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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袁溃疡性结肠炎渊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ＵＣ冤的发病机制
尚不完全清楚袁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传尧环境尧感染及免疫四大

因素及其相互作用上［１］遥 而免疫因素是 ＵＣ 研究最为活跃的领

等［１１］报导袁复方血竭溶液渊血竭尧白及冤能显著降低 ＤＮＣＢ 大
鼠模型肠组织 ＩＬ－１茁 水平遥
２． 白细胞介素－２渊ＩＬ－２冤

域袁其中细胞因子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袁促炎细胞因子与抗

ＩＬ－２ 主要由辅助性 Ｔ 淋巴细胞在抗原或有丝分裂原刺

炎细胞因子之间的平衡失调被视为 ＵＣ 的一个重要发病机

激和 ＩＬ－ｌ 诱导下合成分泌袁与 Ｔ 细胞尧Ｂ 细胞尧单核细胞表面

制［２］袁成为近 １０ 年来 ＵＣ 研究的热点遥 白介素渊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ＩＬ冤

的 ＩＬ－２ 受体结合后袁能引起 Ｔ 细胞活化尧增殖袁促进细胞毒

是细胞因子中最主要的具有多种生物活性的一组淋巴因子袁

Ｔ 细胞的杀伤作用袁增强 ＮＫ 细胞活性袁促进 Ｂ 细胞分泌等

并在免疫细胞的发育尧分化尧免疫应答及某些细胞的激活过

细胞免疫反应遥

程中有重要调节作用遥 目前研究表明［３，４］袁由单核和巨噬细胞

朱氏等［１２］选用 Ｆｒｅｕｎｄ 佐剂成功构建了大鼠 ＵＣ 模型袁以

产生的 ＩＬ－１尧ＩＬ－２尧ＩＬ－６尧ＩＬ－８ 等均属于促炎细胞因子袁参与

ＩＬ－２Ｒ 为指标进行定量测定袁 结果证实 ＵＣ 模型存在 ＩＬ－２Ｒ

细胞免疫反应袁 而主要由 Ｔ 细胞产生的 ＩＬ－４尧ＩＬ－１０尧ＩＬ－１３

活性降低袁免疫功能处于抑制状态袁研究结果显示 ＵＣ 模型

等属于抗炎细胞因子袁参与体液免疫反应遥 现分别对促炎细

大鼠血清中 ＩＬ－２ 含量高低与 ＵＣ 有直接关系遥 邹阳等［１３］实验

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在 ＵＣ 发病机制中的研究进展及中

观察到 ＵＣ 模型大鼠血清 ＩＬ－２ 水平比正常大鼠显著降低袁

药调控作用综述如下遥

通过治疗后随着症状体征的好转袁ＩＬ－２ 水平显著升高袁 说明

一尧促炎症性细胞因子

随着治疗的进行增强了 Ｔ 细胞介导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１． 白细胞介素－１渊ＩＬ－１冤

功能袁减弱自身免疫反应袁从而减轻组织损伤而趋向愈合遥 古

ＩＬ－１ 被公认为是介导 ＵＣ 发病的细胞因子之一袁Ｓａｗａ

氏［１４］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时期 ＵＣ 患者其 ＩＬ－２ 及 ｓＩＬ－２Ｒ 水

等 用实时定量 ＰＣＲ 方法在转录水平上研究了 ＵＣ 患者肠黏

平有很大的差别袁与正常人比较活动期 ＩＬ－２ 最低袁缓解期次

［５］

膜内细胞因子 ｍＲＮＡ 的水平袁 发现活动期 ＵＣ 患者 ＩＬ－１茁

之曰 而 ｓＩＬ－２Ｒ 则相反袁ＵＣ 患者活动期 ｓＩＬ－２Ｒ 水平最高袁缓

ｍＲＮＡ 水平明显高于非活动期 ＵＣ 患者袁而非活动期 ＵＣ 患

解期次之袁且 ＩＬ－２ 与 ｓＩＬ－２Ｒ 水平的高低与 ＵＣ 病情活动相

者 ＩＬ－１茁 ｍＲＮＡ 水平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无显著性差异遥张氏

关遥 Ｖａｎ Ａｓｓｃｈｅ 等［１５］研究证实袁在 ＵＣ 活动期患者中袁应用抗

等 研究发现袁ＵＣ 患者血清 ＩＬ－１茁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者袁受

ＩＬ－２ 受体抗体袁取得了明显的临床效果并且内镜下的炎症征

累黏膜的 ＩＬ－１茁 显著高于未受累黏膜袁后者又显著高于正常

象得到改善遥 可见袁ＵＣ 患者不仅 ＩＬ－２ 的合成尧分泌发生了异

组袁随着病情的缓解袁ＩＬ－１茁 水平又显著降低遥 说明 ＩＬ－１ 在

常袁ｓＩＬ－２Ｒ 亦发生了改变袁动态观察 ＩＬ－２尧ｓＩＬ－２Ｒ 水平袁可评

ＵＣ 炎症初始阶段介导了炎症的发生和发展遥 ＩＬ－１ 的作用由

估 ＵＣ 患者免疫状态遥 李氏等［１６］报导袁浓度为 １ ｍｇ／ｍｌ 的加味

［６］

ＩＬ－１ 受体拮抗剂渊ＩＬ－１ｒａ冤控制袁有研究发现 袁ＩＬ－１ 和 ＩＬ－１ｒａ
［７］

之间的平衡决定 ＩＬ－１ 对炎症过程的促进作用袁ＩＬ－１／ ＩＬ－１ｒａ

柴芍六君颗粒渊柴胡尧白芍尧陈皮尧半夏尧太子参尧茯苓尧炒白
术尧甘草尧白花蛇舌草尧三七尧凤尾草冤能显著提高实验性 ＵＣ

的比值与疾病的临床严重程度密切相关遥 也有人报道 ［８］袁ＩＬ－

大鼠肠黏膜 ＩＬ－２ 水平遥段氏等［１７］采用痛泻二草方渊鱼腥草尧仙

１ｒａ 可以阻断实验性结肠炎动物模型的形成袁 并存在量效关

鹤草尧炒白术尧炒白芍尧陈皮尧炒防风冤治疗免疫法加乙酸局部

系袁 但在炎症形成后再用 ＩＬ－１ｒａ 则不能改变黏膜病理损伤遥

刺激诱导的 ＵＣ 大鼠复合模型袁 发现能显著升高大鼠血清

因此袁仅仅检测 ＩＬ－１ 与 ＩＬ－１ｒａ 尚不能反映 ＵＣ 的病情程度遥

ＩＬ－２ 水平遥 但是袁也有相反的报导袁葛氏等 ［１８］研究发现袁ＴＮＢＳ

张涛等［９］ 采用青肠栓渊马齿苋尧青黛尧参三七尧五倍子等冤治疗

造模大鼠外周血清 ＩＬ－２ 升高袁给与垂盆草干预治疗后袁实验

ＴＮＢＳ 造模大鼠袁发现血清 ＩＬ－１茁 水平呈下降趋势遥王氏等

性 ＵＣ 大鼠血清 ＩＬ－２ 降低遥

［１０］

报导袁溃结宁合剂渊葛根尧黄连尧白头翁尧仙鹤草尧地榆尧肉桂尧
甘草等冤能明显降低 ＵＣ 大鼠结肠黏膜 ＩＬ－１茁 的表达遥 李楠

３． 白细胞介素－６渊ＩＬ－６冤
ＩＬ－６ 是由单核巨噬细胞产生的多向性的细胞因子袁贾氏
等［１９］研究结果显示袁活动期 ＵＣ 患者血清 ＩＬ－６ 含量显著高于

作者单位院１００８５３ 北京军医进修学院曰

缓解期及正常对照组袁但与病变部位及范围无关遥 王氏等［２０］

通讯作者院陈治水袁主任医师袁硕士生导师袁

研究证实活动期 ＵＣ 患者病变黏膜的 ＩＬ－６ ｍＲＮＡ 和蛋白表

Ｅｍａｉｌ：ｃｚｓ．ｘｉａｏｈｕａ＠１６３．ｃｏｍ

达较非病变黏膜尧感染性肠道炎症对照组和正常对照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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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高袁并和炎症分级成正相关袁治疗后随着病情的缓解 ＩＬ－６

在不同程度的免疫激活状态袁 激活的巨噬细胞表达或分泌

浓度下降遥 Ｄａｉｇ 等［２１］发现即使样品来自患者正常黏膜组织袁

ＩＬ－１８ 增多有关遥 提示院血清中 ＩＬ－１８ 的含量可作为观察 ＵＣ

其 ＩＬ－６ 水平仍然高于正常对照袁 而同一患者正常和病变黏

患者病情的发展和判断预后的重要指标之一曰在 ＵＣ 缓解期

膜组织间无差异性遥 说明 ＩＬ－６ 的水平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

机体免疫功能仍处于紊乱状态袁继续治疗十分必要袁对防止

ＵＣ 病情遥 连氏等 研究发现袁结肠安胶囊渊蒲公英尧黄连尧三

ＵＣ 复发有重要意义曰 同时也提示在今后 ＵＣ 治疗中应注意

七尧白及尧黄芪尧白头翁尧败酱草尧白芍尧黄柏尧木香尧当归尧秦

抑制 ＩＬ－１８ 的过多产生尧释放袁以有效地消除肠道慢性炎症袁

皮尧枳实冤能明显降低 ＴＮＢＳ 造模大鼠血清 ＩＬ－６ 水平遥 祝斌

防止 ＵＣ 复发遥 用抑制巨噬细胞增殖浓度的抗 ＩＬ－１８ 单抗袁

等［２３］报导袁阴阳平衡散渊野生的鼎突多刺蚁尧黄芪尧丹参尧灵芝尧

有望为顽固性 ＵＣ 的免疫治疗提供新方法遥 吴限［２６］报导袁高尧

何首乌尧合欢花等冤治疗 ＵＣ 的显效率为 ８８．６％渊３１／３５冤袁治疗

中尧 低剂量结肠灵均能降低实验 ＵＣ 大鼠肠黏膜 ＩＬ－１８ 水

后血清 ＩＬ－６ 可下降至正常水平遥 吕氏等［２４］报导袁肠炎清渊黄

平遥

［２２］

连尧黄芪尧蒲黄尧白及尧元胡冤治疗 ＤＳＳ 结肠炎小鼠袁可降低肠

二尧抗炎症性细胞因子

组织 ＩＬ－６ｍＲＮＡ 的表达遥

１． 白细胞介素－４渊ＩＬ－４冤

４． 白细胞介素－８渊ＩＬ－８冤

ＩＬ－４ 是 Ｔ 细胞来源的细胞因子袁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袁

ＩＬ－８ 主要的生物学作用是趋化并激活中性粒细胞袁促进

最令人关注的是其抑制炎症的特性遥 大量研究证实 ＩＬ－４ 能

中性粒细胞的溶酶体酶活性和吞噬作用袁对嗜碱性粒细胞和

抑制单核巨噬细胞产生 ＩＬ－１茁 和 ＴＮＦ－琢袁 能下调活化的单

Ｔ 细胞也有一定的趋化作用遥目前研究发现袁无论是在血清尧粪
便还是组织中袁ＵＣ 患者的 ＩＬ－８ 含量均明显增高遥 屠氏等 研
［２５］

核巨噬细胞分泌氧自由基的能力袁而且存在剂量效应关系［３２］遥

有报告 ［３３］用表达 ＩＬ－４ 的重组人 ５ 型腺病毒载体治疗三硝基

究发现袁ＵＣ 患者的血清 ＩＬ－８ 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袁且

苯磺酸渊ＴＮＢＳ冤诱发的结肠炎袁能明显减轻组织损伤遥 有研究

随病变范围的扩大和病变程度的增加而呈增加趋势袁经 ５－氨

显示

袁ＵＣ 组未受累黏膜的 ＩＬ－４ 水平与正常组黏膜无显著

［７］

基水杨酸制剂治疗后袁患者的肠道病变明显改善袁血清 ＩＬ－８

差别袁意味在 ＵＣ 的早期 ＩＬ－４ 水平并无变化袁随着 ＩＬ－４ 水

含量亦明显下降遥 提示 ＩＬ－８ 的变化对 ＵＣ 严重程度和疗效

平的逐渐降低袁其抑制炎症反应的作用减弱袁导致体内自身

的判断有一定指导意义遥 吴限［２６］报导袁高尧中尧低剂量结肠灵

的免疫稳态遭到破坏袁 从而促使疾病的发展遥 可见袁ＩＬ－４ 与

渊白头翁尧黄连尧赤石脂尧干姜尧肉豆蔻尧当归尧人参尧黄芪尧元

ＵＣ 的发病有关袁可作为监测疾病程度的一个指标袁但是确切

胡尧地榆和甘草冤均能降低实验 ＵＣ 大鼠肠黏膜 ＩＬ－８ 水平遥

的作用机制还不明确遥 王氏等［１０］ 报导袁溃结宁合剂能明显提

王氏等［２７］分别观察了溃结饮渊黄柏尧苦参尧三七粉尧木香尧赤芍尧

高 ＵＣ 大鼠结肠黏膜 ＩＬ－４ 的表达遥

五倍子尧焦山楂尧肉桂等冤灌胃和灌肠两种途径治疗 ＴＮＢＳ 造

２． 白细胞介素－１０渊ＩＬ－１０冤

模大鼠遥 发现袁不同给药途径对血清 ＩＬ－８ 表达的影响具有明

ＩＬ－１０ 又名细胞因子合成抑制因子袁由 Ｔｈ２ 细胞尧单核

显差异袁在急性期的早期均有治疗作用袁溃结饮灌胃优于溃

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遥 Ｍｅｌｇａｒ 等［３４］研究发现在活动性 ＵＣ 患

结饮灌肠曰在急性期的后期溃结饮灌肠的作用优于溃结饮灌

者的结肠中袁Ｔ 淋巴细胞 ＩＬ－１０ｍＲＮＡ 水平显著升高袁ＩＬ－１０

胃曰至慢性期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遥

阳性细胞出现的频率增加遥 在无炎症的回肠的 Ｔ 淋巴细胞

５． 白细胞介素－１７渊ＩＬ－１７冤

中袁ＩＬ－１０ ｍＲＮＡ 水平也升高袁 并且无论在结肠和回肠中袁

ＩＬ－１７ 是 Ｔ 细胞诱导和促进炎症发生过程中的一种重

ＩＬ－１０ ｍＲＮＡ 水平都和疾病的活动性有关遥 Ｌｉｎｄｓａｙ 等［３５］发现

要的可溶性因子遥 它可促进中性粒细胞的发育成熟袁并且刺

去除 ＩＬ－１０ 基因后袁小鼠可出现自发性结肠炎遥 说明 ＵＣ 存

激上皮细胞尧内皮细胞及纤维母细胞表面细胞间黏附分子－１

在 ＩＬ－１０ 的相对不足遥 有报道用 ＩＬ－１０ 灌肠治疗 ＵＣ 患者袁

的表达遥 ＩＬ－１７ 可刺激巨噬细胞产生 ＩＬ－１茁袁ＴＮＦ－琢袁ＩＬ－６ 和

能明显改善肠道炎症袁 但联合应用抗炎症因子如 ＩＬ－１０ 加

ＰＧＥ ２ 等袁还可促进补体 Ｃ３ 等急性期反应蛋白的产生袁诱导炎

ＩＬ－４ 或 ＩＬ－１３ 比任何单一因子下调激活的单核细胞释放前

症反应

遥 因此袁ＩＬ－１７ 在炎症发生过程中起重要的调控作

［２８］

用遥Ｎｉｅｌｓｅｎ 等报道 袁ＵＣ 患者病变部位的黏膜固有层 ＣＤ４ Ｔ
［２９］

＋

炎性因子更有效 ［３６］遥 提示袁ＩＬ－１０ 对有效判断 ＵＣ 病情程度有
重要意义遥 董氏等 ［３７］的研究发现袁补脾清肠活血汤渊党参尧白

细胞表达和分泌 ＩＬ－１７ 明显增加袁并与疾病的活动性呈正相

术尧茯苓尧黄连尧木香尧白头翁尧秦艽尧枳实尧当归尧丹参尧红花尧

关袁抗 ＩＬ－１７ 抗体可明显抑制黏膜固有层单核细胞产生炎性

赤芍尧山楂尧黄芪冤对体外培养的 ＵＣ 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的

细胞因子 ＩＬ－６ 和 ＩＬ－８遥Ｆｕｊｉｎｏ 等［３０］认为 ＩＬ－１７ 在 ＵＣ 肠道的

增殖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袁对 ＩＬ－１０ 的分泌有明显促进作用遥

炎症病理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遥 因此袁阻断 ＩＬ－１７ 的分泌可能
是治疗 ＵＣ 的一种有效手段遥

３． 白细胞介素－１３渊ＩＬ－１３冤
ＩＬ－１３ 是一种抑炎性细胞因子袁由 Ｔ 淋巴细胞尧单核细

６． 白细胞介素－１８渊ＩＬ－１８冤

胞或巨噬细胞产生的具有抗炎效应的一种多效性 Ｔｈ２ 细胞

ＩＬ－１８ 具有促进 ＩＬ－１ 和 ＧＭ－ＣＳＦ 产生尧 诱导 Ｔｈ１ 细胞

因子袁能抑制脂多糖渊ＬＰＳ冤及 ＴＮＦ 诱导单核尧巨噬细胞产生

产生 ＩＦＮ－酌尧 诱导 ＴＮＦ－琢 和多种趋化因子的基因表达与蛋

多种炎症介质袁包括 ＩＬ－１尧ＩＬ－６尧ＴＮＦ－琢尧ＩＬ－２ 等袁下调多种

白质合成等多种生物学功能袁还作为炎症前细胞因子参与多
种免疫性疾病的发生遥 有研究

［３１］

显示 ＵＣ 活动期患者血清

ＩＬ－１８ 异常增高袁缓解期 ＩＬ－１８ 仍处于高水平袁推测与 ＵＣ 存

致炎因子袁如 ＩＬ－１尧ＩＬ－８尧ＴＮＦ－琢 等的表达［３８］遥 Ｖａｉｎｅｒ 等［３９］ 研

究发现袁ＵＣ 患者病变黏膜多核白细胞尧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
等炎症细胞的浸润程度与 ＩＬ－１３ 浓度有关遥 随着炎症细胞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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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程度的加强袁ＩＬ－１３ 的浓度逐渐降低袁提示 ＵＣ 病变黏膜中
ＩＬ－１３ 的降低程度与其炎症程度呈平行关系遥同时发现袁活动
期 ＵＣ 患者肠黏膜组织中 ＩＬ－１３ 浓度和 ｍＲＮＡ 表达显著降
低遥 周宇等［３６］ 研究亦显示袁重度 ＵＣ 与轻度 ＵＣ 比较袁血浆
ＩＬ－１３ 浓度显著降低曰 活动期 ＵＣ 比静止期 ＵＣ 血浆 ＩＬ－１３
浓度也明显降低曰 血浆 ＩＬ－１３ 的浓度与 ＵＣ 的活动性指标 Ｃ
反应蛋白有显著的负相关遥 说明 ＩＬ－１３ 参与 ＵＣ 的炎症过
程袁检测血浆 ＩＬ－１３ 可作为临床判断 ＵＣ 患者病变严重程度
和活动性的指标之一遥

综上所述袁ＩＬ 在 ＵＣ 的发病中起了重要作用袁主要有院 淤

分泌增加时院ＩＬ－１ 分泌增加直接介导了 ＵＣ 初期阶段炎症的

４ 庞艳华， 郑长青． Ｔｈ１／Ｔｈ２ 细胞亚群与炎症性肠病的关系． 世界华
人消化杂志 ２００４；１２：１９２２－１９２４．
５ Ｓａｗａ Ｙ， Ｏｓｈｉｔａｎｉ Ｎ， Ａｄａｃｈｉ Ｋ，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原
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 ＲＮＡ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ｂｙ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 ｃｈａｉ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原
ｅａｓｅ．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Ｍｅｄ ２００３；１１：１７５－１７９．
６ 张文俊， 许国铭， 李兆申， 等． 血清白细胞介素 １茁 与溃疡性结肠
炎的关系． 第二军医大学学报 ２００２；２３：１３４５－１３４７．
７ Ｍｉｔｔａｌ ＲＤ， Ｂｉｄ ＨＫ， Ｇｈｏｓｈａｌ ＵＣ． ＩＬ－１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 （ＩＬ－１Ｒａ）
ｇｅ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ｂｏｗｅ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Ｓｃａｎ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５；４０：８２７－８３１．
８ Ｗｉｔｋｉｎ ＳＳ， Ｇｅｒｂｅｒ Ｓ， Ｌｅｄｇｅｒ ＷＪ．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发生曰ＩＬ－８ 分泌增加介导其他细胞因子释放袁 直接促进炎性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 ｇｅｎｅ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 ｏｎ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ｌ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２００２；３４：

细胞过度分泌和／或抑制了炎性细胞的凋亡袁引起局部组织毒

２０４－２０９．

性反应曰ＩＬ－６ 分泌增加影响肠上皮细胞电解质分泌紊乱袁介

导了其他炎性细胞发生炎性反应遥 于分泌减少时院ＩＬ－２ 分泌

减少导致免疫系统内细胞间网络调节失衡袁使局部炎症介质

和自由基的释放袁 引起细胞毒作用曰ＩＬ－４ 分泌减少导致抑制
炎症反应作用降低袁使促炎细胞因子分泌表达增加遥 ＩＬ 的分
泌减少和增加袁 最终导致机体和局部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尧肠
道功能失调袁产生炎症和毒性反应袁形成溃疡袁发生 ＵＣ遥 当形
成 ＵＣ 后继发 ＩＬ－１３袁ＩＬ－１８袁ＩＬ－１７ 的分泌增加袁ＩＬ－１０ 的分
泌相对减少袁 从而造成促炎和抑炎因子之间的平衡紊乱袁产

９ 张涛， 谢建群． 清肠栓对溃疡性结肠炎大鼠血清白介素影响的研
究．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２００６；８（４）：５０－５２．
１０ 王晓梅， 郑世江， 李静， 等． 溃结宁合剂对溃疡性结肠炎大鼠 ＩＬ－
１茁 和 ＩＬ－４ 的影响． 山西中医学院学报 ２００６；７：１８－２０．
１１ 李楠， 王雪明， 吴凯， 等． 复方血竭对溃疡性结肠炎模型大鼠细胞
因子的调节作用．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２００７；１５：３７７－３７９．
１２ 朱萱萱， 沈洪， 施荣山， 等． 肠安胶囊治疗大鼠免疫性溃疡性结肠
炎的实验研究． 中国中医药科技 ２００２；９：１９－２１．
１３ 邹阳， 王兴友， 杨孝芳． 溃疡性结肠炎大鼠 ＩＬ－２尧ＣＤ４４尧ＣＤ５４ 的
实验研究． 江西医学检验 ２００２；２０：２８１－２８２，２７６．

生恶性循环袁 导致 ＵＣ 迁延难愈遥 盂中药治疗 ＵＣ 对促炎细

１４ 古学文． 溃疡性结肠炎患者血清 ＩＬ－２ 及 ｓＩＬ－２Ｒ 浓度变化的研

总之袁促炎细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之间的平衡失调导

１５ Ｖａｎ Ａｓｓｃｈｅ Ｇ， Ｄａｌｌｅ Ｉ， Ｎｏｍａｎ Ｍ， ｅｔ ａｌ． 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具有一定调控作用遥

致 ＩＬ 在 ＵＣ 发生发展中分泌和表达的变化袁 而 Ｔｈ１ 和 Ｔｈ２
细胞之间的平衡决定了促炎细胞因子和抗炎细胞因子之间
的平衡［４］ 遥 根据分泌细胞因子的不同袁将 Ｔ 细胞分为 Ｔｈ１ 和

Ｔｈ２ 两种亚群袁其增生和分化主要由细胞因子尧激素尧抗原尧
抗原呈递细胞和转录因子等调节遥 目前认为 Ｔｈ１ 细胞主要介
导细胞免疫袁其优势细胞因子主要是 ＩＦＮ－酌袁Ｔｈ２ 细胞主要介
导体液免疫袁其优势细胞因子是 ＩＬ－４遥 ＩＦＮ－酌 能促进 Ｔ 细胞
向 Ｔｈ１ 极化而抑制向 Ｔｈ２ 极化曰ＩＬ－４ 能促进 Ｔ 细胞向 Ｔｈ２
极化而抑制向 Ｔｈ１ 极化遥 二者之间的微妙平衡袁决定了免疫
反应发生与否及其发生的类型遥 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十
分复杂的网络系统袁如何以调节 Ｔｈ１ 和 Ｔｈ２ 细胞亚群平衡的
关键细胞因子为靶标制定 ＵＣ 的有效治疗措施以及中医药
对 Ｔｈ１ 和 Ｔｈ２ 细胞的调控作用袁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遥 只有
通过全面严谨的设计并综合应用多种技术加以实施袁方能不
断深入和发展袁以期找到 ＵＣ 发病的微观病因袁为临床治疗
提供客观依据遥

究．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 ２００３；２：１５３－１５５．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ｚｅｄ ａｎｔｉ－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２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ｄａｃｌｉｚｕｍａｂ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ｕｌｃ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ｉｔｉｓ．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３；９８：３６９－３７６．
１６ 李桂贤， 黄勇华， 唐梅文， 等． 加味柴芍六君颗粒对实验性溃疡性
结肠炎大鼠 Ｔ 淋巴细胞亚群及白介素－２ 的影响． 广西中医药
２００７；３０（４）：５１－５３．
１７ 段永强， 程畅和， 成映霞， 等． 痛泻二草方对溃疡性结肠炎模型大
鼠血清 ＩＬ－２ 含量及肠黏膜 ＮＯ 含量尧ＮＯＳ 活性的影响． 中国中
医药信息杂志 ２００７；１４：３４－３６．
１８ 葛相栓， 吴正祥， 吴强， 等． 垂盆草对实验性结肠炎的保护作用及
其机制研究．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２００７；１５：３９１－３９４．
１９ 贾百灵， 侯晓华． 白细胞介素－６ 与溃疡性结肠炎的关系． 胃肠病
学和肝病学杂志 ２００４；１３：２１７，２２１．
２０ 王伟宁， 张熙纯， 刘丽． 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发病机制的免疫学探
讨．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２００３；１３：７４－７６，７９．
２１ Ｄａｉｇ Ｒ， Ｒｏｇｌｅｒ Ｇ， Ａｓｃｈｅｎｂｒｅｎｎｅｒ Ｅ， ｅｔ 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ｅｐｉｔｈｅ原
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ｓ ｓｅｃｒｅｔｅ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１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８
ｂｕｔ ｎｏｔ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１ ｏｒ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６． Ｇｕｔ ２０００；４６：３５０－３５８．
２２ 连建学， 刘洁， 李洛平， 等． 结肠安胶囊对实验性溃疡性结肠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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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大鼠前炎性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 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志
２００６；１４：３５１－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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黏膜防御素与克罗恩病
张迎春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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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克罗恩病渊ＣＤ冤虽经数十年研究袁但至今仍未明确其
病因遥 以往报道该病北欧人发病较高袁近年来随着国内临床
医生对该病认识的提高以及小肠镜的应用袁在我国 ＣＤ 检出
率有逐渐升高趋势［１］遥 阐明 ＣＤ 的发病机理袁寻求理想的治疗

方案始终是对该病研究的重点遥 既往的研究多集中在潜在的
特异性黏膜免疫功能失调以及相关的黏膜细胞群和细胞因
子， 目前发现该病与肠道黏膜屏障功能缺陷和黏膜特异性免
疫功能失调有关袁但其确切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遥 近年有研
究者报道袁 肠道上皮细胞可合成分泌一组抗微生物多肽－防
御素渊ｄｅｆｅｎｓｉｎ冤袁组成肠道重要的先天防御系统袁其强大的抗

菌作用可以有效阻止肠道炎症的发生 遥
［２］

一尧防御素的一般特征

近年来从许多生物体内都相继发现了一系列内源性抗
微生物肽袁其对革兰阳性和阴性菌尧真菌尧螺旋体尧分枝杆菌
及某些包膜病毒等均有强大的杀伤活性袁故将其命名为防御
素遥 该物质是自然界每种生物为适应生存的外部环境所形成
一套有效的防卫机制袁也是天然免疫的重要介质遥 哺乳动物

渊包括人冤 的防御素是一类阳离子多肽袁 包括 琢－防 御 素

渊ＨＮＰ１－４ 和 ＨＤ５－６冤和 茁－防御素渊ｈＢＤ－１尧 ｈＢＤ－２ 尧ｈＢＤ－３

和 ｈＢＤ－４冤两个家族袁基因均定位于 ８ 号染色体上袁分子量为

３耀５ ｋＤ袁相距不超过 １００ 耀 １５０ ｋｂ袁它们具有共同的起源［３］遥 两

种防御素的主要结构特点为分子内含有 ３ 个由半胱氨酸残
基形成的二硫键遥 琢－防御素由 ２９ 耀 ３６ 个氨基酸组成袁富含精

氨酸袁含有 ６ 个半胱氨酸残基组成的 ３ 个二硫键遥 形成 ３ 股

反向平行的 茁 片层结构遥 ＨＮＰ１－４ 主要分布在中性粒细胞
中袁称为髓源性防御素遥 ＨＤ５－６ 主要由肠道内 Ｐａｎｅｔｈ 细胞所

合成分泌袁称为肠源性防御素［４］遥琢－防御素首先合成无活性的

９３ 耀 ９５ 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前体袁 然后经蛋白水解成为多
肽袁储存于中性粒细胞的嗜胺蓝颗粒袁可对抗多种细菌和真

菌遥 茁－防御素则广泛存在于皮肤尧肠道及肺脏的上皮细胞内袁

是机体重要的内源性生物防御屏障袁 由 ３６ 耀 ４２ 个氨基酸残
基组成袁分子内 ３ 个二硫键组成特征性的 茁 片层结构袁其表

达分为结构型和诱导型袁ｈＢＤ－１ 在组织中表达呈结构型袁可
持续性表达袁ｈＢＤ－２ 和 ｈＢＤ－３ 主要出现在病灶区域袁 在皮
肤尧 肠道及肺等上皮组织受到 ＴＮＦ－琢尧ＬＩ－１茁 刺激或直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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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研究所

细菌荚膜等接触时呈诱导型表达［５］遥 茁－防御素不但参于机体
的先天性免疫袁而且还可刺激未成熟的树突状细胞和记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