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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造血系统恶性肿瘤及某些遗传性疾病的重要手段，其中造血及免疫功能重建是移植取得成

功的基础。植入失败是造血干细胞移植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障碍，并且严重危及患者的短期生存。随着人类白细胞抗原不相
合或半相合移植及减低剂量预处理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植入失败的发生率也随之增加。对植入失败发病机制的深入研究
和更大数据的临床分析，发现并鉴定植入失败的重要预测指标，可帮助我们早期预防这一重要并发症的发生。文章拟对造血
干细胞移植植入失败的概念、发病机制、相关影响因素及治疗手段等方面的最新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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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i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treat hematopoietic malignancies and some

inherited diseases. Hematopoietic and immunological reconstitutions are the basis of successful transplantation. One significant

obstacle to the success of HSCT is represented by graft failure，which severely endangers patients’short ⁃ term survival. As human
leukocyte antigen mismatched or haploidentical transplantation，and re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 technology are more and more
widely carried out，the incidence of implant failure increasing. With the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implant failure and the clinical

analysis of larger data，identifying important predictors of implant failure can help us to prevent this important complication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early. Here，we provide an overview on the recent advances in the concept，pathogenesis，
related factors and treatment methods of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engraftmen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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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
plantation，HSCT）是治疗造血系统恶性肿瘤、自身免
疫性疾病、淀粉样变性及某些遗传性疾病的重要手
段，其中造血及免疫功能重建是移植取得成功的基
础 。 移 植 物 抗 宿 主 病（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GVHD）、疾病复发、移植物植入失败等并发症成为
移植失败的主要原因，移植物植入失败严重危及患
者的短期生存［1］。随着人类白细胞抗原（human l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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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cyte antigen，HLA）不相合或半相合移植及减低
剂量预处理（re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RIC）技
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植入失败的发生率也随之
增加［2-3］。在减低剂量预处理条件下，植入失败的
发 生 率 为 5% ~30% ；清 髓 性 预 处 理（myeloablative
conditioning，MAC）植入失败的发生率相对较低，为
1%~5%。脐血移植植入失败的发生率最高达 10%~
30%，HLA 全相合无关供者外周血干细胞移植植入
失败的发生率为 4%［4］。该并发症发生率虽然相对
较低，但一旦发生处理非常棘手且预后极差。本文
拟对造血干细胞植入失败的概念、发病机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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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因素及治疗手段等方面的最新进展作一综述。
1

植入失败的概念

2

植入失败的发病机制

造血干细胞移植后造血重建标准：连续 3 d 外
周血中性粒细胞绝对计数≥0.5×109 个/L 为粒系造血
重建；血小板计数＞20×109 个/L，且连续 7 d 不依赖
血小板输注为巨核系造血重建［5］。性染色体转变、
血 型 转 变 、短 片 段 串 联 重 复（short tandem repeat，
STR）转为供者型亦为植入成功标志［6］。动态监测
受者嵌合状态亦可初步判断植入情况。嵌合状态
是指供受者双方造血细胞达到共存的现象，完全嵌
合或混合嵌合分别指供者细胞占受者骨髓或外周
血比例＞95%或 5%~95%［7-8］。移植植入失败可分为
原发性植入失败和继发性植入失败。原发性植入
失败指以外周血干细胞或骨髓干细胞作为移植物
来源移植后 28 d 未达植入状态，或以脐带血干细胞
来源移植后 42 d 未达者；而继发性植入失败指达到
成功植入标准后再次出现三系中至少两系的血细
胞下降或丢失供受者嵌合状态［3，9］。有研究报道较
继发性植入失败，原发性植入失败有相对更高的死
亡率［10］。

植入失败的主要原因为受者针对供者细胞发
生免疫反应，即移植物被排斥，与受者体内残存的
免疫细胞及特异性抗体对供者移植物的免疫排斥
反应密切相关。此外，一些非免疫性因素也参与了
移植物被排斥的过程。
2.1 免疫介导因素
参与其中的细胞免疫排斥因素主要包括受者 T
细胞、自然杀伤（nature killer，NK）细胞及体液免疫
介导的抗供者特异性 HLA 抗体［4］，也有一些研究报
道抗供者 CD34/VEGFR⁃2 抗体也是导致植入失败的
关键因素［11-12］，尤其在 HLA 不相合移植物去 T 细胞
（T⁃cell⁃depleted，TCD）及减低剂量预处理移植过程
中［13］。
2.1.1 T 细胞介导
在供受者 HLA 不相合条件下，多数研究认为受
者残存的 T 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反应是移植物排斥
的始动因素［3］。移植前患者多次输注血液制品，受
者体内被同种异体抗原所致敏，产生抗供者细胞毒
性 T 细胞。当输注造血干细胞时，CD8+Ｔ细胞作用
于供者主要或次要组织相容性抗原进而杀灭移植
物中造血干细胞［14］。特别是在 HLA 半相合去 T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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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移植中，移植物去 T 细胞后无法清除受者体内残
存的 CD8 + T 细胞。受者体内 CD8 + T 细胞通过穿孔
素、颗粒酶 B 及 FasL 介导的细胞毒性引起移植物植
入失败的风险大大增加［15］。
2.1.2 NK 细胞介导
NK 细胞表面的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
（killer cell immunologlobulinlike receptor，KIR）属 于
免疫球蛋白超家族［16］，分为抑制性受体（inhibitory
KIR，iKIR）及 活 化 性 受 体（activating KIR，aKIR）。
KIR 与靶细胞上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ajor his⁃
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分 子 相 互 作 用 调 节
NK 细胞功能。基于“自我丢失”的识别作用及“配
体⁃受体”结合模式，当预处理后残留的受者 KIR 所
识别供者 HLA 配体缺失时，向 NK 细胞传递活化信
号，激活 NK 细胞攻击溶解靶细胞［17］。在异基因造
血 干 细 胞 移 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之前，接受一定剂量的放
疗消耗受者 NK 细胞，有助于移植物植入［18］。相反，
供者 KIR 受体与受者 HLA 配体不相合时，供者 aKIR
传递的激活信号无法被 iKIR 抑制，引起 NK 细胞同
种异源反应活性清除肿瘤细胞，有利于移植物植
入 ，同 时 预 防 GVHD［19］。 KIR 受 体 ⁃ HLA 配 体 在
HSCT 植入失败及 GVHD 间尚有很多不解之处，影
响临床转归。
2.1.3 特异性抗体介导
移植前接受多次输血的患者接受移植后发生
移植物排斥风险较大，受者体内产生高水平的反应
性抗体介导的体液免疫是移植物排斥的主要原因，
且这种抗体无法被移植前预处理消除掉。输血致
敏后受者体内产生特异性反应性抗体，与造血干细
胞表面 HLA 抗原结合，通过补体依赖的细胞毒性
（complement dependent cytotoxicity，CDCC）及抗体依
赖的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性（antibody⁃dependent cell⁃
mediated cytotoxicity，ADCC）免疫损伤途径杀伤造血
干细胞，发生移植物排斥的风险与靶抗原密度及抗
体 FC 段结合能力有关［20-23］。
2.2 非免疫介导因素
血液肿瘤患者在进行 HSCT 前往往接受过长期
大剂量的放、化疗，其和造血衰竭性疾病都可损伤
骨髓基质细胞，严重影响移植物的归巢、定植和增
殖。基质细胞的损伤造成许多生长因子及细胞因
子的缺乏，例如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白细胞介
素 6（IL⁃6）、前列腺素 E2（PGE2）、肝细胞生长因子
（HGF）及吲哚胺 2，3⁃二氧化酶（IDO）等，共同介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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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植物植入失败［24-25］。目前非免疫介导因素在植入
失败中的病理生理机制尚未被完全阐明，有待进一
步研究。
3

植入失败的影响因素

HLA 不相合或半相合及非清髓性预处理（non⁃
myeloablative，NMA）技术的广泛开展，移植并发严
重感染特别是病毒（巨细胞病毒、人类疱疹病毒⁃6、
细小病毒等）感染的发生，移植物排斥或植入失败
的发生率明显升高［10］。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供受者
HLA 及 ABO 血型相合度、预处理方式、移植物来源
及植入细胞数量等方面。
3.1 供受者 HLA 及 ABO 血型相合度
选择无关供者作为 HSCT 供者来源时，供受者
HLA 的 相 合 度 是 影 响 移 植 物 成 功 植 入 的 最 重 要
因素。供受者 HLA⁃Ⅰ类抗原不合其移植物排斥发
生率较高，而 DQ 和 DP 位点不合对移植物植入有无
影响观点尚不统一［26-27］。国内有学者［23］分析大量数
据建议，接受 HLA 半相合或不相合 HSCT 前，筛查受
者体内 HLA 抗体，尤其抗供者 HLA 特异性抗体，对
预测移植物是否成功植入至关重要。另大量研究
数据已经证实 ABO 血型不合并不引起植入失败的
发生，对受者的最大影响是造成红系植入缓慢，甚
至发生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28］。但在非亲缘
脐血移植中的移植结果尚存在不同意见［29-30］。Rem⁃
berger 等［31］对既往就诊于卡罗琳斯卡大学医院的
224 例 ABO 血型不合患者进行调查，结果示 ABO 血
型相合及不合发生植入失败率分别为 7.5% vs. 0.6%
（P=0.02），多因素分析显示，移植物植入失败与 ABO
血型不合（P=0.008）及HLA不相合（P=0.03）有关。
3.2 预处理方式选择
考虑到 MAC 预处理带来较高的移植相关死亡
率（transplant related mortality，TRM），尤其对于老年
及年轻合并器官功能衰竭患者，RIC 在 HSCT 中得到
广泛应用。因受者体内残存免疫细胞，随之而来并
发植入失败发生率明显升高［32］。Olsson 等［10］研究显
示接受 MAC、RIC 及 NMA 的 HSCT 发生植入失败率
分别为 3%、8%和 19%，多因素分析示选择 NMA 作
为预处理方式植入失败发生率显著高于 RIC（P＜
0.01）及 MAC（P＜0.01）。Slot 等［32］对 53 例骨髓纤维
化患者接受不同预处理方式的植入失败发生率进
行研究，接受 NMA 预处理后 HSCT 第 60 天中性粒细
胞植入率为 56%，较 RIC（84%）显著降低（P=0.03），
再次验证了 NMA 导致植入失败的发生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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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移植物来源
脐血移植较骨髓及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具
有免疫原性弱，HLA 相合度要求相对较低，T 细胞相
对不成熟，GVHD 发生率低［33］等优点。但由于造血
干细胞数量较少，造血重建及免疫重建明显延缓，
植入失败发生率较高［34］。相关文献报道脐血移植引
起的植入失败率高达 20%以上，
而骨髓及外周血干细
胞移植的植入失败发生率相对较低，经粒细胞集落
刺激因子（G⁃CSF）动员的外周干细胞作为移植物来
源，CD34+细胞数量较高，T 细胞、B 细胞、NK 细胞和
单核细胞的数量增加至少 10 倍，造血及免疫重建更
快，但急性或慢性 GVHD 发生率较高。Zhang 等［35］
进行 Meta 分析表明脐血移植的植入失败发生率显
著高于骨髓及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P＜0.001）。
3.4 移植物干细胞数量
移植物中有核细胞及 CD34+细胞含量的多少直
接影响移植物是否能成功植入，尤其在脐血移植中
更为突出。Olsson 等［10］研究示接受有核细胞低于
2.5×108 个/kg 及 CD34+细胞低于 3×106 个/kg 的移植，
其植入失败的发生率显著升高，分别为 10%（P＜
0.01）和 12%（P＜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移植
物中有核细胞≥2.5×108 个/kg 可明显减少植入失败
的发生。
4

4.1

植入失败的防治策略

二次移植
植入失败，不管是原发性或继发性，最有效的
治疗措施是接受挽救性的二次移植。但选择二次
移植延长总生存面临着诸多挑战：选择相同供者或
其他供者、预处理方式、干细胞来源及二次移植前
合并活动性感染或 Karnofsky/Lansky 评分较低等。
优化二次移植方案对提高植入失败患者再次移植
后总体生存率十分必要。目前尚无明确数据证实
相同供者或者新供者有助于二次移植的成功或者
提高生存率。鉴于首次移植受者免疫介导的移植
物排斥，学者们常推荐优先选择相对合适的另一供
者作为移植供者［3］。学者们分析影响植入失败因素
并寻找合适的预处理方案提高移植物植入率，接受
二次移植的患者在经历首次移植物排斥后应该接
受降低剂量高度免疫抑制预处理方案清除宿主淋
巴细胞，例如氟达拉滨（Flu）、环磷酰胺（CTX）、抗人
胸腺细胞球蛋白（ATG）以及必要的全身照射（total
［3，36-38］
body irradiation，
TBI）
。
二次移植移植物来源与能否成功植入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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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日本学者为比较接受挽救性二次移植
时不同干细胞来源对再次植入及预后的影响，回顾
性分析了 220 例既往接受脐血移植植入失败的患
者［39］。选择再次脐血移植患者 30 d 中性粒细胞植
入率为 39%，外周血干细胞及骨髓干细胞植入率分
别为 71%（P＜0.001）和 75%（P=0.016），选择外周血
干细胞作为二次移植物来源较脐血干细胞，1 年非
复发死亡率明显降低（P=0.019），并具有较高的总体
生存率（P=0.036）。而面临缺少 HLA 相合同胞供者
及无关供者，学者也进行了脐血移植挽救植入失败
患者，且初见成效。二次移植移植物的选择，需根
据有无合适供者、供者所提供干细胞数量等具体实
际情况作出选择，且相关临床研究尚未得出结论性
结果，需进一步探究。选择二次移植挽救治疗植入
失败患者面临的问题较多，需要临床医师结合受者
与供者情况制定最佳方案。
4.2 间充质干细胞输注
间充质干细胞（mesenchymal stromal cell，MSC）
可以从人体多种组织中分离出来，例如骨髓、血液、
脐带血、胚胎组织等。MSC 被认为是骨髓基质细胞
的前体细胞，为造血提供支架，促进造血植入，在调
控造血与免疫功能方面担任重要的角色。接受
HSCT 的患者输注 MSC 不仅有助于造血干细胞的植
入，预防移植物排斥，而且减轻 GVHD 的发生［40］。
Kuzmina 等［25］对接受 allo⁃HSCT 持续移植物植入失
败的患者单纯输注供者骨髓 MSC，2 周后所有患者
造血功能恢复，受者骨髓中监测到供者 MSC。多个
研究报道输注 MSC 是安全的，均无不良事件发生。
国内韩忠朝教授多次研究 HLA 半相合移植（haplo⁃
HSCT）联合第三方脐血间充质干细胞（UC⁃MSC）输
注治疗血液系统疾病疗效。一项对 50 例复发难治
的恶性血液肿瘤进行 Haplo⁃HLA 联合 UC⁃MSC 共移
植研究，所有患者移植物均成功植入；其中粒细胞
及血小板重建的中位时间分别为 12 d 和 15 d［41］。
MSC 促进造血细胞植入，可能与 MSC 分泌多种细胞
因子及通过多条信号通路相互作用促进造血干细胞
归巢及增殖有关［42］。动物体内实验研究证实 MSC 联
合细胞因子可成功培养并扩增造血祖细胞［43］。
4.3 药物预防及细胞治疗
采取针对性措施预防植入失败比治疗更具临
床价值，例如环孢素、CTX、ATG、抗 CD52 单抗等有
效进行受者免疫抑制并预防植入失败［44-46］。对于因
移植前多次输注红细胞植入失败风险高的患者需
增加预处理强度，如增加 Flu 及 TBI 处理。选择使用

第 40 卷第 1 期
2020 年 1 月

G⁃CSF 动员外周血干细胞作为移植物来源、再生障
碍性贫血患者移植前预处理联合使用 ATG 及 CTX
增强免疫抑制，均可增加移植植入率。
细胞治疗主要涉及到的是供者淋巴细胞输注
（donor lymphocyte infusion，DLI）。DLI 常用于治疗
allo⁃HSCT 后疾病的复发，尤其是分子复发。研究者
们发现 DLI 能提高宿主的嵌合率并且减少移植物植
入失败［3］。Mohamedbhai 等［44］回顾性分析了以阿伦
单抗预处理的 allo⁃HSCT，27 例可评估病例中，3 例
无嵌合状态，其余为混合嵌合体，接受 DLI 后均转变
为完全嵌合，这表明 DLI 治疗移植物排斥临床有效，
但也易引起致命的 GVHD［47］。二者之间的抉择需经
验丰富的临床医师作出判断。输注淋巴细胞的时
机尚无明确定论，专家们推荐受者来源的造血细胞
快速增长或怀疑移植物排斥且无 GVHD 时予以及
时输注［3］。
4.4 增加移植物干细胞
脐血移植与骨髓或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相比，因
其独特的低 GVHD、较强的增殖优势及低 HLA 相合
度要求，在儿童恶性血液病中应用较为广泛。但由
于单份脐带血中有核细胞及造血祖细胞含量较低，
成人移植中常常导致植入延迟，甚至植入失败［48］。
寻找新的方法增加干细胞的数量十分必要，包括使
用双份脐带血、脐带血联合去 T 细胞的单倍型供体
干细胞移植及体外扩增脐血干细胞［49-50］。近期通过
体外扩增脐血细胞试图提高造血祖细胞或 CD34+细
胞 量 的 研 究 较 为 火 热 ，其 中 体 内 外 试 验 验 证 的
Notch 配体 hDlR 蛋白促进 CD34+细胞有效增殖并且
成功植入［51］。此外，SR⁃1（stem regenin 1）作为芳烃
受体（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AhR）抑制剂，相关的
体外研究显示可使有核细胞增加 11 倍，CD34 + 细胞
增加 73 倍，其作为一种新的扩增脐血干细胞单独移
植Ⅱ期临床试验已经完成。国外相关研究对 17 例
接受脐血移植患者的供者干细胞进行 SR⁃1 培养处
理，其中 CD34+较扩增前增加 330 倍，有核细胞增加
854 倍，17 例患者均成功植入且植入时间较未处理
过的脐血干细胞明显缩短，证实了通过 SR⁃1 扩增脐
血造血干细胞安全有效［52］。
5

小结与展望

移植物植入失败的发生主要与免疫因素相关，
其发生率虽相对较低，但严重影响了移植患者的长
期生存。评估移植患者状态并发现可能出现植入
失败的相关因素，继而选择最佳的方法预防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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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可减少此类并发症的发生。一旦发生植入失
败，尽快完成二次移植是目前公认的主要解决方
案。MSC 可促进造血细胞植入，DLI 可增强供者来
源细胞的免疫能力，抑制受者来源细胞的增长，从

而减少植入失败的发生。随着植入失败发病机制
的深入研究和更大数据的临床分析，发现并鉴定植
入失败的重要预测指标，可帮助我们早期预防这一
重要并发症的发生。

·145 ·

［9］ FERRA C，SANZ J，DIAZ ⁃ PEREZ M，et al. Outcome of

graft failure after allogeneic stem cell transplant：study of
89 patients［J］. Leuk Lymphoma，
2015，
56（3）：656-662

［10］ OLSSON R，REMBERGER M，SCHAFFER M，et al. Graft
failure in the modern era of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CT

［J］. Bone Marrow Transplant，
2013，
48（4）：537-543

［11］ NORDLANDER A，
MATTSSON J，
SUNDBERG B A. Nov⁃

el antibodies to the donor stem cell population CD34（+）/
VEGFR⁃2（+）are associated with rejection after hemato⁃

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J］. Transplantation，

［参考文献］
［1］ ALFRAIH F，ALJURF M，FITZHUGH C D，et al. Alterna⁃
tive dono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hemoglobinopathies［J］. Semin Hematol，2016，53（2）：
120-128

［2］ CLUZEAU T，LAMBERT J，RAUS N，et al. Risk factors

and outcome of graft failure after HLA matched and mis⁃
matched unrelated dono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

plantation：a study on behalf of SFGM⁃TC and SFHI［J］.
Bone Marrow Transplant，2016，
51（5）：687-691

［3］ LOCATELLI F，LUCARELLI B，MERLI P. Current and

2008，
86（5）：686-696

［12］ NORDLANDER A，UHLIN M，RINGDEN O，et al. Im⁃
mune modulation to prevent antibody ⁃ mediated rejection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J］. Transpl Immunol，
2011，
25（2/3）：153-158

［13］ TSAI S B，LIU H T，SHORE T，et al. Frequency and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ord graft failure after transplant

with single ⁃ unit umbilical cord cells supplemented by
haploidentical cells with reduced ⁃ intensity conditioning

［J］. Biol Blood Marrow Transplant，2016，22（6）：10651072

future approaches to treat graft failure after allogeneic he⁃

［14］ FUCHS E J. Transplantation tolerance：from theory to clin⁃

Pharmacother，2014，
15（1）：23-36

［15］ ZIMMERER J M，PHAM T A，WRIGHT C L，et al. Al⁃

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J］. Expert Opin
［4］ KONGTIM P，CAO K，CIUREA S O. Donor specific Anti⁃
HLA antibody and risk of graft failure in haploidentic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J］. Adv Hematol，2016，2016：
4025073

ic［J］. Immunol Rev，
2014，
258（1，
SI）：64-79

loprimed CD8（+）T cells regulate alloantibody and elimi⁃
nate alloprimed B cells through perforin⁃ and FasL⁃depen⁃

dent mechanisms［J］. Am J Transplant，2014，14（2）：
295-304

［5］ MARSH R A，RAO M B，GEFEN A，et al. Experience

［16］ WU S，ZENG Y J，ZHANG C，et al. The role of the killer

intensity conditioning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model in unrelated donor HSCT：A meta ⁃ analysis［J］.

with alemtuzumab，fludarabine，and melphalan reduced ⁃
in patients with nonmalignant diseases reveals good out⁃
comes and that the risk of mixed chimerism depends on

underlying disease，stem cell source，and alemtuzumab

regimen［J］. Biol Blood Marrow Transplant，2015，21（8）：
1460-1470

［6］ 黄

菲，张

闰，缪扣荣，等. HLA 半相合异基因外周血

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AA 克隆演变继发 MDS 疗效分析

［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38（9）：
1269-1274

［7］ MERZONI J，EWALD G M，PAZ A A，et al. Quantifica⁃

tion of mixed chimerism allows early therapeutic interven⁃
tions［J］. Rev Bras Hematol Hemoter，2014，36（5）：369372

［8］ STIKVOORT A，SUNDIN M，UZUNEL M，et al. Long ⁃
term stable mixed chimerism afte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patients with non ⁃ malignant dis⁃

ease，shall we be tolerant?［J］. PLoS One，2016，11（5）：
e154737

cell immunoglobulin ⁃ like receptor（KIR）
“missing self”
Transplant Proc，
2015，
47（2）：558-565

［17］ PIERINI A，ALVAREZ M，NEGRIN R S. NK cell and

CD4 + FoxP3 + regulatory T cell based therapies for hemato⁃

poietic stem cell engraftment［J］. Stem Cells Int，2016，
2016：
9025835

［18］ SUN K，ALVAREZ M，AMES E，et al. Mouse NK cell⁃me⁃

diated rejection of bone marrow allografts exhibits pat⁃

terns consistent with Ly49 subset licensing［J］. Blood，
2012，
119（6）：1590-1598

［19］ 周丽娜，何

军，孙爱宁，等. KIR 受体⁃HLA 配体基因

不合在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中的作用［J］. 中华血液
学杂志，
2010，
31（8）：556-559

［20］ RUGGERI A，ROCHA V，MASSON E，et al. Impact of do⁃

nor⁃specific anti⁃HLA antibodies on graft failure and sur⁃
vival after re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 ⁃ unrelated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a Eurocord，Societe Francophone d’
Histocompatibilite et d'Immunogenetique（SFHI）and So⁃
ciete Francaise de Greffe de Moelle et de Therapie Cellu⁃

·146 ·

南

京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laire（SFGM ⁃ TC）analysis［J］. Haematologica，2013，98

（7）：1154-1160

［21］ CIUREA S O，KONGTIM P F，MILTON D R，et al. Com⁃
plement⁃binding donor⁃specific anti⁃HLA antibodies and
risk of primary graft failure in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J］. Biol Blood Marrow Transplant，2015，
21（8）：1392-1398

［22］ ZHU H，HE J，CAI J C，et al. Pre⁃existing anti⁃HLA anti⁃

bodies negatively impact survival of pediatric aplastic ane⁃

mia patients undergoing HSCT［J］. Clin Transplant，
2014，28（11）：1225-1233

［23］ ZHANG X，WANG J，ZHOU Z，et al. The role of HLA an⁃

第 40 卷第 1 期
2020 年 1 月

13（6）：675-682

［32］ SLOT S，SMITS K，VAN DE DONK N，et al. Effect of con⁃

ditioning regimens on graft failure in myelofibrosis：a ret⁃

rospective analysis［J］. Bone Marrow Transplant，2015，50

（11）：1424-1431

［33］ KEKRE N，ANTIN J H. Cord blood versus haploidentic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h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

［J］. Semin Hematol，
2016，
53（2）：98-102

［34］ SERVAIS S，BEGUIN Y，BARON F. Emerging drugs for
prevention of graft failure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J］. Expert Opin Emerg Drugs，
2013，
18（2）：173-192

tibodies in HLA mismatched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35］ ZHANG H R，CHEN J M，QUE W. A meta⁃analysis of un⁃

［24］ ZHAO K，LIU Q F.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esenchy⁃

unrelated donor bone marrow transplantation in acute leu⁃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J］. Clin Transpl，
2014：
245-250

mal stromal cells in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
tion［J］. J Hematol Oncol，
2016，
9（1）：
46

related donor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versus

kemia patients［J］. Biol Blood Marrow Transplant，2012，
18（8）：1164-1173

［25］ KUZMINA L A，PETINATI N A，SATS N V，et al.Long ⁃

［36］ MOSCARDO F，ROMERO S，SANZ J，et al. T Cell ⁃ De⁃

chymal stromal cells implanted into the periosteum of pa⁃

cell transplantation as salvage therapy for graft failure af⁃

term survival of donor bone marrow multipotent mesen⁃
tients with allogeneic graft failure［J］. Int J Hematol，
2016，104（3）：403-407

［26］ YAMAMOTO H，UCHIDA N，MATSUNO N，et al. Anti⁃

pleted related HLA ⁃ mismatched peripheral blood stem

ter single unit unrelated donor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

plantation［J］. Biol Blood Marrow Transplant，2014，20

（7）：1060-1063

HLA antibodies other than against HLA⁃A，⁃B，⁃DRB1 ad⁃

［37］ KAWANO N，KURIYAMA T，YOSHIDA S，et al. Success⁃

HLA⁃mismatched single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possi⁃

graft failure in 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treated with

versely affect engraftment and nonrelapse mortality in
ble implications of unrecognized donor⁃specific antibodies

［J］. Biol Blood Marrow Transplant，2014，20（10）：16341640

［27］ CIUREA S O，THALL P F，WANG X E，et al. Donor⁃spe⁃
cific anti⁃HLAAbs and graft failure in matched unrelated

dono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J］. Blood，
2011，118（22）：5957-5964

［28］ AUNG F，LICHTIGER B，GABRIELA R，et al. Pure red

ful secondary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for

modified one⁃day conditioning regimen，and graft⁃versus⁃
host disease prophylaxis consisting of mycophenolate and
tacrolimus［J］. J Clin Exp Hematop，
2015，
55（2）：89-96

［38］ TACHIBANA T，YAMAMOTO E，KAWASAKI R A，et
al. Successful engraftment and durable graft ⁃ versus ⁃ host
disease control with haploidentical peripheral blood and a
short ⁃ term conditioning regimen for primary graft failure

［J］. Intern Med，
2015，
54（21）：2749-2752

cell aplasia in major ABO mismatched allogeneic hemato⁃

［39］ BOJIC M，WOREL N，SPERR W R，et al. Umbilical cord

pancytopenia［J］. Biol Blood Marrow Transplant，2016，22

tion for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graft failure after previous

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s associated with severe
（5）：961-965

［29］ KONUMA T，KATO S，OOI J，et al. Effect of ABO blood
group incompatibility on the outcome of single ⁃ unit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after myeloablative conditioning［J］.
Biol Blood Marrow Transplant，
2014，
20（4）：
577-581

［30］ FISHER T，GOLAN H，SCHIBY G，et al. In vitro and in

vivo efficacy of non ⁃ psychoactive cannabidiol in neuro⁃
blastoma［J］. Curr Oncol，2016，23（2）：
S15-S22

［31］ REMBERGER M，WATZ E，RINGDEN O，et al. Major
ABO blood group mismatch increases the risk for graft
failure after unrelated dono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J］. Biol Blood Marrow Transplant，2007，

blood transplantation is a feasible rescue therapeutic op⁃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J］. Oncology，
2016，
90（3）：160-166

［40］ BERNARDO M E，FIBBE W E.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and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J］. Im⁃
munol Lett，
2015，
168（2）：215-221

［41］ WU Y，WANG Z，CAO Y，et al. Cotransplantation of hap⁃

loidentical hematopoietic and umbilical cord mesenchy⁃
mal stem cells with a myeloablative regimen for refractory/

relapsed hematologic malignancy ［J］. Ann Hematol，
2013，
92（12）：1675-1684

［42］ KFOURY Y，SCADDEN D T. Mesenchymal cell contribu⁃

（下转第 150 页）

·150 ·

南

京 医

第 40 卷第 1 期
2020 年 1 月

科 大 学 学 报

dural abscess：contemporary trends in etiology，evalua⁃

tion，and management［J］. Surg Neurol，1999，52（2）：
189-197

［9］ SOEHLE M，WALLENFANG T. Spinal epidural abscess⁃

es：clinical manifestations，prognostic factors，and out⁃
comes［J］. Neurosurgery，2002，
51（1）：
79-87

［10］ TORGOVNICK J，SETHI N，WYSS J. Spinal epidural ab⁃
scess：clinical presentation，management and outcome

［J］. Surg Neurol，
2005，64（3）：364-371

［11］ 谭利华，李德泰，沈树斌，等. 硬脊膜外脓肿的 MRI 诊断
［J］. 中华放射学杂志，2000，34（1）：36-38

［12］ TURGUT M. Complete recovery of acute paraplegia due

to pyogenic thoracic spondylodiscitis with an epidural ab⁃
scess［J］. Acta Neurochir（Wien），
2008，
150（4）：
381-386

［13］ CONNOR J，CHITTIBOINA P，CALDITO G A. Compari⁃
son of operative and nonoperative management of spinal

epidural abscess：a retrospective review of clinical and

laboratory predictors of neurological outcome Clinical arti⁃
cle［J］. J Neurosurg Spine，
2013，19（1）：
119-127

［14］ ADOGWA O，KARIKARI I O，CARR K R，et al. Sponta⁃
neous spinal epidural abscess in patients 50 years of age

and older：a 15 ⁃ year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clinical article［J］. J Neurosurg Spine，
2014，
20（3）：344-349

［15］ KARIKARI I O，POWERS C J，REYNOLDS R M，et al.

Management of a spontaneous spinal epidural abscess：a

single ⁃ center 10 ⁃ year experience［J］. Neurosurgery，
2009，
65（5）：919-923

［16］ URRUTIA J，ROJAS C. Extensive epidural abscess with

surgical treatment and long term follow up［J］. Spine J，
2007，
7（6）：708-711

［17］ 龚勤瑾，郁

娴，堵珏敏. 脊柱转移性肿瘤患者手术护

理 59 例［J］.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
25（8）：609-610

［18］ DO KIM S，MELIKIAN R，JU K L，et al. Independent pre⁃
dictors of failure of nonoperative management of spinal
epidural abscesses［J］. Spine J，
2014，
14（8）：
1673-1679

［19］ CHEN W C，WANG J L，WANG J T，et al. Spinal epidur⁃

al abscess due to Staphylococcus aureus：clinical manifes⁃

tations and outcomes［J］. J Microbiol Immunol Infect，
2008，
41（3）：215-221

［收稿日期］ 2018-09-17


（上接第 146 页）

Marrow Transplant，
2016，
51（8）：1107-1112

tions to the stem cell niche［J］. Cell Stem Cell，2015，16

［48］ SOMERS J A，BRAAKMAN E，VAN DER HOLT B A，et

［43］ WALENDA T，BOKERMANN G，FERREIRA M S，et al.

ble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preceded by re⁃

（3）：239-253

Synergistic effects of growth factors and mesenchymal

stromal cells for expansion of hematopoietic stem and pro⁃
genitor cells［J］. Exp Hematol，2011，39（6）：617-628

al. Rapid induction of single donor chimerism after dou⁃
duced intensity conditioning：results of the HOVON 106
phase Ⅱ study［J］. Haematologica，2014，99（11）：17531761

［44］ MOHAMEDBHAI S G，EDWARDS N，MORRIS E C，et

［49］ HORWITZ M E，FRASSONI F. Improving the outcome of

following alemtuzumab ⁃ based allogeneic transplantation

pansion or graft manipulation［J］. Cytotherapy，2015，17

al. Predominant or complete recipient T ⁃ cell chimerism

is reversed by donor lymphocytes and not associated with
graft failure［J］. Br J Haematol，2012，156（4）：
516-522

［45］ KANAKRY C G，FUCHS E J，LUZNIK L. Modern ap⁃

proaches to HLA ⁃ haploidentical blood or marrow trans⁃
plantation［J］. Nat Rev Clin Oncol，
2016，13（1）：10-24

［46］ ABDEL⁃AZIM H，MAHADEO K M，ZHAO Q，et al. Unre⁃

umbilical cord blood transplantation through ex vivo ex⁃

（6）：730-738

［50］ VAN BESIEN K，HARI P，ZHANG M J，et al. Reduced
intensity haplo plus single cord transplant compared to

double cord transplant：improved engraftment and graft ⁃

versus⁃host disease⁃free，relapse⁃free survival［J］. Haema⁃
tologica，
2016，
101（5）：
634-643

lated donor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for

［51］ TIAN D，LIANG Y，ZHANG Y. Endothelium⁃targeted hu⁃

tuzumab based regimen is associated with cure of clinical

of human cord blood stem and progenitor cells［J］. J

the treatment of non⁃malignant genetic diseases：An alem⁃
disease；earlier clearance of alemtuzumab May be associ⁃

man Delta ⁃ like 1 enhances the regeneration and homing
Transl Med，
2016，
14（1）：
5

ated with graft rejection［J］. Am J Hematol，2015，90

［52］ WAGNER JR. J E，BRUNSTEIN C G，BOITANO A E，et

［47］ HE F，WARLICK E，MILLER J S，et al. Lymphodepleting

cal cord blood 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supports testing

（11）：1021-1026

chemotherapy with donor lymphocyte infusion post⁃alloge⁃
neic HCT for hematological malignancies is associated

with severe，but therapy ⁃ responsive aGvHD［J］. Bone

al. Phase Ⅰ/Ⅱ trial of StemRegenin⁃1 expanded umbili⁃
as a stand⁃alone graft［J］. Cell Stem Cell，2016，18（1）：
144-155

［收稿日期］ 2018-0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