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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方案．指南．

儿童恶性血液病脐带血移植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血液学组
１９８９年世界第１例脐带血移植获得成功，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我国儿科医生相继拉开了脐带血

３．第３次完全缓解（ＣＲ３）期及以上：所有患儿
推荐移植。

移植临床研究与实践的序幕¨引。近年的临床实践

４．挽救性移植：对于难治、复发未缓解患儿，包

表明脐带血具有获得迅速、人类白细胞抗原（ＨＬＡ）

括庇护所白血病不能缓解者，限于有经验的医院进

配型相合程度要求低、移植物抗宿主病（ＧＶＨＤ）程

行探讨性移植。

度较轻的特点，脐带血不仅是有效的造血干细胞移

（二）急性髓系白血病（ＡＭＬ）

植来源，而且有限的脐带血容量能够满足儿童的需

１．ＣＲｌ期患儿的移植指征：（１）具有不良细胞

要。为了规范我国脐带血移植在儿童恶性血液病的

遗传学标记之一：①复杂核型［包括染色体易位在

适应证和移植时机，为患儿推荐合适的脐带血供体

内的３种及以上异常，但不包括ｔ（８；２１）、ｉｎｖ（１６）、

和预处理方案，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血液学组在

ｔ（１６；１６）等良好核型］，②５号、７号染色体单体、

全国儿科造血干细胞移植登记和多中心数据总结的

５ｑ．，③ｔ（９；２２），＠ＭＬＬ重排（除外ＭＬＬ－ＡＦ９）、ＭＬＬ—

前提下，在儿童恶性血液病脐带血移植２０１０版推荐
方案的基础上，参考美国血液与骨髓移植学会

ＰＴＤ，（曼）１２ｐ／ｔ（２；１２）／ＥＴＶ６－ＨＯＸＤ，⑥ｔ（６；９）／ＤＥＫ－
ＮＵＰ２１４或ＤＥＫ．ＣＡＮ，⑦ｔ（７；１２）／ＨＬＸＢ９．ＥＴＶ６，⑧

（ＡＳＢＭＴ）指南Ｍ Ｊ、欧洲骨髓移植协作组（ＥＢＭＴ）指

ｃ—ｋｉｔ突变，⑨ＦＬＴ３．ＩＴＤ突变；（２）具有细胞形态学

南∞１的基础上，制订了体现中国特色的脐带血移植
专家共识。

特征：Ｍ０、Ｍ６、Ｍ７［除外合并Ｄｏｗｎ’ｓ综合征及ｔ（１；
２２）患儿］；（３）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ＭＤＳ）转化

一、脐带血移植在儿童恶性血液病中的适应证

的ＡＭＬ或治疗相关的ＡＭＬ；（４）治疗反应不良者：

和移植时机

当具有某些特征的患儿采用非移植疗法预期效

诱导治疗第１疗程后２８ ｄ骨髓幼稚细胞≥２０％，
２个疗程未达到ＣＲｌ。

果很差，或者已有资料显示该类患儿接受移植的疗

２．≥ＣＲ２的ＡＭＬ患儿。

效优于非移植时，这类患儿具有移植的指征。

３．未获得ＣＲ的ＡＭＬ：难治及复发性的各种类

（一）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ＡＬＬ）

型ＡＭＬ，如果不能获得ＣＲ（包括髓外白血病不能缓

１．第１次完全缓解（ＣＲｌ）期患儿的移植，推荐

解者），可以进行挽救性移植。

用于以下高危患儿：（１）诱导治疗结束后未达到骨

４．粒细胞肉瘤。

髓ＣＲ者；（２）伴有Ｐｈ染色体阳性ＡＬＬ的患者，泼

５．同胞全相合供体适用于所有非低危型ＡＭＬ。

尼松反应不佳或化疗联合第二代酪氨酸激酶抑制剂

（三）慢性髓系白血病（ＣＭＬ）

（ＴＫＩ）治疗后反应差或微小残留病灶（ＭＲＤ）监测仍

１．伊马替尼治疗失败的慢性期患儿。

高者；（３）伴有ＭＬＬ基因重排阳性，年龄＜６个月且

２．伊马替尼治疗中或任何时候出现ＢＣＲ－ＡＢＬ

起病时白细胞计数Ｉ＞３００×１０９／Ｌ者；（４）诱导２个
疗程ＭＲＤｉ＞０．１％者。

２．第２次完全缓解（ＣＲ２）期患儿的移植：非单
纯骨髓外复发，诊断３０个月内复发，高、中危ＡＬＬ
诊断３０个月后复发。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５７８－１３１０．２０１６．１１．００２

通信作者：栾佐，１０００４８北京，海军总医院儿科，Ｅｍａｉｌ：ｌｕａｎｚｕｏ＠
ａｌｉｙｕｎ．ｅｏｍ

基因Ｔ３１５Ｉ突变的患儿。

３．对ＴＫＩ治疗反应欠佳、失败或不耐受的
患儿。

４．加速期或急变期患儿建议进行移植，移植前
首选化疗＋ＴＫＩ治疗，争取在患儿再次慢性期进行
移植治疗。

５．新诊断的儿童和青年ＣＭＬ患儿，如果有配
型较好的合适供体，也可以推荐进行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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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ＭＤＳ

以选择双份脐带血，否则不建议选择双份脐带血移

包括ＭＤＳ及ＭＤＳ和（或）骨髓增殖性肿瘤

植。选择双份脐带血参考标准¨川为：（１）每份脐带

（ＭＰＮ）。

１．ＭＤＳ伴有严重中性粒细胞或血小板减少或
输血依赖的患儿。

血冻融前的ＴＮＣ≥１．５×１０ ７／ｋｇ；（２）双份脐带血冻

融前ＴＮＣ总数至少达到单份脐带血移植标准；（３）
脐带血与受者的ＨＬＡ配型至少为４个位点相合。

２．无输血依赖或未达到难治性贫血伴原始细

三、预处理方案ｏ

胞增多（ＲＡＥＢ）和转变中难治性贫血伴原始细胞增
多（ＲＡＥＢ．ｔ）程度，伴有提示预后不良的染色体异常

１２－１４］

清髓预处理方案（ＭＡＣ）常用的有经典及加强
预处理方案（表１）。

（如７号单体或复杂核型）的ＭＤＳ。
表１清髓预处理经典和加强的预处理方案

３．伴有幼稚细胞比例增高的ＲＡＥＢ、ＲＡＥＢ．ｔ。
４．慢性粒单核细胞白血病（ＣＭＭＬ），不典型
ＣＭＬ（ＢＣＲ．ＡＢＬ基因阴性）。

５．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病（ＪＭＭＬ）：①正常
核型及伴有以下突变的ＪＭＭＬ：Ｋ．ＲＡＳ、ＰＴＰＮ．１１、

ＮＦｌ及大部分Ｎ—ＲＡＳ突变，②伴有ＣＢＬ突变或小部
分Ｎ．ＲＡＳ突变（胎儿血红蛋白含量低、血小板计数
高）的ＪＭＭＬ出现疾病进展。
（五）霍奇金淋巴瘤（ＨＬ）
自体移植失败的患儿。
（六）非霍奇金淋巴瘤（ＮＨＬ）
复发、难治或ＣＲ２患儿具有移植指征。
二、脐带血的选择Ｍ１
（一）脐带血ＨＬＡ配型

１．推荐尽量开展高分辨供受体ＨＬＡ配型，供
受体ＨＬＡ配型６／６位点完全相合首选，５／６、４／６位
点相合也可依次选择＂引。
２．建议进行ＨＬＡ．ｃ抗原检测，首选ＨＬＡ—ｃ相
合供者‘９Ｉ。
３．移植前建议进行供者特异性抗ＨＬＡ抗体
（ＤＳＡ）筛查，若ＤＳＡ阳性，建议另选其他合适供者。

注：Ｂｕ：白消安；Ｃｙ：环磷酰胺；ＴＢＩ：全身辐照；Ａｒａ—ｃ：阿糖胞苷；
Ｇ－ＣＳＦ：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Ｆｌｕ：氟达拉宾；ＢＣＮＵ：卡莫司汀；一代

（二）脐带血细胞数量

表移植前；８对于难治、复发患儿可根据移植条件及经验增加用量至

１．单份脐带血移植：脐带血所含的单个核细胞

总量１２ ｇ／ｍ ２＿”１；６仅用于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儿，ＢＣＮＵ可由相

数（ＴＮＣ）及ＣＤ３４＋细胞数直接影响脐带血的植入，

同剂量的Ｍｅ—ＣＣＮＵ（司莫司汀）替代；。静脉应用白消安的剂量：＜

原则上细胞数量越多越利于植入，为减少原发性植

入失败的发生，建议按细胞数选择脐带血：原则上冷
冻前脐带血ＣＤ３４＋细胞数＞１．７×１０５／ｋｇ（受者体
重）¨０｜，移植前脐带血小管复苏回收率≥８５％；当供
受者ＨＬＡ配型６／６位点相合时，冷冻前ＴＮＣ＞
３．０

Ｘ

１０ ７／ｋｇ（受者体重）；供受者ＨＬＡ配型５／６位

９ ｋｇ：１

ｉｎｇ／（ｋｇ·次），共１６次；９一１６

１６次；１６～２３
０．９５

ｋｇ：１．１

ｋｇ：１．２

ｍｇ／（ｋｇ·次），共

Ｉｎｇ／（ｋｇ·次），共１６次；２３～３４

ｍｇ／（ｋｇ·次），共１６次；＞３４

ｋｇ：Ｏ．８

ｋｇ：

ｍｇ／（ｋｇ·次），共１６次

针对３岁以上的ＡＬＬ患儿，有条件做全身辐照
（ＴＢＩ）的单位建议选择含ＴＢＩ的预处理方案，其他
的患儿可选择不含ＴＢＩ的预处理方案［１。７］。

点相合时，冷冻前ＴＮＣ＞４．０×１０ ７／ｋｇ（受者体重）；

四、脐带血移植相关的若干问题

供受者ＨＬＡ配型４／６位点相合时，冷冻前ＴＮＣ＞

（一）ＧＶＨＤ的防治¨酬

５．０×１０７／ｋｇ（受者体重）‘７剖。

１．环孢素Ａ（ＣｓＡ）联合吗替麦考酚酯（ＭＭＦ）

２．双份脐带血移植：对于体重比较大的年长

预防ＧＶＨＤ：（１）ＣｓＡ：一１ ｄ起，３—５ ｍｅ，／（ｋｇ·ｄ），

儿，单份脐带血细胞数量不能满足以上的标准时，可

每１２小时１次，静脉滴注，维持血谷浓度为１００—

·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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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斗ｇ／Ｌ；２４ ｈ持续滴注维持血浓度为１５０～

童医学中心（陈静）；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方建培）；中国医学

３００斗ｇ／Ｌ；患儿如无明显呕吐、腹泻则可尽早改为口

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竺晓凡）；四川大

服。（２）ＭＭＦ：＋１

ｄ～＋３０ ｄ，２５—３０

ｍｓ／（ｋｇ·ｄ），

口服。（３）高危患儿建议尽量在移植后３个月内减

学华西第二医院（朱易萍）；北京京都儿童医院（孙媛）；苏州大学附
属儿童医院（胡绍燕、肖佩芳）；首都儿科研究所（师晓东）；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吴敏媛、张永红、秦茂权）；重庆医科大学附

停免疫抑制剂，具体需根据ＧＶＨＤ严重程度、患儿

属儿童医院（于洁）；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钱晓文）；海军总医院

状态及供者嵌合度进行调整；如无明显急性ＧＶＨＤ

（栾佐、吴南海、唐湘凤）

发生、完全嵌合，则可于＋４５ ｄ后将ＣｓＡ每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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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ｏｎ

ｕｎ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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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２／ｂｌｏｏｄ＿２０１２旬３．３７９０３２．

［７］Ｂａｒｋｅｒ ＪＮ，Ｓｃａｒａｄａｖｏｕ

（二）造血重建
１．中性粒细胞植入：中性粒细胞连续３

Ａ，Ｓｔｅｖｅｎｓ Ｃ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ｎｕｃｌｅａｔｅｄ ｃｅｌｌ ｄｏｓｅ ａｎｄ ＨＬＡ ｍａｔｃｈ

ｄ≥

０．５×１０９／Ｌ为粒细胞植入。

１０６１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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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血小板植入：血小板计数连续７

０７－２３１０６８．

ｄ≥２０×

１０９／Ｌ为血小板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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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入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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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质干细胞输注：２×１０６／ｋｇ。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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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Ｊ］．中华器官移植杂志，１９９１，１２（３）：１３８—１３９．ＤＯＩ：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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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未植入者可诊断为原发植入失败，

ｄ未达到中性粒细胞植入者需着手准备补救措

施‘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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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脐带血移植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方式之
一，其疗效受多个环节影响，与移植的预处理强度、
脐带血选择和患儿的病情、身体状况密切相关，群体
规范化的同时，也需个体化处理。另外，为进一步提
高儿童恶性血液病的长期存活率，需从诊断开始将
患儿进行危险度分层，为患儿设计总体的治疗方案，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

ｄｏｎｏｒ

ＴＥ，ｅｔ

ｃｏｒｄ

ｂｌｏｏｄ

ａ１．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０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ｗｉｔｈ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ａｎｄ ｎｏｎ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Ｄ３４ ｃｅｌｌ ｄｏｓｅ
ａｎｄ ＨＩＡ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Ｊ］．
Ｂｌｏｏｄ，２００２，１００（５）：１６１１—１６１８．
［１ １］Ｗａｇｎｅｒ ＪＥ Ｊｒ，Ｅａｐｅｎ Ｍ，Ｃａｒｔｅｒ Ｓ，ｅｔ

ａ１．Ｏｎｅ—ｕｎｉｔ

ｔｗｏ—ｕｎｉ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ｒｄ—ｂｌ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 ｃａｎｃｅｒｓ［Ｊ］．Ｎ Ｅｎｇｌ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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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恰当的时机接受移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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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方法学园地．
临床研究中的动态随机分组及应用过程
陶立元张华赵一鸣

随机分组在临床研究中被广泛使用，它是指按照“机会

下，影响因素的组间差异大小；（４）按照“差异最小”的原则，

均等”的原则将研究对象随机分入不同组别中。常见的随机

将该研究对象按照分配概率进行随机分组。上述步骤中影

分组方法有完全随机分组、区组随机分组、分层随机分组和

响因素是指研究者自行提出的可能在研究过程中产生混杂

动态随机分组等。

的因素。影响因素权重也可由研究者根据自身经验和文献

完全随机分组即简单随机分组，区组随机分组是指将不

资料自行拟定，也可采用其他算法产生。分配概率是指研究

同的区组组合进行随机分配，分层随机分组就是按照某个因

者设定的将研究对象分配入目标组的偏性随机分配概率，其

素进行分层，再在每一个层内进行随机分组。完全随机分

取值一般为２／３～１。

组、区组随机分组和分层随机分组中不同的研究对象均按照

最小化随机分组有着明显的优势：首先它能够很好地平

机会均等的原则被分组，而动态随机分组中不同研究对象被

衡影响因素在两组的构成情况，其次有模拟研究证实它可以

随机分组的概率是动态变化的。

很好地保障不同组问研究对象例数的均衡性。最小化随机

动态随机的常见方法有偏性掷币法、瓮法和最小化法

分组适合用在那些需要均衡多个影响因素，同时样本量又不

等。偏性掷币法和瓮法通过调整研究对象的分组概率来保

大的分组过程中。有研究显示，在将１００名研究对象随机分

障不同组间例数相等或相近；而最小化法的核心目的是保障

到两组时，最小化随机可以同时保障２０多个影响因素的组

分组后不同组间影响因素的均衡性，首先评价研究对象人组

间均衡性，而此时采用分层随机的方法进行研究对象分组则

后影响因素的组间差异，再决定研究对象的分组概率。

不容易实现。

最小化法的实现步骤为：（１）确定不同组间需要平衡的

最小化随机分组也存在缺点，即随机分组前需要确定合

影响因素和各自权重；（２）第１个研究对象完全随机分组；

适的影响因素，同时确定不同影响因素的影响权重，另外它

（３）从第２个研究对象开始，计算该研究对象不同分组情况

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随机化分组过程。最小化随机分组过
程中涉及部分计算，略显麻烦。但是目前随着移动网络的广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５７８—１３１０．２０１６．１ １．００３

泛应用，最小化随机分组过程可在计算机或手机软件上便捷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２０１３ＢＡｌ０９８１４）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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