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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研究 MYH9相关综合征(MYH9-RD)患者血小板、中性粒细胞的超微结构及其病理特点。方法:采用光学显微镜
和透射电镜观察患者外周血的中性粒细胞、血小板及其细胞器形态结构特点。结果:患者具有“巨大血小板、血小板数量减少
和中性粒细胞包涵体”三联征;各血小板所含的细胞器数量差异明显,多数血小板的微管系统、α颗粒和致密颗粒数量与血小板
体积成比例增加。在所统计的血小板中,有约85%的线粒体肿胀明显,62%的开放管道数量增多,90%血小板有伪足伸出。巨
大血小板中有被微管和内质网包围的特殊区域,形态与中性粒细胞包涵体类似。结论:NMMHC-IIA异常导致血小板细胞器
分布不均、开放管道数量增加,也可能是 MYH9-RD患者血小板一直处于被激活状态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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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rastructureandpathologicfeaturesofplateletandneutrophilinpatientswithMYH9-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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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studytheultrastructureandpathologicfeaturesofplateletandneutrophilinpa-
tientsfromafamily(GXMSfamily)withnon-musclemyosinheavychain9relateddisease(MYH9-RD).
Methods:Morphologicalcharacteristicsofneutrophils,plateletsandtheirorganellesinperipheralbloodof
patientswereobservedbyopticalmicroscopeandtransmissionelectronmicroscope.Results:Theproband
intheGXMSfamilypresentedwithgiantplatelet,thrombocytopeniasandneutrophilinclusions.Theplate-
letsofallpatientswereheterogeneousinorganellescontent,andhadincreasingnumberofdenseandα-
granules,aswellasopen-canalicularsystems,whichwereproportionaltotheincreasedplateletvolume.
Themitochondrialswelledsignificantlyin85% oftheplatelets,theopen-tubularincreasedobviouslyin
62%oftheplatelets,andthepseudopodiawereobservedin90%oftheplatelets.Someregionsingiant
plateletsweresurroundedbymicrotubulesandendoplasmicreticulum,whichweresimilartotheneutrophil
inclusionsinshape.Conclusion:AbnormalNMMHC-IIAresultedinainhomogeneousorganelledistribu-
tionwithinplatelets,anditislikelytobeanessentialfactorformaintainingtheactivationstateofthe
plateletsinpatientswithMYH9-RD.
Keywords MYH9-relateddisorders;macrothrombocytopenia;transmissionelectronmicroscopy;Giant
platelet;neutrophilinclusionbody

  MYH9相关综合征(MYH9-relateddisorders,
MYH9-RD)具有血小板数量减少、巨大血小板和中
性粒细胞包涵体“三联症”,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凝
血障碍、贫血、耳聋、肾炎和早期白内障[1]。导致该
疾病的基因 MYH9编码非肌肉肌球蛋白重链-IIA
(NMMHC-IIA),是血小板唯一的肌球蛋白,也在白
细胞、耳蜗、肾中表达。它包含球状头部域和螺旋、

非螺旋尾部域,其中头部域参与了细胞运动、细胞分
裂和维持细胞形态等几项重要的细胞功能,而尾部
域是该蛋白磷酸化的调节位点[2]。若突变发生在编
码蛋白头部域的基因上,患者有耳聋、肾炎、白内障
其中一种或多种严重症状[3];若突变发生在 MYH9
最后一个外显子(exon41)上,使所编码蛋白的非螺
旋尾部域发生改变,患者只表现轻微的凝血障碍,甚
至没有临床症状。
  NMMHC-IIA包涵体在中性粒细胞中分布形
态已有较多的报道[4-5]。近年来,Spinler等[6]用免
疫荧光法证实了异常的 NMMHC-IIA在患者血小
板细胞质中出现,但未见透射电镜观察血小板中包
涵体的研究报道[7]。本实验采用超薄切片技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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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析MYH9-RD家系(GXMS)患者的中性粒细胞
和血小板细胞器的形态和超微结构,为病理诊断提
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先症者(GXMS-III1),女,34岁,自幼年起皮肤
易挫伤,皮肤紫癜消退、伤口愈合时间长,有轻微凝
血障碍及贫血。血常规检查发现血小板减少(62×
109/L,正常参考值100×109~300×109/L),白细
胞、红细胞正常,其他临床指标正常。曾在其他医院
诊断为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ITP)。经过询问
家族史,得知先症者的女儿和另5名家系成员同样
有血小板减少的症状。
  GXMS-III1外周血涂片具有血小板减少、巨大
血小板和中性粒细胞包涵体。患者6岁和4岁的女
儿(GXMS-VI1和GXMS-VI2)外周血涂片也发现有
巨大血小板和中性粒细胞包涵体,但GXMS-VI1血
小板为122×109/L,正常。GXMS-VI2血小板为

25×109/L,低于正常参考值。
1.2 方法

1.2.1 光学显微镜观察中性粒细胞和血小板形态

 签订知情同意书后,取3例患者微量外周抗凝血
涂片,行瑞—吉染色,光学显微镜下观察血小板数
量、大小和形态以及中性粒细胞包涵体。
1.2.2 透射电镜观察血小板形态从3例患者、1例
正常人5mL外周血中分离出血小板和白细胞,立
刻用戊二醛、锇酸固定,磷酸缓冲液清洗后乙醇—丙
酮脱水、丙酮浸透、环氧树脂618包埋、超薄切片机
(徕卡UC7)切片、醋酸铀—柠檬酸铅双重染色后电
镜(日立H-7650)观察。

2 结 果

2.1 血常规和外周血涂片检查结果

  GXMS-III1具有“巨大血小板(5~9μm)、血小
板数量减少、中性粒细胞含浅蓝色包涵体。GXMS-
VI1血小板数量正常(122×109/L),GXMS-VI2血小
板数低于正常参考值(25×109/L)”,其具有“巨大血
小板和中性粒细胞包涵体”。患者66%中性粒细胞
可观察到一个浅蓝色云雾状包涵体(图1A),大小

2~3μm,多分布在细胞边缘。46%血小板体积巨
大,呈类圆形或椭圆形(图1B),直径4~10μm 不
等,大型血小板体积与红细胞相近(9%血小板直径

>7μm),甚至大于红细胞。

A:GXMS-III1先症者69%中性粒细胞胞质内可见浅蓝色包
涵体(↙),大部分包涵体位于细胞边缘;B:先症者4岁女儿

GXMS-VI2中性粒细胞包涵体(↑)和巨大血小板(▲),血小
板大小(直径8~9μm)与红细胞相近甚至超过红细胞。
 图1 外周血涂片可见中性粒细胞包涵体和巨大血小板

(×1000)

2.2 透射电镜观察外周血巨大血小板和中性粒细
胞结果

  对3例患者和1例正常人的32个血小板进行
观察并统计。正常人血小板直径2~3μm,各细胞
器分布均匀,开放管道数量正常,占总体积10%~
28%,彼此间相互独立。3名患者均有巨大血小板
(直径4~9μm),呈类圆形,超过40%血小板直径>
4μm,9%血小板与红细胞体积相当,甚至大于红细
胞。患者血小板细胞器,包括:α颗粒、小管系统、溶
酶体、线粒体,含量差异明显,有的含大量细胞器,有
的只有少量(图2A)。约85%的血小板线粒体肿胀
明显,62%血小板开放管道数量增多。微管系统、α
颗粒、致密颗粒、糖原颗粒数量与血小板体积成比例
增加。约90%血小板处于激活状态:伪足伸出,各
微管相互联系,微管系统与细胞膜相连,形成大量开
放管道(图2B)。在先症者的血小板中出现一个直
径约1μm的特别区域(图2C)白色箭头所指),大部
分被微管和内质网包围,内有平行排列的微丝、2个

α颗粒和一个致密颗粒,且分布有许多核糖体颗粒。
  患者中性粒细胞包涵体大小约2μm×1μm,通
常有膜包围,与膜间有空隙。其内有少量核糖体颗
粒,外围有较多的核糖体群环绕,以及少量的过氧化
物酶阴性颗粒(图2D)。正常人中性粒细胞无此结
构。

A:GXMS-VI2巨大血小板:细胞器含量差异明显,三角形指含大量细胞器的血小板,箭头指含少量细胞器的血小板;大部分血
小板有伪足。B:GXMS-VI1巨大血小板,直径5μm。C:先症者GXMS-III1巨大血小板,直径5.5μm。D:先症者中性粒细胞:
左上方近细胞膜处有扁圆形包涵体,长2μm,宽1μm。

图2 透射电镜观察血小板和中性粒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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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在前血小板的形成过程中,各种细胞器通过微
管轨道从巨核细胞传送到初级血小板中。对于正常
人而言,每个血小板中所含的α颗粒、微管系统、溶
酶体和线粒体等,应该在种类上相同、数量上近似。
而GXMS家系的3名患者的血小板不仅体积大,其
内容物也存在极大差异:细胞器很多或很少,这两类
血小板的比例接近1∶1。Pertuy等[7]发现 MYH9
基因敲除鼠的各血小板细胞器数量相差将近6倍,
而空 白 对 照 鼠 的 血 小 板 无 此 差 异。其 原 因 是

NMMHC-IIA是动力蛋白,对于前血小板细胞器的
均匀分布有重要作用。GXMS家系患者 MYH9存
在杂合 突 变(p.Ala1935Profs*12),所 形 成 异 常

NMMHC-IIA是导致血小板细胞器分布不均的重
要因素,而不是样本超薄切片随机误差造成的。
  患 者 血 小 板 一 直 处 于 被 激 活 状 态。Pok-
rovskaya等[8]在研究血小板微管流动性时发现:静
息期的大部分血小板微管系统和胞膜没有连接;活
化后,它们的融合率增加3倍。推测 MYH9突变导
致NMMHC-IIA功能缺陷,血小板收缩、蛋白分泌
异常,造成凝血困难,因此血小板总处于激活状态。
被激活的血小板促进开放管道融合,是在电镜下看
到开放管道增多的原因。
  NMMHC-IIA的表达贯穿于整个造血过程,对
血小板的收缩和分泌功能尤其关键[9]。它特异地结
合到血小板细胞器表面,但究竟在细胞器运动中扮
演一个什么样的分子动力角色仍不清楚。现已知的
是:缺陷的蛋白影响巨核细胞形成血小板前体,产生
巨大血小板[10]。同时异常的 NMMHC-IIA在血小
板中表达,影响细胞器的分布、运动,和肌动蛋白骨
架的形成。
  电镜下的中性粒细胞包涵体形态结构不尽相
同,对于包涵体的内部结构和组成存在许多争议。
不同研究者的看法大致有以下几种:(1)包涵体由核
糖体群和平行排列的微丝组成[4]。(2)包涵体是没
有微丝、无膜环绕的类似脂肪粒结构[11]。(3)包涵
体形态多样,含不规则排列的微丝,与边界有间隙、
无膜包围[12]。(4)Rocco等[13]对于包涵体的描述得
到较多的支持:包涵体内充满核糖体群,大部分被粗
面内质网包围。而GXMS家系患者的包涵体有膜,
内含少量核糖体,多数核糖体分布在包涵体外周。
也许这是 GXMS家系患者的包涵体的特别之处。
本课题 组 认 为,来 自 不 同 突 变 编 码 的 NMMHC-
IIA,在分子大小、氨基酸的组成等方面存在差异,这
种差异影响包涵体中NMMHC-IIA的分布,乃至形
态结构。截止2016年6月,已报道的 MYH9突变
达52 种[14],而 我 国 报 道 的 MYH9-RD 家 系 近

20个[15]。GXMS家系的MYH9基因c.6082delG杂
合缺失,导致移码突变,造成 NMMHC-IIA蛋白C
端杆状尾部26个氨基酸改变(p.Ala1935Profs*
12),这与单纯的错义突变、单个氨基酸改变产生的

影响有所不同[16]。在不同 MYH9突变的患者中,
包涵体的形态结构具有多样性,可能与突变的位置、
种类或碱基数量不同有密切关系。所以,基于对不
同病例和突变类型的包涵体观察,其描述有可能存
在差异。
  本课题组在患者的巨大血小板中观察到,一个
被微管和内质网包围,内含平行排列微丝的特殊区
域。该区域中有核糖体群分布,其形态与中性粒细
胞包涵体类似。有研究表明:MYH9-RD患者的血
小板中有异常 NMMHC-IIA,并且和肌动蛋白结
合[17],但是否形成了包涵体,目前也未见相关的报
道,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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