，分 4 次应用，患者

2天后经皮测血氧恢复正常，获得痊愈，后续顺利完成3个疗

程的巩固化疗；1例仅应用重组人凝血因子Ⅶa输注止血治

疗，最终获得治愈。最终有 4 例患者脱离生命危险，3 例死

亡。结论 弥漫性肺泡出血是危及生命的危重症。在有肺

感染伴有败血症的患者要高度警惕肺泡出血的可能。咯血、

呼吸困难、贫血及胸部CT等影像为诊断弥漫性肺泡出血提

供线索。大剂量甲基强旳松龙及重组人凝血因子Ⅶa是治疗

弥漫性肺泡出血的有效安全的方法。

H34. 血液肿瘤患者发生产ESBL菌血流感染的危
险因素和预后分析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梁婷 李昕

目的 评估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的产生对发生大

肠埃希菌或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染的血液肿瘤患者预后的

影响；识别血液肿瘤患者发生产ESBL大肠埃希菌或肺炎克

雷伯菌血流感染的危险因素，并深入分析产ESBL菌血流感

染导致死亡的危险因素。方法 收集了湖南地区三家附属

教学医院近 7年发生大肠埃希菌或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染

的血液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分为产ESBL组和非产ESBL

组，比较两组间 30 d 死亡率以及药敏情况，然后分析导致

ESBL产生的危险因素。根据每个发生产ESBL菌血流感染

患者的 30 d 结局，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探讨影响发生产

ESBL菌血流感染的血液肿瘤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

共纳入 352个发生大肠埃希菌或肺炎克雷伯菌菌血症的血

液肿瘤患者，产ESBL率为 46.0%，产ESBL菌血流感染的血

液肿瘤患者的30 d死亡率比非产ESBL者稍高，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24.1%对 18.4%，P=0.264）。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大肠埃希菌以及既往抗生素暴露是血液肿瘤患者发生产

ESBL菌血流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血流感染开始<72 h不适

当的抗生素治疗、疾病处于难治/复发阶段、感染性休克和急

性呼吸衰竭是产ESBL 菌血流感染的血液肿瘤患者 30 d死

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并且建立了一个可用于预测30 d死亡

率的风险评分模型。结论 减少抗生素的暴露可能会降低

血液肿瘤患者产ESBL大肠埃希菌或肺炎克雷伯菌血流感

染的发生率以及减少抗生素耐药，且血流感染开始72 h内使

用适当的抗生素治疗对于改善产ESBL大肠埃希菌或肺炎

克雷伯菌血流感染的血液肿瘤患者的30 d预后非常重要。

H35. 原发家族性噬血细胞综合征一例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刘洋 李莉娟 郝正栋 郭晓嘉 楚

松林 周文 张连生

目的 探讨儿童原发家族性噬血细胞综合征的临床特

点及诊断、治疗。方法 分析一例儿童原发性噬血细胞综合

征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行相关文献复习。结果 患者，女，3

岁，主因“乏力 10 d，发热 3 d”入院，血常规：WBC 2.76×109/

L，中性粒细胞 2%，淋巴细胞 92%，HGB 80 g/L，PLT 14×109/

L；生化：甘油三酯 1.74 mmol/L，铁蛋白 1002 ng/ml。B超示

脾大。骨髓细胞学：组织细胞易见，可见吞噬红细胞、血小板

现象。sCD25＞7500 U/ml，NK 细胞活性 1.54%。明确诊断

噬血细胞综合征。追问患者家族史，患者姐姐于 6 年前因

“发热、脾大”死亡，怀疑患者为家族性噬血细胞综合征。完

善患者及其父母相关基因检测，患者本人PRF1-Exon3错义

突变，PRF1-Exon2无义突变；患者父亲 PRF1-Exon3错义突

变；患者母亲PRF1-Exon2无义突变。明确诊断家族性噬血

细胞综合征（FHL-2），给予地塞米松 5 mg/d治疗，患者发热

得到控制，血常规完全正常，建议患者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于出院后 2 周再次出现高热、全血细胞减少，建议

HLH-2004方案治疗，但患者家属因个人原因未继续接受治

疗。结论 噬血细胞综合征是一类由原发或继发免疫异常

导致的过度炎症反应综合征，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全血细

胞减少、高甘油三酯、低纤维蛋白原、高血清铁蛋白、肝脾肿

大，骨髓、脾脏及淋巴结活检中可发现噬血现象。家族性噬

血细胞综合征预后差，进展迅速，HLH-2004方案能使患者病

情得到缓解，但仍需尽早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H36. 咖啡酸防治肺癌放疗后血细胞减少的临床研究
解放军第八十八医院 杜遵民 陈洪雷 贾海鹏 杨莉

莉 陈方国

目的 观察咖啡酸片防治肺癌患者放疗后血细胞减少

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经病理证实接受放疗的肺癌患者

12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60例。观察组自放

疗开始口服咖啡酸片300 mg每日3次，至放疗结束；对照组

单纯放疗，不服用任何升血药物，当出现出现骨髓抑制时，再

给予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或重组人白细胞介素11

至血常规正常。观察两组骨髓抑制发生率和白细胞、血小板

数及放疗的疗效。结果 观察组骨髓抑制发生率为 16.67%

（10/60），对照组为 63.33%（38/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观察组Ⅲ度及以上骨髓抑制发生率为 0，而对照组为

15.0%（9/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放疗后白

细胞、血小板数均有下降明显，放疗后1、2和3、4周各时间点

观察组 WBC、PLT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放疗有效率观察组为 70.0%（42/60），对照组为

66.67%（40/6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咖啡

酸片防治肺癌患者放疗后骨髓抑制所致的白细胞、血小板减

少疗效显著。

H37. 疑难黑热病诊断一例体会并文献复习
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叶梅 汪宏云 张文俊 汪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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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8. 高通量测序技术在血液病患者复杂难治感染
病原学检测中的应用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周斐 何雪峰

目的 探索高通量测序技术在血液病患者难治复杂感

染病原学检测中的应用。方法 对 9例恶性血液病患者肺

泡灌洗液（其中3例为化疗后，6例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后）及1例恶性血液病患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脑脊

液进行高通量测序，同时样本送检普通病原学培养、GM试

验、G试验等，比较高通量测序技术及传统病原学检测手段

敏感性。结果 在 10 例送检高通量测序的样本中，9 例检

测出可疑病原菌，分别包括细菌、真菌、肺孢子虫、病毒等，余

1例检测结果为阴性。相同标本同时送检的培养结果均阴

性或为少量定植菌。根据高通量测序报告调整相应抗感染

方案后，患者均可获得相对较好预后。结论 高通量测序技

术对于血液病患者的复杂难治感染病原学检测敏感性较传

统方法更高。

H39. 恶性血液病患者G-菌血流感染初始不恰当的
抗生素治疗研究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李昕 唐亦舒

目的 探讨恶性血液病（HM）患者合并G-菌血流感染

时初始不恰当抗生素治疗（IIAT）的危险因素，同时通过药敏

分析推荐合适的抗生素组合用药方案。方法 收集2010年

1月至 2015年 5月中南地区三家大型医院血液病房发生G-

菌血流感染的HM患者的临床资料及药敏结果。结果 在

纳入研究的361例患者中，77例（21.3%）患者接受了 IIAT治

疗，接受 IIAT治疗患者早期死亡率显著高于接受非 IIAT患

者（29.9%对 7.7%）。IIAT为影响此类患者早期死亡的独立

危险因素（P=0.013），而 MDR 菌感染（P=0.017）、长期粒缺

（P=0.028）、既往抗生素暴露（P=0.004）、基础疾病为ALL（P=

0.025）、出现呼吸衰竭（P=0.037）为发生 IIAT 的危险因素。

进一步分析细菌药敏结果显示，HM 患者 G-菌血流感染病

原菌对碳青霉烯类（10.0%）及阿米卡星（9.5%）耐药率最

低，β类酰胺酶抑制剂（16.1%）其次。根据药敏试验结果将

临床常用的几组抗生素进行组合提示，β类酰胺酶抑制剂联

合氨基糖苷类可达 95.5%的敏感率，可显著降低 IIAT发生。

结论 IIAT是造成HM患者合并G-菌血流感染患者早期死

亡的重要因素之一，IIAT的发生与既往用药、耐药菌感染、粒

缺时间、基础疾病、脏器功能等因素有关。对于HM合并G-

菌菌血症治疗方面，初始用药除开碳青霉烯单药使用外，推

荐β类酰胺酶抑制剂联合氨基糖苷类作为初始用药控制感

染，减少耐药发生。

H40. 汉族人群模式识别受体基因多态性在 allo-

SCT后 IFD发生中的意义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市造血干细胞移植重点实验室 孙

于谦 张晓辉 王昱 闫晨华 许兰平 刘开彦 黄晓军

目的 探究中国汉族人群中模式识别受体基因多态性

与 allo-HSCT后发生 IFD的关系。方法 共纳入190例在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接受 allo- HSCT 的汉族患者，根据 allo-

HSCT 后 IFD 发生情况分为两组，分别测定两组供者及患

者模式识别受体基因多态性，并分析其与 IFD 的相关性。

结果 中位随访时间为 351（155~632）d，总生存率为

83.2%。16.8%（32/190）的患者发生 IFD（包含确诊、临床诊

断和拟诊），IFD 中位发生时间为移植后 68.5（16~395）d。

Allo-HSCT后发生 IFD的患者总生存率显著低于未发生 IFD

的患者（P<0.001）。单因素分析表明单倍型 HSCT、患者年

龄、既往 IFD 病史、EBV 血症、患者 IL- 17 基因多态性

（rs763780）、供者 CXCL10 基因多态性（rs3921）与 IFD 发生

相关。多因素分析表明，患者 IL-17基因多态性（rs763780）

（P=0.02）和供者 CXCL10 基因多态性（rs3921）（P=0.032）是

IFD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Allo-HSCT后发生 IFD的患者

预后不佳，供者 CXCL10 及患者 IL-17 基因多态性可能与

allo-HSCT后 IFD发生相关。

H41. 鼻内镜手术控制骨髓移植前后鼻窦炎或颅底
感染患者的有效分析
中国武警总医院 王小路 单希征

目的 探讨骨髓移植前后并发鼻窦炎患者鼻内镜鼻窦

开放手术时机。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9年10月至2018年5月

诊治的 46例骨髓移植前后并发鼻窦炎或颅底感染患者，年

龄 4~55岁。移植前 15例，移植后 31例，均在鼻内镜下行手

术治疗，术中低温等离子刀止血。结果 46例患者经鼻内

镜手术顺利，其中霉菌30例术后均经病理证实，其中曲霉菌

20例、毛霉菌10例。移植失败死亡1例，术后第八天因消化

道出血死亡1例，术后2个月因排异反应死亡1例，术后半年

因移植失败死亡 2例，术后 1年因感染死亡 1例。结论 骨

髓移植前后并鼻窦炎要引起重视，多为霉菌性，患者常有血

小板、白细胞和血红蛋白严重低下，不应成为常规手术禁忌，

而应早诊断、早手术。

H42. 不同专科病房发生院内念珠菌血症的流行病
学研究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血液病重点实验室、福

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赵小琴 杨婷 胡建达

目的 研究分析不同专科病房发生院内念珠菌血症的

临床和微生物学特征，为优化临床防治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2014年1月至2017年12月期间在福建医科大学

附属协和医院确诊念珠菌血症的病例资料，回顾性分析不同

专科病房发生院内念珠菌血症的患者一般情况、菌种分布、

药物敏感试验、炎症指标、治疗及预后等。结果 研究共纳

入16个专科病房172例病例，男115例，女57例，中位年龄49

（1~93）岁。院内念珠菌血症的发生以重症医学（9.08/1000

例住院患者）、烧伤（1.48/1000例住院患者）、血液（1.30/1000

例住院患者）和心外（1.00/1000例住院患者）最为常见。菌

种分布依次为热带念珠菌（71例，41.28%），白念珠菌（48例，

27.91%），近平滑念珠菌（24例，13.95%）等。药敏试验提示

热带念珠菌和白色念珠菌对唑类药物的耐药性分别为

52.9%和21.3%。除9例未用抗真菌药物治疗早期死亡外，余

163 例中 65 例（37.8%）应用棘白菌素类药物治疗，98 例

（57.0%）应用非棘白菌素类药物治疗，7 d和30 d的总体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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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分别为22.1%和39.0%，血液专科病死率最高，其后为重症

医学、心外、肿瘤和烧伤专科。应用棘白菌素类组的生存预

后较好（P=0.095）。结论 不同专科病房发生院内念珠菌血

症因专科疾病特点而有不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菌种均以

唑类耐药的热带念珠菌最为常见，早期、足量使用棘白菌素

类是院内念珠菌血症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

H43. 3014例血液病化疗患者并发感染的流行病学
及预后因素分析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陈少桢 林康昵 骆晓峰

李芊 任金华 胡建达 杨婷

目的 研究分析血液病化疗患者并发感染的流行病学

资料及预后危险因素，为优化感染防治策略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分析在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我院血

液科收治的 3014例化疗并发感染患者资料，研究患者一般

情况、临床特点、病原学培养和预后因素。结果 3014例患

者中，男 1692例，女 1322例，中位年龄为 44（7~86）岁，以急

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为主（51.1%），常见感染部位分别为呼吸

道（81.4%）、血流（24.1%）、口腔（20.4%）及消化道（16.8%）。

725例血流感染患者中共检出 744株致病菌，依次为肺炎克

雷伯菌 143株（19.2%）、大肠埃希菌 122株（16.4%）、凝固酶

阴性的葡萄球菌 110 株（14.8%）及铜绿假单胞菌 108 株

（14.5%）。共检出 327株多重耐药菌（44.0%），多为G-菌，其

中产ESBL菌的多重耐药率高于 90.0%，碳氢酶烯类药物的

耐药率为11%~14%。未检出对利奈唑胺、替考拉宁、万古霉

素耐药的G+菌株。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45岁、粒缺

状态、疾病未缓解、抗菌药物使用≥3种及合并呼吸道感染是

血液病患者发生血流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随访30 d，血流

感染组死亡率（23.6%）高于非血流感染组（11.4%），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01）。年龄≥65岁、血流感染前粒缺天数≥
7 d、疾病未缓解、合并呼吸道感染、抗菌药物使用≥3种、多重

耐药菌、鲍曼不动杆菌血流感染以及嗜麦芽窄食单胞菌血流

感染是血流感染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血液病

患者化疗后常并发感染，以呼吸道感染最为常见，血流感染

最为严峻。血流感染以G-菌为主，耐药率较高，病死率高。

年龄、粒缺、疾病状态、多种抗菌素暴露及合并呼吸道感染是

血流感染的高危因素。

H44. 29例粒细胞缺乏合并气单胞菌败血症患者临
床特征及预后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杨文睿 彭

广新 井丽萍 张莉 周康 李洋 叶蕾 李园 李建

平 樊慧慧 宋琳 赵馨 张凤奎

目的 认识粒细胞缺乏血液病患者气单胞菌败血症的

特征、临床表现及预后。方法 分析2015年1月至2018年7月

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住院治疗 29 例粒细胞缺乏

并检测出气单胞菌败血症患者的临床表现及疾病预后。

结果 29例气单胞菌败血症患者中位年龄为 33（7~63）岁、

中位中性粒细胞绝对值计数0.06（0~0.45）×109/L，其中，检出

嗜水气单胞菌 10例（34.5%）、豚鼠气单胞菌 10例（34.5%）、

维罗纳气单胞菌 9 例（31.0%）。药敏结果显示，仅有 4 例

（13.8%）检出气单胞菌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敏感，余 25 例

（86.2%）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29例检出气单胞菌均对

头孢类抗生素及喹诺酮类抗生素敏感。29例患者均以发热

为首要表现，其中2例（6.9%）患者合并腹泻、7例（24.1%）患

者合并皮肤软组织感染及肌肉疼痛症状、余 20例患者仅表

现为粒缺发热并未发现明确感染灶。7例伴有皮肤软组织

感染症状患者中，3例患者仅表现为肌肉及皮肤包块局部疼

痛，无皮肤破溃及渗出液表现，经抗感染及粒细胞恢复后体

温控制、局部症状好转；3例患者出现皮肤进行性破溃并逐

渐累积肌肉组织，其中，2例患者因感染休克死亡，1例患者

行截肢治疗；另外1例患者出现肌肉疼痛后迅速出现横纹肌

溶解症，而后因多脏器衰竭死亡。29例患者中，3例（10.3%）

患者死亡，其中 1 例患者为 ALL 化疗抑制期，2 例患者为

VSAA患者。2例VSAA患者均疾病进展迅速，均以发热、双

下肢疼痛为首发症状，并于起病 24小时后死亡。结论 血

液病粒细胞缺乏合并气单胞菌败血症患者可合并严重的组

织坏死，其进展迅速，死亡率高，应早期识别，根据该菌生物

特性加用敏感抗生素。

H45. 高剂量替加环素为基础的联合方案治疗恶性血
液病患者泛耐药革兰阴性菌血流感染的临床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周莉 冯尚龙 周紫

微 郑昌成

目的 评估高剂量替加环素治疗血液病患者泛耐药血

流感染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7年12

月本医院血液科患者XDR血流感染的发生及抗生素使用情

况，并对基线资料进行分析，评估疗效。我们将使用以替加

环素为基础方案的患者进行危险因素的分组分析，比较了不

同分组患者之间的 30 d 生存差异；并将高剂量组（100 mg

q12 h，首剂 200 mg）与常规剂量组（50 mg q12 h，首剂 100

mg）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 替加环素治疗血液病XDR血

流感染总有效率为 71.4%，死亡率为 28.6%。替加环素在亚

胺培南MIC<16及MIC≥16、移植和非移植患者中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高剂量替加环素与常规剂量组 30 d生存率分别

为 70%和 57.1%（P=0.504）。发生轻度并发症患者、粒缺时

间<10天的患者、没有或轻到中度急性GVHD患者、不伴有

肺部感染的患者的 30 d生存率明显高于粒缺时间≥10 d患

者、合并重度急性GVHD患者及伴有肺部感染的XDR血流

感染患者（P值均<0.05）。结论 替加环素的治疗可以明显

改善轻中度并发症、粒缺时间<10 d、不伴有肺部感染的患者

的30 d生存率。高剂量替加环素可能会改善XDR患者30 d

生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由于病例数较少导致。另外，

高剂量组患者病情较普通剂量组重、并发症多可能是疗效不

够显著优越的原因。替加环素加量使用可以提高其血药浓

度，可能改善疗效，需要更多的病例数加以证实。我们的研

究为高剂量替加环素应用于XDR的血流感染的临床实践提

供了部分依据。

H46. 免疫缺陷患者HPV B19感染致慢性贫血三例
报告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 樊慧慧 井

丽萍 张凤奎

目的 提高对免疫缺陷患者微小病毒 B19（HPV B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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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致慢性持续性贫血的认识，探讨其诊断及治疗特点。方

法 分析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贫血诊疗中心收治的2

例肾移植术及 1例肝移植术后发生HPV B19感染致纯红细

胞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行相关文献复习。结果

2 例肾移植患者分别于移植术后 1 个月、2 个月出现贫血；

1例肝移植患者，术后1个月贫血加重。3例患者贫血均呈慢

性持续性进展，应用促红细胞生成素、经减量或调整免疫抑

制剂等常规治疗无效。排除其他原因导致红细胞再生障碍，查

血液HPV B19 IgM抗体阴性，血液荧光聚合酶链反应（PCR）

检测血清HPV B19-DNA分别为>1×108 copies/ml、2.331×107

copies/ml、>1×108 copies/ml。骨髓形态学示增生活跃，红系

比例减低，巨大原红细胞易见，胞浆内可见空泡及颗粒。诊

断为HPV B19感染继发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3例患

者应用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0.4 g·kg-1·d-1×5 d方案治

疗，2例肾移植患者经一疗程 IVIG治疗后2周血红蛋白恢复，

1例肝移植患者经两疗程 IVIG治疗后1周血红蛋白恢复，复

查3例患者HPV B19拷贝数显著下降。结论 慢性持续性贫

血可能是免疫缺陷患者HPV B19感染的唯一临床表现，多发

生于免疫抑制治疗后1~3个月，实时PCR检测HPV B19定量

及骨髓检查有助于确立诊断；调整免疫抑制剂并应用 IVIG治

疗是目前最及时有效的治疗方法，多数患者预后良好。

H47. 特发性高嗜酸性粒细胞综合征一例
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辛柳燕 王金霞 李方林 陈懿建

目的 了解特发性高嗜酸性粒细胞综合征（IHES）的临

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及治疗方法。方法 以1例 IHES患

者为研究对象，结合文献对其临床表现、诊断、鉴别诊断及治

疗方法进行综合分析。结果 患者外周血、骨髓均可见嗜酸

粒细胞增多，且以嗜酸性中晚幼粒为主，诊断 IHES，经泼尼

松 30 mg每日 2次治疗后病情好转。结论 IHES的诊断是

一排除性诊断，血常规、骨髓象、FIP1L1/PDGFRA基因的检查

对其鉴别有重要价值，糖皮质激素类药物能有效控制病情。

H48. 236例血液病脾切除术围手术期并发症危险因
素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孙朝侠 李伟望 王志军 毛强 童春帆 翟伟涛

徐茂强 施均

目的 探索脾切除术治疗血液系统疾病围手术期危险

因素。方法 收集2000年至2017年于我院行脾切除术的血

液病患者，分析其白蛋白（ALB）、球蛋白（GLO）、术前合并症

及术前治疗方案与术后并发症的关系。结果 （1）236例患

者中，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139例，遗传性球形红

细胞增多症（HS）64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AIHA）包括

Evans综合征12例，淋巴瘤/T-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15例，

诊断性脾切除术 6例。（2）HS患者术后感染发生率（10.9%）

显著低于 ITP患者（25.5%，P=0.018），与AIHA（25.0%）、淋巴

瘤/T-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33.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391、0.076）。HS患者术后切口延迟愈合发生

率（28.1%）与 ITP（18.7%）、AIHA（41.7%）及淋巴瘤/T-大颗粒

淋巴细胞白血病（6.7%）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130、0.552、0.157）。（3）低蛋白血症患者术后感染发生率

（53.9%）显著高于正常水平患者（20.9%，P=0.016），术后切口

延迟愈合发生率（46.2%）与正常水平患者（19.8%）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7）。GLO低于正常水平患者术后感染发生

率（16.7%）及切口延迟愈合发生率（25.0%）与不低于正常水

平患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4.5%、21.8%，P 值分别为

0.253、0.642）。（4）术前1个月内应用免疫抑制剂或化疗药物

患者术后感染发生率（27.8%）及切口延迟愈合发生率

（27.8%）与未用此药物患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2.0%、

20.9%，P值分别为0.792、0.703）。术前曾长期应用糖皮质激

素治疗患者术后感染发生率（26.3%）显著高于未长期应用患

者（10.3%，P=0.012），切口延迟愈合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20.3%对24.1%，P=0.54）。（5）术前1个月内曾患呼吸系统

感染患者术后呼吸系统感染发生率（38.7%）显著高于术前未

患感染者（17.7%）。结论 术前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合并

呼吸系统感染、低蛋白血症均为脾切除术治疗血液系统疾病

围手术期危险因素；ITP患者术后发生感染风险较高。

H49. Griscelli综合征2型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一例
报道并文献复习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白 刘玉峰

目的 探讨儿童Griscelli综合征2型的临床表现和基因

突变特点，以及 Griscelli 综合征 2 型合并噬血细胞综合征

（HLH）的临床表现、实验室特征、治疗与预后。方法 对我

院收治的1例儿童Griscelli综合征2型合并HLH患者的临床

资料进行回顾性总结分析，并结合相关文献对Griscelli综合

征临床表现、基因改变及治疗方法进行讨论。结果 患儿，

女，6个月，因“发热、外周血三系减少入院”入院，体格检查：

头皮及颜面部水肿，头发、睫毛呈银灰色，双下肢可见散在呈

针尖样大小出血点，肝肋下约4 cm，脾肋下约3 cm，质韧、边

钝。入院后积极完善相关检查提示血细胞减少，高铁蛋白血

症，低纤维蛋白原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和骨髓象吞噬现象，

符合噬血细胞综合征的诊断，完善基因学检查发现患儿为基

因Rab27a-Exon5和Exon3缺失突变，其父亲为RAB27A-Ex-

on5 杂合变异，其母亲为RAB27A-Exon3 杂合变异，确诊为

Griscelli综合征 2型。结论 Griscelli综合征是一种常染色

体隐性遗传性罕见免疫疾病，以部分白化、细胞免疫缺陷引

起的反复感染和神经系统异常为特征的疾病，分为1型、2型

和3型。Griscelli综合征2型是一种与HLH相关的罕见且可

能致命的免疫疾病，由RAB27A基因突变引起，编码小GTP

酶Rab27a的基因突变导致2型Griscelli综合征，Rab27a缺陷

导致细胞毒性颗粒的运输缺陷，引起T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

激活综合征以及大量细胞因子的产生从而导致HLH的临床

和实验室特征，Griscelli综合征2型患者合并HLH死亡率极

高，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治愈。

H50. 脾切除治疗初治噬血细胞综合征长生存一例
郑州人民医院 陈兴华 郭树霞

H51. 209例恶性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病危险分层

体系的细化探讨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血液病重点实验室、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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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血液病研究所 陈力津 李静 郑晓云 杨婷 胡建达

目的 在现有的恶性血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病危险分

层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危险分层体系，为优化抗真菌治疗策略

提供临床依据。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6年 1月-2016年 12

月就诊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科的 209例恶性血

液病合并侵袭性真菌病患者的临床特点，对比分析初始经验

治疗与诊断驱动治疗诊断精准率、治疗有效率及不良反应发

生率的差异，探讨危险分层体系的进一步细化。结果 209

例患者中，男 129例，女 80例，中位年龄 47（19~84）岁，粒缺

时间 12.45（0~51）d。包括 AL 156 例（74.6%），MDS 11 例

（5.3%），MM 7例（3.3%），HL/NHL 31例（14.8%），CML/CLL

4例（1.9%）。其中初治101例（48.3%），缓解54例（25.8%）和

复发难治 54 例（25.8%）。共检出 90 株真菌，念珠菌属占

96.7%，依次为痰、粪便、口腔、血液和尿液标本。依照指南，

初始经验治疗组 108例，诊断驱动治疗组 101例。两组后期

临床诊断/确诊例数比例分别为 5.6%和 18.8%，诊断精准率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治疗有效率分别为 86.4%和

84.8%（P≥0.05）；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23.1%和17.8%（P≥
0.05）。根据粒缺时间、疾病状态、原发病、IFD病史、合并基

础疾病等危险因素进一步细化危险分层体系，分为高危组

（129例，粒缺时间>14 d、疾病复发/难治、IFD病史、肺功能障

碍）、中危组（53例，14 d≥粒缺时间>7 d、急性白血病初治、糖

尿病）、低危组（26例，不满足上述条件）。高、中、低危三组

抗真菌治疗后有效率分别为 83.3%、90.6%、95.4%。高危组

中应用经验治疗与诊断驱动治疗的有效率分别为 92.4%和

7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8），中危组中应用经验治

疗与诊断驱动治疗的有效率分别为 81.5%和 95.8%，低危组

中应用经验治疗与诊断驱动治疗的有效率分别为 87.5%和

100%，中低危组经治疗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细化感染危险分层体系有助于进一步优化抗

真菌治疗策略。对于伴发粒缺时间>14 d、疾病复发/难治、

IFD病史和肺功能障碍的高危患者，尽早采用经验治疗。对

于中低危患者可选择诊断驱动治疗。

H52. 合并侵袭性真菌病的血液肿瘤患者抗真菌诊
断驱动治疗策略与经验性治疗策略的Meta分析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吕鹏 张雅月 张珍珠 赵

欢 王寅 侯丽

目的 评价诊断驱动治疗对比经验性治疗策略在合并

IFD 的血液肿瘤患者的有效性。方法 检索 PubMed、Co-

chrane、Embase、Web of Scienc、CNKI及万方数据库2000年1

月至2018年6月发表的经验性治疗及诊断驱动治疗的RCT，

应用 Stata15.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结果 共纳入 4个

RCT 共 1026 例患者，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经验性治疗相

比，诊断驱动治疗没有降低合并 IFD的血液病恶性肿瘤患者

全因死亡率（P=0.574），RR=1.11（95% CI 0.77~1.62）；在 IFD

相关死亡率方面，诊断驱动治疗与抢先治疗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515），RR=1.58（95% CI 0.40~6.18）；诊断驱动治疗与

经验性治疗相比在真菌感染发生的风险方面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0.158，RR=2.01，95% CI 0.76~5.33）；此外，基于合并

IFD血液基础疾病的亚组分析显示，在以AL为主要人群的

研究中，诊断驱动治疗增加了侵袭性真菌感染发生的风险

（P=0.002，RR=3.75，95% CI 1.65~8.54）。结论 在本研究观

察范围内抗真菌诊断驱动治疗与经验性治疗策略相比，两者

全因死亡率、IFD相关死亡率及 IFD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但在血液恶性肿瘤以AL为主要人群的 IFD患者中，诊断

驱动治疗增加了 IFD发生的风险，提示应基于合并 IFD患者

的基础性血液肿瘤疾病类型，进行抗真菌分层治疗。

H53. T-PLL含氟达拉滨方案化疗后致肺部感染伴
低氧血症一例
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魏立 汪姝玥 叶梅 汪宏

云 张文俊

H54. 纤维连接蛋白具有促进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
噬和杀菌功能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元小

红 吴勇 杨树 李鑫 林佳 陈元仲

目的 明确小鼠纤维连接蛋白缺失对腹腔巨噬细胞吞

噬和杀菌能力的影响。方法 构建C57BL/6纤维连接蛋白

条件性基因敲除小鼠 fn-/-，制作FITC荧光标记的大肠杆菌和

肠球菌，提取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和RAW264.7巨噬细胞株培

养，从体内和体外双条件下构建细菌感染模型。利用荧光显

微镜和流式细胞仪分析巨噬细胞吞噬细菌能力，并通过计算

血平皿菌落单位形成数评估巨噬细胞杀伤细菌能力。结

果 将 FITC标记细菌分别腹腔注射 fn-/-和 fn+/+小鼠 30 min

后灌洗腹腔细胞，流式细胞仪分析示巨噬细胞吞噬率分别为

56%对 78%（P<0.05）；活菌腹腔注射 2 h后腹腔 PBS洗液在

血平皿上集落形成单位为 6.7 CFU×104对 2.2 CFU×104（P<

0.01）。体外分离和培养小鼠腹腔巨噬细胞与 FITC标记细

菌共孵育，无Fn血清培养体系中其吞噬率为37%，含Fn血清

培养体系为 58%（P<0.05）；与活菌共孵育 2 h后其血平皿集

落形成单位分别为 5.3 CFU×104对 3.4 CFU×104（P<0.05）。

将 RAW264.7 细胞株与 FITC 标记细菌共孵育 30 min，在无

Fn血清培养体系中其吞噬率为 21%，含Fn血清培养体系为

36%（P<0.05）；RAW264.7与活菌共孵育2 h后在其血平皿集

落形成单位（LPS 500 ng/ml 刺激条件）分别为 4.8 CFU×104

对3.2 CFU×104（P<0.05）。结论 体内和体外两个层面研究

均提示纤维连接蛋白缺失后小鼠腹腔巨噬细胞吞噬和清除

细菌能力均减弱，证明纤维连接蛋白对巨噬细胞吞噬和杀菌

功能起到促进作用，为纤维连接蛋白在重症感染时能作为替

代治疗的靶点提供理论依据。

H55. 替加环素治疗血液系统重症感染引起低纤维
蛋白原血症和凝血功能异常的临床观察
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秦伟 卢绪章 陆静涛 晁红颖

韩文敏 蔡晓辉 贾祝霞 肖溶

H56. 血液肿瘤患者与全院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分析
邢台市第一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 徐伟格 杨艳敏 董

照 王佩 郝秀君 赵志芳 席亚男 张云晓 原现华

目的 分析我院住院患者、血液科血液肿瘤住院患者分

离病原菌的分布情况及耐药性，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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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依据。方法 回顾我院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25

日住院患者以及血液科血液肿瘤患者分离的病原菌分布情

况，并对其中的主要致病菌进行耐药性分析。结果 总标本

送检量为 6865 份，检出致病菌 1561 株，阳性检出率约为

22.7%。病原菌主要来源于痰（46.7%）、尿液（15.2%）、血液

（9.7%）、分泌物（6.8%）。分离的前10种菌株分别为：肺炎克

雷伯菌（19.2%）、大肠埃希菌（18.9%）、鲍曼不动杆菌

（10.3%）、铜绿假单胞菌（9.6%）、溶血葡萄球菌（7.0%）、金黄

色葡萄球菌（6.5%）、表皮葡萄球菌（4.0%）、白色念珠菌

（3.3%）、产气肠杆菌（3.0%）。肠杆菌科对头孢哌酮/舒巴坦、

头孢他啶、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厄他培南、亚胺培南、美罗培

南、阿米卡星的敏感性好；非发酵菌对多粘菌素、头孢他啶、

阿米卡星、亚胺培南、头孢他啶、多西环素和米诺环素敏感性

较好；葡萄球菌对万古霉素、利奈唑胺、头孢他啶、加替沙星

和多西环素等敏感性好；链球菌对万古霉素、头孢他啶、多西

环素敏感性好。真菌对大多数抗真菌药均敏感。金黄色葡

萄球菌中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占 8.7%。2016、2017

年血液科病房标本总送检量为 514份，检出致病菌 62株，阳

性检出率约为 12.0%。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鲍曼

不动杆菌为主要检出菌。非发酵菌对多粘菌素敏感性差，余

耐药情况较全院总体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定期

进行细菌耐药性监测有助于了解本医院细菌耐药情况，为临

床经验用药提供理论依据。血液肿瘤患者感染致病菌检出

率低，耐药菌阳性率低，与全院总体情况有区别，临床实际工

作中更需要医生按照指南规范进行经验性用药，以求及早控

制感染。

H57. 经验性输注达托霉素治疗恶性血液病粒缺期
皮肤软组织感染四例
陕西省人民医院 王一 高瑛

目的 观察达托霉素治疗恶性血液病患者皮肤感染的

疗效。方法 回顾性分析 4例患者皮肤感染的输注达托霉

素的疗效和不良反应。结果 4例患者均有效，其中 2例治

愈，1例缓解，1例感染减轻。无1例因不良反应停药，无严重

不良反应。结论 经验性输注达托霉素可有效治疗恶性血

液病粒细胞缺乏，耐常规抗球菌药物的皮肤软组织感染。

H58. 血液病患者院内血流感染临床特征分析
解放军总医院 李猛 李艳 陈晶 靖彧 李红华 高春记

目的 探讨血液病患者院内血流感染的发病率、病原体

分布情况，为血液病患者院内血流感染治疗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回顾性研究2012年1月至2017年12月解放军总医院

血液科收治的血液病患者临床资料，分析血液病患者院内血

流感染的发病率、病原体分布情况。结果 共纳入16072例

次住院时间大于 3 天的血液病患者，其中急性白血病患者

4556例次（28.35%），淋巴瘤患者7917例次（49.26%），多发性

骨髓瘤患者2778例次（17.28%），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642例

次（3.99%），再生障碍性贫血179例次（1.11%）。共发生院内

血流感染489例次（2.92%），检出致病菌株529株，革兰阴性

菌检出率为49.15%（260/529），革兰阳性菌检出率为47.83%

（253/529），真菌检出率为3.02%（16/529）。不同细菌致病菌

中，检出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38.00%，

201/529），大肠埃希菌（21.55%，114/529），铜绿假单胞菌

（7.18%，38/529），肺炎克雷伯菌（6.99%，37/529），革兰阳性

杆菌（4.35%，23/529），鲍曼不动杆菌（2.84%，15/529），金黄

色葡萄球菌（2.84%，15/529），肠球菌（2.65%，14/529），嗜麦

芽窄食单胞菌（2.27%，12/529），阴沟肠杆菌（0.95%，5/

529）。按不同血液病病种分，院内血流感染发生率由高到低

依次为急性白血病（7.16%，326/4556），再生障碍性贫血

（6.70%，12/179），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3.74%，24/642），淋

巴瘤（1.19%，94/7917），多发性骨髓瘤（1.19%，33/2778）。结

论 血液病患者院内血流感染病原体分布有其自身特点，革

兰阴性菌检出率略高于革兰阳性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和

大肠埃希菌是检出率前两位致病菌，不同血液病院内血流感

染发生率不同。

H59. Linezolid- induced thrombocytopenia of pa-

tient diagnosed with hematologic malignanc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myelosuppression
Hangzhou First People’s Hospital Can Chen, Shenxian Qian

Objective We aimed to identify the risk factors for line-

zolid-induced thrombocytopenia of patient diagnosed with he-

matologic malignanc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myelosuppres-

sion. Methods We retrospectively retrieved laboratory and

clinical data from the medical records of 180 patients with leu-

kemia. 60 of them were undergoing linezolid therapy during

myelosuppression (LZD group). Results In the LZD group,

age, history of liver and kidney disease, the baseline of albu-

min, bilirubin and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CCR) didn’t affect

the recovery time of platelet. While patients who accepted

LZD of at least 7 days during the period of myelosuppression

had a significantly longer time for platelet recovery (P=0.025).

And the heavier (>60 kg) patients required much more time for

platelet recovery as well. Conclusion we found that among

patients receiving linezolid therapy more than 7 days will sig-

nificantly delay the recovery of platelet. For patients who were

high risk of bleeding, the whole evaluation and risk- informed

should be performed before the using of linezolid.

H60. 肺泡灌洗在血液肿瘤患者肺部并发症的诊断
价值和安全性研究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李肃 杨隽 万理萍 姜杰玲 王

椿 宋献民

目的 比较无创检查方法与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在肺

部并发症病因诊断的价值。方法 ①回顾性分析2016年3月

1日至2018年7月1日期间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住

院期间因肺部并发症接受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检查的血液

肿瘤患者；②行肺泡灌洗前常规予胸部CT检查，若为局限性

改变，选择受累叶段进行灌洗；若为弥漫性改变，则选择右中

叶或左上叶舌段；③比较所有患者灌洗液和痰液、血液微生

物培养，以及非培养法包括G试验及GM试验的差异，部分

诊断有困难的患者送检血液或灌洗液高通量测序（NGS）分

析病原微生物。结果 103例血液病患者共接受了153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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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泡灌洗术检查（其中10例患者进行2次，9例患者进行2次

以上）。在108例次可评价肺部并发症中，79.8%为感染并发

症；9.1%为非感染并发症。通过常规病原学检查及BALF培

养结果获得明确病原学诊断（83.5%），真菌感染最常见

（41.7%），其次为混合感染（11.7%）；病毒感染和细菌分别占

8.7%和2.9%。非感染肺部并发症占6.8%。15例（14.6%）患

者病原学检查阴性。非侵入性检查方法病原学检出率显著

低于肺泡灌洗液病原学检出率，在真菌培养方面，痰培养念

珠菌属检出率高于曲霉菌属（17.5%对8.7%），而肺泡灌洗液

曲霉菌属检出率著高于念珠菌属检出率（17.5%对 5.8%）。

在非培养法诊断真菌感染方面，肺泡灌洗液GM实验显著高

于G试验和培养法，但也发现在4例耶氏肺砲子虫感染时存

在肺泡灌洗液GM试验假阳性。NGS检测在肺泡灌洗液病

原学的诊断方面敏感性高，但需要结合传统的培养法和非培

养法以锁定可疑致病菌。本研究中，BAL的并发症主要为

发热、菌血症、出血、一过性低氧血症，仅一例患者术后出现

呼吸衰竭死亡。结论 气管镜肺泡灌洗检查提高了血液病

患者肺部并发症的病因诊断率，有助于明确免疫功能低下患

者肺部感染的病原谱构成。肺泡灌洗术对真菌感染诊断意

义优于痰培养法。灌洗液GM试验在真菌感染的敏感性和

效率上优于培养法，灌洗液NGS检测在肺部并发症的诊断

价值还待进一步完善。对气管镜肺泡灌洗检查总体上安全，

耐受性好，风险可控。

H61. 体外心肺支持系统成功治疗儿童急淋白血病
并发急性重症卡氏肺囊虫肺炎一例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徐卫群 顾晓朦 谈林

华 杨子浩 王梦媛

目的 通过总结我院首例儿童急淋白血病（ALL）并发

重症卡氏肺囊虫肺炎（PCP）患儿应用体外心肺支持系统

（ECMO）治疗成功案例，评价ECMO支持治疗及多学科合作

在降低儿童急性白血病合并重症感染死亡率中的作用。

方法 分析总结患儿的临床特点、诊治经过及治疗反应。

结果 患儿，女，4 岁 10 个月。患儿 10 个月前诊断为 ALL

（中危组），正规化疗，持续完全缓解状态。既往头孢皮试阳

性病史。入院前 6-GT+MTX小化疗，4天前因血象低停用，

入院血常规WBC 0.83×109/L、ANC 0.11×109/L、HGB 83 g/L、

PLT 12×109/L、CRP 25 mg/L：入院后予哌拉西林他唑巴坦

抗炎 1 d，患儿热峰更高；次日改泰能抗感染，仍发热，入院第

3天出现气急，胸部CT见肺炎早期改变，CRP 88 mg/L，考虑

PCP，加用 SMZco（106 mg·kg-1·d-1），利奈唑胺抗感染，第

4天加用卡泊芬净。患儿病情持续进展，第 5天转入重症监

护室，第 6天胸片示肺大片实变，IL-6达峰值115.0 pg/ml，加

用伏立康唑。第7天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行纤维支气

管镜检，肺泡灌洗液找到卡氏肺孢子虫，CRP 150 mg/L ，考

虑为重症肺炎（PCP及耐药菌混合感染可能）、脓毒症，曲霉

菌感染？停利奈唑胺，加用替加环素并予大剂量甲强龙抗

炎。第8天患儿胸片见双侧白肺，呼吸机应用下，SpO2 70%，

血压不稳定。由血液科、ICU、ECMO组成的多学科（MDT）

团队讨论征得家属同意后，两小时内为患儿建立ECMO，迅

速改善血氧饱和度，稳定血压。至第12天患儿肺炎、肺不张

好转，血象恢复、感染指标下降。入院第 17 天顺利撤除

ECMO，第24天转回血液病房，仅保留SMZco、卡泊芬净、替

加环素。患儿肺炎虽好转，但存在情绪、语言、认知障碍及肌

肉萎缩，因此指导家长进行心理干预、语言及运动康复，患儿

恢复良好，历时1.5个月出院。后续语言、认知及运动功能恢

复到病前水平。结论 ECMO减少ALL肺炎相关死亡，可

提高生存率。白血病患儿往往同时存在血小板减少等情

况，ECMO在缓解期白血病重症肺炎患儿中有很好的应用

前景。

H62. 黑热病一例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赵蛟宇

目的 通过一例成人杜氏利什曼原虫感染病例，了解黑

热病的临床及流行病学特点，合理预防及治疗。方法 收集

1例杜氏利什曼原虫感染的患者诊治过程资料，检索文献，

结合病例合理归纳并解释相关结果。结果 该例患者临床

表现为发热，查体脾肿大，实验室检查以血三系减少、肝功能

受损、C反应蛋白升高为常见临床表现；骨髓细胞学检查，见

利杜氏小体；接受正规锑剂治疗，锑剂治疗有效。结论 对

来自黑热病疫区，长期发热、贫血、肝脾肿大的患者，应完善

骨髓穿刺、血清抗体等检查，早期诊断和规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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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基础研究

I1. Association of IL- 22 gene polymorphisms and

serum IL- 22 level with the risk of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in a Chinese population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Youjiang Medic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Rong Wang, Yonglong Zeng, Haimei Qin, Yulan

Lu, Huatuo Huang, Ming Lei, Tan Tan, Yanyun Huang,

Hongcheng Luo, Yan Lan, Yesheng Wei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association of single nucle-

otide polymorphisms (SNP) of IL-22 gene and SLE in a Chi-

nese population. Methods Three IL- 22 SNP (rs2227485,

rs2227513 and rs2227491) were genotyped using Snapshot

SNP genotyping assays and identified by sequencing in 314

SLE patients and 411 healthy controls. IL- 22 level of serum

was assess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kits. Results We found that rs2227513 wa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SLE (AG vs AA: adjusted OR=2.24, 95%

CI 1.22- 4.12, P=0.010; G vs A: adjusted OR=2.18, 95% CI

1.20- 3.97, P=0.011). Further analysis in patients with SLE

showed that AG genotype and G allele were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d risk of renal disorder in SLE (G vs A: adjusted OR=

3.09, 95% CI 1.30- 7.33, P=0.011; AG vs AA: adjusted OR=

3.25, 95% CI 1.35- 7.85, P=0.009). In addition, the concentra-

tion of IL-22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rs2227513 AG geno-

type compared with AA genotype (P=0.028).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rs2227513 polymorphism might con-

tribute to SLE susceptibility, probably by decreasing the ex-

pression of IL-22.

I2. Stabilization of warfarin- binding pocket of

VKORC1 and VKORL1 by a peripheral region

determines their different sensitivity to warfarin

inhibition
1. He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Washing-

ton University in Saint Louis; 3.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Guomin Shen1,2, Shuang Li2, Weidong

Cui2, Shixuan Liu2, Qian Liu2,3, Yihu Yang2, Michael Gross2,

Weikai Li2

Objectives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VKORL1 and VKORC1, and the cause of warfarin- resistant

(WR) mutations in VKORC1. Methods We performed sys-

tematic mutagenesis and analyzed warfarin responses with a

cell- based activity assay. Mass spectrometry analyses were

used to detect cellular redox state. Results VKORC1 and

VKORL1 adopta similar intracellular redox state with four-

transmembrane-helix topology. Most WR mutations identified

in VKORC1 also confer resistance in VKORL1, indicating

that warfarin inhibits these paralogs at a commonbinding site.

A group of WR mutations, distant from the warfarin- binding

site, show significantly less resistance in VKORL1 than in

VKORC1, implying that their different warfarin responses are

determinedby peripheral interactions. Remarkably, we identify

a critical peripheral region in which single mutations,

Glu37Lys or His46Tyr, drastically increase the warfar in sensi-

tivity of VKORL1.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se warfarin-sensi-

tive VKORL1 mutants, WR mutations showing relative less re-

sistance in wild- type VKORL1 become much more resistant,

suggesting a structural conversion to resemble VKORC1. At

this peripheralregion, we also identified a human SNP that con-

fers warfarin sensitivity of VKORL1. Conclusions Peripher-

al regions of VKORC1 and VKORL1 primarily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eir common warfarin-binding pocket, and differ-

ences of such interactions determine their relative sensitivity to

warfarin inhibition. This new model alsoexplains most WR mu-

tations located at the peripheral regions of VKORC1.

I3. 地西他滨对K562细胞、K562/ADR细胞及原发
耐药的AML原代细胞中多药耐药基因MDR1和
P170耐药蛋白的影响
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魏阳璇 任金海 郭晓楠 郭晓

玲 蔡圣鑫 张晓蕾 张静楠 乔淑凯

目的 探讨地西他滨对白血病耐药细胞增殖抑制率、细

胞凋亡率、多药耐药基因MDR1和P170耐药蛋白的影响及

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不同浓度地西他滨及联合阿

克拉霉素+阿糖胞苷分别干预K562细胞、K562/ADR细胞及

原发耐药的AML原代细胞，作用24、48、72 h后，检测细胞增

殖抑制率、凋亡率和 P170 蛋白表达量及 MDR1 基因表达

量。结果 ①地西他滨对三种细胞均有抑制增殖作用，且呈

时间-剂量依赖性，地西他滨作用原代耐药细胞的 IC50值最

小；②细胞凋亡率随地西他滨药物浓度增高而升高，地西他

滨联合阿克拉霉素+阿糖胞苷组对原代耐药细胞的凋亡效果

最为明显；③地西他滨可有效抑制MDR1基因和P170蛋白

表达。结论 地西他滨可抑制白血病细胞增殖及促进凋亡，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下调多药耐药基因 MDR1 和耐药蛋白

P170的表达有关。

I4. Nrf2-Keap1信号通路与白血病细胞K562对多
柔比星耐药的机制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吕慧 陶莎莎 胡绍燕 孙伊

娜 翟宗 王易

目的 通过检测多柔比星（DOX）作用下 K562 细胞中

Nrf2-Keap1 信号通路、自噬相关蛋白及基因 mRNA 表达情

况；检测DOX联合放线菌酮作用下K562细胞中Nrf2-Keap1

信号通路、自噬相关蛋白的表达情况，探讨Nrf2-Keap1信号

通路与K562细胞对多柔比星耐药的机制。方法 CCK-8比

色法检测不同浓度的DOX对K562细胞的增殖影响。West-

ern blot方法检测不同浓度的DOX作用于K562细胞 4、16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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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Nrf2-Keap1 信号通路蛋白表达及自噬相关蛋白表达水

平。Real-time PCR技术检测不同浓度的DOX作用于K562

细胞4、16 h后，Nrf2-Keap1信号通路基因及自噬相关基因的

mRNA 水平相对表达量。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DOX 联合

放线菌酮作用于 K562 细胞后 Nrf2 蛋白的半寿期。结果

K562 细胞活性随 DOX 浓度的增加而降低，呈现浓度依赖

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OX作用于K562细胞4 h

时，Nrf2-Keap1 信号通路蛋白 Nrf2 和 AKR1C1 表达上调。

自噬相关蛋白 Beclin-1、LC3 表达上调。DOX 作用于 K562

细胞 16 h时，Nrf2-Keap1信号通路蛋白Nrf2、GCS、CBR1表

达上调。自噬相关蛋白Beclin-1、LC3表达上调，P62表达降

低。在不同浓度的DOX作用K562细胞4、16 h，实验组Nrf2

mRNA 表达量与阴性对照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不同浓度的 DOX 作用于 K562 细胞 4 h 后，Keap1、

GCS、AKR1C1、CBR1 mRNA 表达量无明显变化。Beclin-1

mRNA表达量明显上调，而LC3、P62表达量无明显变化。不

同浓度的 DOX 作用于 K562 细胞 16 h 时，GCS、AKR1C1、

CBR1 mRNA 表达量上调。Beclin-1 mRNA 表达量轻度上

调，LC3、P62表达量无明显变化。采用CHX抑制蛋白合成

条件下，DOX延长了Nrf2蛋白的半寿期。结论 多柔比星

通过提高细胞自噬水平，提高 Nrf2 累积量，进而激活 Nrf2-

Keap1 信号通路，促进下游靶基因 GCS、AKR1C1、CBR1 转

录表达。

I5. 鸦胆子苦醇靶向抑制Nrf2-Keap1信号通路逆转
多柔比星耐药的机制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 吕慧 陶莎莎 胡绍燕 孙伊

娜 翟宗 王易

目的 探讨鸦胆子苦醇靶向抑制Nrf2-Keap1信号通路

对多柔比星作用于K562细胞的影响；并初步探讨鸦胆子苦

醇提高多柔比星抑制K562细胞增殖的作用机制。为鸦胆子

苦醇的临床应用提供的实验依据。方法 Western blot方法

检测不同浓度鸦胆子苦醇作用16 h对K562细胞Nrf2-Keap1

信号通路蛋白（Nrf2、Keap1、AKR1C1）表达。Western blot方

法检测 100 nmol/L 鸦胆子苦醇联合不同浓度的 DOX 处理

K562 细胞后，Nrf2- Keap1 信号通路蛋白（Nrf2、Keap1、

GCLM、AKR1C1、CBR1）表达及凋亡相关因子蛋白（cleaved-

caspase 3/caspase 3）表达。CCK-8比色法检测100 nmol/L鸦

胆子苦醇联合不同浓度的 DOX 作用后 K562 细胞活性。

结果 鸦胆子苦醇可抑制 Nrf2 及其下游靶基因 CBR1 表

达。在 DOX 作用时，联合鸦胆子苦醇可降低了 Nrf2 和

CBR1 蛋白表达，提高 cleaved-caspase 3/caspase 3 表达。鸦

胆子苦醇促进DOX诱导K562细胞凋亡。结论 鸦胆子苦

醇可抑制 DOX 诱导的 K562 细胞中 Nrf2 蛋白累积，抑制

Nrf2-Keap1信号通路及下游靶基因表达，进而降低K562细

胞抗氧化应激能力；DOX联合鸦胆子苦醇处理K562细胞可

激活凋亡通路相关蛋白，促进DOX诱导K562细胞凋亡。

I6. 稳定下调Ph+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株SUP-

B15细胞中CD19的表达可抑制细胞增殖、黏附、迁
移和侵袭，诱导细胞凋亡，并增强细胞对化疗药物

和伊马替尼的敏感性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吴隽青 梁彬 钱燕 汤丽

苑 邢冲云 庄强 沈志坚 江松福 俞康 冯建华

目的 通 过 构 建 CD19 基 因 特 异 性 短 发 夹 RNA

（shRNA）慢病毒干扰载体研究其对Ph+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细胞株SUP-B15细胞生物学特性的影响。方法 以

CD19 基因为靶标设计 shRNA 干扰序列，克隆至慢病毒载

体。干扰载体鉴定正确后转染 SUP-B15细胞。CCK8法检

测SUP-B15细胞增殖能力及药物对细胞增殖能力的抑制作

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细胞黏附实验检测细胞的

黏附能力。Transwell 实验检测细胞的迁移和侵袭能力。

Western Blot 检测 CD19 下调对增殖和凋亡相关蛋白（p53、

p21、cleaved caspase- 3 和 Bcl- 2）表达水平的影响。结果

PCR扩增鉴定、DNA 测序证实CD19慢病毒干扰载体构建成

功。CCK8 结果表明，与空白对照组和空载体组相比，

shRNA-CD19转染组细胞在孵育 72 h和 96 h时的增殖速度

均明显减慢（P值均<0.05）；此外，shRNA-CD19转染组细胞

对化疗药物（长春新碱、柔红霉素、环磷酰胺和地塞米松）和

伊马替尼单药或联合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增加。流式细胞术

证实，shRNA-CD19转染组细胞的凋亡率均显著高于空白对

照组和空载体组（P值均<0.0001）。细胞黏附实验结果表明，

shRNA-CD19转染组中黏附于粘连蛋白的细胞数量显著少

于空白对照组和空载体组（P值均<0.0001）。Transwell实验

显示 shRNA-CD19转染组中迁移通过 transwell膜的细胞数

量显著少于空白对照组和空载体组（P值均<0.0001）；此外，

shRNA-CD19转染组中通过Matrigel屏障的细胞数量显著少

于空白对照组和空载体组（P值均<0.0001）。Western Blot结

果表明，相对于空白对照组和空载体组，shRNA-CD19转染

组细胞中的 p53、p21 和 cleaved caspase-3 蛋白表达增加，而

Bcl-2蛋白表达减少。结论 成功构建了靶向CD19基因的

shRNA重组慢病毒载体。下调 SUP-B15细胞中CD19基因

的表达可以增加细胞凋亡率，增强化疗药物和伊马替尼对细

胞的增殖抑制作用，并降低细胞增殖能力及黏附、迁移和侵

袭能力。此外，CD19 表达下调通过 p53 依赖性通路抑制

SUP-B15细胞增殖并诱导其凋亡。

I7. Ruxolitinib 和 Vorinostat 联 合 治 疗 携 带
JAK2V617F突变骨髓增殖性肿瘤的作用和机制探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郝星 李郁男 袁佳佳 周圆

目的 为筛选针对 JAK2V617F 突变的骨髓增殖性肿

瘤（MPN）的有效治疗策略，结合 JAK2V617F突变和组蛋白

去乙酰化酶（HDAC）过表达这两个 MPN 患者重要的致病

因素，我们联合应用 JAK2靶向药物Ruxolitinib和HDAC抑

制剂 Vorinostat，试图寻找最佳的联合用药方案，预期实现

有效的临床转化。方法与结果 首先，我们根据 Ruxoli-

tinib和Vorinostat半数致死剂量（IC50）设计联合用药的不同

浓度组合，在携带 JAK2V617F 突变的 HEL 细胞系中应用，

通过检测细胞增殖，凋亡以及结合 Chou-Talalay 分析方法

分析两种药物联合应用是否具有协同效应，结果发现两药

联合相较单独用药可以抑制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并且

具有协同效应。我们收集携带 JAK2V617F突变的MPN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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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骨髓样本，分离得到骨髓单个核细胞进行 H4434 半固体

克隆形成实验，结果表明 Ruxolitinib 和 Vorinostat 联合用药

组不仅克隆形成总数少于单药组，而且克隆形态较小，说明

Ruxolitinib 和 Vorinostat 联合用药可以显著降低 MPN 患者

骨髓单个核细胞的克隆形成能力。进一步，我们通过Western

Blot 实验方法检测 JAK-STAT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表达及

磷酸化水平，结果发现 JAK2和 STAT蛋白表达水平在单药

组与联合用药组之间无明显差异，但联合用药组的 JAK2

以及STAT3的磷酸化水平低于单药组。结论 目前的实验

结果表明 Ruxolitinib 和 Vorinostat 联合用药具有协同效应，

相较单独用药可以显著的抑制 JAK2V617F 突变细胞系的

增殖及MPN患者骨髓来源的单个核细胞的克隆形成能力，

并且可以降低 JAK-STAT信号通路相关蛋白的磷酸化水平，

为治疗骨髓增殖性肿瘤新策略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I8. REGγ-蛋白酶体系统在MSC体外诱导分化中的
作用及机制研究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 刘爽 张青

目的 揭示REGγ-20S蛋白酶体系统在MSC的诱导分

化和自我更新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分子机制。方法 利用

REGγ基因敲除小鼠（REGγ/KO）及正常对照组小鼠（REGγ/

WT）的骨髓中分离的MSC为研究对象，在体外分别用不同

的培养条件诱导分化为骨、软骨和脂肪；通过细胞生物学和

分子生物学实验，探讨干性基因Sox2、Oct4、Nanog及上游调

控因子 FoxO1 的表达水平和活性。结果 REGγ/KO MSC

体外诱导成骨、成脂、成软骨分化的能力相比于 REGγ/WT

MSC显著上升，而自我更新能力在REGγ/KO MSC中显著下

降；机制上，我们发现REGγ/KO MSC中蛋白激酶A催化亚

基α（PKAα）水平、FoxO1 磷酸化水平及出核强度相比于

REGγ/WT显著上升；REGγ/KO MSC中Sox2、Oct4、Nanog的

表达水平较REGγ/WT显著下降；进一步研究发现，REGγ通

过直接降解 MSC 中 PKAα，从而介导了 PKAα依赖的的

FoxO1磷酸化及转录活性，最终调控了干性基因Sox2、Oct4、

Nanog在MSC中的表达，在MSC诱导分化和自我更新过程

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结论 本研究证实了MSC的体外诱

导分化过程受到“蛋白酶体激活因子REGγ-20S蛋白酶体”系

统的调控，REGγ发挥了其非泛素依赖的蛋白质降解功能调

控了PKAα的细胞内水平，从而影响转录因子FoxO1的转录

活性，导致干性基因Sox2、Oct4、Nanog的表达受到影响，最

终影响了MSC体外诱导分化和自我更新能力。

I9. 内皮微环境Notch信号改善化疗后造血干细胞
重建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一医院；2. 西安高新医院 陈娟娟 1

梁英民 2 吴必嘉 1

目的 探讨依托内皮微环境的 Notch信号途径对化疗

后造血谱系重建的影响。方法 利用骨髓造血细胞特异性

敲除Notch信号的双转基因敲除小鼠和对照小鼠建立环磷

酰胺化疗模型，观察化疗后第 7 天的造血重建情况。利用

C57/B6小鼠分别建立环磷酰胺、5-氟尿嘧啶和顺铂3种化疗

模型，给予内皮细胞靶向的可溶性Notch配体重组蛋白D1R

或PBS连续腹腔注射7 d，免疫荧光染色、RT-PCR、流式细胞

术、磁珠分选、BrdU等观察重组蛋白的体内活性、各组造血

谱系重建情况及造血干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变化。基因芯片

分析、RT-PCR 及 Western blot 分析 Vasohibin1 的表达变化。

结果 与对照小鼠相比，敲除小鼠造血恢复延迟，造血干细

胞、髓系细胞重建困难。D1R处理小鼠骨髓造血细胞Notch

信号活化片段 ICN1的核表达增多，长期造血干细胞、短期造

血干细胞、多能造血祖细胞的比例和总数均显著高于 PBS

组。具体机制与D1R促进化疗后造血干细胞增殖、刺激Vaso-

hibin1高表达相关。结论 依托内皮微环境的Notch信号途

径能加速化疗后造血恢复，尤其造血干细胞重建，其机制可能

与Notch信号激活Vasohibin1、促进造血干细胞增殖有关。

I10. 端粒相关蛋白 PinX1与早幼粒细胞相关蛋白
PML3相互作用的研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武亚婷 王冲

目的 鉴定相关蛋白 PinX1 与早幼粒细胞相关蛋白

PML3 的体内外相互作用，进一步探讨 PinX1 的生物学功

能。方法 以 pGBKT7-PinX1为诱饵，以酵母双杂交方法，

筛选人 HeLa 细胞 cDNA 文库，对筛选到的 PML3 亚克隆片

段进行质粒构建，以免疫共沉淀及蛋白体外沉降实验进行蛋

白结合研究，以免疫荧光方法对PinX1与PML3的细胞定位

进行研究。结果 酵母双杂交验证了 PinX1 与 PML3 可能

在真核细胞内相互结合；蛋白体外沉降实验和体内免疫共沉

淀实验证实PinX1能够与PML3在体内外相互结合；免疫荧

光实验证实 PinX1 与 PML3 在细胞内存在共定位。结论

应用酵母双杂交系统首次证实 PML3 有可能是一个新的

PinX1 蛋白相关结合蛋白，PinX1 与 PML3 能够在体内体外

相互结合，PinX1与PML3在细胞内有共同定位，为进一步研

究PinX1对细胞有丝分裂调控机制提供了新的线索。

I11.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通过PD-1/PD-L1介导的T

细胞免疫抑制效应促进骨髓瘤细胞的增殖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陈丹丹 汤平 谢新生 姜中兴

目的 旨在探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MSC）在多发

性骨髓瘤（MM）发生发展中的潜在机制。方法 通过体外

及体内实验，观察BM-MSC免疫抑制作用对骨髓瘤细胞增

殖的影响；利用转染技术，观察 PD-1/PD-L1 通路是否参与

BM-MSC介导的T细胞免疫效应，进而影响骨髓瘤细胞的增

殖。结果 ①BM-MSC可呈剂量依赖性的促进骨髓瘤细胞

5TGM1的增殖，并减少5TGM1细胞的凋亡。②BM-MSC可

抑制 CD4+ T 细胞的增殖，并影响 T 细胞亚群的比例（下调

Th1和Th17细胞，上调Th2和Treg细胞）。③BM-MSC可通

过抑制CD4+ T淋巴细胞从而促进5TGM1细胞的增殖，并抑

制其凋亡。这一过程涉及到了PD-L1途径的参与。④体内

实验表明阻断PD-L1通路可减弱BM-MSC对T淋巴细胞的

作用，进而延缓骨髓瘤的发展。结论 BM-MSC可通过PD-1/

PD-L1途径抑制T细胞免疫应答，进而促进MM细胞的增殖。

I12. miR-221-STAT5调控慢性髓细胞白血病对伊
马替尼耐药的分子机制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 徐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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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江潇潇

目的 探讨miR-221-STAT5通路在调控CML细胞对伊

马替尼（IM）耐药性方面的作用。方法 通过药物诱导构建

IM 耐药细胞株 K562/G，利用 qRT- PCR 检测 miR- 221 在

K562/G 细胞和 K562 细胞中的表达差异；通过在线软件

Targetscan、miRDB 和 miRWalk 初步预测 miR-221 的潜在作

用靶基因。在 K562/G 细胞中转染 miR-221mimics 并通过

CCK-8以及FCM检测miR-221在加入 IM或不加 IM的情况

下对细胞增殖以及凋亡的影响；通过qRT-PCR、Western blot、

凋亡抗体芯片检测miR-221对相关基因表达的影响。利用

双荧光素酶报告载体实验来验证 miR-221 的直接作用靶

标。 siSTAT5 后通过 CCK-8、FCM、qRT-PCR 以及 Western

blot 等比较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相关基因的表达差异。

结果 ①成功建立耐药细胞模型；K562/G 的 IC50 为 13.86

μmol/L，K562的 IC50为0.18 μmol/L。②与K562和 IM有效的

CML 患者相比，miR-221 在 K562/G 细胞（P<0.001）以及 IM

治疗失败的CML患者（P<0.001）中均低表达。③转染miR-

221 mimics 的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miR-221 可明显抑制

CML细胞增殖（P<0.05），促进细胞凋亡（P<0.01）；并且在高

表达 miR-221 后与凋亡相关的蛋白也均发生明显的变化，

caspase3、Bax及C-PARP明显升高，而Bcl-2明显降低。④双

荧光素酶实验证明 STAT5 是 miR-221 的直接作用靶标（P<

0.001）；过表达miR-221明显降低 STAT5水平；过表达miR-

221 与 siSTAT5 均明显促进了 IM 诱导的细胞凋亡。结论

本实验数据表明 miR-221-STAT5 通路在控制 CML 细胞对

IM的敏感性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上调miR-221以及降低

STAT5后，Bcl-2/Bax的比例降低并且反应氧族诱导的抗性

突变也减少，从而促进了CML细胞对 IM的敏感性。

I13. Study on mechanism of Heme oxygenase- 1

protects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from iron overload
1.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2.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izhou Medical University Zhengyu Yu1, Dan Ma2,

Zhengchang He2, Hanyun Ren1, Jishi Wang2

I14. 人脐血间充质干细胞移植修复骨髓造血损伤的
实验研究
1.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 西南医科大学医学实验中心

高坤莉 1 邢宏宇 1 卞铁荣 2 韩丽英 1

目的 研究人脐血间充质干细胞移植修复骨髓造血损

伤，促进骨髓造血功能的恢复。方法 本研究设立三个组，

分别为实验组、对照组、正常组，实验组和对照组为骨髓造血

损伤的小鼠模型，正常组为未经处理的正常小鼠。每只实验

组小鼠经尾静脉输入CM-DiL标记的人脐血间充质干细胞

5×106（0.2 ml），对照组和正常组经尾静脉输入生理盐水 0.2

ml，观察三组小鼠细胞移植后第1、5、7、14、21天小鼠外周血

和骨髓变化情况。结果 ①外周血常规情况：移植后第 1、

5、7天，实验组和对照组小鼠与正常组小鼠比较，白细胞、血

小板、红细胞计数及血红蛋白浓度进行性下降，第 7天下降

最为明显，移植后第14天三系较前有所恢复，移植后第21天

基本恢复正常，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对照组三系下降更为

明显，移植后第 14 天实验组较对照组恢复快；且移植后

第 7天，白细胞、血小板计数及血红蛋白浓度实验组与对照

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红细胞计数实验组与

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白细胞、血小板、

红细胞计数实验组和对照组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但血红蛋白浓度实验组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移植后 14天，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计

数及血红蛋白浓度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白细胞、血小板、红细胞计数实验组和对照组与正

常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血红蛋白浓度

实验组与正常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骨髓

涂片情况：骨髓涂片显示，移植后1、5、7、14天实验组及对照

组小鼠骨髓出现造血功能抑制，骨髓增生减低，有核细胞明

显减少，以第7天最为明显，移植后14天，骨髓增生较前有所

恢复，实验组优于对照组；移植后21天实验组及对照组小鼠

骨髓造血功能恢复，与正常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③骨

髓病理切片情况：骨髓病理切片显示，与正常组比较，移植后

5天实验组及对照组小鼠的骨髓造血功能出现抑制，骨髓有

核细胞增生减低，非造血细胞比例增加；移植后7天，有核细

胞数量明显减少，脂肪组织增多，可见大量空泡，但对照组较

实验组有核细胞减少更明显，脂肪组织更多；移植后14天实

验组及对照组小鼠的骨髓造血功能较前开始恢复，有核细胞

增生明显，但实验组小鼠的骨髓增生情况优于对照组小鼠。

结论 人脐血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可修复骨髓造血损伤，促进

骨髓造血功能的恢复。

I15. HSP90 抑制剂 BIIB021 对 Ph + ALL 细胞株
SUP-B15增殖及凋亡的影响
郑州大学一附院 高风彩

目的 通过热休克蛋白 90 抑制剂 BIIB021 作用于 Ph+

ALL 细胞株 SUP-B15，观察 HSP90 抑制剂 BIIB021 在 SUP-

B15细胞增殖与凋亡中的作用。方法 收集SUP-B15细胞，

应用 HSP90 抑制剂 BIIB021 作用于 SUP-B15 细胞株，采用

WST-1 检测细胞的增殖抑制率、Annexin Ⅴ/PI 荧光染色

FCM 检测细胞凋亡、半定量 PCR 检测细胞 BCR- ABL

mRNA、Hsp90 mRNA 的表达。结果 BIIB021 处理 SUP-

B15细胞不同时间后，可抑制SUP-B15细胞的生长，且抑制

作用呈剂量依赖性（r=0.963，P<0.05）；不同浓度 BIIB021 作

用SUP-B15细胞，SUP-B15细胞凋亡，且促凋亡作用呈剂量

依赖性（P<0.05）；不同浓度 BIIB021 作用于 SUP-B15 细胞

48 h，BCR-ABL mRNA未见明显减少，Hsp90 mRNA表达明

显降低，BIIB021 下调 Hsp90 mRNA 的表达，且这种作用呈

现剂量依赖性（P<0.05）。结论 BIIB021 可抑制 SUP-B15

细胞的增殖，诱导SUP-B15细胞凋亡，减少 Hsp90 mRNA的

表达；这些发现为Ph+ ALL临床治疗提供理论基础。

I16. CD157/Flaer鉴定白细胞PNH克隆的临床实践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全军血液病研究所 唐古生

丁静 张悦晟 郭孟乔 吴佳伟 柳敏 胡晓霞 王健

民 杨建民

目的 采用多色流式检测技术，以美国流式会刊指南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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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CD24（粒细胞）、CD14（单核细胞）与Flaer组合作为参考，

在实际临床应用过程中分析CD157/Flaer鉴定粒、单核细胞

PNH克隆的诊断性能。方法 对2015年7月至2018年3月

我院PNH疑诊或需要进行鉴别诊断患者，采集外周血或骨

髓EDTA抗凝标本。采用同一标本、同一检测管、同样前处

理和检测分析情况下，进行 PNH 流式检测。红细胞采用

CD235a/CD59、白细胞采用 CD45/CD15/CD64/CD24/ CD14/

CD157/ Flaer七色组合检测。结果 合计检测 281例标本，

经CD24/CD14/Flaer、CD235a/CD59方法判断明确存在PNH

克隆患者 23 例、32 例次标本（PNH 克隆大小 0.003% ~

98.878%），各阳性标本中红细胞、粒细胞、单核细胞PNH克

隆大小类似或有明显差异。①以参考方法确定的 249例阴

性标本和 32例阳性标本评价 Flaer/CD157组合检测粒细胞

和单核细胞的诊断性能，发现其在粒细胞和单核细胞中检出

PNH 敏感性、特异性、准确度均达到 100%，并且以 CD157/

Flaer组合检出的PNH克隆与其他组合检出的克隆大小几乎

完全一致。②发现 2例患者存在单核细胞和红细胞PNH克

隆但粒细胞未见 Flaer/CD24 低表达克隆，其中 1 例患者

CD157在粒、单核细胞表面均不表达。③281例标本中发现

有 13例标本粒细胞和单核细胞表面CD157表达同时缺失、

但 FLaer/ CD24/ CD14 在成熟粒/成熟单核细胞表面表达无

下调，CD157的下调与标本骨髓或外周血来源无关。④常见

部分单核细胞CD14弱表达而Flaer表达正常，外周血标本优

于骨髓。⑤检测发现20例标本粒细胞PNH克隆明显低于单

核细胞。⑥发现 3例红细胞PNH克隆大于粒细胞。⑦骨髓

标本用于PNH克隆检测，背景值略高。结论 本研究首次

在大样本临床病例中，标化了各种混杂因素，前瞻性的探讨

Flaer/CD157用于检测粒细胞、单核细胞的PNH克隆的诊断

性能，证实其检测结果与Flaer/CD24/CD14组合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提示其可用于临床替代CD14和CD24检测PHH的

克隆，降低检测成本。由于患者存在CD157在粒单核细胞上

单独缺失情况，临床应用中应注意结合Flaer表达，以免误判。

I17. 不同培养模式下微血管内皮细胞促造血干细胞
增殖及机制研究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林凡莉 汪姝玥 李书坛 李晓

明 黄纯兰

目的 探讨在体外不同培养模式下微血管内皮细胞

（MEC）促骨髓造血干细胞（HSC）增殖作用的不同，并探究

其机制。方法 取C57BL/6小鼠肺组织，培养MEC原代细

胞，免疫磁珠分选法提取GFP小鼠骨髓CD117+ HSC。实验

设置为 MEC 与 HSC 非接触共培养组，2 D 接触共培养组，

HSC 单独培养组及 MEC 单独培养组。采用细胞计数法和

CCK-8实验法比较各组中悬浮细胞在 1、3、5、7 d的增殖情

况，并用ELISA法检测各组细胞培养上清液中血管内皮细胞

生长因子（VEGF）及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SDF-1）表达量。

结果 MEC与HSC接触培养组及非接触共培养组均在培养

至 d 3开始进入HSC对数生长期，HSC单独培养组在 d 5开

始进入HSC对数生长期；HSC与MEC接触共培养组、非接

触共培养组及HSC单独培养组中悬浮细胞（即HSC）计数从

d 1到d 7均有所增加，MEC单独培养组无悬浮生长细胞，其

贴壁细胞在培养过程中也有所增加；接触共培养组HSC计

数及 CCK-8 实验吸光度（A）值均高于非接触共培养组及

HSC 单独培养组（P<0.05），非接触共培养组 HSC 计数及

CCK-8 实验 A 值均高于 HSC 单独培养组（P<0.05）；接触共

培养组细胞培养液中的 SDF-1 及 VEGF 表达量较 HSC 组、

MEC组及非接触共培养组均明显增加（P<0.001），非接触共

培养组细胞培养液中的SDF-1及VEGF表达量较HSC组及

MEC组也明显增加（P<0.001），且HSC数量与细胞培养上清

液中的 SDF-1 及 VEGF 水平呈高度正相关（P<0.001）。结

论 体外培养HSC能获得HSC增殖，MEC与HSC体外共培

养能促进HSC增殖，MEC与HSC接触培养促HSC的增殖作

用比非接触共培养及HSC单独培养更强，其机制与MEC分

泌SDF-1及VEGF细胞因子促HSC增殖作用及细胞-细胞接

触对HSC增殖的调控作用有关。

I18. Azathioprine- induced myelosuppression in a

patient with a normal thiopurine methyltransfer-

ase genotype: a case report
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Lei Jiang

I19. SF3B1 knockdown at early erythropoiesis

induced cell apoptosis by using a TET-on lentiviral

vector
1.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2.

Laboratory of Membrane Biology, New York Blood Center; 3.

Laboratory of Virolo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the Rockefell-

er University; 4.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Zhengzhou Universi-

ty Yumin Huang1,2, Xianfang Wu3, Yaomei Wang2, Shaoqian

Chen1, Zhongxing Jiang1, Ling Sun1, Xiuli An2,4

Objective To elucidate the biological functions of

SF3B1 in specific stages of human erythropoiesis through pre-

cise temporal control of SF3B1 expression. To test the efficien-

cy and safety of the new TET-on lentiviral vector in differenti-

ating cells. Methods TET-on lentiviral vector was construct-

ed for conditional gene knockdown. Undifferentiated CD34 +

cells were transduced with the Lentivirus and SF3B1 gene

knockdown was induced by doxycycline in different differenti-

ation stages across human erythropoiesis. The efficiency and

safety of the TET-on lentiviral vector were assessed by moni-

toring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expression and erythroblasts

differentation, respectively. Knockdown of SF3B1 gene was

checked by using qRT-PCR and western blot analyses. The ef-

fects of SF3B1 ablation on progenitors were detected by colo-

ny forming assay and apoptosis was assessed by flow cytome-

try. Result The TET-on vector is efficient and safe for eryth-

roblasts with no disturbance to the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

tion, morphology and enucleation. Knockdown of SF3B1 in

erythroblasts impairs erythroid colony forming and induced

cell apoptosis. Interestingly, knockdown of SF3B1 shows tem-

poral effects on erythropoiesis: in early stages, the deficiency

of SF3B1 leads to significant cell apoptosis; however, it ha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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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n cell growth at late stages of erythropoiesis. Conclu-

sion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TET-on lentiviral vector is

a powerful tool for precise temporal control of gene expression

in differentiating cells, and SF3B1 is critical for the growth of

early erythropoiesis.

I20. Role of Linc00152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to hemogenic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Pengfei Li, Tong Chen

Objective The study firstly applied the micro- array

high throughput technique to map the genetic map of differen-

tial process from ESC to HSC, based on the established system

previously. According the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level and ten-

dency analysis, candidate lncRNA were selected and delivered

to validation by Q-PCR. Function of the selected lncRNA and

regulated mechanisms were further investigated in the ESC, fo-

cused on the hematopoiesis differentiation process. Methods

With the previously established system, undifferentiated ESC

lines H9 at day0 (hESC-H9), in vitro stimulated differentiated

H9 with CD34 surface marker positive (H9-CD34+), and HSC

isolated form umbilical cord with CD34 positive (UC-CD34+)

were collected for analysis with high-throughput gene chip. Ac-

cording to the predefined criteria, differential expression genes

were analyzed, and candidate lncRNA were selected and fur-

ther delivered to Q- PCR for validation. In the linc00152 si-

lence and over-expression H9 cell lines, constructed by lenti-vi-

rus, self-renewal ability was checked by colony formation, al-

kaline phosphatase staining, cell cycle, stemness markers detec-

tion by immunofluorescence, Q- PCR, and WB to investigate

function of linc00152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SC. In the

linc00152 silence and over-expression H9 cell lines, differenti-

ational ability was checked by embyronic formation, induced

CD34 + positive differentiation, hematopoietic colonies forma-

tion, and endothelial differentiation to investigate function of

linc00152 i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ESC. Expression level of

linc00152 in nuclear/cytosol fractionation were detected by Q-

PCR. Acting as the competing endogenous RNA (ceRNA) for

microRNA in the cytoplasm was selected as the potential regu-

lated mechanisms. We predicted the potential binding sites in

the open-access Starbase website. Further gain and loss of ex-

pression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to screen the candidate

miroRNA. Results In the microarray analysis, 964 differen-

tially expressed genes in the three groups were identified.

Among them, there are 463 lncRNAs and 501 mRNAs. Ac-

cording to predefined criteria, ten lncRNAs were closed for the

validation, and linc00152 was checked as the targeted molecu-

lar for further analysis. Sh- linc00152 and OE- linc00152 H9

cell lines were stably constructed. Functional analysis indicat-

ed linc00152 abrogated the ESC stemness by inhibiting the

cell cycle and proliferation, enhancing the apoptosis, facilizing

the mesoderm establishment and further hematopoiesis differ-

entiation. Q-PCR indicated the linc00152 majorly expressed in

the cytoplasm in H9. Six microRNA shown potential binding

sites provided by the online prediction. By transient over- ex-

pression of those microRNA, miR-103a were proved the candi-

date molecular, which might act as competitive binding. Con-

clusion Linc00152 m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du-

lation of step-wise embryonic establishment of the adult hema-

topoietic system in embryonic phase, via the competitive bind-

ing with miR-103a. Further experiments were warranted to dis-

cover the precising mechanisms in between linc00152 and

miR-103a.

I21. The key genes and integrated modules in he-

matopoietic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s: a comprehensive bioinformatic analysis
Huashan Hospital, Fudan University Pengfei Li, Tong Chen

Objectives we aimed to find the regulated genes and

functional modules related to early differentiation of endotheli-

al- to-hematopoietic transition (EHT) by comprehensive bioin-

formatics analysis. Methods We set undifferentiated hESCs

(hESC-H9), CD34+ cells from 10-day differentiated hESC-H9,

and CD34+ cells from umbilical cord cells to mimic initial, in-

termediate, and later differentiating state respectively. Cells in

three groups were delivered to RNA extraction and microarray

analysis by which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 (DEG) and

time- series profile were analyzed by SAM and STEM algo-

rithm. Gene enrichment were performed by ClusterProfiler

Package in Rstudio, while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PPI) net-

work was constructed by STRING and visualized in Cyto-

scape. Hub-genes were further identified by the MCODE algo-

rithm in the Cytoscape. Results With the SAM analysis,

there were 11, 262 DEG identified in undifferentiated hESC-

H9 cells, differentiated H9-derived CD34+ cells at day10 (H9-

CD34 + ) and umbilical cord blood- derived CD34 + cells (UC-

CD34 + ). In the STEM analysis, taken undifferentiated hESC-

H9 as reference, sixteen profiles wer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expression tendency, which majorly were enriched in bio-

logical processes of chromosome segregation, cell cycle, leuko-

cyte activ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as well as hematopoiesis. By

the analysis of MCODE algorithm, six integrated modules re-

lating to mitosis/cell cycle, mitochondrial process, splicing,

ubiquitination, ribosome and apoptosis were further developed,

which m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HT process. Con-

clusions The study provided several potential genes associat-

ed with the hESCs hematopoietic differentiation. Among them,

six modules were integrated by the involvement of various bio-

logical processes relating to mitosis/cell cycle, mitochondrial

process, splicing, ubiquitination, ribosome and apoptosis. Fu-

ture investigations are needed to identify the gene function in

different integrated modules, to dissect the regulating gene net-

work during early hematopoietic development and to modify

the efficiency of generating hPSC-derived hematopoietic pr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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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ts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

I22. 研究不同培养模式下间充质干细胞促进造血干
细胞增殖及机制
1.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 攀枝花学院附属医院 汪姝玥 1,2

林凡莉 1 李书坛 1 李晓明 1 黄纯兰 1

目的 通过研究间充质干细胞（MSC）在不同共培养模

式下对造血干细胞（HSC）体外增殖的影响，并探究其机制，

从而尽可能真实地模拟体内HSC增殖的骨髓微环境，寻找

更好的促进HSC体外增殖的方法。方法 ①采用全骨髓培

养法将C57BL/6来源的小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传至P3代；

通过MACS-CD117+磁珠分选HSC；流式检测 2种细胞的纯

度。将MSC与HSC进行分组共培养：对照组：HSC单独培

养组、MSC单独培养组；实验组：Transwell非接触共培养组、

2D接触共培养组。体外培养 7 d，观察HSC生长情况、形态

变化、进行细胞计数、CCK-8法测定HSC扩增情况、测定各

个组MSC细胞数量，ELISA法测定各组细胞培养液中SDF-

1 及 VFGF 的表达情况。结果 ①P3 代小鼠 MSC 纯度为

63.14%。②磁珠分选后的GFP 小鼠的CD117+ HSC 纯度为

99.51%。③共培养 7 d，各组荧光显微镜下荧光细胞数量、

HSC细胞数量、MSC细胞数量、CCK-8检测HSC悬浮细胞增

殖情况、培养液SDF-1及VEGF含量均为 2D共培养组大于

Transwell共培养组大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①与间充质细胞进行共培养能够促进造血干

细胞的增殖，且 2D接触共培养的模式的促进作用优于非接

触共培养模式。②2D接触共培养模式促进造血干细胞增殖

作用更强的机制可能与VEGF和SDF-1的分泌增多有关，且

2种细胞因子的分泌具有相关性，共同促进了HSC 和MSC

的增殖；HSC与MSC具有互相促进增殖的作用，并在接触共

培养模式下作用更强。③2D接触共培养模式能模拟一个更

加接近于自然状态下的骨髓微环境，更加有利于造血干细胞

的体外增殖。

I23. 内皮细胞靶向的可溶性Notch配体hD1R蛋白
对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增殖的影响
1. 解放军第 309 医院；2. 西安高新医院血液科 田登梅 1

梁英民 2 张永清 1

目的 探讨内皮细胞靶向的可溶性Notch配体hD1R蛋

白对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细胞增殖的影响。方法 以24

例初诊AML患者为研究对象（AML组）、以9例白细胞或血

小板略低，但骨髓穿刺报告未见异常者为对照（对照组），采

用实时定量 PCR 法检测其骨髓血 CD34 + 细胞 Notch1、

Notch2、Notch3、Notch4、Hes1 mRNA 水平；诱导、表达及纯

化内皮细胞靶向的可溶性 hD1R融合蛋白。以人脐静脉内

皮细胞（HUVEC）作为支持细胞，联合应用 5种人源性生长

因子（5GF）及hD1R蛋白为共培养条件，分别将AML组和对

照组的 CD34+细胞进行体外培养，分析在 hD1R 组、PBS 组

（PBS代替hD1R）、5GF组、GSI组（hD1R+GSI）4种不同培养

条件下CD34+细胞增殖、凋亡。并用实时定量PCR方法检测

培养后的AML组和对照组细胞内Hes1、Bcl2 mRNA表达。

结果 ①与对照组相比，AML组细胞Notch1、Hes1mRNA水

平明显下降（P<0.05），Notch4 mRNA水平升高（P<0.05）。②

在不同体外培养条件下，hD1R组、PBS组AML细胞总数分

别为（0.74±0.17）×105、（2.16±0.40）×1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③hD1R组培养条件下，AML组、对照组细胞凋

亡率分别为（18.95±2.05）%，（3.98±0.69）%，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对AML组细胞，hD1R组凋亡率较PBS组明显

升高（P=0.002），且 GSI 组凋亡率较 hD1R 组明显下降（P=

0.002），此外PBS组凋亡率较5GF组明显下降（P=0.01）。④
对AML组细胞，hD1R蛋白明显上调Hes1表达（P<0.01），下

调促凋亡基因Bcl2表达（P<0.05）。结论 hD1R蛋白可有效

激活AML细胞内Notch信号，下调Bcl2基因，抑制AML细

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

I24. BMAL2分子通过HIF1A促进急性髓系白血病
细胞有氧糖酵解和细胞增殖
1. 西安市中心医院；2.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3. 空军

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 牟佼 1 戴进前 1 雷小茹 1 宋艳萍 1

徐莉 2 袁鹏 3

目的 探 讨 节 律 基 因 类 芳 烃 受 体 核 转 位 蛋 白 2

（BMAL2）在AML中的表达和与患者预后的相关性，分析其

对 AML 细胞有氧糖酵解及增殖的作用。方法 应用 qRT-

PCR 法检测 AML 患者和正常对照组的骨髓单个核细胞中

BMAL2表达情况。利用公共数据分析BMAL2表达与AML

患者预后的相关性。利用慢病毒系统敲低AML细胞系HL-

60和Kasumi-1中BMAL2的表达，通过葡萄糖摄取实验、乳

酸含量实验、CCK-8法、细胞集落形成实验检测BMAL2对

细胞糖酵解和增殖的影响。结果 BMAL2在AML（56例）

患者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18例，P<0.05）；163

例AML患者中，BMAL2高表达的患者总体生存期较低表达

的患者显著减少（P=0.00016，HR=4.75，95% CI 2.13~10.59）；

敲低 AML 细胞系 HL-60 和 Kasumi-1 中 BMAL2 表达后，细

胞葡萄糖摄取和乳酸生成均显著减少，即糖酵解水平降低；

敲低 BMAL2 后，细胞内糖酵解关键分子 HK2、PKM2、

GLUT1分子表达显著下降，而 PFKL、LDHA、MCT1表达未

见明显变化；而敲低BMAL2后，糖酵解关键调控分子HIF1A

表达显著下降，而p53和C-MYC表达未见明显变化；细胞表

型回复实验显示，与敲低BMAL2组细胞相比，敲低BMAL2

同时将HIF1A过表达的细胞葡萄糖摄取和乳酸生成均显著

重新增加。CCK-8法和细胞集落形成实验结果显示，敲低

BMAL2 后细胞增殖显著降低，而在敲低 BMAL2 同时过表

达 HIF1A 后，细胞增殖能力重新回复。结论 BMAL2 在

AML中表达上调，BMAL2通过HIF1A促进细胞糖酵解和细

胞增殖，提示BMAL2分子有可能成为AML治疗的新靶点。

I25.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secondary hemophago-

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with umbilical cord mes-

enchymal stem cells
Affiliated Haikou Hospital Xiangya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

versity, Haikou Municipal People’s Hospital Xiaoyang Yang,

Zhiming Wang, Xiaoxia Chen, Xiansheng Luo, Meiqing Lei, Yu

Feng

Objective Report the first case of refractory secondary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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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treated with umbilical

cord MSC. Methods A 52-year-old Chinese female patient,

with history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was diagnosed as re-

fractory secondary HLH based upon the HLH-2004 trial, unin-

tended to be treated by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fusion of unrelated umbilical cord MSC (1.4×106 cells/kg of

body weight, in total 70×106 cells) from stem cell bank of Hain-

an Province. Results 3 days before infusion of MSC, the av-

erage maximum temperature was 39.3℃, and the average maxi-

mum temperature of d1-6 dropped to 38.5℃(P<0.05). The tem-

perature was recover to normal at the sixth day of infusion the

umbilical cord MSC. The average maximum temperature of d7-

12 was further decreased to 36.8℃ (P<0.05), and the highest

temperature after d13 was 37.9℃, was sligh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P<0.05), but was lower than before treatment (P<0.05).

The total amount of insulin needed for d2- 9 days was de-

creased (80 ± 3 vs 88 ± 2, P<0.05). The decrease of insulin in

d10-14 days was more obvious (46±7 vs 80±3, P<0.05). The

blood glucos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d2- 9 (43.4 ± 8.9 vs

70.5±6.5, P<0.05). A total of 34 kind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were detected at d0, d7 and d14 by Luminex, A total of 34

kind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were detected at d0, d7 and d14

by Luminex, MIP-1 alpha and IL-12p70 were normal before in-

fusion and decreased after infusion; SDF-1 alpha and IL-7 in-

creased before infusion and decreased after infusion. So MSC

might regulate the effect of immunotherapy on HLH by reduc-

ing MIP- 1 alpha, IL- 12p70, SDF- 1 alpha and IL- 7. IP- 10,

RANTES, and MCP-1 increased before infusion, decreased af-

ter infusion, and then increased at d14. It was inferred that

MSCs might regulated IP-10, RANTES, and MCP-1 to treat-

ment HLH and insulin insensitivity, because this was consis-

tent with the patient's blood glucose fluctuations. IL- 10 in-

creased before infusion, higher after infusion, indicating that

IL-10 was involved in the pathogenesis of HLH, and MSC did

not achieve HLH treatment through IL-10. Conclusions Um-

bilical cord MSC could recover the symptoms of refractory sec-

ondary 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and have a thera-

peutic effect on insulin resistance in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I26. MCUR1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的作用
1. 西安市中心医院；2. 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牟佼 1

戴进前 1 雷小茹 1 徐莉 2 宋艳萍 1

目的 探讨MCUR1分子在MM患者中的表达变化，观

察其对MM细胞周期和凋亡的作用，初步分析其内在分子机

制。方法 设瞬时转染 MCUR1 干涉片段 1 和 2 的白血病

RPMI 8226 细胞作为实验组，阴性干涉片段转染的 RPMI

8226 细胞作为对照组；实时定量 PCR 方法测定 MCUR1 在

MM患者及正常对照者骨髓单个核细胞中的表达水平；实时

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方法检测 MCUR1 沉默效果；用

CCK-8法和流式细胞计量术分别测定沉默MCUR1后细胞

增殖、细胞周期和凋亡水平，Western blot检测MCUR1沉默

后 p53及其下游分子表达变化。结果 与对照者（19例）相

比，MCUR1 在 MM 患者（44 例）中的表达显著升高（P<

0.05）；与对照组相比，干扰 MCUR1 的 MM 细胞系 RPMI

8226其细胞集落数明显减少，细胞增殖显著减慢，细胞周期

G1期细胞比例增加，S期细胞比例减少，细胞凋亡比例增加

（P<0.05）；干扰MCUR1组细胞内 p53、BAX蛋白表达增加，

而 cyclin D1、cyclin E和Bcl-2蛋白表达减少。结论 MM中

MCUR1表达上调，同时可能通过抑制 p53通路进而促进细

胞增殖和抑制细胞凋亡，提示MCUR1分子有望成为MM诊

断和治疗的新靶点。

I27. bFGF调控PDGFRα在辐射诱导人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损伤修复中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代凯 陈洁平

I28. Artificial chromatin looping-mediated regula-

tion of HBB expression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Wen

Jiang, Jieping Chen

Objective The major enhancer of the β- globin locus,

named the locus control region (LCR), interacts with the devel-

opmental stage- related β- globin locus genes via chromatin

looping, which is achieved by the protein LDB1. The LDB1

complex mediates enhancer- gene interactions at the β- globin

locus through LDB1 self-dimerization. CRISPR system linked

with LDB1 was used to artificially form chromatin loop, regu-

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β-globin locus genes. Methods The

dCas9 was fused with LDB1 and applied to loop enhancer

andβ- globin locus. The function of artificial protein CRISPR

system linked with LDB1 was investigated through co-transfec-

tion cells with sgRNAs targeting at enhancer and promoter, re-

spectively. Then, the expression ofβ- globin was analyzed by

qPCR. Results We first linked full length LDB1 or its dimer-

ization domain to the N or C terminus of dCas9, and construct-

ed sgRNAs targeting HBB promoter and LCR enhancer HS2,

respectively. We found the transcription of HBB was signifi-

cantly up- regulated in K562 cells by qPCR 3 days after co-

transfection, but no effect was detected in HEK293 cells in

which the expression of β- globin locus genes are not detect-

able. Interestingly, the expression of HBD, the nearest gene of

HBB inβ- globin locus, was also slightly elevated in K562

cel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LDB1 at the N terminus of

dCas9 has stronger effect than other forms.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is function exists in different gene loci in different

cells, we apply it to OCT4 and MYOD1 genes in HEK293

cells and Pcdh gene in mouse N2A cells. We targeted LDB1-

dCas9 to the Oct4 and MYOD1 promoter and distal 5’-enhanc-

er in HEK293 cells where no endogenous contacts have been

reported and both Oct4 and MYOD1 are not expressed at de-

tectable levels. Similar to our observations at the β-globin lo-

cus, artificial looping the distal 5’-enhancer with the promoter

of OCT4 and MYOD1 drives the expression of these two

genes in embryonic stem cells and muscle cell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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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PCR results showed mild escalating of OCT4 and

MYOD1 transcription, but not Pcdh, after artificially chroma-

tin looping by LDB1- dCas9. Conclusions In summary, we

established an efficient artificial looping tool. Using this tool,

we demonstrated that artificially forming chromatin loop by

LDB1- dCas9 inβ- globin locus can regulate HBB expression,

which open the potential to treat diseases associated with HBB

expression Further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strategy is being per-

formed.

I29. DEK negatively regulate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maintenance and hematopoiesis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Zhe

Chen, Yu Hou

Objective DEK is a highly conserved chromatin-bound

protein and originally discovered fused to the nucleoproin

CAN in a subset of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As a puta-

tive oncoprotein, DEK regulates multiple cellular process in-

cluding self- renewal, senescence, proliferation, differentiation,

and apoptosis. However, the function of DEK in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HSC) or hematopoietic progenitor cells (HPC) has

not been examined. Methods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DEK in HSC and HPC through the use of mouse models

with conditional overexpression in DEK (Tg- DEK- Tie2- cre).

Results We foun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DEK reduced the

absolute number of white blood cells, neutrophils, lympho-

cytes, monocytes and eosinophils in peripheral blood. The total

number of bone marrow cells was lower in Tg-DEK-Tie2-cre

mice than in their Tg-DEK control littermates. Flow cytometry

revealed that the frequency of mature myeloid cells, B cells,

Red cells and T cells in bone marrow, spleen or thymus was

similar in Tg- DEK- Tie2- cre mice and Tg- DEK control mice,

which suggested that overexpression of DEK did not affec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myeloid cells, erythroid lineage, B cells or T

cells under homeostatic condition. Notably, we observed that

both the frequency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LSK (Lin-Sca-1+c-

Kit+) cells and HPC (Lin-c-Kit+Sca-1-)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g- DEK- Tie2- cre mice. In addition, the total number of

CD34-LSK cells or long-term HSC was also significantly low-

er in Tg-DEK-Tie2-cre mice. Although the frequency of com-

mon myeloid progenitors (CMP), myeloid progenitor cells

(GMP) and megakaryocyte- erythroid progenitors (MEP) was

similar in Tg- DEK- Tie2- cre mice and Tg- DEK control mice,

the total number of all these subsets on myeloid progenitors

was lower in Tg- DEK- Tie2- cre mice. The pool of lymphoid-

primed multipotent progenitors (LMPP) and common lym-

phoid progenitors (CLP) was also reduced in Tg-DEK-Tie2-cre

mice. We found that DEK overexpression did not affect the fre-

quency of apoptosis of LSK cells and HPC cells from Tg-DEK-

Tie2-cre mice, which suggested that DEK did not affect surviv-

al of HSC and HPC under homeostatic condition. Conclu-

sions We have provided functional evidence that DEK acts a

critical regulator of HSC maintenance and demonstrated that

DEK negatively regulates hematopoiesis.

I30. The nuclear receptor family member Nur77 is

a critical regulator of hematopoietic system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Weiru Wu, Jieping Chen

Objective The nuclear receptor (NR) superfamily regu-

late many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processes through

regulating gene expression. Nur77 known as NR4A1 is an NR

family member that still does not have an identified endoge-

nous ligand, which is involved in cell cycle mediation, inflam-

mation and apoptosis. However, its role in hematopoietic sys-

tem is currently unclear. Methods Here we investigated the

effect of Nur77 in HSC and HPC through the use of mouse

models with Nur77 knock out. Results We found that Nur77

knock out mice had considerable more white blood cells and

neutrophils, lymphocytes, monocytes and eosinophils in pe-

ripheral blood. Loss of Nur77 increased the total number of the

bone marrow cells. And Flow cytometry revealed that Nur77-

KO (Nur77 knock out) mice had a similar frequency of mature

myeloid cells, B cells, Red cells and T cells in bone marrow,

spleen or thymus with wild type mice, which suggested that

loss of Nur77 did not affect the differentiation of myeloid

cells, erythroid lineage, B cells or T cells under homeostatic

condition. Notably, we observed that both the frequency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LSK (Lin-Sca-1+c-Kit+) cells and HPC (Lin-

c-Kit+Sca-1-)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Nur77-KO mice. In

addition, the total number of CD34- LSK cells or long- term

HSC was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Nur77-KO mice. Further-

more the frequency of common myeloid progenitors (CMP),

myeloid progenitor cells (GMP) and megakaryocyte-erythroid

progenitors (MEP) in Nur77-KO mice was higher than in con-

trol littermates. Nur77 KO mice also had a significant higher

frequency of common lymphoid progenitors (CLP) and the

pool of lymphoid-primed multipotent progenitors. And in vitro

colony- forming unit assay, Nur77 deficient BM cells (from

Nur77-KO mice) gave rise to markedly higher numbers of total

colony-forming units, as well as colony-forming units of a vari-

ety of myeloid precursors. Conclusions These results reveal

a previously unrecognized role of Nur77 as a critical regulator

of HSC maintenance and suggested its positive function in he-

matopoiesis.

I31. FZR1 regulates the functions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under stress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Chengfang Zhou, Yu Hou

Background The anaphase- promoting complex/cyclo-

some (APC/C),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ubiquitylation of many

cell-cycle regulators. FZR1 functions in the cell cycle as a spe-

cific activator of anaphase- promoting complex or cyclo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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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iquitin ligase, regulating late mitosis, G1 phase, and activa-

tion of the G2-M checkpoint, FZR1 has been implicated as both

a tumor suppressor and oncoprotein. However, its precise con-

tribution to regulating the function of HSC remains unclear.

Methods To understand the biological role of FZR1 in HSC

function in vivo. We conducted a loss- of- function study.

Fzr1 +/- mice was created by C57BL/6 mice by CRISPR/Cas-

mediated genome engineering. Fzr1 Conditional Knockout

mice was conducted by microinjected the targeted ES clones

into the blastocyst. Founders were confirmed as germline-

transmitted via crossbreeding with wild- type (WT). The dele-

tion of Fzr1 allele was determined by PCR analysis of genomic

DNA isolated from the FZR1-deficient and control WT mice.

To determine whether FZR1 is involved in the maintenance of

HSC/HPC in vivo, we characterized the compartments of HSC

and HPC by flow cytometric analysis. To test the role of Fzr1

in the HSC under stress, 5-Fu injection and competitive repop-

ulation assays were performed. For competitive repopulation

assays, brifely, the same number of BM cells (CD45.2) from

FZR1+/− or WT mice along with equal number of normal com-

petitive BM cells (CD45.1&CD45.2) were transplanted into le-

thally irradiated syngeneic recipients (CD45.1). Thereafter, we

performed serial transplantations in which BM cells mixed

from 2 to 3 mice in each group were sequentially transplanted

into serial lethally irradiated syngeneic recipients, thereby forc-

ing to repeatedly self-renew. Results The frequency and total

number of the stem cell-enriched population LSK and LT-HSC

(Lin − Sca + c- Kit + CD48 − CD150 + ) were slightly increased in

FZR1 +/− mice compared with WT mice, the total number of

HPC also increased. To further determine whether Fzr1 loss af-

fect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PC, the subpopulations of myeloid

progenitors in FZR1 +/− and WT mice were analyzed, the total

number CMP and MEP was slightly increaed, but GMP was de-

creased in FZR1+/− mice. In 5-Fu injection assay, after the drug

administration at dose of 150 mg/d, the FZR1+/- mice lose less

weight than WT. These data imply Fzr1 might be a critical reg-

ulator of HSC functions under regenerative stress. Conclu-

sions FZR1 is essential to regulate the function of HSC un-

der stress, its abnormal expression may lead to the develop-

ment of hematopoietic disorders and may cooperate with muta-

tions predisposing to leukemogenesis.

I32. 转录因子KLF3在记忆T细胞分化中的研究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闫淼 邱荃 方芳 刘绘绘 任汉

云 王茫桔

目的 进一步探究KLF3在体外记忆T细胞形成中的变

化，为体内实验深入阐明KLF3在记忆T细胞分化中的作用

奠定基础。方法 ①分离DC：取 6~8周C57BL/6雄鼠 6只，

用CD11c磁珠分选其脾脏树突状细胞（DC），流式细胞术检

测DC纯度。②负载抗原：实验组：DC加OVA257-264共培

养（1×106/ml DC：10 μg/ml OVA257-264）；对照组：DC 不加

OVA257-264刺激。③分离OT-1 CD8+ T细胞：取6~8周OT-1

雄鼠 2只，用CD8磁珠分选淋巴结、脾脏CD8+淋巴细胞，流

式细胞术检测 CD8+淋巴细胞纯度。④体外抗原刺激：将

DC∶T细胞按1∶10共培养。⑤分别于培养后36、60，84、108、

144 h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记忆T细胞分化情况，Granzyme

B、IFN-γ表达情况。采用 RT-PCR 检测 KLF3 表达情况。

结果 ①OVA抗原刺激后 84 h，CD8+ T细胞开始分化出记

忆T细胞，随着培养时间延长，记忆T细胞比例逐渐增高，合

成Granzyme B、IFN-γ能力增强。②KLF3在OVA抗原刺激

后36 h表达一过性增高，此后迅速降低，随着记忆细胞增多，

表达逐渐增强。结论 KLF3可能在抗原刺激初期阻止T细

胞的活化，起到类似checkpoint的作用；当刺激强度越过T细

胞活化临界点后，KLF3表达迅速下降；当再次表达后可能参

与诱导记忆T细胞的形成。

I33. SATB1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的表达和作用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罗晓丹 吴晓鸿 徐理华

谭获

目的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进一步探讨SATB1在急性髓

系白血病（AML）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探讨SATB1在AML

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方法 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

（qRT-PCR）检测AML患者和AML细胞株 SATB1的mRNA

表达；构建HL-60 SATB1-shRNAs稳定细胞株。通过CCK8

实验、小鼠皮下瘤实验从体外、体内分别检测肿瘤细胞增殖

能力；应用 transwell侵袭实验检测细胞的侵袭能力；流式细

胞术测定细胞周期；应用基因芯片表达谱分析技术分析差异

基因的功能及相关信号通路；用免疫印迹法初步验证SATB1

在AML中的作用机制。结果 SATB1在AML患者中的表

达较正常对照明显下降，经化疗后获得完全缓解的患者，其

SATB1的表达较初诊使明显升高（P<0.05）。初诊时SATB1

的表达越高，疾病复发率越低（P<0.05），提示SATB1的表达

与AML的临床预后相关。其次，研究发现：体外下调SATB1

基因可促进HL-60细胞的增殖、分化；促使G0/G1期细胞进入

S期。动物实验表明，下调SATB1使小鼠皮下肿瘤体积和重

量显著升高。细胞侵袭实验显示，下调SATB1不能增加HL-

60细胞的侵袭能力（P>0.05）。本研究通过比较SATB1-shR-

NA1 和对照组之间的基因表达谱筛选得出 1239 个差异基

因，其中上调基因377个、下调基因862个。KEGG信号通路

分析显示差异基因与NF-κB、MAPK和PI3K/Akt信号通路相

关。免疫印迹分析进一步显示：NF-κB p65在总蛋白和核蛋白

内表达增加，提示下调SATB1可通过激活NF-κB信号通路促

进AML的发展。结论 SATB1在AML中的表达显著下降，

下调SATB1可通过激活NF-κB信号通路促进AML的发展。

I34. 华西心晴指数在血液病患者心理评估中的应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余娟

目的 利用华西心晴指数对新入院血液病患者进行心

理评估，尽早发现心理问题，减少治疗中发现不良事件的同

时，保证治疗效果。同时探讨初次诊断为血液病的入院患者

情绪异常的影响因素。方法 利用华西心晴指数对初次诊

断为血液病的入院患者进行心理评估，分析其情绪不稳定的

影响因素。结果 初次诊断为血液病的入院患者，其心理情

绪与婚姻状况（F=10.181，P=0.006）和年龄（F=4.265，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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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有关。通过对情绪有异常的患者进行心理干预，病

房的血液病患者的自杀率下降，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提高。

结论 提早对有异常情绪的初次诊断为血液病的患者进行

心理干预，使患者在诊疗过程中有持续的心理支持，保证患

者安全的同时也有利于疾病的治疗。

I35. 亲缘供者趋化因子受体CCR5和CCR6基因单
核苷酸多态性对受者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生的影响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朱璐婷 胡健 董玉君 李渊 邱志

祥 许蔚林 王倩 王莉红 刘微 梁赜隐 欧晋平 王

文生 岑溪南 任汉云

目的 研究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健康亲缘供者

CCR5 和 CCR6 基因 SNP 对受者急、慢性 GVHD 发生的影

响。方法 139对接受亲缘供者 allo-HSCT的血液病患者进

入本研究。结果 单个SNP基因型分析显示供者CCR5基

因启动子 rs2227010AG/GG、rs2734648GG/GT、rs1799987AA/

AG、rs1799988CC/CT、rs1800023AA/AG 基因型更易于引起

受 者 移 植 后 发 生 Ⅱ ~ Ⅳ 度 aGVHD。 供 者 CCR6 基 因

rs3093023AA、rs10946216TT、rs2301436AA基因型更易于使

受者移植后发生 cGVHD。未应用 ATG 组较应用 ATG 组

cGVHD 累积发病率明显升高（52.4%对 25.5%，P=0.012）。

CCR5 基 因 启 动 子 rs2227010AG/GG、rs2734648GG/GT、

rs1799987AA/AG、rs1799988CC/CT、rs1800023AA/AG 基因

型 为 Ⅱ ~ Ⅳ 度 aGVHD 独 立 危 险 因 素 ，而 CCR6 基 因

rs3093023AA、rs10946216TT、rs2301436AA 基因型、未应用

ATG为 cGVHD独立危险因素。CCR5基因启动子 5个SNP

位点的不同碱基共组成4种单体型，其中H1占44.8%，H2占

26.3%，H3占22.2%，H4占4.4%。根据各SNP位点危险基因

型将CCR5启动子基因型分为含H3基因型和不含H3基因

型 2组，100天Ⅱ~Ⅳ度 aGVHD累积发病率分别为 52.4%和

26.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6）。CCR6基因 3个 SNP

位点的不同碱基共组成 5种单体型，其中S1占 49.0%，S2占

39.0%，S3占5.4%，S4占2.7%，S5占2.1%。根据各SNP位点

危险基因型，将CCR6基因型分为S2S2基因型和非S2S2基

因型2组，2年 cGVHD累积发病率分别为66.7%和26.7%，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2）。结论 供者CCR5基因启动子

SNP影响受者移植后Ⅱ~Ⅳ度 aGVHD发生率，供者CCR6基

因单核苷酸多态性影响受者移植后 cGVHD 发生率。供者

CCR5和CCR6基因SNP位点可能通过调控相应基因表达，

影响对不同炎性细胞的趋化作用，从而促进或阻碍受者移植

后GVHD发生。

I36. miRNA-21/FOXO1/ADAR1 反馈调控环路在
噬血细胞综合征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1. 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2. 空军军医大学基础医学院 谢

建刚 1 高广勋 1 张栋梁 1 胡伟 2 贾文元 1 王倩梅 1 周

尚珣 1 庄然 2 尹文 1

目的 建立Toll样受体 9（TLR9）诱导的继发性HLH模

型，探讨巨噬细胞持续活化免疫调控失衡的因素及其机制。

方法 构建 TLR9 受体激动剂诱导的小鼠 HLH 模型，评估

HLH 参数；磁珠分选对照组和 HLH 组小鼠巨噬细胞，采用

BGISEQ500平台建立mRNA和miRNA数据库，分析可能存

在的巨噬细胞活化通路，并在小鼠和患者体内验证。结果

筛选出与巨噬细胞极化、INF-γ和 IL-10 分泌相关的多个

mRNA 和 miRNA，利用 RAW-264.7 细胞系体外模型中进行

验证。C57BL/6J小鼠HLH模型中以miRNA-21sponge AAV

病毒抑制内源性miR-21或过表达ADAR1，均对HLH有治疗

作用。采用巨噬细胞特异性敲除 FOXO1 基因的小鼠建立

HLH模型，发现其症状较C57BL/6J小鼠明显严重。同时在

继发性 HLH 患者的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发现 FOXO1、

ADAR1 表达下降，miRAN-21 表达升高。结论 首次发现

miRNA-21/FOXO1/ADAR1负反馈环路，以及该环路对巨噬

细胞活化的调控作用；发现miRNA-21/FOXO1/ADAR1环路

参与继发性噬血细胞增多症的发生，抑制环路中的miRNA-

21表达或上调ADAR1表达均能减轻HLH症状。干预miR-

NA-21/FOXO1/ADAR1环路可能为治疗HLH提供新的靶点

和方法。

I37. 基于SERS免疫分析技术对不同血液肿瘤标志
物的识别
1. 东南大学医学院；2.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3. 东南大学

先进光子学中心 王玉洁 1 陈宝安 1,2 宗慎飞 2 王著元 2

崔一平 3

目的 探讨将 SERS 免疫分析技术用于针对血液肿瘤

标志物的多元检测的作用。方法 本实验开发了一种基于

SERS技术的夹心型免疫分析，同时检测B细胞淋巴瘤（Raji

细胞）的表面标志物CD20和髓系白血病（K562细胞）的表面

标志物CD13。首先，制备CD45抗体修饰的磁性纳米珠用

以捕获细胞、制备CD20抗体或CD13抗体修饰的SERS 纳米

探针用以识别靶向标志物，再将磁珠、探针和细胞反应形成

“夹心免疫复合物”。该“夹心免疫复合物”可以被磁铁浓缩

沉淀，再将其滴于玻片探测其 SERS信号。结果 SERS光

谱在1078 cm-1处出现的峰值强度为CD13标志物的信号，在

1330 cm-1处出现的峰值强度为CD20标志物的信号。此外，

随着K562细胞浓度的减少Raji细胞浓度的增加，SERS信号

在1078 cm-1处的强度也逐渐减弱而在1330 cm-1处则强度增

高。此外，该技术检测限为5个/cell，显著低于流式细胞仪的

检测结果。结论 SERS免疫分析技术对不同标志物的检测

具有高灵敏度和高特异性。该新方法有望提高血液肿瘤的

诊断分型和预后评估的准确性，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意义。

I38. Inhibition of autophagy enhances apoptosis in-

duced by bortezomib in NB4 cells
The Fourt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Lei Jiang

I39. Combined CCR5 and CXCR3 blockade atten-

uates murine agvhd through alternating donor-de-

rived T cell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Bo Tang, Huihui Liu,

Shengchao Miao, Chenchen Qin, Wei Liu, Yujun Dong, Yongjin

Shi, Zhenhua Wang, Hanyun 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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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0. 地西他滨可能部分逆转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
者的间充质干细胞的细胞表型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庞艳彬

目的 研究表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患者的间充质干

细胞（MDS-MSC）加速了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的疾

病进展，但是目前尚不清楚MDS-MSC的细胞表型能否被逆

转并成为潜在的治疗靶点。方法 本研究通过体外实验分

析了地西他滨对28例MDS患者原代MSC细胞表型的影响，

通过MTT实验、细胞凋亡和细胞周期实验分别分析了地西

他滨对 MDS-MSC 的增殖、凋亡和细胞周期的影响。RT-

PCR 分析了地西他滨对 MDS-MSC 中 RUNX2、Osterix、P21

和PD-L1表达的影响；通过MSC与T细胞的共培养实验分

析了地西他滨对 MDS-MSC 免疫调节功能的影响。结果

虽然地西他滨并未对 MDS-MSC 的增殖、凋亡、RUNX2 和

Osterix表达产生影响。但地西他滨导致MDS-MSC细胞周

期中G1比例下降同时G2/M期比例增加，这可能与.地西他滨

降低 P21 的表达有关。最重要的是地西他滨削弱了 MDS-

MSC诱导活化T细胞分化为调节T细胞能力，这可能与地西

他滨抑制MDS-MSC中PD-L1的表达有关。 结论 地西他

滨可能部分逆转MDS-MSC的细胞表型，这可能成为MDS

治疗潜在治疗靶点。

I41. 青蒿琥酯调控Th17/Treg平衡抑制慢性移植物
抗宿主病的实验研究
广东省人民医院血液科、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广东省老年医

学研究所 陈晓梅 翁建宇 赖沛龙 王玉连 黄欣 耿

素霞 郭礼妍 黄恬 曾令基 杜欣

目的 探讨青蒿琥酯抗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作用及

可能机制。方法 以近交系雌性BALB/c小鼠作为受鼠，应

用B10D2的骨髓细胞和脾脏细胞混合悬液尾静脉注射的方

法建立 cGVHD模型，将 cGVHD模型小鼠分为两组，分别予

青蒿琥酯和丙酮腹腔注射治疗；观察两组小鼠的 cGVHD临

床评分、生存时间和组织病理形态学改变；流式细胞术分析

小鼠外周血和脾脏Th17/Treg细胞的差异；免疫磁珠分选出

BALB/c小鼠脾脏CD4+T细胞，分别予丙酮和青蒿琥酯进行

干预 72h 后，流式细胞术分析两组 Th17/Treg 细胞比例差

异。结果 青蒿琥酯治疗组小鼠cGVHD临床评分低于对照

组，且生存时间延长（46.57±7.83对 55.71±6.99，P<0.05）；同

时青蒿琥酯治疗组小鼠皮肤及肺脏 cGVHD病理损伤较轻；

青蒿琥酯治疗小鼠外周血和脾脏 Th17 细胞比例均减少

（1.51±0.18对 0.58±0.19，1.48±0.38对 0.71±0.18；P<0.05），而

Treg 细胞比例增高（4.45±0.04 对 8.40±0.23，6.62±0.24 对

10.48±0.48；P<0.05），小鼠外周血及脾脏Th17/Treg细胞比例

均下调（0.34±0.05 对 0.09±0.03，0.19±0.03 对 0.06+0.02；P<

0.01）；体外培养小鼠脾脏CD4+T细胞，青蒿琥酯干预组Th17

细胞比例减少[（0.82±0.37）%对（3.39±1.22）%，P<0.01]，Treg

细胞比例明显增高 [（34.63±1.29）%对（14.28±1.69）%，P<

0.001]，Th17/Treg细胞比例下降（0.24±0.09对 0.02±0.01，P<

0.05）。结论 青蒿琥酯可通过减少 Th17 细胞及增加 Treg

细胞，恢复Th17/Treg平衡，减轻 cGVHD的临床与病理学损

伤，从而发挥抗cGVHD作用。

I42. Sumoylation regulates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of HOXA9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uangnian Xu, Jieping Chen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umoylation of HOXA9 and

its regulation on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of HOXA9. Meth-

ods 293T cells were transfected with pCMV- flag- HOXA9

and SRα- ha- SUMO- 1 to see the exogenous sumoylation of

HOXA9. Endogenous sumoylation was investigated by immu-

noprecipitation of cell lysate from THP- 1 cells. Sumoylation

site was mapped by mutating the predicted sumoylation site

(K133, K270). THP- 1 cells were transiently transfected with

wild- type and SUMO- mutant form of HOXA9, after cultiva-

tion for 48 hours, the mRNA level of bcl2, c-myb, pim-1 and

igf1r was tested by real- time PCR. Results HOXA9 can be

sumoylated exogenously and endogenously, the lysine residue

133 is the main site for sumoylation. The SUMO-mutant form

of HOXA9 (pCMV-flag-HOXA9-K133R) can further activat-

ed the expression of bcl2, c- myb, pim- 1 and igf1r in THP- 1

cells, compared with wild type HOXA9. Investigation of the

functional relevance of this relevance to HOXA9-driven leuke-

mogenesis is currently under way using stable cell lines and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model of leukemia. Conclusion

Our preliminary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sumoylation inhibits

transcription activity of HOXA9 to activate bcl2, c-myb, pim-1

and igf1r, suggesting sumoylation is a potent tumor suppressor

of HOXA9- driven leukemogenesis. Current efforts focus on

further dissecting the molecular interplay occurring between

HOXA9 and SUMO on promoter of target genes and its role in

HOXA9-driven leukemogenesis. Work is also under way to in-

vestigate sumoylation’s involvement in regulation of HOXA9

enhanceosome.

I43. PDGFB- expressing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mprove human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engraft-

ment in immunodeficient mice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xperimental Hematology,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 Hospital, CAMS & PUMC;

2. Stem cell technologies China CO.，LTD; 3. Loma Linda

University Linping Hu1, Xiuxiu Yin1, Yawen Zhang1, Caiying

Zhu1, Hui Cheng1, Lu Zhang1, Ming Shi2, Ping Zhu1, Xueying

Zhao1, Cameron Arakaki3, Wanqiu Chen3, Sha Hao1, Shihui

Ma1, Xiaobing Zhang3, Tao Cheng1

The bone marrow (BM) niche regulates multiple hemato-

poietic stem cell (HSC) processes. Clinical treatment for hema-

tological malignancies, by HSC transplantation often requires

preconditioning total body irradiation, which severely and irre-

versibly impairs the BM niche and HSC regeneration. Novel

strategies to enhance HSC regeneration in irradiated BM are

needed. We compared the effects of niche factors EGF, FGF2

and PDGFB on HSC hematopoietic regeneration using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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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enchymal stem cells (MSC) that were transduced with

these factors via lentiviral vectors. Among above niche factors

tested, PDGFB- MSC mos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human he-

matopoietic cell engraftment in immunodeficient mice.

PDGFB- MSC- treated BM more efficiently enhanced trans-

planted human HSC self-renewal in secondary transplantations

from primary recipients. 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nti- apoptotic signaling was increased in PDGFB- MSC

versus GFP- MSC. PDGFB- MSC had enhanced survival and

expansion after transplantation, leading to an enlarged human-

ized niche cell pool, which could better provide a humanized

microenvironment to facilitate superior engraftment and the

growth of human hematopoietic cells. Our study demonstrates

the efficacy of MSC- mediated niche factors in clinical HSC

transplantation for patients.

I44. Crosstalking between NPC1 and canonical wnt

signaling
Southwest Hospital,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Yunding Zou, Jieping Chen

I45. Autologous T cells expressing anti- CD19 chi-

meric antigen receptors fo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relapse or refractory B-cell malignancies
Southwest Hospital, the Thir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Xi Li, Jieping Chen

Objective We assessed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autolo-

gous anti-CD19 CAR T cells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re-

lapse or refractory B- cell malignancies. Methods Patients

aged 1-60 years with relapse or refractory B-cell malignancies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Autologous anti-CD19 CAR T cells

were obtained via a manufacturing process to engineer autolo-

gous T cells to express an anti- CD19 CAR. All patients re-

ceived a conditioning chemotherapy composed of fludarabine

and cyclophosphamide before a single infusion of anti- CD19

CAR T cells. The primary endpoints were complete remission

(CR), relapse-free survival (RFS),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ad-

verse events. The study is registered with ClinicalTrials.gov,

number NCT02846584. Results Between June 2015 and Sep-

tember 2017, 20 patients with relapse or refractory B-cell ma-

lignancies were enrolled and treated with anti-CD19 CAR T

cells, including 16 with 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 three

with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and one with chronic lym-

phocytic leukemia. Of 20 patients, 13 achieved CR, three had

stable diseas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0%，three had progres-

sive disease, and one was not evaluable for response. With a

median follow-up time of 14 months, 9 patients remained in re-

mission and RFS rate was 45% (95% CI 71-96); 8 patients had

died (all of them had died by relapse or progressive disease)

and OS rate was 60% (95% CI 69- 92). The most common

grade 3/4 adverse events were neutropenia (17 of 20 patients),

fever (15 of 20 patients),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seven of

20 patients), hypoproteinemia (four of 20 patients), headache

(3 of 20 patients), and hyperspasmia (2 of 20 patients). All

above adverse events were reversible. Conclusion The pre-

liminary results of the study demonstrate that autologous anti-

CD19 CAR T cells are effective and safety in treating patients

with relapse or refractory B-cell malignancies.

I46. 辐照血在血液系统疾病治疗中的应用及辐照对
外周血免疫指标的影响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丽红 葛健

目的 观察血液系统疾病患者输注 60Coγ射线辐照血后

的输血效果及 60Coγ射线辐照对全血T细胞亚群及细胞因子

等免疫指标的影响。方法 随机选取输入辐照血的 198例

血液系统疾病患者为辐照组，选取输入未辐照血的182例血

液系统疾病患者为对照组，分别于输血前后24 h内检测血常

规。比较输血前后 RBC、HGB、PLT 差值及输血不良反应。

同时抽取 16例健康体检者 8 ml全血，4 ml于当天经 60Coγ射

线辐照后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T细胞亚群（CD3+CD4+、CD3+

CD8 +），ELISA 法检测细胞因子（IL-2、IL-4、IL-5、IL-10、

TNF、IFN-γ），剩余 4 ml全血直接上机检测T细胞亚群及细

胞因子，比较辐照前后 T 细胞亚群及细胞因子有无差异。

结果 输注辐照血前后RBC、HGB、PLT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1），输血后RBC、HGB、PLT差值与输注未辐照

血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辐照组输注辐照血

后 1 个月内未发生输血相关移植物抗宿主病。经辐照后

CD3+CD8+T细胞、IL-10明显下降（P<0.05），CD3+CD4+T细胞

辐照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多数样本 IL-2、

IL-4、IL-5、TNF、IFN-γ等细胞因子水平低于检测值，未能进行

统计学比较。结论 60Coγ射线照射可抑制淋巴细胞增殖及

部分细胞因子的分泌，经 60Coγ射线辐照血可在一定程度上

预防输血相关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生，且不影响输血疗效。

I47.化疗引起的骨髓微环境改变及对造血细胞的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国家血液学重点实验室 李艺辉 刘喆 薛贞雅 刘

倩 邢海燕 徐颖茜 田征 唐克晶 饶青 王敏 王建祥

目的 本研究通过探索化疗药物引起的骨髓微环境个

细胞组分的损伤、修复规律，骨髓基质细胞组分及细胞功能

的改变，以阐明其对正常造血细胞的影响。方法 以正常小

鼠为研究对象，柔红霉素（DNR）化疗方案：3 mg/kg体重连续

3天腹腔注射3次。用流式细胞仪技术检测化疗后小鼠骨髓

微环境中成骨细胞（OBC）、内皮细胞（EC）以及间充质干细

胞（MSC）比例的变化及恢复规律；β-gal染色观测衰老细胞；

蛋白阵列检测基质细胞产生的细胞因子、炎症因子的表达。

集落培养检测Lin-造血干祖细胞集落形成能力，γ-H2AX染

色鉴定细胞基因组损伤。结果 小鼠体内 DNR 给药后第

4天小鼠MSC、OBC以及EC的细胞数均发生了明显下降，在

经历缓慢上升后在第 10~14 天可恢复到正常水平；MSC、

OBC 以及 EC 所占总细胞数的比例变化趋势较为平稳；

MSC、OBC 以及 EC 所占 Lin-细胞群的比例在第 4 天和第

6天有明显上升，并均在第10天恢复正常水平。同对照组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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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基质相比，DNR处理第7天组小鼠MSC、OBC衰老细胞所

占比例升高了1.25倍（P<0.05）及1.20倍（P<0.01）、小鼠骨内

膜区 Lin- CD45-细胞群内 ROS 表达水平也明显升高（P<

0.05）；蛋白阵列检测 DNR 第 7 天组小鼠骨髓基质细胞

IL-1ra、CXCL1、CCL2以及CXCL12的表达比对照组明显上

升；同正常小鼠骨髓基质细胞相比，DNR处理后的小鼠骨髓

基质细胞同正常造血细胞共培养之后，造血细胞的集落形成

能力降低了32.90%（P<0.05）；γ-H2AX阳性细胞比例显著增

加（P<0.01）。结论 骨髓微环境中的 MSC、OBC、EC 在接

受化疗药物刺激后相对于其他造血系祖细胞更为耐受，化疗

后的小鼠骨髓基质细胞不稳定性增加、衰老细胞数量增加。

受损伤的基质细胞同正常Lin-造血细胞共培养表明受损伤

的骨髓基质细胞会对正常造血细胞产生影响，表现为基因组

不稳定性的增加、衰老细胞的增多、集落形成能力的降低。

I48. Predictive prognostic value of microRNA- 21

expression in B-cell neoplasms: a meta-analysis
1. the Secon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 the

Yangpu Hospital of Tongji University; 3. 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Jingdezhen; 4. the Third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Bengbu; 5.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University of Sci-

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nhui Provincial Hospital)

Jun Liu1, Huimin Zheng1, Yangyang Ding5, Manman Li1, Jin-

grong Li1, Jiaojiao Guo2, Linhui Hu3, Lianfang Pu4, Shudao

Xiong1

Objective The aim of this meta- analysis is to summa-

rize and analyz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miR- 21 expression

and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B-cell malignancies in predicting

role of miR- 21 for prognosis in B- cell neoplasms. Methods

The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trieval was operated using the elec-

tronic databases PubMed, Web of Science and Wiley Online Li-

brary to identify eligible studies. The elementary outcomes

were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re-

currence- free survival (RFS)/progression- free survival (PFS)/

time from sample collection to start of treatment (TFS). The

studies were selected for the meta-analysis according to certain

criteria. A total of 9 studies containing 532 patients were in-

cluded in this study. The required data were extracted from in-

cluded articles published before July 2018. Results We

found that higher miR- 21 expression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worse over survival (OS) (HR=2.62, 95% CI 1.43- 3.80)

and shorter DFS/PFS/TFS(HR=1.30, 95%CI 0.76-1.85) by the

fixe-effects model. But for RFS, the result was difference(HR=

0.76, 95% CI 0.60- 0.93). In addition, we also performed sub-

group analysis stratified by ethnicity, cancer types, sample

types, sample size, follow-up(months), source of HR. Through

subgroup analysis, we acquired that highly expression miR-21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between each subgroup on OS. Con-

clusion In summary, our meta-analysis indicates that higher

expression of microRNA-21 may be associated with poor prog-

nosis in B-cell neoplasms, and microRNA-21 may be a poten-

tially useful biomarker for predicting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B-cell neoplasms.

I49. Plasma vascular non- inflammatory molecule

3 is associated with gastrointestinal acute graft-ver-

sus-host disease in mice
1.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 Blood Diseases Hospital，CAMs

& PUMC; 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Yigeng Cao1, Na Wang1,2, Xiaoyi Qin2, Bin Liang2,

Kang Yu2, Haige Ye2

Objective we attempted to identify GI aGVHD associat-

ed plasma proteins in murine model, which can help make a di-

agnosis of GI aGVHD. Methods We used 8- plex isobaric

tags for relative and absolute quantitation (8- plex ITRAQ) to

screen out proteins in plasma samples taken from murine mod-

els before and after allogeneic HSCT. Next mRNA expressions

were validated by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

tion in mouse intestinal epithelial samples. Results We found

that five proteins were increased at least 2-fold in the allogene-

ic group at day 7 compared with days 0, 3 and 15 (after Cyclo-

sporin A treatment) and the syngeneic group at day 7. These 5

proteins were VNN3, ZNF746, C4BP, KNG1 and FETUB, and

they were consistent with results from negative labeling with 8-

plex iTRAQ. Furthermore, increase in mRNA level of VNN3

was confirmed in murine intestinal epithelial samples with

aGVHD. Conclusions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plasma

VNN3 protein is associated with GI aGVHD in murine model.

I50. siRNA 对 JAK2V617F 阳性 HEL 细胞株中
TET2基因的干扰作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申晓辉 姜中兴 孙楠楠 甘思

林 孙慧

目的 探 讨 抑 制 去 甲 基 化 基 因 TET2 的 表 达 对

JAK2V617F 阳性HEL细胞株体外增殖分化的影响，为真性

红细胞增多症发病机制及治疗提供实验依据。方法 RT-

PCR 检测 HEL/siRNA 细胞株 TET2 mRNA 表达，采用 MTT

比色法检测 HEL/siRNA 细胞株增殖活性，以及应用体外

集落形成试验观察 siRNA对HEL细胞株增殖能力的影响。

结果 与HEL/negative相比，HEL/siRNA细胞株TET2基因

表达明显受抑，抑制率高达 52%，增殖活性增强（0.74±0.028

对 0.452±0.031，P<0.05），且低倍镜下集落形成数明显增多

（集落数：507±20对 410±32，P<0.01）。结论 沉默TET2基

因表达可促进HEL细胞株增殖，提示TET2基因功能缺失可

能协同 JAK2V617F突变促进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的进展。

I51. The mechanism of A- to- I RNA editing of

ADAR1 in hematopoiesis
1.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 Hospital, CAMS

& PUMC,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Experimental Hematology,

Center for Stem Cell Medicine, CAMS; Department of Stem

Cell & Regenerative Medicin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

leg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Cancer Medici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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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dical Molecular Biology, Depart-

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Institute of Ba-

sic Medic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School of Basic Medicin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Fengjiao Wang1, Jiahuan He2, Hui Cheng1, Sha Hao1, Jia Yu2,

Tao Cheng1

Introduction In the process of adult hematopoiesi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ematopoietic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s

(HSPC) is accurately regulated. Besides the transcription level,

post transcriptional regulation also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hematopoiesis. Adenosine Deaminase Acting on RNA 1

(ADAR1) converts adenosine(A) to inosine (I) on double-

stranded RNAs, which affects RNA stability or changes the

amino acid sequences, and so on. ADAR1- deficient HSPC

were incapable of reconstituting irradiated recipients and form-

ing differentiated colonies. However, the mechanism under

ADAR1 regulat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HSPC is still unclear.

In this study, we try to unearth the mechanism of ADAR1 in

hematopoiesis based on RNA sequencing of hematopoietic lin-

eages. Methods We sorted high purity of 17 lineages of he-

matopoietic cells by flow cytometry and established the ln-

cRNA library. A-to-I editing sites were analyzed by comparing

transcripts with genomes, and verified by Sanger sequencing.

ADAR1-specific A-to-I hyperedited loci were selected within

coding sequencings (CDS) and long 3′untranslated regions (3′

UTR). Gene A was hyperedited in HSPCs with editing sites lo-

cated in CDS regions. We knocked down the expression of

gene A in HSPC to test its function in hematopoiesis. We also

wanted to see if the editing of gene A contributed to its func-

tion, so we overexpress the edited gene A as well as the wild-

type gene A in HSPC. In 3′UTR regions, we discovered the ex-

pression of several genes varied inversely with their editing

level. We used q- PCR and western bloting to authenticate it.

Results In CDS regions, A-to-I editing of gene A, which is

hyperedited in HSPC, could cause a conformational change

and induce a cytoplasmic to nuclear translocation. RNAi of

gene A in HSPC could impair the function of HSPC, including

reconstituting irradiated recipients as well as forming differen-

tiated colonies, the same with ADAR1-deficient HSPC. Over-

expression of edited gene A but not wild-type gene A, could en-

hance the function of HSPC. In 3′UTR regions, Several genes,

whose expressions varied inversely with their editing frequen-

cies, may prevent the inappropriate activation of the immune

pathway through editing of their repetitive elements. Conclu-

sion The requirement for ADAR1 within the HSPC has not

been explored in detail. We sorted high purity of 17 lineages of

hematopoietic cells by flow cytometry to establish the lncRNA

library. By comparing transcripts with genomes, we discovered

the A-to-I editing and depicted the RNA editing mapping to he-

matopoietic lineages. ADAR1-deficient HSPC were incapable

of reconstituting irradiated recipients and forming differentiat-

ed colonies. We hypothesized that some genes, which had im-

portant functions to HSPC, were edited by ADAR1. Gene A

was hyperedited in HSPC, and RNAi of gene A in HSPC could

impair the function of HSPC, the same with ADAR1-deficient

HSPC. Compared to overexpression of wild-type gene A, over-

expression of edited gene A could enforce the function of

HSPC, such as reconstituting irradiated recipients, and so on.

In 3′UTR regions, editing of the repetitive elements may pre-

vent the inappropriate activation of the immune pathway to

provide a suitable microenvironment for hematopoiesis.

I52.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骨髓中CX43表达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

中心 刘思恒 冉岑霞 李佳 彭贤贵 刘耀 张曦

目的 研究间隙连接蛋白43（CX43）在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骨髓中的表达情况。方法 收集我科近期20例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ALL）患者骨髓活检标本，及 20例正常骨髓

活检标本作为对照，应用免疫组化技术标记CX43单克隆抗

体 。结果 ALL 患 者 骨 髓 CX43 表 达 水 平 为 3585.71

（1149.21），正常对照骨髓为9751.37（4622.75），ALL组CX43表

达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ALL时患者骨髓间隙连接蛋白43表达明显低于正常人。

I53. 人肌源性干/祖细胞对造血干/祖细胞支持作用
的研究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杨婷婷 古晶晶 杨小萍 杨继

辉 郑波

目的 探讨PSC与MEC对造血干/祖细胞（HSPC）体外

扩增的支持作用，及在扩增过程中HSPC的增殖和分化、集

落形成能力。方法 分离获得人体骨骼肌单个核细胞，通过

多参数流式细胞分选术分选，表型为 CD56+CD34+CD144+

CD45-的MEC和表型为CD146+CD45-CD34-CD144-CD56-的

PSC；细胞体外扩增至P5代诱导分化进行细胞生物学特性研

究；利用多参数流式细胞分选术对细胞进行间充质干细胞表

型检测；人脐血CD34+细胞提取和纯化并进行纯度检测；建

立以CD146+ PSC、MEC为滋养层的CD34+细胞体外扩增培

养体系，设立 1、2、4、5周不同时间点对扩增后细胞数量、集

落形成能力和分化能力进行比较。结果 研究结果初步显

示：①无基质细胞的CD34+细胞不能存活；②以人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做阳性对照，人皮肤成纤维细胞（HDF）为阴性对

照，不同时间点分别以PSC、MEC为滋养层CD34+细胞的比

率、集落形成能力与MSC接近，其中以MEC为滋养层CD34+

细胞的比率、集落形成能力低于MSC和PSC，但PSC和MEC

均高于 HDF。结论 MDSPC 来源丰富、取材方便、体外扩

增迅速，且具有自我更新和向造血谱系分化的潜能。研究发

现经分选所得高纯度、活性好的PSC对 HSPC体外扩增具有

一定的支持作用，有望成为HSPC扩增的支持细胞来源。

I54. 骨髓基质细胞CX43表达变化对K562细胞耐
药作用及机制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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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

中心 邓怡 王瑞 杨世杰 李小平 张曦

目的 通过构建体外共培养体系，探讨CML中骨髓基

质细胞（BMSC）CX43表达变化对K562细胞周期、凋亡的影

响，分析该模型下伊马替尼对CML作用效果以及耐药形成

的相关机制。方法 免疫组化染色检测 50例CML患者和

50 例正常对照的骨髓活检标本中 CX43 表达；运用腺病

毒 Ad- shCX43- GFP 转染 BMSC，构建 BMSC- CX43 上调、

BMSCs- CX43 下调以及 BMSC- NC 三种 BMSC 细胞，与

K562 细胞共培养，构建 K562 组、K562+IM 组、K562+IM+

BMSC- CX43 上调组、K562 + IM + BMSC- CX43 下调组、

K562+IM+BMSC-NC组，流式细胞术检测在伊马替尼诱导

下共培养K562细胞周期和凋亡，western blot检测Akt、Erk-

1/2、stat5、P-crkl、β-catenin 等 BCR-ABL 相关分子的表达变

化；Akt抑制剂MK-2206处理共培养K562细胞，流式细胞术

检测K562细胞凋亡变化。结果 部分CML患者骨髓活检

标本中 CX43 表达较正常对照减低。K562 + IM + BMSC-

CX43 下调组中 K562 细胞凋亡减少，且 G0/G1期比例增加；

K562+IM+BMSC-CX43上调组结果相反。上调或下调模型

中K562细胞BCR-ABL信号通路相较于正常对照组无明显

改变，但Akt分子表达存在明显差异。Akt抑制剂MK-2206

能增加各组共培养K562细胞中伊马替尼诱导的细胞凋亡。

结论 CML中K562细胞的凋亡与BMSC中CX43的表达量

呈负相关，下调BMSC中CX43表达可通过激活共培养K562

细胞BCR-ABL非依赖的Akt信号通路降低伊马替尼诱导的

K562细胞凋亡，从而介导耐药。

I55. 人肌源性肌血管内皮细胞的分离、纯化、鉴定及
其对造血干细胞体外扩增的支持作用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古晶晶 杨婷婷 杨小萍 杨继

辉 郑波

目的 探讨MEC对HSC扩增的支持作用，及在扩增过

程中数量及功能、集落形成等指标的变化，比较肌肉组织来

源的人MSC对HSC的体外扩增效力。方法 ①收集手术中

清除的肌肉组织，用胶原酶及分散酶消化，获得单个核细胞，

通过多参数流式细胞术（MP-FACS）分选、纯化出 CD56 +

CD34+CD144+ MEC；②检测 MEC 干细胞生物学特性：多向

分化潜能鉴定（诱导成骨、成脂、成肌）以及间充质marker检

测；③共培养：人脐血CD34+细胞分离提取及磁珠分选，建立

4种不同培养体系进行脐血CD34+细胞的体外扩增：无基质

细胞层、人包皮成纤维细胞、MSC和MEC分别为滋养层培

养体系，设立1、2、4、5周时间点对不同培养体系的体外扩增

效力（对扩增后的细胞数量、集落形成能力）等进行比较。结

果 ①共分离人骨骼肌肉组织14例，年龄（46.36±18.61）岁；

分离肌肉质量为（4.67±1.06）g；每克肌肉可分离出单个核细

胞（2.63±0.34）×106；经 MP-FACS 得：MEC 阳性率为（0.04±

0.01）%，分选得到细胞数为（1.22±0.34）×104；MEC分别在成

骨、成脂和成肌诱导剂下培养，能成功诱导为成骨细胞、成脂

细胞和成肌细胞。间充质marker检测CD44（31.47±6.17）%、

CD73（97.6 ± 0.72）% 、CD90（99.3 ± 0.1）% 、CD105（4.63 ±

3.70）%；对不同培养体系扩增后的细胞数量、集落形成能力

和功能比较：MEC为滋养层培养体系优于人包皮成纤维细

胞和无基质细胞，略低于人MSC。结论 人MEC来源丰富、

取材方便，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的潜能，且对HSC体外

扩增具有一定的支持作用，可以做为HSC基质细胞的来源。

I56. Amphotericin B suppresses M2 phenotypes

and B7- H1 expression in macrophages to prevent

Raji cell proliferation
The first people’hospita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Jing

Zhang, Daolin Wei, Chang Shen, Yin Tong

Background Macrophages in the tumor microenviron-

ment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umorigenesis and anti-cancer drug

resistance. Burkitt's lymphoma (BL) is a B-cell non-Hodgkin's

lymphoma with dense macrophage infiltration. However, the

role for macrophages in BL remains largely unknown. Meth-

ods B7-H1, a transmembrane glycoprotein in the B7 family,

suppresses T cell activation and proliferation and induces the

apoptosis of activated T cells. The expression of B7-H1 in BL

clinical tissues was determined by streptavidin-peroxidase im-

munohistochemistry. The mutual regulation between macro-

phages and BL Raji cells was investigated in a co-culture sys-

tem. The cell proliferation and cell cycle distribution of Raji

cells were determined using BrdU staining coupled with flow

cytometry. CD163, CD204 and B7- H1 expression was as-

sessed by flow cytometry and Western blot. Cell invasion was

analyzed by Transwell assay. The expression of cytokines was

detected by quantitative RT-PCR. Immunofluorescence and al-

logeneic T- cell proliferation assays were used to compare the

expression of B7-H1, p-STAT6, or p-STAT3 and CD3 + T cell

proliferation treated with or without amphotericin B. Results

B7-H1 was highly expressed in tumor infiltration macrophages

in most clinical BL tissues. In vitro, Raji cells synthesized IL-

4, IL-6, IL-10 and IL-13 to induce CD163, CD204 and B7-H1

expression in co-cultured macrophages, which in turn promot-

ed Raji cell proliferation and invasion. Interestingly, antifungal

agent amphotericin B not only inhibited STAT6 phosphoryla-

tion to suppress the M2 polarization of macrophages, but also

promoted CD3 + T cell proliferation by regulating B7-H1 pro-

tein expression in macrophages. Conclusion Amphotericin B

might represent a novel immunotherapeutic approach to treat

patients with BL.

I57. Apoptosis in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in-

duce immunomodulation in vitro
Nanfang Hospital,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Ya Gao,

Ying Xu, Chunyan Yang, Yintian Zhang, Dongmao Zhu, Weiru

Li, Ke Zhao, Yu Zhang, Qifa Liu, Baohong Ping

Objectiv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mmunoregulatory

properties of apoptotic human amniontic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apo- hAMSC) in an inflammatory microenvironment.

Methods hAMSC were derived from amniotic fluid cells.

The cell phenotype of the 3rd passage were detected by 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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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tometry. Transwell co-culture experiments and cell-cell con-

tact co- cultur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consisting of

hAMSC and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stimulated

with phytohemagglutinin (PHA- PBMC), as the positive con-

trol group. While other groups were PBMC without PHA and

hAMSC (PBMC + hAMSC), PBMC and PHA (PHA- PBMC),

hAMSC and PBMC. For apoptosis evalution, the morphologi-

cal features of hAMSC were recorded in different groups, and

apo- hAMSC were analyzed by flow cytometry at 24 hours.

The production of Interferon- γ (IFN- γ),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 (TGF-β1), prostaglandin E2 (PGE-2), soluble human

leukocyte antigen G (sHLA-G),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

α) and interleukin-17A (IL-17A) in the co-culture supernatant

was detected using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

SA), and kynurenine were dectected by spectrophotometer.

CD4+CD25+FOXP3+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in PBMC were

analyaed by flow cytometry. Result hAMSC expressed

CD105, CD73, CD90, while not CD19, CD34, CD45, CD11b,

HLA-DR. In the group of hAMSC and PHA-PBMC, the num-

ber of hAMSC reduced. The morphological features were that

cells shrinked, turned round, separated from the bottle and sus-

pended in supernatant. However, hAMSC in the groups of

hAMSC+PBMC and hAMSCs stayed the same. Apoptosis in

hAMSC cultivated with PHA-PBMC via transwell or cell-cell

contact experiment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group of

hAMSC+PBMC(P<0.05) and hAMSC(P<0.05). In the two co-

culture experments, the secretion level of PGE-2, TGF-β1, sH-

LA-G, and KY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hAMSC with PHA-

PBMC compared with hAMSC(P<0.05) and hAMSC with

PBMC (P<0.05). The level of IFN- γand TNF-α decreased in

hAMSC with PHA- PBMC compared with PBMCs with PHA

(P<0.05). While the level of IL-17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

in hAMSC with PHA- PBMC compared with hAMSC(P<

0.05), hAMSC with PBMC (P<0.05) and PHA- PBMC(P>

0.05). Evident difference of CD4 + CD25 + FOXP3 + Tregs was

shown between hAMSC with PHA- PBMC and PHA- PBMC

(P<0.05). Conclusion Studies reported in this work provide

evidence for immune regulatory function of apoptosis hAM-

SC, PBMC induce extensive early apoptosis in hAMSC. Apop-

tosis in hAMSC need inflammatory microenvirenment and

apoptotic hAMSC still have immunoregulatory effects in cyto-

kines and immune cells.

I58. Knowledge database assisted gene marker

selection for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1. Xinqiao Hospital, Army Medical University; 2. Departmen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Tulane University; 3. Department

of Genomics Research, R&D Solutions, Elsevier Inc.; 4. Unit

on Statistical Genomics, NIMH/NIH Xixi Xiang1, Yuping

Wang2, Hongbao Cao3,4, Xi Zhang1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previously curated

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 risk genes could be lever-

aged in gene marker selection for the diagnosis and prediction

of CLL. Methods A CLL genetic database (CLL_042017)

was developed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CLL-gene relation da-

ta analysis, in which 753 CLL target genes were curated. Ex-

pression values for these genes were used for case-control clas-

sification of four CLL datasets, with a sparse representation-

based variable selection(SRVS) approach employed for feature

(gene) selection. Results For each of the four datasets, SRVS

selected a subset of genes from the 753 CLL target genes, re-

sulting in significantly higher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com-

pared with randomly selected genes(100% , 100% , 93.94% ,

89.39%). The SRVS method outperformed ANOVA in terms of

classification accuracy. Conclusion Gene markers selected

from the 753 CLL genes could enable significantly greater ac-

curacy in the prediction of CLL. SRVS provides an effective

method for gene marker selection.

I59. 基于通用型可调控表达载体的CD19嵌合抗原
受体修饰T细胞系统构建和体外抗肿瘤活性测试
1. 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2. 苏州大学药学院；3. 上海冰枫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孟月生 1 毛新良 2 卢英 3

目的 测试一种通用型可调控表达的CAR载体的抗肿

瘤活性。方法 以经典二代CAR载体为基础，应用分子克

隆技术构建一类通用型可调控表达的（universal & regulat-

able）CD19嵌合抗原受体表达载体（UR-CD19-CAR）。与普

通型CD19-CAR不同的是，UR-CD19-CAR插入一对可精确

偶联的小分子肽结构（A肽与B肽），其一侧（A肽）与细胞内

共刺激分子 CD28、4-1BB 和 CD3-δ结构域链接，另一侧

（B肽）与抗原特异性单链可变区（scFv）链接。将该重组分

子克隆至慢病毒载体后转染供者T细胞，即获得“UR-CD19-

CAR-T”系统；其中的CD19可以方便地替换为其他肿瘤抗

原。应用流式细胞术等方法检测目的基因转染及表达效率，

体外细胞毒性试验测试该系统对B系肿瘤细胞的杀伤率，裸

鼠肿瘤模型测试其体内作用效果。结果 流式细胞检测表

明UR-CD19-CAR-T系统可以高效率在供者T细胞表达；对

CD19 阳性的 Raji 和 Jeko-1 细胞株杀伤率与普通型 CD19-

CAR-T系统相当；小鼠模型证明该系统可显著延长Raji细胞

荷瘤小鼠生存时间。结论 本研究证明所构建的通用型可

调控表达CAR-T系统具备充分特异性的抗肿瘤活性，具有

良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I60. 人肌血管外膜细胞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对造血
干/祖细胞支持作用的研究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 杨小萍 杨婷婷 古晶晶 杨继

辉 郑波

目的 探讨 MSC 的前体细胞 PSC细胞的生物学特性

及其是否具有促进造血干/祖细胞（HSPC）体外扩增作用。

方法 用酶消化人骨骼肌组织，获得单个核细胞（MNC），通

过多参数流式细胞分选术（MP-FACS）分选表型为 CD146+

CD45-CD34-CD144-CD56-的肌PSC，体外培养扩增至p4 代，

进行间充质 Marker 检测及多向诱导分化。免疫磁珠分选获

得高纯度人脐血 CD34+细胞，建立以 CD146+PSC（p3-p8）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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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质层的 CD34+ 造血细胞体外扩增培养体系,并设置分别以

人MSC、人成纤维细胞为阳性、阴性对照培养体系，无基质

层培养体系为空白对照。共培养后以不同时间点对各培养

体系 CD34+细胞数量、集落形成单位数量及流式细胞学检

测 CD34 +、CD45+及 CD14+、CD10+/CD19+百分率进行比较。

结果 ①MP-FACS结果显示，肌PSC在人骨骼肌MNC中占

（0.30 ± 0.07）%；②CD146 + PSC 表达 CD73、CD90、CD105、

CD44等MSC Marker；③新分选的细胞经流式回测，CD146+

PSC 纯度为（92.50±0.50）%，CD146+PSC 存活率为（95.15±

0.67）%；④CD146+PSC 在体外可诱导分化为成骨、成肌及脂

肪细胞；⑤无基质层体系的 CD34+HSC 于最初的 2 周内死

亡，而 CD146+PSC为基质层的培养体系 CD34+HSC存活长

达5周；⑥初步研究显示 CD146+PSC培养体系集落形成单位

与略低于阳性对照组；⑦流式检测显示 CD45+及 CD14+、

CD10+/CD19+百分率与阳性组相当。结论 人 CD146+PSC

具有多向分化潜能，并促进造血干细胞增殖、克隆形成，有望

成为造血干/祖细胞扩增的又一丰富的基质细胞来源。

I61. 自组装肽水凝胶培养体系诱导人胚胎干细胞造
血分化研究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韦聪 王斌生 徐玉林

单威 李侠 李雪 王华芳 于晓虹 黄河

目的 阐明自组装肽水凝胶培养体系对人胚胎干细胞

（ESC）造血分化的调节作用。方法 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

水凝胶和细胞形态。流式细胞术检测分化细胞表面标记。

免疫荧光检测分化细胞CD34表达水平。荧光定量PCR检

测多能性基因、中胚层基因和造血相关基因表达水平。

NOG 小鼠骨髓腔内移植检测分化细胞体内植入功能。结

果 扫描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自组装肽水凝胶为孔径 50~

200 nm的纳米纤维，水凝胶为细胞提供三维支架，诱导分化

过程中细胞团块逐渐增大，诱导分化6~8 d后细胞团块周边

有圆形细胞产生。水凝胶三维体系（3D）中ESC能诱导分化

产生大量CD34+细胞。与拟胚体（EB）培养体系相比，3D体

系中 ESC 更容易分化，分化过程中多能性基因 SOX2 和

NANOG表达下降更快，中胚层基因以及GATA2、HOXB4等

造血相关基因表达更高。另外，3D体系中细胞表面KDR、

CD31、CD144、CD34 和 CD45 表达也显著高于 EB 培养体

系。EB体系诱导的造血细胞未观察到小鼠体内植入功能，

而 3D体系诱导 10 d的造血细胞移植入NOG小鼠后 2周能

检测到髓系细胞、B细胞和T细胞等下游细胞。结论 水凝

胶3D培养体系促进ESC造血分化，分化的细胞具有体内短

期植入功能。

I62.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TH1、TH17

和Treg的免疫调节作用
广东省人民医院、广东省医学科学院、广东省老年医学研究

所 郭礼妍 赖沛龙 耿素霞 陈晓梅 王玉连 黄恬

杜欣 翁建宇

目的 探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来源外泌体对 TH1、

TH17及Treg免疫调节作用，为开发新型治疗移植物抗宿主

病的免疫调节制剂提供实验基础。方法 超高速离心法获

取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培养上清来源的外泌体，通过电镜、

Nanosight和Western blot对外泌体形态、粒径和表面蛋白进

行鉴定。在PHA刺激的人外周单个核细胞体系中，以加入

外泌体共培养为实验组，等体积PBS为对照组，共培养 4天

后，取细胞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实验组与对照组TH1、TH17

和Treg细胞比例，取培养上清通过ELISA检测上清中 IFN-

γ、TNF-α、IL-17及 IL-10的表达水平。用PKH26标记外泌体

后与分选的CD3+ T细胞共培养 12 h，通过共聚焦显微成像

技术观察CD3+ T细胞对外泌体摄取作用。结果 人脐带间

充质干细胞来源的外泌体电镜下呈杯状圆盘形，平均粒径

142 nm，表达外泌体标志性蛋白CD9、CD63。流式细胞术结

果提示：外泌体组Treg（CD4+CD25+Foxp3+）细胞比例明显高

于无外泌体组（P<0.01），而TH1（CD4+IFN-γ+），TH17（CD4+

IL17A+）细胞比例明显低于无外泌体组（P<0.01）。ELISA结

果提示：外泌体组培养上清抗炎因子 IL-10水平明显高于无

外泌体组（P<0.001），而促炎因子 IFN-γ、TNF-α及 IL-17水平

明显低于无外泌体组（P<0.001）。且外泌体能被CD3+T细胞

摄取，大多集中在CD3+T细胞核周围。结论 人脐带间充质

干细胞来源的外泌体能通过被CD3+T细胞摄取，上调Treg

及下调TH1、TH17及其相关炎症因子参与免疫调节，有望成

为新的“非细胞”免疫制剂治疗移植物抗宿主病等免疫相关

疾病。

I63. γ干扰素对红系生成具有双向调控功能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王文天 孙婷 杨洋 赵慧娟 池颖 张健萍 李慧

媛 张磊

目的 进一步明确 IFNγ对红系分化的影响。方法 ①
以脐血来源造血干细胞体外红系分化模型为基础，首先考察

IFNGR1以及 IFNGR2等相关受体的表达趋势；②添加不同

浓度 IFNγ，利用 FACS 等技术考察其对红系分化进程的影

响；③利用Western Blot等技术考察 JAK-STATs通路受 IFNγ

的调控；④利用q-PCR等技术考察 IRF家族蛋白受 IFNγ的调

控；⑤利用慢病毒载体进行下游信号分子过表达，考察 IRF

等对红系分化的影响。结果 ①相比较于TNF-α受体的明

显下降，IFNGR1以及 IFNGR2在红系分化中呈中等丰度稳

定表达趋势；②加药实验发现 IFNγ显著增加红系分化CD71+

CD235a+细胞比例；③信号通路结果证实 IFNγ有效增强了

STAT1、STAT5 等信号分子的磷酸化激活；④对反式因子

IRF1-9进行扫描发现 IRF1上调受 IFNγ激活异常突出；⑤随

后的慢病毒感染实验进一步发现异源 IRF1过表达同样能够

强烈地增加CD71+CD235a+细胞比例。结论 ①IFNGR1以

及 IFNGR2的稳定表达提示红系细胞时刻准备接受 IFNγ信

号调控，随后的分化实验首次发现 IFNγ对红系分化进程具

有强烈的“加速”作用；②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IFNγ可能是通

过增强STAT1、STAT5活化水平以及下游关键信号分子 IRF1

的表达来实现对红系分化的调控作用的；③深入机制探讨同

样首次发现 IRF1确实可以单独有效地加速红系分化进程。

综合已有信息，本研究首次发现 IFNγ对红系生成具有双向

调控功能，即“阻遏早期红系定向，加速末期红系分化”，这为

深入剖析 IFNγ在造血发育中的作用机制以及挖掘其在临床

应用中的潜在价值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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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64. RIPK1抑制剂 SKLB-1126联合西达本胺治疗
FLT3突变AML的实验研究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华西医院血液病研究室；2. 四川大学

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 李军 1 廖丹 1 徐菁 1 杨胜勇 2

牛挺 1

目的 体内外实验研究SKLB-1126联合西达本胺治疗

伴FLT3突变的AML疗效及相关机制探讨。方法 ①West-

ern blot法在 FLT3突变细胞株（MV4-11、Molm-13）、患者原

代细胞中检测p-RIPK1、p-RIPK3及p-MLKL表达，并对比不

同浓度SKLB-1126、Necrostatin-1对RIPK1磷酸化的抑制作

用，选择 SKLB-1126 最佳药效浓度；②MTT 法检测 SKLB-

1126、西达本胺单药和联合用药对MV4-11、Molm-13细胞以

及原代细胞的杀伤作用，Compusyn软件计算协同指数；同时

用流式检测细胞凋亡率；③NOD/SCID小鼠用MV4-11细胞

建立皮下瘤模型并随机分为 6组（溶剂对照组，SKLB-1126

20 mg/kg 组，西达本胺 5 mg/kg、25 mg/kg 单药组、SKLB-

1126 20 mg/kg+西达本胺 5 mg/kg组、SKLB-1126 20 mg/kg+

西达本胺25 mg/kg组），每天灌胃给药。④单药或联合用药

处理MV4-11细胞后，提取 RNA行转录组二代测序。结果

①FLT3 突变细胞株（MV4-11、Molm-13）存在 necroptosis 通

路自发活跃，SKLB-1126在0.1 mmol/L SKLB-1126可完全抑

制p-RIPK1表达，而Necrostatin-1 10 mmol/L才能完全抑制；

②SKLB-1126、西达本胺单药对MV4-11、Molm-13抑制作用

呈时间-剂量依赖性，两药联用具有协同作用；③流式细胞仪

检测 0.1 mmol/L SKLB-1126联合 0.5、1 mmol/L西达本胺作

用MV4-11、Molm-13细胞株有协同促凋亡作用，与4 mmol/L

西达本胺单药水平相当；④SKLB-1126 20 mg/kg+西达本胺

25 mg/kg组肿瘤平均体积最小，抑瘤率约 65%，具有协同抑

瘤作用；且该组 Ki-67阳性率最低、TUNEL阳性率最高；⑤
单用SKLB-1126、西达本胺或联合用药对小鼠脏器均无明显

毒性；⑥与单药组/对照组相比，联合给药组多种促凋亡蛋白

表达增加、抗凋亡蛋白表达减少。二代测序进行中。结论

①SKLB-1126 是一种新型自主研发的 RIPK1 抑制剂，对

FLT3突变AML具有一定疗效，活性明显高于Necrostatin-1，

且具有较好的安全性；②SKLB-1126联合低剂量西达本胺治

疗FLT3突变的AML具有协同效应。

I65. 造血干/祖细胞衰老的细胞记忆机制研究
1. 上海中医药大学；2.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福建省血液病

学重点实验室、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连晓岚 2 许

言午 1 胡海燕 1 康湘萍 1 陈元仲 2 张丽娜 1

目的 通过体外检测衰老造血干/祖细胞（HSC/HSPC）

中衰老相关指标及细胞记忆蛋白 PCG 家族和 TrxG 家族的

基因和蛋白的表达变化，转录组测序（RNA-seq）法分析衰老

造血干/祖细胞中错配修复相关基因的表达差异情况，探讨

造血干/祖细胞衰老的细胞记忆机制及DNA错配修复损伤

机制，从而为丰富衰老的机制学说提供实验依据。方法 用

体外分离的自然衰老小鼠的骨髓造血干/祖细胞作为HSC/

HSPC 衰老模型；采用免疫磁珠分选法体外分离纯化 HSC/

HSPC，通过生化方法检测衰老特异性指标β-半乳糖苷酶活

性，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甲基纤维素法测定混合集落

形成单位（CFU-mix）形成能力；定量实时聚合酶链反应

（qRT-PCR）及Western Blot检测细胞记忆相关蛋白PCG家族

（Ezh2、Bmi- 1、EeD、Mel- 18、Mph1/Rae- 28）和 TrxG 家族

（MLL、TRX）的基因及蛋白表达的变化；基于RNA-Seq筛选

衰老骨髓造血干/祖细胞差异表达错配修复相关基因。结

果 磁珠分选的HSC/HSPC具有较高的纯度；相比于年轻小

鼠HSC/HSPC，衰老小鼠HSC/HSPC中的 SA-β-半乳糖苷酶

阳性细胞百分比明显升高；衰老HSC/HSPC中G0/G1的细胞

比例高于年轻HSC/HSPC，提示衰老HSC/HSPC细胞周期进

展阻滞；衰老HSC/HSPC形成的CFU-mix数量明显减少，表

明衰老 HSC/HSPC 的自我更新及增殖能力下降。衰老HSC/

HSPC的EZH1、BMI-2、EED、MLL、TRX基因的mRNA及蛋

白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年轻组；衰老 HSC/HSPC 的 MEL18、

RAE28 mRNA 表达水平显著高于年轻组。通过转录组测

序，并结合NCBI数据库、GO数据库、KEGG数据库，根据基

因功能及其所在的信号通路筛选并提出 MSH2、MSH3、

MSH6、MLH1、PMS1、PMS2六个典型错配修复基因和Pcna、

EXO1、Rpa1、Rpa2、Rpa3 五个与造血干/祖细胞衰老密切相

关的错配修复相关基因为重要的造血干/祖细胞衰老差异表

达基因。结论 衰老造血干/祖细胞中细胞记忆相关蛋白

PCG和TrxG家族的基因表达发生了改变，破坏了防止细胞

身份发生改变的细胞记忆系统平衡；错配修复与造血干/祖

细胞衰老密切相关。

I66. SENEX gene mediate apoptosis resistance of

leukemia blasts by stress-induced premature senes-

cenc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myeloid leukemia
The Secon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Qianshan

tao, Fan Wu, Yanyun Cao, Xuanxuan Xu, Jiyu Wang, Huiping

Wang, Yangyang Ding, Jun Liu, Jiakui Zhang, Yanjie Ruan,

Ying Pan, Furun An, Can Wu, Zhimin Zhai

Background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 the un-

derlying cause of refractory and relapse is usually related with

apoptosis resistance to anti- tumor drugs. In endothelial cells

(ECs), a novel senescence gene named SENEX resistant to

TNF-α induced apoptosis and limit the inflammatory response

by regulating stress induced premature senescence (SIPS).

However, it remains unknown whether SENEX role in the

apoptosis resistance of leukemia blasts. Methods A total of

67 AML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our study, including 21 new-

ly diagnosed (ND) cases composed of 17 males and 4 females

at mean age of 44 years old (12-81 years old), and 27 complete

remission (CR) cases composed of 19 males and 8 females at

mean age of 40 years old (18-72 years old), and 19 relapse cas-

es composed of 10 males and 9 females at mean age of 39

years old (16-81 years old). Results We found that SENEX

gene expression including the mRNA and protein level was ele-

vated in AML patients. Next, we analyzed the SENEX gene ex-

press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escence and apoptosis in

primary leukemia blasts and NB4 cell lines under the pressure

of low- dose cytarabine (Ara- C). Finally, we investigated that

the SENEX natural expressing cells had a high proportion of

senescence in 12 hours and a low proportion of apoptosis in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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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rs, while the SENEX silencing-down cells had a low pro-

portion of senescence in 12 hours and a high proportion of

apoptosis in 48 hours. Conclusions Our study indicated that

SENEX gene was elevated in AML patients and mediated

apoptosis resistance of leukemia blasts by SIPS, suggesting

that higher SENEX gene expression level might be related

with chemotherapy resistance, even as an important biomarker

in predicting response to chemotherapy.

I67. Recipient- derived allo- iTregs induced by do-

nor DC effectively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do-

nor T cells and reduce GVHD
1. Affiliated Central People’s Hospital of Zhanjiang of Guang-

dong Medical University; 2.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3.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4.

Guangdong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i-

gang Yang1,2, Ruiting Wen3, Jinshan Feng2, Peijie Cao2, Haitao

Zhou4, Wenxin Liu3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potency of recipient-derived,

antigen-specific regulatory T cells induced by different den-

dritic cells (DC) (iTreg) and freshly isolated natural regulatory

T cells (nTreg) in preventing mous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GVHD) after allogeneic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BMT).

Methods CD4 + T cells from recipient BALB/c mice were

stimulated with DC from recipient BALB/c (syn- DC), donor

B6 (allo-DC), and third-party C3H (third-party-DC) mice to in-

duce different iTregs. In parallel, nTregs were isolated from

spleen cells of recipient BALB/c (syn- nTregs) and donor B6

(allo- nTregs) mice using magnetic- activated cell sorting.

Mixed lymphocyte reaction (MLR) assays were performed to

evaluate the suppressive ability of these various regulatory T

cells (Tregs). Both the iTregs and nTregs were transfused to

GVHD mice on days 0, 1, 3, and 5. Body weight, GVHD

score, and survival time were monitored. Peripheral Tregs

were subsequently examined on days 7, 14, 21, and 28 after

BMT, while chimerism was evaluated on days 14 and 60. His-

topathology of colon, liver, and spleen were also performed.

Results DC markedly induced CD25+ and Foxp3+ expression

on CD4+ T cells. The allo-DC-induced Tregs (allo-iTregs) sup-

pressed the proliferation of alloreactive T cells better than the

other iTregs/nTregs in MLR assays (P<0.05). Meanwhile,

transfusion of the allo- iTregs reduced the severity of GVHD

(P<0.05), increased survival time compared with the GVHD

group (P<0.05), and enhanced the chimerism proportion. On

day 28 after BMT, the allo- iTregs group had the highest fre-

quency of peripheral Tregs (P<0.05). Conclusion Recipient-

derived allo- iTregs induced by donor DC included predomi-

nant clones that specifically recognized donor antigens. These

allo-iTregs not only prevented GVHD by suppressing the pro-

liferation of donor- alloreactive T cells, but also promoted en-

graftment, and prolonged the survival of GVHD mice.

I68. 骨髓微环境中ASXL1的缺失通过RNAPII影
响基因转录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

究所）；2.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3. Sylvester Comprehensive Cancer Center, University of

Miami Leonard M. Miller School of Medicine 陈子臻 1 张鹏 2,3

李荣 1 周圆 1 杨逢春 2,3

目的 对骨髓微环境中ASXL1缺失影响造血干细胞命

运的分子机制进行探讨。方法与结果 取OsxCre;Asxl1fl/fl

小鼠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进行转录组测序和ChIP-Seq。转

录组测序结果表明细胞周期，细胞增殖，细胞分裂相关的基

因表达降低。细胞对干扰素-beta反应以及细胞黏附相关的

基因表达升高。我们还发现mRNA转录相关的基因表达降

低。这提示我们 ASXL1 可能和转录相关。ChIP-Seq 表明

ASXL1主要结合在转录起始位点。相关性分析表明ASXL1

和H3K4me3以及RNAPII高度相关，和H3K27me3不相关。

Asxl1敲除后H3K4me3丰度没有变化。我们利用转录组测

序数据将基因分为高、中、低和不表达组，ASXL1和RNAPⅡ
的丰度随着表达降低而降低。这提示我们ASXL1可能通过

RNAPⅡ发挥作用。免疫共沉淀实验证明ASXL1和RNAPII

有结合。Asxl1敲除后，RNAPⅡ的丰度显著降低。转录时，

只有部分RNAPⅡ能进行转录延伸。我们利用RNAPII在转

录起始位点区域和 gene body 区域的丰度比值（TR）定义

RNAPⅡ的转录活性。我们发现Asxl1敲除后TR值降低，而

且有ASXL1结合的基因的TR值变化更大，表达降低的基因

TR值变化更大。说明ASXL1的缺失使得RNAPⅡ在转录起

始位点的结合降低，进而影响了转录。结论 患者和小鼠缺

失 ASXL1 的微环境影响了造血干/祖细胞的自我更新和分

化，说明病态骨髓微环境会对疾病产生不良影响。许多报道

提到ASXL1通过H3K27me3发挥作用。但我们发现在骨髓

微环境中，ASXL1 不是通过 H3K27me3，而是通过 RNAPII

发挥作用。这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ASXL1的功能及其通过

微环境影响造血干细胞的的内在机制，为相关疾病的治疗提

供了新思路。

I69. 通过化疗所致贫血的基因组关联分析发现
ARHGEF12是红系发育关键基因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解杨阳 高

莉 高磊 刘婷 刘萍 焦波 周勇 沈树红

目的 肿瘤化疗往往造成贫血，但即便是同样的化疗强

度，有些患者贫血严重、恢复缓慢，以致于需要反复输注红细

胞，而有些患者的贫血程度较轻。这种个体差异应该和内在

的遗传背景相关。为此我们进行了基因组关联分析

（GWAS）。方法 选取SCMC-ALL2005方案治疗的患者中

缓解后输血量超过8个单位/m2体表面积的病例30例作为高

输血组；而从未输过血的病例为无输血组。对两组患者进行

全外显子测序和GWAS分析。对有意义的多态性位点进行

进行功能研究。确定有功能改变的SNP后进行斑马鱼、人类

细胞株的基因敲低或敲除研究。结果 通过全外显子测序

和GWAS分析发现有251个基因P<0.002，其中OR>4或OR<

0.25的基因 131 个。这些基因中有显著性意义的SNP位点

绝大多数发生在临近外显子的内含子区域。结合公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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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中有核红细胞基因表达数据，表达量超过平均值的基因有

13个，其中ARHGEF12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我们通过连锁

不平衡分析发现，一个位点正好落在红系特异转录因子

GATA1结合序列中。我们通过分析公共数据库的ChIPseq

数据提示这一位点可能和ARHGEF12的表达有关。我们分

选了这一位点不同基因型病例的骨髓幼稚红细胞，并进行

ARHGEF12基因的定量 PCR研究，发现这一位点的多态性

和ARHGEF12表达有关。为了证明ARHGEF12确实和化疗

相关的贫血程度有关，以及内在的机制我们利用红白血病细

胞株 K562 细胞敲低 ARHGEF12 后研究其细胞表型，发现

K562细胞的红系分化能力明显受阻。蛋白质磷酸化芯片提

示ARHGEF12敲低伴随着P38蛋白活性的下降。同时我们

利用Mopholino反义核算技术以及Cas9敲除技术在斑马鱼

胚胎中进行 ARHGEF12 同源基因的敲低或敲除。结果发

现，无论敲低或敲除均可以造成斑马鱼胚胎的红系生成明显

减 少 。 这 种 现 象 可 以 被 P38 激 动 剂 纠 正 。 结 论

ARHGEF12 是人类、斑马鱼红系发育的关键基因。它对红

系发育的影响也影响着肿瘤化疗患者的贫血程度。

I70. CXCR4拮抗多肽纳米胶束联合阿糖胞苷对白
血病小鼠药效学研究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

究所）；2.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3. 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 邢海燕 1 孟洁 2 唐克晶 1 田征 1 徐颖茜 1 陈树

英 1 魏辉 1 饶青 1 王琛 3 许海燕 2 王敏 1 王建祥 1

目的 研究CXCR4拮抗多肽纳米胶束（M-E5）联合阿

糖胞苷（Ara-C）对 AML1-ETO-9a 白血病小鼠的治疗作用。

方法 ①建立AML1-ETO-9a白血病稳定发病小鼠模型，检

测其 CXCR4 表达；②M- E5 动员效果检测：尾静脉接种

AML1-ETO-9a白血病小鼠脾脏细胞至C57小鼠，随机分组，

于皮下或腹腔给以动员剂E5，分别于不同时间经尾静脉取

血检测外周血中白细胞数及白血病细胞数；③M-E5联合化

疗药物Ara-C对 AML1-ETO-9a白血病小鼠的治疗研究：接

种AML1-ETO-9a白血病细胞的C57小鼠随机分为 4组：对

照组、M-E5组、Ara-C组、M-E5 /Ara-C联合组，定期称量体

重，检测小鼠外周血白细胞及白血病细胞，观察小鼠发病情

况和生存期。结果 ①通过AML1-ETO-9a逆转录病毒感染

C57小鼠骨髓细胞发病的白血病小鼠经连续传代获得能够

稳定发病的白血病小鼠，其骨髓CXCR4表达明显高于正常

小鼠；②皮下给以M-E5对小鼠外周血白细胞及GFP阳性白

血病细胞均有较好的动员效果，1hr后即可达到高峰；③经

M-E5和Ara-C治疗后的小鼠在三个疗程内均可观察到小鼠

外周血白细胞及白血病细胞的下降，三个疗程后 M-E5 和

Ara-C组小鼠生存期均有延长，联合组的生存期延长最为显

著。结论 M-E5 和 Ara-C 对 AML1-ETO-9a 白血病小鼠具

有明显的治疗作用，而且M-E5对Ara-C具有增敏作用。

I71. Gata2基因对hiPSC/hESC体外造血分化的影响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刘加军 赵羽 李晓青

目的 探讨 Gata2 基因对人诱导多能干细胞（hiPSC，

A153）和人胚胎干细胞（hESC，H1）的体外造血调控作用的

影响。方法 ①A153/H1与OP9细胞共培养，检测A153/H1

分化过程中 Oct4、Sox2、CD34、和 Gata2 的 mRNA 表达。②
Gata2基因 cDNA序列，pSin载体连接后的质粒转化。经过

菌落PCR，双酶切鉴定及测序来鉴定 pSin-Gata2阳性克隆。

③过表达Gata2的A153/H1与OP9共培养进行造血分化，流

式检测 CD34+细胞百分率，磁珠分选法分选CD34+细胞进行

集落形成实验。④在 A153/H1 中过表达 GATA2，甩片及瑞

氏吉姆萨染色鉴定细胞。结果 ①共培养 8 d后，CD34+细

胞的百分率为 5%~6%。CD34+细胞集落形成实验，得到红

系、粒系、单核系、粒单系等各系集落。瑞氏吉姆萨染色，可

以观察到红细胞、中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巨

噬细胞。Oct4、Sox2 表达逐渐降低，CD34 表达逐渐升高。

A153/H1 中 Gata2 低表达，而在其分化得到的 CD34+细胞、

CFU-M、CFU-GM中，Gata2表达升高；在脐血CD34+细胞中

表达亦较高。②经菌落PCR、限制性核酸内切酶酶切和测序

证实成功构建了Gata2的pSin慢病毒载体。③A153/H1过表

达 BMI1：在 A153/H1 中过表达 BMI1 后，细胞生长速度变

慢，克隆较小而紧密，Oct4表达明显下降。将过表达BMI1

的A153/H1与OP9共培养进行造血分化，共培养第8天细胞

进行流式检测，发现过表达BMI1的细胞CD34阳性率较对

照低。集落形成实验显示，过表达BMI1的细胞分化得到的

CD34+细胞，可以在半固体上产生红系集落、红系爆式集落、

粒系集落、单核系集落、粒单系集落以及混合集落。④A153/

H1过表达GATA2：过表达GATA2后，可以观察到单核巨噬

细胞。RT-PCR检测BRACHY基因及CD34基因的表达明显

升高，粒单系基因表达亦升高，而红系、巨核系、淋巴系基因

表达无明显改变。结论 Gata2基因在A153/H1与OP9共培

养造血分化的过程中表达先升高后下降，Sox2变化不大，集

落形成实验中得到的红系集落和混合系集落更多，说明可能

起到促进造血干/祖细胞功能的作用。

I72. IL-34在骨髓细胞向巨噬细胞分化中的作
用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

所） 刘晓礼 王昊 张东玥 王丽娜 郑国光

目的 通过体外实验探索 IL-34与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

子（M-CSF）在诱导小鼠骨髓细胞向巨噬细胞分化过程中作

用。方法 重组小鼠M-CSF（50 ng/ml）、IL-34（50、100、200

ng/ml）作用于小鼠骨髓细胞 6 d，研究二者在诱导骨髓细胞

向单核细胞分化中的作用；M-CSF（50 ng/ml）诱导小鼠骨髓

细胞 6 d 后，分别用 PBS（对照）、M-CSF（50 ng/ml）、IL-34

（100 ng/ml）、LPS（100 ng/ml）作用3 d，研究其在维持巨噬细

胞表型中的作用。计数巨噬细胞数量并观察细胞形态；用流

式细胞检测法检测巨噬细胞（F4/80+CD11b+）比例、分化抗原

表达水平、细胞增殖和凋亡水平；用RT-PCR方法检测巨噬细

胞M1/M2型相关基因mRNA的表达水平。结果 IL-34促

进小鼠骨髓细胞向单核巨噬细胞分化，并剂量依赖地促进其

增殖；M-CSF、IL-34诱导6 d后，细胞形态均呈纤维梭形；流

式细胞仪检测巨噬细胞比例均高于 85%，但M-CSF组巨噬

细胞绝对计数大于 IL-34组；IL-34组巨噬细胞CD11b和F4/

80平均荧光强度（MFI）显著低于M-CSF组，且二者MFI不

随 IL-34浓度增大而增强；RT-PCR方法分析巨噬细胞表型相

关基因mRNA表达水平发现，IL-34组巨噬细胞 IL-1、IL-6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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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M-CSF组。M-CSF诱导的巨噬细

胞分化 6 d 后，再用 PBS、M-CSF、IL-34、LPS 作用 3 d 发现，

M-CSF、IL-34和LPS组巨噬细胞数量均显著高于PBS组，但

三组间无显著差异；细胞形态上，M-CSF与 IL-34组细胞形

态依然为纤维梭形，LPS 组形态改变为煎蛋样形；LPS 组

CD11b和F4/80的MFI均显著高于M-CSF和 IL-34组，IL-34

组CD11b和F4/80的MFI显著低于M-CSF组。结论 IL-34

可促进小鼠骨髓细胞增殖，诱导其向巨噬细胞分化，并维持

巨噬细胞的表型；IL-34与M-CSF的作用存在差异。

I73. 青蒿琥酯联合硼替佐米通过影响Bcl-2家族蛋白
的表达促进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体外的凋亡及自噬
1.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病研究

室；3. 四川省人民医院；4. 成都军区总医院 胡莲洁 1,2 贾

永前 2 姜涛 3 王甫珏 2 成晓敏 4 黄世华 1

目的 探讨青蒿琥酯联合硼替佐米对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细胞株MV4-11细胞增殖、凋亡及自噬的影响及其作

用机制。方法 MTT法检测青蒿琥酯、硼替佐米单用及两

药联合对MV4-11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

胞凋亡情况，Western blot检测细胞内Bcl-2家族蛋白（Bcl-2、

Mcl-1、Bim、Bax）、Cleaved-Caspase3 及自噬相关蛋白 LC3B

的表达。结果 青蒿琥酯呈浓度和时间依赖性的抑制MV4-

11细胞增殖，作用48 h的 IC50为1.44μg/ml。硼替佐米呈浓度

依赖性的抑制 MV4-11 细胞增殖，作用 48 h 的 IC50 为 8.97

nmol/L。青蒿琥酯（0.75μg/ml、1μg/ml）与硼替佐米（6 nmol/

L、8 nmol/L）分别联合作用48 h，对MV4-11细胞的增殖抑制

率均高于单药组（P<0.05），两药相互作用的协同指数（CI）均

小于 1。1.5μg/ml青蒿琥酯作用MV4-11细胞 48 h的凋亡率

为（15.27±2.18）%，8 nmol/L硼替佐米作用MV4-11细胞48 h

的凋亡率为（19.85±3.23）%，两药联合作用后凋亡率增高至

（81.67±5.96）% ，显著高于单药组的凋亡率（P<0.05）。两药

联合作用MV4-11细胞24 h后细胞内 cleaved-caspase3、促凋

亡蛋白 Bim 及自噬相关蛋白 LC3B 表达上调，抗凋亡蛋白

Bcl-2表达下调。结论 青蒿琥酯联合硼替佐米具有协同抑

制MV4-11细胞增殖和诱导凋亡及促进自噬的效应，作用机

制与Bcl-2家族蛋白表达的改变（抗凋亡蛋白Bcl-2表达下调

及促凋亡蛋白Bim的上调）有关。

I74. 脂肪源干细胞通过 Jagged/Notch信号通路促
进LSK增殖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王洪波 江明 毕晓娟 段

显琳

目的 探究脂肪源间充质干细胞（ADSC）在体外能否

如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一样促进造血干细胞（LSK）

在体外增殖，及其可能机制。方法 ①使用免疫磁珠分选发

分离C57/BL小鼠的LSK细胞，并分别与小鼠ADCS及BM-

SC饲养层进行长期共培养，并于2周及7周分别计数共培养

体系中细胞集落形成数量及细胞数量，比较ADSC及BMSC

体外促进LSK增殖的能力。②对共培养所得细胞进行甲酰

基培养，分析比较二者造血集落形成能力。③使用扫描电镜

检测LSK细胞与ADSC饲养层之间的关系。④使用RT-PCR

及Western Blot方法检测Notch/Jagged 信号通路相关基因及

蛋白在 ADSC、BMSC 及共培养后 LSK 的表达水平。结果

①LSK细胞集落数量在ADCS中随着培养时间的增加而增

加，在 2周时较BMSC少，但在共培养 7周后，ADSC饲养层

仍可出现较多的造血集落，但此时BMSC共培养体系中并造

血集落开始减少。2周时，LSK在ADSC体系中与BMSCs数

量相当，而在7周时，ADSC组中 LKS细胞数量较BMSCs更

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②长期共培养后的LSK细胞在

甲酰基培养中形成造血集落的能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③
在ADCS组或BMSC组，在共培养 2周时，LSK主要以椭圆

形或圆形的形态存在，但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造血干细胞

的伪足不断增大，甚至延长成线性伪足、扁平伪足等，同时造

血干细胞与饲养层细胞以及造血干细胞之间都有伪足及线

性结构相互连接。④BMSC 的 Notch1、Jagged-2、Notch2、

Hes-1 表达基因水平均较 ADCS 稍高。Jagged1 在 ADCS 表

达明显高于 BMSC，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蛋白水平与

mRNA表达一致。⑤与BMSC组相比，ADSC组中LSK在2周

时 Notch 信号通路相关基因表达水平较低，而在 35 d 时，

ADCS组中Notch/Jagged信号通路的表达高于BMSC组，尤

其是其下游信号HES-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Notch信

号信号通路下游被激活。结论 ADSC较BMSC在体外促

进LSK增殖更具有优势，且同样能够保证LSK的造血集落

形成能力，其可能的机制是通过激活Notch/Jagged信号通路

而完成。

I75. 羟基脲通过 P38MAPK 信号诱导 K562 细胞
γ-珠蛋白表达的调控机制研究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盘玲媛 刘容容 赖永榕

目的 探讨羟基脲诱导K562细胞γ-珠蛋白表达过程中

P38MAPK信号的调控作用及机制。方法 试验设立羟基脲

组、羟基脲+SB203580组、等体积SB203580组和PBS阴性对

照组作用K562细胞，RT-PCR检测γ-珠蛋白基因、P38MAPK

基因以及 BCL11A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western blot 检测

γ-珠蛋白、P38MAPK总蛋白和磷酸化蛋白表达水平。结果

①不同处理组γ-珠蛋白基因 mRNA 表达水平有差异（P=

0.000），羟基脲组γ-珠蛋白基因 mRNA 表达量分别是对照

组、羟基脲+SB203580组和SB203580组的 5.75、3.48和 8.21

倍，羟基脲+SB203580组和SB203580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2，P=0.324）。②不同处理组γ-珠蛋白

表达水平有差异（P=0.001），羟基脲组γ-珠蛋白表达量分别

是对照组、羟基脲+SB203580组和SB203580组的1.42倍（P=

0.004）、2.06 倍（P=0.000）和 1.74 倍（P=0.000），而 SB203580

组与对照组和羟基脲+SB203580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19，P=0.260）。③不同处理组 P38MAPK 基因 mRNA

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34）。不同处理组

P38MAPK总蛋白表达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32）；而

各组间磷酸化 P38MAPK蛋白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0），其中羟基脲组磷酸化 P38MAPK 蛋白表达水平

较其他组均升高（P=0.000），其余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④不同处理组BCL11A基因mRNA表达水平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00），羟基脲组BCL11A基因mRNA表达

水平低于其他各组（P=0.000），分别是对照组、羟基脲+

SB203580组和SB203580组的 0.38、0.31和 0.28倍，羟基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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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203580 和 SB203580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37）；

不同处理组KLF1、GATA1、SOX6和TAL1基因mRNA表达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分别为 0.249、0.126、0.981、

0.476）。结论 ①羟基脲通过增强P38MAPK磷酸化水平激

活 P38MAPK信号诱导K562细胞γ-珠蛋白基因mRNA和γ-

珠蛋白表达；②羟基脲可通过激活 P38MAPK 信号抑制

BCL11A基因表达进而诱导γ-珠蛋白表达。

I76. Establishment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human acute monocytic leukemia cell line YBT- 5

with a novel MLL-MLLT3 fusion
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 Zhenhua Wang, Yongjin Shi,

Huihui Liu, Zeyin Liang, Zhixiang Qiu, Lihong Wang, Bo

Tang, Shengchao Miao, Ning Ma, Xinan Cen, Hanyun Ren, Yu-

jun Dong

I77. 骨髓基质细胞对造血干细胞体外生理功能的影
响及机制
1.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2. 攀枝花学院附属医院 汪姝玥 1,2

林凡莉 1 李书坛 1 李晓明 1 黄纯兰 1

目的 探讨骨髓基质细胞（BMSC）在体外对造血干细

胞增殖、黏附、趋化及免疫表型变化的影响及机制。方法

采用全骨髓贴壁培养法提取小鼠骨髓基质细胞，采用mini-

MACS 磁珠分选仪分选小鼠骨髓 CD117+（HSC）细胞；采用

不同共培养模式将 CD117+细胞与骨髓基质细胞进行共培

养。于 1、3、12、24 h检测骨髓基质细胞及HSC细胞的黏附

情况；Transwell迁徙实验检测 24 h后骨髓基质细胞对HSC

迁徙的影响；分别于 1、3、5、7 d置于荧光显微镜下观察荧光

细胞的数量形态变化，并采用计数法及CCK-8法检测造血

干细胞的增殖情况；流式鉴定培养7 d后各组HSC的免疫表

型差异，双抗体夹心ELISA法测定细胞培养上清液中细胞因

子的含量。结果 骨髓基质细胞内含 63.14%间充质干细

胞，在培养瓶底面贴壁生长并可稳定传代；免疫磁珠分选收

获的CD117细胞纯度为98.38%，CD117与Sca-1的共表达率

为 41.30%。BMSC 与 HSC 共同接种后，BMSC 可以促进

HSC的黏附，于12 h黏附作用明显；下室接种BMSC可明显

促进HSC的穿膜迁徙，其机制可能与SDF-1分泌增多有关；

共培养3 d后，细胞形态学显示黏附在饲养层上的HSC细胞

开始显示出了不同的形态，HSC细胞逐渐呈散开平铺状，含

有扁平样伪足、线状伪足的HSC细胞逐渐增多，且随培养时

间的延长与基质细胞结合愈加紧密；共培养1~7 d，共培养组

HSC细胞数量、SDF-1分泌量、VEGF分泌量高于对照组，且

与BMSC接触共培养高于非接触共培养组（P<0.05）；7 d后，

HSC 的 CD117 与 Sca-1 的共表达率分别为接触共培养组

38.07% 、非 接 触 共 培 养 组 27.27% 、HSC 单 独 培 养 组

25.21%。 结论 BMSC 体外能够有效促进 HSC 增殖、黏

附、迁徙等生理功能，其机制可能与细胞间相互接触及分泌

的血管生成因子和趋化因子增多有关；BMSC与HSC共培养

可以维持HSC表面Sca-1的阳性表达，且 2D共培养在维持

Sca-1表达的作用优于Transwell非接触共培养模式。

I78. 胶质细胞成熟因子γ调控胚胎造血干细胞发育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血液学研究所 李

鸿鹄 蔡舒阳 黄河

目的 探索胶质细胞成熟因子γ（GMFG）在调控胚胎造

血干细胞的生成和发育中的作用及分子机制。方法 利用

野生型与系列转基因斑马鱼模型，通过向1~2细胞期的斑马

鱼胚胎显微注射吗啡啉寡核苷酸（MO）敲降GMFG或通过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构建GMFG敲除模型，经原位杂

交和激光成像，观察其对胚胎造血干细胞生成发育的影响。

结果 不同时间点（26、28和36 hpf）野生型斑马鱼胚胎早期

造血干细胞标志 runx1原位杂交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

GMFG敲降组背主动脉腹侧壁（VDA）上的造血干细胞数明

显减少；使用另一晚期造血干细胞标志 cmyb 探针针对 36

hpf野生型胚胎进行原位杂交，结果与上述一致；此外，利用

CD41:eGFP转基因鱼荧光成像发现敲降组胚胎迁移至尾部

造血组织（CHT）的造血干细胞也显著减少；同时发现敲降

GMFG后造血干细胞向淋系细胞分化的能力缺失。而当用

相同浓度MO敲降GMFG做内皮标志kdrl的原位杂交，结果

显示未造成明显的血管发育异常。结论 我们利用斑马鱼

模型证实了GMFG这一全新的调控造血干细胞生成发育的

因子。该研究不仅是对胚胎正常造血过程调控机制的补充，

也将为从体外大量扩增临床上可用于移植的造血干细胞提

供新的视角。

I79. Platelet gene therapy provokes targeted

peripheral tolerance by clonal deletion and

induction of antigen-specific regulatory T cells
1. Fujian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

ratory on Hematology,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

tal; 2. Blood Research Institute, Blood Center of Wisconsin; 3.

Departments of Pediatrics, Medicine, Microbiology and Immu-

nology, and Biomedical Resource Center, 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 4. Children’s Research Institute, Children’s Hospi-

tal of Wisconsin Xiaofeng Luo1,2, Juan Chen2, Jocelyn A.

Schroeder2,3,4, Kenneth P. Allen3, Christina K. Baumgartner2,

Subramaniam Malarkannan2,3, Calvin B. Williams3,4, Jianda

Hu1, Qizhen Shi2,3,4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is strategy can be

applied to induce immune tolerance to a non-coagulant protein

and explored the fundamental mechanism by which immune

tolerance induced by platelet- targeted gene delivery. Methods

and Results We have reported that effective gene therapy for

hemophilia utilizing platelets as a delivery vehicle engenders

profound tolerance to the therapeutic product. In this study, we

used ovalbumin (OVA) as a surrogate non- coagulant protein

and constructed a lentiviral vector in which OVA is driven by

the platelet- specific aIIb promoter. Platelet- specific OVA ex-

pression was introduced by bone marrow transduction and

transplantation. Control mice immunized with OVA generated

OVA- specific IgG antibodies, however mice expressing OVA

in platelets did not. Furthermore, OVA expression in platelets

was sufficient to prevent the rejection of skin grafts from C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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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A mice. To assess the mechanism involved in this tolerance

we used OTII mice that express CD4+ effector T cells specific

for an OVA-derived peptide. After platelet-specific gene trans-

fer, these mice showed normal thymic maturation of the T cells

ruling against central tolerance. In the periphery, tolerance in-

volved elimination of OVA- specific CD4 + effector T cells by

apoptosis and expansion of an OVA-specific regulatory T cell

population. Conclusions These experiments reveal the exis-

tence of natural peripheral tolerance processes to platelet gran-

ule contents which can be co- opted to deliver therapeutically

important products.

I80. 不同双磷酸盐扩增外周血γδT细胞能力的比较
广州市职业病医院 曲佳 詹昱 冯可欣 谭明珠 杨郁

青 巫进明

目的 探讨唑来膦酸和帕米磷酸二钠体外扩增γδT细

胞作用及扩增的γδT 细胞对 K562 细胞的杀伤作用。方法

从健康人外周血分离单个核细胞，分别用唑来膦酸、帕米磷

酸二钠联合 IL-2诱导，在培养的第14天收集细胞计数，采用

流式细胞术检测γδTCR表型，MTT法检测γδT细胞对K562

的杀伤活性。结果 培养至第 14天，帕米磷酸二钠预处理

组γδT细胞比例为（15.96±1.65）%，唑来膦酸预处理组γδT细

胞比例为（78.70±3.12）%（P=0.002），这两组γδT与K562细胞

按 20∶1 共培养后，唑来膦酸组能更高效的杀伤肿瘤细胞

[（93.26±2.71）%对（66.75±6.07）%，P=0.021]。结论 唑来膦

酸及帕米磷酸二钠均可在体外诱导人外周血γδT细胞扩增，

但唑来膦酸的诱导作用明显强于后者，且能有效杀伤K562

细胞。

I81. High expression with PD-1+ Foxp3+ γδ T regu-

latory subsets in 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patients
1. JiNan University; 2.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nan

university Dan Qiu1, Zhenyi Jin1,Tianbi Lan1, Jiamian

Zheng1, Jie Chen2, Shaohua Chen1, Xiuli Wu1,Yangqiu Li1

Objective we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of γδ T cells

functional subsets in CML patients. Methods The peripheral

blood samples from 24 CML patients in chronic phase (CML-

CP) and 7 CML patients in acceleration phase(CML- AP) (22

males and 9 females, median age 35 years, range 15-75 years)

was collected. Seven healthy individuals (4 males and 3 fe-

males, median age 35 years, range 27-75 years) were served as

the controls. The flow cytometry (FCM)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γδ T cells and their subfamilies. Cell surface

staining for FCM was performed with the following: PD-1-PE-

Cy7 (eBioJ105), Foxp3-APC(236A/E7), TCR γδ-FITC (B1.1),

TCR Vδ1-FITC (TS8.2), TCR Vδ2-FITC (15D), FITC isotype

control, PE- Cy7 isotype control, APC isotype control

(P3.6.2.8.1) and PE isotype control (eBM2a). Results We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ropor-

tions of γδ T cells, Vδ1 T cells and Vδ2 T cells between the

CML-CP groups (5.94%, 1.52%, 2.63%) and healthy controls

(HC) (5.92%, 1.32%, 2.65%) (P=0.688, 0.463, 0.943). Howev-

er, the expression proportions of PD-1+ γδ T cells and Foxp3+

γδ T cells of CML-CP (4.18%, 3.86%) were significantly high-

er than that of HC (1.26%, 1.37%) (P<0.001). There was a sig-

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expression of PD- 1 +

γδ T cells and Foxp3 + γδ T cells in CML- CP (r=0.750, P<

0.001).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expression proportions of the

novel regulatory subsets (PD- 1 + Foxp3 + γδ T cells, PD- 1 +

Foxp3+ Vδ1 T cells, and PD-1+ Foxp3+ Vδ2 T cells) in CML-

CP patients (0.30%, 0.107%, 0.114%) were significantly high-

er than that of HC (0.03%, 0.008%, 0.007%) (P<0.001). And

the expression proportions of the novel regulatory subsets in

the CML patients in acceleration phase was also higher than

the patients in chronic phase. Conclusions PD-1+ γδ T cells,

Foxp3+ γδ T cells, and PD-1+ Foxp3+ γδ T cells were highly ex-

pressed in CML patients, and might associate with pathogene-

sis and progress in CML.

I82.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外周血高表达CD266+

Foxp3+γδ+ T细胞亚群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丘丹 蓝天碧 郑嘉勉 金真

伊 陈洁 陈少华 吴秀丽 李扬秋

目的 分析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慢性期（CML-CP）患者

外周血γδ T细胞及其亚群的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一线酪氨

酸激酶抑制剂（TKI）药物治疗疗效的相关性。探讨成纤维

细胞生长因子诱导因子14（Fn14，又称CD266）在γδ T细胞功

能亚群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与临床疗效的相关性。方法 采

用流式细胞术检测CML-CP患者以及正常对照组外周血γδ

T细胞及其功能亚群的表达情况，并探讨γδ T细胞各亚群表

达比例与临床一线 TKI 药物治疗疗效的相关性。结果

CML-CP患者外周血γδ T细胞功能亚群CD266+ γδ+ T细胞、

Foxp3+ γδ+ T细胞、CD266+ Foxp3+ γδ+ T细胞、CD266+ Vδ1+ T

细胞、Foxp3+Vδ1+ T细胞、CD266+Foxp3+Vδ1+T细胞、CD266+

Vδ2+ T细胞、Foxp3+ Vδ2+ T细胞和CD266+ Foxp3+ Vδ2+ T细

胞的表达比例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经过一线TKI药物

治疗后达到完全血液学反应的基础上，达到警告治疗反应或

治疗失败的CML-CP患者外周血CD266+ Foxp3+ Vδ2+ T细胞

亚群比例显著增高。Logistic 回归分析亦显示 CD266 +

Foxp3+ Vδ2+ T细胞亚群的表达比例为CML-CP患者经过一

线 TKI 药物治疗后发生难治的危险因素。结论 CD266+

Foxp3+ γδ T细胞亚群与CML-CP患者的临床一线TKI药物

治疗疗效密切相关。Fn14（CD266）信号通路可能成为复发

难治CML患者的新的治疗靶点。

I83. 体外实时监测造血干/祖细胞分裂的研究
1.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血液研究所；2. 北京大学

基础医学院；3. Department of pathology and laboratory medi-

cine, Lewis Katz School of Medicine, Temple University 田

竑 1 蔡文治 1 王雨辰 2 黄健 3 吴德沛 1

目的 研究正常及恶性造血干/祖细胞的分裂过程，有

助于理解造血干细胞的生理及其恶性转化。方法 在体外

培养环境下，实时监测EVI1-GFP标记的小鼠造血干/组细胞

（HSC）分裂情况；并在培养体系中加入细胞因子、基质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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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研 究 其 对 HSC 分 裂 的 影 响 ；研 究 TET2-/- 和 TET2-/-

FLT3ITD AML小鼠HSC的分裂过程，并观察去甲基化药物

疗效。结果 EVI1-GFP能够作为造血干/组细胞的标记，并

将HSC的分裂归纳为三种模式：对称分裂（symmetric renew-

al），对称分化（symmetric differentiation）和不对称分裂

（asymmetric division）。此外，我们还发现细胞因子和生长

因子组合试剂 STIF 能够促进 HSC 对称分裂，而基质细胞

OP9则能平衡HSC分裂和分化比例。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

在TET2敲除的HSC中发生对称分化的比例明显增高。此

外，TET2-/-FLT3ITD的AML 小鼠HSC分裂方式主要是对称

分裂，而去 DNA 甲基化药物能够逆转 TET2-/-和 TET2-/-

FLT3ITDHSC异常的分裂模式。结论 我们采用了一个新

的体系在体外监测造血干/祖细胞正常及恶性分裂过程，这

将为研究HSC正常生理及恶性转化提供研究基础。

I84. MNK1诱导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eIF4E磷酸化
介导HO-1诱导细胞耐药与增殖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成冰清 王季石

目的 目前研究表明 MNK1 水平与肿瘤发生、发展相

关，为了证实其与细急性髓系白血病的相关性，研究HO-1在

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中对 eIF4E磷酸化的影响，在体外实验

中分别调控 MNK1 和 HO-1 的表达水平，并探讨调控 HO-1

水平后细胞凋亡与周期的改变，及MNK1在其中的作用。方

法 体外培养 HL-60、kasumi-1 细胞株，给予 MNK1 抑制剂

CGP57380 下调细胞 MNK1 水平，实时荧光定量 PCR 和

Western blot 检测HO-1、MNK1、p-MNK1、eIF4E、p-eIF4E等

相关基因及蛋白的表达。分别使用慢病毒转染细胞株上调

及下调HO-1，通过流式细胞仪检细胞凋亡与周期，MTT检

测细胞活性。实时荧光定量PCR和Western blot 检测HO-1、

MNK1、p-MNK1、eIF4E、p-eIF4E等相关基因及蛋白凋亡与

抗凋亡基因在AML细胞中的表达。同时收集初诊、复发难

治、完全缓解AML患者（M3除外）和健康的捐赠者骨髓血样

本，采用Real-time PCR和Western blot检测不同危险分层的

AML 患者骨髓单个核细胞中 HO-1、MNK1、eIF4E 的水平。

结果 AML 患者的预后不良与骨髓单个核细胞中 HO-1、

MNK1、eIF4E 的水平存在相关性。使用 MNK1 抑制剂

CGP57380处理两株AML细胞株后发现随着MNK1抑制剂

剂量增加，P-MNK1、P-eIF4E的水平下降。使用慢病毒调控

细胞 HO-1 水平后，能诱导磷酸化的 MNK1 和 eIF4E 表达。

在使用阿糖胞苷处理后，HO-1调高组凋亡率显著低于HO-1

调低组；在高HO-1组中进一步使用MNK1抑制剂，HO-1的

水平不变 ，但凋亡蛋白Bad、Bax水平上升，细胞凋亡增加，

周期蛋白 p-Rb 增加，细胞周期阻滞在 S 期。结论 调控

AML细胞株中HO-1的水平能影响磷酸化的MNK1、eIF4E

的表达，而抑制住MNK1/eIF4E通路后能有效缓解高HO-1

水平带来的化疗耐药，并使细胞周期阻滞在S期，从而诱导

细胞凋亡。我们的实验表明，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提高

HO-1水平诱导细胞对化疗药物耐药，而其耐药作用或许是

通过MNK1/eIF4E通路来实现的。

I85. 抑制HO-1基因表达增强地西他滨对p15去甲

基化作用的机制研究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高睿 王季石

目的 探索抑制HO-1基因在MDS细胞株SKM-1中表

达的效应及在地西他滨对 p15去甲基化作用中的机制。方

法 培养SKM-1细胞，Hemin与ZnPP IX分别调控SKM-1细

胞内HO-1的表达；设计并构建DNMT1基因的 siRNA载体，

并通过脂质体转染SKM-1细胞沉默DNMT1表达；CCK-8检

测地西他滨处理细胞后的增殖抑制率；Annexin V/PI对细胞

进行双染色，流式细胞术检测凋亡率；Realtime-PCR 分析

p16、p15、TP73、CDH1、ESR1、PDLIM4的mRNA表达；West-

ern Blot 检测 HO-1、DNMT1、DNMT3A、DNMT3B、HDAC、

p15的蛋白表达；甲基化特异性PCR（MSP）分析 p15基因甲

基化程度。结果 CCK-8结果显示抑制HO-1基因表达后，

地西他滨对 SKM-1 细胞增殖抑制率由对照组（53.67%±

0.05%）显著升高到（75.91%±0.05%）；流式细胞术结果显示

抑制 HO-1 表达后，地西他滨处理 SKM-1 细胞的凋亡率

[（44.25±0.05）%]高于单用地西他滨组[（37.70±0.05）%]；MSP

结果显示抑制HO-1在SKM-1细胞中的表达，可以明显增加

p15 基因去甲基化程度，从对照组的（56.44±0.05）%升高到

（80.61±0.05）%；Western Blot结果显示，抑制HO-1蛋白表达

时，增强地西他滨对SKM-1细胞 p15蛋白去甲基化程度，与

其影响DNMT1表达有关；在沉默DNMT1的SKM-1细胞中

上调HO-1的表达，p15去甲基化程度不明显。结论 本研究

显示当HO-1基因受抑制时，DNMT1表达下调，相应的抑癌基

因CDKN2B表达上调，地西他滨对CDKN2B的去甲基化作用

增强，肿瘤细胞凋亡率增加；相反当HO-1高表达时，DNMT1

表达上调，抑癌基因 CDKN2B 表达下调，地西他滨对 CD-

KN2B的去甲基化作用减弱。由此提示，抑制HO-1表达可以

通过抑制DNMT1达到减弱CDKN2B高甲基化状态，从而增

强地西他滨疗效。为MDS的靶向治疗提供一定的实验依据。

I86. 沉默HDAC3通过抑制 JAK/STAT3信号通路
增强MG-132对急性B淋巴白血病细胞的凋亡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郭泳伶 王季石

目的 探讨 smurf2 及 HDAC3 对 B-ALL 细胞的影响。

方法 使用实时荧光定量PCR及westernblot检测了B-ALL

患者中 SMURF2 及 HDAC3 的表达。SUP-B15 及 CCRF-SB

细胞被 MG-132、Sismurf2、SiHDAC3 的小干扰 RNA 及上调

smurf2 的质粒预处理转染，使用流式细胞术及 western blot

对两种细胞凋亡及周期变化进行验证。结果 B-ALL细胞

中 smurf2低表达，而HDAC3呈现高水平状态，在使用MG-

132或质粒上调 smurf2抑或沉默 smurf2均可导致HDAC3变

化，并进一步抑制 JAK/STAT3信号通路引起细胞凋亡。使

用 SiHDAC3 电转染 sup-b15 及 CCRF-SB 细胞并联合 MG-

132 预处理 24 h，沉默 HDAC3 能够抑制 JAK/STAT3 通路来

增强MG-132对细胞的凋亡率，并有望成为改善B-ALL患者

的临床预后的治疗靶点。MG-132引起了细胞G2/M期的阻

滞，并成功抑制了 JAK/STAT3 通路导致了凋亡。结论 沉

默 HDAC3 能够抑制 JAK/STAT3 通路，并进一步增强 MG-

132对B-ALL细胞的凋亡；HDAC3及 smurf2有望成为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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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靶点，改善白血病患者的

生存率。

I87. JAK1/2抑制剂芦可替尼在体外对于天然型和
诱导型调节性T细胞的免疫抑制功能的影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血液学研究所、干

细胞与细胞免疫治疗浙江省工程实验室 黎晓晴 赵妍

敏 林毓 施继敏 黄河

目的 探讨芦可替尼调控 nTreg及 iTreg免疫抑制功能

的作用机制。方法 从健康人外周血分离 nTreg 和 CD4+T

细胞与植物血凝素、IL-2及不同浓度（0.01~100 nmol/L）的芦

可替尼进行共培养，检测其对于 nTreg 的体外扩增影响、

iTreg诱导效率以及两种亚型细胞的免疫抑制能力变化及其

机制。结果 芦可替尼呈可抑制nTreg体外的数目扩增（P<

0.05），且呈浓度依赖性。但在较高浓度（100 nmol/L）下可提

高CD4+T细胞诱导成为 iTreg的比例（P<0.05），并同时提高

nTreg和 iTreg的免疫抑制能力（P<0.01）。关于其机制检测

结果示芦可替尼处理的 nTreg 和 iTreg 表面免疫抑制分子

ICOS（P<0.05）上调且CTLA4有增强表达的趋势，在混合淋

巴细胞反应体系中可抑制 IL6、IL10、TNF-α等炎性分子水平

（P<0.05）。结论 芦可替尼未能增加体外扩增 nTreg数目，

但可增加 iTreg细胞的诱导效率，且增强两种细胞的免疫抑

制能力，以此在GHVD中发挥治疗作用，其机制可通过提高

nTreg细胞和 iTreg细胞表面免疫抑制分子如 ICOS、CTLA4

等的表达，同时抑制炎症因子的分泌。

I88.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耐药中HO-1和EZH2的
作用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何正昌 王季石

目的 研究 HO- 1 和 EZH2 在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MDS）耐药中所起的作用。方法 通过 real- time PCR、

western-blot方法检测100例MDS患者体内HO-1和EZH2表

达情况，并且分别抑制EZH2和HO-1后流式凋亡检测它们

对阿糖胞苷对 MDS 细胞的促凋亡作用的影响，最后分析

HO-1与EZH2两者在耐药方面的相关性。结果 经过治疗

的不同危险分级的MDS患者骨髓血中伴有HO-1表达增高

不同的情况，增高越明显的患者对化疗反应越差，而且这种

情况更多出现于高危/极高危MDS患者。调控HO-1能够增

强MDS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通过药物或者逆转录病毒降

低MDS细胞里HO-1表达后，肿瘤细胞在低剂量化疗药物作

用下，凋亡率明显增高；在高危/极高危 MDS 患者的骨髓

EZH2 表达明显高于正常供者。结论 EZH2 和 HO-1 具有

正相关的关系，HO-1能够促进EZH2对P15的甲基化，使得

MDS细胞对阿糖胞苷耐药。双靶向抑制HO-1与EZH2之后

使用阿糖胞苷能对MDS细胞产生更明显的负向调控影响。

I89. 92例11q23重排阳性急性白血病遗传学分析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胡秀英 王季石

目的 探讨 11q23重排阳性急性白血病（AL）的细胞遗

传学特点。方法 选取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2013年 1月

到 2018年 6月血液科和内科 92例 11q23重排阳性急性白血

病，其中56例儿童和36例成人AL患者，采用流式细胞术进

行免疫学分型，应用 PCR和 10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对标

本进行 43 种融合基因分型。采用短期培养法处理骨髓样

本，并用R显带核型分析和间期荧光原位杂交技术，进行细

胞遗传学检测，为便于分析染色体异常，把患者分为单纯

11q23重排阳性和 11q23重排阳性附加其他染色体异常组。

结果 92例AL患者中，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62例（67.4%），

急性髓性白血病30例（32.6%），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48

例（52.2%）。单纯11q23重排阳性62例（67.4%），其中 t(9;11)

(p22;q23) 14 例，占 22.6% ，t(4;11)(q21;q23) 8 例，占 12.9%；

11q23重排阳性附加染色体异常 30例（32.6%），其中 8号三

体 12 例，占 40.0% ，1q+ 6 例，占 20.0%，9 号三体 4 例，占

13.3%，4号三体4例，占13.3%，7号单体 4例，占13.3%；其他

类型染色体异常12例，占40.0 %；附加染色体异常组有急淋

白血病病例 24例，占该组 80.0%，单纯 11q23重排阳性组急

淋白血病占 5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急性髓性

细胞白血病中附加染色体异常组和单纯 11q23重排阳性组

分别为6例（20.0%）、26例（86.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结论 11q23重排常伴有其他染色体异常，附加染色

体异常主要见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除8号染色体三体及

1号染色体异常以外附加染色体异常也是易见9号和4号染

色体三体。

I90. Allo-HSCT后大剂量环磷酰胺诱导免疫耐受治
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亢倩 王季石

目的 探讨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接受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后应用大剂量环磷酰胺诱导免疫耐受的临床疗

效。方法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血液移植科 2014年5月

至2017年1月应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30例重型再

生障碍性贫血患者（治疗组），预处理方案为环磷酰胺、氟达

拉滨、白舒非联合抗人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移植后+3 d

及+4 d用环磷酰胺（50 mg·kg-1·d-1）诱导免疫耐受，供者接受

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动员，采用骨髓联合外周血干细胞移

植。移植物抗宿主病预防采用环孢素A、吗替麦考酚酯、甲

氨蝶呤等联合免疫抑制剂。选择非同期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治疗 28例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但未移植后使用环磷酰

胺为对照组，统计两组患者移植相关并发症及存活情况。

结果 随访至 2017年 8月，治疗组中位随访时间 20.6（10~

24）个月，全部患者均获造血重建，2 例发生移植物抗宿主

病、1例合并颌面部软组织感染。对照组中位随访时间 22.4

（4~30）个月，全部患者均获造血重建，4例发生移植物抗宿

主病、3例合并肺部感染、2例出现继发性植入不良、移植物

抗宿主病死亡 2 例、肺部感染死亡 2 例、心功能衰竭死亡

1 例，治疗组生存率为 100%，对照组为 82%。结论 Allo-

HSCT后大剂量环磷酰胺诱导免疫耐受治疗重型再生障碍

性贫血安全有效，临床疗效优于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未使用环

磷酰胺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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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91. PIM抑制剂对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凋亡
和增殖的影响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匡兴怡 王季石

目的 研究原癌基因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PIM）在

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患者中的表达以及PIM抑

制剂SMI-4a对B-ALL细胞（CCRF-SB和Sup-B15）增殖、凋

亡和周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其相关机制。方法 我们用

real-time PCR检测PIM在B-ALL患者中的表达情况。进一

步在体外实验中，采用CCK-8法研究 PIM抑制剂（SMI-4a）

对 B-ALL 细胞生长的影响；流式细胞术观察 SMI-4a 对 B-

ALL细胞凋亡和周期的影响；用Western blot检测凋亡过程

中关键因子及 JAK2/STAT3通路的变化。最后，我们选择双

免疫缺陷的NOD/SCID小鼠作为研究对象，予以皮下注射B-

ALL细胞以建立小鼠皮下荷瘤模型。分别予以生理盐水和

SMI-4a腹腔注射处理荷瘤小鼠，最后将各组小鼠荷瘤取出

称重并测量体积，描绘生长曲线；将荷瘤做病理切片后再用

TUNEL法检测B-ALL细胞的原位凋亡情况。结果 PIM在

B-ALL患者中表达明显高于正常对照（P<0.05）。在体外实

验中，用 PIM 特异性抑制剂 SMI- 4a 处理 B- ALL 细胞株

CCRF-SB 和 Sup-B15，结果发现 SMI-4a 以剂量和时间依赖

方式抑制B-ALL细胞增殖，并明显促进B-ALL细胞凋亡，使

得细胞周期阻滞在 G0/G1 期。同时，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

SMI-4a 引起了 Caspase-3、Caspase-9、Bax、P21 的表达升高，

Bcl-2、CDK4 表达降低。此外，我们发现 SMI-4a 明显抑制

JAK2/STAT3 通路的激活，并且这种抑制作用是部分通过

HO-1所介导的。体内实验的结果表明，用SMI-4a处理可以

明显抑制ALL荷瘤小鼠肿瘤的生长并促进肿瘤细胞的原位

凋亡。结论 PIM抑制剂（SMI-4a）明显抑制B-ALL细胞体

内及体外的生长并促进其凋亡及细胞周期阻滞，这种抑制作

用是部分通过抑制 JAK2/STAT3通路激活所实现的。

I92. 调控HACE1表达增强HDAC抑制剂介导的弥
漫大B细胞淋巴瘤细胞的凋亡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李欣遥 王季石

目的 研究 HACE1 在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

细胞中的表达情况，明确 HACE1 对 DLBCL 细胞凋亡的影

响。方法 以初诊或复发的DLBCL患者淋巴结组织作为标

本，采用 Real-time PCR 法和 Western blot 法检测 HACE1 在

mRNA和蛋白水平的表达情况及与病情严重程度和预后的

关系；体外培养 DLBCL 细胞株 LY10 及 LY19，检测 HACE1

在其中的表达。用流式细胞分析检测调控 HACE1 及

HACE1 联合 HDAC 抑制剂后细胞凋亡率变化。结果 ①
HACE1在DLBCL患者中多呈低表达。②HACE1的低表达

抑制LY10及LY19细胞的凋亡。慢病毒调控HACE1，给予

相同浓度的HDAC抑制剂处理不同组细胞，结果显示高表达

HACE1 组细胞存活率低于明显低表达组（P<0.05）。③
HACE1 与 HO-1 的表达呈负相关。④HACE1 表达增高致

HO-1的下调。在临床标本、细胞株肿瘤组织中检测均发现

HACE1 表达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HDAC）及 HO-1

相关。结论 HACE1不仅在DLBAL患者中多呈低表达，而

且调控HACE1能够在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中影响细胞的凋

亡，且在 HDAC 调控 HO- 1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上调

HACE1可以增强HDAC抑制剂介导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

细胞的凋亡，并且降低HO-1的表达水平。

I93. TKI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耐药性及其相关影响
因素分析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廖玉丹 王季石

目的 分析甲磺酸伊马替尼耐药在CML患者中的耐药

性及其相关因素，为 TKI 治疗 CML 患者提供临床参考。

方法 选取 2015年 7月至 2018年 7月在我院接受TKI治疗

的 198例成人CML患者的临床资料和随访结果进行分析，

评价治疗反应疗效，监测细胞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反应，分

析影响获得MR4.5相关因素。结果 198例成人CML患者

随访 24 个月，治疗 3、6、12 个月获得完全细胞遗传学反应

（CCyR）率分别为49.5%、68.1%及75.2%，主要分子生物学反

应（MMR）率分别为40.5%、56.7%及69.9%，多因素分析显示

性别、诊断时 WBC 计数及 3 个月 BCR-ABLIS是获得 MR4.5

的独立影响因素。对发生达沙替尼失败时，92例患者 31例

（33.6%）检测出突变，其中，T315I与E255K突变较为多见，

分别占41.6%及33.3%。COX单因素分析显示白细胞计数、

染色体核型、疾病分期及获得完全细胞遗传学缓解（CCyR）

时间为激酶突变的相关因素。结论 根据患者极限特征和

早期分子生物学反应能够预测MR4.5，有利于减少疾病进展

使患者能够达到长期生存和无治疗缓解的可能。规律监测

CML患者TKI治疗效果，及时换用第二代TKI药物治疗，患

者耐受性良好。

I94. Nrf2、NQO1、HO1基因多态性与自身免疫性疾
病关系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刘敏 王季石

目的 研究表明Keapl-Nrf2-ARE信号通路在全身各系

统疾病及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探讨 Nrf2、

NQO1、HO1基因多态性与自身免疫性疾病关系。方法 回

顾相关文献，分析Nrf2、NQO1、HO1基因多态性与自身免疫

性疾病的发生发展情况。结果 人类全基因组分析证明

Nrf2 所在（2q31）序列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易感候选基因。

三个单核苷酸多态性（-617 C/A、-651C/T、-653 C/T）减少

Nrf2的体外表达，与人类炎症疾病有关。关于362例墨西哥

儿童系统性红斑狼疮研究中发现，Nrf2位点-617 C/A、-653

C/T多态性与系统性红斑狼疮易感性无显著关联。然而，人

口按性别分层后，-653C/T位点CT基因型较CC基因型增加

女性中狼疮肾炎发展风险。在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患

者中，NQO1基因病变区的表达和活性相应增加。多发性硬

化症患者中NQO1基因的活性上调。在迟发性阿尔茨海默

病和帕金森病患者中，NQO1-609C/T位点的TT纯合子个体

率增加，多发性硬化症患者中NQO1-609C/T 位点的TT纯合

子个体率和CT杂合子个体率增加。Buis CI等研究证明患

者接受 HO1-413A/T 位点携带等位基因 A 的供体的肝脏移

植后，移植肝的 1年存活率较高，可能与HO1基因启动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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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变使 HO1 表达增强，更好发挥抗氧化能力有关。结论

Nrf2、NQO1、HO1 基因某些位点的多态性可能影响自身免

疫性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其机制可能是通过启动子区突变

基因调节基因活性，影响相应蛋白质的转录与翻译。进一步

研究可望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预后预测及防治提

供新的思路。

I95. 帕比司他通过ROS-HO-1途径诱导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凋亡机制的研究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禄婷婷 王季石

目的 探讨帕比司他诱导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凋亡机

制；并且探索HO-1在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中的作用。方法

收集正常供者和 ALL 患者骨髓样本，实时荧光定量 PCR、

Western blot在mRNA水平及蛋白水平检测HO-1在其中的

表达情况，研究HO-1高表达对ALL的影响；通过CCK-8流

式细胞术检测检测凋亡，分析帕比司他对ALL细胞及ALL

原代细胞的影响。用Real-Time PCR及Western blot分析帕

比司他对ALL细胞HO-1及相关凋亡蛋白的表达。利用流

式细胞术检测 ALL 细胞中 ROS 的水平，分析帕比司他对

ALL细胞ROS水平的影响及与HO-1的关系。建立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小鼠模型，在体内水平验证帕比司他对ALL

的作用。结果 与正常人相比，HO-1在ALL中高表达，并可

通过抑制凋亡降低ALL细胞对长春新碱的敏感性；帕比司

他在可以显著抑制 ALL 细胞的增殖并诱导 ALL 细胞的凋

亡；帕比司他可下调ALL细胞中HO-1的表达并呈浓度和时

间依赖趋势；帕比司他可显著升高ALL细胞中ROS的水平；

帕比司他诱导的ALL细胞的凋亡是通过ROS/HO-1的途径

来实现的。在ALL NOD/SCID 移植瘤小鼠模型中，HO-1在

瘤组织中高表达；帕比司他可以显著延长移植瘤小鼠30 d生

存率且瘤组织中HO-1的表达显著下降。结论 帕比斯他作

为一种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对ALL有较高的临床应用前景。

I96. Expression of toll-like receptors in peripheral

mononuclear cells in patients with hemophagocyic

lymphohistiocytosis
1.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2. Qindao Women and Chil-

dren's Hospital Changgang Li1, Cheng Yu1,2, Guobin Wang1,

Sixi Liu1, Xiaodong Wang1, Xiuli Yuan1, Huirong Mai1, Feiqiu

Wen1

Objective This study was aimed to further clarify the

pathogenesis of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by studying the

changes of TLR2, TLR3, TLR4, pathyways and major func-

tional substances in Toll- like receptors(TLR)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of children with hemophagocytic syn-

drome,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Methods 18 cases

of primary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and 18 cases of normal

healthy children were selected by case control study. TLR2,

TLR3 and TLR4 protein expressions were detected by flow cy-

tometr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

pression of TLR2, IL-1, INF-α, INF-β, TNF-α in the TLR path-

way and plasma concentrations of which were measured by en-

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 Results ①
TLR2 expression in pe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of

newly diagnosed HLH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healthy control group; TLR4 expression in HLH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②TLR

signaling pathway transduction molecules MyD88 × 10- 1,

TRAF6, IRAK4, TRAM, TRIF, TBK1, IRF3 in HLH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healthy control group

which were detected by PT-PCR. ③The levels of IL-1, INF-

βand TNF-α in plasma of HLH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healthy group (P<0.05), which finally induced

the high expression of cytokines and interferon. The expres-

sions of INF-α in HLH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ignificant (P>0.05). Conclu-

sions ①The expressions of TLR2, TLR3 and TLR4 in pe-

ripheral blood mononuclear cells of HLH patients were signifi-

cantly increased, which is one of the major reason of HLH, and

is significant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LH. ②The

diffreences of MyD88, TRIF, TRAM and other signal molecu-

lar, suggesting that different pathway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HLH play a different role, resulting in different clinical mani-

festations. ③Plasma levels of IL-1, IFN-α, IFN-β, and TNF-α

were up-regulated, suggesting that TLR mediated the immune

response by controling the expression of cytokines in HLH.

The signal molecules of TLR2 and The signal molecules of

TLR4 pathway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ytokines and inter-

feron were up-regulated. ④The activation of TLR2 and TLR4

as well as their pathway, the expression level of the down-

stream substance changes were obviou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LR2 and TLR4 over- activation may lead to the normal

immune system disorders, HLH eventually lead to an impor-

tant factor,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basis in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HLH (specially in EBV-related HLH, TLR2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ease played a more important role).

I97. 低浓度 Staurosporine在慢性髓性白血病中选
择性逆转Bcr-Abl非依赖型TKI耐药的机制研究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马丹 王季石

目的 采用PKC泛抑制剂处理CML耐药细胞株，观察

耐药倍数的变化并阐述其相关分子机制。方法 构建PKC-

α、PKC-β、PKC-δ慢病毒 siRNA 载体转染 CML 耐药细胞株

K562R；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抑制率及耐药倍数；流式细

胞术检测细胞凋亡及周期变化；real-time PCR检测mRNA转

录水平，western blot检测蛋白表达。尾静脉输注肿瘤细胞建

立 CML-NOD-SCID 小鼠模型，分为 K562+伊马替尼组，

K562R+伊马替尼组，K562R+Staurosporine组，K562R+Stau-

rosporine+伊马替尼组，观察小鼠生存期、体重变化，检测外

周血中CML细胞的增殖情况，40 d后处死各组小鼠，测量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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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大小，并对外周血和骨髓内 CML 细胞进行计数。结果

0.5μmol/L 的 Staurosporine 单独处理对 K562R 细胞和正常

CD34+细胞均无显著影响，联合 1μmol/L的伊马替尼可以明

显增加 K562R 的凋亡率。基因及蛋白检测结果显示

0.5μmol/L 的 Staurosporine 对 PKC-α、PKC-β、PKC-δ均有抑

制作用，而分别采用PKC-α、PKC-β、PKC-δ慢病毒 siRNA载

体转染K562R，仅PKC-α组表现出相同的逆转耐药。周期检

测结果显示，这种逆转耐药与G2/M期阻滞相关。在蛋白水

平分析周期相关蛋白发现，PKC-α可通过调控 CyclinA、

CDK1 等周期节点蛋白，抑制细胞增殖，从而实现逆转耐

药。在体内实验中，联合使用Staurosporine和伊马替尼的小

鼠，生存时间更长，体内 CML 细胞的数量目前低于其他各

组。结论 低浓度的 staurosporine可通过靶向抑制PKC-α介

导的G2/M期阻滞，逆转K562R对伊马替尼的耐药。

I98. HDAC抑制剂 4SC-202通过抑制HO-1/HH通
路诱导SKM-1细胞凋亡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王伟丽 王季石

目的 研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1/2/3）抑制剂对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细胞增殖及凋亡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索

其机制。方法 通过实时定量PCR和蛋白免疫印迹检测新

诊断35 例MDS患者中HDAC1/2/3、血HO-1和HH通路中几

个重要的基因平滑肌（SMO）、胶质瘤相关癌基因同源物 1

（Gli1）和Shh的表达。慢病毒和小干扰RNA用于转染MDS

细胞株SKM-1。用4SC-202或Hemin和ZnPP处理后检测到

SMO、GLI1、SHH的表达。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和

凋亡，CCK-8 测定 IC50值和蛋白免疫印迹检测相关蛋白水

平。结果 HDAC1/2/3、HO-1和HH通路中几个重要的基因

在 35例MDS患者标本中的表达随着危险分层升高并成线

性相关；4SC-202在SKM-1细胞中的 IC50值为 500 nmol/L；

4SC-202处理SKM-1凋亡通过下调抗凋亡蛋白Bcl-2和上调

凋亡蛋白Bax等其它凋亡蛋白；4SC-202阻滞SKM-1细胞在

G0/G1 期；增加 HDAC1 /2/3 抑制剂 4SC-202 的浓度减少了

SMO、GLI1、SHH 和 HO-1 表达；下调 HO-1 减少了 SMO、

SHH和GLI1表达，增强了4SC-202对的MDS细胞敏感性并

增加了MDS细胞的凋亡；通过使用公认Hedgehog信号通路

的抑制剂，即 SMO 抑制剂 erismodegib，促进了 SKM-1 细胞

的凋亡。结论 通过调控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I 类和HO-1的

表达是对靶向致癌HH通路是至关重要的。

I99. AR-42增加慢性髓性白血病细胞对伊马替尼的
敏感性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魏丹娜 王季石

目的 研究伊马替尼（IM）与新型泛HDAC抑制剂AR-

42的联合用药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细胞增殖，凋亡及细胞

周期的协同作用，并且探索协同作用的机制。方法 CCK8

测定AR-42和 IM单药及联合用药对K562，K562R增殖的抑

制作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AR-42和 IM单药及联合用药

时凋亡率及周期的变化，Western blot 法检测凋亡相关

cleaved caspase-3、cleaved PARP，周期相关 P21、CDK1 的蛋

白表达以及部分HDAC的表达。结果 AR-42联合伊马替

尼对K562、K562/R细胞的增殖抑制作用比单独用药组效果

明显,并且协同指数CI<1表明AR-42联合伊马替尼对慢性粒

细胞白血病细胞有协同作用。同时联合用药时 K562、

K562R 细胞凋亡率以及 G2/M 期的细胞周期阻滞显著增加

（P<0.05）。与单药组比较，联合用药组可以明显上调

cleaved caspase-3、cleaved PARP、P21 蛋白表达，同时下调

CDK1蛋白的表达。结论 AR-42可以提高慢性髓性白血病

细胞对伊马替尼的敏感性以及逆转 IM 耐药通过调节

HDAC1的表达。

I100. HO- 1 在骨髓基质细胞中的过表达通过
VCAM- 1/VLA4 轴诱导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
VCR耐药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余琨琳 王季石

目的 研究并探索调控骨髓基质细胞（BMSC）中血红

素氧合酶-1（HO-1）影响B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的

耐药性的机制。方法 收集初诊和药物敏感、药物不敏感

（耐药）的B-ALL患者骨髓血样本；Percoll分离液离心获得

临床样本BMSC，Ficoll分离液离心获得临床样本单个核细

胞（MNC）；real- time PCR 检测 BMSC 中 HO-1 和 VCAM-1

mRNA表达及MNC中VLA4的表达，并分析其表达与临床

耐药的相关性；western blot检测HO-1及VCAM-1、VLA4的

蛋白表达；CCK8 检测经各种处理后 B-ALL（SuperB15 和

CCRF-SB）细胞的增殖抑制率；ELISH检测BMSC培养基上

清液中 VCAM-1 的分泌水平；Transwell 检测经处理后 Su-

perB15和CCRF-SB细胞迁徙力的变化。病毒调控BMSC中

HO-1基因表达，SuperB15和CCRF-SB细胞株与病毒调控后

的 BMSC 共培养，流式细胞仪检测凋亡情况及细胞周期改

变。结果 BMSC中VCAM-1的表达高于正常人。而BM-

SC条件培养液中VCAM-1的分泌量均高于正常人，尤其是

B-ALL耐药患者。当在BMSC中上调HO-1表达时，VCAM-

1 在培养基中的分泌增加。相反，当 HO-1 下调 BMSC 时，

VCAM-1分泌减少。此外，VLA4在MNC中高表达且VLA4

表达与B-ALL的耐药性相关。调控VCAM-1的分泌可改变

VLA4的激活，从而调控肿瘤细胞的增殖、凋亡和耐药。结

论 VCAM-1-VLA4轴是调节造血干细胞迁移的重要途径，

其促进细胞的归巢率和细胞分化，然后成熟为外周血导致抗

性。BMSC中HO-1表达的下调通过阻断VCAM-1-VLA4轴

逆转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化疗耐药性。

I101. 反义 STAT3 对CML中K562细胞增殖抑制
和诱导凋亡的作用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张似玉 王季石

I102. 流式微小残留病变与WT1基因在预测急性髓
系白血病复发中的作用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章亚明 王季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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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研究流式细胞术（FCM）监测微小残留（MRD）水

平和WT1基因的表达量水平对急性髓系白血病（AML）的复

发预测及治疗指导方面的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贵州医科

大学血液内科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间收治的152例诱

导化疗后形态学完全缓解的AML患者，其中男 89例，女 63

例，在诱导化疗后和（或）巩固治疗后，采用以 CD45 与侧向

散射光（CD45/SSC）设门的四色荧光标记流式细胞术检测

MRD水平，同时Taqman探针法实时荧光定量PCR监测骨髓

中 WT1 基因的拷贝数，回顾性分析 MRD 和 WT1 基因表达

量与预后的关系。结果 24例MRD阳性的患者最终复发，

其MRD阳性检测时间比形态学诊断时间平均提前 3个月。

诱导化疗后、巩固治疗后的MRD阳性组和阴性组的临床复

发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初次诱导化疗缓解患

者（55%）有 WT1 基因的高表达（WT1/ABL大于0.01），并且

WT1 高表达患者较WT1 低表达患者的复发率更高（P<0.01）。

结论 FCM连续监测MRD水平阳性相比wt1基因高表达在

形态学复发前更早，FCM连续监测MRD水平和WT1基因能

够有效预测AML患者的复发，并指导临床治疗。

I103.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在多发性骨髓瘤中组合探
针的应用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赵江源 王季石

I104. Study of expression of monocyte Toll-like re-

ceptor and its signal pathway with hemophagocyt-

ic syndrome and sepsis
1. Shenzhen Children's Hospital; 2. Qindao Women and Chil-

dren's Hospital Changgang Li1, Cheng Yu1,2, Qianyun Huang1,

Guobin Wang1, Sixi Liu1, Xiaodong Wang1, Xiuli Yuan1,

Huirong Mai1, Feiqiu Wen1

Objective To study the difference of cytokine expres-

sion in TLR and its signal pathway between HLH and septic

children. Methods We continued to collect 18 cases of pe-

ripheral blood in children with sepsis. Using flow cytometry to

detect peripheral blood CD14+ cell membrane TLR (2, 3, 4, 7,

9) expression level; RT-PCR method to detect the mRNA ex-

pression level of signaling molecules of TLRs signal pathway:

MyD88, TRAF6, IRAK4, TRAM, TRIF, TBK1 and IRF3; ELI-

SA method to measure plasma level of IL-1, IL-6, IL-10, IL-

12, IFN-α, IFN-γ, TNF-α. Results ①The expression of TLR

(2, 3, 4) on monocytes in HLH group were observably higher

than those of healthy controls (P all<0.01), (especially marked-

ly increased in TLR2), the expression of TLR7 in HLH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sepsis group, while TLR9

was not increased. ② The mRNA expression of MyD88,

TRAF6, IRAK4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HLH group than

those of control (P<0.01, <0.01 and <0.05 respectively); in

HLH group TLR4 and TLR3 downstream signaling molecules

TRIF, TBK1 and IRF3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 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0.05); TRAM mRNA

expression in HLH group was markedly lower than that of

healthy control group,it w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1),

TBK1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sepsis group. ③ Plasma

levels of IL- 1, IL- 2, IL- 10, IL- 12, INF- γ and TNF-α in the

HLH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IL- 10, IL- 12 and

INF- γ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sepsis group (P<0.05),

there means significance, and the IL-1 and IL-6 in the sepsi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HLH group;the level

of INF-α who in HLH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① the expressions of TLR2, 3 and 4 in HLH

group and sepsis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②the expres-

sion of TLR7 in HLH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LR9 group, but TLR9 was not increased. This suggests

that the pathogenesis of TLR9 may b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an-

imal mice. The pathogenesis of TLR and its signal transduc-

tion pathway. ③ HLH group and sepsis group were all in-

volved in the disease. TLR4 has two different signal transduc-

tion pathways, which may be involved in two pathways and

"imbalance".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ccurrence of

HLH. ③ cytokine levels showed that IL- 10, IL- 12 and INF-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group HLH, while IL- 1, IL- 6

and IL- 6 levels were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in sepsis

group. It can be used as a means of differential diagnosis in

clinical trials.

I105. 单细胞RNA测序揭示人骨髓早期造血细胞分
化发育模式
1.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

究 所）；2. Hematology Branch, National Heart, Lung and

Blood Institut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赵馨 1,2 Shou-

guo Gao2 刘庆国 1,2 武志洁 1,2 Xingmin Feng2 Sachiko

Kajigaya2 Neal S. Young2 张凤奎 1

骨髓造血干细胞历经一个树状的等级分化发育过程，最

终生成各种类型的成熟血细胞。这个等级分化模型主要是

基于对各阶段造血细胞亚群的抗原性表达分析结果而建立

的。为进一步从分子基因表达水平阐明造血早期分化和调

控机制，我们应用微流控单细胞RNA测序技术，对4例健康

供者的骨髓 CD34+造血干祖细胞进行单个细胞转录组分

析。细胞集簇分析结果显示，Lin-CD34+CD38-细胞集中聚集

较为均质，而Lin-CD34+CD38+细胞分散形成多个集簇，呈现

群体异质性。相较于 Lin-CD34 + CD38 +造血祖细胞，Lin-

CD34+CD38-细胞中G1期细胞比例更低、细胞静息相关基因

表达水平更高，提示该群造血干细胞更多处于自我更新或静

息状态。对单个细胞进行RNA表达的发育时序排列，构建

了一个从造血干细胞向巨/红系或髓/淋系双向谱系分化的早

期造血发育路径。随造血干细胞分化，一系列基因的表达水

平呈动态改变：细胞干性相关基因表达下调，而DNA复制、

细胞周期、细胞增殖相关通路的基因表达上调；B/T细胞和

免疫反应相关信号通路在髓/淋系路径表达上调，而血红蛋

白生成、雄激素受体信号通路的基因表达仅见于巨/红系细



·520·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胞。单细胞RNA测序技术揭示了人造血干祖细胞早期分化

发育的布局，在单细胞水平上为研究人造血系统提供了参考

模型和总体框架。

I106. Fenretinide通过诱导NR4A1分子表达及胞浆
定位诱导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凋亡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熊杰 王季石

目的 研究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中通过药物诱导NR4A1

表达对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的凋亡影响及相关机制。方

法 在体外实验中，一方面提取初诊或复发的急性髓系白血

病患者骨髓单个核细胞作为标本，采用Real-time PCR法和

Western blot法检测NR4A1mRNA和蛋白水平的表达情况；

另一方面体外培养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株HL60及Kasumi-

1，予 fenretinide 作用后检测细胞增殖抑制、凋亡情况以及

NR4A1 和线粒体凋亡通路相关蛋白表达情况。用电转染

siNR4A1敲低NR4A1表达以及抑制核输出药物处理后，检

测细胞凋亡率及凋亡蛋白的变化。并通过western blot、免疫

荧光和免疫共沉淀验证NR4A1发挥抗凋亡作用的机制。建

立AML 小鼠模型，尾静脉注射 fenretinide，观察对小鼠生存

时间、血常规、骨髓象、各重要器官中 NR4A1 表达的影响。

结果 ①NR4A1在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中表达明显高于正

常人。②在 fenretinide 作用下NR4A1表达增加呈时间、浓度

依赖的方式。③siNR4A1后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凋亡明显

降低，凋亡蛋白表达降低。④fenretinide 联合 leptomycin 处

理后细胞凋亡蛋白表达降低。⑤fenretinide 作用后 NR4A1

在核提取物中表达降低，线粒体提取物中表达增加，药物处

理后NR4A1与BCL-2相互作用，胞浆中bcl-2 BH3结构域暴

露，发挥抗凋亡作用。结论 fenretinide作用于急性髓系白

血病细胞诱导NR4A1表达并发挥促凋亡效应，此凋亡效应

依赖 NR4A1 核输出作用，NR4A1 由胞核向线粒体定位，与

BCL-2 BH3结构域结合并发挥促凋亡作用。

I107. ZnPPIX联合硼替佐米诱导多发性骨髓瘤细
胞株RPMI8226调亡并下调HO-1基因的实验研究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

省血液病研究所 张照苑 王季石

I108.移植预处理因素环磷酰胺对肝细胞代谢的影响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拾金蕊 赵苹苹 齐昆明 乔建

林 鞠文 徐开林 曾令宇

目的 探讨造血干细胞移植预处理因素——环磷酰胺

对肝细胞代谢的影响。方法 ①采用改进后的Seglen原位

两步灌流法分离培养 8~10周龄C57BL/6小鼠原代肝细胞，

建立原代肝细胞培养体系和原代肝细胞环磷酰胺损伤模型

（药物损伤浓度 15 mmoL/L）。②CCK8 法和流式细胞术分

别测原代肝细胞环磷酰胺组和正常组在不同时间点（6、10、

14、18 h）细胞活力和凋亡情况；收取 6 h环磷酰胺组与正常

组的细胞沉淀，ELISA法检测细胞内糖、脂肪、蛋白质代谢酶

和代谢产物。结果 ①在 2、4、6、8、10 h检测细胞活性和细

胞凋亡，结果显示，随着损伤时间的延长细胞活力逐渐下降，

而凋亡逐渐增加（P<0.05），其中细胞活力在10 h差异最明显

（P<0.0001）；②环磷酰胺损伤肝细胞后，三大代谢各个途径

关键酶活性均升高，且以糖异生、甘油三酯代谢关键酶活性

增强为主；损伤肝细胞后细胞内GLU、FDP、F-2、6-P-2升高，

提示糖分解增强；TG 水平降低[（2.3±0.4）mmol/L 对（1.4±

0.4）mmol/L]，脂酰 CoA水平升高[（0.6±0.1）mmol/L 对（0.9±

0.1）mmol/L]，与甘油三酯途径增强一致；UREA 水平升高

[（0.8±0.1）mmol/L 对（1.2±0.3）mmol/L]，提示氨基酸分解增

强；乙酰 CoA 水平升高[（1.6±0.7）pg/ml 对（7.7±0.7）pg/ml]，

提示环磷酰胺损伤后动员三羧酸循环。结论 ①环磷酰胺

降低原代肝细胞活力，促进细胞凋亡，影响三大代谢途径。

②环磷酰胺导致原代肝细胞三大代谢动员，且以甘油三酯代

谢、糖异生途径增强为主。

I109. TWIST1高效诱导人胚胎干细胞向间充质干
细胞分化
1.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2. 汉氏联合（天津）干细胞研

究院有限公司；3. 细胞产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4. 天津医科

大学肿瘤医院；5.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6. 河北医科大

学 魏艺萌 1 张磊升 1,2 余怡 1 刘莹 4 孙婷 1 霍佳莉 1

宋宝全 5 张文霞 6 林美光 2 王伟强 2 尤亚红 1 池颖 1

张磊 1 韩忠朝 1,2,3

目的 人多能干细胞向间充质干细胞分化，为间充质干

细胞的发育过程和模拟疾病发生提供了研究模型，然而如何

实现定向、高效分化依然制约了上述研究。方法 基于Tet-

on系统建立了融合GFP基因的TWIST1诱导过表达载体，将

其包装慢病毒并感染H1人胚胎干细胞株。通过抗性筛选、

单克隆挑选和蛋白表达鉴定，以构建TWIST1诱导过表达稳

定H1细胞株。添加DOX诱导TWIST1过表达，并在分化过

程中以定量PCR检测多能性标志分子和间质标志分子的表

达，在分化第十天采用流式检测间充质干细胞产生的比例。

结果 成功构建了 TWIST1 诱导过表达载体，建立了

TWIST1诱导过表达H1稳定株。在过表达TWIST1过程中，

多能性标志分子表达降低，间质标志分子表达上升。在分化

第十天采用流式检测发现，TWIST1过表达可促进约60%比

例的间充质干细胞产生。结论 TWIST1可作为编程因子，

高效诱导人多能干细胞分化产生间充质干细胞。这为研究

间充质干细胞的体外发生过程和机理提供了研究模型，为丰

富TWIST1在间质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具有启示意义。

I110. 单倍剂量不足肿瘤抑制基因KMT2D在急性
白血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1.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病研究室；2. 四川大学生物治疗

国家重点实验室 徐菁 1 牛挺 1 刘玉 1,2 陈崇 1,2

目的 明确 KMT2D 在急性白血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与机制，以及其与 KMT2C 在急性白血病发生发展中的关

系，针对机制进行治疗靶标测试以期寻找临床干预策略。方

法 在研究KMT2D在急性白血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时，我

们利用 shRNA 干扰技术敲低 Kmt2d 的表达，q-PCR 验证基

因表达水平正好下调约50%。在p53缺失及Nf1下调的背景

下构建Kmt2d单倍剂量不足肿瘤动物模型，定期检测移植鼠

外周血细胞计数、观察发病情况及分析血涂片与组织病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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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等，研究KMT2D单倍剂量不足对急性白血病发生发展的

影响。在研究KMT2D及KMT2C在急性白血病发生发展中

的相互作用时，我们利用 shRNA干扰技术在同前的背景下

导入Kmt2d及Kmt2c单倍剂量不足，进而通过移植模型研究

两基因同时下调对急性白血病发生发展的影响。结果 定

期检测移植鼠全血细胞计数显示Kmt2d下调的实验组较对

照组同期白细胞数目更高、红细胞及血小板数目更低；实验

组肝脾更大、无病生存期更短；流式显示标记有 shKmt2d绿

色荧光的细胞在骨髓中富集，并携带有髓系或淋系表面抗

原；病理证实实验组发生了急性髓性/淋系白血病。因此认

为Kmt2d单倍剂量不足的肿瘤动物模型构建成功，Kmt2d敲

低50%能促进p53-Nf1缺失诱发的急性白血病的发生。在研

究Kmt2d及Kmt2c相互作用的移植模型中，同时下调两基因

表达组较单独下调各基因时急性白血病发生的时间更早、进

展更快、恶性程度更高。结论 KMT2D是急性白血病发生

发展中的单倍剂量不足肿瘤抑制基因；KMT2D 及 KMT2C

在急性白血病的发生发展中存在协同作用；相关分子机制有

待进一步研究，可为白血病的靶向治疗提供新思路。

I111. 自组装多肽生物材料介导的 3D培养体系较
2D培养体系利于小鼠造血干祖细胞的扩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浙江大学血液病研究所 单

威 韦聪 王斌生 徐玉林 李侠 李雪 王华芳 崔嘉

真 黄河

目的 探究自组装多肽生物材料介导的3D诱导系统在

PSC向HSC扩增的作用。方法 分选小鼠骨髓来源的 c-kit+

细胞，利用 3D自组装多肽生物材料水凝胶联合造血相关细

胞因子及小分子化合物对其扩增，并与 2D同样扩增条件下

作以比较扩增效果，普通光镜下观察 c-kit+细胞生长情况，流

式检测两种不同条件下Lineage-Sca-1+ c-kit+（LSK）细胞比

例，以及向下游各造血谱系细胞分化的程度。CFU克隆形成

实验比较两种不同扩增条件克隆形成能力差别。结果 3D

自组装多肽水凝胶联合细胞因子及小分子化合物，较 2D同

样条件下扩增c-kit+细胞，能更好维持造血干祖细胞，3D环境

中LSK阳性细胞比例较 2D条件下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FU克隆形成实验表明，3D与 2D比较，同样细胞数量条件

下，3D的CFU克隆数比 2D的CFU克隆数高，有明显差异。

结论 自组装多肽生物材料介导的 3D培养体系较 2D培养

体系更有利于维持小鼠骨髓来源的造血干祖细胞干性，并且

利于HSC下游血液各谱系细胞的生长维持，与 2D比较，3D

系统能更好模拟体内，营造维持 HSC 干性微环境，为探究

PSC向HSC分化提供理论依据。

I112. NR3C1基因单倍型表达不足类突变在急性淋
巴细胞白血病耐药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1.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2. 浙江大学血液学研究

所 肖浩文 1,2 丁莹莹 1 高阳 1 王丽朦朦 2 王华芳 2 黄河 2

目的 进一步明确NR3C1基因突变致ALL耐药的分子

机制。方法 通过临床样本研究、ALL细胞株、慢病毒转染、

CRISRP/CAS9 靶向敲除等研究明确 NR3C1 蛋白表达与

ALL 细胞对地塞米松敏感性的关系。全基因转录组测序

（RNA-seq）、Western blot分析可能的机制。结果 ①通过对

5株ALL细胞株（Reh、Jurkat、CCRF-CEM、Nalm6、6T-CEM）

的体外实验证实，内源性NR3C1表达水平与ALL细胞对地

塞米松敏感性呈正相关；②ALL耐药株过表达NR3C1蛋白，

可增强地塞米松诱导的ALL细胞凋亡、抑制细胞增殖，逆转

ALL耐药株对地塞米松的耐药性；③敲除地塞米松敏感的

ALL细胞NR3C1基因，则可以抑制地塞米松诱导的细胞凋

亡作用、使ALL细胞获得无限增殖的能力，获得对地塞米松

的耐药性。⑤RNA-seq检测发现NR3C1蛋白主要参与细胞

凋亡、p53途径、细胞周期等通路的调节。NR3C1蛋白调节

ALL细胞的PI3K相关基因的转录（抑制PIK3CD基因转录，

促 进 PIK3R6、PIK3R5、PIK3R2 基 因 转 录 ，促 进 AKT3、

GSK3β基因转录）；此外，NR3C1蛋白促进前凋亡蛋白相关

基因BCL2L11（编码Bim蛋白）、BMF、BOK转录，抑制抗凋

亡蛋白相关基因 BCL2、BAG2 转录。进一步 Western-blot-

ting证实过表达NR3C1可以促进p-AKT（Ser 473）、p-GSK3β

（Ser 9）表达，促进前凋亡蛋白Bim、Bad的表达，抑制抗凋亡

蛋白Bcl-2、Bcl-xl的表达；敲除NR3C1基因可以抑制p-AKT

（Ser 473）、p-GSK3β（Ser 9）表达，抑制前凋亡蛋白Bim、Bad

的表达，促进抗凋亡蛋白 Bcl- 2、Bcl- xl 的表达。结论

NR3C1 基因单倍型表达不足类突变通过干扰 ALL 细胞内

PI3K/AKT/GSK3信号通路，及影响前凋亡蛋白Bim，Bad及

抗凋亡蛋白Bcl-2，Bcl-XL表达的平衡，使糖皮质激素促凋亡

通路紊乱，赋予ALL细胞无限增殖潜能。

I113. Functional miRNAs enrichment during

ATRA treatment by a microRNA- focused CRIS-

PR-Cas9 library
1.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Fujian Provin-

cial Key Laboratory of Hematology, Fujian Institute of Hema-

tology; 2. City of Hope National Medical Center, Beckman Re-

search Institute Lingyan Wang1,2, Jianda Hu1, Renjang Lin2

Differentiation arrest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leukemia development, miRNAs are posttranscrip-

tional gene regulators that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is proce-

dure. Groups of miRNAs have expression level change during

ATRA induced differentiation, but only a few of them have

been proved to be a functional miRNA that regulates the granu-

lar differentiation. Several CRISPR- Cas9 libraries have been

constructed for genome-scale knockout screens of protein func-

tion; however few libraries have included miRNA genes. Here

we constructed a miRNA- focused CRISPR- Cas9 library that

targets 1594 (85%) annotated human miRNA stem-loops. Us-

ing this sgRNA library, we are able to enrich two sets of miR-

NA that improve or inhibit cell differentiation. For a long-term

ATRA treatment, we also did a positive selection for those

ATRA- resistance associated miRNAs. The LX- miR library is

useful for genome- wide unbiased screening to identify miR-

NAs that involve in ATRA induced differentiation and can be

used in other functional miRNA studies.

I114. Methotrexate-loaded biodegradable poly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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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micelles for lymphoma therapy in mouse model
1.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and Research Laboratory of Hema-

tology,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sity;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Biotherapy, West China Hospital, Sichuan Univer-

sity Mengyao Wang1, Ying Qu1, Zhiyong Qian1,2, Ting Niu1

Objective We designed a self- assembled micellar sys-

tem to load MTX to overcome water solubility and to enhance

therapeutic efficacy while reduce toxicity. Methods Mono-

methyl poly (ethylene glycol)- poly (ε- caprolactone) (MPEG-

PCL) our group previously synthesized was employed to load

MTX through a one-step solid dispersion method. The prepara-

tion was done without any surfactants, organic solvents, or vig-

orous stirring. Results MTX loaded micelles had a small par-

ticle size of (25.64±0.99)nm and polydisperse index (PDI) of

0.176 ± 0.05. Drug loading and encapsulation efficiency of

MTX loaded micelle were (5.57±0.14)% and (92.46±2.38)%,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free MTX, MTX loaded micelles

demonstrated a much slower and sustained release behavior in

vitro. MTT assay and cell apoptosis study suggested that MTX

loaded micelles were more effective in inhibiting proliferation

(P<0.05) and inducing apoptosis (P<0.01) on Raji lymphoma

cells than MTX treatment, which was especially distinct in

high dose groups (38.78% vs 22.17% ). Cellular uptake study

indicated that MPEG-PCL micelle had a 1.5 times higher up-

take rate in Raji cells. As for in vivo studies, MTX loaded mi-

celles were more competent to suppress tumor growth (P<

0.01) and prolong survival time than MTX injection (P<0.05)

in the subcutaneous Raji lymphoma mouse model. Notably, the

high dose group of micelle formulation exhibited the strongest

anti- tumor effect without additional toxicity. Furthermore, im-

munofluorescent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studies showed

that tumors of MPEG-PCL-MTX treated mice had more apop-

totic cells (P<0.05) and fewer proliferative cells(P<0.01). Con-

clusions In this work, MPEG-PCL-MTX micelle was fabri-

cated with a thin- film hydration method to improve the water

solubility of MTX an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intravenous

administration，which was stable, safe, effective, easy to pro-

duce and scale up, and showed potential clinical application.

The enhanced therapeutic efficiency of MPEG-PCL-MTX mi-

celle might be attributed to EPR effect, which increased drug

accumulation in the tumor site. Besides, compared with MTX

injection with highest concentration in our experiment, MPEG-

PCL-MTX micelle with lowest concentration achieved similar

or better therapeutic outcome, which indicated the amount of

drug could be reduced to achieve the same therapeutic efficien-

cy and alleviate adverse effects towards normal tissues and or-

gans. Moreover, MPEG-PCL-MTX micelle of high dose (7 mg/

ml) achieved great therapeutic advantage without obvious tox-

icity, which makes micelle an effective and safe choice when

HD-MTX is clinically employed.

I115. 硼替佐米纳米粒/水凝胶复合给药体系的构建

及其对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研究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曲莹 刘志刚 郑宇欢 牛挺

I116. 金雀异黄素对血小板微颗粒诱导的类风湿关
节炎成纤维细胞样滑膜细胞迁移和侵袭的影响
苏北人民医院、扬州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扬州市红十字中

心医院 沈芹 柳桂萍 王雯雯 胡君 周玮 刘家欢

王慧 沈维干 张育

目的 探讨金雀异黄素（Gen）对血小板微颗粒（PMP）

诱导的类风湿关节炎（RA）成纤维细胞样滑膜细胞（FLS）迁

移和侵袭的影响，并探究其可能的机制。方法 应用CCK-8

试剂盒检测 Gen 对 PMP 作用后 RA-FLS 活力的影响；通过

Transwell 细胞迁移、侵袭实验以及细胞与细胞外基质

（ECM）的黏附实验探究Gen对PMPs诱导的RA-FLS迁移、

侵袭以及与ECM黏附的影响；通过免疫荧光染色，观察Gen

对PMP作用后RA-FLS应力纤维的分布、丝状和片状伪足形

成的影响；用 Western Blot 检测 Gen 对 PMP 作用后 RA-FLS

中NF-κB信号通路组分的影响。结果 Gen对PMP诱导的

RA-FLS的活力无明显影响；然而，Gen可抑制 PMP诱导的

RA-FLS的迁移、侵袭及黏附；同时，Gen可减少PMP作用后

RA-FLS片状伪足的形成，促进应力纤维的增粗；此外，Gen

能够下调 PMP 诱导的 RA-FLS 中 p-IκB、p-NF-κB 的表达。

结论 Gen 可抑制 PMP 激活的 NF-κB 信号通路，影响 RA-

FLS 的肌动蛋白细胞骨架装配，从而抑制 PMP 诱导的 RA-

FLS与细胞外基质的黏附、迁移和侵袭。

I117. 人源化NSG小鼠的免疫系统修饰与重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蔡坤 赵维莅

目的 探究人脐血CD34+细胞在体外基因修饰与移植

于非肥胖性糖尿病/重症联合免疫缺陷（NSG）小鼠后的免疫

系统重建作用。方法 免疫磁珠分选人脐血CD34+细胞，体

外培养扩大，并使用慢病毒系统修饰相关基因，使用流式细

胞术分选目的细胞群，并鉴定CD34+细胞基因型与该蛋白表

达情况，得到基因修饰后的CD34+造血干细胞群；经外侧尾

静脉注射/骨髓腔内注射移植于致死计量（2.5Gγ剂量）辐照

的NSG小鼠，移植后 4、6、8、10周流式细胞术动态监测小鼠

外周血人源 CD45+、CD3+、CD56+细胞的数量，分离小鼠脾

脏、肝脏中淋巴细胞，鉴定修饰后人源化程度；10周后鉴定

小鼠血液系统中基因修饰情况。结果 NSG小鼠经照射后

未进行移植的小鼠均无法存活，达到理想的清髓效果；体外

修饰的人脐血CD34+细胞经测序检测能够发现目的基因的

修饰，经蛋白杂交显示有目的蛋白的表达；移植后小鼠肝脾

中分离出高比例的人源化淋巴B/T细胞，移植后小鼠4、6、8、

10周流式细胞术检测人源性CD34+、CD45+细胞比例随时间

增加逐渐增高，且检测出人源化NK/T细胞，测序检测小鼠血

液淋巴细胞基因发生编辑，未处理对照组中均没有发现编

辑。结论 经照射后的NSG小鼠通过移植基因修饰后的人

脐血CD34+细胞成功地建立了修饰型 hu-NSG模型，并有效

的重建了小鼠免疫系统。

I118. Differentiation associated miRNAs en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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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during ATRA treatment by a microRNA-fo-

cused CRISPR-Cas9 library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 Union Hospital, Fujian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Hematology, Fujian Institute of Hematolo-

gy Lingyan Wang, Jianda Hu

Differentiation arrest has been considered a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leukemia development, miRNAs are posttranscrip-

tional gene regulators that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is proce-

dure. Groups of miRNAs have expression level change during

ATRA induced differentiation, but only a few of them have

been proved to be a functional miRNA that regulates the granu-

lar differentiation. Several CRISPR- Cas9 libraries have been

constructed for genome-scale knockout screens of protein func-

tion; however few libraries have included miRNA genes. Here

we constructed a miRNA- focused CRISPR- Cas9 library that

targets 1594（85%）annotated human miRNA stem-loops. Us-

ing this sgRNA library, we are able to enrich two sets of miR-

NA that improve or inhibit cell differentiation. For a long-term

ATRA treatment, we also did a positive selection for those

ATRA- resistance associated miRNAs. The LX- miR library is

useful for genome- wide unbiased screening to identify miR-

NAs that involve in ATRA induced differentiation and can be

used in other functional miRNA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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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实验诊断

J1. 10例低原始细胞AML伴 t（8; 21）（q22; q22）免
疫表型分析
北京海思特临床检验所 刘丽媛 王绪华 邵萌 崔立

敏 吕冬梅 秦晓明 王显凤 吴纯斌

目的 探讨原始细胞不足 20%，染色体或FISH或融合

基因证实存在 t（8;21）（q22;q22）或 ETO 基因阳性病例的免

疫表型特点。方法 采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检测、CD45/

SSC散点图设门方法，分析了10例原始细胞不足20%，但最

终诊断为AML伴 t（8; 21）（q22; q22）的免疫表型。结果 10

例低原始细胞的 AML 伴 t（8; 21）（q22; q22）病例均表现为

CD34+或CD117+细胞比例增高但不足20%，伴或不伴CD19、

CD56的表达，粒细胞分化异常，CD13dim/-CD15+CD11b-CD16-

CD38+的幼稚髓系细胞比例增高，粒细胞异常表达 CD56。

结论 在流式免疫表型分析中，如果遇到原始细胞比例增高

但低于 20%，伴或不伴 CD19、CD56 的表达，粒细胞分化异

常，CD13dim/-CD15+CD11b-CD16-CD38+的幼稚髓系细胞比例

增高，伴粒细胞异常表达 CD56 的病例，应结合染色体或

FISH或融合基因检测排除AML伴 t（8; 21）（q22; q22）。

J2. FLAER试验在 1125例贫血患者PNH克隆筛查
中的应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郭程娱 刘延方 王冲 张秋

堂 孙慧 廖林晓 何琛 万鼎铭 白俊俊 姜中兴 刘

若阳 马杰 孙玲 陈胜梅 侯降雪 汤平 王萌

目的 探讨荧光标记的嗜水气单胞菌溶素变异体

（FLAER）试验在贫血患者的检出率及其对贫血患者PNH克

隆筛查的意义。方法 回顾性分析1125例贫血患者的相关

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流式细胞术检测粒细胞和单核细

胞表面FLAER的表达及红细胞表面CD59的表达，871例患

者进行了Ham试验。结果 1125例贫血患者中，FLAER试

验阳性者 89 例（7.91%），CD59 试验阳性者 43 例（3.82%），

Ham 试验阳性者 9 例（1.03%）。 PNH 患者中，粒细胞

[（73.69±29.00）%]与单核细胞[（76.31±23.78）%]FLAER缺失

率均高于CD59试验[（11.16±22.02）%]、Ham试验阳性率（P=

0.000），而粒细胞FLAER缺失率与单核细胞FLAER缺失率

无明显差异（P=1.000）。FLAER 试验阳性的 89 例患者中，

PNH 患者粒细胞及单核细胞 FLAER 缺失率 [（76.32 ±

25.74）% ，（75.40 ± 25.61）% ] 均高于非 PNH 患者 [（14.24 ±

23.30）%，（17.13±26.54）%]（P=0.000）。结论 FLAER 试验

对于筛查贫血患者PNH克隆、诊断PNH，比CD59试验、Ham

试验更敏感，更特异。FLAER 试验对于 PNH、AA、MDS 等

贫血性疾病的鉴别诊断有重要作用。

J3. 温度、时间及抗凝剂对流式细胞术检测T淋巴细
胞亚群的影响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任方刚

目的 探讨流式细胞术检测T淋巴细胞亚群的理想温

度、时间及抗凝剂。方法 随机采集健康人志愿者全血 6

份，分别用不同的抗凝剂抗凝，4 ℃及室温（18～25 ℃）保存，

在不同时间点（0.5、2、5、24、36、48及 72 h）分别使用荧光抗

体标记，后上机检测；对同一份标本平行标记后，平分存放于

4 ℃及室温，在不同的时间节点（0.5、1、3、5、7、24 h）检测

CD3+T 淋巴细胞、CD3+CD4+辅助性 T细胞、CD3+CD8+杀伤

性 T 细胞的阳性率及荧光强度。结果 1小时内上机检测，

枸橼酸钠、肝素、乙二胺四乙酸三种抗凝剂，避光与否，孵育

温度（室温和 37 ℃）等因素对检测结果均没有明显影响；与

EDTA抗凝，室温避光标记，40 min内上机检测结果比较，标

本室温保存时，CD3+T淋巴细胞和CD3+CD4+辅助性T细胞

在48小时检测结果出现变化，而CD3+CD8+杀伤性 T 细胞在

72小时出现变化；标本存放于4 ℃，CD3+T淋巴细胞和CD3+

CD8+辅助性 T 细胞在 2 小时检测结果出现变化，而 CD3+

CD4+杀伤性 T 细胞在5小时检测结果出现变化。标记后，无

论标本存于室温还是 4 ℃，CD3+T淋巴细胞和CD3+CD4+辅

助性T细胞在 24小时结果出现变化，而CD3+CD8+杀伤性 T

细胞在 1小时就发生了变化。结论 1小时内上机检测，抗

凝剂，避光与否，孵育温度对检测结果无明显影响；抗凝标本

应在室温保存，48 h内完成检测；标记后标本应于 1小时上

机检测。

J4. 多参数流式细胞术监测CBF-AML微小残留病
的临床意义
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科 冯雅青

目的 研究多参数流式细胞术监测白血病微小残留病

(MRD) 在 CBF-AML 中的临床价值，探讨其在判断疾病复

发、预后及指导个体化治疗等方面的作用。方法 选取

2014至 2016年于大同市第三人民医院血液科初诊为CBF-

AML 36 例 患 者 。 其 中 ，t（8；21）（q22；q22）/RUNX1-

RUNX1T1 20 例；inv(16)(p13.1q22)/CBFB-MYH11 16 例，共

144份骨髓标本进行MRD检测。其中，男19例，女17例，平

均年龄49（20~60）岁。给予CBF-AML诱导化疗采用标准 IA

(去甲氧柔红霉素+阿糖胞苷)或DA(柔红霉素+阿糖胞苷)方

案1~2个疗程，强化治疗采用HD-Ara-C方案，巩固治疗采用

DA、AA(阿克拉霉素+阿糖胞苷)、HA(高三尖杉酯碱+阿糖胞

苷)等方案交替，分别在诱导缓解后及巩固治疗前后取患者

6~8张骨髓涂片作形态学分析，同时采集 2管骨髓 2~5ml用

MFC做MRD检测。结果 MFC为阳性或阴性，MRD阳性

组在首次诱导化疗结束、巩固化疗3个月、巩固化疗6个月、

巩固化疗 12 个月的复发率分别为 25.0%、18.9%、18.5%、

20.0%，MRD 阴性组均为 0，MRD 阳性组与 MRD 阴性组复

发率相比较，首次诱导化疗结束（χ2 =7.360，P<0.049）、巩固

化疗3个月（χ2 =7.360，P<0.049）、巩固化疗6个月（χ2 =7.360，

P<0.049）、巩固化疗 12 个月（ χ2 =7.360，P<0.049），4 个时间

点的复发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在CBL-

AML治疗阶段，采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监测，当MRD为阳

性时，提示疾病复发风险增加，MRD 阴性为，复发风险降

低。因此，MRD的监测可以预测AML的复发，可以指导个

体化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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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5. 多发性骨髓瘤患者FISH检测分析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高艳

目的 分析多发性骨髓瘤（MM) 患者细胞遗传学危险

因素及其与预后相关性。方法 采用间期荧光原位杂交技

术(I-FISH )，分析 96例MM患者染色体核型异常的发生率。

结果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1 月收治住院的初诊 MM 患

者，其中男性52例，女性44例，中位年龄59 (24 ~81) 岁。46

例患者检出不同类型的核型异常，阳性检出率占 51%；del

17p（P53）、-13（D13）、del 13q（RB1）、1q21、IgH的检出率分别

为2.1%、26%、27.1%、32.3%、26%；其中1~2种核型异常者25

例（26%），3种以上核型异常者 24例（25%）。结论 I-FISH

作为MM患者常规检测方法之一，检测率较高，能对MM患

者更好地实施预后分层和治疗。

J6. 实验诊断学病例题库建设与教学实践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李建兰

目的 为了使医学生早临床、早实践，尽早培养临床思

维能力。方法 建设适用于低年级医学生的实验诊断学教

学病例题库，探讨在实验诊断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结果

设计的病例题库能够满足低年级医学生的教学要求。

结论 早期接触临床病例有助于医学生对实验诊断学教学

内容的理解，把基础医学知识和临床疾病诊断有机结合，提

高综合分析病例的能力。

J7. 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检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细胞
遗传学异常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红十字医院） 任娟

目的 探讨荧光原位杂交(FISH) 技术在检测多发性骨

髓瘤(MM) 染色体异常中的应用价值及 p53缺失、13q14 缺

失、IGH相关易位和 1q21扩增的发生率。方法 应用一组

探针（p53、RB1、D13S319、IGH、1q21）和FISH技术检测MM

的染色体异常并分析其在临床应用中的意义。结果 108

例患者年龄在 40～81岁，其中男性 61例，女性 47例。51例

（47.2%）检出异常，其中p53阳性的6例（5.6%），RB1阳性的

34例（31.5%），D13S319阳性的32例（29.6%），IGH阳性的22

例（20.4%），1q21阳性的 36例（33.3%），复杂核型（两种或两

种以上异常）的35例（32.4%）。结论 FISH技术在分析MM

染色体异常方面是一种较为快速、准确和敏感的方法，对

MM 的发病机制、早期诊断、临床治疗和预后具有重要价值。

J8. 骨髓穿刺术成功率的方法与技巧体会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江燕

目的 探讨门诊骨髓穿刺一次性成功的技巧。方法

选取门诊1929例骨髓穿刺术的患者，定位正确，穿刺针的型

号恰当，穿刺的深浅度准确，操作规范，技术娴熟，抽吸骨髓

适量，涂片迅速，且有良好的心理素质。结果 通过正确的

穿刺方法，掌握操作要领，骨髓穿刺成功率明显提高（P<

0.01）。结论 掌握了骨髓穿刺的方法和技巧，提高了骨髓

穿刺术的质量，骨髓穿刺一次性成功率非常高，需行骨髓活

检的患者非常少，减轻了患者的痛苦和负担。

J9. IgH和TCR基因重排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
相关性研究
北京航天中心医院 王筝 万春超 张岚

目的 研究 B 细胞和 T 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B-

ALL和T-ALL）患者发生免疫球蛋白重链（IgH）和T细胞受

体（TCR）基因重排的情况。方法 用聚合酶链反应（PCR）

和 GeneScan 的方法检测 IgH、TCRγ、TCRδ基因重排。结果

共检测 86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者中 B-ALL 62

例，基因重排阴性 19例（30.6%），只有 IgH基因重排阳性 24

例（38.7%），只有TCRγ和（或）δ基因重排阳性5例（8.1%），既

有 IgH又有TCR基因重排 14例（22.6%）；其中T-ALL 24例，

基因重排阴性 6 例（25%），只有 IgH 基因重排阳性 1 例

（4.2%），只有TCRγ和（或）δ基因重排阳性 14例（58.3%），既

有 IgH又有TCR基因重排3例（12.5%）。结论 B-ALL患者

常同时出现 IgH和TCR基因重排，但以 IgH基因重排为主。

T-ALL患者以TCR基因重排为主，较少出现 IGH基因重排。

J10. 一例伴EBF1-PDGFRB融合基因的Ph样急性
B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基因检测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冯菁华 周丹燕 陈婉华 汤愿

笑 陈禹欣 任玉霞 朱瀛

目的 Ph 样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 (B-lymphoblastic

leukaemia/lymphoma,BCR-ABL1-like)是 2017 年版 WHO 提

出的以基因异常为主要分型特征的白血病，EBF1-PDGFRB

为Ph样B-ALL常见的融合基因之一，携带该融合基因的患

者对ABL类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伊马替尼、达沙替尼)治疗

反应显著。荧光RT-PCR广泛应用在多种白血病基因检测中

,EBF1-PDGFRB可作其检测靶基因。方法 患者,女性,41岁

,血常规检查示WBC 27.5×109/L，Hb 71g/L，PLT 53×109/L；用

流式细胞术检测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Common-B-ALL)免

疫表型；用荧光定量 PCR法检测BCR-ABL1融合基因。提

取患者血液样本DNA和RNA，DNA采用Thermofisher Cyto-

scan 750K芯片(SNP Array)进行全基因组拷贝数检测，用 Ph

样 ALL 相关融合基因检测试剂盒进行荧光 RT-PCR 检测。

结果 SNP Array 分子核型结果显示，5 号染色体长臂 3 区

2带至 3区 3带存在缺失，即 del(5q)(q32q33)，芯片命名为 arr

[GRCh37] 5q32q33.3(149509454_158129305)x1[1.0]；RNA荧

光RT-PCR结果显示，与阴性对照(正常人标本)、阳性对照(试

剂盒质控)相比，该标本 EBF1-PDGFRB 融合基因有明显扩

增峰，阴性对照无扩增，标本Ct值为30.95，符合阳性结果判

定 (Ct 值≤33)。结论 PDGFRB 基因位于 5q32，断裂位点

(chr5:149509454)位于 PDGFRB 基因内部，EBF1 基因位于

5q33.3，断裂位点(chr5:158129305)位于EBF1基因内部，分子

核型结果提示 5号染色体这段缺失极有可能造成PDGFRB

与 EBF1 剩余部分的连接，产出融合基因 PDGFRB-EBF1。

荧光RT-PCR能检测EBF1-PDGFRB融合基因产生的转录产

物，且能与无该融合基因表达的正常人标本相区别。对于表

达谱定义的Ph样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荧光RT-PCR能筛

查多种临床意义明确的融合基因而达到诊断分型的目的，将

是Ph样B-ALL最经济、易用的基因检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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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1. 全血细胞减少诊断中骨髓活检与涂片联合分析
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杨再林 陈洁平

目的 探讨骨髓活检切片与骨髓涂片同步观察对全血

细胞减少症诊断的临床意义。方法 对我院 153例全血细

胞减少症患者采用骨髓穿刺涂片、骨髓活检同步取材, 涂片

用瑞氏染色，骨髓活检采用塑料包埋、HGF染色，同时观察

其骨髓涂片和骨髓活检切片。结果 153例患者中男67例，

女 86例，年龄 3～83岁。血液系统疾病占 138例，其中再生

障碍性贫血（AA）25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49例，

急性白血病 26例，巨幼细胞性贫血 17例，骨髓转移癌 2例，

淋巴瘤5例，溶血性贫血2例，多发性骨髓瘤（MM）3例，急性

造血功能停滞 1例，恶性组织细胞病 1例，骨髓纤维化（MF）

6 例。非血液系统疾病 15 例。骨髓活检切片诊断符合率

87.58%高于骨髓涂片 71.90%。骨髓活检切片总误诊率为

4.58%，低于骨髓涂片25.36%。骨髓活检增生程度的判断优

于骨髓涂片。结论 骨髓活检更能客观地反映骨髓组织的

真实情况,特别是在恶性血液系统疾病所致全血细胞减少的

诊断、鉴别诊断等方面的价值更优于涂片。骨髓活检与涂片

二者联检能有效提高全血细胞减少症的诊断准确性。

J12. 累及1号染色体异常的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临
床及细胞遗传学分析
北京航天中心医院 王艳平

目的 分析 1号染色体克隆性异常在骨髓增生异常综

合征(MDS)中的发生频率、类型，并了解其临床及生物学意

义。方法 对我院 2012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2 月确诊的 107

例MDS患者细胞遗传学G显带核型分析结果进行回顾性分

析，将累及 1号染色体核型及临床资料进行总结，并进行文

献复习。随访时间均截止到 2018 年 3 月。结果 107 例

MDS 患者中累及 1 号染色体异常共 14 例 (13.1% )，按

WHO2008诊断分型难治性贫血伴原始细胞增多-Ⅰ(RAEB-

Ⅰ)6例、难治性贫血伴原始细胞增多-Ⅱ（RAEB-Ⅱ) 5例、难

治性血细胞减少伴多系发育异常（RCMD）3例。初诊临床表

现以发热(8/14)多见，血常规显示以三系减少为主(10/14)。

14 例患者细胞遗传学结果涉及 1 号部分增加或缺失 3 例，

1 号长臂部分三体伴整臂易位 5 例，1 号长臂重复 4 例(1 例

3次重复)，1号与其他染色体不平衡易位 2例。整臂易位类

型包括3例der(1;7)(p10;q10)、1例der(1;21)(q10;q10)、1例der

(1;17)(q10;q10)，不平衡易位类型包括 1例 der(1)t(1;12)(p13;

q13)、1例 der(12)t(1;12)(q21;p13)。简单异常(染色体异常数

目<3)5例，复杂异常(染色体异常数目≥3)9例。涉及 7号染

色体异常8例（57.2%），除1例简单异常外，均属于复杂异常

核型。临床随访10例死亡(64.3%)，中位生存时间13个月，2例

失访，2例缓解随访中。治疗期间转急性髓系白血病4例，除

1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外，3例均死亡。结论 伴1号染

色体异常的MDS患者多为复杂性染色体异常核型，多累及

7号染色体，临床疗效差，生存期短。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可能为伴1号染色体异常的MDS患者的最好治疗方式。

J13. 45例伴AML-ETO基因阳性的急性髓系白血

病21种突变基因表达分析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涛 李亚飞 姜中兴 刘延

方 曹伟杰 马杰 王冲

目的 探讨伴 AML-ETO 基因阳性的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患者突变基因的发生情况及表达分布。方法 采用

二代测序技术检测45例伴AML-ETO基因阳性的AML患者

FLT3，NPM1，KIT，CEBPA，DNMT3A，IDH1，IDH2，TET2，

EZH2，AML1，ASXL1，PHF6，TP53，SRSF2，U2AF1，

ZRSR2，CBL，NRAS，SETBP1，ETV6，JAK2 的突变情况，分

析不同突变基因的表达。结果 45例AML患者至少检测出

一种类型突变 29 例（64.5%）。其中 KIT- 17 突变 15 例

（33.3%），NRAS突变6例（13.3%）,ASXL1突变5例（11.1%），

FLT3突变4例（8.9%），JAK2突变2例（4.4%），EZH2，TET2，

CBL，U2AF1突变各 1例（2.2%）。结论 AML-ETO基因阳

性的AML基因突变中KIT表达最高，其次是NRAS，ASXL1及

FLT3。基因突变检测对患者治疗及预后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J14. 骨髓出现噬血现象患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分析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严燕雯 王春燕 郑润辉

黎庆恩 罗晓丹 黄振倩 刘丹 覃鹏飞

目的 分析骨髓出现噬血现象患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

因素。方法 回顾2006年12月至2017年8月骨髓出现噬血

现象132例患者的临床特点，根据“HLH-2004”标准分组，符

合HLH诊断标准为HLH组，而骨髓存在噬血细胞现象，未

达到诊断标准为非HLH组。结果 骨髓出现噬血现象患者

的临床特点：HLH组87例，非HLH组45例。①HLH患者中

位年龄44岁，男女比例为1.29∶1，男女患者的发病高峰均在

20~30岁。非HLH组患者的中位年龄59岁，男女比例为1.50∶

1，主要为年龄＞50岁的患者。②HLH组患者病因类型以血

液肿瘤为主（49例，56.32%），非HLH组则以感染相关因素为

主（19 例，42.22%）。③HLH 组患者以发热为主要表现（86

例，98.9%），平均发热天数为 38.63 天，其次为呼吸道症状

（40.23%）；肝脾和（或）淋巴结肿大为HLH组患者常见的体

征（29.88%）。非HLH组以发热常见（32例；71.1%），平均发

热天数为22.73天。两组在发热、皮疹、肝脾和（或）淋巴结肿

大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④HLH组患者主要的

实验室异常分别为：铁蛋白升高（93.1%），白蛋白下降

（85.1%）和APTT 延长（83.9%），非HLH组以铁蛋白升高和

白蛋白下降为主（分别为82.2%和77.7%）。两组在白细胞计

数、血小板计数、纤维蛋白原及血钙降低；PT及APTT延长、

甘油三酯、β-微球蛋白升高以及 EB 病毒、骨髓分类不明细

胞、肝和（或）脾大以及基因阳性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⑤HLH组的中位生存时间为12.83月，1、3年OS率分

别为38.27%、22.22%；非HLH组的中位生存时间为43.33月，

1、3年OS率分别为51.11%、24.44%。HLH患者的预后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年龄（≤40岁），淋巴瘤类型，血小板、血钠，

铁蛋白、甘油三酯、胆红素和LDH为HLH患者的不良预后

因素。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40岁）是影响生存率的唯一

独立危险因素（HR=9.132；95% CI 0.856~1.023；P<0.000）。

结论 成人HLH好发于中青年男性，主要以淋巴瘤因素为

主。非HLH发病年龄集中中老年患者，最主要的病因为感

染相关因素。临床上可通过发热、皮疹、肝脾和（或）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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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大以及相关实验室异常早期识别HLH。

J15. 成人噬血细胞综合征患者的基因特点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严燕雯 王春燕 郑润辉

黎庆恩 罗晓丹 黄振倩 刘丹 覃鹏飞 谭获

目的 分析成人噬血细胞综合征（HLH）患者的基因特

点。方法 回顾性分析14例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确诊的伴有噬血基因突变的成人HLH患者的临床特点及生

存情况。结果 ①共有11例（78.57%）患者发现噬血基因突

变。②基因突变人群大部分为青年男性，男女比例为2.7∶1，

中位年龄为 27 岁。③ STXBP2 基因的突变频率最高

（90.91%），其次分别为 UNC13D（45.45%）和 LYST 基因

（36.36%）。④STXBP2突变基因患者最常见的临床症状是

发热（100.0%），其次为双下肢水肿（60.0%）和消化道症状

（50.0%）。UNC13D和LYST突变基因患者常见的症状是同

样是发热（100%），但LYST突变基因患者可出现皮疹和中枢

神经系统症状（50.0%和50.0%）。⑤基因突变阳性患者主要

的实验室检查异常分别为 sCD25升高（100%）、EB病毒阳性

（90.90%），NK/T细胞活性下降（54.54%）。⑥伴有基因突变

的成人噬血细胞综合征患者主要病因为淋巴瘤和（或）合并

EB病毒阳性，其病死率高达 81.82%，中位生存时间 2.43个

月，死亡原因以原发病进展为主（45.45%）。结论 噬血基因

突变的HLH患者多见于青年男性，STXBP2突变频率最高，

常伴有 sCD25升高、NK细胞活性下降、EB病毒阳性和肝功

能衰竭，这部分患者病死率高，常见的死亡病因为原发病进

展，而淋巴瘤和（或）合并 EB 病毒阳性的患者预后则为最

差。伴有噬血基因突变是成人HLH预后不良的因素，若明

确HLH的诊断后，建议有条件的机构尽快完善噬血相关基

因、NK细胞活性以及 sCD25的检测。

J16. 单细胞测序技术与毛细管纳米-免疫蛋白检测
方法在范可尼贫血诊断中的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常丽贤 继

光臻 程雪莲 邹尧 陈玉梅 袁卫平 竺晓凡

目的 探讨单细胞测序技术及毛细管纳米-免疫蛋白检

测方法在范可尼贫血（FA）分型诊断中的意义。方法 利用

二代测序及MLPA技术对FA患者进行检测，发现FA相关基

因突变；利用单细胞测序技术研究患者的细胞基因型；利用

Sanger测序方法对结果进行验证；利用毛细管纳米-免疫蛋

白检测方法对FA相关蛋白进行检测，进一步确定患者的FA

类型。结果 患儿同时携带有 FANCM chr14- 45658156

c.4931G>A 和 FANCD1 chr13-32914817 c.6325G>A 突变位

点；同时存在 8 种基因型的细胞；加入 MMC 后，患儿

FANCD2蛋白在 pI=5.19处缺失，考虑为 FANCD2泛素化条

带，由于 FANCM 位于 FANCD2 蛋白上游，故提示患儿为

FANCM型。此外，患儿同时存在 FANCM与 FANCD1的双

重异常。结论 同一例 FA患儿可同时存在 2种 FA蛋白的

异常。单细胞测序技术及毛细管纳米-免疫蛋白检测方法对

FA的诊断及分型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J17. 新等位基因HLA-C*07:565在中国人家族中的

确认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王继英 张岩

目的 发现并鉴定一个中国人家族中HLA-C*07新等

位基因。方法 采集本院1例25岁MDS女性患者及两名健

康直系供者静脉外周血EDTA-K2抗凝，用DNA快提试剂盒

提取基因组DNA，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DNA的纯度和浓

度，纯度A260/A280为 1.7~1.9。根据WHO HLA命名委员会的

要求，呈递新的等位基因序列应含有与已知序列均不相同的

碱基序列，且必须要由两个方向进行测序。以测序为基础的

基因分型(Sequence-based typing ,SBT)方法直接对HLA基因

的DNA序列进行分析，具有分型准确、分辨率高的特点，可

以确定新的等位基因，被视为 HLA 分型的金标准。采用

HLA SBT分型试剂盒进行HLA-A、B、C、DQB1、DRB1双向

常规测序。结果 出现在一个中国人家族中的C*07新变异

体是一个新基因。C*07新基因和同源性最高的C*07:02:01:

01 相比，在第 3 外显子的第 400 位碱基 C->T，对应的第 110

位密码子CTC-> TTC，亮氨酸(Leu)->苯丙氨酸 (Phe)。结论

在中国人家族中发现的一个C*07新等位基因，2016年10月

被世界卫生组织 HLA 命名委员会命名为 HLA-C*07:565，

GenBank注册号为KT224441。通过家系分析，可以得出C*

07:565所在的单倍型是A*02:06~C*07:565~B*39:01~DRB1*

08:03~DQB1*06:01。

J18. 多探针荧光原位杂交技术在慢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中的意义
兰州军区总医院 张海英 赵霄晨 白海

目的 探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FISH)在慢性淋巴细胞

白 血 病 (CLL) 诊 断 中 的 应 用 价 值 。方法 采 用 RB1

(13q14.1)、D13S25(13q14.3)、P53(17p13.1)、ATM(11q22.3)及

CSP12三体五组探针对 93例初诊CLL患者进行检测，同期

进行常规 CCG。同时分析 FISH 检测出的遗传学异常与患

者的临床 Binet 分期、Rai 分期及其他检测指标的相关性。

结果 93例初诊CLL患者中，存在1种及1种以上分子遗传

学异常的有 74例（79.6%）。其中 del（13q）42例（45.2%）、12

三体 25例（26.9%）、p53缺失 18例（19.4%）、ATM缺失 16例

（17.2%）。同时伴有 2 种及 2 种以上异常者 27 例（29.0%），

del (13q)伴 p53 基因缺失者 8 例，del (13q)伴 ATM 基因缺失

者 5例，del (13q)伴+12者 4例。FISH检测结果与Binet分期

具有相关性(P=0.026)，与Rai分期无相关性(P=0.458)。各分

子遗传学异常与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绝对值、CD38 和

ZAP70表达水平之间均无明显相关性（P>0.05）。女性患者

del(13q)的发生率（57.7%）显著高于男性（40.3%），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FISH技术是检测CLL患者分

子遗传学快速、准确、敏感的方法，是常规细胞遗传学有力的

补充，并且根据各基因异常的特点在辅助临床分期、治疗及

预后评价均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J19. 正常血糖水平下糖化血红蛋白降低对溶血性
疾病的提示意义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王朝 孙

雪 施均 郑以州 赵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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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糖化血红蛋白与溶血相关实验室检测指标

的关系，发掘其对溶血性疾病的提示意义。方法 根据糖化

血红蛋白（HbA1c）、血红蛋白 A2（HbA2）和血红蛋白 F（HbF）

检测结果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组，分析各组溶血相关实验室指

标的检测数据，并通过统计学方法探讨HbA1c和溶血相关实

验室检测指标的关系。结果 将 242例研究对象分为 3组：

①Control组（50例）：血红蛋白组分检测结果正常的非溶血

性贫血患者；②Normal组（151例）：HbA2和HbF正常，HbA1c

低于参考范围的患者；③Abnormal 组（41 例）：HbA2和（或）

HbF异常升高，HbA1c低于参考范围的患者。Normal组的间

接胆红素（IBIL）、网织红细胞百分数（Ret%）、平均红细胞体

积（MCV）、游离血红蛋白（F-Hb）指标均显著高于 Control

组，结合珠蛋白（Hp）显著低于 Control 组（P 值均小于

0.0001）。Normal 组的上述各项检测结果与 Abnormal 组无

显著性差异。HbA1c在各组中均与Ret%呈负相关（P值均小

于 0.0001），在 Normal 组（P=0.0031）和 Abnormal 组（P=

0.0091）中还与 MCV 呈负相关。Normal 组中相对高发的 2

种疾病是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症（hereditary spherocyto-

sis，HS，46例）和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autoimmune hemo-

lytic anemia，AIHA，29例）。结论 HbA1c与溶血相关实验室

指标具有密切关系，对HS、AIHA等溶血性疾病具有潜在的

提示意义。

J20. 裸表型ALK阳性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异常表
达Myoglobin一例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孙琦 宋燕燕

目的 间变大细胞淋巴瘤（ALCL）是一类以异型大细

胞为主的侵袭性非霍奇金淋巴瘤，形态学表现可与横纹肌肉

瘤重叠，穿刺组织中极易误诊，但借助免疫表型可将二者鉴

别。报道 1例裸细胞表型的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阳性

的ALCL，异常表达横纹肌抗原-myoglobin，易误诊为横纹肌

肉瘤，二者的鉴别需综合考虑。方法 患者，男性，19岁，以

左腹股沟区皮肤红肿、热痛及腹股沟区肿块发病。结果

CT检查示左腋下及盆腹腔多发淋巴结肿大，左腹股沟区软

组织包块，左下腹及左腹股沟区皮肤软组织高密度影。取皮

下肿物穿刺活检，组织学示肿瘤细胞呈片状、黏附性生长，胞

体大，胞质丰富，形态多形性。免疫组化示肿瘤细胞弥漫强

表达CD30、ALK、TIA-1、Granzyme B、EMA和myoglobin，但

不表达T细胞或B细胞相关抗原，且其他抗原如CD45、TLE-

1、CD34、MPO、vimentin、CK、SMA、S- 100、desmin、myo-

genin、calretinin、CgA、Syn、langerin、HMB45、MelanA 和

CD68 均阴性。患者确诊为 ALK + ALCL，接受 4 个周期

CHOPE方案化疗后评估疗效为完全缓解。结论 本病例为

国内外首例报道裸表型ALK+ALCL异常表达myoglobin，鉴

于其罕见性和对诊断的干扰性，了解其临床特点及病理学特

征对准确诊断是必要的。

J21. Ident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of SRY-box con-

taining gene family member SOX30 methylation

as a prognostic and predictive biomarker in my-

eloid malignancies

Affiliated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Jingdong

Zhou

Objective Methylation- associated SOX family genes

have been proved to be involved in multiple essential process-

es during carcinogenesis, and acts as potential biomarkers for

cancer diagnosis, staging, prediction of prognosis, and monitor-

ing of response to therapy. Herein, we revealed SOX30 methyl-

ation and its clinical implication in myeloid malignancies in-

cluding 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 and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 (MDS). Methods AML patients from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dataset was used in the discovery

stage. In the validation stage, a total of 196 AML patients, 104

MDS patients, and 28 healthy donors were included. SOX30

expression was assessed by 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 where-

as SOX30 methylation was detected by methylation- specific

PCR and bisulfite sequencing PCR. Results In the discovery

stage, we identified that SOX30 methylation, a frequent event

in AML,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SOX30 expression,

and correlated with overall survival (OS) and leukemia- free

survival (LFS) in cytogenetically normal AML among SOX

family members from 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 data-

sets. In the validation stage, we verified that SOX30 methyla-

tion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AML even in MDS- de-

rived AML compared to controls, whereas SOX30 hypermeth-

ylation was not a frequent event in MDS. SOX30 methylation

was inversely correlated with SOX30 expression in AML pa-

tients. Survival analysis showed that SOX30 hypermethylation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complete remission (CR), OS,

and LFS in AML, where it only affected LFS in MDS. Nota-

bly, among MDS/AML paired patients, SOX30 methylation

level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AML stage than in MDS

stage. In addition, SOX30 methylation was found to be signifi-

cantly decreased in AML achieved CR when compared to diag-

nosis time and markedly increased in relapsed AML when com-

pared to the CR population. Conclusions Our findings re-

vealed that SOX30 methylation was associated with disease

progression in MDS, and acted 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and predictive biomarker in AML.

J22. Dysregulation of miR- 200s clusters as poten-

tial prognostic biomarkers in acute myeloid leuke-

mia
Affiliated People’s Hospit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Jingdong

Zhou

Objective Increasing studies showed that miR-200 fami-

ly (miR-200s) clusters are aberrantly expressed in multiple hu-

man cancers, and miR-200s clusters function as tumor suppres-

sor genes by affecting cell proliferation, self-renewal, differen-

tiation, division and apoptosis. Herein,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expression and clinical implication of miR-200s clusters in

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Methods RT-qPCR was per-

formed to detect expression of miR-200s clusters in 19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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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ors, 98 newly diagnosed AML patients, and 35 AML pa-

tients achieved complete remission (CR).Results Expression

of miR- 200a/200b/429 cluster but not miR- 200c/141 cluster

was decreased in newly diagnosed AML patients as compared

to healthy donors and AML patients achieved CR. Although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observed between miR-200s clus-

ters and most of the features, low expression of miR-200s clus-

ters seems to be associated with higher white blood cells espe-

cially for miR- 200a/200b. Of the five members of miR- 200s

clusters, low expression of miR- 200b/429/200c was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lower CR r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further revealed that low expression of miR-429 acted as an in-

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CR in AML. Based on Kaplan-Meier

analysis, low expression of miR-200b/429/200c was associated

with shorter OS, whereas miR- 200a/141 had a trend. More-

over,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Cox regression models con-

firmed the independently prognostic value of miR-200b expres-

sion for OS in AML.Conclusions Expression of miR- 200a/

200b/429 cluster was frequently down-regulated in AML, and

low expression of miR- 429 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CR, whereas low expression of miR- 200b as an independent

prognostic biomarker for OS.

J23. 采用Tetra-primer ARMS-PCR检测急性髓系
白血病 IDH2 R140位点突变类型的快速方法
天津协和华美医学诊断技术有限公司 谭皓 陈龙 张冬

雷 蔺雅妮

目的 建立应用Tetra-primer ARMS-PCR技术结合琼脂

糖凝胶电泳技术，快速检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

IDH2 R140 位点的突变类型的方法。方法 在 AML 患者

中，IDH2 R140 突变类型常见为 R140Q、R140W。选取 9 例

IDH2 R140Q 阳性样本，1 例 IDH2 R140Q 阳性样本，5 例

IDH2 R140 阴性样本，针对人类 IDH2 基因 R140Q、R140W

这两种突变类型进行Tetra-primer ARMS-PCR引物设计，并

对这 15例样本进行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使用琼脂糖

凝胶电泳对扩增后的产物进行片段分离，最后使用凝胶成像

仪进行结果判断；并同时使用一代测序技术，对此15例样本

的 IDH2 R140位点进行测序。对比两种检测方法的检测结

果。结果 采用Tetra-primer ARMS-PCR技术的琼脂糖凝胶

电泳结果显示，15例患者中有9例为 IDH2 R140Q突变，1例

为 IDH2 R140W突变，突变频率为50%，5例为野生型。一代

测序的测序结果显示，15例患者中有 9例为 IDH2 R140Q突

变，1 例为 IDH2 R140W 突变，突变频率为 50%，5 例为野生

型。两种检测方式的检测阳性结果一致，并与样本原检测结

果一致。结论 采用Tetra-primer ARMS-PCR技术对AML

患者进行 IDH2 R140 位点检测，操作简单，成本低，结果可

靠，更适于在基层医院开展初步筛查，或辅助高通量测序进

行位点验证。

J24. CRP and PCT identify fever- inducing infec-

tions and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CAS) after

infusion of CAR-T cells
1.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2.The Third People’s Hospital of Jingdezhen 3.The Third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Bengbu Zheng Huimin1, Liu Jun1, Ding

Yangyang1, Li Manman1, Li Jingrong1, Hu Linhyui2, Pu Lian-

fang3, Xiong Shudao1

Objective 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modified T

cells with anti-CD19 specificity are a highly effective novel im-

mune therapy for relapsed/refractory acute lymphoblastic leu-

kemia.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CRS) is the most signifi-

cant and life- threatening toxicity. Although 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 has emerged as predominant non- infectious

complication of CD19 CAR-T cell therapy, infections associat-

ed with this treatment modality have not been well documented.

Both infection and cytokines release syndrome can cause fever.

It is important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fever after infusion of

CAR- T cells is caused by infection or caused by cytokine

storms for the efficacy and prognosis of the disease.The objec-

tive of this study was to determine the discriminating value of

PCT, IL-6, and CRP in the presence of fever after infusion of

CAR-T cells by infection or cytokine storms. Methods PCT、

IL-6、CRP levels were determined in 30 patients who infusion

CAR-T cells in the hematology ward from August 2015 to Feb-

ruary 2018 in the secon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Sensitivity, specificity,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

areas under the curve(AUC),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determined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s of these bio-

markers. Results The levels of PCT and CRP were higher in

the infection patients with fever who infusion CAR-T cells(P<

0.05), but the level of IL- 6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0.05). The PCT and CRP had AUCs of 0.76 and 0.87, respec-

tively. Conclusion PCT and CRP can discriminate whether

fever after infusion of CAR-T cells is caused by infection or by

cytokine storm. The level of PCT and CRP was higher in fever

caused by infection after infusion of CAR-T cells.

J25. 191例MLL基因重排阳性病例的核型和融合
基因的对比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刘旭平 王森

目的 分析MLL基因重排阳性病例的核型异常和各种

融合基因的发生率，对比两种检测方法的检出率，通过数据

分析进一步明确血液病综合诊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2013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确诊的 191 例

MLL基因重排阳性病例的核型和融合基因。191例均采用

FISH方法进行了 MLL基因重排检测，阳性信号均为典型的

1 黄 1 红 1 绿（1F1R1G）。核型采用 R/G 显带技术。结果

179例中核型正常 49例，del（11q23）19例，11q23重排 71例，

其他克隆性异常36例。71例11q23重排中 t(4;11)最多见(22/

71)，t(4;11)伴有附加异常比例较多（9/22）。其次为 t(9;11)、

t(6;11)、t(11;19)。少见的有 t(10;11)、t(1;11)、t(11;17)、t(2;11)、

t(11;22)。采用 RQ-PCR 技术检测了 11 种常见的 MLL 伙伴

基因，191例患者中 158例检测了 11种MLL常见伙伴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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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例融合基因阳性，其中 MLL/AF4 阳性 28 例 (25.7%)，

MLL/AF9 阳性 23 例(21.1%)，MLL/AF6 阳性 20 例(18.3%)，

MLL/ELL阳性 15例(13.8%)，MLL/AF10阳性 11例(10.1%)，

MLL/ENL 阳性 6 例 (5.5% )，MLL/AF1q 阳性 3 例 (2.8% )，

MLL/S ETP6 阳性 2 例(1.8%)，MLL/AF1p 阳性 1 例(0.9%)。

AF6、AF9、AF10、ELL明显多见于成人，ENL明显多见于婴

幼儿。通过融合基因筛查，19例 del（11q23）中 11例能明确

易位的伙伴基因；核型11q23阴性的89例能明确重排的有44

例。融合基因阴性的 49例患者核型能检出异常的 29例，其

中 del（11q23）6 例，t（11q23）8 例，其他异常 15 例。结论

FISH 检测能敏感快速检测 MLL 基因重排，但不能确认与

MLL易位的伙伴基因，融合基因筛查目前能检测 11种常见

的MLL伙伴基因。核型能查看整个基因组遗传学异常。本

组核型11q23阳性检出率（50.3%）低于融合基因阳性检出率

（69.0%），但核型检出了 t(11;17)、t(2;11)、t(11;22)以及其他一

些结构异常。FISH和融合基因检出了ENL、AF10、SEPT6等

遗传学容易漏检的异常。通过数据分析进一步明确了血液

病综合诊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J26.小巨核免疫酶标染色在骨髓纤维化诊断中的意义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王晓彤 许

议丹 李楠

目的 探讨小巨核免疫酶标染色在骨髓纤维化诊断中

的意义。方法 收集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

究所）2015-2017年确诊为骨髓纤维化（包括原发性骨髓纤维

化和继发性骨髓纤维化）的门诊和住院患者 47例以及正常

供者31例。根据小巨核免疫酶标染色对巨核细胞分类结果

的标准，得到异常巨核细胞在 47例骨髓纤维化患者中的阳

性率并计数，并与 31例正常供者进行比较。结果 异常巨

核细胞在骨髓纤维化患者中的阳性率为 42.22%，在正常供

者中的阳性率为3.23%，骨髓纤维化患者中的异常巨核细胞

阳性率明显高于正常供者中异常巨核细胞的阳性率，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小巨核免疫酶标染色对骨髓

纤维化具有辅助诊断的意义。

J27. 儿童血常规检测异型淋巴细胞阳性结果的白
细胞分类计数特点分析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 吉艳

目的 探讨血细胞分析中对异型淋巴细胞（YL）阳性结

果有预示意义的指标。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 年 7 月至

2015年12月408例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的血涂片

镜检见YL的病例。其中男 274例，女 134例，年龄为 1个月

至 12 岁。根据外周血涂片镜检结果的 YL 百分比数值

(YL%)将 408 例患儿分为 3 组，A 组：YL%≤5%；B 组：5%<

YL%≤10%；C组：YL%＞10%。观察3组血细胞分析仪测定

结果中的淋巴细胞百分比（L%）、淋巴细胞绝对值(L#)、淋巴

细胞百分比与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比值（L%/N%），并进行统

计学分析。结果 A 组 156 例，B 组 151 例，C 组 101 例。A

组、B 组和 C 组的 L%的平均值分别为 58.56%、63.10%和

65.87%；L#的平均值分别为 5.74、6.51 和 9.17×109/L；L%/

N%的平均值分别为2.47、2.76和2.95。A组、B组和C组L%

的均值的 95%可信区间分别为 56.04%~61.08%、60.91%~

65.28%和63.40%~68.33%；L#的均值的95%可信区间分别为

（5.23~6.25）、（6.02~7.01）和（8.08~10.26）×109/L；L%/N%的

均值的 95%可信区间分别为 2.21~2.73、2.49~3.04 和 2.66~

3.24。结论 血细胞分析中对YL阳性结果有预示意义的指

标为L#≥4.0×109/L，并同时满足L%≥60%。临床医生可根据

淋巴细胞绝对值和淋巴细胞百分比决定是否需要进行血涂

片镜检YL。

J28. 间期荧光原位杂交检测 IGH基因重排中信号
减弱的意义初探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常亚楠 李

承文 赵佳炜 崔成华 郑迎春 肖静 刘旭平 汝昆

目的 探究间期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 IGH基因重

排出现信号减弱（diminished signal，dim）在B淋巴细胞增殖

性疾病中的意义及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

年6月-2017年6月本院FISH检测3487例B淋巴细胞增殖性

疾病 IGH基因重排的检测结果，总结出现dim信号的类型及

患者的临床特征，与其 IGH基因分子生物学重排检测作比

较。结果 ①72 例（2.1%）患者 FISH 检测 IGH 基因重排存

在信号减弱，且均为 5′IGH dim。②IGH基因重排阴性伴 5′

IGH dim 共 56 例（78%），其中 1F1f（即 1R/G 1R/g）44 例、

1F1f1g 9例、2F1g 3例。56例患者中 19例进行了 IGH基因

分子生物学重排检测，16 例（84.2%）阳性，3 例（15.8%）阴

性。③IGH基因重排阳性伴 5′IGH dim共 16例（22%），其中

1F1R1g 9例、1f1R1G 3例。19例患者中6例进行了 IGH基因

分子生物学重排检测，均阳性。结论 FISH 检测 B-ALL、

CLL、多发性骨髓瘤或淋巴瘤 IGH基因重排时，会出现5′IGH

信号减弱。当 FISH 检测 IGH 基因重排阴性，但是出现 5′

IGH 信号减弱时，提示 IGH分子生物学重排检测可能阳性，

需进行分子生物学检测。

J29. 急性髓系白血病细胞表面CD33和CD123分布
及表达水平分析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学

科实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 王平 饶军 邓小娟 孔佩艳 张诚 彭贤 张曦

目的 最近 anti-CD33治疗针对CD33+急性髓系白血病

（AML）取得良好成果，但治疗后复发常常出现抗原飘移

CD33-AML。CD123广泛存在于AML细胞中，是理想的靶

点。以 CD123 或 CD33 为靶点可以消除大多数患者的

AML，但AML白血病细胞普遍异质性，要么表达CD33，要

么表达 CD123，或者两者同时表达。白血病细胞 CD33 和

CD123分布及抗原表达量不一致，anti-CD33的CAR-T疗效

差异，那AML患者如何选择CAR-T治疗靶点？方法 回顾

2016年 12月-2018年 4月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血液科收

治初诊299例AML患者。AML分型采用FAB/WHO2008标

准，BDFACS CantoⅡ分析白血病细胞表型。CD123和CD33

采用相同荧光素，以淋巴细胞 MFI 内对照，分别监测 CD33

和CD123荧光强度MFI。MFI比值(白血病细胞/淋巴细胞)<

1.3 判定阴性记 0，阳性判定 MFI 比值≥1.3 且 1.3~1.5 记+、

1.5~2记++和≥2记+++。结果 97.3%(291例)的AML患者

表达 CD33，其中 25.8%(77 例)出现 CD33 弱表达(+)。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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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L亚型中均观察到CD33高水平表达，FAB亚型M2、M3、

M4 和 M5 高水平表达 CD33，而表达 M0、M1、M4Eo 和 AML-

MRC有所降低。87.3%(261例)AML患者CD123表达，其中

58.5%(175 例) AML 出现 CD123 弱表达(+)。CD123 高水平

表达在 M3、M4 和 M5，而 M0 和 M1 表达有所降低，在 M2 中

CD123表达水平明显降低。AML患者84.9%(254例)同时存

在 CD123 和 CD33 两种抗原，而且 40.5%(121 例)AML 患者

强 CD123++CD33++/+++表达，其中 M3中 97.2%的 CD33 和

CD123均高表达(++/+++)。此外，CD33+CD123-占 12.0%(36

例 ) ，CD33-CD123+ 占 2.0%(6 例 ) ，CD33-CD123- 占 0.7%

(2例)。结论 CD33或CD123靶点CAR-T几乎可以针对性

覆盖所有的AML亚型；CD33+CD123双靶点CAR-T具有较

好临床适用价值。

J30. 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及急性白血病M5b的
血象、骨髓象及骨髓病理特征分析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学

科实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 杨武晨 张洪洋 陶廷露 李佳 彭贤贵 张曦

目的 分析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CMML)及急性白

血病M5b（AML-MM5b）的血象、骨髓象及骨髓病理特征，探讨

其在诊断及鉴别诊断CMML及AML-M5b的临床应用价值。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2018年5月本院确诊的57例

CMML患者的血象、骨髓象及骨髓病理的特征，选取同期23

例AML-M5b患者作为对照。结果 ①血象分析：CMML的

血红蛋白（HGB）、血小板计数（PLT）及中性粒细胞百分率

（NEUT%）比例均大于AML-M5b，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均<0.05)。CMML中血象分析满足至少一系造血增强和一

系低下的病例占52.6%(30例)，而AML-M5b占43.4%（10例）；

同时满足单核细胞绝对值（>1×109/L）及单核细胞比例（>

10%）的CMML占84.2%（48例），AML-M5b占69.5%（16例），

以上分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②骨髓象的特征

分析：CMML的骨髓增生程度、粒系比例、巨核细胞的数量、

各系病态造血细胞的比例均大于AML-M5b；AML-M5b原、幼

及成熟单核细胞的比例均大于CMML，以上分析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③骨髓病理分析：CMML的增生

程度较AML-M5b无明显差异；而CMML骨髓病理更易检测

到巨核细胞的病态造血现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④形态学分类中单核细胞比例升高不显著，介于 10%~19%

时考虑 CMML，但病理活检结论可能出现 CMML 或 AML-

M5b的不同诊断结论，这时细胞形态学和骨髓病理结论出现

分歧，需要结合临床、流式及换部位骨髓穿刺结果综合分

析。结论 血象、骨髓象及骨髓病理（特别是巨核细胞的病

态造血现象）特征的观察在识别细胞及疾病类型上有比较重

要的意义。但当形态学分析中单核细胞比例介于10%~19%

的病例，综合分析能为CMML及AML-M5b两种疾病的诊断

及鉴别诊断提供重要线索。

J31. 大细胞淋巴瘤侵犯骨髓的检测手段及分析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学

科实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 李佳 刘思恒 冉岑霞 张洪洋 陶廷露 杨武

晨 王平 邓小娟 苟阳 杨程 唐永杰 墙星 陈思

宇 彭贤贵 张曦

目的 通过了解骨髓大细胞淋巴瘤的诊断方法，提高检

出率，以减轻患者经济及身体负担，尽早检出后得到治疗。

方法 收集陆军军医大学全军血液病中心 2017年 1月 1日

至2018年7月1日期间到院初诊的大细胞淋巴瘤患者37例，

通过骨髓细胞形态学、骨髓活检及免疫组化、流式细胞学分

析及分子遗传学分析手段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分析，并总结

各类检测手段的特点及诊断要点，检出淋巴瘤细胞为阳性，

未检出或不能确定为阴性。结果 37例患者骨髓细胞学、

骨髓活检及免疫组化及流式细胞学分析三者均阳性，但仍有

5%（2例）活检阴性，11%（4例）流式细胞术阴性，2%（1例）仅

骨髓细胞学阳性，8%（3例）仅骨髓活检阳性。结论 ①骨髓

细胞学、骨髓活检及免疫组化和流式细胞术作为主要检测手

段，分子遗传学作为辅助诊断及危险度分层方法；②骨髓细

胞学检测是诊断淋巴瘤的“先锋部队”，在形态异常及数量极

少但细胞异型性明显时十分重要，可在流式及骨髓活检均未

检出时诊断，对后续检查有指导作用；③骨髓活检及免疫组

化在大B细胞淋巴瘤检测中具有优势，或当淋巴瘤细胞呈纤

维包裹的灶性分布时，优势更突出，但少量淋巴瘤侵犯且异

型性不够明显时，不能单独诊断；④流式细胞学在NK/T类淋

巴瘤及较少淋巴瘤细胞侵犯时较为优势，巨大细胞时较为劣

势；⑤各类技术综合诊断大细胞淋巴瘤骨髓侵犯检出率固然

很高，但是少数恶劣条件下，可能出现某一类或几类手段出

现假阴性，提高单一技术诊断水平，对患者尽早诊断，减少多

次穿刺的伤害更有意义。

J32. 230例急性髓系白血病的染色体及基因改变情
况分析及基因分型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重庆市医学重点学

科实验室,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 苟阳 唐永杰 杨程 墙星 陈思宇 彭贤贵

张曦

目的 分析AML患者的染色体及基因改变情况，并对

其进行基因分型。方法 对 2017年 5月 1日至 2018年 4月

31日于重庆市新桥医院就诊的230例初诊AML患者的骨髓

细胞进行染色体、荧光定量 PCR 和二代测序检测。用

WHO2016 和 NEJM2016 的标准对其进行基因分型。结果

230 例 AML 患者中，95.7%检测到遗传学或分子学改变，

FLT3，NPM1，DNMT3A，NRAS，CEBPA双突变为最常见的

5种基因改变；58.7%的AML可被分到WHO2016定义的基

因型中，77.8%的AML可被分到NEJM2016定义的基因类型

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结合染色体和基因检测结

果，依据现有的国际统一的疾病分型标准，超过半数的AML

可被划分到一个独立的基因型，有待寻找针对AML更全面

的基因分型标准，这需要对AML的发病机制有更深入的认

识，NEJM2016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考和依据。

J33. 流式直接标记法检测Th细胞亚群方法的建立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段中潮 蔡

小矜 郭桂庆 何大水 刘燕 尚磊 王慧君 汝昆

目的 通过利用荧光抗体直接标记细胞表面CD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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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区分Th1、Th2、Th17亚群的目的，从而建立一种更为简

洁有效的Th亚群流式检测方法。方法 在试管中加入预混

好的 CD3、CD4、CD183、CD196 单抗 40 μl，再加入全血 100

μl，室温下避光孵育15~30 min。经过溶血、离心、洗涤后，重

悬上机检测。利用CD3、CD4抗体设门，首先圈出CD3+CD4+

细胞群，然后再将该群细胞用CD183、CD196抗体组合进行

分群。Th1 细胞为 CD3 + CD4 + CD183 + CD196-；Th2 细胞为

CD3 + CD4 + CD183-CD196-；Th17 细胞为 CD3 + CD4 + CD183-

CD196+。结果 通过该抗体组合能够较好地将 Th1、Th2、

Th17亚群分离开来。经过120份正常人外周血标本的验证，

该方法获得的 Th1、Th2、Th17 所占 CD4+T 淋巴细胞的比例

以及Th1/Th2的比值与文献报道均较为吻合，证明该方法具

有较强的可靠性。结论 建立该种较为简便的Th细胞亚群

检测方法对于患者细胞免疫状态的确定以及临床对于AA

和MDS等类疾病的阶段判别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J34. 各类血液病疑难少见包涵体总结分析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张娟 贺元 李玉芹

目的 针对国内外报道的各类血液病细胞内外包涵体

形态、名称及成分尚不统一的情况，旨在对目前所报道的各

类血液系统疾病细胞内外包涵体进行归纳总结分析。方法

根据笔者工作实践所遇 1例多发性骨髓瘤患者骨髓瘤细胞

内包涵体为起源，收集工作中所遇到的各类血液病包涵体，

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对不同种类血液病出现包涵体的情况

及形态按照血液系统疾病系列分别进行总结分析。结果

各类血液病细胞均可出现不同形态的包涵体，以多发性骨髓

瘤最为多见，形态变化最大，其次为各类髓系白血病细胞。

结论 每一系列血液系统疾病细胞中均可出现包涵体，但每

种包涵体的形态特点及其与疾病的诊断及预后的相关性尚

有待于大量临床资料进行累积验证。

J35. 三种常见自身免疫性疾病血液学异常分析
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 张娟 李明勇 贺元

目的 探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类风湿关节炎

（RA）以及干燥综合征（SS）患者外周血常规、骨髓象及铁染

色特点，为临床提供可靠的实验室依据。方法 收集 2010

年1月-2016年10月在我院确诊且同时进行外周血常规和合

格的骨髓分析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共161例，其中SLE 73

例，RA 54例，SS 34例，分别进行外周血常规、骨髓象及铁染

色结果回顾性总结分析。结果 SLE 与 RA 患者外周血

WBC，PLT，RBC 数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分别为

0.000，0.000，0.007），RA与SS患者外周血WBC,PLT数量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分别为0.009和0.000），SLE与SS患

者RBC，HGB数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分别为 0.010

和 0.033），余各项血常规指标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骨髓象分析结果显示，SLE与RA患者的淋巴细胞数

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为 0.000），SLE与SS患者骨髓增

生程度、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数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分

别为0.005，0.000，0.000），铁染色结果显示，三组间细胞内铁

数量和细胞外铁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结论 每

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均具有独特的血象及骨髓象特点。加强

患者的外周血常规及骨髓监测，了解外周血常规各项指标及

骨髓中各类细胞的数量及形态变化，可加深对疾病的诊断与

分型认识，结合铁染色结果及病因分析有助于对常见自身免

疫性疾病发生机制的深入探讨。

J36. 基于人工智能的计算机视觉对贫血筛查及临
床诊断的探索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陈社平 王佰言 张磊 王婷

目的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基于人工智能

的计算机视觉具有对目标的形态多样性和尺度多样性有良

好的识别能力，我们将其应用到血液学疾病的筛查及辅助诊

断中，可辅助医生对血液系统疾病进行筛查和定量诊断，

本研究以贫血患者为研究对象，探索其准确性及可操作性。

方法 以近几年发展较快的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通过对患

者血涂片中红细胞进行识别和形态数据分布进行统计，分析

筛查出贫血的类型，并利用红细胞类型的分布情况，定量诊

断。首先手动标定样本将其制作成数据集，再将数据集用到

Fast R-CNN网络中进行训练，保存模型。最后系统读取要

诊断的细胞涂片，调用模型对其进行诊断。结果 我们收集

了临床确诊为贫血的患者血涂片，在 2280张血涂片中进行

红细胞形态的标定及数目的识别，经过标定建模训练后，挑

选已知贫血患者的血涂片进行红细胞形态的检测，准确率为

94%，目标检测中的综合评估指标mAP（Mean Average Preci-

sion）为 87%。该模型对红细胞的识别率及准确率高，并可

准确计数。结论 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贫血筛查系统

具有准确的识别能力，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训练，对血细胞形

态进行识别，该方法识别准确率高，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

实用性。随着对多种细胞的识别将更加完善诊断系统，统计

不同形态细胞的数量、分布直方图，再结合临床定量测定数

据，建立统计分布规律与临床诊断之间的规律可辅助医生对

疾病的筛查和定量诊断，减少人工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三

级医疗保健网的实施，社区医院及家庭医生是初筛患者的第

一站，通过简单易行的识别系统有助于对包括红细胞在内的

血细胞形态和数量变化进行初步筛查有助于发现及提高患

者的检出率和准确性。

J37. 骨髓活检在肿瘤骨转移中的诊断价值及髓外
肿瘤骨转移对骨髓造血状态的影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汪智琼 黄丽芳

目的 探讨骨髓活检在肿瘤骨转移中的诊断价值及髓

外肿瘤骨转移对骨髓造血状态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14-2018年我院30例已确诊髓外肿瘤骨髓转移的患者，骨

髓活检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确定非血液系统来源的恶

性肿瘤骨髓侵犯。进一步分析患者的性别、年龄以及骨髓细

胞学报告的提示情况。根据细胞学最终结论分为6种结果：

①骨髓分类不明细胞增多；②三系增生重度减低；③三系增

生活跃；④缺铁性贫血（IDA）；⑤巨核系统增生伴成熟障碍

（ITP）；⑥组织细胞增多伴吞噬现象。进一步分析细胞学结

果与骨髓活检诊断的检出率，探讨髓外肿瘤骨髓转移对骨髓

造血状态的影响。结果 患者，男性 18例，女性 12例；中位

年龄54（25~79）岁，细胞学最终结论6种：①骨髓分类不明细

胞增多 12例（40%）；②三系增生重度减低 9例（30%）；③三

系增生活跃 4 例（13.3%）；④ IDA2 例（6.7%）；⑤ ITP2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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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⑥组织细胞增多伴吞噬现象 1例（3.3%）；单独细胞

学检测的阳性率仅 40%，阴性率达 60%，其中 30%患者由于

骨髓纤维化，未抽到肿瘤细胞与正常造血细胞，呈现干抽；

13.3%患者为正常骨髓象，符合肿瘤灶性分布特点；6.7%患

者为 IDA，可能与肿瘤负荷大，营养性贫血有关；6.7%患者为

ITP，可能与肿瘤易继发免疫系统紊乱，导致免疫抑制有关；

3.3%患者诱发噬血现象，可能与肿瘤易释放某些细胞因子有

关。结论 骨髓活检有助于髓外肿瘤骨髓转移的诊断，而细

胞学诊断的结果能间接反映髓外肿瘤骨髓侵犯后骨髓的造

血状态。

J38. Comparison of laboratory coagulation pro-

files in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and non- M3

acute myeloid leukemia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Union Hospital, Tongji Medical Col-

lege,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uo

Lili, Mei Heng, Hu Yu

Objective To find the different laboratory parameters

between APL and non- M3 AML, and to assess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markers in indicating APL. Methods We retro-

spectively enrolled 265 patients with newly diagnosed with

AML at Wuhan Union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5 to January

2017, consisting of 78 APL and 187 non- M3 AML. Resul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in fibrinogen, D- dimer,

FDP, PT, INR and WBC between APL and non-M3 AML, and

the first three were the top three valuable parameters to differ-

entiate APL from non- M3 AML. The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 (AUC) of fibrinogen, D- dimer and FDP was 0.942,

0.884 and 0.874, respectively. While the fibrinogen had the

highest specificity (94.9%), the FDP showed the best sensitivi-

ty (92.3% ). Besides, the incidence of DIC in APL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non- M3 (79.5% vs 15.5% , P<0.001).

Among DIC patients with AML, markedly difference was de-

tected in APTT, fibrinogen, D- dimer, WBC and CRP. The fi-

brinogen was the best parameter to imply APL with DIC, and

the threshold was 1.8g/L.Conclusion Difference in coagula-

tion and routine laboratory profiles is useful to distinguish

APL from non-M3 AML.

J39. 八色单管流式细胞术在多发性骨髓瘤微小残
留检测中的意义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朱莉 何成 刘

松雅 王春艳 毛霞；安徽省立医院血液科 朱礼军

目的 比较四色与八色流式细胞术在多发性骨髓瘤

（MM）微小残留病（MRD）检测中的灵敏度及特异性，研究多

色流式细胞术检测κ/λ比值与骨髓细胞形态学以及血清M蛋

白、β2微球蛋白、白蛋白（Alb）水平之间的相关性，探讨多参

数流式细胞术在MM患者MRD检测中的意义。方法 采集

24 名健康对照和123例MM患者治疗后的骨髓标本，分别进

行 四 色 双 管（Kappa/Lambda/CD19/CD138,CD38/CD56/

CD45/CD138）和 八 色 单 管 (CD20/CD45/kappa/lambda/

CD38/CD56/CD19/CD138) 流式细胞术残留检测分析，结合

骨髓细胞形态学结果，血清M蛋白、β2-MG、白蛋白（Alb）水

平，比较四色流式细胞术与八色流式细胞术的在残留分析中

的特异性和敏感度，并进行流式细胞术检测κ/λ比值偏离程

度与血清M蛋白、β2微球蛋白、白蛋白（Alb）水平之间的相关

性分析。结果 在123例行MM MRD检测标本中有19例在

八色单管流式诊断为MRD 阳性患者在四色双管流式分析

中显示为MRD阴性，19例标本特征均为正常和异常浆细胞

混合存在，且轻链限制性表达的异常浆细胞占骨髓中所有浆

细胞的50%以下。而当MRD检测结果为阴性或者轻链限制

性表达的异常浆细胞占骨髓总的浆细胞50%以上时，四色流

式和八色流式分析结果显示出较好的一致性。通过本实验

的小样本研究显示浆细胞胞浆轻链κ/λ比值偏移正常范围（<

0.35或>3.49）的程度与血清白蛋白表达水平之间未见明显

正相关性，而与患者血清β2-MG高表达及M特种蛋白高表达

呈正相关。结论 包含CD20表面标记的八色单管流式方

案相对于四色双管方案，对浆细胞肿瘤患者进行多参数轻链

限制性分析，能够在单克隆异常浆细胞与多克隆正常浆细胞

并存，以及单克隆浆细胞和单克隆B淋巴细胞并存时，较四

色流式细胞术更敏感的检出异常单克隆性浆细胞及单克隆

性B淋巴细胞，帮助提高MM MRD监测的灵敏度，对于MM

患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 PTLD（移植后淋巴增殖性疾

病）的早期发现和指导CD20单抗如利妥昔单抗的应用具有

显著意义。另外，多参数流式检测的胞质κ/λ比值偏离程度

与血清M蛋白、β2-MG、白蛋白水平之间有一定相关性，可以

帮助预测体内肿瘤负荷，在疾病的监测及预后判断中具有重

要意义。

J40. FISH检测浆细胞肿瘤中伴任意三种以上基因
缺失患者的生物学特点以及预后价值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王滢 李钦璐

张恒 邢树刚 李登举

目的 探讨在浆细胞肿瘤患者中运用CD138磁珠分选

骨髓浆细胞结合FISH常规检测套餐，检出同时伴任意三种

以上基因（IgH，Rb1，FGFR3，MAF，CCND1以及P53基因）缺

失患者的生物学特点以及预后价值。方法 收集自2016年

1月至2018年4月接受CD138磁珠分选骨髓浆细胞FISH检

测的患者389例，运用常规FISH套餐检测，包括7组FISH探

针，分别为 1q21、P53/CSP17（17p13）、RB1（13q14）、IGH

（14q32）分离、IGH/MAF t(14；16)、IGH/FGFR3 t（4；14）及

IGH/CCND1 t（11；14），将所有患者FISH结果及临床资料整

理汇总。设定阳性组为FISH套餐检测中同时伴任意三种以

上基因（IgH，Rb1，FGFR3，MAF，CCND1以及P53基因）缺失

患者，阴性组为剩余患者；对阳性和阴性组患者的FISH结果

和生物学特点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在389例患者中，共

检出阳性组 30例（7.7%），阴性组 359例（92.3%）；其中阳性

组中浆细胞白血病 5 例（16.7%），阴性组中 3 例（0.83%，P<

0.05）；阳性组男性患者14例（46.6%），阴性组218例（60.7%，

P<0.05）；FISH结果中 1q21扩增阳性组 20个（66.7%），阴性

组 190个（52.9%，P<0.05）；IgH重排阳性组 6个（20.0%），阴

性组181个（50.4%，P<0.05）；Rb1缺失阳性组28个（93.3%），

阴 性 组 185 个（51.5% ，P<0.05）；P53 缺 失 阳 性 组 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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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阴性组30个（8.4%，P<0.05）；随访时间（2~28个月）

较短，阳性组与阴性组总体生存率无明显差异（P>0.05）；但

组间比较（阳性组，IgH/CCND1，IgH/FGFR3，P53缺失）存在

差异（P<0.05）。结论 在浆细胞肿瘤中，伴任意三种以上基

因（IgH，Rb1，FGFR3，MAF，CCND1以及P53基因）缺失患者

中浆细胞白血病发生率更高，多见于女性患者，1q21扩增比

率更高，IgH重排发生率更低，由于随访时间较短，阳性组病

例少，阴性和阳性组总体生存率未见明显差异，但与其他

FISH异常组存在组间差异；阳性组患者可能提示存在亚二

倍体（预后差），随着随访时间延长，总体生存率可能更差。

J41.伴C-MYC重排的多发性骨髓瘤的临床特点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王滢 李钦璐

张恒 邢树刚 李登举

目的 探讨在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中伴C-MYC重

排的发生率及其临床特点。方法 对 2017年4月至2018年

4 月在我院接受 CD138 磁珠分选骨髓浆细胞 FISH 检测的

200例患者，运用常规FISH套餐检测，包括 7组FISH探针，

分别为1q21、P53/CSP17（17p13）、RB1（13q14）、IGH（14q32）

分 离 、IGH/MAF t(14；16)、IGH/FGFR3 t（4；14）及 IGH/

CCND1 t（11；14），其中收集 IgH 发生重排而伙伴基因非

MAF，FGFR3及CCND1三者的患者共计 32例，进一步进行

C-MYC重排探针检测，最后将阳性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整

理列表分析。结果 在进行进一步筛选的 32例患者中，共

发现 C-MYC 重排患者 8 例，占总患者人数 4%（8/200），占

IgH重排患者8.5%（8/94）；8例患者中男性7例，女性1例，中

位年龄 66岁，治疗中转为浆细胞白血病 2例，ISS分期Ⅲ期

5 例，Ⅱ期 2 例，Ⅰ期 1 例，M 蛋白轻链型 4 例，伴髓外病变

4 例；FISH 结果中同时存在 P53 基因缺失 2 例，1q21 扩增

5例，Rb1缺失 3例；染色体核型分析 2例为正常核型，其余

6例患者均为亚三倍体核型，有奇数染色体数目扩增，结构

异常为涉及多条染色体的复杂异常，且均包括8和14的染色

体易位。结论 MM患者中，伴C-MYC重排患者易发生髓

外病变，且转化为浆细胞白血病风险增高，P53缺失机率增

加，临床对存在 IgH发生重排而伙伴基因非MAF，FGFR3及

CCND1三者的患者，应加做C-MYC重排探针进一步明确；

由于C-MYC重排在B细胞淋巴瘤中预后较差，后期应进一

步扩大样本量，加强生存周期随访，明确其预后价值。

J42. 以血液系统受累为主要表现的 IgG4相关性疾
病一例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史丽慧

目的 报告1例以血液系统受累为主要表现的 IgG4 增

高患者。方法和结果 患者为老年男性，以皮肤出血点起

病，血常规示：WBC 7.71×109/L，HGB 101 g/L，PLT 2×109/L；

生化示：TP 146.8 g/L，Glo 126.1 g/L，IgG 122.6 g/L，IgG水平

明显增高；查骨髓流式、病理、IgH、免疫固定电泳均未见单克

隆性浆细胞增生证据；IgG分型示 IgG4 67.43g/L,定量明显增

高；淋巴结及骨髓病理免疫组化示 IgG4阳性细胞明显增多，

进一步行影像学相关检查示泪腺、肺脏、淋巴结、肝脏等多

器官受累，确诊为 IgG4相关性疾病，经相应治疗症状缓解。

结论 本例患者以血小板减少，皮肤出血点起病，血清学检

查示免疫球蛋白明显升高，首先需明确是否为浆细胞肿瘤或

B细胞淋巴瘤，经免疫固定电泳及骨髓等相关检查，未见单

克隆免疫球蛋白，基本排除克隆性浆细胞及B细胞疾病。常

见的引起多克隆免疫球蛋白增高的疾病主要包括自身免疫

性疾病、浆细胞型Castleman病等。这类疾病的鉴别主要通

过典型的临床表现、血清学检查及病理特点来鉴别。IgG4

相关性疾病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种，多以器官受累为主

要表现。本例患者以血液系统受累为首发症状，就诊于血液

科，容易误诊为浆细胞或 B 细胞肿瘤。通过本例患者的学

习，可以提高我们对多克隆免疫球蛋白增高疾病的认识，以

及自身免疫性疾病血液系统受累及原发血液系统疾病的鉴

别诊断，提高诊疗水平，减少误诊。

J43. 非典型骨受累的Erdheim-Chester病一例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余晓玲

背景 Erdheim-Chester病（ECD）是一种罕见的非朗格

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ECD病因不明，目前认为是炎症性以

及克隆性肿瘤性疾病，致癌性NRAS突变进一步支持了Ras-

Raf-Mek-Erk途径在该病发病机制中重要作用的假设，发病

平均年龄为 55岁，有男性优势。病例活检为泡沫状组织细

胞或充满脂质的巨噬细胞的黄色肉芽肿性浸润，其被纤维化

包围，CD68，CD163 和因子 XⅢa 为阳性，CD1a 和 Langerin

（CD207）、S100为阴性。多累及骨骼，腹膜后，心血管，肺，神

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目前无标准治疗方案。案例介绍 我

们收治了1例59岁的男性患者，该患者因颈肩部疼痛至我院

就诊，消瘦，颈部无法承受重力，卧床、生活不能自理，需第三

阶梯止痛。影像学检查提示颈椎和肋骨多发骨质破坏，血常

规提示白细胞升高和贫血，多次完善骨髓、电泳检查均无血

液系统常见病依据。逐渐出现头颅、前胸部多处包块，颅骨

骨质破坏，两次活检，病理为纤维脂肪组织内大量组织细胞

浸润，CD68（+）、S-100（-）、CD1a（-）、Langerin（-），BRAF

V600E突变阴性。给予含激素的治疗方案。经过 1个多月

的治疗及康复，患者营养状况有所改善，不需止痛治疗，头颅

包块有所缩小，下床活动及完成简单的事情。结论 该病例

从发病至诊断约半年时间，由于罕见及多种临床表现形式，

诊断困难，骨骼受累为主，无典型长骨受累影像学表现，且

BRAF V600E突变阴性，易误诊、漏诊，在血液临床工作中应

提高警惕性。

J44. 极易误诊的异常表达CD30肥大细胞白血病一
例解析及文献复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毛霞 何成 王

春艳 朱莉 刘松雅

目的 为了提高对肥大细胞白血病的认识，减少临床误

诊，报告了 1 例罕见的肥大细胞白血病并结合文献进行分

析。方法 对患者进行细胞形态学和免疫表型分析，以及细

胞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等检测。结果 患者血常规正常，无

肝脾、淋巴结肿大，双侧下肢水肿明显，CT提示全身多发溶

骨骨质破坏伴软组织密度肿块影；PET-CT提示：全身多处骨

高代谢病灶，考虑恶性肿瘤。多地病理会诊考虑恶性淋巴瘤

可能。骨髓细胞学检查示异常幼稚细胞占55%，胞体较大而

不规则，细胞核凹陷，分叶，多核，部分核重叠，呈葫芦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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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形及肾形，细胞质蓝色，偶见空泡，细胞质内充满或多或少

的紫红色颗粒并盖核，部分可见伪足或疣状突起。化学染色

示 POX和酯酶双染阴性, PAS和甲苯胺兰染色阳性。免疫

表 型 主 要 表 达 髓 系 标 志 CD117、CD13、CD33bri、CD9、

CD30bri，不表达粒单系常见标志及嗜碱性粒细胞标志，亦不

表达T系、B系、浆细胞、DC细胞及巨核细胞标志。受体基

因重排及二代测学结果：重排阴性，二代测序仅检测到P53

突变阳性；遗传学结果：ALK FISH检测阴性，染色体高度复

杂核型。结合患者全身多发溶骨性病变、异常细胞免疫表型

及细胞化学染色确定其全身性侵袭性肥大细胞白血病诊

断。患者住院后给予 COAP(环磷酰胺、长春新碱、阿糖胞

苷、泼尼松)方案+伊马替尼治疗无效，患者 2周后最终因低

血压性休克死亡。结论 肥大细胞白血病临床非常罕见，容

易漏诊和误诊，本病呈现高度的侵袭性，生存期很短(中位生

存期 5个月) ，应尽快确诊采取相应的对症支持处理延长患

者的生存期。

J45. 鉴定外周血EB病毒感染细胞类型技术在血液
系统疾病中的诊断价值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张沛凌 周静

顾佳 毛霞 张炜 罗辉 徐斌 李钦璐 肖敏 周剑峰

目的 探讨建立检测 EB 病毒感染状态的常规诊断流

程对于 EB 病毒相关血液系统疾病的诊断及治疗的意义。

方法 回顾性地收集 250例EB病毒高载量并且进行了EB

病毒感染细胞类型鉴定患者的临床诊断。同时，根据EB病

毒感染细胞类型，分析了EB病毒相关T/NK淋巴细胞增殖

性疾病在 5 年随访期内的临床及预后特征。结果 250 例

EB病毒高载量患者中检测感染细胞为B淋巴细胞者134例、

T淋巴细胞16例、NK细胞75例、多系感染25例。其中免疫

缺陷患者（34/34，100%）、无症状性 EB 病毒感染（28/28，

100%）、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16/16，100%）、EB病毒相关

B 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41/41，100%）均为 B 淋巴细胞感

染。免疫健全者中，检测到T、NK细胞或者多系感染的患者

较B细胞感染者可能提示EB病毒相关T/NK淋巴细胞增殖

性疾病、T/NK细胞淋巴瘤、侵袭性NK细胞白血病等恶性血

液系统疾病。EB病毒相关淋巴瘤中，大多数EB病毒感染细

胞类型与淋巴瘤来源的细胞类型一致，而在血管免疫母细胞

淋巴瘤中（7/7，100%）均为B细胞感染。检测到T、NK细胞

或者多系感染的患者外周血单个核及血浆EB病毒载量均明

显高于B细胞感染组，预后较B细胞感染组差。EB病毒相

关T/NK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组具有与EB病毒相关淋巴瘤

相似的预后。本研究中包含EB病毒相关T/NK淋巴细胞增

殖性疾病患者78例，不同于以往以儿童为主的报道，本研究

中 79.5%均为年龄大于 18 岁的成人。45.5%为 NK 细胞感

染；45.5%的患者检测到淋巴细胞细胞毒功能相关基因缺陷，

但是否携带基因突变不影响预后。发生噬血细胞综合征是

EB病毒相关T/NK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唯一的独立预后不

良因素。结论 鉴定外周血EB病毒感染细胞类型技术在血

液系统疾病中具有重要的诊断价值。

J46. 利用粪便游离DNA无创诊断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后CMV性肠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顾佳 龙筱露

楼瑶瑶 肖敏 周剑峰 曹阳 陈丽婷

目的 利用数字微滴式PCR（ddPCR）特异性地检测造

血干细胞移植后患者粪便上清中游离的CMV DNA，以实现

CMV性肠炎的无创诊断。方法 留取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后腹泻患者的粪便上清，提取其中的循环游离 DNA

（circulating-free DNA, cfDNA）。针对人CMV的序列，设计

特异性探针并用ddPCR进行扩增，获得CMV病毒的绝对拷

贝数。同时利用人RNA酶亚基基因RPP29作为内参基因判

断 cfDNA提取的成功性。结果 该组CMV探针和引物能

有效扩增出质粒阳性对照标本，将质粒标本梯度稀释后，得

到的相关系数>0.9。阴性对照标本假阳性率<0.001 拷贝数/

μl。利用微滴式数字PCR，共检测了19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后疑似CMV性肠炎患者的粪便标本共计 31份。提取

的粪便上清的 cfDNA 浓度范围为：21 ng/ml 至 4 μg/ml。粪

便上清中 cfDNA 的浓度与内参 RPP29 的拷贝数具有相关

性，而与CMV病毒拷贝数没有相关性。ddPCR与荧光定量

PCR 一致性为 82.14%，敏感性提高了 10.71%。2 例连续监

测患者，荧光定量PCR初次未检测出CMV DNA，症状加重

1 周后才有检出；而 ddPCR 在两次标本均有检出，表明

ddPCR 的敏感性更强。结论 肠道 CMV 感染患者 CMV

DNA 可释放到大便上清中，ddPCR 检测粪便 CMV DNA 是

一种无创、敏感性高、能绝对定量的检测手段，不仅有利于

CMV性肠炎的早期诊断，其量化结果对于CMV负荷、指导

治疗及疗效评估及有重要的提示作用。

J47. 七例SET/CAN融合基因阳性白血病患者的免

疫表型及其临床特点分析并文献复习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刘松雅 何成

王春艳 朱莉 毛霞

目的 提高对SET/CAN融合基因阳性白血病的认识。

方法 分析7例SET/CAN融合基因阳性病例的临床表现及

免疫学表型，总结其临床特征。结果 7例患者中男性6例，

女性 1例，中位年龄 31（8~57）岁；5例出现浅表淋巴结肿大

或纵隔占位表现，4例出现血象异常，其在2例同时有淋巴结

肿大和血象异常。按照欧洲白血病免疫分型研究组（EGIL）

及 2008年WHO细胞系别确定标准对患者进行免疫表型诊

断。7例患者中有2例急性T/髓双表白血病，2例急性髓系白

血病，2例急性T细胞淋巴瘤/白血病，1例急性T细胞白血病

伴髓系表达。7例患者中有2例确诊后放弃治疗，5例接受化

疗患者1例治疗半年后MRD持续阳性后放弃治疗，余下4例

至随访结束时仍处于CR状态。总结国内外文献报道及7例

本院确诊的 SET/CAN 融合基因阳性患者共计 55 例，其中

T-ALL 43例(78.18%)，AML 5例(9.09%)，MAPL 3例(5.45%)，

B-ALL 2例(3.64%)，AUL 2例(3.64%)，常见的免疫表型标志

为CD7+(95.38%)、CD34+(82.31%)、cCD3+(82.31%)、CD33+

(74.69%)和CDl3+(27.8%)。常规染色体核型分析均未检出

t(9;9)(q34;q34)或 del(9)(q34.11q34.13)。结论 SET/CAN 融

合基因的白血病极为少见，免疫表型以T-ALL/LBL多见，基

本表达 CD34、CD7、CD33，且 T-ALL 患者常伴有髓系标志

CD33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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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8. 凝血和纤溶参数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和
其他类型急性白血病的鉴别诊断价值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李建新 黄丽静 郑若洋 许蕾 张

红宇

目的 探讨凝血和纤溶参数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

（APL）和其他类型急性白血病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收

集深圳市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2015年 5月至 2018年 5月首次

确诊为急性白血病且未经过化疗的患者的病案资料，以

WHO分型为依据，基于临床最终诊断，对符合纳入标准的病

例的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PT-INR）、纤维蛋白原

（FIB）、D-二聚体（D-D）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经SPSS统计学

分析，找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分析参数，并以ROC曲线评

价这些指标对 APL 和其他类型急性白血病的鉴别诊断价

值，探讨PT-INR、FIB、D-D鉴别诊断APL类型的最佳阈值并

计算其敏感度、特异度。结果 18例APL和82例非APL患

者被纳入研究。根据可供评估的资料，APL患者组与非APL

患者组比较，纤维蛋白原（FIB）显著降低（P<0.001），而凝血

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PT-INR）、D-二聚体（D-D）显著

增高（P 值分别为 0.003, <0.001），在最适 cut-off 值条件下，

PT-INR、FIB、D-D鉴别诊断APL的ROC曲线下面积（AUC）

分别为 0.760（95%可信区间：0.632～0.888），0.885（0.819～

0.951），0.954（0.915～0.993），敏 感 度 和 特 异 度 分 别 为

61.1%、85.4%，44.4%、92.7%，94.4%、89.0%。结论 D-二聚

体和纤维蛋白原可作为鉴别诊断APL与非APL的简单易行

指标。D-二聚体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纤维蛋白原具有

较好的特异性。

J49. 205例遗传性出血性疾病的基因诊断及临床数
据分析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江淼 沈宏杰 解珺丹 殷杰

余自强 王兆钺 陈苏宁 夏利军 阮长耿

目的 为满足出血疾病的精准诊断需求，以二代测序技

术（NGS）为基础，设计了针对遗传性出、凝血疾病的高通量

测序组套。方法 该组套中包含 89种基因，涵盖目前已知

的凝血、抗凝、纤溶因子，各种血小板及内皮细胞相关蛋白及

部分血栓相关基因。应用该组套检测了 205例临床考虑为

遗传性出血疾病的病例。结果 对检测结果以及该技术在

这一大类疾病中的应用价值进行了初步分析和评价。在

205例患者中，成功检出NBEAL2、F13A1、ITGA2B、ITGB3、

SERPINE1、HPS3、VWF、ADAMTS13、RUNX1、MYH9 等 56

种基因存在的各种缺陷，其中包括 HOXA11、LAMAN1、

ABCG5、DIAPH1等罕见基因缺陷；结合其他检测手段，确诊

了包括先天性血小板减少伴桡骨缺失、灰色血小板综合征、

血小板无力症、第Ⅴ/Ⅷ因子联合缺陷、植物固醇血症在内的

多个临床罕见病。检出致病基因变异与临床症状相关的病

例数达 147例，占总病例数的 71.7%；其中，明确存在致病基

因的病例数占52.2%，基因变异与临床表现存在相关性的占

19.2%，基因变异无法解释临床表现的病例为 28.3%。与基

因检测结果一致性较好的临床表现类型是凝血异常，致病基

因变异检出率达 86%。而在以血小板数量减少为主要表现

的 87 例病例中，有 34 例检出致病基因变异，检出率为

39.1%；检出致病基因变异的患者中有 21例曾被诊断为 ITP

甚至难治性 ITP。结论 高通量、快捷、准确的基因检测技

术对于出血性疾病的精准诊断有很大的应用价值，尤其在难

治性 ITP的鉴别诊断中，基因检测有必要提高到与形态学检

查、流式细胞术检查等检测手段同等重要的地位。相信随着

数据量的积累，高通量测序技术作为精准诊断中的重要环节

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J50. CCR7在成熟小B细胞淋巴瘤中的诊断价值
江苏省人民医院（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吴雨洁

李丽霞 赵四书 刘露 刘芳 李建勇

目的 检测克隆号为 150503的CCR7抗体在成熟小B

淋巴细胞增殖性疾病（B-CLPD）中的表达情况，探讨该克隆

号的 CCR7 在鉴别不同类型 B-CLPD 中的诊断价值。方法

采用流式细胞术3色抗体组合（CD5-PE-Cy7/CCR7-PeCy5.5/

CD19-APC)检测初诊未治疗的 B-CLPD 共 546 例，其中男

355例，女 191例，平均年龄 61.5岁；包括：CLL 300例（27例

不典型），MCL 42例，FL 30例，HCL 7例，HCL-V 2例，PLL 9

例，MZL 32例，WM 27例，不能明确诊断的BLPD 97例[其中

64 例 CD5-BLPD，33 例 CD5+BLPD)]，记录 CD5-CD19+或

CD5-CD19+细胞群中的 CCR7 表达率(%)和平均荧光强度

（MFI），阳性判断标准为>20%。结果 CCR7在CLL阳性率

为90%（270/300），MCL为4.8%（2/42），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FL 3.3% (1/30 例)，PLL 11% (1/9 例)，MZL 为

18.8%（6/32例)，HCL/HCLV为0%（0/9例)，WM为3.7%（1/27

例），表达无显著统计学意义（P>0.01).CCR7在 27例不典型

CLL阳性率 88.9%（24/27例），在经典CLL阳性率 89%（246/

273例），两者表达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不同

克隆号针对不同抗原决定簇，可以导致不同的检测结果，而

采用克隆号为150503的CCR7是诊断和鉴别诊断CLL与其

他类型的B-CLPD的有效标志物。

J51. 儿童噬血细胞综合征临床特征及基因检测的
临床意义
郑州儿童医院 史利欢 田亮 黄闪 刘炜

目的 探究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的临床特征及基因检

测的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我院在2014年1月-2016年1月

期间收治的22例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作为对象。分析患儿

临床资料，并进行噬血细胞综合征相关基因检测，对比分析

基因突变阳性与阴性患儿间一般情况与生化指标的差异。

结果 22例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男女比为 1.2∶1；发病年龄

为 3个月至 12岁，其中 5岁以上患儿所占比例最高，占总数

50.00%；均伴有发热，肝脾、淋巴结肿大。对入组患儿进行生

化指标检测，血细胞三系降低有 6例（27.27%）；肝功能异常

（ALT≥40 U/L）18例（81.82%）；白蛋白降低（ALB<40 g/L）22

例（100.00%）；血 清 铁 蛋 白 升 高（SF>500 μg/L）20 例

（90.91%）；骨髓血细胞形态学检查，可见组织细胞吞噬血细

胞现象 12例（54.55%）；NK细胞活性检测，活性正常（活性>

15%）7例（31.82%），活性降低（活性≤15%）15例（68.18%）。

22例入组患儿行噬血细胞综合征相关基因检查，12例检出

噬血细胞综合征相关基因突变，占总数 54.55%；以 LYST、

ITK、UNC13D 多见。基因突变阳性组与阴性患儿年龄、性

别、神经系统症状、骨髓噬血现象、NK细胞活性、转归、白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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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谷

丙转氨酶、白蛋白、甘油三酯、铁蛋白、纤维蛋白原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噬血细胞综合征患儿多伴

有发热，肝脾、淋巴结肿大，且多数伴有基因突变，以LYST、

ITK、UNC13D多见，但基因突变与患儿一般情况、生化指标

及病情严重程度无明显相关性。

J52. 60例成人噬血细胞综合征的基因突变检测分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唐韫 刘霆 向兵 牛挺 黄杰 贾

永前 代阳 刘家卓 李建军 季杰潘崚 郭勇 帅晓

龚玉萍 马洪兵 常红 陈心传 徐娟 侯理

目的 采用外显子组测序探寻成人噬血细胞综合征

（HLH）中存在的基因突变及其对发病和预后的影响。方法

纳入 2016年 3月 1日至 2018年 6月 18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成人 HLH 患者 60 例，行 HLH 基因全外显子组测序（包括

PRF1、UNC13D、STX11、STXBP2、XIAP、SH2D1A、Rab27a、

AP3B1、LYST、ITK），并记录病因及转归。结果 60例均无

HLH家族史，检测到HLH基因纯合突变发生率为 5%，复杂

杂合突变为 11%，双及多基因杂合突变为 17%，单一基因杂

合突变为40%，SNP为27%。60例中突变基因与致病性明确

者占30%，可能致病占25%，未知意义变异占18%，无致病性

占 27%；除外无致病性基因突变，余下 44 例共出现 69 次突

变 ，常 见 为 ：① STXBP2 为 29% [ 其 中 Exon7 c.495C>T

(p.Arg165Arg)7 例，为 10%；Exon7 c.497C>T(p.Thr166Met)

2 例，为 3%；Exon18 c.1663A>G(p.Arg555Gly) 2 例，为 3%]，

②LYST 为 19%，③UNC13D 为 14%[Exon14 c.1232G>A(p.

Arg411Gln) 2例，3%；Exon27 c.2588G>A(p.Gly863Asp) 2例，

3%]，④PRF1 为 12%[Exon2 c.10C>T(p.Arg4Cys) 4 例，6%]。

1 年总体生存率为 62.6%，按病因划分，肿瘤为 29.3%，EBV

相关LPD为 50%，感染为 82.8%，结缔组织病为 100%，其他

为66.7%（P=0.0062）；按基因突变分，复杂基因突变（纯合/复

杂杂合/双/多基因）为59.5%，单一基因突变为62.9%，SNP为

69.6%（P=0.4335），按突变基因的致病性划分，有致病性为

72.7%，可能为 50.6%，未知意义为 57.8%，无为 69.6%（P=

0.9212）。讨论 成人HLH中基因突变常见，其中 30%致病

性明确，仍近半数致病性尚待探索。此外，近半数基因突变

重现性较高，推测在特定基因突变的“首次打击”下，再遭遇

诱因疾病的“二次打击”最终导致临床HLH。基础病因是成

人HLH预后的重要影响因素。

J53.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gene detection in chil-

dren with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Zhengzhou Children's Hospital Shi Lihuan, Liu Wei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features and the clini-

cal significance of gene detection in children with hemophago-

cytic syndrome. Methods Twenty-two (22) pediatric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according to 2004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criteria were enrolled in our hospi-

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anuary 2016. The clinical data of pa-

tien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genes associated with hemo-

phagocytic syndrome were detected. The clinical biochemical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mutation group and non-

mutation group. Results 22 cases of patients were en-

rolled (age,3months- 12 years), including 10 males and 12 fe-

males, and th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over 5 years old account-

ed for the highest proportion, accounting for 50%, all of them

were accompanied by fever, liver, spleen and lymph node en-

largement. The main test results were as follows: Peripheral

blood cells reduced in 6 cases (27.27% ), hemophagocytic

showed in bone marrow smears in 12 cases (54.55% ); abnor-

mal liver function (ALT ≥ 40U/L) in 18 cases (81.82%); low

serum albumin (ALB<40g/L) in 22 cases (100%); High serum

ferritin levels (SF>500 g/L) in 20 cases (90.91% ); the detec-

tion of NK cell activity, normal activity (active >15%) in 7 cas-

es (31.82% ), decreased activity (activity ≤ 15% ) in 15 cases

(68.18% ). The genes associated with hemophagocytic syn-

drome were detected in 22 cases of patients, and 12 of them

were associated with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related muta-

tions, accounting for 54.55%. LYST, ITK and UNC13D were

more common.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which ag-

es of onset, symptoms of the nervous system, and laboratory

data of leukocyte count, red blood cell count, hemoglobin,

platelet count, NK cell activities, prognosis, hemophagocytic

showed in bone marrow smears ,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

bumin, triglyceride, ferritin and fibrinogen between mutation

group and non-mutation group (P>0.05). Conclusion Pediat-

ric hemophagocytic syndrome is mostly accompanied by fever,

liver, spleen and lymph node enlargement, and most of them

are accompanied by gene mutations. LYST, ITK and UNC13D

are more common.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

tween gene mutation and general condition, biochemical index

and severity of the disease.

J54. 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患者基于循环游离
DNA的高通量深度测序的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张炜 周剑峰

肖敏

目的 比较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的病

理组织与首诊治疗前外周血循环游离 DNA 标本的二代测

序的差异，评估液体活检对此类患者的诊断价值。方法 入

组 30 例病理确诊为原发性 DLBCL 患者。收集患者的福尔

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肿瘤病理组织并提取基因组

DNA（gDNA），同时收集患者首诊化疗前外周血标本并提取

血浆中的循环游离 DNA（cfDNA）。靶向造血淋巴组织肿瘤

常见的 108 个突变受累基因，分别对 DLBCL 患者的 gDNA

和 cfDNA 进 行 高 通 量 测 序（测 序 平 台 Illumina HiSeq

2000）。gDNA 和 cfDNA 的靶向区域分别为基因全编码序

列和基因高频突变区。gDNA 和 cfDNA 的平均测序深度分

别为 2000×和 25000×。对测序结果在 Bio-Rad QX200TM 微

滴式数字 PCR 进行验证并分析。结果 针对 108 个基因的

全编码序列，30例 DLBCL 患者的 gDNA 全部检出突变，平

均每个样本检出的突变个数为 3.3（98/30）个。针对 108 个

基因的突变高频突变区，30 例 DLBCL 患者的 gDNA 共有

25 例（83.3%，25/30）检出突变，平均每个样本检出的突变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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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1.8（54/30）个；30 例 DLBCL 患者的 cfDNA 共有 22 例

（73.3%，22/30）检出突变，平均每个样本检出的突变个数为

1.6（47/30）个，平均等位基因频率为 3.4 % 。 gDNA 和

cfDNA 的突变一致性为 87%（47/54）。针对 3 例 gDNA 和

cfDNA 存 在 差 异 的 患 者 ，第 1 例 的 cfDNA 未 检 出

EZH2 Y646S、CD70 Q47*；第 2 例 的 cfDNA 未 检 出

NOTCH2 R2400*、PTEN L23*；第 3 例 的 cfDNA 未 检 出

EZH2 Y646H、DTX1 M1R、IGLL5 A27V。3例患者均为预后

较好的生发中心 B 细胞样（GCB）亚型。而 TP53、B2M 等预

后不良基因突变和 MYD88、CD79B 等活化 B 细胞样

（ABC）亚型相关基因突变均在 gDNA 和 cfDNA 中具有一致

性，但是两者突变的等位基因频率未见线性关联。结论 对

首诊治疗前的 DLBCL 患者，基于 cfDNA 的高通量测序与

肿瘤 FFPE 标本的一致性较高，其中针对预后不良突变的检

出一致性更强，提示基于首诊治疗前 DLBCL 患者 cfDNA

的高通量深度测序为该疾病具有较大价值的辅助诊断手段。

J55. NK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淋巴瘤诊断一例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路旭琳

目的 通过 1例NK淋巴母细胞白血病/淋巴瘤诊断病

例，对该病的明确诊断及鉴别诊断进行解析。方法 取患者

未经化疗的骨髓样本，分别对样本进行形态学、免疫学、分子

生物学及遗传学检查，总结各检查结果，作出综合诊断。

结果 细胞形态学：考虑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流式细胞学：

异常细胞群约占有核细胞的 85.20%，强表达 CD56，表达

CD38，HLA-DR，CD123，TdT，CD2，部分表达CD36，弱表达

CD33，CD7，CD304，不表达 CD34，CD117，CD11b，CD15，

CD11b，CD64，CD4，CD16，mCD3，CD19，cCD79a，cCD3，

MPO，CD303，CD94，CD161，CD30，Perforine，Granzyme，不

除外NK淋巴母细胞白血病；分子生物学：Ph样急淋融合基

因筛选阴性；遗传学：染色体荧光原位杂MLL、P53/CEP17、

BCR/ABL、 CRLF2、 TEL/AML1、 PDGFRB、 PDGFRA、

P2RY8、MYC、CEP9/CDKN2A 均阴性。结论 NK- ALL/

LBL是一种表达CD56，同时伴随不成熟T系相关抗原CD2、

CD7乃至 cCD3的表达，缺乏B系及髓系抗原表达且除外母

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肿瘤的1种暂定的肿瘤类型，目

前仍需更多的临床病例和检查支持该病种的诊断。

J56. 使用 138个低频胚系突变对 16套变异危害性
预测软件的比较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丁子轩 刘红 沈宏杰 解珺

丹 姚红 马亮 邱桥成 陈苏宁

目的 比较主流变异危害性预测软件对低频突变的鉴

别能力。方法 使用Sanger测序法对血液病患者提供的组

织样本（口腔黏膜、指甲、毛囊）进行验证，筛选得到138个低

频胚系突变（MAF<0.001）。使用16种主流的变异危害性预

测软件（VEP、SIFT、PolyPhen2、CADD、DANN、FATHMM、

LRT、M- CAP、MetaLR、MetaSVM、MutationAssessor、Muta-

tionTaster、PROVEAN、REVEL、SiPhy和FATHMM-MKL）对

上述突变进行分析预测，对预测结果进行比较。结果 上述

胚 系 突 变 的 VAF（Variant Allele Fraction）=0.488 ± 0.060，

REVEL 将最多的胚系突变预测为良性（94.0% ,126/134,

threshold=0.75）。结论 使用Sanger测序对正常组织进行验

证仍旧是目前鉴定低频胚系突变最可靠的方法，生物信息学

分析只能部分替代测序鉴别。

J57. 血浆ADAMTS13活性定量检测方法的建立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苏健

目的 TTP是一种危急重症，快速便捷地精准检测血浆

中ADAMTS13酶活性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方法 ①以含

VWF蛋白1605氨基酸短肽为抗原，免疫小鼠，筛选单克隆抗

体，并HRP酶标；②构建包含VWF73变异体在内的融合短

肽HA-VWF-His，转染E.Coli后诱导表达并经Ni柱及HA亲

和纯化；③以HA抗体包板，后加入纯化的HA-VWF-His短

肽，经血浆酶切后加入抗 VWF1605 位氨基酸的酶标抗体。

结果 ①经筛选，成功获得一株不识别全长 VWF 蛋白 A2

区，但能特异性识别经 ADAMTS13 切割后的 VWF 抗体，

HRP酶标后经多个纯化步骤获得高纯度的酶标抗体；②同时

所构建的VWF73变异体可进行可溶性表达；③经类似ELI-

SA实验，在前期经过残余胶原结合试验确诊的TTP患者血

浆经该方法检测，绝大部分TTP患者酶活性小于1%，小部分

TTP 患者酶活性小于 3%。结论 检测纯化的 ADAMTS13

酶活性方法很多，尤以荧光多肽为大众所熟知。但血浆中包

含除ADAMTS13酶以外的多种酶均可酶切该荧光多肽，即

使加入多种蛋白酶抑制剂亦无法解决该问题，因此荧光多肽

作为底物，测得的是血浆中混合酶的活性。由于单克隆抗体

只识别经ADAMTS13酶切后的VWF短肽，从而使建立的方

法能精准定量检测ADAMTS13酶活性，同时亦可用来测定

ADAMTS13抗体的滴度，且耗时较短（2.5 h），并可普及化。

J58. 成人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骨髓MRI造血岛分
布特征及动态变化的临床意义
河南省人民医院 杨夏婉 时明月 白炎亮 裴艳茹 张

婉君 宋娟娟 孙恺

目的 探讨成人再生障碍性贫血（AA）患者MRI造血岛

分布特征及动态变化的临床意义。方法 收集河南省人民

医院2017年9月至2018年6月经血象、骨髓穿刺活检证实确

诊的 15例AA患者为病例组，另收集同期本院 20名健康体

检者为正常对照组，均在治疗前行骨盆MRI检查，扫描序列

为 T1WI,T2WI 和脂肪抑制短时反转恢复脉冲序列(STIR)。

对比分析2组资料的骨髓MRI信号特征，计算感兴趣区信号

强度的对比噪声比（CNR）。比较 2例AA患者在治疗前，治

疗后2、4、6月的血象、骨髓检查结果及骨髓MRI变化。结果

AA患者的骨髓MRI表现为 3种类型：弥漫型，局灶性，不均

匀性，均分布有大小不等的造血岛，正常组则表现为均匀的

等信号。定量分析提示病例组与对照组间的CNR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2例AA患者治疗前后骨髓MRI提示造

血岛面积逐渐增大，信号强度逐渐减低，且早于血象、骨髓象

的改变。结论 MRI检查为一种无创性检查方法，且能避免

骨髓穿刺活组织检查取样的不均一性。AA患者的MRI表

现有一定的特征性，在成人AA患者的诊断、分型、指导治疗

及疗效监测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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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护理

K1.国内首例经颈静脉肝内门腔分流术成功治愈重
度肝窦阻塞综合征患者的护理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曹建琼 柴燕燕

目的 探讨 1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并发重度肝

窦阻塞综合征，在国内首次行经颈静脉肝内门腔分流术治愈

成功的护理经验。方法 护理上做到早监测（体重及腹围变

化），早发现（精神行为异常），早报告（病情动态变化），早处

理（危急并发症）。结果 该例患者移植后早期出现重度肝

窦阻塞综合征，行肝内门腔分流术后出现肝性脑病，经多学

科医护合作，患者于移植后48 d治愈出院。结论 通过规范

测量，及时发现报告，正确执行医嘱，熟练应急预案，有效的

心理沟通和干预，使本例重症患者的治疗护理效果得到有效

提高。

K2.成人急性髓系白血病诱导化疗期间营养状况评价
甘肃省武威市人民医院 冉玉梅

目的 评价新诊断的成人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者

入院和诱导化疗期间的营养状况。方法 回顾性调查研究

自 2013年 1月至 2017年 1月在甘肃省武威市人民医院血液

内科住院的AML患者54例。住院期间，对临床和实验数据

进行收集和评估。营养评估包括体重指数（BMI）和体重减

轻率，以诊断营养不良。收集每周的实验生化指标（血清白

蛋白、电解质等），计算总能量消耗以适应能量的补充和食物

的摄入。结果 在 54例患者中，8例（14.8%）入院时出现营

养不良，9.7%的患者体重指数低（P<0.001），体重减轻>

5.0%。诱导化疗后 10 例（18.5%）出现营养不良（P=0.05）。

非营养不良患者出院时体重中位数、BMI、血清白蛋白水平

明显低于入院值（P<0.05），而 C 反应蛋白水平较高（P=

0.03）。其住院时间也比营养不良患者的住院时间短（31天

对 39 天，P=0.03），1 年生存率更长（89.7%对 58.1%，P=

0.002）。结论 营养状况良好的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患

者经诱导化疗后住院时间短，生存期长。

K3.白血病患者化疗后肛周感染护理体会
武威市人民医院 徐丽霞

目的 探讨研究白血病患者化疗后加强肛周护理的临

床效果分析。方法 对本科收治白血病患者化疗后肛周感

染患者进行整体护理方式。结果 白血病患者化疗后加强

肛周护理，肛周感染的症状消除，局部组织的疼痛感显著缓

解，并恢复正常血液循环，显著降低了患者肛周的感染率及

发热时间。结论 加强患者肛周护理，能够明显降低感染

率，缩短感染时间，减少抗生素使用时间，降低医疗费用，并

有助于患者的康复，极具临床应用价值。

K4.1例微移植后复发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并
发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护理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郭建利

目的 总结 1例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微移植后复发

再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并发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病情

观察与护理。方法 采用集束化护理方案对患者进行全面

责任制整体护理，包括基础护理、体温血压监测、基于血象变

化的病情观察及护理、药物反应观察及护理、心理支持与营

养支持。结果 ①患者行单倍体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14天植入成功。②+28天并发血小板减少症，先后予以甲泼

尼龙、rhTPO、大剂量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与间充质干细胞

输注，血小板恢复不理想，持续低于20×109/L，经过集束化护

理，患者未发生内脏及颅内等严重出血。③患者及家属整个

治疗过程中情绪平稳，期望值适宜，能够积极主动配合医疗

护理工作。结论 本例患者为微移植治疗后复发行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并发血小板减少症，病程长、花费大、

治疗效果不佳，加之移植后免疫功能持续低下及血小板持续

偏低，导致护理难度大，而集束化护理能够优化护理服务，提

高患者护理结局，有效协作医疗工作。

K5.一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皮肤排异致手部
功能障碍的诊疗护理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张琳

目的 探讨 1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发生Ⅳ度皮

肤型GVHD导致手部功能障碍患者的护理效果。方法 患

者于 2016年 10月 27日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15天

植入成功，+180天患者出现多处皮疹，由上肢蔓延至躯干及

全身，尤以手掌为著，手掌皮肤变硬、脱皮、疼痛，手部功能严

重受限，无法完成日常活动。通过西罗莫司、霉酚酸酯联合

甲泼尼龙抑制皮肤排异反应，同时采用每日评估患者手掌皮

肤排异状况及肌力；至少每日3次温水浸泡后涂抹医用凡士

林；两次凡士林间隔期采用康复新液湿敷；引导患者循序

渐进进行手部功能锻炼；心理支持等护理措施。结果 经过

2个月的诊疗护理，患者手掌硬皮脱落，手部功能恢复，能够

完成日常活动，生活质量明显提高。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

后生活质量的提升是治疗的最高目标，而有效及时个性化的

诊疗护理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保证。

K6.134例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抑郁症调
查与影响因素分析
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武瑞红

目的 了解成人原发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患者抑

郁症的发病情况并分析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

法，选取SDS抑郁自评量表作为评价工具，对2017年2月至

2017年 8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液科门诊及住院的

ITP患者进行调查，同时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

结果 134例患者中，轻度抑郁26例，中度抑郁6例，重度抑

郁1例，抑郁症发生率为24.63%；83例健康体检者中，仅轻度

抑郁 7例，抑郁症发生率为 8.43%,ITP患者抑郁症发生率明

显高于健康人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

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疾病分期为影响 ITP抑郁症发生率的独

立危险因素(P<0.05)。结论 成人 ITP患者抑郁症发生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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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群高，且随病程延长抑郁症发生率升高，因此早期给

予心理干预有利于改善患者疾病后期的心理状况。

K7.一例黑热病伴全血细胞减少的护理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李珍珍

目的 探讨 1例黑热病伴全血细胞减少患者的护理效

果，以期为临床护理提供实践依据。方法 通过积极配合医

疗措施，并检索万方、知网、Pubmed等数据库，整理归纳出以

下护理措施：①做好传染病预防的护理，同时做好消毒隔离；

②基础护理；③全血细胞减少的护理；④心理护理。结果

患者住院期间未发生严重并发症，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患者

及家属始终保持适宜的期望值。结论 积极有效地预防有

利于疾病的控制，同时护理关怀可有效改善医患关系，促进

医护患的和谐。

K8.追踪方法学在血液科住院患者成分输血护理质
量评价中的应用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张原娟

目的 分析血液科住院患者成分输血临床治疗效果，在

临床输血护理质量评价中引入追踪方法学原理，持续改进临

床护理质量。方法 运用追踪方法学对护理人员输血过程：

医嘱审核、标本采集、血库取血、护理查对、输血操作、输血记

录、血袋处理环节加强督导检查，对患者成分输血前后相关

血常规相关指标变化进行比较。结果 2017年1月至12月

血液科住院患者978例，共输血5514人次，其中血小板1382

单位，浓缩红细胞 2346 单位，洗涤红细胞 244 单位，冷沉淀

1352 单位，血浆 37880 ml，发生皮肤瘙痒、荨麻疹不良反应

15例，发生率 0.27%；患者成分输血前后血红蛋白、血小板计

数比较均增加，386人次输注血小板患者输注无效，输血有

效率9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 在保证输

血治疗安全性和有效性前提下对临床输血环节护理质量加

强监控，形成有效的改进措施，从而达到临床输血质量的持

续改进。

K9.PICC置管规范性管理在血液肿瘤患者中的应用
运城市第三医院 詹淑凤

目的 探讨规范性管理对提高血液肿瘤患者PICC护理

质量的效果。方法 选取2010-2015年行PICC置管血液肿

瘤患者1500例，实行规范性管理。结果 PICC一次置管成

功率提高至 97%,导管相关性并发症发生率降至 26%，其中

静脉炎和导管移位/脱出的发生率分别降至 8.9%和 2%。

结论 规范性管理可提高PICC一次置管成功率，减少导管

相关并发症，提高护理质量，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管理方法。

K10.口腔冷疗联合康复新液含服在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并发口腔黏膜炎的效果观察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刘玲玉

目的 探讨口腔冷疗联合大量康复新液含服在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并发口腔黏膜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14年 3月至 2017年 4月在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血

液科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40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20 例患

者。对照组患者单纯采用口腔冷疗法防治口腔黏膜炎，观察

组在此基础上联合大量康复新液含服。结果 ①对照组与

观察组患者口腔黏膜炎发生率分别为100%、90%；②对照组

患者口腔黏膜炎持续时间高于观察组（16.37±5.16 对15.78±

7.26,t=0.376,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③对照组患者发

生0级、Ⅱ级、Ⅲ级口腔黏膜炎分别为0例（0）、5例（25%）、11

例（55%）；观察组分别为 2 例（10%）、10 例（50%）、6 例

（30%），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03，P<0.05；χ2=

4.87，P<0.05；χ2=6.24，P<0.05），观察组患者口腔黏膜炎的严

重程度低于对照组。结论 采用口腔冷疗联合康复新液含

服能够缩短口腔黏膜炎的持续时间，降低患者口腔黏膜炎严

重程度，有利于减少口腔感染机会，减轻患者的痛苦与不舒

适感。

K11. 品管圈在降低血液科医务人员锐器伤发生率
中的应用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红十字医院） 员帅

目的 通过品管圈活动了解血液科医务人员发生锐器

损伤的现状，分析暴露原因，制定有效防护措施，减少锐器伤

造成的危害。方法 选取2017年4月至10月血液科登记备

案的 113名医务人员锐器伤发生情况统计分析。结果 锐

器伤发生的主要人群是护士，其次为医生。结论 医务人员

是锐器伤的高危人群，加强医务人员职业防护知识的培训，

提高医务人员职业安全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严格执行各种

操作规程,能有效预防医务人员锐器伤的发生。

K12.西药糊剂治疗恶性血液病患者口腔黏膜炎的
疗效观察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山西红十字医院） 刘晶

目的 观察西药糊剂在恶性血液病患者化疗期间并发

口腔黏膜炎局部治疗的效果。方法 将14例患者随机分为

观察组（7例）和对照组（7例）。对照组采用血液科常规漱口

液治疗，0.9%的氯化钠溶液+5片制霉菌素片与 0.9%的氯化

钠溶液+50 mg亚叶酸钙+20 WIU庆大霉素交替漱口，每日

不少于8次；观察组采用康复新液2 ml、复合维生素B10片、

亚叶酸钙100 mg、叶酸片10片、地塞米松5 mg、制霉菌素片

3粒调成糊状，餐前15 min涂抹，每日3次。采用数字评分法

比较两组患者的疼痛缓解程度，采用WHO推荐 5级评价法

评价口腔黏膜炎的严重程度。结果 观察组数字评分法得

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口腔黏膜炎严重程度较对照组

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本西药糊剂可以有效治疗化

疗后口腔黏膜炎，明显减轻患者发生口腔黏膜炎的痛苦，增

加患者进食量，保证机体的营养的需要。

K13.新多元化教学在新入职规培护士临床实践能
力培养中的应用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罗艳蓉 鲁桂华 缪英霞

黄崇媚

目的 将新多元化教学应用于规范化培训护理教学中，

建立护理临床实践能力培养多元化教学体系，采用新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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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以改善临床教学质量，提高新入职护士临床实践能

力。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法抽取2016级新入职规范化培训

护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60例) 和对照组

(60例)，试验组采用团队导向学习（TBL）和临床路径（CP）相

结合的新多元化教学法，对照组采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法进

行教学，并利用新型迷你临床演练评估（Mini-CEX）模式和

临床拓展考核对规培护士进行效果评价。结果 试验组对

教学满意度，7项考核技能以及临床实践能力均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新多元化教学是

一套比较完整、可行性强、符合实际需求的教学方法，有利于

提高新入职规培护理人员临床实践能力和教学满意度。

K14.集束化护理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肛周感染
中的应用研究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汪洪 罗艳蓉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在预防血液病造血干细胞移植

患者肛周感染护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2013年 1月至 12

月于我科住院的110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将2014年1月至12

月住院的108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观

察组实施集束化护理，对两组患者的肛周感染情况进行数据

收集、统计和分析对比。结果 通过对两组患者肛周感染相

关数据的比较分析，对照组肛周感染发生率 12.7%，观察组

为4.6%，经比较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实

施集束化护理，能有效减少血液病移植患者肛周感染发生率。

K15.贵重药物皮下注射改良方法对白血病患者的
效果评价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刘晶晶 鲁桂华 彭艳妮

李红梅

目的 探讨贵重药物皮下注射改良方法对白血病患者

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 100例白血病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每组 5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按设计的给

药流程及残留空气法行皮下注射，比较两组患者的护理效

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疼痛感、局部皮肤的瘀斑及药液的

残留改善显著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对医护人员操作

技能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结论 改良的皮下注射方

法能够减轻患者疼痛、减少局部皮肤瘀斑及提高药物使用率

及准确性，减少浪费。

K16.白血病住院化疗患者口腔卫生行为的调查研究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刘晴 胡娟 鲁桂华 李红梅

目的 了解白血病化疗患者口腔卫生行为，为临床护理

工作提供依据和指导，为制定干预措施及评价效果提供数据

支持。方法 使用自制的口腔卫生行为问卷，对 32例白血

病住院化疗患者在化疗第1、2、3周及出院时进行调查，并每

周观察患者口腔黏膜炎发生情况及程度。结果 化疗后第

3周，患者发生口腔黏膜炎的比例最大；患者口腔卫生行为

除“使用牙线”不同时间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

6项口腔卫生行为水平在化疗期间均有所改善(P<0.05)；年

龄对治疗期间口腔健康行为有影响(P<0.05)、性别及学历对

入院第1、2、3周的口腔健康行为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之后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白血病

住院患者在化疗期间口腔黏膜炎发生率高；口腔健康行为(

除使用牙线外)在入院后有所改善。医护人员需对白血病化

疗患者的口腔健康行为，尤其是对年长者，制定针对性的口

腔照护策略，以改善患者的口腔健康行为。

K17.耐高压PICC导管与植入式输液港在淋巴瘤化
疗中的临床应用比较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彭艳妮 鲁桂华 缪英霞

李红梅

目的 比较耐高压PICC导管与植入式输液港在淋巴瘤

化疗中的临床应用，为临床选择合适的静脉输液导管提供依

据。方法 将 81例淋巴瘤置管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对照组使用耐高压PICC导管，观察组使用植入式输液港，比

较两组患者的使用效果。结果 与耐高压PICC导管相比，

植入式静脉输液港置管成功率高，维护操作时间短，留置时

间长，并发症少，可作为理想的静脉通道。结论 植入式输

液港能增加淋巴瘤患者置管留置时间，并发症显著低于耐高

压PICC导管患者，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淋巴瘤患者化疗中

的生活质量。

K18.健康供者造血干细胞采集术后血钾水平分析
及护理对策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鲁桂华 缪英霞 彭艳妮

李红梅

目的 探讨外周血造血干细胞(PBSC)动员采集对健康

供者血钾水平的影响，并进行原因分析，制定相应的护理对

策。方法 连续收集本院 82例健康供者PBSC动员采集期

间的血钾指标，观察并记录相应的临床症状、血钾水平，分析

发生原因。结果 干细胞采集后健康供者低钾血症发生率

为74.39%，与采集前相比存在显著差异，评估动员采集过程

中的各种处理，认为低钾血症的发生可能与应用细胞因子动

员、糖皮质激素抗过敏、防干细胞聚集大量应用枸橼酸钠等

有关。针对低钾血症程度与临床症状通过饮食、口服钾溶

液、静脉滴注或微泵注入高浓度钾等补充钾含量，均顺利康

复。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健康供者动员、采集干细胞过程

中，多会发生低钾血症并引起临床表现，应密切监测，早期发

现低钾血症并及时制定医护策略予以纠正，可最大程度地减

轻对健康供者临床不适症状，保障供者安全。

K19.药物联合健康宣教对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临床
疗效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鲁桂华 彭艳妮 缪英霞

李红梅

目的 探讨环孢素胶囊药物治疗联合健康教育对再生

障碍性贫血的临床疗效以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我院2013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间收治的70例再生障碍性

贫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的方法分为观察组

（35例）和对照组（35例），对照组患者仅实施环孢素胶囊药

物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患者的基础上加以实施健康宣

教进行干预。分别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治疗依从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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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以及生活质量进行客观比较。结果 经比较，两组患者

的临床总有效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

组相比较，前者的治疗总依从率为94.28％，后者总依从率为

71.4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随访半年发现观

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亦更优于对照组的患者，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同时，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环孢素胶囊药物治疗联合健

康教育可以降低药物不良反应，进而提高再生障碍性贫血的

临床治疗效果，且加强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以及促进了患者

近期的生活质量，因而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K20.环孢素A不同给药方式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患
者中的应用效果和护理评价
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陈怡潞 范超帅 彭红桂

罗艳蓉

目的 探索环孢素A两种不同给药方式在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和护理评价。方法 收集70

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分为持续给药组和间断

给药组，每组35例，比较两组患者的PICC导管通畅程度、夜

间持续睡眠总时间及对移植后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

发生、排斥率及环孢素A血药浓度、肝肾功能的影响和护理

效果。结果 两组患者移植后GVHD的发生率及移植排斥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即使用不同给药方式的免疫

抑制疗效无差异。两组环孢素A血药浓度、肝肾功能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间断给药组患者PICC导管发生完全

堵塞 1 例，占 2.86%；持续给药组发生完全堵塞 5 例，占

14.20%；夜间持续睡眠总时间间断给药组明显高于持续给药

组（P<0.05）；患者满意度间断给药组明显高于持续给药组

（P<0.05）。结论 环孢素 A 间断给药方法在不影响患者

GVHD、排斥率及血药浓度、肝肾功能的前提下，既能降低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PICC导管堵塞率，又可提高患者

夜间持续睡眠总时间及满意度，值得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

中推广使用。

K21.血液内科实习护士带教中多元化教学模式的
应用效果分析
山西大医院 赵静 程红霞

目的 分析研究在血液内科实习护士带教中多元化教

学模式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17年我院血液内科带教

的162名实习护士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常规组与教

学组，每组实习护士81名，对常规组实习护士采用常规实习

带教方法，对教学组实习护士应用多元化教学模式，实习期

满后，分析对比两组实习护士的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的考核

情况以及带教满意度。结果 进过分组对比带教后，教学组

实习护士的理论知识与技能操作考核分数明显高于常规组

实习护士，且带教满意度明显优于常规组实习护士，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血液内科实习护士带教

中应用多元化教学模式，可有效提高实习护士的理论知识与

技能操作水平，并显著提高实习护士的积极性、提高带教满

意度，应在临床护理带教中推广应用。

K22.2例非亲缘性脐血移植患儿输注脐血并发神经
系统症状的护理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刘瑶 袁睆 邓明扬

目的 探讨非亲缘性脐血移植患儿输注脐血并发神经

系统症状的观察与护理。方法 总结我科 2例异基因脐血

移植患儿在输注脐血期间的护理经验。结果 我科 2例患

儿中，1例出现严重高血压，另 1例出现癫痫，通过及时发现

病情变化、正确的治疗及护理干预，患者转危为安，顺利出

仓。结论 脐血分离出来后，在冻存时需要加入低温保护剂

二甲基亚砜（DMSO），可最大程度地减少冷冻对细胞的损

伤。但DMSO对人体会造成一定影响，如高血压、腹痛、呼

吸困难等症状。在患儿输注脐血干细胞期间，通过加强病情

观察、注重患儿的症状护理、药物护理、心理护理等，患儿顺

利出层流洁净室。通过治疗和护理，让我们积累了相关经验。

K23.集束化护理策略预防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术后患者跌倒的效果观察
解放军第307医院 王亚飞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

患者跌倒防范中的效果。方法 根据医院护理部下发的跌

倒风险评估评出有跌倒危险的患者，并选取 2014 年 1 月至

2017年12月在我科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468例

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按入院时间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234例。对照组2014年1月至2015年12月行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的有跌倒风险的患者，实施常规跌倒防范护理；观

察组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有跌倒风险的患者，引入集束化护理模式进行跌倒防范护

理，比较两组跌倒发生率有无差异。结果 观察组跌倒发生

率[0（0/234）]明显低于对照组[3.42%（8/234）]，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集束化护理模式能明显降低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跌倒发生率，从而减少了纠纷的发

生，有利于医院“患者十大安全目标”的完成。

K24.置入PICC异位于左侧头臂静脉先天变异血管
的原因分析与护理一例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王静

目的 通过PICC置管，发生异位于左上腔静脉的问题，

查找文献资料，针对实际问题制定护理措施。方法 PICC

导管异位发生率3.7%～40%，其中颈静脉异位占64.1%。异

位的血管会增加液体渗漏，导致肢体肿胀、静脉炎、堵管、血

栓等并发症的发生。我院1例颅内感染患者行PICC置管后

出现左颈静脉异位，采取重新送管法调整，后PICC尖端朝下

再次异位于左侧平右上腔处，请心内科医生会诊分析可能为

永存左上腔静脉，建议外拔3 cm后继续使用，考虑患者短期

内拍X线胸片过多，未再胸片定位。于第8日输液时患者出

现轻度憋气，调慢速度可减轻，输液后可消失。第 9日行第

3次胸片定位检查，PICC末端在胸骨左侧第 2肋处，再次外

拔2 cm，第10日行第4次胸片定位检查，PICC末端位于左锁

骨下静脉内，长度为39 cm。患者未再诉不适。结果 正常

使用输液持续 3个月并带管出院，未出现血栓、静脉炎等并

发症。于体内带管 5 个月时行门诊肺静脉 CT 血管造影检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543·

查，确定为左上腔静脉异位；结果示左头臂静脉经纵隔左侧

下行，跨过主动脉弓前方，绕过左肺动脉肺静脉，最终汇入下

腔静脉右心房入口处。患者复诊本病恢复给予导管拔除，体

内带管时间 7个月。结论 明确PICC异位具体情况，有针

对性提出异位预防措施，其发生原因主要与操作时未达到有

效阻断、患者配合不到位有关。导管异位也与部分患者存在

血管瓣膜畸形或血管分叉等解剖变异有关。临床PICC颈内

静脉异位调试，无可视仪器借助，多为经验性操作手调法，然

后通过胸片定位查看；其次，置管成功后，通过导管内注入无

菌生理盐水法，利用血管B超查看防止颈内静脉异位。

K25.一例AML患者行二次移植发生鲍曼不动杆菌
感染的原因分析及护理对策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夏禹 高磊

目的 分析1例AML患者行二次亲缘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术发生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原因，总结经验，探讨其

应对策略。方法 通过回顾性分析我科 2018年 3月收治的

1例AML患者行二次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发生鲍曼不

动杆菌感染病例的临床资料，总结出发生感染的原因，制定

出合理的护理措施并运用于该病例。结果 通过及时有效

的治疗和护理，该患者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并转至普通病房。

结论 密切观察病情变化、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严格执

行手卫生、合理使用抗生素是防控鲍曼不动杆菌感然的重要

环节。

K26.一例再生障碍性贫血合并车祸外伤患者的护理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袁睆 张晶

目的 总结 1例再生障碍性贫血合并外伤患者行免疫

治疗期间的护理要点及疗效。方法 通过给予患者实施全

环境保护，生命体征监测，血药浓度检测，做好造口伤口换药

护理，配合心理疏导，给予再生障碍性贫血治疗护理常规等

干预措施，观察再障恢复及伤口愈合情况。结果 经对应护

理干预措施的实施，患者住院26天后病情好转出院，未出现

严重感染及相关并发症。结论 通过环孢素A免疫治疗，有

效的伤口造口护理，给予全环境保护，可以有效降低再生障

碍性贫血合并外伤患者的感染。

K27.一例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患者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消化道出血的护理
山西大医院 曹剑波 罗健

目的 探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合并消化道出

血的护理措施。方法 该患者移植术后出现呕血、黑便等消

化道出血症状，除配合医生积极给予药物止血治疗外，还应

密切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加强患者基础护理，积极预防口腔

及肛周感染。禁食期间加强口腔护理，密切观察口腔黏膜有

无出血、溃疡，嘱患者绝对卧床休息，勿用力排便，便后给予

温水擦拭，必要时给予碘伏坐浴，防止并发症的发生。给予

患者心理支持疗法，减轻患者紧张、恐惧情绪，调动患者配合

治疗的积极性，使之早日康复。结果 经过 10余天的积极

止血治疗和细致护理，该患者未再出现呕血和黑便等消化道

出血症状，且未发生肠道移植物抗宿主病等并发症。结论

医护人员在为患者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前要全面知晓患

者病情并完善各项检查，明确护理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护

理计划。全方位正确地实施护理方案，对患者移植成功起到

很重要的作用。

K28.血液科重症监护室患者心理护理效果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陈敏

目的 探讨心理护理对血液科重症监护病房（HCU）患

者的意义。方法 对50例患者采用针对性的一对一心理护

理疗法。结果 通过对 50例HCU患者的不同心理特征针

对性地进行心理护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结论 对HCU

患者实施心理护理能够减轻患者的不良心理反应，促进早日

康复。

K29.血液肿瘤患者生命意义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刘敏杰 方云

刘敏杰 方云

目的 了解血液肿瘤患者生命意义与生活质量现状，分

析两者间的相关性。方法 采用生命意义量表（MLQ）和中

文版癌症患者生活质量测定量表（FACT-G）对190例符合纳

入排除标准的血液肿瘤患者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 相关分

析观察两者的相关性。结果 血液病患者生命意义总分为

（43.47±9.48）分；维度得分：生命意义感悟为（22.86±5.56）分，

生命意义寻求为（20.61±4.97）分。生活质量总分为（46.81±

14.32）分，维度得分：生理状况维度为（9.79±6.60）分；社会/家

庭状况维度为（17.89±6.06）分；情感状况维度为（7.34±5.14）

分；活动能力维度为（11.84±6.57）分。生命意义和生活质量

呈正相关（r=0.27；P=0.02）。结论 血液肿瘤患者的生命意

义和生活质量呈正相关，即生命意义感越强、积极寻求生命

意义者，其生活质量水平越高。

K30.CAR-T治疗急性白血病患者的护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徐钧

目的 探讨22例急性白血病患者T细胞免疫CAR-T治

疗急性白血病的护理干预措施，以保证治疗过程的顺利实

施。方法 按常规方法采集细胞，分离培养，回输。对22例

患者采用CAR-T细胞静脉输注治疗，同时加强不良反应及

并发症的观察和处理。结果 22例急性白血病患者均顺利

完成 CAR-T 细胞治疗，患者症状和体征得到改善。结论

CAR-T细胞治疗白血病时，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能明显降

低不良反应，以保证治疗过程的顺利实施。

K31.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肠道排异患者应用防压疮
大便收集装置的效果评价
解放军第307医院 朱搏宇 张晓辉

目的 探讨防压疮大便收集装置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肠道排异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52例造血干细胞

移植后Ⅳ度肠道GVHD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使用防

压疮大便收集装置，对照组使用普通便盆在床上大便。比较

两组患者使用便盆时是否感觉疼痛、舒适感、是否有皮肤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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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记录大便颜色及量是否准确等。结果 试验组明显优于

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造血

干细胞移植后肠道GVHD患者中使用防压疮大便收集装置

能有效减轻患者大小便时疼痛，减少皮肤擦伤，患者感觉舒

适，有效降低了护理人员手的污染率，准确记录大便颜色及

量，对预防压疮及病情判断具有重要意义。

K32.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肠道移植物抗宿主
病三例护理经验
解放军第307医院 朱搏宇 张晓辉

目的 总结 3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出现肠道移

植物抗宿主病(GVHD)患者的临床资料、临床护理重点，

GVHD患者提供新护理经验。方法 分析 3例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后肠道GVHD患者的临床表现、病情变化，总结

3 例患者在病情观察、口服药用药护理、肠道护理、疼痛护

理、肛周皮肤护理、感染预防方面的要点。结果 3例患者

经 2 线治疗后 GVHD 均完全控制，中位控制时间 8（6~12）

周。3例患者生存期均超过 6个月，未再发生GVHD。其中

1例患者出现局限型慢性GVHD。结论 肠道GVHD是造

血干细胞移植后的主要和严重并发症，全面综合的护理对治

疗成功非常重要。护士需要密切关注患者的病情变化，需及

时采取有效的治疗和护理措施积极干预。

K33.Power PICC双腔导管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
使用效果探讨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彭群英 黎丽娇

目的 探讨Power PICC双腔导管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

的使用效果，并对其护理方法进行分析。方法 选取我科于

2015年7月至2016年4月间收治的52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在经超声引导下置入美国巴德公

司生产 5Fr双腔耐高压注射型 PICC导管进行治疗，将其作

为观察组，并以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在我科接受异基因

造血干细胞移植，但行颈内静脉CVC置管的患者50例作为

对照，分别比较其操作完成时间、一次置管成功率、导管留置

时间、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操作完

成时间分别为（23.1±2.3）min、（24.0±2.5）min，一次置管成功

率分别为100.0%（52/52）、84.0%（42/50），导管留置时间分别

为（79.8±4.2）d、（42.8±3.5）d，除操作完成时间外，其余指标的

比较观察组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导

管堵塞、导管异位/移位、意外脱管、导管局部感染、穿刺口渗

血等的发生率比较，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Power PICC双腔导管在造血干细胞

移植治疗中具有操作方便、置管成功率高、患者痛苦小、舒适

度高的特点，但也需要通过全方位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最大

程度降低各项并发症的发生率。

K34.中心静脉置管患者CRBSI影响因素与防治策
略的研究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马佩芬 赵庚 孙璐

目的 通过分析中心静脉置管患者发生CRBSI的影响

因素，制定一系列防治策略，为临床有效防治CRBSI提供科

学依据。方法 对我院2012至2015年中心静脉置管患者总

计 16841 例 CRBSI 的发生率和影响因素进行回顾性分析。

选取 2016年 1月-12月我院中心静脉置管患者共 5 804例，

随机分为实验组(3127 例）与对照组（2 677 例），应用针对

CRBSI 的一系列防治策略，评价感染发生率。结果 2012

至 2015年中心静脉置管的总数量逐年增加，CRBSI发生率

逐年降低，分别为 7.9/千导管日、7.6/千导管日、6.9/千导管

日、6.4/千导管日。CRBSI发生的相关影响因素包括：患者合

并多种并发症（88%），导管操作者感控依从性不良（5.4%），

置管前评估不佳（4.2%），患者自我管理不良（2.1%），其他因

素（0.3%）。采用防治策略组（实验组）（4.2/千导管日）与对

照组（6.0/千导管日）相比，CRBSI 发生率显著下降（P<

0.05）。结论 中心静脉置管患者由于病原菌感染或自身合

并多种并发症等因素，易并发CRBSI，针对CRBSI发生的相

关影响因素，该防治策略有效降低了CRBSI的临床发生率，

为有效预防CRBSI的发生提供了科学依据及指导方法。

K35.CLAG-M方案治疗复发难治急性髓系白血病
的护理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 孙培娟 邢伟 曹莉莉

目的 观察 20 例复发难治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使用

CLAG-M方案治疗期间出现的不良反应，总结有效护理措

施。方法 总结 2017年 1月至 2018年 5月本科室采用 1个

疗程CLAG-M方案治疗的20例复发难治急性髓系白血病患

者的临床资料。结果 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 1 个疗程

CLAG-M方案治疗，20例患者中完全缓解（CR）11例（55%），

部分缓解（PR）4例（20%），未缓解（NR）5例（30%），总有效率

75%（15/20）。死亡1例，死于脑出血。20例患者均出现了Ⅳ
度骨髓抑制，WBC最低值中位数0.2（0.1~0.5）×109/L，中性粒

细胞最低值中位数0.02（0.01~0.02）×109/L，HGB最低值中位

数 55（46~84）g/L，PLT 最低值中位数 5（1~23）×109/L。中性

粒细胞缺乏合并感染 14例（70%），均伴发热，其中 7例感染

部位明确：口腔感染3例，呼吸道感染2例，消化道感染1例，

肛周感染 1例；消化道反应 12例（60%）；出血 4例（20%）；重

度贫血2例（10%）。结论 CLAG-M方案骨髓抑制较重，患

者均出现 4级白细胞减少及血小板减少，积极控制感染、预

防出血，是患者顺利完成CLAG-M方案治疗的重要保障。

K36.一例银屑病合并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的护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罗玲

目的 总结银屑病合并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的护理经

验，为同行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对我科

收治的1例银屑病合并急性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经

过、护理措施、治疗护理效果等进行回顾。结果 银屑病合

并急性白血病患者在化疗期间进行针对性的感染护理、皮肤

护理、预防出血的护理、贫血的护理、心理护理、PICC置管护

理，有助于促进患者恢复、保证治疗效果。结论 综合性的

护理，尤其应注意感染、皮肤、心理的护理，使银屑病合并急

性白血病患者顺利完成化疗。

K37.护理干预在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对唾液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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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及口腔感染的影响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蒙沙

目的 研究护理干预对接受化疗的急性白血病患者唾

液 ph值及口腔感染的改善效果。方法 选取 2015年 3月-
2017年 1月期间在我院接受化疗的 100例急性白血病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干预组，各 50

例，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

患者在化疗期间接受口腔评估、漱口指导等常规护理，干预

组患者在对照组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综合性护理干预措

施。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前后唾液ph值及护理后口腔溃疡发

生率、口腔溃疡愈合时间。结果 护理前两组患者的唾液

ph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干预组唾液 ph值

（6.8±0.2）高于对照组（5.6±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护理后，干预组患者的口腔溃疡发生率（12.0%）低于

对照组（36.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干预

组患者口腔溃疡愈合时间（4.7±1.1）d明显短于对照组（7.9±

3.6）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综合性护理干

预能有效改善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后唾液Ph值，降低口腔

感染风险，减少口腔溃疡发生率，促进口腔溃疡愈合。

K38.创新扩散理论在护士静脉化疗用药安全培训
中的效果
武汉市协和医院 胡丽丽 刘敏杰

目的 探索创新扩散理论在护士化疗用药安全培训中

的效果。方法 基于创新扩散理论，通过分析化疗安全用药

知识在群体中扩散的相对优势、相容性、复杂性、可试验性和

可观察性五个重要影响因素方面，建立规范的化疗用药安全

培训体系，对全科护士实施为期1年的培训。比较培训前后

护士化疗用药知识和操作技能水平以及护士对患者安全认

知态度。结果 培训后，不同能级护士理论和操作得分较培

训前均有所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P<0.01）；护士

对患者安全认知态度有所提高，各维度培训前后比较，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建立

的化疗用药安全培训能够改善护士相关知识和操作技能，提

高其对患者安全认知水平。

K39.一例无关供者脐血移植治疗小儿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的护理
石家庄平安医院 杜红新

目的 分析和总结在脐血移植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患儿过程中，护理难点与移植成功的经验与体会，为临床

脐血移植的开展提供经验。方法 通过对 1例脐血移植治

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的护理案例，分析和总结在脐血

移植不同阶段护理观察的要点，及针对小儿群体实施专职护

理及心理护理的重要性。结果 我院于2017年12月9日通

过HLA配型，对1例小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进行无关供者

脐血移植，并获得成功，其中严格做好脐血解冻、复苏、回输，

严密观察患儿生命体征，做好术后感染和移植物抗宿主病护

理，积极处理并发症，规范静脉导管维护，细致做好生活护理

和心理护理是移植的关键。结论 关键环节做好针对性的

护理，同时，加强对患儿的心理护理及专业陪伴，减轻患儿恐

惧及依赖心理，让移植过程顺利进行，为移植的成功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K40.70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体会分析
石家庄平安医院 杜红新

目的 探讨和总结70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护理的

过程。方法 护理内容有大剂量放化疗护理、骨髓及外周血

干细胞采集与回输、血型不合骨髓液的处理、移植并发症的

预防与护理、中心静脉导管集束化管理、中医护理技术的应

用、营养支持、心理支持等，通过分析 2016年 5月至 2018年

6月在我院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70例患者，总结移

植过程中护理要点，采用对应护理措施，实施整体化护理。

结果 70例患者能够正确认知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流程与风

险，能够配合治疗。在预处理方案选择上，再生障碍性贫血

方案为 ATG + Cy + FLU，白血病、MDS 患者方案一般为

FrTBI+ATG+Ara-c+Cy+Meccnu。在干细胞回输过程中，未

发生溶血及脂肪栓塞等并发症，应用紫外线治疗仪能够很好

地预防与处理口腔溃疡，配合清热解毒中药粉剂外涂，能够

加速溃疡愈合。在Ⅲ度及Ⅳ度肠道aGVHD患者中应用灌肠

疗法，能够很好地缓解疼痛及腹泻情况。在预防肛周感染方

面，应用中药熏洗，利用热力及中药的渗透作用，对局部皮肤

黏膜有一定的抗感染及保护黏膜作用，未发生严重肛周感

染。针对不同年龄及性格患者，采用个体化心理疏导及生活

护理，维持患者体力，增强其战胜疾病的斗志。结论 异基

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愈血液疾病的有效方法，为了取得更

好的疗效，精心、细致的护理尤为重要。

K41.血液科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复发终末期患者
及家属临终关怀护理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胡雅琴 方云

目的 探讨血液科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复发终末期患

者及家属的临终关怀护理。方法 2017 至 2018 年对 20 例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复发终末期患者及其家属实施临终关

怀护理。结果 实施临终关怀护理的患者均能平静离世，家

属均能平静接受患者离世的事实。结论 对移植后复发终

末期患者进行临终关怀护理能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心理状

况，提高患者在最后的时间里的生活质量，减轻了患者对于

死亡的恐惧。对其家属进行关怀护理能够有效减少家属出

现的心理应激反应，为其提供了一个较易接受的过渡期。

K42.Clinical experience of applying risk manage-

ment in the nursing work of hematology depart-

ment
Department of Hematolog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Inner Mongolia Baotou Medical College Wu Jiamei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risk

management in the nursing of hematology department. Meth-

ods Between September 2014 and September 2017 in our

hospital onset of receiving blood cancer patients 100 ca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clinical data were retrospectively ana-

lyzed, all the selected patients nursing risk management i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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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tion, analysis of the nursing risk ev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situation and the situa-

tion of the patients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nursing work.

Results After risk management, the incidence of nursing risk

events was 1.4% . Overall nursing satisfaction was as high as

97.9% .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risk management in

the clinical nursing of hematology departmen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nursing, effectively control the occurrence of nurs-

ing risk events, improve patient satisfaction and have high clin-

ical application value.

K43.Assess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its relat-

ed predictors in acute leukemia patients early af-

te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Department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sti-

tute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s Hospital Xie Wenjun,

Zhang Xiaoyu, Zhang Jinghui, Guan Wei, Liu Guiying, Liu Jie,

Xu Li, Wang Bei, Zhang Huijuan, Feng Sizhou, Han Mingzhe

Objectives We aim to clarify the short- term quality of

life (QoL) of acute leukemia (AL) patients early after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SCT) and related predictors to its recovery.

Methods We investigated adult AL patients who underwent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t Institute of Hematology and Blood

Diseases Hospital and grouped them according to the follow-

up duration after transplantation. With the use of short-form 36

questionnaire (SF36), physical/functional and emotional/men-

tal recovery were evaluated. Results In our research, 326 AL

patients responded to our QoL survey. Patients reported low

physical and mental scores for the initial six months, and im-

provement started to appear after one year. Some other factors,

such as the existence of 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aGVHD) and chronic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cGVHD) his-

tory, spouse as informal caregivers, bad financial status and no

employment after transplantation, were shown to impair clini-

cal QoL recovery significantly. Conclusions In conclusion,

those independent factors affecting patients’QoL recovery

give us new insight about which patients we should provide

more care and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o, for their prepara-

tion of future life.

K44.美皮康敷料在临床压疮预防护理中的应用研究
兰州军区总医院 赵远霞

目的 分析新型敷料美皮康在压疮预防中的作用。

方法 选取2014年12月至2016年12月我科82例难免性压

疮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41例。对照组患者按

常规护理，实验组患者皆采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在压疮好发

部位应用美皮康，对比两组患者的压疮发生情况。结果 应

用美皮康敷料后实验组受压部位皮肤压之不褪色红斑者

5 例（12.20%）、对照组 9 例（21.95%），发生溃疡者实验组 0

例、对照组4例（9.75%），患者压疮发生率明显低于常规护理

（P<0.05）。结论 在压疮风险患者中应用美皮康敷料配合

常规护理措施可减少发生压疮，减少护理不良事件发生，具

有临床应用价值。

K45.人血白蛋白注射液在压疮护理中应用
兰州军区总医院 赵远霞

目的 探讨人血白蛋白注射液余液对于压疮患者伤口

愈合的治疗与护理效果，促进皮肤的完整性，减轻患者的痛

苦。方法 将人血白蛋白注射液余液涂抹于完全清洁后的

压疮伤口，持续使用数天后，观察其患者压疮伤口恢复情

况。结果 压疮患者伤口难以愈合，应用各种敷料后，伤口

愈合时间漫长，患者的身心压力大，在应用人血白蛋白余液

后，压疮伤口恢复较好。结论 人血白蛋白余液加速了伤口

的愈合，减轻了患者及其家属的痛苦和负担。

K46.集束化护理对蔗糖铁致静脉炎发生率的影响
兰州军区总医院 魏爱玲

目的 探讨集束化护理对预防静脉输注蔗糖铁所致静

脉炎发生率的影响。方法 随机选取2017年1月至10月在

我院血液科住院的 98例贫血患者，抽签随机分为对照组和

观察组，每组 49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无干预措施。观

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前提下实施集束化护理，比较两组静脉炎

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的静脉炎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对于静脉输注蔗糖

铁的患者实施集束化护理有利于降低静脉炎的发生率，且提

高护理质量和患者满意度。

K47.晨间基础护理质量评价表的设计应用
兰州军区总医院 魏爱玲 侯舒严

目的 通过应用自制《晨间基础护理质量评价表》提高

晨间护理质量及患者满意度。方法 根据晨间护理涵盖的

内容与专科情况自制《晨间基础护理质量评价表》，采用A4

纸张竖向设计表格，内容包含设施设备、三上无物、患者基础

护理、4个版块，共 35个子项目。结果 在使用了 6个月后

科室的晨间护理质量明显提高，体现了人性化的服务且提高

患者满意度，发挥护士工作的主动积极性和评判思维，取得

双赢的结局。结论 《晨间基础护理质量评价表》可以在临

床推广应用，不但提高护理质量还给患者提供舒适环境。

K48.骨髓腔输液应用于患者入院急救的护理体会
兰州军区总医院 魏爱玲 李红霞

目的 应用骨髓腔输液（IO）在短时间内成功建立生命通

道。方法 收集2016年1月至2017年6月的18例血液病患

者，男性12例，女性6例，年龄范围在35~66岁，初诊入院11例，

入院前均未建立任何静脉通路，穿刺部位无外伤、无骨折。

结果 18例患者一次性穿刺成功率16例，2例患者因躁动失

败。患者满意度100%。结论 IO操作易于掌握、耗时短、成

功率高，为患者建立“生命通路”提供了有效方法。应用普通

骨髓穿刺针即可完成，患者经济负担小。留置时间在2~16 h

内。拔针后局部针眼无异常。此技术在为部队保障方面也

存在优势，因操作环境要求低，特别适用于野外急救输液。

K49.一例侵袭性NK/T细胞白血病晚期化疗患者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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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性皮炎个案护理体会
兰州军区总医院 安娜

目的 探究侵袭性NK/T细胞白血病晚期化疗患者失禁

性皮炎的个案护理效果，提出行之有效的护理方法，并未今

后的护理工作指明方向。方法 选择我院于2018年3月24日

收治的1例侵袭性NK/T细胞白血病晚期化疗患者在回顾性

分析患者临床一般资料的基础上，针对失禁性皮炎，在对患

者病情全面评估后，给于针对性的综合护理，并对护理效果

进行客观的的评估。结果 经过一段时间的护理后，患者的

临床各症状较之前明显减轻，伤口得以快速愈合，患者及其

家属满意度提高，失禁性皮炎也逐渐由中度到轻度继而愈合

且情况良好。结论 在护理侵袭性NK/T细胞白血病晚期化

疗患者失禁性皮炎患者的过程中，在常规护理基础上进行针

对性的护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护理效果的显著增

强，实现伤口快速且良好的愈合，最大限度地减轻患者的痛

苦和节省住院费用。

K50.同质护理在PICC带管出院患者中应用的研究
进展
兰州军区总医院 安娜

K51.自制PICC记录单在临床护理中的应用体会
兰州军区总医院 常静

目的 针对PICC置管患者设计了表格式PICC护理维

护单，为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或杜绝工作中易出现的

疏漏。方法 根据血液科置管患者多，需班班观察、交接、记

录等特点，自制表格，涵盖内容具体、全面。书写方法基本以

打勾和填空为主。结果 自制PICC维护单在临床应用过程

中，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对PICC的观察与维护提供了简

单、具体的方法。结论 在临床工作中，运用PICC维护记录

单，既提高了护理质量，又体现了专科特色，得到了临床护士

的认可。

K52.共情作用在改善护士与老年患者关系中的作
用探讨
兰州军区总医院 方晶

K53.化疗后口腔溃疡的护理干预方法效果研究
兰州军区总医院 方晶 魏爱玲

目的 研究对白血病化疗后口腔溃疡实施护理干预方

法临床效果研究。方法 选取80 例白血病化疗后并发口腔

溃疡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9例，对照组患者

采取常规口腔护理；观察组患者采取护理干预措施，观察对

比两组患者的口腔溃疡程度。结果 观察组患者口腔溃疡

的程度明显低于对照组，Ⅰ~Ⅳ度口腔溃疡的发生率显著低

于对照组（P<0.05）。结论 对白血病化疗后口腔溃疡的患

者实施具体的护理干预措施，可显著降低溃疡程度，缩短溃

疡愈合时间，使患者尽快康复，提高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中

推广应用。

K54.经中心静脉导管给药治疗重症低钾血症的护理

兰州军区总医院安宁分院 李红霞

目的 探讨经中心静脉导管给药治疗重症低钾血症患

者期间的护理方法及其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 2015年 2月

至 2017年 5月收治的 76例重症低钾血症患者，行分组对照

研究（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38例），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和护

理效果。结果 与治疗和护理前相比，经中心静脉导管给药

治疗和护理干预后，两组患者的血钾浓度明显提升（P<

0.05），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明显降低（P<

0.05）。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94.74%对

78.95%）和血钾浓度 [（3.62 ± 0.65）mmol/L 对（3.25 ± 0.58）

mmol/L]相对更高（P<0.05），而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2.63%

对 10.53%）和 HAMD 评分[（10.72±2.18）分对（15.73±2.75）

分]相对更低（P<0.05）。结论 经中心静脉导管给药治疗重

症低钾血症患者期间，加强对其护理干预，帮助其更快、更好

的恢复健康。

K55.经外周静脉中心静脉置管临床护理应用技术
及并发症防治相关因素分析
兰州军区总医院 李金娟 王文茹 汪天晋 范多胜

K56.40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外周T细胞淋
巴瘤的疗效观察及护理
兰州军区总医院 梁顺玉 潘耀柱 王晓靖

目的 探讨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HSCT）治疗外周T

细胞淋巴瘤（PTCL）的治疗效果及护理。方法 回顾性分析

2005年5月至2015年4月行AHSCT治疗PTCL 41例患者的

疗效及护理，包括结外NK/T细胞淋巴瘤鼻型 24例，血管免

疫母细胞T细胞淋巴瘤 2例，外周T细胞淋巴瘤(非特殊型)

10例，间变性大T细胞淋巴瘤 ALK(+)2例，ALK(-)2例；所有

病例均采用VAEMMC+全射照射预处理方案治疗，给予规范

的移植护理措施。结果 本组患者经随访，30例(73.2%)存

活，其中无病存活28例(68.3%)；3例（7.3%）移植后处于部分

缓解状态，7 例 (17.1%)复发，其中 6 例（14.7%）死亡，2 例

（4.9%）尚在治疗中。结论 AHSCT治疗PTCL是安全有效

的治疗措施，早期(CR1)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并给予精心、规范

的护理后可取得较好的疗效。

K57.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生存质量及护理需
求的质性研究
兰州军区总医院 梁顺玉

目的 通过质性研究访谈，探讨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

者的生存质量及护理需求。方法 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

研究方法，对我科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的免疫性血小板

减少症患者85例进行半结构式质性访谈，并运用 colaizzi分

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结果 通过访谈内容的提炼、分

析、总结出 3个要点：①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因血小板

数值的不稳定以及血小板数值长期低于正常水平，不能从事

正常的工作，生存质量明显受到影响；②免疫性血小板减少

症患者对于自身疾病的自我观察及护理要点、健康教育知识

严重缺乏；③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对长期服药、治疗及检

查所带来的昂贵治疗费用来源较为焦虑及担心。结论 免



·548·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因疾病因素，病情反复，长期治疗及

长期处于血小板数值低于正常，生活状态差，生存质量低。

应在以后重点关注该类人群，给于积极的治疗及护理知识上

的健康宣教，主动进行出院后回访，及时了解病情变化及生

存现状，给于合理建议及科学指导，减轻患者焦虑，保持良好

心态，积极配合治疗，正确自我护理，提高生存质量。

K58. 滤泡淋巴瘤患者的临床特点及化疗不良反应
护理分析
兰州军区总医院 马霞 杨柯 王文茹 梁顺玉 潘耀柱

白海

目的 探讨分析滤泡淋巴瘤(FL) 的临床特点及化疗不

良反应护理体会，为临床提供有效的治疗依据及护理经验。

方法 对25例初诊 FL 患者的年龄和性别、首发症状及结外

受累、实验室检查、临床分期、近期疗效评价和疾病转化等方

面进行单中心回顾性分析；对化疗后不良反应等护理体会进

行总结。结果 25例初治 FL患者中位发病年龄52岁，男女

比 1∶1.5，结外累及者占 60.0%(15/25)，骨髓和胃肠道占全部

受累者的 80.0%(12/15)。84.0%的FL患者有 bcl-2原癌基因

与 IgH基因融合，32.0%患者为Ⅰ～Ⅱ期，68.0%患者为Ⅲ～

Ⅳ期。接受R-CHOP化疗的 17例 FL患者中，总体CR率为

70.6%，PR 率为 11.8%，SD/PD 率为 17.6%，总体 OR 率为

82.4%，复发率 41.2%，病死率为 11.8%。全部 62 个周期的

R-CHOP方案化疗中共发生90次不同的不良反应，主要不良

反应为骨髓抑制 (87.1% )、发热 (19.4% ) 和胃肠道反应

(25.8%)。结论 FL 作为一种常见的惰性淋巴瘤，免疫化疗

策略能有效提高化疗的有效率及生存期，但精心、专业的护

理是保证化疗顺利执行的重要环节。

K59.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围移
植期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
兰州总医院血液病中心 乔娟琼

目的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

围移植期患者健康教育中应用。方法 选取2016年40例围

移植期患者作为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常规的健康教育法；将

2017年 40例围移植期患者作为观察组，观察组运用马斯洛

需要层次理论进行有计划的健康教育。患者由移植病房转

入普通病房后从移植心理护理前后状态、围移植期配合度、

护理满意度 3个方面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健康教育进行

评价。结果 观察组移植心理护理前后状态、围移植期配合

度、护理满意度优于对照组。结论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应

用在造血干细胞移植围移植前期患者健康教育中，可缓解围

移植患者抑郁及焦虑情绪，提高生活质量及护理满意度，促

进患者康复。

K60.护理干预白血病患者化疗后口腔感染的疗效
观察
兰州总医院血液病中心 王文茹 李金娟 汪天晋

目的 通过与常规护理比较，探讨护理干预对白血病患

者化疗后口腔感染的影响及疗效观察。方法 将 2010 年

1月至2016年12月我科严格按照MICM诊断标准明确诊断

的120例白血病患者，行化疗缓解后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

组各 6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组加以护理干预，比

较两组患者口腔感染发生率及感染程度。结果 护理干预

组口腔感染发生率（15.38%）明显低于常规处理对照组

（53.33%），护理干预组口腔感染程度 I、Ⅱ、Ⅲ级均明显低于

常规处理对照组，且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护理干预能明显降低口腔感染发生率，缓解

感染的程度。

K61.QC小组在临床护理管理中的实施效果
兰州总医院血液病中心 王晓靖 范多胜

目的 通过 QC 小组活动，解决护理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促进护理质量持续性改进。

方法 对 2010 至 2016 年 QC 小组活动情况进行分析，共开

展 QC 小组活动 68 项，其中服务改进型 17 项；质量攻关型

51 项。QC 小组每年针对活动类型确立具体课题，按照

PDCA工作循环开展活动。结果 经过 7年来的活动，患者

对护理工作满意度由 2010 年的 96.8%提高到 2016 年的

98%，科室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论 通过

QC小组活动，护理质量管理更细化、规范，完善了各项管理

措施；提高了护士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调动了护士工

作的积极性；护士潜在的智力与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为患者

提供优质服务，最终使患者受益。

K62.甘肃省综合医院PICC相关血流感染原因分析
及集束化护理模式的制定
兰州总医院血液病中心 王晓靖

K63.化学性静脉炎成因分析及其护理进展
兰州总医院血液病中心 吴金荣 王晓靖 范多胜

K64.静脉留置针在临床使用中的风险及其预防措施
兰州总医院血液病中心 吴金荣

目的 探讨静脉留置针在临床使用中的并发症及其护

理。方法 根据临床观察掌握静脉留置针的使用方法。

结果 科学的使用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并发症的出现，

而且通过护理手段保障了静脉输液的顺利完成。结论 静

脉留置针输液这一新的护理技术逐步走向成熟阶段，留置针

的正确使用和必要的护理，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减少患

者的医疗成本，提高护理质量。

K65.对比预充式导管冲洗器与肝素钠封管液的临
床效果
兰州总医院血液科 殷娜 魏爱玲 李红霞 李雪娇

目的 探讨分析预充式导管冲洗器与肝素钠封管液在

静脉留置针封管的临床使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0例需使

用静脉留置针进行长期输液的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均分为

2组（100例），实验组患者选用预充式导管冲洗器进行封管，

对照组患者选用肝素钠封管液进行封管。1周后比较实验

组与对照组患者封管回血、堵管的发生率。结果 实验组的

封管回血率为5.0%，显著高于对照组（1.0%），差异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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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P<0.05）；实验组的封管堵管率为 1.0%，对照组为

1.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预充式导管冲洗器不需配

置可直接使用，使用方便，但易出现回血；肝素钠封管液封管

时间长，回血现象较少，但需临时配置，储存时间短。对不宜

使用肝素钠的患者可选用预充式导管冲洗器，临床应用中应

根据患者情况选择合适的封管液。

K66.伊马替尼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不良反应的护
理分析
兰州总医院血液病中心 张志娟

目的 分析伊马替尼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不良反应的

护理措施。方法 选择2014年7月至2018年11月间收治的

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 80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40例。对照组患者延续常规护理方案，实验组患者在原有

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联合具有针对性的护理干预，护理 2 周

后，对比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改善情况。结果 实验组患者

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率及3~4级血小板减少发生率分

别为15.0%、12.5%，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的27.5%、25.0%，数据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非血液不良反应以水液排泄

障碍为主，实验组患者各类非血液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有

效的护理干预可显著减少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生，对促

进患者康复、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K67.品管圈对提高护理文书书写质量的应用
兰州总医院血液病中心 朱娜

目的 讨论通过品管圈活动提高护理文书的书写质量，

保证护理文书记录的准确性。方法 选取本院 2017年 6月

至 9月的 112例患者护理文书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查的方

法，对品管圈前后护理文书书写质量进行对比。结果 通过

品管圈活动护理文书书写质量由原来的18.65%降至7%，进

步率达62.47%（P<0.05）。结论 通过开展品管圈活动，降低

了护理文书书写不规范，记录不准确，提高了护理文书书写

质量，减少护理差错、纠纷发生，值得在临床中应用及推广。

K68.上肢运动保健操在预防PICC机械性静脉炎中
的作用
兰州军区总医院 宗雪莲

目的 观察上肢运动保健操在预防PICC机械性静脉炎

中的作用。方法 将 64 例 PICC 置管患者随机分为两组。

对照组32例，常规置管后予以穿刺点上方6 cm处热敷3天，

之后常规管道维护一次；实验组 32例，置管常规护理后，予

以循序渐进，由远端向近端的上肢运动指导，每天3次，每次

30 min。结果 对照组静脉炎发生率为 15.6%，实验组静脉

炎发生率为6.3%，两组静脉炎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 在PICC置管后坚持进行上肢运动保健

操可有效预防机械性静脉炎的发生，方法简单，可操作性强，

值得在PICC置管患者中推广。

K69.完全植入式静脉输液港在儿童白血病中的临
床应用和护理

兰州总医院血液病中心 宗雪莲

目的 探讨完全植入式静脉输液港（TIVAP）在白血病

患儿化疗过程中的应用方法和护理效果。方法 分析我科

5例白血病患儿应用TIVAP的使用情况及护理效果。结果

5例患儿在化疗过程中应用TIVAP无外渗、外漏现象，无导

管相关性血流感染等并发症。结论 在血液病患儿化疗过

程中应用TIVAP解决了反复静脉穿刺困难，减轻了化疗对白

血病患儿外周血管的损害，同时导管相关感染几率降低，减

轻了患儿的痛苦，提高了白血病患儿的生存质量。

K70.急性白血病患儿预防口腔感染的健康教育
兰州总医院血液病中心 赵远霞

K71.自我管理教育对提高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者
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河南省肿瘤医院 秦莹 舒晓 翟岩 赵俊可

目的 探讨实施自我管理教育的延续性护理对造血干

细胞移植后患者自我效能感的影响。方法 采取便利抽样

法对我院 2016年 6月至 2016年 12月收治出院的 62例造血

干细胞移植后出仓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组（31

例）和观察组（31例）。对照组常规出院指导；观察组患者出

仓后添加微信、QQ、电话随访等进行延续性护理干预，比较

两组患者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的评分。结果 观

察组与对照组干预前比较：干预前观察组的自我效能感得分

较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护理干预后，观察组

患者自我效能感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观察组自身前后比较：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自我

效能感得分较干预前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

照组自身前后比较：干预后对照组患者的自我效能感得分较

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延续护理能明

显提高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者自我效能感。

K72.微信群在血液肿瘤PICC置管患者中延续性护
理的应用效果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赵永莉

目的 探讨微信群在血液肿瘤PICC置管患者中延续性

护理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120例首次在我科留置PICC

的血液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 60例，实

验组 60例。实验组采用微信的方式进行延续性护理，对照

组采用电话随访的方式进行延续性护理，由责任护士负责。

统计分析两组患者导管相关并发症发生率、PICC自我管理

能力、维护指导满意度及导管留置时间。结果 实验组导管

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ICC自我管理能力、维护

指导满意度得到了提升，导管留置时间大于对照组。结论

基于微信的延续性护理较常规护理方式能更有效地指导患

者进行正确的院外自我维护，从而减少并发症，同时也便于

在并发症发生早期即指导患者进行及时合理的导管维护处

理，避免或减少患者返院治疗，提高患者的满意度。

K73.白血病患者化疗期间规范化护理的构建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李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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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白血病患者化疗期间规范化护理的建构及

效果。方法 选择本科室2015年1月到2017年8月间60例

白血病化疗患者，随机数表平分为基础组和干预组，基础组

患者实施常规基础护理，干预组患者实施规范化护理，分析

不同护理方法的护理效果。结果 干预组患者化疗并发症

发生率 6.7%较基础组 30.0%降低（P<0.05）。干预组患者护

理后生活质量评分（85.2±3.2）分较基础组（69.2±4.5）分升高

（P<0.05）。结论 白血病患者化疗期间实施规范化护理可

降低患者并发症发生风险，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K74.骨髓采集术中硬膜外麻醉和局麻加强化麻醉
两种麻醉方式的护理应用对比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韩金金 刘文清

目的 通过对骨髓采集术中硬膜外麻醉和局麻加强化

麻醉两种麻醉方式的护理应用对比，证明局麻加强化的麻醉

方式较硬膜外麻醉方式相比，能够减轻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

的痛苦，减轻护理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取得与硬膜外麻醉

方式同等的治疗效果。方法 分别选取40例在骨髓采集术

中应用硬膜外麻醉和40例应用局麻加强化两种麻醉方式的

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共80例，通过对术前准备时间，麻醉准

备时间，手术时间，术后患者去枕平卧时间，术后进食时间，

平均住院日时间等进行对比。结果 局麻的麻醉方式操作

安全，简单易行，有效地减轻了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的痛苦，

减轻了护理工作量，提高了医护工作效率，缩短了患者的平

均住院日。结论 局麻加强化的麻醉方式下进行骨髓采集

术安全、高效，造血干细胞移植供者更易接受。

K75.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护理中实施健康教
育路径的效果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赵佳莉

目的 探究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护理中实施健康

教育路径的效果，为临床提供指导。方法 以2015年1月至

2017年6月来我科室接受救治的94例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患者为观察对象，选择单双号编号法将 94例患者分为常规

组（47例，应用常规护理模式）、路径组（47例，应用健康教育

路径护理模式）。研究对比常规组和路径组患者的满意度评

分、健康知识认知评分、心理健康评分、护理依从性及并发症

发生率。结果 路径组患者护理后的满意度评分[（87.65±

3.78）分]、健康知识认知评分[（83.62±2.99）分]相比常规组

[（79.30±3.61）分、（74.14±2.68）分]明显更高（P<0.05）；路径

组患者护理后的心理健康评分[（78.62±4.22）分]相比常规

组[（51.32±2.36）分]明显更高（P<0.05）；路径组患者护理依

从率（95.74%）相比常规组（74.47%）明显更高（P<0.05）；路径

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4.26%）相比常规组（19.15%）明显更

低（P<0.05）。结论 在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护理中实

施健康教育路径干预十分可行，效果明显。

K76.基于心理评估的针对性心理护理在血液肿瘤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李玲琍

目的 探讨基于心理评估的针对性心理护理对血液肿

瘤患者治疗的影响。方法 采用历史对照研究方法，以入住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科的血液恶性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将 2016 年 3 月至 5 月入住的患者 60 例作为对照组，将

2017年 3月至 5月入住的患者 60例作为实验组。对照组给

予常规治疗，实验组在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根据心理评估结果

给予针对性的心理护理。从高护理满意度和自伤自杀率两

个方面，比较两组护理效果。结果 实施针对性心理护理

后，实验组的高护理满意度、自伤自杀率分别为95%、1.7%，

明显好于对照组相应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基于心理评估的针对性心理护理可明显改善血液肿

瘤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其康复情况与生存质量，具有临床

推广价值。

K77.优质护理在淋巴瘤患者化疗中的应用价值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李玲琍

目的 探究优质护理在淋巴瘤患者化疗中的应用价

值。方法 研究对象均选自于我院 2015年 8月至 2017年 8

月期间收治的淋巴瘤患者 100例。根据单双号分组法将其

分为常规组与实验组两组，常规组 50例患者在化疗中给予

常规护理措施干预，实验组50例患者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

用优质护理措施干预。根据症状自评量表将两组患者护理

前后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价，分析患者对淋巴瘤知识的掌握程

度（基础知识、化疗并发症预防知识、化疗预后知识）、对护理

服务的满意度评分；将护理前后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进

行对比，并观察其化疗后毒副作用发生率情况。结果 两组

患者的心理状况对比差异较大，实验组护理后焦虑、抑郁、恐

惧、敌对以及躯体化评分均优于常规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P<0.05）；两组患者对淋巴瘤知识掌握程度对比差异

较大，实验组患者基础知识评分为（85.64±5.46）分、化疗并发

症预防知识评分（75.44±6.25）分、化疗预后知识评分（80.16±

3.24）分，均高于常规组，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患

者对护理服务的满意度比较差异显著，实验组患者对护理服

务满意度评分为（89.75±6.48）分，明显高于常规组，组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生活质量对比差异

较大，实验组均高于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两组化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差异较显著，实验组不良反

应发生率为16.00%，明显低于常规组，组间对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 将优质护理措施应用于淋巴瘤

患者的化疗过程中，可缓解其不良情绪，减少不良反应，提高

生活质量，可在今后临床中推荐应用。

K78.血液内科护理人员疼痛管理知识和态度的调
查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张琳 崔

岩 解文君

目的 了解血液科护理人员疼痛管理知识水平和态度

现状，探讨影响疼痛管理知识水和态度的因素，为护理人员

疼痛管理知识培训提供依据。方法 运用方便抽样的方法，

应用一般情况问卷、（2008)中文版疼痛管理知识和态度问卷

(KASRP)调查了天津市某三甲医院的348位护理人员，选用

SPSS19.0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 KASRP(2008)

中文版问卷答对率平均为（44.5±9.7）%。不同学历、岗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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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为专科护士对KASRP(2008)中文版问卷答对率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血液内科护理人员疼痛管理

知识水平有待提高，需通过针对性的继续教育等多种培训形

式提高护理人员的知识水平。

K79.中文版 FACT-leu量表用于CML患者生活质
量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王颖莉 陈凤娇 罗玉勤

目的 探讨白血病治疗功能评估量表（FACT-Leu）在中

国慢性髓系白血病（CML）患者中的适用性，了解国内CML

患者生活质量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医疗/护理干预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提供参考。方法 通过方便抽样纳入2017年4月

至 5 月就诊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门诊的确诊为 CML 患者

120例，采用 FACT-Leu中文版和自制的生活质量影响因素

问卷进行横断面调查，了解生活质量现状。结果 共发放问

卷 120份，回收有效问卷 111份，FACT-Leu中文版的内在一

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为 0.817，各维度分别为生理状况

0.875，社会/家庭状况 0.898，情感状况 0.735，功能状况

0.880，白血病专用条目0.864。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医疗保

险种类、自理能力、依从性（未遵医嘱服药次数）的 CML 患

者，其生活质量有差异（P<0.05），其中，女性、生活无法完全

自理、未遵医嘱服药次数较多、离异或丧偶是独立危险因素，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商业保险、文化程度较高是保护性因

素。结论 FACT-Leu量表中文版在中国CML患者的生活

质量评价中具有良好的信度和适用性；我国CML患者生活

质量与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服药依从性、生活自理能

力有关，提示医疗/护理中，应重视对CML患者服药依从性

和自理能力的干预，以提高其生活质量。

K80.临床护理宣教路径在血液住院患者中的应用
研究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程红霞 郭侠

目的 探讨临床护理宣教路径在血液住院患者的应用，

使科室护理健康宣教内容统一、时机统一，提升病区护士的

健康教育能力，从而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及依从性。方法 健

康教育临床路径表的设计由科室护理人员共同参与，根据疾

病临床路径，参考护理常规，查阅相关文献，结合临床护理经

验，设计完成。对路径表涉及内容，组织学习，考核合格后，

由责任护士为患者进行宣教。并选取2017年9月至2017年

12月入院的467例住院患者作为宣教对象，从健康知识掌握

程度、患者满意度、护士执行健康知识指导次数等方面进行

综合评估。结果 健康教育路径表的使用，规范了护士的宣

教内容，体现个体化、人性化、全面化的护理程序，在合适的

时间选择事宜的实际开展相应的健康教育工作，可行性高，

不仅提高了护理质量，提升护理人员自身业务能力。同时，

使患者及亲属对疾病的了解增加，促使其主动参与到疾病治

疗护理中，降低了疾病并发症的发生。结论 健康教育路径

表内容相较于其他的健康教育路径表，更加细致，避免了护

士的理解不一，导致的宣教内容不一致现象，应用临床护理

宣教路径，患者知识掌握程度、家属满意度以及护士对健康

教育知识宣教指导次数明显增高。使护理人员在工作中有

指导，也是血液患者优质护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K81.基于新媒体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在初发血液病
肿瘤患者的应用效果分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沈宏宇

目的 研究基于新媒体平台工具的延续性护理在初发

血液肿瘤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12月，127例初发血液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

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予以常规健康教育及出院后延续性护

理方法，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新媒体工具（微信群、

QQ 群）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及出院后延续性护理。采用

Likert量表比较两组的患者满意度并考核两组对健康教育的

掌握程度，并记录出院后并发症（感染、腹泻）的发生情况。

结果 实验组的患者满意度、健康知识掌握程度均高于对

照组（P<0.05），此外，实验组的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0.05），在并发症类型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使用新媒体平台工具对初发血液肿瘤患者进行延续

性护理可提高患者满意度，提高患者对健康知识的掌握程

度，还可促进患者恢复，减少因护理不当引起一系列并发症，

可在临床护理中进行推广。

K82.健康教育路径表在血液科住院患者的应用效
果观察
山西大医院 陈莹莹 曹剑波

目的 为血液科患者提供更系统的健康教育知识，使患

者能够全面了解疾病，同时将护士的健康教育内容规范化，

制度化，减少重复工作，提高患者满意度。方法 采用随机

分组的方式，将血液科 2018年 1月至 5月收治的 100例白血

病患者按照入院先后顺序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使用

科室制定的健康教育路径表进行宣教，对照组采用传统健康

教育方法进行宣教；出院时运用健康教育查检表及医院下发

的患者满意度调查表进行对比检查健康教育成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健康教育知晓率及患者满意度明显优于对照

组。结论 健康教育临床路径在血液科病房的使用，极大地

提高了患者对疾病相关护理知识的了解，同时提高了患者对

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优化了护理工作流程，提高了护理服务

质量。

K83.单倍体移植患者应用兔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
输注方法的探讨
解放军总医院 张俊杰 王红新

目的 探讨单倍体移植患者应用兔抗人胸腺细胞球蛋

白（ATG）的输注方法，比较两种输注方法的临床应用效果。

方法 根据输注方法的不同将52例患者按随机数字法分为

观察组25例和对照组27例，观察组采用改良方法输注，对照

组采用常规方法输注，对比观察两组患者ATG静脉输注全

程无发热、第1天发热反应发生率。结果 改良方法在ATG

静脉输注全程无发热发生率 48%、第 1天发热发生率 36%；

常规方法输注在全程无发热发生率 18.5%、第 1天发热发生

率74.0%，两组对比效果显著（P<0.05）。结论 观察组ATG

静脉输注方法明显优于对照组，且输注方法简便，易于操

作，ATG临床输注过程中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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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84.血液科危急值报告分析及护理管理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王清松

目的 分析血液科危急值种类及特点，探讨危急值的护

理管理方法。方法 收集血液科 2017年 7月至 2018年 2月

期间接到的检验危急值报告，总结及探索护理管理方法。

结果 8个月内血液科危急值报告共 565例次，涉及 355例

患者 9种检查项目，其中血钾异常最多，共 305例次，占 54%

（低血钾 298例、高血钾 7例）；血小板计数减少 101例次，占

18%；白细胞计数异常（白细胞过高 6例、白细胞过低 45例）

51例次，占9%；尿钠肽34例，占6%；低血钠6例，占1%；血糖

异常23例，占4%；血钙降低28例，占5%，血液科危急值报告

的时间以白班时段（8:00-16:00）为主，前夜（16:00-22:00）次

之、后夜（22:00-次日8:00）较少。根据血液科危急值报告分

析结果制定了相应的护理措施并完善了危急值管理制度。

结论 临床检验危急值关乎患者生命安全，护理人员在其中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确采集血标本,关注标本结果，密切

观察患者病情变化，有效地采取相应的预防护理措施，防止

病情恶化，一旦接获的危急值可能危急患者生命，应第一时

间采取急救措施，抢救患者生命，降低安全隐患，减少医疗事

故，防范医疗纠纷。

K85.以髓外组织受侵为主要表现的原发性浆细胞
白血病的护理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血液病科 孙晶晶

K86.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躯体化症状分析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郭彩玲 张川莉

目的 评估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躯体化症状，分析躯

体化症状发生的特点，探讨护理干预措施，为减轻造血干细

胞移植患者的躯体化症状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华西心晴

指数问卷（Huaxi Emotional-distress Index,HEI）对造血干细

胞移植患者进行心理筛选，采用患者健康问卷躯体症状群量

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15,PHQ-15）中文版对造血干

细胞移植患者在移植前、骨髓抑制期、血象恢复后进行躯体

症状评估。评估出躯体化症状的严重程度，躯体化症状发生

频率的分布情况。分析血象恢复阶段20例移植患者躯体化

症状与疾病状态的相关性，与年龄、性别、就业情况及婚姻状

况的相关性。结果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移植前、骨髓抑制

期、血象恢复期躯体症状评分分别为（56.47±9.07、68.52±

8.02、60.6±9.07），骨髓抑制期和血象恢复期均显著高于移植

前（P<0.05），分析出血象恢复阶段 20例移植患者躯体化症

状与疾病状态无关，存在疑病倾向，心理评估得分（8.4±2.79）

显著高于移植前（3.4±2.9），不同性别、年龄、就业情况的躯体

症状群检出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女性检出率高于男性；

非在职者检出率高于在职者。结论 健康问卷躯体症状群

量表能够筛查出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躯体化症状，造血

干细胞移植患者移植前、骨髓抑制期、血象恢复期躯体症状

评分均显著高于常模, 细胞恢复阶段大部分移植患者躯体化

症状与疾病状态无关，存在疑病倾向，心理护理是此阶段患

者的护理重点。

K87.一例ALL复发患儿化疗过程中感染豚鼠气单
胞菌致下肢软组织感染、坏死的护理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吕聪聪

目的 研究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期间感染特殊耐

药菌（豚鼠气单胞菌）致患儿下肢软组织感染、坏死的护理对

策。方法 本院自建院 60周年以来，发现豚鼠气单胞菌感

染者共 4例，前 3例已死亡，此次研究对象为第 4例感染者，

故将 2017年 10月 31日入我院治疗的该例患儿作为本次研

究对象，进行个案分析。结果 对患儿的病史以及临床各项

指标进行调查与记录，分析患儿下肢发生软组织感染、坏死

后的相关护理措施。结论 患儿出现特殊菌感染后，针对性

应用抗生素和合理有效的护理措施，感染可得到有效控制，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K88.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主观认知功能及影
响因素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程斯

目的 调查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主观认知功能，

探讨认知功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选择2016年1月至2017

年 12月期间在本院血液科住院的 202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术

后患者进行调查，收集一般资料，临床资料，应用癌症治疗功

能评估-认知功能量表（FACT-Cog）（version3）和医院焦虑抑

郁量表（HADS）对患者的主观认知功能和焦虑抑郁情绪作

出评估，采用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法分析认知功能的影

响因素。结果 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 FACT-Cog 得

分（105.19±21.59）分，焦虑得分（6.47±4.24）分，抑郁得分

（4.781±3.99）分，受教育程度低的患者认知功能显著低于受

教育程度高的患者，移植前接受过化疗的患者认知功能低于

未接受化疗的患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FACT-Cog

得分及个分量表得分与焦虑抑郁情绪呈显著负相关（P<

0.05），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受教育程度、化疗、焦虑抑郁情

绪对认知功能总分具有预测作用（P<0.01）。结论 造血干

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认知功能与焦虑抑郁情绪密切相关，化

疗和焦虑抑郁情绪时认知功能的重要影响因素，重视患者的

心理护理和治疗，有助于对认知功能受损的及时干预。

K89.血液内科护理存在的风险隐患及应对策略
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缪玉琴

目的 探讨血液内科护理中存在的风险隐患，然后制定

针对性护理对策并实施。方法 选取我院 2016 年 3 月至

2017年 3月期间收治的血液内科患者 32例为对照组，应用

常规护理，选取我院2017年4月至2018年4月期间收治的血

液内科患者32例为观察组，应用针对性护理，对比两组护理

情况。结果 观察组的护理风险隐患发生率为3.13%，低于

对照组的 18.75%，观察组的护理质量、生活质量、满意度评

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通过系

统分析血液内科护理中存在的风险隐患，然后制定针对性护

理对策并实施，能降低护理风险隐患发生率，提高护理质量

和生活质量，值得应用。

K90.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生活质量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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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罗玉勤

目的 调查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生活质量现状并分析

其影响因素，为提高生活质量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一般资

料调查问卷、白血病生活质量评估量表( FACT-Leu)，对2015

年 9月对 2016年 6月就诊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液科门诊

的 130 例患者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 收回有效问卷 126

份，126例患者生活质量得分为(115.29±39.15 ) 分，四个维度

得分中功能状况得分最低，其次为情感状况和生理状况，而

社会/家庭状况得分最高。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性别、

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状况、付费方式是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的主要因素(P<0.05) ；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性

别、文化程度是影响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生活质量的预测因

素。结论 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生活质量与性别、文化程

度、家庭月收入状况、付费方式有关系，医护应人员应该有针

对性采取干预措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K91.PDCA循环在血液科输血管理中的实施效果评价
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 李苗

目的 探析血液科输血管理中实施PDCA循环的临床

效果。方法 选取我科 2016年 1月至 2018年 2月期间接受

输血治疗的300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两

组，即对照组与试验组，每组患者 150例。对照组患者实施

常规输血管理，试验组患者实施PDCA循环管理，对两组患

者输血不规范事件发生率及满意度进行统计比较。结果

试验组患者输血不规范事件发生率（2.00%）低于对照组患者

（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患者满意度

（98.67%）高于对照组（92.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对于血液病患者来说，整个病程中均需要输

血支持，具有输血量大、输血率高、输血种类多的特点。

PDCA循环是一种规范化、高标准的管理模式，具有循环嵌

套、螺旋式上升的特点，在输血管理中应用，可实现对输血质

量的全程管控，保证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血液科

输血管理中实施PDCA循环的临床效果更加确切，能够显著

减少输血不规范事件的发生，提高患者满意度，值得在临床

中进一步应用与借鉴。

K92.人文关怀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优质护理服
务中的护理实践
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市西南医院 魏玲

目的 探讨人文关怀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优质护理

服务的实践效果。方法 选取我科移植病房2016年收治的

82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为对照组，2017年收治的 76例造

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为实验组。对照组按照移植护理常规落

实各期移植护理，实验组在移植护理常规中增加人文关怀护

理。人文关怀内容包括：以缓解负性情绪为目标的正念心理

干预；以提升自我应对和照护能力为导向的授权教育；充分

尊重患者权利为基础的人性化护理；以及以搭建微信平台下

的移植后延续护理。效果评价：采用院内统一的住院患者护

理满意度调查表问卷调查，环比2组患者的护理满意度的差

异。结果 实施前 2016 年的护理满意度为 92.3%，实施后

2017年的护理满意度为 99.6% 。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

者实施人文关怀护理后患者及家属住院期间的护理体验度

更好，可显著提高护理满意度。人文关怀护理对促进护患关

系，提升优质服务品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造

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治疗的信心。

K93.血液科输液港皮肤并发症分析及管理效果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杨玉婷 欧阳玉燕

目的 分析我科血液病患者植入式中心静脉输液港

（简称输液港）应用中常见的皮肤并发症，探讨其管理对策。

方法 选取2016 年1至12 月我科进行输液港治疗的112 例

血液病患者作对照组，回顾性分析其常见皮肤问题及解决措

施。选取2017 年1至12 月我科行输液港治疗的120例血液

病患者作为实验组，在实践过程中关注和执行改进后的解决

方案，比较两组患者皮肤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患者对输液港应

用的满意度。结果 总结的皮肤问题有：药液外渗性损伤、

输液港体植入不当性损伤、皮肤质量下降损伤、囊袋皮肤破

损、植入技术性损伤和皮肤过敏性损伤；实验组皮肤并发症

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10.0%对

15.6%，P<0.01）, 实验组患者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87.6±5.8对 72.8±6.8，P<0.05）。结论 通过

系统性分析总结，加强了医务人员对于相关皮肤损伤的关

注，提高了患者的维护意识，相应的对症处理保证了静脉输

液港有效输液通路，减少了皮肤并发症的发生率和患者的疼

痛和损伤，提高了患者对输液港应用的满意度。

K94.中药泡手足在硼替佐米治疗多发性骨髓瘤诱
发周围神经炎病变中的应用效果
绍兴市人民医院 阮文珍

目的 研究中药泡手足在干预硼替佐米治疗多发性骨

髓瘤诱发周围神经炎病变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将2016年

12月至 2017年 11月 98例硼替佐米治疗多发性骨髓瘤患者

随机分为观察组48例、对照组5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

法（健康教育、加强肢体保暖、温水泡手足等护理措施），观察

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将温水泡手足改为中药泡手足进行

护理干预，中药方由本院中医科医生进行辨证后拟定，煎药

房煎药后用真空包装成 100 ml/袋，将煎好的中药倒入套有

一次性塑料袋的恒温足浴盆里，加 4~5 L 热水，嘱患者将双

手或双足浸泡水中并相互搓动，温度为 40~45 ℃，以患者感

觉舒适不烫为宜，泡足时深度要浸没至足踝上10 cm，泡手时

深度要浸没至腕关节以上 10 cm，时间均为 20~30 min，每天

1次，14天为1个疗程，通过实施中医护理干预对比两组患者

的护理效果。结果 对照组周围神经炎发生率为38.0%，观

察组周围神经炎发生率为 14.6%，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1）。结论 中药泡手足干预能明显降低硼替佐米治疗多

发性骨髓瘤患者周围神经炎的发生率，保障了患者治疗的顺

利进行，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K95.缺铁性贫血患者的整体护理服务及实施价值
探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彭靖华

目的 探讨缺铁性贫血患者的整体护理服务及实施价

值。方法 以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我院90例缺铁性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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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患者为对象进行随机分组，对照组实施基础护理服务，实

验组应用整体护理服务。结果 实验组缺铁性贫血患者满

意比例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组缺铁性贫血发生机制、

防治方法的了解程度、遵医评分优于对照组（P<0.05）；护理

前两组外周血红细胞以及血红蛋白相似（P<0.05）；护理后

实验组外周血红细胞以及血红蛋白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整体护理服务在缺铁性贫血护理中的干预结果确切，

可提高患者疾病了解度和遵医行为，有效纠正贫血，恢复相

关生化指标。

K96.多元化健康教育对慢性髓性白血病患者服药
依从性的研究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陈玉华 陈佳 陈苏宁

目的 探讨多元化健康教育对慢性髓性白血病 (CML)

患者服药依从性的影响。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江苏

省CML诊疗中心门诊就诊患者 200例作为研究对象，自制

CML服药依从性调查问卷，采用自身实验前后对照法对入

组患者设计研究方案，以及病友联谊会、专题讲座、同伴教

育、QQ群、短信、微信等多元化健康教育，每位入组患者接受

多元化健康教育前后填写问卷调查表，时间间隔6个月。本

研究分析 2次调查结果，探讨多元化健康教育对CML患者

服药依从性的影响。结果 入组CML患者多元化健康教育

前后，服药依从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结论

多元化健康教育可提高CML患者服药依从性，对确保治疗

效果，延长患者生存期具有重要的意义。

K97.血浆置换术在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治疗后
并发严重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治疗中的安全性及
操作护理常规
北京博仁医院 陶秀艳 陈凤英 马文文 袁怡曼 高利

梅 林跃辉 刘双又

目的 探讨血浆置换术（TPE）在辅助治疗难治/复发性

白血病行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免疫治疗后并发严

重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中的安全性，以及操作规范和

护理常规。方法 8例行TPE治疗者为 2017年 6月至 2018

年 6月于北京博仁医院CAR-T治疗后并发严重CRS患者。

护理人员运用熟练的操作和护理技术，对8例患者行TPE共

15次。每例患者行TPE治疗1~3次。置换前PLT<50×109/L、

HGB<8 g/L的患者，提前输注血小板及红细胞预防置换过程

中出血及贫血。置换中给予葡萄糖酸钙口服液 10~20 ml/h

预防低钙反应，控制置换速度预防低血压的发生，同时给予

心电监护，严密观察有无不良反应的发生。置换过程中给予

心理支持。结果 8例患者15次TPE顺利完成，置换过程中

无一例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置换前维持PLT、HGB安全水

平，置换中补钙、调整置换速度及心理干预等措施，保证患者

顺利度过了TPE治疗过程。TPE治疗后 8例患者临床症状

及实验室指标得到改善。结论 CAR-T细胞治疗后CRS反

应严重的患者采取TPE是一种有效、安全的治疗措施。护理

人员对不良反应的预防和处理、熟练的操作和护理技术，是

保证TPE顺利完成的关键。

K98.应用手机APP干预成人急性白血病患者生活
质量的研究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靳迎 何蒙蒙 曹莉莉

目的 探讨构建手机APP服务平台干预成人急性白血

病患者的生活质量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 2018年 5月至

2018年 7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住院治疗的

100例成人急性白血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

和对照组各 50例，实验组通过采用东华医疗患者管理平台

结合成人急性白血病疾病不同分型构建急性白血病专项干

预平台，按照急性白血病不同分型分组按时推送宣教信息、

健康测评问卷等服务，对照组采用常规出院流程，随访 1个

月，比较两组健康知识掌握情况、按时复诊情况、患者的心理

状况及生活质量。结果 运用手机APP对实验组患者患者

的健康知识掌握率高于对照组，患者的复诊率及满意度也高

于对照组，焦虑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应用手机APP完成成人急性白血病患者的延

续护理，能够及时对患者进行专业指导及连续性的照护，提

高患者生活质量。

K99.血液科护士经历患者自杀事件后心理应激状
况的调查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汪姣姣 方云

目的 调查血液科病区护士经历患者自杀事件后的心

理应激状况，探讨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方法 针对血液科

近 3年经历患者自杀事件的 26名病区护士，采用自制调查

问卷和 Zung 氏焦虑自评量表进行调查，分析所得数据。

结果 直接经历患者自杀事件的护士，在患者自杀事件发生

后的前3 d，SAS评分为(65.80±8.41)分，明显高于国内健康人

群常模（29.78±0.98）分及国内护士常模（46.59±10.26）分，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自杀事件发生后的 4周内，经历

患者自杀事件的护士个人生活和工作状态受到明显影响，精

神应激体验严重。结论 管理者要关注经历患者自杀事件

的医护人员的心理状况，建立针对性强的心理干预机制，尽

早对护士（特别是直接面对自杀事件的护士）实施心理干预，

以促进护士的身心健康，避免产生职业疲溃和倦怠。

K100.血液肿瘤患者生命意义体验的质性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袁淑蕾 方云

目的 了解血液肿瘤患者对生命意义的感悟及寻求途

径。方法 选取不同年龄段、不同疾病阶段（确诊初期、化疗

中、化疗结束返回社会和家庭阶段、复发阶段）的血液肿瘤患

者 16例，进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采用Nancy现象学 7步分

析法分析资料。结果 归纳出血液肿瘤患者生命意义相关

的 5个主题：疾病归因、寻求希望、家庭支持、照护需求满足

及生活目标。结论 护士应当重视对血液肿瘤患者的精神

照护，了解其患者后的心理历程，提升其对生命意义的感悟，

从而积极面对疾病和治疗。

K101.白血病患者自杀与自杀未遂深层原因分析及
防范策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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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02.静脉治疗护理小组在持续改进血液肿瘤患者
化疗期间的静脉护理质量中的应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阳梅

目的 探讨静脉治疗护理小组在持续改进血液肿瘤患

者化疗期间静脉护理质量中的作用。方法 采用随机对照

试验方法，将我科 2017年 6月至 2018年 6月期间收治的 88

例初发白血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

组和持续改进组，两组各44例，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对照

组采取常规方法护理，即给予患者常规消毒及保持导管通畅

等护理；持续改进组由专门成立的静脉治疗护理小组进行护

理，并对化疗期间静脉护理质量进行持续改进（包括成立由

静脉治疗专科护士组成的小组、定期培训、完善留置针操作、

并发症的预防护理、健康教育）。比较两组护理满意度、静脉

炎的发生率。结果 持续改进组护理满意度（97.27%）高于

对照组（70.4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持续改进组

静脉炎发生率（9.1%）低于对照组（22.7%），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 静脉治疗护理小组能够有效改善患者

护理满意度、降低静脉炎发生率，对持续改进血液肿瘤患者

化疗期间静脉护理质量有积极作用。

K103.一例输注脂质体阿霉素并发阿斯综合征患者
的护理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毛敏

目的 回顾性分析 1例首次输注脂质体阿霉素并发阿

斯综合征患者抢救过程为临床观察积累经验。方法 脂质

体阿霉素 20 mg用 5%葡萄糖注射液 250 ml稀释，静滴时间

1 小时以上。滴注期间上心电监护和吸氧。滴注速度，从

15滴/min开始，15 min后急性反应症状缓解，可逐渐增加滴

数，静滴时间 1 h 以上。结果 72 岁女性患者，因“水肿

36年，多饮、多食20+年，喘累10+年，下颌包块2月”入院。诊

断为：①糖尿病；②高血压心脏病；③淋巴瘤。患者首次开始

输注脂质体阿霉素约10 min后突发意识丧失，呼之不应，口

唇逐渐紫绀。护士赶至床旁立即停止输注，高流量鼻导管吸

氧，呼叫医生。心电监护示：窦性心律消失，心率迅速下降至

20次/min，血氧饱和度100%。双侧瞳孔直径约3.5 mm，对光

反射消失，大动脉未扪及搏动。护士立即胸外心脏按压，按

压约5 min后患者意识恢复。遵医嘱急查血常规、电解质、肝

肾功、凝血象、血气分析、心电图等。结论 护理人员在输注

脂质体阿霉素时应严格按输注滴速要求，对合并有心脏病患

者更应密切观察心脏毒性，做到勤巡视、早发现、早处理。

K104.肢体锻炼在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患
者中应用效果的Meta分析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吴芳芳 杜欣

冯雪 喻新容 郑晓茂

目的 评估肢体锻炼在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

患者中应用效果。方法 由 2名评价员检索中英文公开发

表的随机对照试验和半随机对照试验，计算机检索英文文献

数据库包括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CINAHL，

检索中文文献数据库包括中国知网科技期刊数据库

（CNKI）、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万方数据库、中国

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N）。查找所有比较常规护理干预

与在常规护理干预基础上进行肢体锻炼，或采用一种方法干

预与采用一种方法联合肢体锻炼干预在经外周静脉置入中

心静脉导管患者中应用效果的随机对照试验。检索时间为

建库至2018年3月28日。按照纳入标准，由2名评价员独立

对随机对照试验很半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筛选、资料提取和质

量评价，采用Rev-Man5.3.5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纳

入 13项研究，Meta分析结果显示：①静脉血栓发生率：与对

照组相比较，实验组静脉血栓发生率低（OR=0.30，95%CI

0.20-0.46，P<0.00001）；②静脉炎发生率：实验组静脉炎发生

率较对照组低（OR=0.24，95%CI 0.13-0.43，P<0.00001）；③肢

体肿胀发生率：实验组较对照组低（OR=0.31，95%CI 0.19-

0.51，P<0.00001）；④导管异位：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OR=1.14，95%CI 0.50-2.59，Z=0.30，P=0.76>

0.05）。结论 肢体锻炼在PICC患者中应用的效果显著，可

以降低静脉血栓、静脉炎、肢体肿胀的发生率，而进行肢体锻

炼发生的副作用如导管异位，与未进行肢体锻炼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因原始研究质量不高，需要更多高质

量的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论证。

K105.赋权探视干预对血液科洁净病区患者心理状
况的影响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吴芳芳 杜欣

冯雪 喻新容

目的 观察赋权探视干预对血液科洁净病区患者心理

状况的影响。方法 选取 2017年 8月至 2018年 6月首次入

住血液科洁净病区100例患者，使用SPSS-18软件随机分组

法，按 1:1比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50例，两组患者

的探视人员均予以常规护理，观察组在与对照组进行相同常

规护理的基础上进行赋权探视干预指导。赋权探视干预指

导内容包括：①探视前对探视人员进行评估，赋权简单的日

常护理工作，使患者感受一种被关心和爱护的感觉；②探视

前与探视人员沟通，指导、如何与患者进行交流，鼓励患者治

疗。在赋权干预前、干预1周后分别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elf-

reporting inventory,SCL-90）评估患者心理状况并进行比较。

结果 两组患者在干预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干预 1周后，

观察组患者在躯体、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项目因

子评分均低于干预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恐惧、

妄想、精神病性评分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探视人员进行探视前予以赋权探视干预指导能提高

患者探视人员的探视效果，能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改善患

者的心理状况，利于患者的治疗与康复。

K106.跨理论模型的照护行为干预对初诊白血病患
儿家属照护行为及心理状况的影响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吴芳芳 杜欣 冯雪 喻新容

目的 探讨跨理论模型（TTM）照护行为干预对初诊白

血病患儿家属照护行为及心理状况的影响。方法 选择本

科室 2015 年 3 月至 2017 年 12 月初诊为白血病患儿的家属

108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按 1∶1比例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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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54例。两组在患儿确诊及采取干预前一周内完成基线评

估，干预前采用TTM变化阶段量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

抑郁自评量表（SDS）对患儿家属进行基线的评估。对照组

患儿确诊后接受系统的治疗护理，患儿家属接受一般心理护

理及健康宣教，实验组在与对照组相同护理的基础上，根据

评估结果，针对患儿家属制定并实施个性化的TTM照护行

为干预，为期 6 个月。干预后对两组患者家属进行跟进评

估，分析干预前、后患儿家属在照护行为变化阶段的分布情

况及SAS、SDS得分的变化。结果 ①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所处前意向阶段和维持阶段改善幅度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1）。②干预6个月后，两组患儿家属的SAS得分比

较，干预前实验组 68.74 ± 13.62，对照组 66.92 ± 13.95（P=

0.53）；干预后实验组 45.81±14.12，对照组 59.29±17.49（P=

0.00），干预后比较实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1）。两组患儿家属SDS得分比较，干预前实验组

70.83±13.61，对照组 69.76±13.48（P=0.71）；干预后实验组

46.02±14.67，对照组 60.51±11.31（P=0.00），干预后比较实验

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③实验

组干预前、后比较，SAS得分比较，干预前68.74±13.62，干预

后 45.81 ± 14.12（P=0.00）；SDS 得分比较，干预前 70.83 ±

13.61，干预后 46.02±14.67（P=0.00），改善幅度明显，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运用TTM为指导的照护行

为干预，能有效改善初诊为白血病患儿家属的照护行为，降

低焦虑、抑郁水平，利于对白血病患儿的照护。

K107.造血干细胞移植受者出院准备度的现状调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刘娅

目的 了解造血干细胞移植受者移植治疗好转后出院

准备度现状，为今后造血干细胞移植受者的出院健康指导及

临床护理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出

院准备度问卷对我院 115 例造血干细胞移植受者进行调

查。结果 85.22%的患者表示已做好了出院的准备，出院准

备度量表得分为（167.61±20.80）分；各维度得分分别为自身

状况（33.39±12.86）分，疾病知识（77.48±7.37）分，出院后应

对能力（22.00±5.09）分，可获得的社会支持（34.74±5.74）分。

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受者移植治疗好转后出院准备大部

分较充分，但对于自身状况的感知需进一步加强，且医护人

员应重视患者对自身状况的感知，强化住院期间的快速康复

理念，对于其感知自身身体状况应予以正确引导，使其出院

准备度得以提高。

K108.微格教学在血液内科护士分层次培训中的效
果评价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

科实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

制中心 陈小丽 冯一梅 张诚 孙爱华 张曦 杜欣

目的 探讨微格教学在血液内科护士分层次培训中的

应用效果。方法 对血液内科护理人员采用微格教学进行

理论、操作培训，培训内容以护理专业学组为基础进行知识

拓展，包括静脉治疗学组、危重症学组、护理科研学组、伤口

与造口学组、糖尿病学组、疼痛学组、护理教学学组、操作学

组、信息化学组，各学组由A、B角组成，A角为5年资、本科、

护师以上职称的N2级人员，B角为N2级以下低年资护理人

员。每周根据各学组安排进行微格理论教学，时间为 5~10

min，观察护理人员在接受培训前后的知识和操作水平，并对

微格教学方式满意度进行调查，评价微格教学在血液内科护

士分层次培训中的教学效果。结果 护理人员通过微格教

学活动自我感受评价量表显示，授课者总分（119.44±15.84）

分，所有条目总平均分（8.53±1.13）分；理论考试由（60.5±

26.0）分升至（78.5±9.5）分（P<0.01），临床实践考试由（72.5±

13.0）分升至（84.5±9.5）分（P<0.01），微格教学方式满意人数

多于不满意人数，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微格

教学有助于血液内科护士理论知识的学习和临床操作技能

的掌握，且能帮助各专业学组之间知识的拓展与相互交流，

提高护理人员专科能力。

K109.ɑ糜蛋白酶联合5%碳酸氢钠注射液防治出血
性膀胱炎发生尿管堵塞的疗效观察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伍满群 吴芳芳 杜欣 刘学 陈小丽 张曦 高力

孙爱华

目的 探讨ɑ糜蛋白酶联合 5%碳酸氢钠注射液用于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并发出血性膀胱炎的患者发生尿

管堵塞的疗效。方法 选择我科2017年1月至12月10例异

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并发Ⅳ级出血性膀胱炎的患者为研究

对象，10例患者均采用规格为 20Fr的导尿管，硅胶材质，型

号为三腔抗菌超滑型；均给予等渗液持续膀胱冲洗。其中

6 例患者因膀胱出血量大伴巨大血凝块，导致尿管严重堵

塞。采用ɑ糜蛋白酶 8000 U联合 5%碳酸氢钠注射液 20 ml

经尿管缓慢注入，保留20~30 min，再用生理盐水冲洗，50 ml

注射液器抽吸，直至疏通；疏通后，在等渗液中加入ɑ糜蛋白

酶 8000 U（常用量为 8000~24000 U）联合 5%碳酸氢钠注射

液 250 ml持续膀胱冲洗。观察 6例患者尿管复通及再次出

现堵管的次数。结果 6例患者尿管均成功复通。其中2例

患者再次出现堵管，经处理后复通。结论 ɑ糜蛋白酶联合

5%碳酸氢钠注射液可有效地溶解膀胱内形成的血凝块，防

治尿管堵塞，保持尿管引流通畅，减少因反复插尿管带来的黏

膜损伤，降低了尿路感染的几率，减轻疼痛，提高生活质量。

K110.应用日升模式评估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临
床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伍满群 孙爱华 杜欣 吴芳芳 陈小丽 冯一梅

张诚

目的 探索一种适应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文化照

顾的评估方法，以促进患者疾病早日康复，提高患者的满意

度。方法 应用Leininger的多元文化护理中“日升模式”的

理论框架，通过建立评估管理制度、建立评估培训方案及考

核机制、构建系统的表格式护理评估表单：评估表单分为

3个层次：世界观和文化与社会结构层、服务对象层、保健系

统层，设计出三个层次的护理评估指标，所有指标归纳后分

为基本资料、经济方面评估、社会支持系统评估、身体及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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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特殊评估、出仓评估 6个总项目。形成一套切实可行

的用于评估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文化照顾需求的方法。

结果 全体受训护士均能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进行全面

的文化评估，住院患者第三方满意度达98%。结论 运用日

升模式可以科学、全面评估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文化背

景和健康需要，有利于个体化整体护理的实施。

K111.巴瘤患者化疗期间症状群的调查分析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杜欣 刘耀 冯娜 曾荔 陈小丽 吴芳芳 孙恒蕊

伍满群 孙爱华

目的 评估与描述淋巴瘤患者化疗期间的症状发生

情况，探讨其症状群的种类和数量，为症状管理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重庆市某三级甲等医院住院治

疗的淋巴瘤患者 97 例，使用中文版安德森症状评估量表

（MDASI-C）和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收集并分析其化

疗期间的症状体验。结果 淋巴瘤患者化疗期间发生频率

较高的症状依次为疲乏（73.4%）、恶心（70.5%）、睡眠不安

（65.7%）、苦恼（64.2%）；严重程度较高的症状依次为咽喉痛

（3.57±1.68）分、苦恼（3.26±2.32）分、恶心（3.06±2.16）分、食

欲下降（3.02±2.11）分。症状困扰发生频率较高的依次为工

作（76.5%）、情绪（71.2%）、生活乐趣（70.5%）；较为严重的症

状困扰依次为工作（3.34±2.56）分、与他人的关系（3.20±2.78）

分、走路（3.12±2.28）分。探视因子分析得出一般症状群、

上消化道症状群、淋巴瘤特异性症状群、疼痛相关症状群。

结论 淋巴瘤患者化疗期间存在多个症状群，医护人员可以

以症状群为基础探索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获得更好的

干预效果。

K112.运用PDCA对血液科多重耐药菌接触隔离措
施执行率的效果评价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王丽 杜欣 陈小丽 吴芳芳 张曦

目的 运用PDCA对血液科多重耐药菌接触隔离措施

执行率的效果观察。方法 由临床医护人员、感控科、药剂

科、微生物中心、信息科联合成立品管圈活动小组，制定活动

方案，采用 PDCA 四个阶段十个步骤，观察陆军军医大学新

桥医院血液科 PDCA 实施前（2018 年 1 至 3 月）与实施后

（2018年4至6月）多重耐药菌接触隔离措施执行率情况，从

多重耐药菌主动筛查及报告情况、多耐药分布情况、抗菌药

物的临床监测情况、多重耐药菌感染教育培训、执行手卫生、

无菌技术操作、接触隔离措施、环境清洁卫生情况、多重耐药

菌执行监督情况等方面分析原因找出对策，并进行为期6个

月的质量持续改进。结果 PDCA 实施前与实施后进行比

较，血液科医护人员对多重耐药菌分布知晓情况由 60.05%

上升至 85.50%；手卫生执行率由 66.67%上升至 84.66%；无

菌技术操作执行率由 75.6%上升至 95.9%；环境清洁卫生由

50.1%上升至 90.2%；接触隔离措施执行率由 66.98 上升至

86.67%。实施前后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

0.01）。结论 多部门联合开展品管圈活动，反馈新发现的

问题，利用多部门解决难题，通过主动监测、信息化改进、加

强医护沟通、落实解除隔离制度、指标考核等一系列问题，进

一步提高血液科多重耐药菌接触隔离执行率，使制度得到落

实，措施得到进一步完善，预防多重耐药菌的传播和感染，值

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K113.人文关怀联合心理护理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
移植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唐杰 孙爱华

目的 探讨人文关怀联合心理护理在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患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择 2018年 1月至 6月入院治疗的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患者100例作为对象，根据护理方案不同分为对照组

（50例）和观察组（50例）。对照组予以常规护理干预，观察

组采用人文关怀联合心理护理，两组均进行10 d护理，护理

完毕后对护理效果进行评估。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

抑郁自评量表（SDS）评价两组护理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患者心理状况的影响；采用自制健康知识调查表调查两组

护理后对疾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功能锻炼、用药等健

康宣教内容的掌握情况；采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评价两

组护理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采用自制护理满意度调查表

调查两组护理满意度评分。结果 观察组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患者护理后焦虑和抑郁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护理后对疾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功能

锻炼、用药等健康宣教内容的掌握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P<0.05）；观察组护理后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平均得分为（81.63±3.56）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4.28±4.52）分（P<0.05）。结论 人

文关怀联合心理护理有助于缓解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

者的不良情绪，提升护理满意度和健康知识掌握度，从而能

够有效改善其生活质量，值得推广应用。

K114.同伴教育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治疗
效果的影响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李莉 冉凤 陶俊 唐杰 孙爱华

目的 探讨同伴教育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治

疗效果的影响。方法 选取本科层流室2017年9月至2018

年 3月收治的 80例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为研究

对象，按干预方式不同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0例。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附加

小组式同伴教育。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后并发症、干预后焦虑

情绪、知识掌握情况、疼痛管理、服药依从性情况。结果 与

对照组相比，观察组GVHD、口腔溃疡、出血性膀胱炎、肺部

感染、胃肠道感染、肛周感染发生率更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平均焦虑评分更低、知识

掌握程度更高、疼痛评分更低、疼痛管理更科学、服药依从性

更好，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同伴教育能使

患者积极配合治疗，改善应对疾病的心态，能显著减少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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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发生，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从而加快康复，减轻经济负

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K115.日间病房的有效管理模式对提高患者治疗依
从性的探讨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邓欢 兰大华

目的 随着日间病房的开展及运行，在收治患者过程中

通过有效的信息化管理对患者住院时间、治疗时间、网上预

约进行严格把控，有效提高患者在每一个疗程治疗过程中的

依从性。方法 我科设立有独立整体完善的日间病房，设置

7张沙发躺椅，3张病床，床位及躺椅的安排有医生及护理人

员来进行有效的把控安排，患者需依从医生及护理人员对床

位的分配及安排。每个收治的患者有独立的主治医生进行

收治，日间病房设有独立的日间病房护士对患者进行治疗及

护理。结果 通过日间病房的管理规定及运行模式，缩短了

患者的住院时间、减少了患者的治疗费用、缓解了住院难的

难题，从而大大地提高了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对护理工作

的有效配合，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增强了患者对治疗的信

心。结论 开设日间病房有效地缓解了病房床位的周转，缓

解了科室及医院的床位压力，有效地分流了住院患者，缩短

了患者的住院天数，加快了患者对病情的检查和治疗的需

求，优化了医疗资源。

K116.水胶体敷料预防PICC患者机械性静脉炎效
果的Meta分析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兰大华 李雪雪 孙爱华 邓欢 刘骞鸽 向洁

目的 系统评价水胶体敷料对于PICC患者机械性静脉

炎的预防效果。方法 采用Cochrane系统评价的方法，计算

机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CBM）、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VIP），查找比较水胶体

敷料与常规敷料的随机对照研究（RCT），对纳入的RCT 进行

质量评价并提取有效数据，采用RevMan5.2 软件进行Meta

分析。结果 共纳入了 16个RCT，合计 1259例患者。结果

显示：①水胶体敷料在预防PICC患者机械性静脉炎发生优

于常规敷料，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0.16，95%CI 0.10~

0.25，P=0.74）。②尤其是水胶体敷料热敷在预防PICC患者

机械性静脉炎发生优于常规敷料，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R=0.22，95%CI 0.12~0.42，P=0.72）。结论 水胶体敷料

在预防及治疗PICC术后静脉炎具有较好的效果，使机械性静脉

炎的发生率降低，且操作简单，效果明显，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K117.心理危机干预淋巴瘤患者化疗过程中心理压
力源的质性研究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李雪雪 兰大华 邓欢

目的 深入了解淋巴瘤患者化疗过程中的内心感受，寻

找其压力源，应用心理危机干预，为淋巴瘤患者顺利度过化

疗疗程提供依据。方法 2016年8月至11月，采用目的抽样

法选取在血液科康复病区定期化疗的淋巴瘤患者 180例为

研究对象，采用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研究法，对其进行深入

访谈，并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进行资料研究，从而对淋巴

瘤患者化疗期患者面临的不同心理问题采取相应的心理危

机干预措施并进行对策分析。结果 淋巴瘤患者化疗过程

中3大压力源：精神抑郁、怀疑恐惧、补偿心理。通过心理危

机干预，使淋巴瘤患者顺利完成化疗。结论 心理危机干预

对淋巴瘤患者顺利完成化疗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有效提高

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生活质量和治疗效果。值得在临床推

广应用。

K118.运用微信公众号在PICC专科门诊中的效果
评价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刘骞鸽 兰大华 孙爱华 石丽娟

目的 探讨微信公众号在 PICC 带管出院患者对提高

PICC专科门诊依从性中的效果及意义。方法 将使用微信

公众号前后的带管出院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

在出院时告知其到PICC专科门诊定期维护时间。观察组在

患者出院时关注PICC专科门诊公众号，进行门诊预约、定期

推送导管维护相关知识及疑难解答等干预措施。结果 观

察组按时维护依从性为99.8%，对照组为88.7%，观察组依从

性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同时，观察组的导管感染率、

堵管率、意外拔管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微信

公众号对提高PICC带管出院患者到PICC专科门诊维护的

依从性具有明显效果，能降低PICC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值

得临床推广。

K119.血液科日间化疗病房医护一体化管理模式的
应用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石丽鹃 王应爽 兰大华

目的 探讨医护一体化模式在血液科日间化疗病房中

的应用效果。方法 本研究为自身前后对照研究，确定日间

化疗病房收治对象、预约流程、收治流程、化疗方案等，按照

纳入和排除标准，选取2016年11月至2017年12月我科收治

的300例日间病房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住院日期先后顺序

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将我科2016年11月至2017年4月收

治的115例患者为对照组，2017年5月至12月收治的185例

患者为观察组。在医护一体化实施前后，分别采用问卷调查

评价患者满意度。结果 发放患者满意度调查问卷300例，

其中有效回收 280例，回收率 93.3%。医护一体化管理实施

后，患者对医护服务满意度、住院手续办理的满意度、住院等

待时间、治疗时间等较前有较大改善。结论 日间病房是一

种以患者为中心，介于门诊与住院之间的诊疗新模式，对传

统医疗模式的补充，具有提高床位周转率、缩短住院天数、降

低住院费用、缓解医患矛盾等优点，在日间化疗病房开展医

护一体化管理是一种安全、有效的管理模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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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0.低年资护士心理健康及其压力源分析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苏哿 兰大华 孙爱华

目的 调查低年资护士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压

力源）。为减轻低年资护理人员压力源和促进其心理健康行

为的良性发展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护士心理健康评估量

表，压力源量表，心理弹性量表对我科工作 3 年以内（包括

3年）的低年资护士进行测试。结果 低年资护理人员心理

健康状况与其心理弹性呈负相关；低年资护理人员心理健康

状况与其压力源呈负相关。结论 减轻低年资护士压力源

或通过适当干预措施以提高心理弹性水平，从而提高低年资

护理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

K121.个性化心理护理对白血病患者护理质量的影响
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全军血液病中心 重庆市医学重点实

验室 重庆市医学重点学科 重庆市血液内科医疗质量控制中

心 肖韶连 陶俊 兰大华

目的 探讨个性化心理护理应用于白血病患者的临床

效果。方法 以本科室2017年2月到2018年2月收治100例

白血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50例，

采用常规心理护理及健康教育，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根据

年龄、文化程度及经济状况等不同实施个性化心理护理从入

院确诊后即开始实行，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实施不同

护理后患者抑郁（SDS）评分，焦虑（SAS）评分。结果 实验

组治疗效率为 96.14%,明显高于对照组（85.15%，P<0.05）同

时SDS和SAS评分也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个

性化心理护理促进白血病患者的身心健康，而且明显提高白

血病患者对护理满意度，提高了护理质量，维持和谐的医患

关系，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K122.钝性分离法在出血倾向患者PICC置管中的
应用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惠晓培 靳迎 马苗苗 卫晶晶

目的 探讨血管鞘钝性分离对有出血倾向患者在PICC

置管过程对穿刺点出血的影响。方法 将80例有出血倾向

（血小板低于正常值或凝血时间相对延长）经B超引导下进

行PICC置管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0例。观

察组在送入血管鞘时采用钝性分离的方法，对照组采用传统

的解剖刀沿导扩皮后送入血管鞘的方法，穿刺后两组均用

8层3 cm×4 cm无菌纱布压迫止血，外贴透明敷贴，并用弹力

绷带加压包扎12 h。观察两组在置管24 h后PICC穿刺点的

渗血的量及 7天内维护次数。结果 观察组患者出血量低

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

者置管后 7天内维护次数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比较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PICC置管后采用钝性分离

的方法可以降低对血管壁及皮肤的损伤，明显缩短有出血倾

向患者PICC穿刺点渗血的量和时间。

K123.微信在线视频随访在PICC带管患者并发症
防治中的临床应用

绍兴市人民医院 蔡新兰 阮文珍

目的 探讨微信在线视频随访在PICC带管患者并发症

防治中的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将 2017 年 1 月 12 月我科

178例PICC带管患者，按随机数字表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89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即出院做好带管宣教，并

告知定期护理门诊维护，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指导带

管出院患者加入科室的公众号，嘱患者或家属查看群内相关

信息，并定期交流，居家带管期间患者有任何疑问，可发送图

片或视频到公众号进行咨询，我科安排PICC专科护士在线

解答疑问，比较两组PICC带管患者静脉炎发生率、导管堵塞

再通率、计划外拔管率，患者满意度差异。结果 通过两组

对比，静脉炎发生率由对照组的25.8%下降到观察组的9%，

导管堵塞再通率由对照组的 42.7%提高到观察组的 65.1%，

计划外拔管率由对照组的 31.5%下降到观察组的 12.4%，患

者满意度由对照组的 89.8%提高到观察组的 98.9%，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通过微信在线视频随访能有

效减少PICC带管患者并发症的发生，降低PICC导管的计划

外拔管率，可降低患者的医疗成本支出，提高患者满意度，提

升护理品牌。

K124.认知行为团体干预对急性白血病患者抑郁情
绪的影响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赫洋

目的 探讨由护士作为主导地位的认知 -行为治疗

（CBT）用于急性白血病(AL)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

对瑞金医院血液科住院的AL患者进行QIDS-SR16自评量

表进行评估，评分高于11的患者，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

神科医师进行访谈及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评估及

SCID-I诊断筛查。纳入满足入组标准的具有明显抑郁症状

的患者（不考虑是否符合抑郁障碍的DSM-5诊断）。随机分

配至对照组（C）、治疗师主导团体CBT组（T）、护士主导-治

疗师督导团体CBT组（N），进行每周1次、共8周的标准化团

体CBT。在基线、4周末、8周末进行访谈、评估HAMD及减

分率。结果 共 89 例患者完成了研究（C=30，T=29，N=

30）。与C组相比，T组、N组均能在8周末减轻AL患者的抑

郁症状。N组在4周末效果更为显著（t=3.84，P值<0.01 对 t=

1.90，P值0.06）。在8周治疗末N、T两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t=0.79，P=0.42）。结论 护士主导团体 CBT 能改善

AL患者的抑郁症状。

K125.急性白血病患者Access专病数据库的建立与
应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张俊平 刘

艳霞 王志新 金京京 刘美晶 解文君

目的 构建急性白血病专病数据库，以便更加系统、规

范、便捷地管理及存储患者信息，为临床急性白血病的教学

及科研提供数据支持，对急性白血病的疗效及患者随访信息

进行统一、规范化管理。方法 根据临床实际情况，通过咨

询及调查该领域专家的需求，建立急性白血病专病数据库。

通过患者住院/门诊病例及电话随访结果，录入患者人口学

信息、诊疗信息、一般实验室检查结果、血液病特殊检查结

果、患者随访信息等，在此过程中探讨并总结数据库在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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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患者管理及白血病临床中的应用。结果 2015 年

1月 12日到 2017年 12月 19日数据库共收录初诊急性白血

病患者932例，其中急性髓系白血病698例，急性淋巴细胞白

血病209例，急性混合细胞白血病及其他25例。患者中位年

龄 41（13～76）岁，其中男性 522 例，女性 410 例。应用数据

库通过统计分析取得了多项关于疾病状况、缓解情况、患者

预后等的结论性成果，科室运用数据库发表多篇科研论文，

实现了大样本急性白血病患者病例资料的统一、规范化管

理。结论 数据库可以快捷有效地存储及导出急性白血病

患者的诊疗及随访信息，数据完整、准确，数据库使用方便、

快捷，有利于对急性白血病进行全面的长期纵向跟踪。数据

库的建立极大地方便了对患者的长期随访管理及急性白血

病的临床研究。

K126.血液系统疾病患者PICC导管脱出原因分析
及护理对策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邱娟

目的 总结血液系统疾病患者PICC导管脱出原因，并

分析相应的护理对策，为临床实践提供参考。方法 对

2017 年 6 月 12 月期间在我院血液科住院接受化疗并留置

PICC导管的144例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总结，重点分析

其中发生导管脱出患者的相关资料，总结导管脱出的原因。

结果 144例PICC置管患者中，发生导管脱出的患者为48例

（33.3%）；导管脱出时间为置管后2~30天；导管脱出小于5 cm

（轻度脱管）37例，5~10 cm（中度脱管）11例，大于 10 cm（中

度脱出）0例。分析得出导管脱出的可能原因包括：敷料选

择不恰当、PICC导管外露部位的牵扯力增加、PICC导管维

护时操作不妥、患者皮肤情况导致导管外露部位无法正常使

用胶布固定、患者对导管的自我护理意识差。结论 血液系

统疾病患者的PICC导管脱出发生率较高，脱管时间多在置管

后1个月内，导管脱出程度以轻度为主，脱管原因较多，护士应

针对PICC脱管的特点和原因进行针对性的预防和护理。

K127.化疗药物外渗的预防与处理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赵丽群

K128.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截瘫的预防及护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张倩

目的 探讨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合并截瘫患者实行护理

措施及康复训练方法，以提高患者术后的生活自理能力及生

活质量。方法 通过小组责任制护理讨论和康复训练的学

习，给患者制订个性化康复护理方案。给予精心的基础护

理，如皮肤护理、促进排便、预防肺部感染等，减少患者因感

染引起的并发症或者加重病情。基础护理做好，是提高患者

康复的首要保证。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合并截瘫患者，为了提

高患者术后生活自理能力及生活质量，尤其需要进行肢体康

复训练。针对于每例患者的病情及神经系统病变范围，需要

为患者制订个性化康复护理方案，如肢体运动功能障碍康复

训练、构音障碍训练、吞咽障碍训练、排尿障碍训练等。通过

康复训练可以增强患者肌肉力量，维持心、肺及循环功能，促

进其功能障碍的恢复，预防肌肉萎缩、关节僵硬、褥疮等并发

症，从而尽快恢复患者生活自理能力，提高生活质量。在康

复护理过程中，要注意与患者的沟通，康复训练的手法也要

循序渐进的完成。在护理过程中，要常安慰鼓励患者，对生

活不要灰心，增加信心，积极配合各种治疗，早日恢复健康。

结果 截瘫患者卧床期间，无压疮和外源性感染发生，提高

患者预后生存质量。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截瘫患者个

性化康复护理计划是有效果的。

K129.血液肿瘤患者对护理实习生认可度的分析调查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王珊

目的 调查不同住院次数血液病患者对护生临床工作

接纳情况。方法 通过自行设计血液病患者对实习生临床

工作接纳情况调查表，对 100例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并进行

综合调查分析。结果 回收有效问卷 90份，结果发现血液

病患者对实习生工作态度、服务质量接纳度均较高；住院次

数较高（住院次数4次及4次以上）患者对实习生进行侵入性

操作等临床技术难度较高的操作接纳度较低。结论 在后

期的护生临床护理教育工作中，要重视入科教育，应进一步

加强临床技术的锻炼，同时要注重护生心理护理的学习实

践，在实践中提高护生素质；可根据病患住院次数进行分类

并有针对性地开展临床护理工作。

K130.心理护理在骨髓移植患者中的应用
成都军区总医院 马婷

目的 针对骨髓移植患者在无菌仓内出现的一系列心

理问题，护士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积极影响患者的心理活

动，从而达到护理目标，使整个移植过程顺利进行。方法

针对成都军区总医院层流室2018年来收治的各年龄阶段患

者分为几个年龄组，为 3~12 岁、13~23 岁、24~30 岁、31~55

岁，分别进行心理护理干预，观察其干预前后的心理变化和

病情变化，了解心理护理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结果 对不同

年龄段的患者，分析其心理问题，并进行心理护理后的患者

护理治疗配合度高，病情恢复较好。结论 对骨髓移植患者

进行适当的心理护理有助于病情恢复。

K131.骨髓纤维化患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合并上
消化道出血护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王丽娟

目的 探讨骨髓纤维化患者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合并

上消化道出血的护理。方法 1例骨髓纤维化患者造血干

细胞移植术后两次消化道大出血，给予两次三腔二囊管压迫

止血。结果 医生熟练的插管技术，护士在插管后各期的密

切观察和护理，有效地观察评估和插管后护理使患者度过危

险期，康复出院。结论 通过有效的评估，三腔二囊管压迫

止血的有效措施以及专业的护理，降低患者的死亡率。

K132.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患儿行造血干细胞移
植术后护理体会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张芳 王丽娟

K133.结构-过程-结果模式在慢性髓性白血病慢病
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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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方云 刘敏杰

目的 探索Donabediand的结构-过程-结果三维质量模

式在慢性髓性白血病(CML) 疾病规范化管理中的应用方法

和应用效果。方法 便利选取106例确诊为CML的患者随

机分为慢病管理组（53例）和常规组（53例），慢病管理组患

者实施慢病管理服务，常规组采用常规健康教育和护理。过

程评估评价患者疾病相关知识、技能、信念和行为的改善水

平；结果评估评价患者生活质量及满意度。结果 患者疾病

知识水平、健康信念和健康行为得到改善；疾病相关并发症

发生率较低；患者生活质量及满意度有所提高。结论 基于

结构-过程-结果三维质量评价模式建立的CML慢病管理方

案是规范化管理专科疾病的有效方法。

K134.两种不同漱口液对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口腔黏
膜炎发生率的临床效果观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胡伟

目的 探讨两种不同漱口液复方氯己定含漱液和口舒

抑菌含漱液对预防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口腔黏膜炎（OM）的

效果观察。方法 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采用口

舒抑菌含漱液漱口，对照组采用复方氯己定含漱液漱口。两

组除了使用漱口液不同外，其他漱口方法均一致。两组患者

均在晨起、每次进食后30 min内及睡前使用口舒漱口液或口

泰复方氯己定含漱液 10~15 ml含漱 2 min。含漱方法：漱口

时鼓动双颊及唇舌，使溶液与口腔黏膜充分接触。试验组口

舒抑菌含漱液成分为每 250 ml 含醋酸氯己定、蜂胶、纯化

水。对照组复方氯己定含漱液成分为每500 ml含葡萄糖酸

氯己定 0.6 g、甲硝唑 0.1 g、甘油、薄荷水。两种含漱液共同

成分为为消毒防腐药，定对革兰阳性和阴性菌的抗菌作用

强。试验组口舒抑菌含漱液包含蜂胶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细

胞生长、杀菌及止疼。对照组复方氯己定含漱液包含甲硝唑

对大多数厌氧菌具强大抗菌作用，但对需氧菌和兼性厌氧菌

无作用，不良反应可引起味觉改变、口干、口腔金属味等。分

析两组患者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口腔黏膜炎发生的时间、

部位、面积、数量、黏膜炎分级、疼痛分级及愈合情况。结果

试验组口腔黏膜炎的发生率少于对照组（P<0.05），黏膜炎发

生部位、黏膜炎分级情况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口舒抑菌含漱液与复方氯己定含漱液在预防免疫功

能低下患者有良好的效果，口舒抑菌含漱液更有效的预防患

者OM的发生。

K135.医护一体化模式下PICC置管时机的选择
陆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蒲成秀

目的 探讨选择PICC置管的时机，以减少其并发症的

发生。方法 收集我科 2013 年至 2018 年 5 月总共 600 例

PICC置管患者的资料，两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每组300例，对照组患者PICC置管时机是征

得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由医生或护士单方面选择；观察

组患者PICC置管时机是征得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在医

护一体化模式下讨论，协商之后选择，比较两组PICC置管后

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导管相关感染,穿刺点

渗血，机械性静脉炎，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导管堵管，导管移位，导管脱出，导管破裂的发生率无

统计学意义。结论 医护一体化模式下更有利于对患者

PICC置管时机的选择，较少PICC置管的部分并发症发生，

更好地为患者谋福利，也值得其他临床工作人员借鉴。

K136.一例冷凝集素综合征患者的护理体会
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杨春艳 陈兴树 李超琴 梁

远芬 田艳

目的 评价疾病健康教育及随访对此类疾病院外管理

的重要性。方法 回顾 2017年本科收治的 1例冷凝集素综

合征患者2次住院的护理经过，对该例患者住院治疗的同时

配合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护理措施和疾病健康教育。结果

患者住院治疗期间未发生不良事件，出院后患者定期与医护

人员进行沟通，对自身疾病诱发加重因素有了一定的认识和

预防。结论 对特殊慢性疾病实施及时有效的护理干预和

健康教育，加强院外随访，对患者进行有效的院外自我疾病

管理有着重要意义。

K137.137例血细胞分离单采术的护理体会
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梁远芬 杨春艳 田艳 陈兴树

目的 提高血细胞分离单采时的护理质量，减少不良反

应发生。方法 回顾我科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进行血

细胞分离单采的137例次患者或供体的资料，包括采集前相

关检查、血管条件、身体情况、采集前饮食、采集过程中的处

理及采集完成后的注意事项等。结果 137例次分离单采

者中，85例次无不良反应，52例次发生不同程度不良反应，

50例次可耐受，2例次不能耐受致操作提前结束。结论 充

分的采集前准备和及时的术中处理，保持采集者生命体征平

稳，是血细胞分离单采术成功的关键。

K138.输注G-CSF动员的异基因外周血单个核细胞
治疗19例急慢性白血病的护理体会
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李超琴 梁远芬 杨春艳

目的 提升非移植条件下输注G-CSF动员的异基因外

周血单个核细胞治疗白血病的护理管理质量。方法 对我

科2016年1月至2017年12月采用G-CSF动员的异基因外周

血单个核细胞输注进行治疗的19例急慢性白血病患者的护

理相关资料，包括细胞回输前的准备、回输方法、观察内容及

护理要点等进行总结。结果 19例白血病患者中与供体血

型不合者9例，相合者10例，共进行了67次单个核细胞输注

（血型不合者在细胞回输前均进行去红或去浆处理），所有患

者回输过程顺利，回输后无一例发生护理并发症。结论 充

分的输注前准备和治疗过程中严密的护理观察是保证异基

因外周血单个核细胞顺利输注的重要因素。

K139.对35例外周血造血干细胞供体进行采集前护
理干预的体会
攀枝花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陈兴树 梁远芬 杨春艳 田艳

目的 探讨外周血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术前护理干预的

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 2017年 1月-2018年 6月我科 35例

外周血造血干细胞供体作为研究对象，提前对供体进行生

活、饮食指导，心理护理，讲解细胞采集过程及注意事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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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供体对细胞采集的适应情况及采集过程中出现的不良

反应情况。结果 采集前护理干预后，35例供体均基本了

解采集过程及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35例供体中2例因采集

前口服钙剂不足致四肢麻木，经术中静脉泵入钙剂后缓解；

无一例供体采集失败或因严重不良反应致采集终止。

结论 对供体实行采集前临床护理干预效果良好，能够提升

造血干细胞采集成功率，值得推广。

K140.心理干预在高白细胞白血病患者行白细胞去
除术中的应用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吴杨梅 刘春秀

目的 通过对我科高白细胞白血病需行白细胞去除术

的患者进行早期心理评估，心理干预，提高患者对治疗的依

从性，进一步提升了患者整体治疗的效果。方法 我科自

2017年由血液科的心理专科护士运用四川省精神卫生中心

的 9条目患者健康问卷及心理专业量表GAD-7广泛性焦虑

自评量表，对即将行白细胞去除术的患者心理特征进行评

估。共计评估47例，男性16例，女性31例，平均年龄42岁，

其中慢性髓性白血病22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15例，急性

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10例，46例患者有明显的焦虑、恐惧、怀

疑、抑郁等心理问题，由心理专科护士根据患者不同的心理

特点有针对性地给予患者及时的个性化心理干预，使患者情

绪平复，接受白细胞去除治疗，并保持良好的心态配合治疗

顺利完成。结论 对高白细胞白血病需行白细胞去除术的

患者心理问题给予及时的心理干预是非常必要及有效的，为

患者的进一步治疗奠定了基础。

K141.一例双份脐血移植治疗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的护理
成都军区总医院 罗英

K142.个性化健康教育在血液肿瘤患者PICC维护
中的体会
武威市人民医院 强海霞

目的 总结个性化健康教育在 PICC维护中的体会,探

讨血液肿瘤住院化疗患者PICC 健康教育知识知晓状况及其

影响因素。方法 将我院收治的30例血液肿瘤住院化疗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采取 PICC 置管治疗，包括

PICC 置管前、置管中、置管后、带管出院患者的健康教育。

结果 30例血液肿瘤住院化疗患者 PICC 健康教育知识知

晓率为 95%，影响血液肿瘤患者PICC健康教育知识知晓状

况的因素包括导管留置时间等。结论 对PICC置管患者进

行从入院到出院的有计划的、个性化的健康教育，能有效减

少或避免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延长导管留置时间，提高患者

健康教育达标率和满意度。

K143.品管圈在降低导管滑脱发生率中的作用
解放军总医院第一附属医院 毕研杰 王静

目的 探讨品管圈活动在降低深静脉置管导管滑脱发

生率中的作用。方法 成立品管圈小组，由全体圈员通过头

脑风暴,列出所有待解决的问题,再采用评分法对所总结出的

问题就其上级政策、重要性、迫切性、圈能力 4个方面打分，

最终确定“降低导管滑脱发生率”为活动主题，统计2012年4

月-2013 年 3 月深静脉置管患者 225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

PICC置管 143例，锁骨下深静脉置管 82例，了解现状后，寻

找导管滑脱的原因，绘制鱼骨图，统计出“防滑脱宣教不到

位，床旁巡视少，责任心不强”是导管滑脱发生的主要原因,

通过品管圈方法的目标值设定公式，对导管滑脱发生率进行

目标设定。明确目标后，圈员对改善重点项目进行展开，针

对要因，全体圈员通过头脑风暴寻求改善对策，并对每一对

策依可行性、经济性、圈能力等指标进行评分，按80/20原则

拟定对策进行改善实施。改善方法实施后，观察 2013 年 4

月-2014年3月置管患者481例，其中PICC置管345例，锁骨

下深静脉置管 136例，将实施后效果与目标值进行比较，确

认此次活动直接的有形成果、间接的无形成果。分别以柏拉

图和雷达图表示。结果 应用品管圈活动后观察组患者导

管滑脱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此外，圈员的工作热

情、个人表达能力、创造性思维、责任与荣誉、QCC 手法运用

及团队精神均有明显提高。结论 品管圈活动对降低导管

滑脱发生率效果显著。

K144.供者CAR-T细胞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
的观察及护理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孙菲菲 张

会娟 解文君

目的 探讨供者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治疗造血

干细胞移植后复发且经化疗及供者淋巴细胞输注(DLI)无效

者的并发症观察及护理对策。方法 2017年7月至2018年

6月，我科对 6例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且经化疗及DLI无

效者实施供者CAR-T细胞治疗。其中单倍体移植1例，全相

合移植5例；分子学复发3例，血液学复发3例。输注前化疗

预处理方案为氟达拉滨+环磷酰胺+阿糖胞苷，输注时采用

连续2天、分次输注的方法（40%、60%）。通过查阅文献对行

供者CAR-T治疗的护理进行总结，以实施针对性的护理措

施。主要包括环境的准备、静脉通的选择、安全评估、心理护

理、治疗流程、用药护理、自制书写记录表及病情观察记录表

以对病情进行评估等。结果 6例患者中3例出现细胞因子

释放综合征（CRS）I级，表现为发热、恶心、乏力；2例CRS Ⅱ
级，表现为高热、低血压；1例CRS Ⅲ级，表现为高热、憋喘、

胸腹腔及心包积液。经过积极对症治疗和精心的护理，均已

好转出院。结论 CAR-T细胞用于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

患者也有零星报道，但将其应用于DLI治疗无效的患者鲜见

报道。因此细心的观察、准确的评估、及时识别、及时对症治

疗及采取针对性的护理至关重要。

K145.护理干预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PICC院外
带管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管伟

目的 探讨护理干预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院外PICC

带管不良事件发生率的影响。方法 将62例造血干细胞移

植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32例，对照组给予常规

带管出院健康教育（书面教育），观察组采用强化健康教育模

式（书面教育、PICC微信群、电话随访），观察2组患者3个月



中华医学会第十五次全国血液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563·

的依从性(正规维护、延期维护、每日自查、使用保护装置、正

确活动、洗澡防护、压迫肢体情况) ，运用自我护理能力量表

(ESCA)、肿瘤患者PICC自我管理能力量表对两组患者进行

调查和评价，统计两组患者的评分，并且比较两组患者穿刺

点感染、出血、血栓、导管堵塞、导管脱出、非计划拔管等并发

症的发生率。结果 干预组患者正规维护、每日自查、洗澡

防护、正确活动、使用保护套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导管堵

塞、脱出及非计划拔管等不良事件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结论 通过强化护理干预，可使造血干细胞移植PICC院外

带管患者的导管自我护理能力增强，并发症发生率减低，对

促进患者的康复起到积极作用。

K146.血液肿瘤患者PICC置管后首次换药时间对
术后早期并发症及穿刺点愈合影响的随机对照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 赵洁 刘颖

目的 探讨将 PICC 置管后首次换药间隔时间延长至

48 h对血液肿瘤患者术后早期穿刺点渗血、感染及愈合情况

的影响。方法 120例患者随机分成对照组和试验组，对照

组在PICC置管术后 24 h常规进行首次换药，试验组则在术

后48 h首次换药，比较两组患者术后早期穿刺点渗血、感染

及愈合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早期穿刺点渗血、感染情

况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是试验组患者穿刺点愈合情况

较好，1周内换药次数较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血液肿瘤患者PICC置管术后48 h首次换药具有可行

性，可促进穿刺点愈合，减少1周内换药频率。

K147.留置外周穿刺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的造血干细
胞移植后患者发生医用粘胶相关性损伤的相关因
素分析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刘洁 张会

娟 解文君

目的 了解造血干细胞移植留置外周穿刺置入中心静

脉导管（PICC）患者发生医用黏胶相关性皮肤损伤（MARSI）

的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临床上预防造血干细胞移植

PICC患者发生此类皮肤损伤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横断面

调查的方法，选取 2018年 6月 1日至 7月 1日入住天津市某

三级甲等医院移植中心的 126 例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留置

PICC导管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发生MARSI的情况进行分

析；并对 23名护理人员相关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调研。结果

126例患者中有 13例发生MARSI，发生率为 10.31%。罹患

组中位年龄为 34岁，非罹患组中位年龄为 33岁。其中女性

8例，占 6.34%。男性 5例，占 3.96%。罹患组和非罹患组的

营养状态（BMI）评估，罹患组为 20.58±3.78，非罹患组为

22.13±2.8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值>0.05）。约 65%的护理

人员对MARSI了解较少。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患者营

养状况（BMI）普遍较低，应指导患者合理饮食、运动，改善患

者营养状况。护理人员对 MARSI 认识不够，对于预防

MARSI的知识缺乏，临床中应关注MARSI，提高护理人员知

识水平，并探索科学的预防处措施。

K148.Orem自理模式对造血干细胞采集患者心理

状态的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刘贵英

目的 分析 Orem 自理理论对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

患者心理状态的影响。方法 选择 2016年 1月-2017年 12

月血液病医院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收治的 348例行外周血

造血干细胞采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

用常规护理方案进行干预，观察组采用 Orem 自理理论指导

的护理方案进行干预。护理后对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进行评

估，在护理前后使用自我护理能测量量表对患者自我护理能

力进行评估；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评量表

（SDS）对患者的焦虑及抑郁心理进行评估，比较两组的评估

结果。结果 护理后两组患者健康知识、自我概念、自护能

力及自护责任感评分显著升高，且观察组各指标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护理后两组SAS及SDS

评分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观察组满意度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结论 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患者采用

Orem 自理理论指导的护理模式干预下，可显著提高患者心

理状态并改善预后质量，具有较广的临床应用价值。

K149.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肛周感染相关因素及护
理进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刘娜 胡伟

目的 对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肛周感染相关因素进行

分析，从而提出相应护理措施。方法 采用文献研究法对数

据信息进行收集、整理和分析。结果 通过研究发现影响造

血干细胞患者肛周感染因素主要与性别、年龄、化疗、粒细胞

减少和血液病类型、肛门的特殊解剖结构影响因素有关。

结论 可通过护理预防、干预、针对性的护理措施、心理护理

等方式降低患者肛周感染，从而提高患者的移植成功率。

K150.血液肿瘤患者静脉化疗安全管理质量评价指
标体系的构建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刘敏杰 方云

目的 初步构建血液肿瘤患者静脉化疗安全管理质量

的评价指标体系。方法 以Donabedian的结构-过程-结果

三维质量评价模式为理论框架，查阅国内外用药安全指南、

《国际医院管理标准（JCI)中国医院实践指南》、《医院患者安

全目标手册》的基础上，结合本科室静脉化疗用药安全管理

现况，初步构建《血液肿瘤患者静脉化疗安全管理质量评价

指标体系》。通过广泛咨询相关专家意见，对《体系》进行修

改和完善。结果 建立了临床《血液肿瘤患者静脉化疗安全

管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包括结构、过程和结果的3项一级

指标，和对应的19项二级指标、53项三级指标。每项指标后

附有说明，以明确相关概念和具体指标的操作方法。结论

化疗用药安全安全管理在临床工作中不容忽视，因此，临床

管理者和临床护理工作者应当致力于患者化疗安全的持续

质量改进工作，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用药不良事件的发生。

K151.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生活质量现况调
查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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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葛永芹 朱霞明 陆茵 张翠萍

顾艳婷 周爱萍 蒋平芳 杨晶

目的 探讨成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患者移

植后生活质量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其生活质量提供依

据。方法 采用患者一般资料调查表以及癌症治疗功能评

价系统一骨髓移植生活质量测评量表FACT-BMT)，对201例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分别于移植前、移植后 1个月、

移植后3个月、移植后6个月、移植后12个月、移植后18个月

进行调查。结果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各阶段的生活质量

评分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其中移植后1个月生活质量评

分最差，移植后6个月生活质量评分明显优于移植后1个月，

移植后 12个月生活质量评分回到移植前水平，移植后 18个

月生活质量评分最好。结论 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的生活

质量得分呈现动态变化，移植后随着时间延长，患者生活质

量各维度逐渐改善，医护工作者应密切关注患者移植恢复期

的生活质量，从多方面进行干预,以提高其生活质量。

K152.软聚硅酮敷料应用PICC置管后效果观察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杨晓 陈楠

目的 PICC 置管后的效果观察。方法 参考大量文

献，比较软聚硅酮敷料与半透膜透明敷料应用效果。结果

软聚硅酮敷料在吸收渗血、减轻静脉炎、减少 MARSI 的发

生、减少感染、降低成本优于半透膜透明敷料。结论 在临

床中我们也在探讨对于PICC置管后应用软聚硅酮敷料进行

贴敷穿刺点及换药间隔的进展研究。

K153.正念训练对肿瘤患者睡眠质量干预效果的研究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刘琼 欧阳玉燕

目的 研究与分析正念训练对肿瘤患者睡眠质量的影

响。方法 于 2018 年 1 月至 6 月在我院肿瘤科随机抽取

92例睡眠障碍患者，随机分为研究组 46 例、对照组 46 例，

对照组实施一般护理，研究组采取正念训练，观察组在常规

疗养的基础上连续进行4周正念训练。采用PSQI量表比较

两组在接受训练前（基线）、训练 1 个月、训练 3 个月、训练

6个月肿瘤患者睡眠质量，并分析其差异。结果 干预前研

究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PSQI 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0.05）；干预后研究组 PSQI 的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

眠时间、催眠药物等因子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正念训练对肿瘤患者

的睡眠质量具有良好效果。

K154.建立规范化静脉治疗小组在输液港植入患者
护理中的应用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刘琼 欧阳玉燕

目的 研究规范化静脉治疗小组在输液港植入患者护

理中的应用。方法 我科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0 月为

534例患者经颈内静脉植入静脉输液港，淋巴瘤164例，白血

病 289 例，多发性骨髓瘤 71 例，其他恶性肿瘤 10 例；其中

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3月对照组 226例实行常规化管理，

2017年 4月至2017年10 月研究组308例实施规范化静脉治

疗小组管理，比较两组患者输液港的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研究组输液港的并发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 建立规范化静脉治疗小组进一

步规范和提升了临床实践，提高患者的认知度和依从性，从

而有效预防和减少了静脉港留置期间并发症的发生，减轻了

患者痛苦，大大提高了患者的满意度。

K155.低龄、低体重儿童供者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
集的安全性及护理方法
北京博仁医院 陶秀艳 马文文 高利梅 袁怡曼 陈凤英

目的 探讨低龄、低体重儿童供者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

集的安全性及护理方法。方法 2017年11月至2018年6月

采用COBE Spectra 6.1血细胞分离机AutoPBSC程序对 8例

年龄≤7岁、体重≤20 kg的儿童供者行外周造血干细胞采集

共 14次。8例儿童供者年龄为 1~7岁（4岁以下 2例），体重

12~20 kg，均采用股静脉置管（7F双腔中心静脉导管）。采集

过程中护理人员严密观察供者有无低钙反应，并及时补充

葡萄糖酸钙口服液。持续心电监护和血氧饱和度监测。

结果 8例供者其中 2例采集 1次，其他 6例采集 2次，均获

得了足量的MNC和CD34+细胞数。外周血造血干细胞采集

过程顺利，供者生命体征平稳，无一例发生采集相关的严重

不良反应。结论 低龄、低体重儿童供者采集外周血造血干

细胞是安全的。护理人员掌握熟练的操作技术及做好整个

采集过程中的观察与护理尤为重要。

K156.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性静脉炎的护理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陈霞

目的 预防及减少化疗性静脉炎的发生，减轻患者的痛

苦，促进受损血管的恢复。方法 2010年12月至2013年12月，

收住我科急性白血病患者发生化疗性静脉炎 56例，其中男

性 24例，女性 32例，年龄 18至 75岁。依据美国静脉输液护

理学会将静脉炎分 3度：Ⅰ度局部组织疼痛或水肿，静脉无

条索状改变，未触及硬结；Ⅱ度局部疼痛，红肿或水肿，静脉

条索状改变，未触及硬结；Ⅲ度局部疼痛，红肿或水肿，静脉

炎条索状改变，可触及硬结。其中Ⅰ度27例，Ⅱ度22例，Ⅲ
度 7例。结果 56例发生静脉炎患者采取积极的处理措施

后无一例严重并发症发生，其中Ⅰ度及 10例Ⅱ度静脉炎患

者在采用了硫酸镁湿敷，每次20 min，每天2次后在1周内逐

渐减轻水肿及疼痛。余12例Ⅱ度及Ⅲ度的静脉炎患者在采

用金黄膏外敷两周左右，12例Ⅱ度静脉炎患者的静脉条索

状改变基本消失；3周左右，7例Ⅲ度静脉炎患者硬结基本消

失。结论 通过化疗前的卫生知识宣教，严格无菌技术操

作，化疗过程中严密观察穿刺部位，掌握好输液速度，发生静

脉炎后的及时对症处理，避免了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取得了

满意的疗效。

K157.如何预防PICC置管时异位入颈内静脉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李梅

目的 探讨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PICC）置管时如

何预防导管异位入颈内静脉，包括PICC盲穿、超声引导下的

赛丁格PICC置管。方法 将2018年1月至6月血液科一病

房 80例行PICC置管的患者，其中男性 46例，女性 34例；年

龄12~80岁；白血病55例，淋巴瘤15例，多发性骨髓瘤6例，

再生障碍性贫血 4 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40 例和试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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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的置管时患者上肢外展与躯干呈

90度体位，送管时当导管头端到达患者肩部时，由助手协助

患者采用偏头法（即患者的头转向穿刺侧，下颌靠肩，以防导

管误入颈内静脉，将导管送到预测的长度）。试验组采用建

立最大无菌区域，消毒范围较常规扩大，包括整个上肢及铺

无菌巾的范围；送管时当导管头端送至患者肩峰时，由助手

协助患者抬高置管侧手臂20~30度的贴头体位（患者的头仍

转向穿刺侧，下颌靠肩，以防导管误入颈内静脉，将导管送到

预测的长度）。试验组采用建立最大无菌区域；置管后比较

导管异位入颈内静脉的发生率。结果 对照组导管误入颈

内静脉的有5例，试验组导管误入颈内静脉的有1例,试验组

导管异位入颈内静脉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在PICC置管时采用对置管侧手臂

抬高20~30度的贴头体位方法，能明显降低导管异位入颈内

静脉的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适用于PICC盲穿、超声

引导下的赛丁格PICC置管。

K158.不同PICC导管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应用
效果分析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龙正美 王季石

目的 对比分析传统单腔三向瓣膜式PICC导管与耐高

温注射PICC导管（单腔或双腔）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中的

临床应用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了2016年7月至2018年

7月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行异基

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 156例患者，行PICC置管术的 98例为

纳入对象，其中对照组经单腔三向瓣膜式PICC导管至中心

静脉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 65例、观察组经耐高压注射

PICC导管至中心静脉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33例（单腔

28例，双腔 5例），比较各组患者穿刺置管一般情况、导管留

置时间、置管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 98例患者中，96例置

管成功，成功率为 97.9%。导管留置时间 28~368 天，平均

105天，大部分患者移植后无需维持治疗不再留用。与观察

组相比，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高（P<0.05），其中，发生局部渗

血对照组4例，观察组1例，经压迫止血处理后停止；静脉炎

3例，均发生在对照组，经抗感染、局部理疗后好转；超声探

查发现深静脉血栓对照组2例，观察组1例，经溶栓、改善微

循环等治疗后均恢复通畅予以保留。结论 不同PICC导管

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预处理、造血干细胞回输、移植过程中长

期大量输液、输注血制品中均显示出优越性，移植患者双腔

耐高压注射PICC导管较以往的三向瓣膜式PICC导管不易

发生静脉炎及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应用更安全。

K159.PICC导管在血液恶性肿瘤化疗中的应用及
护理干预分析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谢润兰

目的 分析采用不同的护理干预方式对PICC导管在血

液恶性肿瘤化疗中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7年3月至2018

年3月我院收治的患有血液恶性肿瘤并接受PICC导管穿刺

的患者 82例作为观察对象，按照护理方式的不同将其随机

分为：常规护理组(对照组，40 例)和特殊护理干预组(实验

组，42例)，特殊护理干预措施包括：常规护理、PICC置管知

识宣讲、患者心理健康疏导、置管部位的定期消毒清洁等。

结果 实验组患者导管留置时间为（123.48±3.50）天，显著长

于对照组（84.62±2.80）天，而且将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进行比较，并发症实验组发生率（7.6%）也要明显低于对照组

（3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在血液恶性

肿瘤并接受PICC置管的患者中采用特殊护理干预有助于显

著增加留置时间，减少反复置管给患者带来的不便与痛苦，

另外还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提高疗效,具有积极的临

床使用和推广意义。

K160.心理护理对血液病患者输血恐惧及护理质量
的影响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熊玉芝

目的 进一步提升对血液病患者输血过程中的护理效

果，探究常规护理和心理护理对血液病患者输血恐惧以及临

床护理方式。方法 2016年12月至2017年6月在我科共收

治血液病患者 8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

对照组，每组 40例，其中，观察组中 21例为男性，19例为女

性，年龄20~72 岁，其中，急性白血病23 例，再生障碍性贫血

12 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5 例；对照组中 20 例为男性，

20例为女性，年龄21~75 岁，其中，急性白血病21 例，再生障

碍性贫血 16 例，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3 例。两组患者均给

予输血治疗，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进行健康宣教、输血环境的创设、输血相关护理等心理

护理，输血后及时抚慰患者，增强患者配合治疗信心，进一步

减轻患者的输血恐惧。比较两组患者护理后的输血恐惧变

化以及临床护理效果。结果 两组患者输血恐惧情况对比

存在显著差异，观察组患者对输血恐惧的患者显著少于对照

组，观察组患者满意度为92.5%，对照组满意度为65%，两组

结果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对血液病患者进行

心理护理能够有效减轻患者对输血的恐惧,显著提升护理效

果,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有进一步临床推广的价值。

K161.强化行为干预护理提高急性白血病患者化疗
依从性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周晓丽

目的 通过强化行为干预护理有效地提高急性白血病

患者治疗的依从性。方法 选择 2018年 1月至 6月收治急

性白血病患者共 58 例，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

29例。对照组给予个性化护理干预，对照组给予血液科常

规护理。结果 强化这类患者的行为干预护理显得尤为重

要，具体包括指导患者清淡饮食，少食多餐，多饮水，禁忌生

冷、油腻、辛辣等刺激性食物；根据患者治疗反应，正确掌握

用药时间，嘱咐患者化疗期间卧床休息；加强口腔护理，按时

漱口，衡防口腔感染，勤戴口罩；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结论 强化护理方式将化疗药使用的危险性降到更低，

减少患者痛苦，指导他们走出焦虑、忧郁的情绪，积极配合治

疗，提高自信心，进而提高患者的化疗依从性，使患者积极配

合及参与治疗，有益于提高急性白血病患者的缓解率和治愈

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K162.卧位护理对多发性骨髓瘤终末期骨痛患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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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效果观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卫晶晶 靳迎 惠晓培

目的 探讨卧位护理对减轻多发性骨髓瘤终末期骨痛

患者疼痛的影响和效果观察。方法 收集我科室收治的多

发性骨髓瘤终末期合并骨痛的患者 48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各24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卧位翻身护理，观察组给

予特殊卧位翻身护理（侧卧位翻身时为30~40°，翻身时在其

背部放置软枕，使其背部斜靠在软枕上，胸背部与床面成

30~40°）。对两组患者的护理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疼痛评

分，压疮发生率进行比较。结果 观察组的护理质量评分显

著高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满意度为99.1%，对照组满

意度为 92.9%，观察组的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观察组疼痛评分为（1.9±0.08），对照组疼痛评分为（3.51±

0.96），观察组疼痛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的

压疮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特殊角度侧

卧位翻身护理可使多发性骨髓瘤患者显著减轻疼痛，身体各

部位处于合适体位，能使压疮发生率降低，还可以有效提高

护理疗效及护理满意度。

K163.血液肿瘤患者创伤后成长与生活质量的相关
性分析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袁淑蕾 方云

目的 探讨血液肿瘤患者创伤后成长及其与患者生活

质量的关系。方法 采用个别施测方法对 190例血液肿瘤

患者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创伤后成长评定量表（PTGI）和中

文版癌症患者生活质量测定量表（FACT-G）评估患者患病后

的创伤后成长状况和生命质量。采用描述统计分析创伤后

成长的领域和成长幅度，采用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创伤后成长与患者生活质量的关系。结果 在PTGI的5个

因子中，最突出的是“人生感悟”方面的成长(19.71±5.75)分，

其次是“新的可能性”(10.82±4.36)分、“精神转变”(10.23±

4.35)分和“与他人关系”(9.65±3.16)分，“个人力量”(9.48±

3.05)分。血液肿瘤患者的创伤后成长总分与生活质量呈正

相关（r=0.32，P=0.00）。结论 血液肿瘤患者存在创伤后成

长，“人生感悟”、“新的可能性”、“精神转变”、“与他人关系”

和“个人力量”均与生活质量呈正相关。

K164.半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期间对出现精神障碍
的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干预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张愉

目的 对半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期间出现精神障碍患

者进行心理护理干预。方法 我院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

2017年 5月至 2018年 5月行半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期间出

现精神障碍的患者共5例，男3例，女2例，年龄17~46岁，通

过不同年龄、性别进行问卷调查，分析资料、深度访谈、与家

属进一步沟通、介绍成功病例，针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对症治

疗，及时有效的安抚、心理疏导，使其顺利度过移植期。结果

对于白血病患者，进行半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不仅承受着身

体上的痛苦，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有效进行心理疏导

对于缓解患者不良情绪，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是保障移植顺利进行的重要环节。结论 半倍体造血干细

胞移植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精神障碍，及时进行针对此症

状治疗，并通过与其聊天等语言交流，了解患者性格、喜好及

家庭情况，同时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睡眠习惯，给予患者被关

心、被关注的感觉，逐步改善患者的精神障碍，直到移植过程

顺利完成。

K165.基于CNKI的心电定位PICC文献计量分析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杨佳佳

K166.持续缓慢静脉输注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

粒细胞白血病的护理
四川省人民医院 夏敏

目的 对持续缓慢静脉输注As2O3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的疗效观察及相应临床护理进行安全有效性分析。

方法 选取四川省人民血液科 2016年 1月至 2018年 1月接

诊的 98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对所有患者均采用

As2O3 治疗。98例患者均取得良好治疗效果，在长期的临床

应用中发现部分患者容易发生高白细胞血症等并发症，而严

重的高白细胞血症会加重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增加白血病治

疗难度。采取As2O3静脉缓慢输注，通过及时临床处理及护

理干预后，未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结论 应用As2O3持续缓

慢静脉输注法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此给药方法可减

少高白细胞血症等并发症的发生，配合相应的专项护理，患

者治疗效果明显，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K167.一例急性肿瘤溶解综合征抢救护理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杨小娟

K168.三例非霍奇金淋巴瘤患者癌性伤口的支持护理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李悦 冯佳 张利 颜霞

K169.造口黏胶剥离喷剂用于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
皮肤脆薄患者的护理研究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宋杰

目的 探讨应用造口黏胶剥离喷剂对造血干细胞移植

术后皮肤脆薄患者降低医用粘胶相关皮肤损伤的效果观

察。方法 将2016年1月-2018年5月在我科行外周造血干

细胞移植术后皮肤脆薄患者30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常规组

（每组15例），常规组在为患者揭除PICC，留置针贴膜及各种

导管固定粘胶，更换电极片等护理操作时常规执行“零角度

撕膜”、生理盐水湿润法，观察组在“零角度撕膜”的同时应用

造口黏胶剥离剂进行喷涂。观察两组患者医用粘胶相关皮

肤损伤的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医用粘胶相关皮肤损伤的

发生率显著低于常规组（P<0.01），观察组揭除医用粘胶相关

皮肤疼痛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常规组（P<0.01）。结论 造口

黏胶剥离喷剂是为用于从胃肠道造口皮肤剥离造口袋底盘

黏胶类产品，不含酒精类刺激成分，对皮肤刺激性小，可适用

于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皮肤脆薄患者快速清除残留黏胶，减

轻相关疼痛，减少相关皮肤损伤的发生，提高患者舒适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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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操作简便，大大提高护士工作效率。

K170.心理护理对白血病患者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
的影响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耿卓 刘贵

英 管伟 周彦 王洪梅 张京慧

目的 分析在对白血病患者实施护理服务的过程中心

理护理对其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造成的影响。方法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2 月期间在我院接受白血病治疗的患者

148例作为实验对象，按照患者入院时间以及顺序的不同将

其分为观察组（74例）和对照组（74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

规护理服务，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心理护理。

结果 与对照组患者相比观察组患者SAS评分、SDS评分以

及生活质量评分情况均存在显著的优势，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05）。结论 在对白血病患者实施护理服务的过

程中加用心理护理服务可以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让患者得到更加全面的优质的护理服务，促

进了患者的治疗和康复，具有显著的护理效果，值得予以临

床推广。

K171.基于应急学说构建成人急性白血病主要照护
者早期心理干预模式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杨艳 陈雪

目的 探索可由临床一线护士操作的成人急性白血病

主要照护者早期心理干预模式，方便临床一线护士为成人急

性白血病主要照护者提供及时、有效的心理干预，减少临床

护士实施心理护理和干预的盲目性。方法 回顾大量国内

外相关研究文献、以应激理论为主要理论基础，借鉴Roy适

应模式、积极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分析多种干预策略，初步构

建急性白血病主要照护者早期心理干预的理论框架，把握成

人急性白血病主要照护者心理应激特点、早期心理反应的主

要影响因素、结合应对表现等关键环节，拟定心理干预的主

要步骤。结果 早期心理干预的六大步骤依此为：评估主要

照护者的情绪状态及其影响因素；发挥社会支持作用，促进

心理宣泄，鼓励经历中的感受，强调事件发生的不可阻挡性，

告知其可利用的支持和资源；合理应对方式指导；情绪管理

方法的宣教、示范和引导；再次评估伤者的心理状态；回顾心

理干预过程中取得的进步和成功。结论 经文献回顾所构

建的急性白血病主要照护者早期心理干预模式，可协助临床

一线护士对成人急性白血病主要照护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心

理评估和干预，促进急性白血病主要照护者的心理适应。

K172.紫外线治疗仪治疗局部注射引起皮下淤青的
疗效观察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彭敏敏 马佩芬

目的 探讨紫外线治疗仪治疗局部注射后皮下淤青的

临床疗效。方法 将临床中进行局部注射后发生皮下淤青

的患者60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30例采用湿热敷治疗，

观察组采用紫外线治疗仪照射治疗；于治疗后 14天观察两

组患者皮下淤青的治疗效果。结果 治疗14天后观察组患

者皮下淤青痊愈率93%，皮下淤青患者治愈所需平均时间为

（10.6±1.2）d，应用紫外线治疗仪治疗无一例发生不良反应。

对照组患者皮下淤青治愈率为74%，皮下淤青患者所需的中

位时间为（12.4±2.4）d。结论 紫外线治疗仪可提高局部注

射所致皮下淤青的痊愈率，缩短皮下淤青的痊愈时间，使用

安全、方便，患者易于接受，且无不良反应。

K173.超声引导在儿童植入上臂输液港的临床应用
深圳市儿童医院 杨燕澜

目的 探讨超声引导在儿童上臂植入式输液港的作用，

评价其临床应用。方法 选择在深圳市儿童医院血液肿瘤

科需长期化疗的儿童血液肿瘤患者8例，采用超声引导下置

入儿童上臂输液港。另选择7例患儿作为对照组，采用盲穿

进行置入儿童上臂输液港。比较两组的穿刺成功率、穿刺时

间、并发症和患儿舒适满意度。结果 超声引导组年龄

（5.42±2.81）岁，男5例，女3例。对照组年龄（5.14±2.06）岁，

男4例，女3例。术前均签署手术知情同意书。超声引导组

首次植入成功率 100%，对照组失败 2例。穿刺置管时间超

声引导组跟对照组比较时间明显缩短（P<0.05）。术后24小

时内两组均无明显并发症出现。患儿舒适度超声引导组较

对照组有明显提高（P<0.05）。结论 超声引导下在儿童上

臂植入式输液港运用安全有效，并发症低，家长患儿舒适度

提高，值得在小儿血液肿瘤疾病推广。

K174.2分钟查体在血液肿瘤患儿日常交班的实施
与效果
深圳市儿童医院 杨燕澜

目的 探讨 2分钟快速查体在血液肿瘤患儿日常交班

的实施与效果。方法 2017年6月-12月采用由交班者汇报

病情，接班者未进行患儿查体。2018年1月-6月采用由交班

者汇报病情，接班者同时进行患儿2分钟快速护理查体。结

果 实行2分钟快速查体后，出交班时间上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责任护士对患儿病情掌握、专科知识能力的提

高、交接班质量、患儿及家属对护理质量的满意度方面明显

优于未进行查体的交班模式。结论 2分钟快速查体在不

延长交接班时间的基础上，加强了责任护士对患儿病情的提

前预知，提高了专科护士知识，有效地协助医生进行阳性体

征的快速识别，提升了护理质量和患儿家长的满意度。

K175.白血病化疗后骨髓抑制期的护理
解放军307医院 王莉莉

目的 总结研究白血病患者化疗后骨髓抑制期的护理

进展。方法 通过国内数据库文献的查阅，以白血病患者化

疗后骨髓抑制期引起口腔黏膜感染、肛周黏膜感染、肠道护

理、皮肤感染的预防及护理方法、保护性隔离、心理护理，健

康教育的重要性为综述重点，总结了白血病患者化疗后骨髓

抑制期护理的研究现状。结果 护理人员通过对白血病患

者化疗后骨髓抑制期的精心护理，可以更好地控制病情的发

展，顺利进行化疗，减少骨髓抑制期的各种并发症。结论

加强白血病患者化疗后骨髓抑制期的护理，可以减少因骨髓抑

制引起的感染及其他并发症，使患者减少并疼痛，促进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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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76.手臂输液港和PICC在儿童血液肿瘤患者的

对比研究
深圳市儿童医院 杨燕澜

目的 探讨植入式手臂输液港和 PICC 在儿童血液肿

瘤患者的选择。方法 选择在深圳市儿童医院血液肿瘤科

住院的需长期化疗的各类血液肿瘤患儿 30例，随机分为植

入式手臂输液港组和PICC组。记录手术操作时间、穿刺成

功率、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日常维护率、家长患儿满意度

统计。结果 进行植入式手臂输液港患儿 15例，平均年龄

（5.39±2.31）岁，男 9例，女 6例。行PICC植入 15例，平均年

龄（5.31±2.24）岁，男 9 例，女 6 例。术前签署知情同意书。

手臂港置管平均置管时间[（1±0.24）h]明显长于 PICC 置管

时间[（0.68±0.32）h]（P<0.05）。PICC 所需要维持的间隔时

间（1周）明显短于输液港（4周）（P<0.05）。手臂港舒适满意

度（>90%）明显高于 PICC 置管患者（>80%）。随访 3 月内

PICC有1例患者出现伤口感染，而输液港患者无。结论 植

入式手臂静脉输液港虽然较PICC置管时间长，操作相对复

杂，但术后维护相对简单，家长患儿满意度高，优于 PICC。

值得在血液肿瘤患儿中推广。

K177.使用减弱PICC前端支撑力的方法解决儿童

置管时导管异位问题的护理体会
深圳市儿童医院 叶惠英

K178.护理案例教学对新护士短期培训的实效影响

价值分析
深圳市儿童医院 刘泓妍

目的 护理案例教学对新护士培训短期培训的实效影

响价值。方法 以时间先后顺序原则将 2016 年 1 月-2017

年 12 月在本院接受短期培训的 80 名新护士分成 40 名/组。

对照组实施传统教学，观察组应用护理案例教学法。比较两

组考核成绩和对教学法的认可度。结果 培训结束后，观察

组护士的专科理论成绩[（92.36±1.05）分]、专科曹祖考核成

绩[（90.27±1.10）分]、综合能力考核成绩[（93.64±1.15）]分以

及对教学法的各项认可率都比对照组高（P 值＜0.05）。

结论 护理案例教学法能够提高新护士各方面能力，效果

客观。

K179.一例口服来那度胺发生大疱性表皮松解坏死

性药疹的护理
山西医学科学院山西大医院 宋杰

目的 探讨我院 1例口服来那度胺引起大疱性表皮松

解坏死性药疹患者的护理方法。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 1

例口服来那度胺发生大疱性表皮松解坏死性药疹患者的临

床资料：此患者诊断为多发性骨髓瘤，口服来那度胺后引发

全身皮肤严重皮疹、大疱、破溃、大面积皮肤剥脱，合并糖尿

病、肺部感染、肾功能衰竭。针对其过敏反应发生、发展的不

同时期，局部不同皮损表现，并结合其原发病及合并症特点，

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制定护理计划，给予伤口、口腔、肛周、饮

食、心理等全方位、有针对性、系统的护理措施。结果 经过

近 1个月的治疗护理，患者缓解出院，同时掌握了相关疾病

的预防和护理方法。结论 要求医护人员实行全方位、有针

对性、系统的护理措施，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

疗护理方案。对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促进患者疾病康复有

重要意义。

K180.一例淋巴母细胞淋巴瘤患者毛霉菌感染的护

理体会
山东省立医院 王建虹

K181.克拉屈宾治疗多毛细胞白血病一例及护理体会
兰州大学第二医院 安珍珍

目的 报道多毛细胞白血病(HCL)1例，探讨使用克拉

屈宾治疗HCL的效果及护理体会。方法 回顾性分析 1例

初治HCL的临床资料及护理过程。结果 该患者的血常规

为三系减少，单核细胞数减少，脾大且外周血和骨髓中均可

见典型的毛细胞，运用克拉屈宾治疗，HCL患者 1个疗程达

到完全缓解（CR），克拉屈宾的主要不良反应是骨髓抑制易

并发肺部感染。有针对性地对患者所表现的临床症状作出

相应的护理措施，并获得较好的效果。结论 HCL起病隐

匿，病程较慢，感染率高，血、骨髓或肝脾中多发现多毛细胞

为特征，结合免疫学分型确诊HCL，使用克拉屈宾及有效的

护理干预可获得较好的疗效。

K182.一例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行非血缘造血干细
胞移植并发肛周皮肤溃烂的护理
四川省人民医院 向丽

K183.一例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患者毛霉菌感染的
护理体会
山东省立医院 王建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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