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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难治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单臂临床研究

许慧敏，张素平，曹伟杰，李  丽，张  然，王怡然，万鼎铭

文题释义：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间充质干细胞来源于胚胎发育的中胚层，能从骨髓、脐带、脂肪等组织分离而得，是一类具有自我更新及多向分化能
力的非造血干细胞，可对多种免疫细胞进行免疫调节。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从脐带分离而得，与其他来源间充质干细胞相比较，可表达多种
胚胎干细胞特有的分子标志，具有分化潜力大、增殖能力强、免疫原性低、取材方便、易于基因工程化制备等优点，目前已成为间充质干
细胞的主要来源。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是供者来源免疫细胞攻击受者脏器造成的组织损伤，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特有的和最常见的并发症。经典的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指发生在移植或供者淋巴细胞输注后100 d内，以斑丘疹、胃肠道症状或瘀胆型肝炎为临床表现的移植物抗宿主病；
持续、复发或晚发的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指具有典型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临床表现，发生于移植或供者淋巴细胞输注100 d后。
难治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糖皮质激素和(或)二线免疫抑制剂治疗无效。由于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本身及其治疗的不良反应如肝肾毒
性、机会性感染、原发病复发、继发移植失败等的作用，难治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患者的2年总体生存率仅0-10%，严重影响移植疗效，是
移植后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摘要
背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众多血液系统疾病治愈的重要甚至唯一手段，但移植后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仍然是致死性并发症之一，且
对于难治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尚缺乏有效的标准化治疗。不少研究提示间充质干细胞可能通过免疫调节功能治疗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但实际疗效尚缺乏足够临床证据支持。
目的：探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难治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疗效、安全性及与疗效有关的影响因素。
方法：研究共入组难治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24例患者，其中儿童8例，成人16例；Ⅱ度10例，Ⅲ-Ⅳ度14例，均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用第三方来源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观察其疗效、输注相关不良反应、原发病复发、继发感染及长期生存情况。
结果与结论：①脐带间充质干细胞中位输注总剂量2.7×106/kg[(2.02-6.00)×106/kg]，中位输注次数2.5次(2-6次)，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生
与首次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输注的中位间隔时间为12.5 d(8-36 d)；②首次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应用后第28天的总体有效率为83%(20/24)，2年
总体生存率33.3%；完全缓解组与部分缓解/无效组2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57%，0%(P < 0.000 1)，两组在长期生存方面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③Ⅱ度难治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疗效优于Ⅲ-Ⅳ度(P=0.024)；年龄、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累及器官的部位及数量、原发疾病的类型、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输注次数对疗效无显著影响；④结果表明，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难治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安全、有效。
关键词：干细胞；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难治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疗效；生存
缩略语：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aGVHD；难治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therapy refractory- acute graft-versus-
host disease，TR-aGVHD；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hUCB-MS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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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研究对象：

研究方法：

结论：

24 例难治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患者。

给予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观察治疗后的总体反应
率、2 年生存率、输注相关不良反应及原发病复发情况。

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难治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安全、有效。

文章特点—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发生

难治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的

患者，可早期给予人脐带间充

质干细胞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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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aGVHD) 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的主要并发症，其发

生、发展显著影响移植疗效，是移植相关死亡的重要原因之

一。尽管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均早期应用移植物抗宿

主病预防方案，但是仍有 13%-47% 的患者在接受异基因造

血干细胞移植后发生Ⅱ - Ⅳ度 aGVHD[1-2]
。糖皮质激素联合

环孢素等免疫抑制剂类药物是 aGVHD 的一线治疗方案
[1-5]

， 

但是该方案仅对 30%-50% 的患者有效
[1，3，6]

，且激素及免

疫抑制剂类药物的长期使用往往伴随继发感染、移植物抗白

血病效应减弱等不良反应。虽然有抗 CD25 单克隆抗体、霉

酚酸酯等二线药物可供治疗选择，糖皮质激素治疗失败的

aGVHD 患者的预后仍不容乐观。糖皮质激素和 ( 或 ) 二线药

物治疗无效定义为难治性 aGVHD(therapy refractory-aGVHD， 

TR-aGVHD)。由于 aGVHD 本身及 aGVHD 治疗的不良反应如

肝肾毒性、机会性感染、原发病复发、继发移植失败等，使 

TR-aGVHD 患者的 2 年总体生存率仅 0-10%[7]
。第一个有希望

的免疫抑制剂替代治疗可以追溯到 2004 年，LE BLANC 等
[8]

报道了 1 例 9 岁男性患儿通过注射其母亲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成功治愈Ⅳ度 TR-aGVHD。很多研究提示间充质干细胞可能通

过免疫调节功能治疗aGVHD，但实际疗效尚缺乏足够临床证据

支持，且多数研究主要采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较少有研究

采用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hUCB-MSCs)。hUCB-MSCs 是从脐带

中分离而得，与其他来源间充质干细胞相比较，可表达多种

胚胎干细胞特有的分子标志，具有分化潜力大、增殖能力

强、免疫原性低、取材方便、易于基因工程化制备等优点，

目前已成为间充质干细胞的主要来源
[9-10]

。该研究纳入 24 例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发生 TR-aGVHD 且接受 hUCB-MSCs

治疗的患者进行单臂临床研究，旨在探讨 hUCB-MSCs 治疗 

TR-aGVHD 的疗效及安全性。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单臂临床研究。

1.2   时间及地点   2017-01-01/2020-09-30 在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血液内科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

胞移植后临床诊断为 TR-aGVHD。
1.3   对象   共 24 例 TR-aGVHD 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 12 例，

女 12 例；儿童 8 例，移植时中位年龄 10.5 岁 (8-12 岁 )；

成人 16 例，移植时中位年龄 30 岁 (19-48 岁 )。疾病类型：

急性髓系白血病 8 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6 例，骨髓增

生异常综合征 4 例，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4 例，非霍奇金

淋巴瘤 2 例。移植前疾病状态：均为完全缓解。供者选择

及干细胞采集：同胞全相合供者 6 例，非血缘全相合供者

4 例，亲缘单倍体供者 14 例，均为高分辨配型。所有患者

均行外周血造血干细胞移植。回输单个核细胞中位数 ( 范

围 ) 为 7.78(3.62-13.6)×108/kg，CD34+
细胞中位数 ( 范围 ) 为

7.8(2.85-16.9)×106/kg。该研究设计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原

则，且均获得参与患者知情同意，并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 ( 伦理批准号：2020-KY-222)。

诊断标准：aGVHD 的诊断主要为临床诊断，同时注意

根据斑丘疹、胃肠道症状或瘀胆型肝炎等临床表现进行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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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s an important or even the only potentially curative treatment for many hematological 
diseases. However,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is still one of the life-threatening complications after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There is no standardized treatment for refractory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Many studies indicated that mesenchymal stem cells may be used for treating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through the immunomodulatory effect; however, the actual effect is still to be confirmed.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the treatment of refractory acute graft-versus-
host disease and the related factors for the efficacy.
METHODS:  Totally 24 patients who were diagnosed with refractory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patients and treated with third-party derived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t the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Center of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were included in the present study. Among them, 8 cases were children, and 16 cases were adults; 10 cases were grade II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and 14 cases were grades III-IV. The efficacy, adverse effects, recurrence of primary disease, secondary infection and long-term survival of these 
patients were observ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The median dose of total infused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was 2.7×106/kg [(2.02-
6.00)×106/kg] with a median of 2.5 infusions (range, 2-6 times). The median time from the onset of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to first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fusion was 12.5 days (range, 8-36 days). (2) The overall response rate at 28 days after infusion was 83% (20/24). 
The probability of 2-year overall survival was 33.3%. The 2-year overall survival for patients achieving complete remission and partial remission/non-remission 
were 57% and 0%, respectively (P < 0.000 1).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3) The efficacy for patients with grade II refractory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was better than grades III-IV (P=0.024). There was no remarkable difference in terms of age, involved organs, primary diseases 
and the number of infusions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4) In conclusion, treatment with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
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s a safe and effective option for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Key words: stem cells; 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refractory acute graft-versus-
host disease; efficacy; surv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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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aGVHD 分级采用改良的 Glucksberg 分级标准
[1，11-12]

。

糖皮质激素治疗失败的 aGVHD 诊断标准：糖皮质激素 [ 甲泼

尼龙≥ 2 mg/(kg·d) 或同等剂量糖皮质激素 ] 开始治疗 3 d 后

aGVHD 进展、7 d 无改善或 14 d 未达完全缓解。TR-aGVHD

诊断标准：糖皮质激素和 ( 或 ) 二线治疗药物如兔抗人胸腺

细胞免疫球蛋白、CD25 单抗、他克莫司 (FK506)、吗替麦考

酚酯、甲氨蝶呤治疗无效
[1，3，13]

。

纳入标准：①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年龄、性别

及原发病不限；②临床诊断为Ⅱ - Ⅳ度 TR-aGVHD；③患者

本人或其法定监护人 ( 仅适用于 <18 周岁患者 ) 对该研究知

情同意。

排除标准：①接受供者淋巴细胞输注后发生 aGVHD 的

患者；②有重度肝静脉闭塞病或窦静脉闭塞综合征的患者；

③肾功能不全：肌酐清除率 <30 mL/min 的患者；④严重的

心功能不全：NYHA 分级Ⅲ-Ⅳ级；⑤患有精神或神经疾病，

不能正确表达意愿者；⑥ ECOG 评分 >2 分；⑦研究者评价不

能入选的其他原因。

出组标准：①受试者无法耐受治疗毒性；②在研究过程

中参加了其他临床研究；③受试者对研究治疗依从性差。

1.4   方法   

1.4.1   预处理方案和移植物抗宿主病预防及治疗   

预处理方案：亲缘全相合移植采用“改良白舒非 / 环磷

酰胺 (BU/CY)”方案 ( 北京方案 )。非血缘全相合或亲缘单倍

体移植采用“改良白舒非 / 环磷酰胺 + 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

球蛋白”方案 ( 北京方案 )。

移植物抗宿主病预防：亲缘全相合移植采用“环孢素 +

短程甲氨蝶呤 + 吗替麦考酚酯”方案。环孢素应用：从预处

理开始应用环孢素起始剂量 2.5 mg/(kg·d)，持续 24 h 泵入，

维持谷浓度 150-250 μg/L，待消化道症状消失后改为口服。

恶性血液病于移植后 3 个月减量，6 个月停用；非恶性血液

病于移植后 6 个月减量，持续小剂量应用至移植后 12-48 个

月。短程甲氨蝶呤应用：+1 d(15 mg/m2)、+3 d(10 mg/m2)、
+6 d(10 mg/m2)，静脉输注给药。甲氨蝶呤每次用药结束后 

24 h 给予甲酰四氢叶酸解救。吗替麦考酚酯应用：15 mg/kg， 

每 12 h 服药 1 次，移植后 +1 d 开始用药至 +50 d 停用。非血

缘全相合或亲缘单倍体移植采用“环孢素 + 短程甲氨蝶呤 + 

吗替麦考酚酯 ± 巴利昔单抗 ( 舒莱 )”方案或 “ 环孢素 + 短

程甲氨蝶呤 + 吗替麦考酚酯 ± 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

方案。环孢素、短程甲氨蝶呤及吗替麦考酚酯用法同上。

巴利昔单抗 ( 舒莱 ) 应用：20 mg/d，0 d 和 +4 d 应用。兔抗

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应用：2.5 mg/(kg·d)，-5 d 至 -3 d 共

输注 3 次。aGVHD 治疗：Ⅰ度 aGVHD 可以密切观察和局部

治疗；Ⅱ - Ⅳ度 aGVHD 给予甲泼尼龙治疗，起始剂量 1.0- 
2.0 mg/(kg·d) ( 分 2 次静脉注射 )，同时将环孢素谷浓度维持

在 150-250 μg/L 并及时评估糖皮质激素疗效。若一线治疗无

效，可加用巴利昔单抗、甲氨蝶呤等二线药物治疗。 

1.4.2   hUCB-MSCs 来源及输注   hUCB-MSCs 均来源于山东省

脐血库。hUCB-MSCs 主要来自脐带华通氏胶和血管周围组

织，采用无血清的培养体系进行培养，需满足以下出库标准

方可应用于临床：①要求 hUCB-MSCs 全部在 5 代及 5 代以

内，细胞数 5×107(100 mL)，体外培养呈梭形或成纤维细胞

样；② hUCB-MSCs 的分子标记检测要求 CD44+/CD73+/CD90+/

CD105+
≥ 95%，CD34+/HLA-DR+/CD45+

≤ 2%；③无病毒、真菌、

细菌、支原体污染；内毒素≤ 0.5 EU/mL；④出库到输注完

成时间 <18 h，输注之前活细胞比率≥ 90%[14]
。临床诊断为

TR-aGVHD 的患者，每次予以 hUCB-MSCs(1.0-2.0)×106/kg， 

1 次 / 周，连续应用 2-6 周。

1.4.3   疗效评估   完全缓解：所有 aGVHD 症状完全消失；

部分缓解：aGVHD 分度至少降低 1 度；一过性部分缓解：

aGVHD 分度至少降低 1 度，但随后伴有临床情况恶化 ( 有效

缓解时间≥ 2 周 )；无效：首次 hUCB-MSCs 输注后 28 d，疗

效达不到完全缓解或部分缓解标准。总体治疗反应率包括完

全缓解、部分缓解及一过性部分缓解
[1，3-6]

。

1.5   主要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终点为首次 hUCB-MSCs 应用后

第 28 天的总体治疗反应率；次要观察终点包括首次 hUCB-

MSCs 应用后第 28 天的缓解情况、末次随访的总体治疗反应

率和缓解情况、患者 2 年生存率、输注相关不良反应及原发

病复发情况。

1.6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

Fisher 精确检验分析分类资料。采用 Kaplan-Meier 法进行生

存曲线分析，Log-rank 检验进行组间生存比较。检验标准为

α=0.05( 双侧 )，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共纳入 24 例患者，治疗及随访过程中

无脱落，均进入结果分析。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1。

2.3   患者基本资料分析    共纳入 24 例 TR-aGVHD 患者。预处

理方案：6例采用“改良白舒非 /环磷酰胺”方案，12例采用“改

良白舒非 / 环磷酰胺 + 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 ” 方案，

2 例采用“地西他滨 + 改良白舒非 / 环磷酰胺 + 兔抗人胸腺

细胞免疫球蛋白”方案，4 例采用“氟达拉滨 / 环磷酰胺 +

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方案。GVHD预防：10例应用“环

孢素 + 吗替麦考酚酯 + 短程甲氨蝶呤”预防，10 例应用“环

孢素 + 吗替麦考酚酯 + 短程甲氨蝶呤 + 巴利昔单抗”预防，

2017 至 2020 年在郑州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血液科造血干

细胞移植中心行异基因造血

干细胞移植的 524 例患者

→
104 例出现Ⅱ -Ⅳ

度急性移植物抗

宿主病

31 例诊断为难治

性急性移植物抗

宿主病

随访半年，24 例患者全部

进入结果分析，无脱落

给予脐带间充

质干细胞治疗

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

共纳入 24 例难治性急性

移植物抗宿主病患者

→

→→

→

图 1 ｜试验流程图

Figure 1 ｜ Flow chart of the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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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例应用“环孢素 + 吗替麦考酚酯 + 短程甲氨蝶呤 + 兔抗人

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预防。TR-aGVHD 分度：Ⅱ度 10 例，

Ⅲ度 2 例，Ⅳ度 12 例。16 例患者仅累及单个器官，其中累

及皮肤 4 例 ( 均为Ⅱ度 )，胃肠道 6 例 ( 均为Ⅳ度 )，肝脏 6

例 ( Ⅱ度 / Ⅲ度 / Ⅳ度分别为 2 例 /2 例 /2 例 )；8 例患者同

时累及胃肠道及肝脏，其中Ⅱ度 4 例，Ⅳ度 4 例。aGVHD 二

线治疗用药情况：8 例患者未应用二线药物治疗，12 例患者

应用 1 种二线药物治疗 ( 均为巴利昔单抗 )，4 例患者应用 2

种及以上二线药物治疗如巴利昔单抗、甲氨蝶呤、硫唑嘌呤、

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等，见表 1。

2.4   hUCB-MSCs 的安全性   hUCB-MSCs 输注时及输注后短期

内无发热、皮疹、急性喉头水肿等急性过敏反应发生，无输

注相关肝肾功能损伤发生。观察至随访结束，中位随访时间

6.0 个月 (0.7-36.1 个月 )，无原发病复发及 hUCB-MSCs 相关

的肿瘤发生，见表 2。

2.5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治疗效果分析   hUCB-MSCs 中位输

注总剂量 2.7(2.02-6)×106/kg，中位输注次数 2.5 次 (2-6 次 )，
aGVHD 发生与首次 hUCB-MSCs 输注的中位间隔时间为 12.5 d 

(8-36 d)，见表 2。

首次 hUCB-MSCs 应用后第 28 天的总体治疗反应率

为 83%(20/24)，其中完全缓解 14 例、部分缓解 4 例、一

过性部分缓解 2 例；末次随访时间的总体治疗反应率为

75%(18/24)，其中完全缓解 14 例、部分缓解 4 例，见表 3。

从发病年龄分析，儿童和成人治疗后第 28 天的总体治疗

反应率分别为 100%(8/8) 和 75%(12/16)，两者差异无显著性意

义 (P=0.262)；末次随访时的总体治疗反应率分别为 100%(8/8)

和 63%(10/16)，两者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066)，见表 3。

从疾病类型分析，恶性血液病与非恶性血液病治疗后第

28 天的总体治疗反应率分别为 80%(16/20) 和 100%(4/4)，两

者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1.000)；末次随访时的总体治疗反应

率分别为 70%(14/20) 和 100%(4/4)，两者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539)，见表 3。

从 aGVHD 分度分析，Ⅱ度和Ⅲ - Ⅳ度治疗后第 28 天

的总体治疗反应率分别为 100%(10/10) 和 71%(10/14)，两者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114)；末次随访时的总体治疗反应率

分别为 100%(10/10) 和 57%(8/14)，两者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24)，见表 3。

从 aGVHD 累及器官数量分析，累及单个器官和累及 2

个器官治疗后第 28 天的总体治疗反应率分别为 88%(14/16)

和 75%(6/8)，两者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578)；末次随访时

的总体治疗反应率分别为 75%(12/16) 和 75%(6/8)，两者差异

无显著性意义 (P=1.000)。aGVHD 仅累及单个器官共 16 例，

治疗后第 28 天评估疗效：皮肤、胃肠道、肝脏总体治疗反

应率分别为 100%(4/4)，100%(6/6)，67%(4/6)，三者间差异

无显著性意义 (P=0.467)；末次随访时评估疗效：皮肤、胃

肠道、肝脏总体治疗反应率分别为 100%(4/4)，67%(4/6)，
67%(4/6)，三者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467)，见表 3。

表 1 ｜难治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24 例患者的基本情况
Table 1 ｜ Characteristics of 24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acute graft-versus-
host disease

项目 难治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n=24)

百分比 (%)

性别

男 12 50
女 12 50

移植年龄

≤ 18 岁 8 33

中位年龄 ( 范围 )，岁  10.5(8-12)
>18 岁  16 67

中位年龄 ( 范围 )，岁  30(19-48)
移植前诊断

急性髓系白血病 8 33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6 25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4 17
非霍奇金淋巴瘤 2 8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 4 17

移植类型

同胞全相合 6 25
非血缘 4 17
亲缘单倍体 14 58

造血干细胞来源

外周血 24 100
预处理方案

改良白舒非 / 环磷酰胺   6 25
改良白舒非 / 环磷酰胺 + 兔抗人胸腺细

胞免疫球蛋白

12 50

地西他滨 + 改良白舒非 / 环磷酰胺 + 兔

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

2 8

氟达拉滨 + 环磷酰胺 + 兔抗人胸腺细胞

免疫球蛋白   
4 17

移植物抗宿主病预防

环孢素 + 吗替麦考酚酯 + 短程甲氨蝶呤 10 42
环孢素 + 吗替麦考酚酯 + 短程甲氨蝶呤 +
巴利昔单抗

10 42

环孢素 + 吗替麦考酚酯 + 短程甲氨蝶呤 +
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

4 17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分度

Ⅱ度 10 42
Ⅲ度  2 8
Ⅳ度 12 50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累及器官

1 个器官：皮肤 / 胃肠道 / 肝脏 4/6/6 17/25/25
2 个器官：胃肠道 + 肝脏 8 33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二线治疗用药

未用  8 33
1 种 ( 巴利昔单抗 ) 12 50
2 种及以上 ( 巴利昔单抗、霉酚酸酯等 ) 4 17

表 2 ｜难治性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 24 例患者应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
(hUCB-MSCs) 的治疗情况
Table 2 ｜ Treatments of 24 patients with refractory acute graft-versus-host 
disease undergoing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项目 数值 ( 范围 )

hUCB-MSCs 中位输注次数 ( 次 ) 2.5(2-6)
hUCB-MSCs 中位输注总剂量 (106/kg) 2.7(2.02-6)
hUCB-MSCs 首次输注时间 (d) 12.5(8-36)
有无急性过敏反应 ( 有 / 无 ) 0/24
有无输注相关肝肾功能损伤 ( 有 / 无 ) 0/24
有无原发病复发 ( 有 / 无 ) 0/24
有无 hUCB-MSCs 相关肿瘤发生 ( 有 / 无 ) 0/24
hUCB-MSCs 后第 28 天总体疗效 ( 完全缓解 / 部分缓解 / 无效 ) 14/6/4

表注：hUCB-MSCs 首次输注时间指从确诊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至首次应用 hUCB-
MSCs 的间隔时间；此处部分缓解包含一过性部分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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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hUCB-MSCs 输注次数分析，输注次数 <4 次和输

注次数≥ 4 次患者治疗后第 28 天的总体治疗反应率分别

为 78%(14/18) 和 100%(6/6)，两者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539)；末次随访时的总体治疗反应率分别为 67%(12/18)

和 100%(6/6)，两者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27)，见表 3。
2 年总体生存率 33.3%，见图 2。完全缓解组与部分缓

解 / 无效组 2 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 57%，0%，两组在长期

生存方面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00 1)，见图 3。上述

结果表明，Ⅱ度 TR-aGVHD 疗效优于Ⅲ - Ⅳ度 TR-aGVHD；

年龄、aGVHD 累及器官的部位及数量、原发疾病的类型、 

hUCB-MSCs 输注次数对疗效无显著影响。hUCB-MSCs 治疗

TR-aGVHD 安全、有效。

表 3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首次应用后第 28 天及末次随访时的治疗反应
Table 3 ｜ Response status at 28 days after first administration of human umbilical cord blood-derive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and at last follow-up

项目 n/% 第 28 天 ( n/%) 末次随访 ( n/%)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无效 总体反应率 P 值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无效 总体反应率 P 值

全部 24/100 14/58 6/25 4/17 20/83 14/58 4/17 6/25 18/75
年龄 0.262 0.066
≤ 18 岁 8/33 6/75 2/25 0/0 8/100 6/75 2/25 0/0 8/100

>18 岁 16/67 8/50 4/25 4/25 12/75 8/50.0 2/12.5 6/37.5 10/62.5
诊断 1.000 0.539
恶性疾病 20/83 10/50 6/30 4/20 16/80 10/50 4/20 6/30 14/70

非恶性疾病 4/17 4/100 0/0 0/0 4/100 4/100 0/0 0/0 4/100
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分度 0.114 0.024
Ⅱ度 10/42 10/100 0/0 0/0 10/100 10/100 0/0 0/0 10/100
Ⅲ / Ⅳ度 14/58 4/28.6 6/42.8 4/28.6 10/71.4 4/28.6 4/28.6 6/42.8 8/57.2

累及器官数量 0.578 1.000
1 个器官 16/67 10/62.5 4/25.0 2/12.5 14/87.5 10/62.5 2/12.5 4/25.0 12/75
2 个器官 8/33 4/50 2/25 2/25 6/75 4/50 2/25 2/25 6/75

累及 1 个器官 0.467 0.467
皮肤 4/25.0 4/100 0/0 0/0 4/100 4/100 0/0 0/0 4/100
胃肠道 6/37.5 2/33 4/67 0/0 6/100 2/33.3 2/33.3 2/33.3 4/67
肝脏 6/37.5 4/67 0/0 2/33 4/67 4/67 0/0 2/33 4/67

输注次数 0.539 0.270
<4 次 18/75 12/67 2/11 4/22 14/78 12/67 0/0 6/33 12/67
≥ 4 次 6/25 2/33 4/67 0/0 6/100 2/33 4/67 0/0 6/100

随访时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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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目前认为 aGVHD 发生的病理过程分为 3 个阶段：①预

处理作用造成宿主组织损伤和抗原提呈细胞活化；②供者 T

淋巴细胞接受抗原提呈细胞呈递的抗原，继而激活、增殖并

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 2、干扰素 γ、肿瘤坏死因

子 α 从而形成细胞因子风暴；③效应细胞介导细胞毒作用攻

击宿主皮肤、肠道、肝脏等靶组织，最终引起宿主靶组织损

伤及全身 aGVHD[15-18]
。间充质干细胞来源于胚胎发育的中胚

层，发育原始，易于分离培养，且缺乏多种主要组织相容性

复合物和共刺激性细胞表面抗原，具有支持造血、促进造血

重建、低免疫原性等特性，能分泌抗炎细胞因子并对多种免

疫细胞如树突状细胞、T 淋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B 淋巴

细胞、巨噬细胞等进行免疫调节、发挥免疫负调控作用从而

有效控制过激的免疫反应
[19-20]

。间充质干细胞抗 aGVHD 的

具体作用机制目前尚未明确。近年的研究证实，移植后输

注间充质干细胞可通过诱导调节型 T 细胞的扩增、阻断树突

状细胞分化成熟及抑制自然杀伤细胞增殖从而减轻或延缓

aGVHD 的发生发展
[21-25]

。间充质干细胞在 40 多年前从骨髓

中首次分离并鉴定
[26]
，现还能从脐带、脂肪等组织分离而得。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取材不易，且随着供者年龄增长其细胞数

量及扩增、分化能力呈明显下降趋势。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相比较，hUCB-MSCs 表达多种胚胎干细胞特有的分子标志，

具有分化潜力大、增殖能力强、免疫原性低、取材方便、易

于工业化制备等优点，目前已成为间充质干细胞的主要来源。

LE BLANC 等
[27]

的一项多中心Ⅱ期临床研究纳入 55 例

重度糖皮质激素治疗失败的 aGVHD 患者，给予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治疗，总体治疗反应率为 70.9%(39/55)，完全缓解

组 2 年总体生存率高于部分缓解 / 无效组 (45% vs. 16%，

P=0.018)。该研究结果证实间充质干细胞治疗糖皮质激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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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失败的 aGVHD 具有一定疗效，并且间充质干细胞不需要严

格的 HLA 配型。ZHAO 等
[28-29]

将 47 例糖皮质激素治疗失败

的 aGVHD 患者按照是否给予第三方来源的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静脉输注，分为间充质干细胞组 (n=28) 与非间充质干细胞

组 (n=19)。该研究结果显示，间充质干细胞组总体治疗反应

率为 75%(21/28)，明显高于非间充质干细胞组的 42.1%(8/19)

(P=0.023)；且与非间充质干细胞组相比，间充质干细胞组

慢性 GVHD 发生率及严重程度下降 (P=0.045，P=0.005)；两

组间 EB 病毒和巨细胞病毒感染及肿瘤复发率无明显差异。

MUROI 等 [30]
的一项Ⅱ / Ⅲ期临床研究纳入 25 例Ⅲ / Ⅳ度糖

皮质激素治疗失败的 aGVHD，给予第三方来源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输注后第 28 天评估总体治疗反应率为 60%，随访至

52 周，18 例患者存活并持续完全缓解。ERBEY 等
[31]

报道了

33 例应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儿童糖皮质激素治疗失败

的 aGVHD，总体治疗反应率为 76%，完全缓解组 2 年总体生

存率 (63.8%) 明显高于部分缓解 / 无效组 (29.4%)，差异有显

著性意义 (P=0.000 2)。VON DALOWSKI 等 [32]
报道了 58 例骨

髓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成人糖皮质激素治疗失败的 aGVHD(79%

为Ⅳ度 )，总体治疗反应率为 47%，1 年总体生存率为 19%，

中位生存时间为 69 d。国内外 Meta 分析结果显示
[33-34]

：间

充质干细胞治疗糖皮质激素治疗失败的 aGVHD，皮肤受累的

治疗效果优于胃肠道及肝脏受累；Ⅱ度疗效优于Ⅲ度疗效；

儿童疗效优于成人；对于间充质干细胞初始治疗效果不满意

的患者延长治疗周期能够改善疗效。生存率不受年龄、间充

质干细胞培养方式、间充质干细胞输注剂量的影响。BADER 

等
[35]

推测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aGVHD 疗效的差异可能与间充

质干细胞制备有关，尝试应用个体剂量同一性更高的新型间

充质干细胞制剂治疗重度 TR-aGVHD，也取得了不错的疗效。

该研究共入组 24 例 TR-aGVHD 患者，首次 hUCB-MSCs

应用后第 28 天评估疗效，总体治疗反应率为 83%(20/24)，

末次随访时评估总体治疗反应率为 75%，2 年总体生存率

33.3%。相较于既往报道而言，该研究中 hUCB-MSCs 总体治

疗反应较好，这可能与首次应用 hUCB-MSCs 时间有关。有报

道 aGVHD 确诊至首次输注平均间隔长达 30 d[36]
，而作者所

在移植中心中位间隔时间仅 12.5 d。确诊 TR-aGVHD 患者早

中期给予 hUCB-MSCs 应用，减少免疫抑制剂使用的种类、时

间及相关不良反应，或可提高疗效。此外，该研究及多数研

究表明Ⅱ度 aGVHD 疗效优于Ⅲ / Ⅳ度；而该研究纳入的 24

例患者中Ⅱ度 10 例，Ⅲ / Ⅳ度 14 例，重度 aGVHD 比例稍

低，可能也会影响最终疗效。hUCB-MSCs 治疗 TR-aGVHD 患

者的 2 年总体生存率 (33%) 明显高于既往报道的未应用间充

质干细胞治疗的患者 (0-10%)。该研究中死亡患者共 16 例，

完全缓解组死亡患者 6 例，其中 2 例死于脑出血，4 例死于

肺部感染合并呼吸衰竭；部分缓解 / 无效组死亡患者 10 例，

其中 4 例死于肺部感染合并呼吸衰竭及 aGVHD，6 例死于感

染性休克、多脏器功能衰竭及 aGVHD。相较于较好的总体治

疗反应率而言，患者的长期生存状况并不十分令人满意。这

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①该研究部分缓解 / 无效组 2 年生存

率偏低，且患者多在治疗早中期死于感染及 aGVHD，导致

了总体生存率不够理想；②可能与部分缓解 / 无效组患者长

期使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导致继发感染风险增加有关。对于

hUCB-MSCs 初始治疗评估为部分缓解 / 一过性部分缓解的患

者或许可以考虑激素尽早减量及减少免疫抑制剂使用种类，

以期减少严重感染相关死亡率；③可能与 hUCB-MSCs 输注次

数相对较少有关，尤其是初始治疗 28 d 评估疗效为部分缓解

或一过性部分缓解的患者可以延长治疗时间、增加输注次数

以期获得更加持久的治疗反应，延长患者生存期限。多数研

究报道儿童疗效优于成人，但该研究儿童与成人疗效无显著

差异。一方面，该研究儿童与成人患者总体治疗反应率均优

于既往报道，可能是成人疗效的提高导致两者未见明显差异；

另一方面，也可能与儿童例数较少有关。当然，该研究也有

一些不足，如非随机对照、非多中心研究等；另外，该研究

纳入病例数相对较少，患者接受的二线治疗或许也会影响临

床疗效的观察统计。

hUCB-MSCs 治疗 TR-aGVHD 安全、有效，异基因造血干

细胞移植后发生 TR-aGVHD 的患者，可早期给予 hUCB-MSCs

治疗。对于应用 hUCB-MSCs 初始治疗疗效不满意的患者，延

长治疗时间、增加输注次数或可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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