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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７１５１．２０１３．０１．０１４
多发性骨髓瘤（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ｙｅｌｏｍａ，ＭＭ）是以克隆性恶性

１．５方法

浆细胞（骨髓瘤细胞）在骨髓中异常增殖，并伴有单克隆免疫

１．５．１胞膜的标记及胞浆内轻链的标记

球蛋白增多为特征的疾病…，其发病机制尚不清楚。特点是单

每管１００ Ｉｘｌ细胞悬液分别加入（ＩｇＧ２ａ—ＦＩＴＣ、ＩｇＧｌ—ＰＥ、

克隆的浆细胞在骨髓中异常增殖（可达骨髓内细胞总数的

ＣＤ４５一ＡＰＣ）、（ＣＤ３８一ＦＩＴＣ／ＣＤ５６一ＰＥ／ＣＤｌ９一Ｐｅｒｃｐ、ＣＤ４５一

９０％），破坏骨髓造血功能并分泌单克隆免疫球蛋白或其多肽

ＡＰＣ）、（ＣＤｌ３８一ＰＥ、ＣＤ４５一ＡＰＣ）各２０肛ｌ，混匀避光１５ ｒａｉｎ，加

链亚单位（如轻链），并通过多种机制产生临床症状及体征。

配置好的溶血素２ ｍ１，避光１０ ｒａｉｎ，在水平离心机上以离心

ＭＭ多发于中老年人，临床表现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骨髓瘤

半径２０ ｃｍ，１５００ ｒｐｍ离心５ ｍｉｎ，弃去上清液，加１ ｍｌ ＰＢＳ

细胞增生、浸润和破坏骨组织及髓外其他组织，出现骨痛、病

液，混匀备用。（２）胞浆内轻链的标记：取两支试管，每管１００

理性骨折、贫血、出血，以及骨髓瘤细胞产生大量单克隆免疫

肛ｌ细胞悬液分别加入ＣＤ４５一ＡＰＣ ２０斗ｌ，避光１５ ｍｉｎ，再加入

球蛋白而出现感染、高钙血症、肾脏病变、高黏滞血症、淀粉

破膜剂Ａ液１００¨ｌ，避光１０ ｒａｉｎ，加溶血素２ ｍｌ，避光１０

样变等，尤其在疾病早期，表现无特异性，极易漏诊和误诊。

ｒａｉｎ，在水平离心机上以离心半径２０

本文通过四色流式细胞术对其进行免疫表型分析，以期望为

ｍｉｎ，弃去上清液，加入溶血素Ｂ液５０汕ｌ，分别加入（ＩｇＧ２ａ—

ＭＭ的诊断提供更可靠的实验室依据和方法。

ＦＩＴＣ、ＩｇＧｌ一ＰＥ）、（Ｋ—ＦＩＴＣ／ｈ—ＰＥ），避光１５ ｒａｉｎ，加２ ｍｌ ＰＢＳ

１资料与方法

洗涤，在水平离心机上以离心半径２０

１．１

临床资料选择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我院住院

（１）胞膜的标记：

ｃｍ．１５００ ｒｐｍ离心５

ｃｍ。１５００ ｒｐｍ离心５

ｒａｉｎ，弃去上清液，加１ ｍｌＰＢＳ液，混匀备用。

ＭＭ患者４５例，其中女性１２例，男性３３例，平均年龄（６０±

１．５．２流式细胞仪测定用荧光微球校准仪器及补偿后，用

１２．Ｏ）岁；均为初诊患者，骨髓细胞学检查瘤细胞占（１５％～

Ｃｅｌｌｑｕｓｅｔ软件收取１０ ０００个细胞．通过ＣＤ４５／ＳＳＣ和ＣＤ３８／

９５％），其中分泌型为３７例（ＩｇＧ型为２７例，ＩｇＡ型为１０例），

ＣＤ５６联合设门，确定瘤细胞的位置及抗原表达情况。每个抗

轻链型为５例（入链型４例，Ｋ链型１例），不分泌型３例，均

体阳性率＞２０％为该抗体表达阳性。

经血清免疫球蛋白和轻链检测确定。

２结果

１．２仪器与试剂

ＦＡＣＳＣａｌｉｂｕｒ流式细胞仪为美国ＢＤ公司

２．１免疫表型的检测结果每例标本先在ＣＤ３８／ＣＤ５６图中

产品。ＣＤ３８一ＦＩＴＣ／ＣＤ５６一ＰＥ／ＣＤｌ９一Ｐｅｒｃｐ、ＣＤｌ３８一ＰＥ、ＣＤ４５一

确定瘤细胞（ＣＤ３８十ＣＤ５６＋或ＣＤ３８＋ＣＤ５６细胞群），然后在

ＡＰＣ、Ｋ—ＦＩＴＣ／ｋ—ＰＥ／ＣＤｌ９一Ｐｅｒｃｐ、Ｋ—ＦＩＴＣ／ｈ－ＰＥ、ＩｇＧ２ａ—

ＣＤ４５／ＳＳＣ图中标记瘤细胞位置．并根据此圈定瘤细胞群及

ＦＩＴＣ、ＩｇＧｌ一ＰＥ、溶血素和破膜剂，均购自美国ＢＤ公司。

设门，为以后的各图分析做好准备。ＣＤ３８／ＣＤ５６瘤细胞比率

１．３标本的采集

占１０．５６％～７５．４５％，平均为３５．２３％。图１中Ｒ１群为ＣＤ３８＋

无菌操作抽取０．２ ｍ１骨髓液涂片，行显微

镜形态学检查。另抽取２ ｍ１骨髓液置于ＥＤＴＡ—Ｋ：抗凝血常

ＣＤ５６＋细胞群，在图２中表现为Ｒ３的位置为ＣＤ４５一。图３

规管内作免疫分型．６ ｈ内完成检验。

群为ＣＤ３８＋ＣＤ５６细胞群．在图４中表现为Ｒ３的位置为

１．４标本的处理骨髓涂片行瑞一吉染色，显微镜下观察并

ＣＤ４５一。

分类计数２００个有核细胞。抗凝的骨髓液１ ｍｌ，加３ｍｌＰＢＳ

２．２

液，混匀后，在水平离心机上以离心半径２０ ＣｌＸＩ，１５００ ｒｐｍ离

ＭＭ中，ＣＤ３８＋ＣＤ５６＋ＣＤｌ９一ＣＤ４５＿及ＣＤｌ３８＋表达率均为１００％：

心５ｒａｉｎ，弃去上清液，加１ ｍｌＰＢＳ液，计数骨髓细胞数，调节

５例轻链型ＭＭ中．仅ＣＤｌ３８＋表达率为１００％：３例不分泌型

至５ｘ１０６／ｍｌ，制成细胞悬液备用。

ＭＭ中，ＣＤ３８＋ＣＤ５６一ＣＤｌ９一ＣＤ４５一及ＣＤｌ３８＋表达率均为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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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浆轻链的表达中，３种类型ＭＭ均为ｃ入链表达率较高，分

７８％要高，且ＣＤ５６。的ＭＭ患者也占１３％（６／４５）。因此提示，

别为７３％、８０％和６７％。见表１。

虽然ＣＤ５６是区分正常与恶性浆细胞的重要标志。ＣＤ５６＋有助

３讨论

于ＭＭ的诊断，但ＣＤ５６一不能排除ＭＭ的诊断，还应该结合其

临床上诊断ＭＭ一般根据骨髓细胞学和免疫学方法分

他特性进行综合分析，这与黄春妮等Ｃ，］的观点一致。

析检测血和尿的异常Ｍ蛋白及轻链。然而。有时形态学偏成

ＣＤｌ９是包括正常浆细胞在内的Ｂ细胞系的一个重要标

熟的骨髓瘤细胞与正常的浆细胞在形态上难以区分。而采用

志，但本文研究的４５例ＭＭ标本中，无一例细胞具有ＣＤｌ９＋

免疫分型法对ＭＭ进行分析，是行之有效的方法Ｃ创。文献【３．·１

表征，一些文献【８－１０】研究也表明ＣＤｌ９在ＭＭ中几乎不表达。

报道正常的浆细胞表达为ＣＤ３８＋、ＣＤｌ９＋，ＣＤｌ３８＋、ＣＤ５６一。本

因此，应用多参数流式细胞术，根据特定细胞群ＣＤ５６和

文对４５例ＭＭ患者的检测结果表明：典型的骨髓瘤细胞免

ＣＤｌ９表型可以明确ＭＭ骨髓中瘤细胞的负荷量。本文研究

疫表型为ＣＤ４５一、ＣＤ３８＋、ＣＤ５６一、ＣＤｌ３８＋、ｃＫ“或ｃ入＋，一。但

的６例ＣＤ５６一ＭＭ中，３例为轻链型，３例为不分泌型，并且临

ＣＤｌ９＋未表达。

床表现较一致，均是外周血三系减少的病例，那么ＣＤ５６一是否

Ｃａｄｏ—Ｓｔｅｌｌａ等口１报道多数ＭＭ患者有ＣＤ５６＋表达。而正
常浆细胞没有ＣＤ５６的表达。因此，有学者吲认为ＣＤ５６是区

与疾病的不良过程有关，因本文的病例较少，还需要长期的
临床观察，进一步研究探讨。

分正常与恶性浆细胞的重要标志之一。本文研究中，４５例

ＣＤ３８：ＣＤ３８是ＮＡＤ糖基水解酶，与细胞增殖和激活有

ＭＭ患者ＣＤ５６＋占８７％（３９／４５），比Ｃａｒｌｏ—Ｓｔｅｌｌａ等［５１报道的

关。在人的正常骨髓中，无论是髓系或Ｂ淋巴系前体细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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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图４

Ｒ３表示为Ｒ１的细胞群为ＣＤ４５一

ＭＭ细胞免疫表型及胞浆轻链的表达（％）

实用检验医师杂志２０１３年３月第５卷第１期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Ｍａｒｃｉａ ２０１３，Ｖ０１．５，Ｎｏ．１

·４９·

及成熟的淋巴细胞、单核细胞、粒细胞，ＣＤ３８均有不同程度

浆内表达，而且只表达一种类型的轻链，称之为轻链不平衡

的表达。但仅在浆细胞表面可被检测到超强表达，被认为是

现象，这对骨髓瘤的诊断和临床跟踪及微小残留病变的检测

特异性的浆细胞表面标志”“。本文研究中所有的瘤细胞均表

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也将是我们以后工作的重点。本文研究

达ＣＤ３８．对确定瘤细胞的位置起到很大作用。ＣＤ３８在稳定

中虽然所有ＭＭ胞浆内均表达ＣＫ链和ｃ入链，但后者的表达

期仍高表达，表明稳定期中虽然患者的临床症状有所改善，

率更高（见表１）。另一方面对于临床上某些特殊类型的骨髓

骨髓中浆细胞比例恢复正常，但肿瘤克隆细胞仍没有被完全

瘤的明确诊断是必需的，特别是不分泌型骨髓瘤，此种瘤细

清除［１“。

胞不分泌免疫球蛋白，也不分泌轻链，这就为诊断带来困难，

ＣＤ４５：即白细胞分化抗原，是单链跨膜糖蛋白，属于蛋白

但我们现在能够检测胞浆内轻链，只要检测到只分泌一种轻

酪氨酸磷酸酶家族的成员，其广泛地存在于除了成熟红细胞

链，就可以明确诊断。本文研究中的３例不分泌型ＭＭ，骨髓

和血小板之外所有的造血系细胞表面，在淋巴细胞的发育激

细胞学检查找到典型的骨髓瘤细胞，但临床检查中免疫球蛋

活中起重要作用。其广泛表达于浆细胞表面，而在ＭＭ细胞

白及轻链检测均是阴性，因此进一步行胞浆轻链检测，结果

中呈阴性或弱阳性表达。ＣＤ４５是近期骨髓瘤免疫表型研究

显示均为阳性，给临床确诊和治疗提供了可靠的实验室依

的一个新的热点．ＣＤ４５设门常被应用到ＭＭ的流式免疫分

据。因此胞浆轻链的检测对确诊ＭＭ，尤其是不分泌型ＭＭ起

型中，但近年来有研究［／３ ３发现，有相当比例的ＭＭ患者可监

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另外，胞浆轻链检测也可用于意义未明

测到ＣＤ４５高强度表达，而几乎所有的ＭＭ患者均含有－－ｄ，

的单株免疫球蛋白血症、反应性浆细胞增多症和重链病等的

群有增殖活性的浆细胞，此类细胞的表型特点为ＣＤ４５强阳

鉴别诊断。

性。冈此目前多结合ＣＤｌ３８或ＣＤ３８等其他表型抗原设门来

总之，利用四色流式细胞术进行ＣＤ４５／ＳＳＣ、ＣＤ３８／ＣＤ５６

提高流式免疫分型检测的精确性。本文研究中所有的瘤细胞

来标记骨髓瘤细胞，并进行ＣＤｌ９、ＣＤｌ３８、胞浆轻链的检测，

ＣＤ４５均为阴性表达．可能与收集的病例较少有关。

可准确地识别骨髓瘤细胞．有助于ＭＭ的诊断及治疗疗效的

ＣＤｌ３８：Ｓｙｎｄｅｃａｎ一１分子属于黏附分子跨膜硫酸乙酰肝
素蛋白聚糖家族成员，其表达具有细胞类型和发育阶段的特
异性，他们可以参与细胞增殖、细胞黏附等多种功能，并与肿
瘤细胞的归巢及转移等过程有关。ＣＤｌ３８特异的表达于浆细
胞，因此被认为是骨髓瘤细胞最特异的免疫标志。张琦”１认
为几乎所有的ＭＭ患者均表达ＣＤｌ３８，且不会在骨髓造血前

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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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秦燕，丁润生，陆伟，多参数流式细胞术在多发性骨髓瘤诊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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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第七届全国临床检验实验室管理学术会议暨
纂
纂中华医－９会第十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
霎鬻

为提高我国检验领域学术交流的水平和规模，由中华医
学会、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和中国医院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

结论，论文要求未在国内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文责自负，
概不退稿。

业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中国医院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员

本次大会只通过网上在线投稿，不接受邮寄和Ｅ—ｍａｉｌ投

会第七届全国临床检验实验室管理学术会议暨中华医学会

稿，网上论文投稿请登录大会网站：ｗｗｗ．ｃｓｌｍ．ｏｒｇ．ｅｎ／ｎｃ—

第十次全国检验医学学术会议（简称２０１３全国检验医学大

ｃｌｍ２０１３／ｃｎ。

会，２０１３ＮＣＬＭ）将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８—１１日在西安举行。这是
中华医学会检验分会和中国医院协会临床检验管理专业委

大会接受中文及英文投稿。但是一篇论文不得同时递交
中文和英文稿件。

员会共同举办的大规模检验学界学术会议．也将是２０１３年

投稿截止日期：２０１３年２月１５日

度我国检验医学的一次盛会。本次会议将涵盖临床检验和实

前期注册截止日期：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０日

验室管理各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并将对检验医

注册费：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０日前８００元，４月１０日之后及

学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进行广泛充分的交流探讨。届时

现场１０００元

将邀请国际、国内一流专家与会做专题报告。会议还将举办

３会议旦寸闻及地点

继续教育、临床实验室设备新技术交流和展览会。全体参会

会议时间：２０１３年５月８一１１日

者可获国家级医学继续教育学分。欢迎全国检验医学界同仁

会议地点：西安曲江国际会议中心

踊跃投稿参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１会议征文主要范围

４联系方式

联系人：贾玲

生化新技术和新方法；血液体液新技术和新方法：免疫

电

话：＋８６（１０）８５１５８１２９

新技术和新方法；微生物新技术和新方法；实验室管理及其

传

真：＋８６（１０）８５１５８１３２

他检验医学相关内容。

电子邮件：ｌｉｌｙｊｉａ＠１６３．ｃｏｎ

２征文要求

地

稿件要求提供６００字摘要一份。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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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北京东四西大街４２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