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参考文献

1 Zheng JP，Yang L，Wu YM，et al.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ombination

salmeterol (50 microg) / fluticasone propionate (500 microg) inhalation

twice daily via accuhaler in Chinese patients with COPD〔J〕． Chest，

2007;132(6):1756-63.

2 Singh S，Amin AV，Loke YK. Long-term use of inhaled corticosteroids and

the risk of pneumonia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a meta-a-

nalysis〔J〕． Arch Intern Med，2009;169(3):219-29.

3 Iqbal F，Michaelson J，Thaler L，et al. Declining bone mass in men with

chronic pulmonary disease:contribution of glucocorticoid treatment，body

mass index，and gonadal function〔J〕． Chest，1999;116(6):1616-24.

4 李 鑫，杨 蕊 . 糖皮质激素的药理作用机制研究进展〔J〕． 国际药

学研究杂志，2009;36(1):27-30.

5 Bhowmik A，Seemungal TA，Sapsford ＲJ，et al. Ｒelation of sputum inflam-

matory markers to symptoms and lung function changes in COPD exacer-

bations〔J〕． Thorax，2000;55(2):114-20.

6 Boer WI. Cytokines and therapy in COPD:a promising combination〔J〕．

Chest，2002;121(5):209-18.

7 Mortaz E，Ｒad MV，Johnson M，et al. Salmeterol with fluticasone enhances

the suppression of IL-8 release and increases the translocation of glucocor-

ticoid receptor by human neutrophils stimulated with cigarette smoke〔J〕．

J Mol Med (Berl)，2008;86(9):1045-56.

8 Mahler DA，Wire P，Horstman D，et al. Effectiveness of fluticasone propio-

nate and salmeterol combination delivered via the Diskus device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J〕． Am J Ｒespir Crit

Care Med，2002;166(8):1084-91.

9 Hanania NA，Darken P，Horstman D，et al.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fluti-

casone propionate (250 microg) / salmeterol (50 microg) combined in the

Diskus inhaler for the treatment of COPD〔J〕． Chest，2003;124(3):834-

43.

10 张富强，郑劲平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舒张试验后肺容量和呼

气流量反应的差别〔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2010;33(2):109-13.

11 Hoshino M，Ohtawa J. Effects of adding salmeterol / fluticasone propionate

to tiotropium on airway dimension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J〕． Ｒespirology，2011;16(1):95-101.

12 Calverley P，Pauwels Ｒ，Vestbo J，et al. Combined salmeterol and flutica-

sone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 ran-

domised controlled trial〔J〕． Lancet，2003;361(9356):449-56.

13 李双保，杨向荣，辛洪涛 . 老年 COPD 患者钙磷调节激素与骨矿物

质含量的关系〔J〕． 实用老年医学，1996;19(3):115-7.

14 Celli BＲ，Thomas NE，Anderson JA，et al. Effect of pharmacotherapy on

rate of decline of lung function i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results from the TOＲCH study〔J〕． Am J Ｒespir Crit Care Med，2008;

178(4):332-8.

15 Ferguson GT，Calverley PM，Anderson JA，et al. Prevalence and progres-

sion of osteoporosis in patients with COPD: results from the towards a

revolution in COPD health study〔J〕． Chest，2009;136(6):1456-65.

〔2013-07-12 修回〕

(编辑 安冉冉 /曹梦园)

灯盏细辛注射液对老年脑梗死患者血清 IL - 6 及 TNF- α 表达的影响

游明瑶 蔡胤浩 王世君 赵 燕
1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贵州 贵阳 550000)

〔摘 要〕 目的 探讨灯盏细辛注射液对老年脑梗死(ACI)患者的临床疗效以及对其体内血清白细胞介素( IL)-6 与肿瘤坏死因子(TNF)-α 表

达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自 2011 年8 月至2013 年12 月来该院治疗，自发病到入院不超过24 h 的老年 ACI 患者 170 例，随机分为灯盏细辛治疗组与

常规治疗组各 85 例，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疗，灯盏细辛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每天加用灯盏细辛注射液 40 ml，静滴 15 d。酶联免疫吸附

(ELISA)法测定患者发病 24 h 内以及治疗 15 d 后患者血清 IL-6 与 TNF-α 水平;对患者治疗前后 IL-6 与 TNF-α 水平变化进行比较。结果 灯盏细辛

治疗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P ＜ 0. 05)，两组患者在治疗前血清 IL-6 与 TNF-α 水平显著高于健康人组(P ＜ 0. 05)，患者治疗后 IL-6 与

TNF-α 水平均明显下降，灯盏细辛治疗组较常规治疗组更显著，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结论 灯盏细辛注射液治疗老年 ACI 可能

与降低老年 ACI 患者血清 IL-6 和 TNF-α 表达水平、一定程度上减轻炎性因子所介导的 ACI 后炎症损伤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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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重症临床诊断与治疗相关工作。

目前急性脑梗死(ACI) 发病率、病残率和死亡率较高，尤

其是老年患者。近年来研究表明，免疫炎症反应在 ACI 发生发

展中有重要作用，其中白细胞介素 ( IL)-6 和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TNF)-α等前炎性细胞因子所介导的免疫异常及炎性反应与

脑缺血再灌注神经细胞损伤、变性以及凋亡过程密切相关
〔1〕。

灯盏细辛注射液具有活血祛瘀，通络止痛的功效，临床上应用

于 ACI 的治疗取得了一定疗效
〔1〕。本研究将灯盏细辛注射液

用于老年 ACI 的治疗，观察治疗前后患者体内 IL-6 与 TNF-α
表达水平的变化，旨在为灯盏细辛治疗脑梗死的可能机制提供

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临床资料 选择 2011 年 8 月至 2013 年 12 月来我院治

疗，自发病到入院不超过 24 h 的老年 ACI 患者 170 例，均为首

次发病，并伴有明显的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缺损症状和体征，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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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脑血管病学术会议修订脑梗死诊断标准
〔2〕，并由头颅 CT 或

MＲI 证实。排除标准:有肝、心、肾方面疾病及治疗前和治疗过

程合并感染，免疫性疾病或接受激素治疗及肿瘤患者。随机分

为灯盏细辛治疗组和常规治疗组各 85 例，其中灯盏细辛治疗

组男 45 例，女 40 例，年龄 61 ～ 87〔平均(69. 6 ± 3. 8)〕岁，病程

8 ～ 24 h，平均(12. 6 ± 7. 8)h;常规治疗组中男 43 例，女 42 例，

年龄 63 ～ 86〔平均(68. 6 ± 3. 5)〕岁，病程 9 ～ 24 h，平均(11. 6
± 6. 8)h。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及病情程度及神经功能缺损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具有可比性。患者均未使

用影响免疫功能药物。健康对照组是同期于我院体检健康者 36
名，其中男 19 名，女 17 名，年龄 60 ～85〔平均(63. 6 ±4. 5)岁〕。
1. 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疗:丁苯酞氯化钠注

射液 100 ml 静脉滴注 2 次 /d 与 10 ml 脑苷肌肽注射液，静脉滴

注 1 次 /d，阿司匹林 100 mg、氯吡格雷 75 mg 口服 1 次 /d;灯盏

细辛治疗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灯盏细辛注射液 40 ml( 购

自云南生物谷灯盏花药业有限公司生产，10 ml /支，含总黄酮

45 mg)加入生理盐水 250 ml 中，静脉滴注，1 次 /d，疗程为15 d。
两组患者根据病情给予降压、吸氧、脱水、纠正水电解质失衡及

预防感染等处置。
1. 3 检测方法 采集老年患者治疗前后清晨空腹腔静脉血

4 ml，静置 0. 5 h 后离心，分离血清保存，统一测试。酶联免疫

吸附(ELISA)法检测患者血清内 IL-6 与 TNF-α，ELISA 试剂盒

购自上海瑞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操

作，显色后酶标仪比色。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 0 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

x ± 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2 结 果

2. 1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灯盏细辛组中基本治愈

48 例，显著改善 18 例，改善 9 例，无改善 10 例，总有效率为

88. 2% ;常规治疗组基本治愈 32 例，显著改善 17 例，改善 8 例，

无改善 23 例，恶化 5 例，总有效率为 67. 1%。灯盏细辛组的治

疗效果优于常规治疗组(P ＜ 0. 05)。
2. 2 治疗前后老年患者血清 TNF-α与 IL-6 水平变化 表 1 可

见，老年脑梗死患者经灯盏细辛治疗后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常规

治疗组(P ＜0. 05)，两组患者在治疗前血清 IL-6 与 TNF-α水平

表 1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TNF-α与

IL-6 水平比较(x ± s，ng /ml)

组别 时间 n TNF-α IL-6

健康对照组 36 0. 81 ± 0. 17 0. 36 ± 0. 08
灯盏细辛治疗组 治疗前 85 2. 35 ± 0. 741) 0. 85 ± 0. 211)

治疗后 1. 58 ± 0. 321)2)3) 0. 54 ± 0. 191)2)3)

常规治疗组 治疗前 85 2. 36 ± 0. 861) 0. 92 ± 0. 251)

治疗后 1. 77 ± 0. 451)2) 0. 67 ± 0. 201)2)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1)P ＜ 0. 05;与本身治疗前后比较:2)P ＜ 0. 05;与

常规治疗组治疗后比较:3)P ＜ 0. 05

显著高于健康人组(P ＜ 0. 05)，患者治疗后 IL-6 与 TNF-α 水平

均明显下降，灯盏细辛治疗组较常规治疗组更显著，治疗前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
2. 3 不良反应 在治疗过程中，灯盏细辛组个别患者出现了

不良反应，1 例出现心悸、血压下降，1 例出现头晕、头痛，对 2
例患者即时停药处理后，症状即可消失。

3 讨 论

ACI 作为严重危害老年人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死亡率

高，是长期致残的首位病因。脑梗死在中医学属“中风”范畴，

血行瘀滞、气血阴阳失调、痰湿阻滞经络所导致的气血运行受

阻是其基本病因病机
〔3〕;现代医学认为，脑梗死的主要病因在

于血栓形成导致血管腔狭窄或是闭塞，血流不通所致脑组织缺

血缺氧坏死及梗死中心神经细胞的受损。免疫炎症反应与

ACI 缺血再灌注损伤密切相关，其中 IL-6 和 TNF-α等前炎性细

胞因子所介导的免疫异常及炎性反应在脑缺血再灌注神经细

胞损伤、变性以及凋亡过程中起重要作用
〔1〕。

炎性细胞因子 IL-6 与 TNF-α可调节许多中枢神经系统的

生理活动，其所介导的免疫异常以及炎性反应广泛参与了 ACI
的病理生理过程

〔4〕。IL-6 主要由 T 淋巴细胞、B 淋巴细胞及单

核巨噬细胞等分泌，作为重要的促炎性细胞因子之一，在机体

急性期反应和免疫应答等防御中有重要作用。TNF-α 是一种

前炎症细胞因子，可广泛参与多种生物活动，主要是由激活巨

噬细胞产生，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表达增加可加速细胞的死

亡
〔5〕。TNF-α可通过增加内皮细胞的通透性，诱导炎性细胞因

子的表达等多条途径，导致炎症反应损伤，诱导脑梗死发病过

程
〔6 ～ 8〕。ACI 发生炎症时，IL-6 及 TNF-α 等炎症介质由炎性细

胞释放，促进血管黏附因子的产生，加速了炎症反应进程，降低

IL-6 及 TNF-α表达水平，减少了炎症损伤。本研究显示灯盏

细辛对老年脑梗死患者的治疗效果佳，能显著降低患者血清

IL-6 与 TNF-α水平，从而减轻免疫应答及炎症损伤。
有研究表明

〔9 ～ 11〕，灯盏细辛注射液主要含有野黄芩苷及总

咖啡酸酯，具有一定抗炎和保护内皮细胞作用，体内试验显示，

灯盏花素能抑制内皮细胞与白细胞之间的黏附，减轻缺血再灌

注损伤;体外试验表明，灯盏细辛注射液能抑制 TNF-α 诱导的

炎症蛋白分子表达。本研究表明灯盏细辛注射液能降低患者

血清 IL-6 与 TNF-α水平，可能与灯盏花素及总咖啡酸酯等成

分有关。本研究只考察了炎性介质 IL-6 与 TNF-α，脑缺血再灌

注损伤是否与其他因子有关，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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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子宫内膜样腺癌患者癌组织中 Cirpto - 1、Survivin 和基质金属

蛋白酶 -14 表达及意义

魏琳琳 王 蕊 关淑梅 (辽宁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辽宁 锦州 121001)

〔摘 要〕 目的 检测老年子宫内膜样腺癌患者癌组织中 Cirpto-1、Survivin 和基质金属蛋白酶(MMP)-14 表达特征及其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

关性。方法 113 例老年子宫内膜样腺癌患者存档的蜡块组织及临床资料作为观察组，70 例子宫肌瘤或子宫脱垂后经病理证实为正常的老年子宫

内膜组织作为对照组，应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 Cirpto-1、Survivin 和 MMP-14 的阳性表达。结果 观察组 Cirpto-1、Survivin 和 MMP-14 阳性表达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观察组 Cirpto-1、Survivin 和 MMP-14 阳性表达率与肿瘤的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肿瘤最大径、有无癌栓及 Ki67 密切相关。线性相关性

分析显示观察组 Cirpto-1、Survivin 和 MMP-14 表达正相关。结论 老年子宫内膜样腺癌中 Cirpto-1、Survivin 和 MMP-14 高表达促进肿瘤的发生和进

展，三者可能具有协同作用。

〔关键词〕 子宫内膜样腺癌;Cirpto-1;Survivin;基质金属蛋白酶(MMP)-14;免疫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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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魏琳琳 (1980-)，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临床妇产科疾病

研究。

子宫内膜样腺癌病变进展中出现多种蛋白表达的异常。
Cirpto-1 作为细胞膜表达的受体可以接受多种信号刺激，是重

要的癌基因生长因子，参与癌细胞增殖和转移
〔1〕。Survivin 是

凋亡抑制基因，具有抑制肿瘤细胞凋亡和调节细胞周期的双重

功能，与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
〔2，3 〕。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14 是 MMPs 家族的重要成员，不仅可以降解细胞外基

质(ECM)，还可以接受多种蛋白的调节作用，使基底膜的溶解

作用增强，加速肿瘤细胞播散
〔4〕。本实验探讨老年子宫内膜样

腺癌患者术后组织中 Cirpto-1、Survivin 和 MMP-14 蛋白的表达

及在病变进展中的价值。

1 资料和方法

1. 1 临床资料 2011 年 3 月至 2013 年 3 月我院行子宫内膜

样腺癌根治术老年患者 113 例为观察组，年龄 60 ～ 82 岁，中位

年龄 69 岁。有淋巴结转移 42 例，无淋巴结转移 71 例;肿瘤最

大径 0. 4 ～ 9 cm。选择 70 例子宫肌瘤或子宫脱垂后经病理证

实为正常的老年人子宫内膜组织作为对照组，年龄 60 ～ 80 岁，

中位年龄 68 岁。两组一般临床资料无显著差别(P ＜ 0. 05)。
1. 2 Cirpto-1、Survivin 和 MMP-14 的检测方法及判断标准

Cirpto-1、Survivin 和 MMP-14 蛋白的试剂盒均购自武汉博士德

生物技术公司，应用免疫组化 SP 法进行检测，DAB 染色，均由

病理科技师操作完成，严格按说明书进行，严格质量控制，努力

减少误差。Cirpto-1、Survivin 和 MMP-14 的阳性表达部位是细

胞质，以出现棕黄色颗粒为阳性细胞，选择阳性细胞较为集中

的区域(热点区)，每个病例选取 5 个高倍视野(400 倍)，计数

阳性细胞的总数和高倍镜下总细胞数，以阳性率≥50% 定为阳

性，以阳性率 ＜ 50% 定为阴性。
1. 3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AS6. 12 软件进行 χ2 检验和线性相

关分析。

2 结 果

2. 1 两组中 Cirpto-1、Survivin 和 MMP-14 阳性表达率的比较

观察组 Cirpto-1、Survivin 和 MMP-14 阳性表达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P ＜ 0. 000 1)，见表 1。
2. 2 观察组 Cirpto-1、Survivin 和 MMP-14 的表达与临床病理特

征的关系 观察组 Cirpto-1、Survivin 和 MMP-14 阳性表达率与

肿瘤的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肿瘤最大径、有无癌栓及 Ki67
指数密切相关。见表 2。
2. 3 观察组 Cirpto-1、Survivin 和 MMP-14 表达相关性 观察组

Cirpto-1 和 Survivin( r = 0. 47，P = 0. 045 3)、Cirpto-1 和 MMP-14
( r = 0. 48，P = 0. 035 4)、Survivin 和 MMP-14 ( r = 0. 44，P =
0. 029 9)表达均呈正相关。

表 1 两组 Cirpto-1、Survivin 和 MMP-14 阳性

表达率比较〔n(%)〕

组别 n Cirpto-1 Survivin MMP-14

观察组 113 67(59. 29) 75(66. 37) 80(70. 80)

对照组 70 13(18. 57) 15(21. 43) 10(14. 29)

χ2 值 29. 129 2 34. 932 4 55. 228 6
P 值 ＜ 0. 000 1 ＜ 0. 000 1 ＜ 0. 0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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