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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诊疗规范发布
文/《妇儿健康导刊》特约撰稿

为进一步提高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诊疗规范
化水平，保障医疗质量与安全，按照国家卫健委《关

潘

锋

病和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等，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后自身免疫排斥也可导致 AIHA 发生。

于进一步扩大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救治管理病种

二是免疫缺陷，原发性免疫缺陷病（PID）可因

范围的通知》的要求，国家卫健委组织国家儿童医

免疫功能紊乱而引起继发性 AIHA，AIHA 甚至可以

学中心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开展了儿

是 PID 确诊前的初始表现，特别是普通变异型免疫

童血液病等多个病种的诊疗规范制修订工作。经

缺陷病（CVID）和湿疹血小板减少伴免疫缺陷综合

国家卫健委儿童血液病专家委员会专家讨论形成

征（WAS）。自身免疫性淋巴细胞增生综合征（ALPS）

的《儿童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诊疗规范（2021 年

由于遗传性淋巴细胞凋亡缺陷造成免疫失调被归为

版）》（简称“诊疗规范”）日前正式发布，该诊疗规

PID，可因自身反应性淋巴细胞的扩增和增殖引起

范旨在进一步更好地指导我国儿童自身免疫性溶血

AIHA。HIV 感染等获得性免疫缺陷病可由于多克

性贫血（AIHA）临床诊疗工作。诊疗规范编写审定

隆 B 淋巴细胞激活和 T 淋巴细胞免疫调节功能障碍

专家组组长为国家儿童医学中心 / 首都医科大学附

引起继发性 AIHA。

属北京儿童医院王天有教授。

三是恶性肿瘤，AIHA 可继发于多种恶性肿瘤
甚至发生在恶性肿瘤诊断前，常见肿瘤类型包括霍

多因素导致 AIHA

奇金淋巴瘤、急性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
四是感染，常见感染源包括肺炎支原体、EB 病

王天有教授介绍，AIHA 是由于机体免疫功能

毒、麻疹病毒、水痘病毒、腺病毒、腮腺炎病毒和风疹

紊乱，产生红细胞自身抗体，通过抗体或补体途径介

病毒等。此类 AIHA 的自身抗体多为与红细胞 I/i 多

导红细胞破坏增多，超过骨髓红系代偿增生能力所

糖抗原特异性结合的 IgM 型自身抗体，临床多表现

致的一组溶血性贫血的统称。AIHA 于整个儿童期

为冷凝集素病（CAD）。而多数阵发性冷性血红蛋白

均可发病，发病率无明显种族差异，国外资料显示儿

尿（PCH）患儿发病前多有病毒感染表现，但具体病

童 AIHA 年发病率为 0.81/10 万~2/10 万。依据病因

原体一般不能明确。

AIHA 分为原发性 AIHA 和继发性 AIHA 两大类。原

五是药物，药物可引起红细胞自身抗体的产生，

发性 AIHA 也称为特发性 AIHA，此类 AIHA 患儿无

但需要药物形成半抗原或需要药物与红细胞形成抗

明确可引起溶血的基础疾病，原发性 AIHA 占儿童

原抗体复合物。引起儿童 AIHA 的常见药物有青霉

AIHA 病例的 40%~50%，大多由温抗体型自身抗体

素类、头孢菌素类、四环素、红霉素、丙磺舒、对乙酰

导致。继发性 AIHA 患儿存在可引起溶血的基础疾

氨基酚和布洛芬等。

病，儿童 AIHA 病例系列研究显示超过 50% 的患者

六是 Evans 综合征，当患儿同时存在 AIHA 和

具有免疫性疾病，约 10% 继发于感染。所有 AIHA

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TP）时则被称为 Evans 综合

患儿都需要考虑存在潜在全身性疾病的可能，尤其

征，某些 Evans 综合征可伴有自身免疫性中性粒细

青少年和 2 岁以下儿童以继发性 AIHA 更为多见，

胞减少。

病程也更为缓慢。
诊疗规范介绍了 AIHA 较常见的继发原因。一是

AIHA 分型

自身免疫性疾病，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是 AIHA
常见的继发性病因，尤其是大龄患儿，与 AIHA 相关

诊疗规范依据自身抗体与红细胞结合所需的

的自身免疫性或炎症性疾病包括系统性红斑狼疮

最适温度将 AIHA 分为温抗体型 AIHA 和冷抗体型

（SLE）、干燥综合征、硬皮病、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皮

AIHA（包 括 CAD 及 PCH）。 温 抗 体 型 AIHA 是 儿

肌炎、白癜风、溃疡性结肠炎、自身免疫性肝炎、糖尿

童原发性 AIHA 中最常见的类型，占 60%~90%，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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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类型常为 IgG 型。这些抗体在 37℃条件下优先

黑色血红蛋白尿常提示有冷抗体型 AIHA 导致的血

结合红细胞导致血管外溶血，主要发生于脾脏继而

管内溶血，如 CAD 或 PCH。如果贫血缓慢发生则心

引起贫血、黄疸，偶尔引起脾肿大。这类与红细胞的

血管系统可以良好代偿，而急速发生极重度贫血时

最适反应温度为 35~40℃的自身抗体称为温抗体。

则会导致氧供不足的心血管失代偿表现。查体可发

某些情况下 IgG 型自身抗体数量和密度足以固定补

现苍白和黄疸，结膜和手掌尤为明显，可触及肿大的

体，从而同时引起血管内溶血。

肝脏和脾脏。患者常有心动过速和收缩期血流杂音，

冷抗体型 AIHA 中的冷凝集素病（CAD）在儿

如急性严重 AIHA 发作可出现心力衰竭。病史询问

童 CAD 相对少见，约占 10%，最常发生在肺炎支原

应关注是否有类似发作史、近期急性感染史、服药史

体或 EB 病毒感染后。CAD 相关 IgM 自身抗体在低

和是否有免疫性疾病病史或家族史等。

温条件下（0~4℃）与红细胞 I/i 抗原结合并固定补

DAT 是 AIHA 确诊试验

体进而介导血管内溶血。这类与红细胞的最适反
应温度在 30℃以下特别是 4℃的自身抗体称冷抗
体，此类抗体亦可通过肝脏巨噬细胞介导红细胞免

王天有教授介绍，诊疗规范建议的 AIHA 实验

疫性破坏和清除引起血管外溶血性贫血。冷抗体型

室检查项目包括全血细胞计数（CBC）、红细胞指数、

AIHA 中的阵发性冷性血红蛋白尿症（PCH）是一种

网织红细胞计数、外周血涂片、直接抗人球蛋白试验

几乎仅发生于儿童的 AIHA，最常发生在病毒感染

（DAT）、尿液分析、血尿素氮（BUN）、肌酐、间接胆红

后，PCH 的特征为 IgG 自身抗体在低温下更容易结

素、乳酸脱氢酶（LDH）和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等，

合、有效固定补体，复温时引起血管内溶血。

如果有血红蛋白尿、肺炎支原体感染、寒冷暴露下肢

抗体类型与原发性和继发性 AIHA 关系研究发

端发绀等症状还应测定冷凝集素滴度，疑诊新生儿

现，温抗体型 AIHA 分为原发性（特发性）和继发性

溶血病或血型不合溶血性贫血时可追加间接抗球蛋

AIHA，继发性因素包括自身免疫或炎症性疾病，如

白试验。

SLE、Sjogren 综合征、硬皮病、幼年型特发性关节炎、

DAT 是 AIHA 确 诊 试 验，DAT 能 识 别 红 细 胞

皮肌炎、白癜风、溃疡性结肠炎、自身免疫性肝炎、糖

表面的抗体和（或）补体类型，以半定量形式评分，

尿病、自免性甲状腺炎等，以及 Evans 综合征、PID

DAT 阳 性 结 果 的 强 弱 一 般 与 溶 血 严 重 程 度 相 关，

（如 CVID、WAS）、获得性免疫缺陷病（如 HIV 感染）、

常 规 DAT 试 验 检 测 IgG 型、IgM 型 和（或）C3d 型

恶性病（如急性白血病、淋巴瘤）、感染和移植后状

抗体。少于 5% 的患儿尽管有临床温抗体型 AIHA

态。冷抗体型 AIHA 中的 CAD 包括原发性 / 特发性

证 据，但 由 于 红 细 胞 表 面 IgG 的 量 低 于 标 准 DAT

CAD 和继发性 CAD。继发性因素包括感染（如支原

能检测到的阈值而使结果呈阴性。罕见情况下患

体肺炎）、EB 病毒感染、恶性病（如淋巴瘤、自身免疫

儿也可能因仅存在 IgA 型自身抗体甚至仅存在温

性疾病以及造血干细胞移植后。PCH 包括原发性 /

反应性 IgM 自身抗体，而导致常规 DAT 呈现假阴

特发性 PCH 和继发性 PCH，继发性 PCH 多发生于

性，此时需采用特定的研究试剂和技术如微柱凝胶

病毒感染后。

卡或流式细胞仪加以鉴别。对于冷凝集素介导性

王天有教授介绍，AIHA 的症状和体征与其他

AIHA，DAT 结果通常为抗 C3d 阳性，抗 IgG 阴性，

类型溶血性贫血相同，症状严重程度取决于溶血严

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应检查患儿血清是否有冷反应

重程度和发生速率，轻症者可无症状仅化验显示轻

性 Donath-Landsteiner 抗体（D-L 抗体）的存在。D-L

度贫血，严重者可存在重度到极重度贫血甚至危及

抗体是 IgG 型冷热溶血素，在 0~4℃时与红细胞结

生命。大多数 AIHA 患儿有贫血相关的症状和体征，

合并吸附补体但并不溶血，在复温至 30~37℃时诱

如无力、乏力、呼吸急促、头晕、苍白和（或）溶血相

发溶血。DAT 是检查红细胞表面的不完全抗体，而

关症状和体征，如黄疸、茶色尿、酱油色尿等，其他非

间接抗球蛋白试验（IAT）则是检查血清中是否存

特异性症状包括腹痛或发热。CAD 患儿最常见的表

在游离抗体，通常用于检测疑似新生儿溶血病患儿

现可有寒冷后红细胞凝集相关症状，如肢端发绀即

的母体抗体以及因红细胞不相容的输血而产生的

指尖、脚趾等肢端最远端和耳鼻皮肤变为深紫色到

血型抗体。

灰白色，温暖时症状消失。排出葡萄酒色、可乐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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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冷凝集素滴度检测，血清冷凝集素滴度是指寒冷

诊疗规范强调诊断 AIHA 要确定是原发性 AIHA

暴露下（0~4℃）仍可看见红细胞凝集的血清样本

还是继发性 AIHA，首先要评估有无继发性的原因，

最大稀释度，几乎所有正常人都有低滴度的冷凝集

所有新诊断的 AIHA 患儿都应筛查继发性病因并应

素（<1 ∶ 40），但感染疾病后冷凝集素滴度通常高

常规在治疗前开展，如进行抗核抗体、免疫球蛋白定

于 1 ∶ 256，淋巴瘤相关性冷凝集素病时滴度更高，

量检测、血清学检查等以判断有无肺炎支原体和 EB

通常高于 1 ∶ 2000。尿液分析与肾功能检查可以

病毒感染（仅针对冷凝集素病患儿），此外还要回顾

发现血管内溶血的患儿尿液表现为血红蛋白尿，潜

患儿的用药情况等。但对于需要尽快治疗、危及生

血阳性但镜检无红细胞。慢性血红蛋白尿会导致尿

命的重度贫血儿童则应优先治疗。由于许多情况下

液含铁血黄素聚集，表现为尿沉渣检测时细胞铁染

继发性疾病在诊断 AIHA 后才显现出来，因此对于

色阳性即尿 Rous 试验阳性，而血管外溶血如温抗体

病情迁延即使暂未发现继发性病因而诊断为原发性

型 AIHA 患者的尿液分析结果仅有尿胆原升高。溶

AIHA 的患儿也应定期重复筛查。

血可引起肾功能不全，因此初始评估 AIHA 时应检

第二，如果患儿存在以下情况，如复发性感染病

测尿素和肌酐。虽然溶血的血清标志物异常有助于

史、免疫缺陷或自身免疫性疾病家族史、中性粒细胞

确定是否有溶血性贫血，但这些检测对 AIHA 还不

减少和（或）血小板减少等其他血细胞减少、淋巴结

具有特异性。总胆红素增高以非结合形式即间接胆

肿大和（或）器官肿大病史，体格检查或实验室检查

红素为主；血清 LDH 和 AST 浓度升高尤其是血管

发现异常情况，则提示可能存在潜在的恶性肿瘤、免

内溶血时，谷丙转氨酶（ALT）和其他肝酶基本正常；

疫缺陷或自身免疫性疾病，需要进一步进行相关检

多数 AIHA 病例中可结合血浆游离血红蛋白的血清

查以明确病因。可根据临床表现选择淋巴细胞亚群

结合珠蛋白水平较低或不存在，鉴于小婴儿合成结

检测、HIV 检测、骨髓穿刺和活检、胸片、腹部超声

合珠蛋白能力弱且结合珠蛋白也是急性期反应物，

检查或 CT 等影像学检查，使用流式细胞仪筛查有

存在炎症或感染时其浓度可能升高，因此患儿小于

无 ALPS，通过抗双链 DNA 抗体、C3 和 C4 筛查有无

18 个月龄时不建议常规检测结合珠蛋白水平。

SLE 等疾病。此外，对于在子宫内或通过之前的输
血暴露于外源红细胞的 AIHA 患者，应筛查 IAT 判

AIHA 不同诊断标准

断患者血浆中是否存在同种异体抗体。若检出同种
异体抗体则在寻找相匹配的血液时需要进行扩大的

王天有教授介绍，AIHA 的诊断依据是同时存
在红细胞破坏证据和代偿增生证据的溶血性贫血

血液分型或基因分型，若存在这些抗体但又未发现
则可导致患儿发生严重的输血反应。

证据以及 DAT 阳性红细胞抗体证据，但温抗体型
AIHA 和冷抗体型 AIHA 有不同的诊断标准。对于

AIHA 鉴别诊断

温抗体型 AIHA 当存在以下情况时，有溶血性贫血
如贫血、间接胆红素水平高、LDH 水平高、结合珠蛋

诊疗规范强调，一般所说的 AIHA 是指原发性

白水平低等证据，DAT 结果为抗 IgG 阳性，红细胞

AIHA，这些患儿通常具有溶血性贫血的表现、体征

上可能存在补体；如果外周血涂片显示球形红细胞

及实验室证据如红细胞破坏增多及骨髓红系代偿增

且有网织红细胞增多和红细胞平均血红蛋白（HGB）

生等，因此非免疫性原因导致的溶血性贫血需要重

浓度升高，则支持诊断为温抗体型 AIHA，但不是诊

点鉴别。其次儿童 AIHA 以继发性 AIHA 为主，诊

断必须。对于冷抗体型 AIHA，当存在溶血性贫血如

断过程中尚需要注意明确是否有继发因素，需要进

贫血、间接胆红素水平高、LDH 水平高、结合珠蛋白

行鉴别诊断的主要疾病有遗传性球形红细胞增多

水平低；DAT 结果为补体 C3 阳性，IgG 阴性；外周

症（HS）及其他先天性溶血性贫血、各种其他类型贫

血涂片上红细胞聚集和较高的冷凝集素滴度，则支

血、黄疸和深色尿。

持诊断为 CAD 但不是诊断必须。当存在溶血性贫

HS 很容易与 AIHA 混淆，因为两种疾病均存在

血如贫血、间接胆红素水平高、LDH 水平高、结合珠

外周血球形红细胞和网织红细胞增多，骨髓中粒红

蛋白水平低；DAT 结果为补体 C3 阳性；冷热溶血

比倒置且可能均有脾大、红细胞渗透脆性升高等。

试验阳性则支持 PCH 的诊断。

但前者可能有家族史伴胆囊结石，而后者通常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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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 DAT 通常为阳性，而前者为阴性。此外遗传性

AIHA 需要迅速脱离接触药物等因素、控制感染或

椭圆形红细胞增多症、红细胞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

肿瘤等原发病，这样才能得到好的治疗效果。

（G6PD）缺乏症、地中海贫血等其他先天性溶血性

在支持治疗方面，AIHA 由于存在自身抗体增

贫血，由于同样具有溶血的表现及体征而易与 AIHA

加了交叉配血难度，增大了同种抗体致溶血性输血

相混淆，DAT 同样是区分 AIHA 与其他原因导致的

反应的危险，因此应尽量避免或减少输血，但如果贫

溶血性贫血的主要依据。

血已经危及生命时也应输血，输血时机应根据贫血

血栓性微血管病如溶血尿毒综合征、血栓性血

程度、有无明显症状、发生快慢而决定。抢救时不强

小板减少症、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等各种其他类型贫

调使用洗涤红细胞，交叉配血不完全相合时可选用

血需要与 AIHA 进行鉴别诊断，机械瓣膜病均可通

多份标本交叉配血中反应最弱的输注，并需要缓慢

过机械力量破坏红细胞导致溶血性贫血的发生，此

输注和密切观察有无输血反应。此时输注的供体红

类 贫 血 外 周 血 涂 片 中 可 见 到 破 碎 红 细 胞，但 DAT

细胞在 AIHA 患者体内存活时间与患者自身红细胞

检测为阴性。巨幼红细胞性贫血、甲基丙二酸血症

相近，但即使输注的红细胞在循环中仅能存在较短

等由于维生素 B 12 代谢异常，也可导致出现巨大红

的时间，仍可帮助改善贫血症状和体征，输血前加用

细胞和骨髓原位溶血，此时可伴有总胆红素升高并

糖皮质激素可有助减少或减轻发生输血反应。

以间接胆红素升高为主，网织红细胞比例或绝对值

诊疗规范建议对于急性溶血性贫血患儿当出现

升高。但前者血清维生素 B 12、叶酸水平下降，后者

严重症状时，能排除同种抗体者需要立即输注红细

血尿筛查可见甲基丙二酸血症或尿症，两者均 DAT

胞。对于慢性贫血者 HGB 在 70 g/L 以上可以不输血；

试验阴性，与 AIHA 的 DAT 试验结果不同。纯红细

HGB 在 50~70 g/L 时，如果有不能耐受的症状时可

胞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先天性骨髓衰竭综合征、获得

以适当输血；HGB 在 50 g/L 以下时应考虑输血。存

性再生障碍性贫血或暂时性成红细胞减少症等也

在冷抗体型自身抗体的患儿更易发生重度溶血性输

可以引起贫血，但这些贫血是由于红细胞生成减少

血反应，对于此类患者降低溶血性输血反应可能性

而引起，相比较于溶血性贫血其网织红细胞计数通

的策略包括输注前和过程中加热血制品至 37℃，以

常较低。

缓慢的速度开始输血并定期检测血浆和尿液样本有

临床上当尿液中出现 HGB 的深色尿可容易与

无游离血红蛋白。在罕见的情况下输血使溶血加重

血尿或肌红蛋白尿相混淆，此时需要做尿液及生化

时并可伴有显著的血红蛋白血症及血红蛋白尿，此

分析予以鉴别。血尿的尿液镜检中可见大量红细胞，

时应充分补液和碱化以防止肾衰竭。PCH 患儿通常

而血红蛋白尿中通常没有红细胞。肌红蛋白尿的尿

有突发但自限性溶血，治疗的主要措施是使患者保

液分析与血红蛋白尿相似，但肌红蛋白尿通常发生

暖及避免接触冰冷液体，大多数冷凝集素（IgM）的

于快速大量的肌肉分解，血生化中肌酶水平明显升

CAD 患儿由肺炎支原体或 EB 病毒感染所致，贫血

高，血红蛋白尿的患者通常不会有肌酶水平的升高。

往往很轻，大部分病例不需要药物治疗。同样，PCH

血红蛋白尿提示存在病理状态的血管内溶血，包括

管理包括使患者保暖及避免接触冰冷液体，治疗基

AIHA、红细胞 G6PD 缺乏症、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

础疾病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

白尿等，可以通过检测 G6PD 酶活性、CD55/CD59 水
平加以鉴别。

诊疗规范认为，温抗体型 AIHA 通常易反复和
呈现慢性过程，不经治疗常不能缓解，因此需给予药
物治疗。糖皮质激素是温抗体型 AIHA 的一线治疗

糖皮质激素是主要治疗用药

用药，推荐在无糖皮质激素禁忌情况下应用，对于温
抗体型 AIHA 糖皮质激素通常在 24 至 48 小时内起

王天有教授介绍，诊疗规范强调需要结合 AIHA

效，治疗反应率为 50%~80%，但减量过快或突然停

患儿贫血程度、发病的急慢性、症状和体征以及自身

用时易复发。PCH 患儿通常有自限性溶血，但可能

抗体特点等来制定最佳治疗策略。如果贫血不严重

需要短期使用糖皮质激素以减少溶血和改善贫血，

且没有心力衰竭表现则 AIHA 患儿可在门诊治疗；

少数情况下糖皮质激素对 CAD 可能有效。此外，一

而急性起病时可能需要住院进行诊断性评估，严密

线治疗还包括与糖皮质激素联合使用的静脉免疫球

监测患儿情况并对危重症患儿开展抢救。继发性

蛋白（IVIG）冲击治疗，该疗法对温抗体型 AIHA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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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剂量为 0.4 g/（kg·d），连 续 5 天 静 脉 输 注；或

可选择利妥昔单抗静脉给药，每剂 375 mg/m2，每周

1 g /（kg·d），连续 2 天冲击治疗，对于复发或难治

1 次，应用 2~4 周，反应率为 60%~85%。也有报道

性 AIHA 可 以 考 虑 多 次 使 用。IVIG 对 成 人 AIHA

显示小剂量利妥昔单抗（100 mg/ 次，每周 1 次，连

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选择，但大多数患儿单独应

续 4 次）也可降低经济负担及不良反应而不降低疗

用 IVIG 无反应，即使产生反应疗效也通常维持比

效，但临床数据及随诊时间有限。利妥昔单抗应用

较短暂。

时需要注意过敏反应，大多数发生于首次输注时，

约 80% 的 患 者 使 用 糖 皮 质 激 素 治 疗 会 获 得

治疗前可采用对乙酰氨基酚和抗组胺药预防。利妥

初始反应。研究显示大多数患儿在 1 个月内出现

昔单抗可能导致的严重不良反应包括重度的输液相

HGB 水平恢复，但 72% 的患儿至少接受了 6 个月的

关反应、乙肝病毒（HBV）感染再激活、重度的皮肤

治疗。AIHA 患者常复发，15%~40% 的患者在获得

黏膜反应和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等，因此应在开

初始反应后最初 6 个月到一年期间复发，复发治疗

始利妥昔单抗治疗前对所有患者应根据当地指南

通常是重新开始既往能够有效维持患者缓解的最低

进行 HBV 的筛查，不应对处于乙肝活动期的患儿

剂量的泼尼松治疗。AIHA 疗效标准包括痊愈、完全

使用利妥昔单抗治疗。对于 HBV 血清学检测阳性

缓解、部分缓解和无效。痊愈是指继发于感染者在

的患者在开始接受治疗前应咨询肝病专科医生的

原发病治愈后 AIHA 也治愈，表现为无临床症状、无

意见，同时应对其开展监测以预防 HBV 再激活的

贫血、DAT 阴性；CAD 者冷凝集素效价正常，PCH

发生。二线治疗第二个可选择的方法是脾切除，脾

者冷热溶血试验阴性。完全缓解是指临床症状消失，

切除是慢性或顽固性 AIHA 患儿有效治疗手段，约

红细胞计数、HGB 水平和网织红细胞百分比均正常，

2/3 的患儿有短期改善，通常在手术后 2 周内改善

血清胆红素水平正常，DAT 阴性。部分缓解是指临

明显。

床症状基本消失，HGB>80 g/L，网织红细胞百分比

为进一步推进儿童血液病和恶性肿瘤医疗救治

<4%，血清胆红素 <34.2 μmol/L，DAT 阴性或仍然

及保障管理工作，维护儿童健康权益，国家卫健委办

阳性但效价较前明显下降。无效则是患者仍然表现

公厅、民政部办公厅、国家医保局办公室、国家中医

有不同程度贫血和溶血状态，实验室未达到部分缓

药局办公室、国家药监局综合司日前联合发布《关于

解标准。

进一步扩大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救治管理病种范

诊疗规范认为，AIHA 以下情况需要予以二线治

围的通知》，通知要求将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免疫性

疗，包括 1~2 个月内糖皮质激素治疗无反应的患者，

溶血性贫血等 12 个病种纳入儿童血液病恶性肿瘤

不耐受糖皮质激素逐渐减量，
每日维持剂量 >1 mg/kg

救治管理病种范围，进一步完善儿童血液病恶性肿

的泼尼松剂量，糖皮质激素依赖，有其他禁忌或不耐

瘤诊疗体系，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水平，完善医疗

受糖皮质激素治疗，AIHA 复发等。二线治疗一是

保障政策，加强病例登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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