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言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 ALL）是一种 B 或 T 细胞
来源的淋巴母细胞在骨髓和淋巴组织中异常增生的恶性肿瘤性疾病，是成人最常见的
急性白血病，约占成人急性白血病的 20%~30%，目前国际上有比较统一的诊断标准，
众多医疗中心也给出了系统治疗方案，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 CR）率可达
70%~90%，3~5 年无病生存（Disease-free survival, DFS）率达 30%~60% 。

当发现有乏力、发热、出血、关节或骨骼疼痛，淋巴结或肝脾肿大等症状表现时，
我们需要警惕罹患白血病的可能，需要考虑去医院专门的科室，如血液科问诊；同时，
需要进行血常规及外周血涂片检查，如血象异常或者外周血发现幼稚细胞应当进行骨
髓穿刺和骨髓活检，必要时进行影像学检查。具体个性化治疗方案需要患者及其亲属
与有丰富治疗经验的专科医生积极沟通，根据患者临床表现、血液学指标做预后评分，
再结合患者的治疗意愿为患者推荐治疗方案，进行下一步治疗。

在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科普手册起草撰写、意见咨询的过程中，中国医
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急救中心主任、白血病中心副主任秘营昌医生和大
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血液科主任闫金松医生给予了我们众多指导与支持。在此向
两位老师致以诚挚的感谢。同时，也非常感谢志愿者王婉妮、毕研博在资料搜集汇总、
制图的过程中给予我们的协助。

本科普手册中的信息，特别是医学信息，均来自于公开出版物、指南或文献，虽希
望尽力提供正确、完整的健康资讯，但其中某些信息可能过时或者不完整。新阳光不
对因信息不正确或者遗漏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制作这本科普手册的目的是供大
众了解急性淋巴白血病，不可作为患者个性化用药和治疗的依据，更不可取代医生的意
见，关于具体的诊疗问题，请患者务必以医生意见为准。由于时间有限，专业要求水平高，
如果文章中出现了错误或者疏漏之处，敬请联系和告知我们 : sunshine@isun.org，电
话 :010-88121028。

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
202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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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识血液系统

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像一座明亮有序的现代城市，那血管就是繁忙的街道。在血管里，
无数的细胞各司其职，维护着我们身体的正常运转。其中，红细胞是“设计精巧的物流车”，
将氧气源源不断地从肺部输送到身体的各个组织；白细胞是“勇敢的护卫者”，守护身体
摧毁潜在的有害入侵者；血小板是反应迅猛的“抢修员”，一旦街道出现破损，就立刻上
前修补……

红细胞运输氧气 血小板修复受损血管（止血）白细胞攻击细菌

血细胞分类

为了更高效地作战，白细胞将它的作战部队分为中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嗜酸
性粒细胞、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它们各有强项。比如当我们机体受到细菌感染时，大部
分情况下血液里的中性粒细胞就会升高；而受到病毒感染时，淋巴细胞就会站出来保护
我们；当受到寄生虫侵害时，嗜酸性粒细胞就开始摩拳擦掌；而当我们机体发生过敏反
应时，嗜碱性粒细胞就挺身而出；而单核细胞是重型武器，作为体积最大的白细胞，它是
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的前身，它主要用吞噬这样无坚不摧的方式消灭外敌，还把战场
清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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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造血干细胞分化过程

在我们的身体里，还有一个神奇的储库，源源不断为一线输送工作人员。这个神
奇的储库就是多能造血干细胞。我们出生后，多能造血干细胞就生长在名叫骨髓的肥
沃土地里。它具有不断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增殖的能力，也就是说，多能造血干细胞
能一方面维持自身数量，另一方面还能过渡成为定向造血干细胞，继而产生各系血细
胞的祖细胞。

在骨髓的造血诱导微环境中，多能造血干细胞分化为多能定向干细胞（包括髓系
造血干细胞和淋巴系造血干细胞）。多能定向干细胞再分化为单能定向造血干细胞。
单能定向造血干细胞再分化产生多系血细胞——红细胞系、粒单细胞系、巨核细胞系、
淋巴细胞系。这些血细胞小种子，要经过不断蜕变，才能成长为功能强大的血细胞，
跟上身体需要。成熟后的红细胞、粒系细胞和血小板会从骨髓释放到血液。而淋巴细
胞的分化要更复杂一些，造血干细胞在骨髓分化为淋巴系干细胞，再进一步分化成 T
淋巴祖细胞、B 淋巴祖细胞、NK 淋巴祖细胞。B 淋巴祖细胞和 NK 淋巴祖细胞在骨髓
内发育，T 淋巴祖细胞随血液迁移至胸腺、脾脏和淋巴结内发育成熟。

分化成熟后的血液细胞，就奔走在血管街道或守卫在淋巴系统，开始繁忙有序的
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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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识白血病

健康情况下，我们的身体维持着精妙的运转。但在某些情况下，身体的运转
会受到干扰，导致我们储存遗传信息和生长发育信息的脱氧核糖核苷酸（DNA）
出现有害突变。

细胞的 DNA 受损后一般会凋亡，但有些受损细胞没有遵守这个规律，而是
不受控制地不断复制，同时它们失去了原有的功能，变成影响其他细胞正常工作
的四处搞破坏的“怪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癌细胞。如果是造血细胞出现这样
的有害突变，导致的就是血癌：白血病。

DNA有害突变

患病后，受损细胞会在骨髓里不断复制，产生没有功能或功能不强的血细胞，
在血管里肆意横行，导致它们侵占空间和资源。

当骨髓不能产生足够数量功能正常的细胞时，身体就出现异常。红细胞缺乏，
意味着各组织得不到足够的氧气，也就是发生了贫血；血小板数量减少，伤口难
以修复；白细胞的缺乏，降低了机体免疫力，增加了机体受感染风险。这也就解释
了，为什么白血病患者，会出现乏力、出血、感染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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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人血液和白血病人的血细胞组成

白细胞能够溢出血管，进入组织。这个能力在对抗外敌时非常有用，但如果是
不成熟的白细胞不受控制，到处攻城略地的时候，就会引起症状，如淋巴结和肝脾
肿大。白细胞还会侵犯骨和骨膜，引起骨痛。骨痛常比较剧烈，部位不固定，主要见
于四肢骨、脊柱和骨盆。此外，少数患者可因骨髓坏死而导致剧烈骨痛。白细胞还可
到达身体大脑，患者会出现头痛、恶心、呕吐、视力模糊、甚至抽搐、昏迷等表现。
白血病浸润还可累及肺、胸膜、肾、消化道、心、脑、子宫、卵巢、乳房、腮腺和眼部
等各种组织和器官，并出现相应脏器的功能障碍，但也可能无症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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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血病发病机制

白血病的发生 发 展和转归是多因素、多分 子机制参 与的。白血病干细胞 
(Leukemia Stem Cell, LSC) 是白血病的起始和维持细胞，也是白血病复发和耐药原
因。白血病发病过程中，染色体或某些特殊基因的异常是早期事件，为白血病发生
恶性转化提供前提，进一步出现的基因扩增、缺失或突变等引起细胞增殖过度，分
化、凋亡受阻，它们是获得白血病恶性表型的必要条件，推动了白血病细胞的恶性
进程。也就是说，多能造血干细胞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HSC) 生命周期长，有
足够的时间获得多次打击而发生恶性转化，变成 LSC。当只有一小群 LSC 时，它有
建立白血病的能力，但需要多种遗传学的累积变异，如癌基因突变激活或表达增高、
抑癌基因突变失活或形成融合基因等才能形成显性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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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白血病分类

白血病造血干细胞分化过程

临床上将白血病分为急性白血病（Acute Leukemia , AL）和慢性白血病（Chronic 
Leukemia , CL）两大类。再根据主要受累的细胞系列，将急性白血病分为急性淋巴细
胞白血病（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 ALL）和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慢 性白血 病 分为慢 性 淋巴 细 胞白血 病（Chronic Lymphocytic 
Leukemia, CLL）和慢性髓系白血病（Chronic Myeloid Leukemia, CML）。还有少见类
型白血病，如毛细胞白血病、幼淋巴细胞白血病等。急性白血病的细胞分化停滞在较
早阶段，多为原始细胞及早期幼稚细胞，就像小婴儿，还不能工作，导致血管街道里没
有有效的工作人员，病情发展迅速，自然病程大多仅几个月。慢性白血病的细胞分化
停滞在较晚阶段，多为较成熟幼稚细胞和成熟细胞，就像是少年，有一定工作能力，病
情发展缓慢，自然病程为数年。

本手册将为大家带来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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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认识淋巴细胞

 认识B细胞和T细胞

人体的免疫系统是其抵御疾病的防御系统。它是由细胞和器官组成的网络。其中
B 细胞和 T 细胞是人体重要的免疫细胞。B 细胞的名字来源于第一次发现它的动物器
官——鸟类的法氏囊（Bursa of Fabricius），B 细胞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制造抗体。T 细胞
的名字来源，是因它们的主要发育场所是在胸腺（Thymus）。T 细胞基本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携带 CD4 分子，被称为辅助性 T 细胞（T helper cells, Th），也叫做 CD4+ T 细胞，
负责帮助其他免疫细胞工作；另一种携带 CD8 分子，被称为杀伤性 T 细胞（Cytotoxic 
T cells, Tc/CTL），也叫做 CD8+ T 细胞，负责杀死不正常的人体自身细胞。

B 细胞和 T 细胞要经过一系列分化过程，才能成熟，去行使它们的职能。如果说
B 细胞和 T 细胞像两个孩子，那 B 细胞就像一直养在温室（骨髓）中的孩子，其发育
经历抗原非依赖期和抗原依赖期两个不同的生命期；而 T 细胞像从小离家的孩子，
漂流到孤岛（胸腺）上修炼，其发育可分为胸腺前阶段、胸腺内阶段和胸腺后阶段。随
着分化成熟，B、T 细胞表面会形成识别抗原的法宝——受体。B 细胞表面的被称为 B
细胞受体（B cell receptor, BCR），T 细胞表面的被称为 T 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 
TCR）。

B 细胞分化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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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R 分子结构示意图

为保障对抗原的识别有严
格的特异性，一个 B 及 T 细胞表
面只表达一种 BCR 或 TCR，特异
性地识别一种抗原分子。一个 B
细胞识别抗原后被活化，会产生
克隆性扩增，产生大量后代，均
表达同一种 BCR，随后分化形成
的浆细胞，也是产生特异性抗体
的细胞。

看到这，是不是要感叹咱们
免疫系统的快速反应，集结部队
的能力啦！发育成熟的 B 细胞和
T 细胞就要行使“卫兵”的作用，
为身体建立免疫防线了。但是自

然界有成千上万种病原微生物，我们的“卫兵”怎么能够一一识别呢？这就要提到受
体和抗体的结构了。

BCR（或 TCR）与抗体，其本质上都是一种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 Ig），
由两条相同的重链（中间的两条）和两条相同的轻链（两侧的两条）通过二硫键连接
而成，重链和轻链都由两个区：恒定区（C 区）和可变区（V 区）。

V 区，是抗原结合部位，包含三个基因片段：V 基因片段、D 基因片段、J 基因片段，
每个基因片段中都有多个小片段，在一个淋巴细胞中，每个基因片段都只有一个片
段参与组成抗原受体的 V 区的编码基因。V、D、J 片段都是这样。也就是说，细胞分
化过程中，只随机选择 V、D、J 片段中一个小片段进行重排，其余不用的都被剪切掉，
然后经转录加工剪切掉其中的内含子形成 mRNA，再经翻译称为重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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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R 的重排

比如免疫球蛋白 IgH，重链 VH 包含 65 个片段，DH 包含 27 个片段，JH 包含 6 个片段，
排列组合就能有 10530 种可能。重链与轻链直接再结合就会上亿种不同的可能，这样
就实现了针对不同抗原的特异性结构。

随机重排发生在每个淋巴细胞的正常发育过程中，所以淋巴细胞都是不一样的。而
发生病变时（如淋巴细胞白血病），淋巴细胞某一个或几个 Ig 或者 TCR 基因家族会发
生针对性和选择性重排，导致 TCR 或 Ig 基因单克隆性表达，也就是恶性增生，一个或
几个淋巴细胞不受控制地增殖，产生一群一样的淋巴细胞。免疫防线就只有单一的卫兵，
调集单一部队，应有的功能不能正常发挥。这个特征也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检测的基
础，大量某种相同细胞蛋白检出，为诊断分型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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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细胞成熟过程中，除了表面免疫球蛋白以外，还表达不同蛋白分子。20 世纪
80 年代广泛应用单克隆抗体技术后，大部分 B 细胞表面分子被一一发现。世界卫
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把这些单抗命名为“分化簇 (Cluster 
of differentiation, CD)”。规定只要两个独立的单抗都可以结合到相同的分子上，就
会被指定同一个 CD 编号。自从那时开始，多达 320 个独特的单抗群或亚群都有了
CD 编号。

CD 不仅仅代表一群有相同活性的单克隆抗体，现在它已被人们广泛应用作为
靶分子的标志。比如 CD19 是所有 B 细胞共有的表面标志，参与启动信号转导、生
发中心生成等；CD20 在 B 细胞的增殖分化中起调节作用，是 B 细胞特异性标志之一；
CD22 特异性表达于 B 细胞，是 B 细胞的抑制性受体。一些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的单克隆抗体药物，正是基于这些靶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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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认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一种 B 或 T 细胞来源的淋巴母细胞在骨髓和淋巴组织中异
常增生的恶性肿瘤性疾病。这些异常的淋巴母细胞不受控制地不断增殖，产生大量原
始淋巴细胞及早期幼稚淋巴细胞，不仅不能正常工作，还会阻止正常细胞的产生。

也就是说，B 细胞和 T 细胞正常分化发育过程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大量幼稚的、不
成熟的 B 细胞和 T 细胞。这些幼稚的、不成熟的 B 细胞和 T 细胞分化受阻，不能形成有
正常功能的成熟淋巴细胞。它们恶性克隆，无限制地增殖，在骨髓聚集并抑制正常造血
功能，同时也会侵犯骨髓外的组织，如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结等其他部位，少见情况会
扩散到睾丸。

我们可以根据白血病细胞表面上不同的蛋白质确定白血病细胞的免疫表型。世界
卫生组织（WHO）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分为两个主要亚型：B-ALL 和 T-ALL。

淋巴细胞分化

如图所示，如果要弄清楚白血病的分型，需要首先知晓白血病是由淋巴母细胞异常
增生 导致 ( 即淋巴细胞白血病 ) 还是由原始粒细胞异常增生导致 ( 即粒细胞白血病 )。
TdT 是一 种 DNA 聚合酶，它只能由淋巴母细胞表达，不能够由粒细胞表达。我们可以
通过观测 TdT 的存在，直观判断患者是否患有淋巴细胞白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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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血病检查项目与分型

那么，要如何判断异常增生的是哪一种淋巴母细胞呢 ? B 淋巴母细胞和 T 
淋巴母细胞会在细胞表面表达不一样的蛋白质。我们将这种可以区分细胞的特
征称为表面标记物。通过 观测表面标记物，可以确定患者患有 B 淋巴母细胞白
血病还是 T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一）症状

和其他白血病情况类似，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症状包括：贫血症状（疲劳、
正常体力活动时呼吸短促、头晕、面色萎黄等）；粒细胞减少症状（频繁感染、
发热等）；血小板减少症状（容易瘀伤、长时间出血、频繁或严重流鼻血、牙龈
出血、月经过多或频繁等）；以及白血病细胞髓外浸润引起的异常（骨骼或关节
不适、脾脏、肝脏或淋巴结肿大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细胞以幼稚细胞为主，
病程发展快，一旦诊断需要迅速开展治疗。

（二）诊断分型

诊断和分型就像是给白血病画像。准确的画像，能够帮助医生快速识别白
血病细胞，并根据其特点给予针对性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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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技术逐步应用于临床，白血病检测平台不断发展完善。上世纪 70 年代有
了形态学（Morphology, M），上世纪 80 年代增加了免疫学（Immunology, I）和细胞
遗传学（Cytogenetics, C），21 世纪形成了综合形态学、免疫学、细胞遗传学和分子生
物学（Molecular biology, M）的 MICM 检测平台。MICM 能够对白血病进行全面的、
正确的分型，这是准确、及时治疗的前提。

白血病诊断分型是个多步骤过程，通常包括以下检查

1．全血细胞计数 /血常规（Complete	Blood	Count,	CBC）

全血细胞计数，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常规检查。通过测量血液中红细胞、白细胞（中
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血小板的的数量，
以及血红蛋白和血细胞比容的水平，来反映健康水平。许多疾病会导致血细胞计数增
加或减少。CBC 也常用来监测病情、跟踪对治疗的反应。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血细胞计数，降低或增加测量值。

2. 形态学检查

（1）血涂片

如果血常规 （CBC）结果异常，怀疑患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医生会要求进行
血液涂片检查（也称为外周血涂片检查或人工鉴别）。该测试有助于确定红细胞、白
细胞和血小板的外观和数量是否正常。还用于确定每种类型的白细胞的比例和形态
特点。结果还有助于治疗之前和治疗期间监测细胞生成和细胞成熟度。如果血常规显
示异常或未成熟细胞的存在，可能需要进一步检查。

（2）骨髓涂片

在血液样本中发现异常之前，可以在骨髓样本中检测到血细胞的一些变化。骨髓
检查样本来源通常是两种：骨髓穿刺和骨髓活检。骨髓穿刺取出的是骨髓腔的骨髓，
骨髓活检用于取出少量充满骨髓的骨骼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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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骨髓穿刺

骨髓穿刺常选骨盆的髂后上棘或髂前上棘，此部位骨性标志清楚，周围无大血
管及神经主干，安全性好。穿刺前都要在穿刺点局部消毒、麻醉，麻醉药自皮肤、皮
下，直达骨表面的骨膜。骨膜被麻醉了，故穿刺时不会太疼。麻醉后将穿刺针穿透骨膜、
骨皮质，从骨髓腔抽取骨髓。穿刺完成后穿刺点局部粘贴无菌敷料，2 ～ 3 天不宜清
洗（包括洗澡），以避免局部感染。

b. 骨髓活检

骨髓活检是用一个特制的活检穿刺针取一小块大约 0.5 ～1 厘米长的圆柱形
骨髓组织来作病理学检查。

骨髓样本可用于进行形态学检查（骨髓涂片）、确定骨髓内红细胞、白细胞和
血小板的外观和数量是否正常。除用于形态学检查外，骨髓样本还可以用于免疫分型、
细胞遗传学和分子学分析。

骨髓穿刺示意图
图片来源：Blood and Marrow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Guide-Leukemia & Lymphoma 

Society（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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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免疫分型

免疫分型是确诊 ALL 的重要手段，也是治疗后疾病监测（如微小残留病，Minimal/
Measurable Residual Disease,MRD）的极有价值的工具。

我们前面提到过，在细胞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不同阶段的细胞，比如原始细胞、幼
稚细胞、成熟细胞，它的表面都有不同的标记，不同类型的白血病细胞的表面也有不同
的抗原。某些称为“分化簇 (CD) 蛋白”的抗原有助于识别白血病细胞。

急性淋巴白血病的产生是因为淋巴细胞不受控制增殖，分化受阻，产生一群一样的
不成熟的淋巴细胞，这就导致相同的标记集中出现。我们根据这些不同的标记，通过单
克隆抗体，对血细胞可以进行免疫学的表型分析，从而提高了对血细胞的识别能力，目
前诊断恶性疾病一般要进行免疫学检查。

常用的检测方式为流式细胞检查，该检测通常使用骨髓样本，但部分情况也可以使
用血液样本进行。流式细胞检查会用到实验室制造的特异性荧光染料标记抗体，这些
抗体仅与有具有特定抗原的细胞结合，产生蛋白质标记物，好比给不同的细胞带上了不
同的“荧光手环”。细胞在流质细胞仪中通过激光束，只要数一数不同颜色的“荧光手环”
的数量，就可以判断样本中细胞的构成，从而判断癌细胞的类型了。流式细胞检查有助
于确认 ALL 诊断。它还用于确定疾病起源的淋巴细胞类型（B 细胞或 T 细胞）并评估细
胞的成熟度。

（四）细胞遗传学和分子学分析

正常人体细胞包含 23 对染色体，每对染色体都有一定的大小、形状和结构。在很
多情况下，ALL 细胞的染色体会发生数量或结构异常（如染色体易位）。染色体易位指
一条染色体断裂，脱落并附着在另一个染色体上；或两条不同的染色体交换位置。易位
可能导致“融合基因”的形成，比如费城染色体阳性（Ph+）ALL 是 ALL 的一种亚型，这种
亚型是由 9 号和 22 号染色体之间的易位引起的。

细胞遗传学分析检测染色体改变，识别受影响的特定基因，有助于医生诊断特定类
型的白血病，确定治疗方法并监测对治疗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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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检测方式包括

1.	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

使用骨髓样本或血液进行。在实验室中对白血病细胞进行培养，检查前染色，
随后在显微镜下检查染色样品并拍照显示染色体的结构、数量、排列等是否有异常
变化。 

2.	聚合酶链式反应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

PCR 可以使用骨髓或血液样本进行。PCR 是一种非常敏感的实验室技术，用于
检测和测量一些太小而无法用显微镜观察到的基因突变和染色体变化。聚合酶链式
反应检测会增加或“放大”少量特定的 RNA 或 DNA 片段，使它们更容易检测和测量。
该检测可以在超过 50 万到 100 万个正常细胞中找到单个白血病细胞。聚合酶链反
应检测是一种用于确定微小残留病 (MRD) 数量的方法，MRD 是治疗后留在体内的少
量癌细胞。

在确定患者的治疗方案和预后时，细胞遗传学分析能提供很重要的信息，它可
以预测疾病对治疗的反应。

细胞遗传学异常是 ALL 患者的一个标志，对 ALL 分类和危险度分层至关重要。

急性白血病的高度异质性要求诊断和分型应该综合考虑病因、致病机制、临床
表现、细胞形态、免疫表型、遗传学特征以及治疗和预后等各种疾病要素。随着检
验平台的发展，与急性白血病相关的独特生物标记物相继被发现，急性白血病的诊
断分型也在不断更新。2016 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 发布了 2016 版淋巴母细胞白
血病 / 淋巴瘤分型。



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科普手册

Page 19

WHO	2016版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淋巴瘤分型：

           I 	B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淋巴瘤（B-ALL/LBL）

               - B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 淋巴瘤，非特指型 (NOS)

               - 伴重现性遗传学异常的 B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 淋巴瘤：

                 · 伴 t(9;22)(q34.1;q11.2)；BCR-ABL1 阳性 B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 淋巴瘤

                 · 伴 t(v;11q23.3)；KMT2A 重排的 B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 淋巴瘤

                 · 伴 t(12;21)(p13.2;q22.1);ETV6-RUNX1 的 B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 淋巴瘤

                 · 伴超二倍体的 B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 淋巴瘤

                 · 伴亚二倍体的 B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 淋巴瘤

                 · 伴 t(5;14)(q31.1;q32.3)，IL3-IGH 的 B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 淋巴瘤

                 · 伴 t(1;19)(q23;p13.3);TCF3-PBX1 的 B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 淋巴瘤

                 · BCR-ABL1 样 B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 淋巴瘤

                 · 伴 iAMP21 的 B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 淋巴瘤

 
            I T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淋巴瘤（T-ALL/LBL）：	根据抗原表达划分为不同
               的阶段：pro-T、pre-T、皮质 -T、髓质 -T。

               - 早期 T 前体淋巴细胞白血病 (ETP-ALL) 

            I NK 淋巴母细胞白血病 /淋巴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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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白血病诊断流程
图片来源：College of American Pathologists (CAP) - Acute Leukemia patient infographic -Leukemia & 

Lymphoma Society（LLS）



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科普手册

Page 21

七、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

成人 ALL 治疗方案与儿童 ALL 治疗方案有很大不同，治疗效果也差别较大；近年成
人 ALL 治疗逐渐借鉴儿童 ALL 的治疗经验。本书主要阐述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

治疗。

（一）成人 ALL 初次治疗

患者一经确诊后应尽快开始治疗，治疗应根据疾病分型采用合适的治疗方案、策略。

无论是什么免疫分型的成人 ALL，诊断后的第一轮治疗（也叫初治）大都是类似的，
都需要长周期的化疗。化疗通常分为三个阶段：诱导治疗，巩固强化治疗，维持治疗。

急性淋巴白血病治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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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诱导治疗

治疗的第一阶段是诱导治疗。诱导治疗的目标是尽可能地破坏癌细胞，达到完全
缓解（缓解的标准：骨髓中没有白血病细胞；血细胞计数恢复正常）。通常，诱导治疗
需要 4 至 6 周。

（1）多药联合化疗

ALL 的诱导化疗通常使用多种药物组合，包括：

 长春新碱

 蒽环类药物（柔红霉素、多柔比星）

 皮质类固醇（泼尼松、地塞米松）

 可能包含门冬酰胺酶和 / 或环磷酰胺，也可能不包含

对于 Ph 阳性 ALL( Ph ⁺ ALL）患者，还需要加用酪氨酸 激酶 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TKI），如伊马替尼或者达沙替尼。

在诱导治疗前，为避免肿瘤细胞在短时间内被大量破坏、细胞内容物迅速释放
所导致的严重并发症，部分患者需要进行肿瘤溶解综合征（Tumor Lysis Syndrome, 
TLS）的预防性治疗。肿瘤溶解综合征的特征症状是高钾、高磷、高尿酸和低钙，可导
致肾损伤、心律失常、抽搐，甚至危胁生命。医疗团队会评估患者肿瘤溶解综合征（TLS）
的发生概率，对高危患者予以预处理。

（2）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白血病的预防和治疗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可扩散到脑脊液 (Cerebrospinal Fluid, CSF)。为了确定白血
病细胞是否已经扩散到该区域，需要对脑脊液样本进行测试。腰椎穿刺（也称为“脊髓
穿刺”）常用来从脊柱采集脑脊液。背部下方脊柱区域被局部麻醉后，将一根细针插入
两节腰椎（椎骨）之间并进入脊髓腔。抽取液体样本并在显微镜下检查，以寻找可能已
经扩散到大脑和脊髓的白血病细胞。

初诊时患者脑脊液中存在白血病细胞并不常见，但如果没有常规给予中枢神经系
统的治疗，大部分患者会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白血病细胞扩展到脑脊液中的情况。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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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因为，人体存在血脑屏障，大多数化疗药物不能达到脑脊液，或不能达到有效浓度，
导致中枢神经系统成为白血病细胞的庇护所。因此，要对 CNS 单独给予白血病治疗，也
称为“中枢神经系统预防性治疗”。中枢神经系统预防性治疗用于防止白血病细胞扩散
到大脑和脊髓周围区域，所有患者在整个治疗周期（诱导期、巩固强化期和维持期）都
会给予中枢神经系统预防。

中枢神经系统定向治疗包括：

1）鞘内化疗。抗癌药物被注射到覆盖在大脑和脊髓间，充满组织液的的薄组织层中。
这些药物可能包括甲氨蝶呤、阿糖胞苷和皮质类固醇（地塞米松）。

2）全身化疗。在这种治疗中，抗癌药物通过静脉输入，到达中枢神经系统。这些药
物可能包括大剂量甲氨蝶呤、中 / 大剂量阿糖胞苷和培门冬酶。

3）颅脑照射，对全脑施加放射疗法，杀死癌细胞。

（3）治疗反应与疗效评价

在诱导治疗结束时，将对血液和骨髓进行检测以评价治疗效果如何。

医生会检查患者是否达到完全缓解 (Complete Remission, CR)。如果患者在第一
个诱导疗程后没有达到 CR，这表明第一种治疗方法不太奏效，在这种情况下，要给予不
同药物的二线化疗方案。

即使达到 CR，一些用显微镜无法看到的白血病细胞可能仍留在体内。这些细胞的
存在被称为微小残留病（MRD）。存在 MRD 的患者疾病复发的风险增加。

在无论是在判断 CR 时，或是在治疗过程中，MRD 检测都很重要。MRD 检测可以帮
助医生识别进一步哪些患者需要强化治疗，哪些患者需要考虑异基因干细胞移植。使用 
MRD 检测的常用方法包括流式细胞术、聚合酶链反应和二代测序。

在疾病完全缓解后，还需要给予患者进一步治疗，包括第二阶段的巩固治疗，以及
第三阶段的维持治疗。因为即使达到 CR、MRD 测试阴性，一般认为体内仍有白血病细
胞残存。病情缓解后，再施以巩固治疗可清除残存的白血病细胞、提高疗效，但是巩固
治疗方案对不同的医学中心、不同的人群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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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影响治疗方法的个体因素包括：

 年龄；

 对强化治疗的耐受程度；

 细胞遗传学检查结果；

 干细胞供体的匹配程度。

2. 巩固强化治疗

化疗的第二阶段称为巩固治疗，目标是杀死任何可能导致复发的剩余白血病
细胞。在此阶段，化疗药物的剂量高于诱导阶段剂量。巩固方案的药物组合和治疗
持续时间各不相同，可能会使用诱导期使用过的药物。通常，医生会使用多药联合
治疗，防止白血病细胞产生耐药性。

巩固治疗阶段使用的一些药物包括：

 大剂量甲氨蝶呤

 阿糖胞苷

 长春新碱

 巯嘌呤

 环磷酰胺

 门冬酰胺酶

 皮质类固醇（泼尼松、地塞米松）

对于 Ph+ ALL 患者，通常继续使用 TKI。此外，大多数治疗计划会要求患者继续
预防或治疗 CNS 白血病。

作为巩固治疗的一部分，一些处于缓解期的患者可能会接受干细胞移植。医生
通常会建议具有高风险特征，或初始治疗后的 MRD 持续阳性的患者进行异基因干
细胞移植，能否进行移植还取决于是否有匹配的供体等因素。

有关干细胞移植的信息，会在后面章节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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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维持治疗

ALL 治疗的第三阶段称为维持治疗。 维持治疗的目标是预防疾病复发。维持
治疗阶段使用的一些药物多是口服的较低剂量化疗药物（副作用一般不太重），患
者通常在门诊接受治疗。维持治疗通常持续约 2 年。

大多数维持方案包括：

 巯嘌呤（每日给药）

 甲氨蝶呤（每周给药）

 长春新碱和皮质类固醇定期用药

（二）特殊类型成人ALL的治疗

1.Ph 阳性	ALL	

约 20-30% 的成年人 ALL 为“Ph 阳性 ALL”（也称为“Ph+ 或费城染色体阳性
ALL”）。

这类亚型 ALL 患者，9 号和 22 号染色体交互易位形成 Ph 染色体，分子学表现
是形成 BCR-ABL 融合基因。基因就像是一台 3D 打印机，异常的 BCR-ABL 融合基
因就像是 3D 打印机的一个错误代码，错误地形成了 BCR-ABL 融合蛋白。BCR-ABL
融合蛋白具有持续的酪氨酸激酶活性，它像一个携带了错误信息的信使，通过活化 
STAT5、RAS、PI3K、ROS 等信号途径，持续向血细胞传达细胞分裂的信息，促进白
血病细胞增殖，减少白血病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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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TKI) 通过阻断（抑制）BCR-ABL 蛋白来治疗 Ph+ ALL。TKI 
是一种靶向治疗。TKI 通常被添加到针对 Ph+ALL 的联合化疗方案中。

Ph 染色体的形成

伊马替尼抑制 BCR-ABL 酪氨酸激酶的作用机制
ATP 是三磷酸腺苷，人体内的“能量棒”；Y=tyrosine 酪氨酸；P=Phosphate 磷酸；Substrate= 酪

氨酸所处的基质；Effector= 分子之间传输信号的“调控器”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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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CR-ABL1（Ph）样	ALL	

大约 10-30% 的成人 B-ALL 患者，基因突变高度多样化，虽然没有 BCR-
ABL 融合基因，但存在能激活酪氨酸激酶信号通路的其他基因。

最近的研究分析了 Ph 样 ALL 患者的遗传学特征，使用 TKI 和其他靶向疗
法使用 TKI 或其他靶向疗法可能对治疗有帮助。

3.青少年和年轻成人 ALL
												(Older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AYA)

AYA 指年龄在 15 至 39 岁之间的患者。目前，AYA 人群的 ALL 治疗方案尚
未有统一共识，有的医疗中心会参照儿童 ALL 方案治疗，有的医疗中心会参照
成人 ALL 方案治疗。

成人治疗方案和儿科治疗方案在以下方面有所不同：

（1）儿科治疗方案更加强烈和复杂。

（2）儿科方案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培门冬酶、长春新碱和皮质类固醇。相
比之下，成人方案倾向于使用更多的环磷酰胺和蒽环类药物，例如多柔比星和
柔红霉素。  

（3）儿科方案治疗时间更长。中枢神经系统治疗（中枢神经系统预防）更
早开始，治疗时间也更长。一般儿童接受长达 3 年的维持治疗，而成人通常接
受 2 年的维持治疗。

研究人员发现，接受儿科方案治疗的 AYA 患者与使用成人 ALL 治疗方案
的同龄患者相比，生存率更高。相关临床试验正在开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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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发难治成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

一些患者即使接受强化治疗，骨髓中仍有残留的白血病细胞，称为“难治性急
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或“难治性 ALL”）。

部分患者缓解后，骨髓中又出现白血病细胞生长，正常血细胞数量减少，称为 “复
发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或“复发性 ALL”）。

1．Ph阴性复发难治	ALL

对于复发性或难治性 Ph 阴性 ALL（Ph－ALL） 患者，有多种治疗选择。一种选
择是使用与患者诱导方案中不同的药物。根据 NCCN 指南，可使用抗体类药物，多
药联合化疗，或两者同时使用。 

2．Ph阳性复发难治ALL

对于复发或难治性 Ph+ ALL 患者，有多种治疗选择。

患者可能会产生新的突变位点（ABL1 激酶突变），导致 TKI 耐药。对于复发或
难治性 Ph+ ALL 患者，调整治疗前需要寻找可能的突变位点，再选择敏感的酪氨酸
激酶抑制剂 (TKI)。

TKI 可以单独使用或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

异基因干细胞移植或临床试验也是一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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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表格根据相关的公开资讯汇总，因专业要求高、时间有限，如出现错误或疏漏，请见谅。在本手册整理撰写发布期间，
ALL 治疗药物可能会有所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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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混合表型急性白血病的治疗
        （Mixed Phenotype Acute Leukemia, MPAL）

混合表型急性白血病也称为“双表型白血病”或“混合谱系白血病”，是一种
谱系不明的急性白血病亚型。它兼有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和急性髓性白
血病（AML）的特点。混合表型急性白血病占所有急性白血病的 2%~5%，影响所
有年龄段的患者，包括几个不同的亚型。

MPAL 没有标准疗法，一般来说，预后不佳。主要原因是这种白血病难以识别，
发病率低，治疗经验不足，且该类型白血病倾向于对 ALL 和 AML 治疗产生耐药性，
可能与高危染色体异常患者比例较高有关。

制定最佳治疗方案涉及多种因素，包括患者的年龄，病史，相关医疗信息以
及白血病细胞的免疫表型和基因检测。确定患者是否具有费城染色体阳性 (Ph+) 
非常重要。治疗 Ph+ MPAL 通常需要联合使用 ALL 化疗方案和酪氨酸激酶抑制
剂 (TKI)。如果疗效不佳，还需要考虑进行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对于非 Ph+ MPAL 
亚型，治疗通常包括 ALL 方案或兼顾 ALL、AML 的方案，缓解后进行巩固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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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认识造血干细胞移植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患者先接受超大剂量放疗或化疗，有时还会联合其他免疫抑
制药物，清除体内的肿瘤细胞、异常克隆细胞，然后再回输采自他人或自身的造血干细
胞，重建正常造血和免疫功能的一种治疗手段。

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原理和过程

（一）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类型

造血干细胞移植包括自体移植、异基因移植和脐带血移植。选择哪种治疗，是一
个复杂的决定。医生会根据患者疾病和健康状况，制定针对不同个体的个性化治疗方
案。

1.自体干细胞移植

顾名思义，自体干细胞移植是指患者使用自己的干细胞进行移植。自体干细胞移
植需要在治疗之前，预先从患者身上采集干细胞并冷冻。在患者接受高剂量化疗（或联
合放疗）后，干细胞再被回输进体内。这种类型的移植通常用于治疗霍奇金淋巴瘤、非
霍奇金淋巴瘤和骨髓瘤。因为这种移植后的高复发率，一般不推荐用于治疗 ALL。

自体移植的主要目的是让患者接受高剂量的化疗后能够补充健康干细胞，恢复骨
髓制造新血细胞的能力。强化治疗摧毁癌细胞，但也会破坏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这
就是为什么在治疗前需要采集患者自身干细胞。

回输入体内的干细胞将进入骨髓，在那里它们可以制造新的血细胞，并重建患者
的免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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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也被称为“清髓性移植”）

标准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属于同种异体干细胞移植。这里的“同种”是同一个物
种的意思；“异基因”、“异体”与“自体”相对，意思是移植的供体（干细胞的提供者）
和受体（干细胞的接受者）不是同一个人。异基因干细胞移植是成人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患者通常会采用的移植。这种类型的移植所用的干细胞来自患者以外的其
他人，捐赠者与患者可能有亲缘关系，也可以无亲缘关系。

在这里，我们需要插入一个小的知识点，在本节中我们会频繁提到“供体”和“受
体”这两个词。虽然在上文中也提到了 B 细胞受体（BCR），虽然两个“受体”都有“接
受”的意思，但是因为语境不同，指代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移植中的“受体”指的
是接受干细胞移植的人，也就是患者。

在异基因干细胞移植之前，患者将接受化学疗法的预处理，有时还会接受放射
疗法，以破坏体内剩余的癌细胞。同时，患者的免疫系统也被破坏，以防止身体在移
植后排斥异体来源的干细胞。供体细胞在植入后，将通过血流进入受者骨髓，供体
细胞将开始生长并产生新的血细胞，重建血液系统。

当移植成功时，供体干细胞可以替代骨髓中的干细胞。目前，它为患者提供唯一
可能长期治愈的机会。标准异基因干细胞移植还有一个优势，在供体细胞移植到患
者体内后，它们会创建一个新的免疫系统。供体细胞会产生白细胞，攻击患者体内
任何剩余的癌细胞，这被称为移植物抗肿瘤效应 (Graft Versus Tumor, GVT)。这种
效应可能比用于破坏癌细胞的预处理方案更有效。但移植物抗肿瘤效应只能发生
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

异基因移植的常见并发症是患者的身体对干细胞的排斥。尽管植入前进行了
抑制免疫系统的治疗，但患者的免疫细胞仍可能会将供体的细胞视为外来细胞并
破坏它们。异基因移植的另一个并发症是来自供体的免疫细胞（移植物）可能会
攻击患者体内的健康细胞（宿主），这被称为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 GVHD）。GVHD 最常损坏的身体部位包括皮肤、肠道、肝脏、肌肉、关节和
眼睛。移植物抗宿主病可以是轻度、中度或重度。医生会给予患者针对 GVHD 的治
疗方法，但在某些患者中，GVHD 可能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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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基因干细胞移植过程
图片来源：Blood and Marrow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Guide-Leukemia & Lymphoma Society（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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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低强度预处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也被称为“非清髓性移植”）

与标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相比，低强度预处理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使用的化疗
和放射剂量更低、毒性更小。对于某些年龄较大、有合并症，无法接受标准异基因移植的
患者，这种类型的移植是一种较优选择。使用降低强度的预处理方案，患者的血细胞计
数不会像使用大剂量化疗那样大幅下降，重要脏器所受冲击也较小，该方案耐受性更好，
更安全。

低强度异基因移植的预处理方案不会像标准异基因移植方案那样破坏尽可能多的
白血病细胞。它的成功取决于供体干细胞的移植物抗肿瘤（GVT）效应，目标是抑制患者
的免疫系统，使其无法攻击和排斥供体干细胞，从而允许供体干细胞进入骨髓，并产生
新的免疫系统攻击患者剩余的白血病细胞。

在某些情况下，移植后，供体和患者的血细胞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共存在于患者体中。
当供体免疫系统并不能完全取代患者免疫系统时，患者可能会被注射供体来源的淋巴细
胞，以改善移植和免疫系统抗肿瘤效果。这种方法被称为“供体淋巴细胞输注”（Donor 
Lymphocyte Infusion, DLI）。

降低强度的异基因干细胞移植也存在标准异基因移植相同的并发症，包括患者免疫
细胞对供体的破坏，以及“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   

寻找供体

一旦确定要进行异基因干细胞移植，患者的治疗团队将开始寻找合适的供体。对于
大多数患者来说，异基因移植的成功部分取决于供体的组织分型与患者组织分型的匹配
程度。从历史上看，不匹配的患者移植失败和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生率很高，存活率非
常差。

人们在大多数细胞表面都有不同的蛋白质或标记物，称为人类白细胞抗原 (Human 
Leukocyte Antigen, HLA）。免疫系统使用这些标记来识别哪些细胞属于体内，哪些细
胞不属于。HLA 分型可以通过血液测试实现。HLA 分型表明了一个人的组织分型与另一
个人的组织分型的匹配程度。高度匹配会提高成功移植的机会。两个人共享的标记越多，
他们的免疫系统就越有可能不会将彼此视为异物，反之他们彼此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患者的免疫系统不太可能攻击供体细胞时，这些新细胞可以在骨髓中生长并制造新的
血细胞。此外，高度匹配还可以降低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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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细胞有许多 HLA 标记，但 HLA 分型通常基于位点基数， 位点基数可以
选择 8 个、10 个 或 12 个。当两个人共享相同的 HLA 标记时，他们被认为是理想的
匹配。在许多移植中心，通常需要 8 个标记中的至少 6 个或 7 个进行匹配才能进行
移植。

一个人会从母亲那里继承一半的 HLA 标记，从父亲那里继承一半 HLA 标记。
所以，理想的捐赠者通常是遗传了相同 HLA 标记的患者的兄弟姐妹。平均而言，一
个人有四分之一的机会与他或她的兄弟姐妹具有相同的 HLA 类型。

对于那些没有家庭匹配供体的国内患者，可以通过中华骨髓库和新阳光骨髓
库找到可能相符的非亲缘捐赠者的供体。

4. 脐带血移植

对于没有高度匹配供体的患者，脐带血是一种可行的干细胞替代来源。但脐带
血单位往往含有较少的干细胞，可能难以用于体型较大的患者。此外，这种更小的
细胞剂量和更不成熟的免疫细胞系统往往会造成植入时间更长，感染风险更高。

脐带血主要优势是能够更快地获得。对于高危白血病患者，这种优势尤为明显，
因为患者在等待移植时疾病就有可能会复发。脐带血的另一个优点是它需要的供
体和受体之间 HLA 匹配水平较低。与其他移植相比，脐带血的干细胞成熟度较低，
供体与受体之前排异较小，GVHD 风险降低，因此匹配标准不那么严格。出于这个
原因，当无法找到匹配良好的供体时，可以考虑进行脐带血干细胞移植。

5. 单倍体移植（也称半相合移植）

为了增加潜在供体的数量，一些移植中心会为无法找到匹配的 HLA 供体的患
者进行半匹配（半相合）移植。由于孩子从父母那里各获得一半的 HLA 标记，因此
亲生孩子和他或她的父母将肯定是半相合，而兄弟姐妹有 50% 的机会是半相合。
在大多数情况下，患者能从父母、兄弟姐妹或孩子获得健康的干细胞

另外，半相合供体相对而言容易找到，所以能够加速配型移植过程，对于高危
患者而言，能够更快地进行移植治疗，减少在等待移植过程中复发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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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患者和供体只有一半 HLA 标记匹配，患者发生移植失败和移植
物抗宿主病的风险更大。为了防止这些并发症，医生会将供体干细胞中一些 T
细胞去除。有研究人员尝试在注入干细胞后不久使用环磷酰胺的方式消除一些
供体 T 细胞，相关研究正在进行中。

6. 同基因干细胞移植

当供体和受体是同卵双胞胎时，常被称为同基因干细胞移植。

同卵双胞胎具有相同的基因，因此他们具有相同的组织类型。通过这种移
植，供体细胞不会被排斥，患者的组织也不会受到供体免疫细胞的攻击。同基因
干细胞移植的唯一缺点是与自体移植一样，不存在有助于预防癌症复发的移植
物抗肿瘤效应。

因为同卵双胞胎在新生儿中比例不大，这种移植类型比较少见。

（二）干细胞采集

有三种可能的干细胞来源：

 外周血

 骨髓

 脐带血

医生需要根据患者的状况确定合适的来源。干细胞捐赠者必须经过仔细筛
选，避免传染性疾病和其他的医疗问题。下文用供体统称干细胞的提供者，对于
异基因移植来说，供体即是捐赠干细胞的那个人；对于自体移植来说，供体指的
是患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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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外周血干细胞采集

顾名思义，外周血干细胞是指在除骨髓之外的血液中采集的干细胞，它是自体和
异基因干细胞移植最常见的干细胞来源。

从血液中采集干细胞是一种非手术过程，它涉及的疼痛少、无需麻醉、无需住院。

使用外周血干细胞移植的另一个好处是，在这些细胞被移植后，它们比从骨髓中
提取的细胞能更快地植入并开始工作。然而，使用外周血干细胞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它
带来的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风险更大。

为了获得用于移植的外周血干细胞，供体将经历干细胞动员（增加干细胞释放）
和单采术（采集干细胞）的过程。

（1）干细胞动员

大多数干细胞位于骨髓中。通常情况下，骨髓只会将少量干细胞释放到外周血。 
因此，为了获得足够的干细胞，需要用药物刺激供体的骨髓，让骨髓向血液释放更多
的干细胞。从干细胞采集前 4 到 5 天开始，每天会向供体注射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 G-CSF)，它可以大大增加为移植采集足够
干细胞的机会。对于自体移植来说，供体即是患者本人。

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可能会对供体造成一些副作用，包括骨骼和肌肉疼痛、头痛、
疲劳、恶心、呕吐和 / 或睡眠困难。这些副作用通常会在最后一次注射后的 2 至 3 天
内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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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采流程
该过程可以用于异基因移植或自体移植，故采集的对象可能是患者或者供体。该过程需要收集足够多的造血干
细胞细胞，可能需要重复进行。对于异基因移植，一般一两次可以采集足量的干细胞。对于字体移植，可能要
做三次或以上。

图片来源：Blood and Marrow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Guide-Leukemia & Lymphoma Society（LLS）

（2）单采程序

干细胞被动员后，就可以从供体的血液中采集了。这个过程被称为“单采术”。

单采程序需要通过中心静脉导管，从供体的一根大静脉中取出血液。通常情况下，
导管连接的是供体的手臂静脉。血液流经单采机，单采机会将血液中的血浆、红细胞、
白细胞和血小板分离。造血干细胞会被收集起来，其余的血细胞则回输进供体的身体。

干细胞采集数量取决于供体的体重和疾病类型。

在自体干细胞采集中，如果患者之前接受过化疗，有时需要经过两次以上的单采术
才能采集到足够的干细胞。当能采集的干细胞太少时，患者可能会接受相同或不同的动
员剂，然后再次尝试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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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采术通常需要 4 到 6 小时，不需要麻醉，过程中可能会有发冷、头晕、嘴
唇周围麻木和手抽筋等不适。在采集过程中，抗凝剂会与供体的血液混合，以防
止血液在机器中循环时凝结。抗凝剂会降低血液中的钙水平，而较低的钙水平
有时会导致嘴唇或手指有发冷、麻木、刺痛的感觉，或者导致恶心。这些副作用
是暂时的，如果有此类不适，请告知单采技术人员或护士，以额外补充钙剂。

对于异体干细胞移植，收集的干细胞被放入采血袋中，并在几个小时内直
接注入患者体内。如果供体不在患者附近，则干细胞将被运输或冷冻储存。 对

于自体移植患者，其自身的干细胞将被冷冻储存。

2.骨髓干细胞采集

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中，为了降低移植物抗宿主病
的风险，可能需要从供体骨髓中采集干细胞。如果从骨髓中采集干细胞，则会进
行“骨髓抽吸”的流程。

骨髓抽吸是一种外科手术，在手术室进行，使用局部麻醉或全身麻醉。医生
使用连接在注射器上的特殊空心针头抽取。取材针穿过皮肤，插入髋骨，从供体
髋骨的顶部边缘取出骨髓。供体通常会在医院停留约 6 至 8 小时，此时间包含手
术过程及术后休息。通常情况下，供体可能会感到腰部酸痛，这种酸痛会在几周
或更长的时间内缓解。大多数供体能够在一周内恢复正常生活。供体麻醉的副
作用可能包括恶心、头痛和疲劳。

从骨髓中提取的干细胞，需要在采集到输血袋之前，使用特殊的过滤器将
骨碎片、脂肪颗粒和大细胞簇分离出来。随后干细胞会被运送到血库或细胞处
理实验室。在那里，工作人员会确定提取的干细胞数量，如果供体和受体血型不
同的话，工作人员还会去除红细胞和血浆。

干细胞可在 24 小时内用于患者移植。如有必要，也可以冻存后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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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脐带血采集

脐带和胎盘中的血液含有干细胞。这种血液是在婴儿出生时采集的，采集的血
液称为“脐带血单位”。婴儿出生后，脐带被夹住，脐带血被采集到无菌袋中。脐带
血单元会给予一个识别号并临时存放。最终，脐带血将被运送到脐带血库进行检测、
冷冻和长期储存。

脐带血的检测项目包括 HLA 组织分型、血细胞计数、病毒、干细胞数量。

如果脐带血中干细胞数量太少，不满足移植要求，脐带血单位可能会用于医学
研究。通过检测的脐带血将被储存于极低温条件下，以备将来使用。

（三）预处理

预处理是指造血干细胞移植前，患者须接受的治疗。预处理通常是两种或两种
以上化疗药物的联合化疗，同时可进行放疗或不进行放疗。在自体移植中，患者自身
干细胞会在预处理方案开始之前被提取。

预处理方案目的：

（1）治疗剩余的癌细胞以降低癌症复发的可能性；

（2）使患者的免疫系统失活，以尽量减少异基因干细胞移植中的移植排斥；

（3）在异基因干细胞移植时，使供体免疫细胞能够发挥其强大的抗肿瘤作用。

患者接受预处理的具体方案需要考虑以下因素：

（1）癌症类型

（2）干细胞来源

（3）既往已进行的治疗

某些预处理方案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副作用，移植团队的成员需要在开始预处
理治疗之前与患者讨论这些问题。化疗将通过中心静脉导管进行静脉注射。在化疗
期间，患者将同时给予静脉注射，以补充体液及给予其他药物，例如止吐药，以缓解
不适症状。异基因干细胞移植的患者也需要接受免疫抑制剂治疗以预防移植物抗
宿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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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治疗

移植前给予的放射治疗通常是全身照射。全身放疗使用小剂量的辐射杀灭全
身的癌细胞。全身放疗可以每日多次分剂量给患者照射，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
肺损伤、恶心和呕吐等副作用。

某些情况下，需要对身体一些区域给予额外剂量的辐射。例如，一些患有白血
病的男性可能会在腹股沟区域接受“增强”剂量的辐射，以杀死可能隐藏在睾丸中
的癌细胞。

休息

一些患者在他们的预处理方案和干细胞输注之间有一两天的休息时间，这是
为了让化疗药物有时间从体内代谢掉。这样当患者接受干细胞时，体内就不会遗留
化疗药物伤害新移植的干细胞。

（四）干细胞输注

将采集的干细胞通过中心静脉导管注入患者的静脉中的过程与输血相似。

植入

输入体内的干细胞将进入骨髓并制造新的血细胞，这个过程被称为“植入”。植
入通常发生在输入干细胞后的 30 天内，但有时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植入意味着新
的干细胞正常工作并开始重建免疫系统。

植入标志着恢复过程的开始。血细胞计数会反映患者的骨髓是否已经开始产

生新的血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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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移植常见副作用

1. 预处理方案的副作用

预处理方案的目的是攻击癌细胞，破坏免疫系统。同时，体内正常细胞也会受到
摧毁性打击。所以，患者将面临感染、贫血（红细胞计数低）、出血（血小板计数低）等
风险。

（1）感染：治疗团队可能会用药物降低患者感染的风险，如给予患者广谱抗生素、
抗病毒和抗真菌药物。患者自己可以参考以下的小贴士，避免感染：

a) 保持良好的卫生，要求所有人员洗手后才能进入病房

b) 避免与患有感冒、流感、水痘、麻疹或任何传染性疾病的人密切接触

c) 避免与最近接种过活病毒疫苗的人接触

d) 不要吃生鱼、生肉。做饭的时候要保证所有食材尤其是肉类完全煮熟。不要吃
未经巴氏杀菌的乳制品、生鸡蛋或生蜂蜜。吃生的蔬菜水果之前一定要仔细清洗。

免疫系统恢复需要时间，即使是出院后，患者也会面临一定的感染风险，应继续
遵循上述建议。

（2）贫血：红细胞计数低的患者可能会出现虚弱、疲劳和呼吸急促。这些症状可
以通过输注红细胞暂时缓解。当骨髓重新正常工作，产生足够数量的红细胞的时候，
这些症状可以从根源上缓解。在某些血型不匹配的情况下，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月
的时间。

（3）血细胞减少症：血小板数量少可能导致容易瘀斑和伤口过度出血或鼻、口、
皮肤和胃肠道等粘膜出血。如果患者的血小板计数过低，则需要接受血小板输注。

（4）其他副作用：还有一些其他与预处理方案相关的短期副作用，如对器官的副
作用（皮疹、胃肠道反应、口腔粘膜炎、间质性肺炎、肝损伤、脱发等）。医疗团队会给
予患者相应的对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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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移植物抗宿主病

移植物抗宿主病 (GVHD) 是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可能的严重并发症。当供体 T 细
胞（移植物）将患者的健康细胞（宿主）视为外来细胞并攻击破坏它们时，就会发生
GVHD。 供者和患者之间的高度 HLA 匹配有助于降低 GVHD 的风险，但并不能完全
消除它。

除非患者的供体是同卵双胞胎，否则接受异基因干细胞移植的患者需要采取一
些 GVHD 预防措施。患者可能需要从供体移植物中去除 T 细胞，或者用药物抑制移
植物中的 T 细胞，保证自己的细胞不会受到攻击。

移植物抗宿主病的类型

GVHD 有两大类：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和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每种类型都会
影响不同的器官和组织，并具有不同的体征和症状。

（1）急性 GVHD 通常在移植后的前 100 天内发生，它会影响皮肤、胃肠道或肝脏。
症状可能包括皮疹、皮肤红肿发热；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腹泻、黄疸和肝功能异常等。

（2）慢性 GVHD 是一种可能涉及单个器官或多个器官的综合征。它是异基因干
细胞移植后引发医疗问题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症状可能包括口干舌燥，牙齿敏
感口腔溃疡等口腔问题；皮疹、肤色改变、干燥脱皮、汗腺受损温感变差等皮肤问题；
指甲脆硬、脱落、脱发白发、体毛脱落等身体上的困扰。慢性 GVHD 会对生殖器官产
生不良影响等，还会有胃肠道不适、肝脏功能异常、肌肉痉挛无力等症状。

患者必须意识到 GVHD 的警告信号，如果有任何症状应积极密切检测和就医问
诊，依从医生有针对性地局部治疗缓解，早发现和早治疗可能有助于限制疾病的严
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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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移植失败

当移植的干细胞无法进入骨髓并产生新的血细胞时，就会发生移植失败。移植
失败在自体干细胞移植中极为罕见。在异基因干细胞移植中，当患者和供体匹配度
不高时，移植失败更为常见。移植失败也可能发生在接受干细胞数量较少的移植物
的患者身上，例如单个脐带血单元。

移植失败最常见的治疗方法是二次移植，使用来自同一供体或来自不同供体
的干细胞。其他治疗选择包括供体淋巴细胞输注或临床试验环境中的治疗。

4. 移植后淋巴增生性疾病

移 植 后 淋 巴 增 殖 性 疾 病 (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orders,  
PTLD) 包括一组罕见的疾病，这些疾病会导致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后淋巴细胞的失
控生长。 大多数 PTLD 是由一种疱疹病毒 EB 病毒 (Epstein BarE Virus, BV) 引起的。
通常，它发生在移植后的最初几个月内。

（六）恢复

早期恢复（从出院到大约一年）

一旦移植早期的副作用或并发症得到解决，患者就可以准备出院了。

此时患者有足够数量的健康的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同时，需要患者身体
状况良好：

1. 没有感染迹象；

2. 能够正常饮食，以获得足够的液体和营养；

3. 没有严重并发症；

4. 身体状况稳定，能够在户外活动。

尽管患者的血细胞计数可能会恢复到正常范围，但免疫系统仍然非常不成熟。
如果出现任何感染症状，应立即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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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自体干细胞移植后的恢复期比异基因移植后的恢复期短。在自体
移植中，免疫系统通常需要 3 到 12 个月恢复。对于异基因移植，通常需要至少 6 到 
12 个月才能使血细胞数量和免疫细胞功能接近正常水平。如果患者患有 GVHD 并
需要额外的抑制 GVHD 药物的治疗，则免疫恢复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恢复期间，干细胞会产生新的血细胞，口腔、胃、肠、头发和肌肉中的细胞也在
重新生长。制造这些新细胞需要耗费能量，所以患者可能经常会感到疲劳和虚弱。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移植后的最初几个月到一年仍然是恢复期。随着患者恢复更多
力量，他们可能会开始慢慢恢复日常活动。

营养

在干细胞移植后的恢复阶段，均衡饮食很重要。接受化疗和放疗后，患者的细
胞需要自我恢复和修复。食物中的蛋白质可以为身体提供能量，并为修复提供了基
础。如果没有获得足够的热量和蛋白质，身体可能消耗肌肉，从中获取所需的能量，
导致进一步的虚弱和疲劳。服用皮质类固醇的患者可能需要控制血糖，应限制碳水
化合物的摄入。同时，从食物中获取足量的电解质也很重要。

锻炼

恢复体力需要时间。遵循定期锻炼计划可能会有所帮助。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体育活动，如步行、自行车、 瑜伽、太极拳、游泳、 水上运动或力量训练可以缓解
疲劳并提高能量水平。在开始锻炼计划之前，患者应咨询医生。

重返工作

通常，患者最早可以在自体移植后 4 个月和异基因移植后 1 年返回学校或工作。
这个时间范围因人而异，取决于患者的健康状况和工作类型。如果工作对体力要求
很高，或者会使患者面临感染风险，则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才能重返工作岗位。通
过逐渐增加工作时间逐步重返工作是个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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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认识抗体类药物

我们的免疫系统运用精准高效的方式，识别并清除体内的危险分子。这
种危险分子可能来自于环境（如细菌或病毒）或来自体内（如癌细胞）。

抗体就是防御部队中极其重要的部分。B 细胞识别抗原后活化、增殖分化
为浆细胞，再由浆细胞合成分泌具有特殊氨基酸序列的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
白分子与相应的抗原发生特异性结合。抗体在体内循环，找到特定抗原后抗体
会附着在抗原上。抗体对这个抗原具有相应受体。连接后，抗体可以激活免疫
系统的其他部分，摧毁含有该抗原的外来细胞。

科学家们利用这个特点来设计肿瘤治疗药物：设计专门针对某些癌细胞
上常见抗原的抗体，该抗体可以识别、定位相应抗原，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
正常细胞的损害。用抗体“标记”肿瘤细胞，使免疫系统可以更好地观察和破
坏肿瘤细胞。抗体类药物就能像导弹一样，发现并与肿瘤细胞特异性抗原结合，
可以直接破坏癌细胞，也可以携带药物、毒素或放射性物质进入癌细胞。

B 细胞 ALL 的典型特征是 CD10、CD19、CD20、CD22 和 CD79a 等抗原蛋
白的存在。针对白血病细胞表面的特异性抗原的药物，能够实现对白血病细胞

的特异性识别，有效杀伤白血病细胞同时，减少了对正常细胞的损伤。

（一）单克隆抗体药物（Monoclonal Antibodies, mAbs)

这些单克隆抗体药物没有链接药物或放射性物质，它们直接破坏肿瘤细
胞。 它们的作用有时是附着在肿瘤细胞的抗原上，有些通过与其他非肿瘤细
胞抗原结合来发挥作用。 

Rituximab ( 利妥昔单抗 ) 是一种单克隆抗体，可与 CD20 结合。CD20
是一种存在于正常 B 细胞表面和约 50% 成人 B-ALL 白血病细胞上的抗原（蛋
白质）。当利妥昔单抗与 CD20 结合时，启动细胞凋亡通路，促使肿瘤细胞凋亡。
利妥昔单抗一般不单独用于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而是和化疗联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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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Drug Conjugate, ADC）

ADC 药物是一种人源化或人源单克隆抗体通过化学连接子与细胞毒性小分子
（有效载荷）偶联形成的药物，是一种新型的治疗方法，具有传统化疗无法实现的
特异性肿瘤杀伤作用和效力。

ADC药物分子结构

ADC 就像一个配备了精密导航的轰炸机，它由三部分组成：图中左边粉红色的
部分是一个单克隆抗体，它就像轰炸机的导航系统，可以特异性识别癌细胞表面的
抗原，精准定位肿瘤细胞。图中右边红色的有效载荷部分则是“轰炸机”投下的药物，
可以杀伤肿瘤细胞。中间的连接子负责连接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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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C药物作用机制

奥加伊妥珠单抗（Inotuzumab ozogamicin）是首个在中国获批用于治疗复
发或难治性 B-ALL 的 ADC 药物，靶向大多数 B 细胞 ALL 患者癌细胞表面的 CD22
抗原。当奥加伊妥珠单抗与 B 细胞上的 CD22 抗原结合后，进入细胞并释放化疗药
物刺孢霉素 , 刺孢霉素能进入肿瘤细胞细胞核，诱导肿瘤细胞 DNA 断裂 , 发挥其

杀灭肿瘤细胞作用。

（三）双特异性抗体药物

双特异性抗体药物，显著特点是有两个不同的抗体，能同时结合两种不同抗原
蛋白。

贝林妥欧单抗（Blinatumomab）是一种双特异性抗体，它的一端可以与 B 细
胞表面表达的 CD19 抗原（表达于 B 细胞 ALL 和淋巴瘤）结合，另一端可以与 T 细
胞表面表达的 CD3 抗原结合。贝林妥欧单抗通过与这两种抗原结合，将肿瘤细胞
和 T 细胞结合在一起，激活 T 细胞，杀灭肿瘤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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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认识CAR T治疗

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AR）T 细胞治疗, 可以说是最新
的一种免疫治疗方法了，但目前国内上市的 CAR T 治疗产品非常有限，且批准的适
应症尚未包含 ALL。针对 ALL 的 CAR T 治疗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

前面曾提到，T 细胞基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携带 CD4 分子（CD4+T 细胞），被
称为辅助性 T 细胞（Th），负责帮助其他免疫细胞工作；另一种携带 CD8 分子（CD8+T
细胞），被称为杀伤性 T 细胞（CTL），负责杀死不正常的人体自身细胞。

T 细胞可以有效清除体内肿瘤细胞、衰老细胞等。但是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往
往会减低，体内 T 细胞数量严重减少或者活性极度下降，不足以对抗快速增殖的肿
瘤细胞。同时，肿瘤细胞也会调整自身，下调某些肿瘤特异性或相关性抗原，使其不
容易被免疫细胞或抗体药物识别。

针对这些情况，人们通过基因转导的方法将可以识别肿瘤抗原的抗体的“抗原
识别区”，转染患者的 T 细胞，使其表达嵌合抗原受体 (CAR)。患者的 T 细胞被“重编码”
后，能够实现对体内肿瘤细胞的特异性杀伤。

这种将人的 T 细胞经过基因工程手段体外修饰改造后，输回患者体内，用于治
疗疾病的方法，被称为 CAR T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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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 CAR T 细胞治疗过程示意图
图片来源：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CAR) T-Cell Therapy-Leukemia & Lymphoma Society（LLS）

嵌合抗原受体 CAR T 细胞治疗过程

1.T 细胞采集

患者的血液通过单采机被分为四种成分——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和血浆。白
细胞中的 T 细胞被采集，剩余的血液成分被回输入患者体内。

2.T 细胞改造

患者的 T 细胞被送往实验室或基因工程场所。脱氧核糖核酸（DNA）被引入细
胞，在细胞表面产生嵌合抗原受体（CAR）。这些 T 细胞被称为嵌合细胞抗原受体 T
细胞或 CAR T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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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细胞扩增

嵌合了细胞抗原受体的 T 细胞在实验室中进行扩增，以增加细胞数量。当数量足
够多时，CAR T 细胞将被冷冻，并送往医院。从采集患者 T 细胞，到 CAR T 生产完成，
通常需要 3-4 周。

4. 输注

通常患者会接受一个或多个短期化疗，以减少体内正常 T 细胞数量（也被称为“淋
巴耗竭或清淋治疗”），为 CAR T 细胞制造空间。随后，CAR T 细胞通过中心静脉或静
脉在 30 分钟内输入患者体内。在人体内，CAR T 细胞寻找表达目标抗原的肿瘤细胞，
识别并摧毁它。

CAR T 细胞不仅能够识别并根除体内肿瘤细胞，还能够防止复发。它们在输液完
成数月后仍停留在体内。这使一些血液肿瘤患者，能够得到长期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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