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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患者白细胞介素21水平的变化*★ 

王志国1，范艳玲1，卢润章1，王晓丹1，展昭民1，张伯龙1，马  军1，洪珞珈2 

Interleukin-21 level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Wang Zhi-guo1, Fan Yan-ling1, Lu Run-zhang1, Wang Xiao-dan1, Zhan Zhao-min1, Zhang Bo-long1, Ma Jun1, Hong Luo-jia2 

 
Abstract: A total of 20 leukemia patients, comprising 8 males and 12 females, aged 8-55 years, who underwent allogeneic 
hem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allo-HSCT), were enrolled from Department of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First Hospital,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March 2003 to January 2007 for retrospective analysis. There were 4 cases of chronic myelocytic 
leukemia, 5 cases of acute myeloblastic leukemia M2 type, 2 cases of acute myeloblastic leukemia M4 type, 3 cases of acute 
myeloblastic leukemia M5, and 6 cases of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Of the 15 patients undergoing peripherial blood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HLA-CW site subtype was incompatible in 1 case; HLA was all compatible in the remaining cases; Unrelated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HLA was all cormpatible in 1 case. Occurrence of 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was observed in all patients. 
Peripheral blood of 20 patients was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transplantation. The concentration of interleukin-21 was detected by 
double sandwich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assay. The haematogenesis of 20 patients recovered after allogeneic hem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The median-time that neutrophilic granulocyte recovered to 0.5×109/L was 13.5 days, and the median-time 
that platelet recovered to 20×109/L was 18 days. The concentration of interleukin-21 in patients with 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to that before transplantation and patients without 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P < 0.01). 
Serum interleukin-21 detection is beneficial for prediction of 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in patients following allo-HSCT. 

 
Wang ZG, Fan YL, Lu RZ, Wang XD, Zhan ZM, Zhang BL, Ma J, Hong LJ.Interleukin-21 level change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yu Linchuang Kangfu 2008;12(51):10125-10128(China)      
[http://www.crter.cn  http://en.zglckf.com] 

 
摘要：回顾性分析 2003-03/2007-01 哈尔滨市第一医院骨髓移植科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的白血病患者 20 例，男 8
例，女 12例，年龄 8~55岁。其中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4例，急性粒细胞白血病(M2) 5例，急性粒单细胞白血病(M4) 2例，
急性单核细胞白血病(M5) 3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6例。15例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只有 1例 HLA-CW位点亚型不合，其余
HLA 全部相合，1 例无关骨髓移植 HLA 全部相合。观察全部患者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病情况，移植前后定期采集 20
例患者外周血，采用双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其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 21 的水平。结果显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 20
例患者全部获得造血功能重建，中性粒细胞恢复到 0.5×109 L-1，血小板恢复到 20×109 L-1的中位时间分别为移植后 13.5 d 及
18 d。发生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患者的白细胞介素 21水平较移植前及未发生患者明显升高(P < 0.01)。提示检测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后患者血清白细胞介素 21水平有助于预测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发生。 
关键词：细胞因子；急性移植物杭宿主病；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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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是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常见并发症，发生率高达30%~60%，
并造成约20%的移植相关死亡率，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1]。如何早期诊断和

治疗成为降低移植相关死亡率的重要课题。试

验拟对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allogeneic 
hem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
allo-HSCT)患者血清细胞因子水平进行动态
监测，观察移植前后不同时期发生Ⅰ~Ⅱ度和
Ⅲ ~ Ⅳ 度 急 性 移 植 物 抗 宿 主 病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aGVHD)患者细胞因
子的变化，并探讨白细胞介素21与aGVHD的
关系，以期对aGVHD的早期防治提供试验依
据。 

 
1  对象和方法 

 
设计：回顾性分析。 
时间及地点：病例来自2003-03/2007-01哈

尔滨市第一医院骨髓移植科。 
对象：选择进行allo-HSCT治疗的白血病患

者20例，男8例，女12例，年龄8~55岁。其中慢
性粒细胞白血病(CML)4例，急性粒细胞白血病 
(M2)5例，急性粒单细胞白血病(M4)2例，急性
单核细胞白血病(M5)3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ALL)6例。15例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只有1例
HLA-CW位点亚型不合，其余HLA全部相合，1
例无关骨髓移植HLA全部相合。4例脐血移植，
其中1例为双份脐血移植，2份脐血分别为3个亚
型不合与2个亚型不合，另1例为1个亚型不合，
其他2例为全部相合。受试者对本试验及治疗均
知情同意[2]。 

临床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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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一般资料如下： 
 
 
 
 
 
 
 
 
 
 
 
 
 
 
 
 
技术路线： 
预处理方案：给予改良马利兰+环磷酰胺[移植前

10 d，羟基脲40 mg/kg，2次/d，口服；移植前9~7 d，
马利兰1 mg/(kg·次)，4次/d，口服×3 d；移植前6 d，
司莫司汀250 g/m2，一次口服；移植前5 d，阿糖胞
苷2.0 mg/m2，2次/d，静点；移植前4 d和3 d，环磷
酰胺60 mg/kg，1次/d，静点]或环磷酰胺+全身放疗
(移植前4 d和3 d，环磷酰胺60 mg/kg，移植前2 d和  
1 d，全身放疗4.0 Gy×2 d，剂量率≤5 cGy/min)预
处理方案。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预防：移植前7 d开始应用环
孢素A 1.5~2.0 mg/(kg·d)，持续24 h静脉滴注；霉酚
酸酯0.75~1.50 g/d(移植前2 d至移植后28 d)。异基因外
周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Peripheral Blood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PBSCT)患者加用短程甲氨喋呤：
移植后1 d 10~15 mg/m2，移植后3，6 d各10 mg/m2静脉

滴注。无关供者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前4~1 d加用即复宁
2.5 mg/(kg·d)。 

aGVHD的诊断及分级：aGVHD的诊断及分级参照文
献[3]。4例患者进行皮肤活检取得病理学证据，5例出
现肠道aGVHD的表现者，均经结肠镜检查及肠黏膜活
检取得病理学证据。  
细胞因子及其受体检测：根据aGVHD的严重程度将20

例患者分为3组：无GVHD组，Ⅰ~Ⅱ度GVHD组和Ⅲ~
Ⅳ度GVHD组。动态检测20例接受allo-HSCT的患者移植
前后外周血中白细胞介素21水平变化。采用双夹心酶联
免疫吸附法(ELISA)所采用的试剂盒由美国RB公司生
产，上海轩昊科技有限发展公司提供。 
样品(血清标本)收集：定期采集所有20例患者的外周

血约4 mL，4 ℃离心后分离血清，所有血清标本置于

1.5 mL Eppendorf管中，编号后储存于-20 ℃冰箱内保存
备用。采血时间分别为：①移植前10 d左右。②移植后
每周抽取1次外周血，连续6次。 

结果计算：标准曲线以标准品浓度为横坐标(X)，
检测得到的A值为纵坐标(Y)，绘制相应的标准曲线。
根据血浆样品A值可在标准曲线上查出其浓度。 

功能评估：造血重建标准[4]：中性粒细胞绝对数> 
0.5×109 L-1，以及不需替代输注时，血小板计数>    
20×109 L-1。 

术者及试验参与人员资质情况：王志国，副主任医

师，主要从事造血干细胞移植工作，目前进行100余
例造血干细胞移植，3年总体生存达70%以上；张伯
龙，主任医师，全国造血干细胞移植学组成员，从事

造血干细胞移植十余年，移植患者数百例。 
主要观察指标：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患者血清白细

胞介素21水平的变化。 
设计、实施、评估者：设计为第一作者，干预实施

为第六作者，评估为第二作者，经过正规培训，采用盲

法评估。 
统计学分析：由第一作者采用SPSS 10.0软件进行计

量资料t检验，试验数据以x
_

±s表示。 
 
2  结果 

 
2.1  造血重建情况   20例患者均成功植入中性粒细
胞及血小板，恢复的中位时间分别为移植后13.5 d及
18 d。 
2.2  aGVHD的发生和治疗  

 
aGVHD的发生： 

aGVHD的总发生率为35%(7/20)：其中无关供者aGVHD的发生
率为62.5%(5/8)，同胞间Allo-PBSCT患者aGVHD的发生率为
16.7%(2/12)。 
3例(3/20，15%)出现Ⅲ度和Ⅳ度aGVHD，Ⅰ~Ⅱ度aGVHD的发
生率为20%(4/20)；无关供者外周血干细胞移植中aGVHD的发
生率为75%(3/4)。 
4例无关脐血移植中2例发生aGVHD，Ⅰ~Ⅱ度1例，Ⅳ度1
例。 

 
aGVHD的治疗： 

7例患者中经甲基强地松龙2 mg/(kg·d)治疗，3例症状得到控制，
1例治疗3 d无反应，加用抗CD25单抗(噻尼哌) 1 mg/kg (共4次)，
同时将环孢素A换为静脉滴注普乐可复0.03 mg/(kg·d)，症状
得到控制，另1例为Ⅳ度aGVHD治疗无效，最终骨髓衰竭，
死于感染和出血。2例成人脐血移植患者分别于移植后7，   
9 d时出现高热、皮疹、腹泻，为超级GVHD，虽亦给予上
述治疗，但其中1例仍未控制最终合并病毒及结核感染而死
亡。  
 

2.3  白细胞介素21水平的变化与aGHVD的关系  见图
1。 

病例 性别 年龄(岁) 患病类型 HLA相合情况 移植类型 
 

1 男 8 M5 1个亚型不合 脐血移植 
2 男 33 CML 全相合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3 男 31 M5 全相合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4 男 38 M2 全相合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5 男 29 M2 全相合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6 男 41 M2 全相合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7 男 12 ALL 全相合 异基因骨髓移植 
8 男 21 ALL 1个亚型不合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9 女 17 ALL 全相合 脐血移植 
10 女 15 CML 全相合 脐血移植 
11 女 38 M4 全相合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12 女 40 CML 全相合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13 女 34 ALL 全相合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14 女 20 M5 3个亚型不合与 
2个亚型不合 

双份脐血移植 

15 女 55 M4 全相合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16 女 34 M2 全相合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17 女 8 ALL 全相合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18 女 53 CML 全相合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19 女 29 ALL 全相合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20 女 25 M2 全相合 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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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1可见，Ⅲ~Ⅳ度GVHD组移植后第2周白细胞

介素21水平升高,第3周达峰值,明显高于移植前水平以
及相同时间无aGVHD组和Ⅰ~Ⅱ度GVHD组(P < 0.01)，
且早于aGVHD症状出现，经治疗病情稳定后，白细胞介
素21的水平明显下降；而未发生aGVHD和Ⅰ~Ⅱ度
GVHD组患者移植前后白细胞介素21水平无显著差异 
(P > 0.05)。 
2.4  白细胞介素21与感染的关系  见图2。 
 
 
 
 
 
 
 
 
 
 
 
 
 

 
 
为了除外由于感染对细胞因子产生的影响，实验将

20例患者按有无感染分为感染组与无感染组，比较两组
之间白细胞介素21的变化，结果显示，两组之间白细胞
介素21水平变化无显著差异(P > 0.05)。 
2.5  复发及生存情况   至2007-01，20例受者中3例
(15%)死于aGVHD，2例(10%)死于复发，另15例至今仍
无病存活，中位存活38(12~46)个月。 

20例患者移植后综合评估结果如下： 
 

 

 

 

 

 

 

 

 

 

 

 

 

 

 

 

 
3  讨论 

 
目前，aGVHD的诊断和分级主要依靠受损靶器官的

临床症状，例如皮疹、胃肠道症状、肝功能损害，确诊

有时比较困难，因靶器官损害的症状缺乏特异性，故常

与药物疹以及药物对脏器的毒副作用相混淆，而有创的病

理检查却常因各种原因无法进行。另外，从治疗角度讲，

由于供者T淋巴细胞在aGVHD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因此
目前治疗手段主要为抑制细胞毒T淋巴细胞[5-6]。设想如

果在aGVHD靶器官受损之前，即免疫激活状态的早期进
行治疗，应能更有效地控制aGVHD。因此，寻找能够证
实早期T淋巴细胞激活和扩增的实验标记对aGVHD进
行预测，无论对aGVHD的诊断还是治疗都有临床价值。 
白细胞介素21主要表达于抗CD3和CD28单抗活化

后的CD4+T细胞，而CD8+T细胞、B细胞以及单核细胞
均不表达白细胞介素21。白细胞介素21能与白细胞介素
2、白细胞介素15和白细胞介素7协同促进T细胞增殖[7]。

为了明确细胞因子与aGVHD的关系，实验检测了20例
allo-HSCT患者移植前后白细胞介素21的血清浓度，发
现在aGVHD发生时，白细胞介素21水平随着aGVHD发
生而升高，随着aGVHD的控制而降低，两者在移植后第
3周(14~21 d)达峰值，峰值出现的时期对应临床aGVHD
症状最重的时期，且Ⅲ~Ⅳ度aGVHD组高于Ⅰ~Ⅱ度
aGVHD组，提示白细胞介素21的水平与aGVHD的发病
和严重程度有关；而且浓度升高早于症状出现，提示可

以作为aGVHD的预测指标，同时实验结果也提示，对抗
白细胞介素21的治疗可能会在控制aGVHD方面占据一
席之地。 
近几年，国内外对细胞因子与aGVHD的关系阐述较

Figure 1  Serum interleukin-21 levels in patients from each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ansplantation at various time points 

图 1  各组患者移植前后不同时间点白细胞介素 21水平的
变化   

病例 随访时间

(月) 
造血重建

时间(d)
aGVHD 
的发生 

 

感染情况 并发症 生存情况

1 46 42 无 细菌 癫痫 无病生存

2 44 58 Ⅱ度 无 无 无病生存

3 2 -- Ⅱ度 细菌真菌 消化道出血 死亡 
4 35 12 无 无 CGVHD 无病生存

5 38 24 无 无 CGVHD 无病生存

6 40 14 无 无 CGVHD 无病生存

7 40 16 无 巨细胞病毒 无 无病生存

8 41 15 Ⅳ度 细菌真菌 CGVHD 无病生存

9 45 16 Ⅱ度 巨细胞病毒 无 无病生存

10 29 20 无 无 无 无病生存

11 2 39 Ⅳ度 巨细胞病毒 肺结核 死亡 
12 11 36 无 无 复发 死亡 
13 7 12 无 无 复发 死亡 
14 17 13 无 肺结核 带状疱疹 无病生存

15 15 24 Ⅱ度 细菌 出血性膀胱

炎 
无病生存

16 17 30 无 无 带状疱疹 无病生存

17 17 12 无 无 无 无病生存

18 12 12 无 无 CGVHD 无病生存

19 12 14 无 无 无 无病生存

20 1 -- Ⅳ度 细菌真菌 消化道出血 死亡 

Figure 2  Serum interleukin-21 levels of patients in the infection 
group versus the non-infection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ansplantation at various time points 

图 2  移植前后不同时间点感染组和无感染组白细胞介素
21水平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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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许多干细胞移植中心对白细胞介素2，肿瘤坏死因
子α、干扰素γ、白细胞介素4、白细胞介素6、白细胞
介素8、白细胞介素10、白细胞介素11、白细胞介素18
及其受体均有不同方法、不同程度的研究，但大多数没

有得出统一的结论[8-11]。目前较为公认的是对可溶性白

细胞介素2受体的检测[12]，国内外得出相对一致的结果，

可以做为早期预测aGVHD的指标之一。实验对于白细胞
介素21的检测，其结果与可溶性白细胞介素2受体的检
测结果一致，白细胞介素21与白细胞介素2、两者均属
于白细胞介素2家族，白细胞介素2在aGVHD中起着重要
作用已经清楚，白细胞介素21与白细胞介素2、结构上
具有同源性，功能上具有相似性[6]。并且分析了可能影

响其结果的相关因素，例如和感染无明显关系等，其结

果是客观的，这无疑给aGVHD早期诊断提供了新的思
路，而20例患者中仅有4例出现Ⅲ~Ⅳ度aGVHD，虽均出
现阳性结果但本组病例数较少，仍须继续积累病例数以

期获得具有说服力的结果。此外，如何提高实验的准确

性，降低实验成本，使其应用于临床工作仍是目前需要

解决的课题和广大同道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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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以准确和特征为重点，可以采
用主副标题的形式。   
背景：应突出与目的、结论有一致性

的呼应关系。 
目的：具有创新性结果的文章，以假

设为描述用语时，一般不要说对XXX机制的
研究，因为许多实验并非真正去研究机制，
而只是对作用途径、作用过程的再验证。 
以验证为目的的实验，文章应重点描

述结果中有特殊意义的内容，切忌应用泛
泛的概括性语言。验证的结果可以是阳性
的，也可以是阴性的， 阴性的结果可能更
有意义。 
设计、时间及地点：可以科研设计类

型、统计学方法类型、实验方法学水平详
细和准确的去描述，地点为实验完成的单
位。 
结论：重在描述本文结果的创新性意

义，本文结果区别与他篇的不同之处。 
引言： 描述本文课题的起源、发展过

程，以及本文发表的意义，文字可相当于
讨论的1/2或1/3。 
材料/对象(参与者)和方法 ：这是文

章描述的重点，应突出可重复性的原则。 
对象：参与者要有自愿原则，知情原

则，伦理委员会通过原则，应用符合国际
或国内的相关法律或条例，以参考文献注

明。 
参与者：应有纳入条件，排除条件，

分组条件，基线分析。 
实验动物：也有伦理原则，应用符合

国际或国内的相关法律或条例，以参考文
献注明。 
相关治疗医生资质：患者的治疗可以

是同一个医生，也可以是一个治疗组的几
名医生，要有医生及医生组的资质水平描
述，应用符合国际或国内的相关法规或条
例，以参考文献注明。 
材料：描述动物、仪器、试剂、设备、

药物、产品，来源，型号，厂家，国家，
批号、含量、作用、用途等，要有名称、
量，厂家，产地等。 
除实验动物外，其他用表描述。 
方法/干预： 
分自然段的描述用语：实验过程、实

验方法、实验造模、实验干预、技术路线、
置入过程、移植过程、修复治疗过程等。 
实验过程：较复杂的分组、实验程序

应以实验流程表显示。 
对实验动物造模，组织学、病理学、

免疫组化学、影像学、行为学检测步骤应
具体描述。一般以客观标准在前，主观标
准在后。 
实验干预：人为施加的各种因素。 

中药应描述制剂类型、服药方法(水煎
剂，粉剂，化学淬取，含药血清， 灌胃，
腹腔注射，局部外敷等)与效果及偏倚和不
足的关系。 
针灸应描述部位、针具、时间、深度、

强度、频率等与效果及偏倚和不足的关系。 
技术路线: 
置入过程:  
移植过程： 
修复治疗过程： 
主要观察指标：包括评价方法，评价

指标，评价结果。 
随访情况：应是具体时间。 
设计、实施、评估者： 
统计学分析：具体方法，统计者。 
结果：合理使用图表，彩图，图表要

体现出足够的自明性。 
数量分析：参与者/动物，脱落原因，

脱落率。 
基线资料： 

效果分析：统计描述；统计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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