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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渊Autoimmune hemolytic anemia袁AIHA冤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渊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袁allo-HSCT冤后一种少见但严重的并发症遥 移植后早期出现 AIHA 的机制目

前尚未阐明袁治疗手段有限袁往往预后不佳遥 本文收集并分析了我院收治的 1 例原发病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渊myelodysplastic syndrome袁MDS冤行 allo-HSCT 后发生 AIHA 的临床特点尧诊治方法尧治疗选择和转归袁并结合文献
分析总结其临床特征袁以期了解 allo-HSCT 后 AIHA 的发病机制及防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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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oimmune hemolytic anemia(AIHA) is a rare but serious complication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 The mechanism of early occurrence of AIHA after transplantation has not yet been elu鄄
cidated, treatment options are limited, and the prognosis is often poor. This article collects and analyzes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treatment options, and outcomes of AIHA after allo-HSCT in a case of
primary myelodysplastic syndrome (MDS) who were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Combined with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ar鄄

ticle also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its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athogenesis and prevention of
AIHA after allo-HS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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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渊myelodysplastic syndrome袁

MDS冤是一组起源于造血干细胞的异质性髓系克隆性

检查及治疗原则等进行讨论以提高临床医生对本病
的认识遥

疾病袁其特点是髓系细胞发育异常袁表现为无效造血尧
难治性血细胞减少袁 高风险向急性髓系白血病转化遥

1 临床资料

cell transplantation袁allo-HSCT冤是治疗 MDS 的有效手

咳嗽咳痰 10 天冶就诊于当地医院袁查白细胞 1.9伊109/L袁

后 早 期 并 发 自 身 免 疫 性 溶 血 性 贫 血 渊Autoimmune

92伊109/L袁骨髓常规见原始细胞比例增高占 10.5%袁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渊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段袁亦是目前惟一可能治愈该疾病的方法[1]遥 allo-HSCT
hemolytic anemia袁AIHA冤是一种罕见而严重的并发症袁

并且常对糖皮质激素治疗不敏感袁反应率低袁死亡率

患者袁男袁56 岁袁2019 年 1 月 27 日因野反复发热伴

中 性 粒 细 胞 0.45 伊109/L袁 血 红 蛋 白 54 g/L袁 血 小 板
骨髓活检见骨髓增生活跃伴巨核细胞形态异常袁白细
胞免疫分型原始区域可见异常细胞群体袁占有核细胞

高遥 本研究报道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

的 4%袁确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渊EB-2冤遥 2019 年 2 月

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早期并发 AIHA 的临床表现尧辅助

核 型 分 析 45袁X袁-Y[17]/46袁XY[3]曰MDS-FISH 检测提

收治的 1 例原发病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袁单倍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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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复查骨髓常规见原始+幼稚细胞 9.5%曰染色体
示 Y 缺失遥 修正诊断为 MDS渊EB-2 IPSS1.5 分中危-2/

IPSS-R 5.5 分 高危冤遥2019 年 2 月 13 日起行地西他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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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小剂量阿糖胞苷方案渊地西他滨 10 mg qd d7耀14袁

数共计 11.9伊106/kg遥

伴发热袁肺部感染袁予美罗培南尧万古霉素尧伏立康唑

因下出现明显乏力袁胃脘部胀痛不适袁查体院巩膜及皮

联合抗感染袁辅以吉粒芬刺激造血尧成分输血尧营养支

肤黄染袁腹部膨隆袁上腹部有压痛袁无反跳痛袁尿色起

原始+幼稚细胞 9%袁提示未缓解遥 患者疾病危险分层

行性下降至 50 g/L袁乳酸脱氢酶 289 U/L袁直接胆红素

Ara 15 mg q12h d 1耀14冤治疗袁化疗后骨髓抑制袁粒缺
持等对症治疗遥 于 2019 年 3 月 13 日复查骨髓常规示
为高危袁化疗药物不敏感袁中华骨髓库无人类白细胞
抗原渊Human Leukocyte Antigen袁HLA冤全相合适配供
者袁遂选择女供父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遥

患者术前辅检院血型野A冶尧Rh 阳性 曰HbsAg 渊- 冤袁

HbsAb渊+冤袁HbeAb渊+冤袁HbcAb渊+冤曰EBV -DNA 阴性曰

CMV-DNA 阴性曰铁蛋白 2114.4 ng/mL曰心脏超示左心
增大袁EF72.4%曰心电图正常曰腹部 B 超示胆囊萎缩尧
脾肿大曰 脑 CT 示两侧大脑半球白质区少量缺血灶袁

右侧下鼻甲软组织肿大曰胸部 CT 示左肺上叶及右肺
下叶少许炎性病变袁右肺中叶小结节遥 术前 1 周查体院

生命体征平稳袁体重 60 kg袁神志清醒袁呼吸平稳袁对答
切题遥 双肺叩诊清音袁呼吸音清音袁未闻及干湿啰音袁

心界叩诊向左下扩大袁心率 85 次/min袁心律齐袁心音
正常袁无杂音遥 腹部膨隆袁无腹部压痛及反跳痛遥 肝脾
肋下未触及袁Murphy忆s 征阴性袁肠鸣音正常遥 四肢暖袁
肌张力正常袁活动正常袁无肾区叩痛袁双下肢无浮肿袁

神经系统未见阳性体征遥 患者年龄小于 60 岁袁ECOG

评分 3 分袁与女儿 HLA 半相合渊表 1冤袁移植相关并发

2019 年 5 月 16 日渊术后第 9 天冤患者无明显诱

初呈洗肉水样色后呈浓茶样色遥血红蛋白由 71 g/L 进

131 滋mol/L袁间接胆红素 30.3 滋mol/L袁直接抗球蛋白

试验阳性袁间接抗球蛋白试验阴性袁抗 C3d 阳性曰外周
血涂片未见破碎红细胞曰 植入证据检测示供者型占
99.53%袁为完全嵌合状态曰腹部 CT 提示腹腔内局部

脂肪间隙模糊袁考虑肠系膜脂膜炎遥 明确诊断为院1.造
血干细胞移植术后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曰2.肠系膜
脂膜炎遥 分别于术后第 10尧11 天予利妥昔单抗 100 mg袁

输注前予地塞米松 2.5 mg 预防输注反应袁输注过程

中予氢化可的松 100 mg 同步维持曰术后第 11 天起予
地塞米松 20 mg q d曰分别于第 11尧12 天输注人免疫

球蛋白 20 g曰并予输注 O 型洗涤红细胞支持治疗遥 术
后第 13 天复查 Coombs 试验转阴袁 患者病情逐渐缓

解袁血红蛋白逐步上升至 90 g/L遥 术后第 41 天患者血
红蛋白下降至 74 g/L袁复查 Coombs 试验为阴性袁直接

胆红素及间接胆红素水平正常袁CMV-DNA 2.23E+3/ml袁
植入证据检测示供者型占 99.45%袁为完全嵌合状态曰

患者皮肤颜色正常袁无乏力尧头晕尧巩膜黄染尧茶色尿
等贫血及溶血表现袁考虑为巨细胞病毒激活引起的血

症指数<3袁经济条件良好袁选择行单倍体造血干细胞

红蛋白下降袁治疗上予更昔洛韦抗病毒治疗遥 经抗病

内不存在供者特异性 HLA 抗体遥

现为患者术后 1 年余袁无皮肤黄染尧茶色尿等溶血表

移植术遥 移植前检测患者体内 HLA 抗体阴性袁患者体
术前予头孢哌酮针尧庆大霉素注射液尧诺氟沙星

胶囊尧伏立康唑片尧复方磺胺甲噁唑片经验性预防感

毒治疗后 CMV-DNA 转阴袁血红蛋白逐渐上升至正常遥

现袁2020 年 5 月 12 日复查血红蛋白为 100 g/L袁胆红
素及乳酸脱氢酶水平正常袁病情平稳袁仍处于随访治

染袁恩替卡韦预防爆发性乙型肝炎袁更昔洛韦预防巨

疗中渊表 2冤遥

胞苷 5 g伊2 d袁白消安 50 mg q6 h伊3 d袁环磷酰胺 2.4 g伊

2 文献复习

渊ATG冤150 mg qd 伊2 d +吗替麦考酚酯 500 mg bid+环

生自身抗体和渊或冤补体系统激活袁并作用于红细胞膜

渊血型野O冶型袁Rh 阳性袁供者无妊娠史冤骨髓输注袁骨髓

血 [2]袁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罕见而严重的并发

细胞病毒治疗遥 预处理方案为改良 BUCY 方案渊阿糖
2 d冤袁GVHD 的 预 防 采 用 兔 抗 人 胸 腺 细 胞 球 蛋 白

孢霉素 A+短程甲氨蝶呤遥 2019 年 5 月 6 日进行供者
总量 900 mL袁计算后受者接受供者骨髓单个核细胞数
约 0.72 伊108/kg袁CD34+细胞数为 1.904伊106/kg曰2019 年
5 月 7 日回输供者外周造血干细胞 240 mL袁单个核细

胞 6.128伊108/kg袁CD34+细胞数为 9.996伊106/kg曰两日回

输单个核细胞数共计 6.848伊108/kg袁回输 CD34 +细胞

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是由于机体免疫紊乱袁产
上袁红细胞破坏增多袁发生的失代偿获得性溶血性贫
症之一遥 AIHA 可以发生在造血干细胞移植渊hematopoi鄄

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袁HSCT冤后的几周到几个

月的任何时间点[3]袁发生的中位时间为 7 个月[4]袁发生率
的估计在 1.0豫耀6.5豫间[5]遥 HSCT 后发生 AIHA 发病机
制尚未完全阐明袁随着血清学及免疫学的发展袁病因

表 1 供受者 HLA 分型
HLA 位点
患者
供者

HLA-A

11院01袁24院02
11院02袁24院02

HLA-B

27院04袁51院01
51院01袁51院02

HLA-C

12院02袁14院02
14院02袁15院02

HLA-DRB1

04院05袁15院01
11院01袁15院01

HLA-DQB1

06院02袁04院01
06院02袁03院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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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检验指标及药物治疗随访
抗人球蛋白试验

术后时间

直接

D+8
D+9

D+10

间接

+

D+11
D+12
D+13

-

-

D+14

C3d
+

-

-

血红蛋白
渊g/L冤

IgG

71
66

-

62
50
37

-

美罗华
渊mg冤

免疫球蛋白

100
100

50
56

D+15

72

D+16
D+20

-

D+23

-

-

D+41

-

D+55

-

-

20

20

20

20

20

20
20
15

76

逐渐减量

81

D+37

渊mg冤

20

65

D+27

地塞米松

20

67

-

渊g冤

甲基强龙
渊mg冤

红细胞渊U冤

60

2

60
60

2
2
2
2
2
2

90

-

78
86

D+204

93

D+329

101

D+369

100

倾向于不完全免疫重建或免疫失调袁风险因素包括低
龄患者尧非恶性血液病尧无关供者尧脐带血移植尧单倍

3 讨论
本例患者的原发病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袁移植

体移植尧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尧巨细胞病毒激活等 遥

类型为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袁 供受者血型为 ABO

绝对值往往持续低下袁同时抑制性 T 细胞因受去除 T

性血液病即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曰于同胞供者曰盂男

[6]

单倍体 HSCT 后的患者免疫重建缓慢袁CD4 细胞

次要不合遥 分析本例有以下临床特点院淤原发病为恶

细胞和免疫抑制剂的使用等因素的影响而数量和功

性受者袁女性供者渊未婚未育冤曰榆HLA 配型半相合曰

且功能亢进袁刺激了过度免疫应答袁免疫应答被激活

血+骨髓来源曰舆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采用 ATG+环孢

能降低袁B 细胞因失去 T 细胞的控制而大量分裂增殖
后产生大量自身抗体袁从而引起各种自身免疫病

遥

[7-9]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1耀3 周内发生 AIHA 的原因可能

为旅客淋巴细胞综合征 渊Passenger lymphocyte syn

drome袁PLS冤袁PLS 发生是由于供者的免疫系统在受者
体内激活袁产生抗体并作用于供者红细胞表面而发生

的溶血性贫血遥 随着造血干细胞的输入袁供者的淋巴
细胞迅速增殖并产生抗体袁受者红细胞通过供体来源
的免疫活性淋巴细胞产生的血清凝集素发生溶血袁
PLS 多继发于 ABO 血型次要不和的 HSCT 术后

遥

[10-11]

多个中心大样本研究发现袁 在 1377 例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病例中袁26 例患者发生 AIHA袁 其中 15

例为单倍体 HSCT袁18 例发生慢性 GVHD袁 多因素分

虞采用清髓性的预处理方案曰愚造血干细胞采用外周

素 A+骁悉+短程甲氨蝶呤方案曰余AIHA 发生于移植
后早期渊9 d冤遥 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以及受供者血
型次要不合为危险因素袁但经综合评估当前供者为最

优选择袁无法规避该风险遥 此外袁本例 CMV-DNA 阳
性的同时可发生血红蛋白下降袁但与 AIHA 的发生并

不同步袁提示本例中 CMV 感染可能与 AIHA 发病无

明显相关性遥 迄今为止袁仍无预测 HSCT 后 AIHA 是
否会发生的可靠手段袁因此对于 AIHA 病因及发病机

制更深入的研究袁有利于该并发症的防治袁为临床医

生针对 HSCT 患者管理上提供更广泛的思路袁 降低
HSCT 死亡率遥

目前袁国内外针对 HSCT 后 AIHA 的诊断尚未达

析发现非血缘相关性供者和慢性 GVHD 是仅有的两

成统一标准袁参考国内外文献袁诊断依据可归纳为以

患者病因分析也有相同结果遥 HSCT 后发生 AIHA 常

乏力等贫血临床症状曰盂出现溶血性贫血的实验室检

个危险因素 遥 赵伟莹等 通过对 105 例儿童 AIHA
[12]

[13]

发生在受者血型为 A尧 供者血型为 O 的移植术后袁在

单独使用环孢菌素 A 作为 GVHD 预防的患者中发生
率更高 遥 Faraci M 等 在多中心研究结果发现远方
[13]

[5]

为非恶性疾病是 HSCT 后并发 AIHA 的危险因素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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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条院淤AIHA 发生在 HSCT 后曰于临床上出现头晕尧
验指标院总胆红素升高渊以非结合胆红素升高为主冤袁

乳酸脱氢酶升高袁结合珠蛋白降低袁血浆游离血红蛋
白增高袁不能有出血性疾病解释的红细胞计数及血红

蛋白水平增高袁网织红细胞比例增高等曰榆直接 Coom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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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阳性[4尧14-16]遥此外袁有研究表明袁溶血性贫血的实验

独治疗或与其他免疫抑制剂及皮质激素联合治疗遥 期

白和结合珠蛋白的下降尧乳酸脱氢酶和非结合胆红素

够不断降低该病发病率袁同时临床研究仍需继续袁相

室指标早于血清学异体血型抗体的检出袁包括血红蛋
的升高等袁HSCT 后患者血型抗体的动态监测有助于
AIHA 的早期诊断及治疗遥

待随着 HSCT 后 AIHA 的发病机制更深入的探索袁能
信终将会最适宜最统一的治疗方案遥

在 AIHA 的治疗方案上袁糖皮质激素仍为一线治

疗袁对于原发性 AIHA 的治疗反应率为 70%耀80%袁相
比于原发性 AIHA 而言 HSCT 后患者由于预处理及
术后免疫抑制剂的使用袁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敏感性下降袁
因此对于 HSCT 后的 AIHA 患者有效率仅为 10% [17]遥

需联合使用利妥昔单抗尧阿仑单抗尧其他免疫抑制剂
渊环孢素 A尧环磷酰胺尧硫唑嘌呤尧吗替麦考酚酯等冤尧

血浆置换尧成分输血等手段袁极少数行脾切除术遥 考虑
到 HSCT 后 AIHA 患者的激素治疗低有效率及高死

亡率袁尽早采用糖皮质激素联合利妥昔单抗尧免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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