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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创面愈合机制的研究一直没有 

取得 突破 ，随着发育学与比较 生物学的 

介入 ，人们逐渐将创伤修 复的工作 与相 

关的组织结构、发育成熟、功能恢复等联 

系起来。大量研究显示，作为人体最大的 

器官 ，皮肤是一个极 敏感的神经 依赖性 

器官。因此 ，在其创伤修复调节过程 中， 

神经因素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近些年 

内分泌、免疫与神经相结合 ，产生的神经 

免疫、神经内分泌更显现出神经在创面 

愈合中的重要角色越来越受到重视。 

1 皮肤中的周围神经分布与支配 

1．1 正常皮肤的神经支配 ：皮肤 中的神 

经是周围神经系统的一部分，来源于背 

根神经节的神经元。电境和共聚焦显微 

镜的研究证实，来自背根神经节的神经 

纤维通过真皮，在真 、表皮交界处平行走 

行，穿透基膜，垂直到达表皮颗粒层“ 。 

由真皮层发出游离神经末梢在表皮构成 

三维立体网络，其中绝大多数均为 C一类 

纤维和小髓鞘 A6纤维。正常皮肤中可 

以 表达 各 种类 型 的神 经肽 (neuropep— 

tides)，它们既可以来自感觉神经元，也 

可来自其它皮肤细胞，如角质形成细胞、 

微血管内皮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另外一 

些驻留在皮肤内的免疫细胞同样可以产 

生。这些神经肽包括 P物质(substance 

P，SP)、钙基 因相 关肽(calcitonin gene— 

related peptide，CGRP)、生长抑素 、血管 

活性肠肽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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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P)、神经 激肽 (neurokinin A，NKA)、 

神经肽 Y(neuropeptlde Y，NPY)、促 生 

长激 素神经 肽(galanin)和 n或 ŷ一黑色 

素细胞刺激激素(melanocyte—stimulat— 

ing hormone。MSH)。通常讲，表皮神经 

包含 SP、NKA和 CGRP，而真皮内的 神 

经则表达 SP、CGRP、V1P和 NKA。皮肤 

中包括表皮、真皮、皮肤附属结构、血管、 

神经系统及皮下脂肪层，它们都与神经 

支配存在关联。神经生长因子受体可以 

表达神经生长因子的活性，低亲和力受 

体 75和高亲和力的受体 140 trkA、受体 

145trkB和受体 145trkC可 存在于表皮 

的基底 层、汗腺、血管壁、神经干雪旺细 

胞和外周细胞、机械感觉小体 。 

1．1．1 表皮 ：通 过调 查 74份 3～90岁 

正常人皮肤标本发现，不同部位表皮基 

底细胞表达神经特异性抗体数量有所差 

异，在大约 1 000个表皮基底细胞 中，有 

2．89～9．63个 神经特异性 抗体 阳性 细 

胞，且其分布不均匀，说明支配表皮角质 

形成细胞的神经支配存在差异 。除了 

角质形成细胞外，表皮中具有特殊功效 

的细胞同样与神经纤维有密切的关 系。 

1．1．2 朗格罕细胞 (Langerhans)：观察 

正常大鼠与坐骨神经损伤大 鼠的表皮 内 

树枝状 细 胞 (dendritic cells，DCs)的分 

布情况 ，树枝状细胞能被广泛存在于神 

经系统 的蛋白基 因产物 9．5抗体 (pro— 

tein gene product 9．5，PGP 9．5)所 着 

色，结果发现，在神经切断后 3个月基底 

层细胞 中树枝状细胞的数量增加，甚至 

在伤后 1周就有所增加，这 种树枝状 细 

胞可能是朗格罕细胞。朗格罕细胞能表 

达 一些神经性的标记物 (markers)和 许 

多神经肽受体，神经肽参与调节朗格罕 

细胞的部分功能 。在表皮 ，该细胞与神经 

纤维在解剖与功能上均 密切相连 ，说 明 

它们都归属于神经免疫系统。 。总之，神 

经系统 影响 PGP9．5免疫反应阳性的表 

皮内朗格罕细胞的分布，但这种作用到 

底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诱 导，尚需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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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证 实“ 。 

1．1．3 黑色素细 胞(melanocyte)：其实 

早就有研究显示 ，皮肤的黑色素细胞来 

源于神经嵴细胞 。表皮干细胞因子产物 

能被 VIP和细胞 因子如 白细胞介素一4 

和 13(interleukins一4、一13)、肿瘤坏 死 

因子一a(tumor necrosis factor—a)和干 

扰素～7(interferon—gamma)所诱导 ，而 

干细胞因子能诱 导黑色素细胞的活性 。 

另外，黑色素细胞能够表达神经生长因 

子 受 体 (nerve growth factor receptor， 

NGFR)，特别是低亲和力受体 p75和高 

亲和力受体 trk。而黑色素细胞的迁移与 

它们的调控有关 。 

1．1．4 Merkel细胞 ：Merkel细胞主 要 

存在于表皮的基底层。人们推测来源可 

能是神经嵴或表皮 内的细胞。虽然 目前 

尚不清楚其作用，但有人发现，神经营养 

因子 (neurotrophin一3)及 其受体 、酪 氨 

酸激酶 受体 c对 于 Merkel细胞末梢 的 

存在十分必要 。Tachibana等“ 在神经生 

长因子(nerve growth factor，NGF)及其 

受体基因敲除鼠的研究时证实，Merkel 

细胞神经末梢的生存与发育情况会因此 

受到影响。进一步的实验证实，新生小鼠 

具有正常的 Merkel细胞末梢，但将神经 

营养因子及其受体任何一个突变，出生 

后 2周．Merkel细胞末梢结构将完全 消 

失。NGF、trkA和 p75基因敲除鼠的该 

神经末梢也会出现一定数量的下降。 

1．1．5 真皮：真皮中主要含有成纤维细 

胞。成纤维细胞能表达 NGF和其受体 

(trkA receptor)，因此 其受 NGF 的调 

控 ；同时其分泌的成纤维细胞因子也是 

促进神经纤维生长发育的主要因子。SP 

促进肥大细胞的增殖 主要是通过上调成 

纤 维细 胞中干 细胞生长 因子 (stem cell 

factor)的表达 。以上均 说明了成纤维细 

胞与神经支配的关系。 

1．1．6 皮下组织 ：脂肪细胞是皮下组织 

最主要的构成成分，其在体内分布实际 

上与神经支配 密不可分 ，一些脂肪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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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常的疾病(如脂质不良性疾病、库兴综 

合征)都 与神经支配有关 。即神经 系统通 

过影响脂肪细胞代谢和可塑性(如增殖、 

分化、转化和凋亡)，调整体内脂肪组织 

含量，并 与中枢 神经系统间有负反馈调 

节。Magun等。 的研 究甚至发现 ，参 与 

神 经 凋 亡 调 节 的 神 经 凋 亡 抑 制 蛋 白 

(neuronal apoptosis inhibitory protein， 

NALP)在脂肪细 胞的分化过程 中呈现 

上调趋势。脂肪细胞还能够分泌瘦素 

(1eptin)，并参与神经 内分泌和免疫调节 

作用。 

1．2 皮肤发育成熟与神经支配的关系： 

皮肤具有诸多生理功能，如代谢、免疫 

等 ，这些 活动都 与神经 支配存在密不可 

分的关系。随着年龄 的增长 ，诸 多皮肤 

的生理功能包括发汗、免疫反应 、体温调 

节和 DNA修复能力等下降，可能与感 

觉 神经功 能减退 有关 。Besne等 ’”对 

82例2O～93岁年龄组皮肤分析结 果表 

明 。表皮神经密度不同，不同部位的感觉 

阀也不同，随年龄增加，表皮的神经密度 

下降。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正常成熟的哺 

乳类动物皮肤的神经支配是不变的 。通 

过对与年龄相关的皮肤神经与血管功能 

的调查发现 ，由于感觉神经对 皮肤 血管 

活性调节能力降低，修复能力明显下降。 

1．2．1 毛囊 ：毛发 从休眠期 (或者静止 

期 ，resting stage)经生长期、退缩期再回 

到休 眠期 (telogen—anagen—catagen— 

telogen)的过 程可能与皮肤的神经支配 

有密切关系。Botchkarev等“ 调查青春 

期 C57BL／6大 鼠背 部脱毛后毛发 生长 

的各时期神经支配情况，结果发现 ，生长 

初期的毛发(anagen)真皮层及皮下神经 

纤维 明显增加。在毛囊峡部(包括上皮毛 

囊干细胞驻留的毛囊隆突部)发现，皮肤 

的神经支配最为密集 ，毛发神经纤维在 

生长初期 的增 加和 生长 中期 (catagen) 

的降低 ，都伴随着神经 细胞的黏 附分子 

(neural cell adhesion molecule，NCAM ) 

和生 长 相 关 蛋 白 (growth—associated 

protein一43，GAP一43)的动态变化。说 

明影响毛发周期的相关组织调节与神经 

纤维的发芽、退缩明显相关 。 

鼠皮肤的发育过程中 ，在胚胎 15 d 

时，任何毛囊的形态结构尚未出现之前， 

皮肤的神经纤维首先出现 。毛囊 的 I和 

Ⅱ期发育与神经密切相关。E18，一些神 

经纤维穿透表皮，而另一些纤维则穿透 

毛囊的峡部与隆突部，发育成毛囊的神 

经 网络 。生后 1 d．神经肽 SP和 cGRP 

就 出现在 皮下 ，随 后有其 他肽 类出现 。 

PGP9．5在毛囊 芽和表皮 的皮 钉处，而 

在发育过程中严格的限制在外根鞘 。说 

明神经发育的顺 序与毛囊 发育、 皮形 

成有密切的关系⋯ 。 

SP能够调节毛囊的活动周期 。毛囊 

隆 突部 (表皮 于细 咆的位置)，与毛发的 

生长终期相比，生 K_}『J期毛发 CGRP和 

SP的阳性纤维数明显增加 。在调解毛发 

生长上 ，两者具有不同的功能 。 

1．2．2 汗腺 ：每个汗腺接受几个 神经纤 

维的支配，它们包绕着汗腺管腔．同时有 

许 多毛细血管缠绕其 中。发育学 研究显 

示 ，神经轴突抵 达腺 体之 前首先表达 儿 

荼酚胺合成酶．而腺体在接受 神经支配 

成熟后 ，儿茶酚胺消失 ．胆碱能与肽类神 

经出现。故成熟汗腺周围的交感神经多 

为 VIP和 CGRP阳性纤维 。汗腺分泌伴 

随着血管舒张和一些关键酶 合成活动便 

受 神经肽 类的调控““。随着年龄 的增 

长 ．汗腺体积减小．可能与神经支配的减 

弱或丧失有关 。 

1．2．3 皮脂腺：离体研究证明，SP具有 

促进皮脂腺增殖与分化的能力 。另一方 

面 ，SP诱导皮脂腺细胞表达神经生长因 

子 ．以 促进神经组织 中的神经再 支配和 

E一选择素(E—selectin)的表达 。 

1．2．4 血管 ：业已证明，微血管 的血浆 

外渗等一系列活动 与神经支配密切相 

关 。血管与神经纤维在发育、再生等多方 

面相辅相成 。 

1．2．5 神经 内分泌：Merkel细胞 含有 

神经 内分泌颗粒 ，表现出典 型的神经内 

分 泌细胞特性 。有研究发现 ，Merkel细 

胞的分化决定着神经轴突生长方向。胚 

胎初期，表皮 Merkel细胞 自由的迁移到 

真皮浅层，最早出现在孕龄 56 d的胎儿 

皮肤 中，并迅速 增加，于 8O～90 d达到 

高峰 ，随后在皮肤中的密度逐渐减少，不 

久这些细胞陷入细小的无髓神经末梢的 

网络包绕之中。因此 ，Merkel细胞可能 

具 有吸引真 皮神经从侧支发芽 ，使其进 

入表皮，并对发育皮肤的外分泌汗腺、毛 

囊原基形成与增殖起重要作用“ 。 

1．2．6 皮肤的营养与代谢：已有实验证 

实．神经肽在皮肤伤 口愈合中具有额外 

的营养作用。”。既往人们都认为皮下的 

脂肪细胞是甘油三酯的存储部位 ，没有 

其他特殊的功能。但实际上它同样受交 

感 和副 交感神经的 支配 ，参与脂肪细胞 

溶解和甘油 、游离脂肪酸的释放 ，影响营 

养合成与代谢。尤其是其分 泌的 leptin 

存调控能量平衡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 创面愈合与神经再支配 

传统上将创面愈合划分 为 3个期 ： 

炎症期、增殖期和重 塑期 。NGF可由皮 

肤伤区合成 ，对创面成纤维细胞 NGF和 

or一平 滑 肌 肌 动 蛋 白 (alpha—smooth 

muscle actin，a—SMA)的表达情况检测 

发现 ，在血管 、平滑肌和毛囊外鞘细 胞、 

角质形成细胞和真皮的成纤维细胞均有 

表达 ．新生的脂肪细胞和雪旺细 胞也表 

达 NGF。另外 ，巨噬细 胞和肌成纤维细 

胞也表达 NGF。说明伤 口中 NGF的表 

达增 加是很多类型细胞合成的结果 ，其 

高水平的表达有助于创面的愈合“ 。 

Ⅱ度烧伤患者新生的肉芽组织 中有 

大量 不依赖于血管 的神经纤维 ，这些神 

经被轴突一雪 旺细胞包绕，多数情况下表 

皮神经与基底细胞的细胞膜或基底角质 

形成细 胞间相连 ，但未发现与棘细胞层 

以外 的角质形成细胞相连 ，说明表皮神 

经与创面愈合早期的调控密切相关。 

将大 鼠标准化创面实施坐骨神经切 

断，或 采取辣椒素耗竭感觉神经的神经 

肽，实验证 明，在开始阶段 ，对照组神经 

纤维的数量明显降低，伤后 4 d开始增 

加，7 d时达到高峰，而辣椒素耗竭与坐 

骨神经切断的大 鼠 CGRP一免疫反应阳 

性纤维表达下降 7O ，PGP 9．5免疫反 

应阳性纤维减少 5O 0 。 

Reynolds将 鼠足 背正 常与 损 伤后 

的皮肤与鸡胚或新生鼠的背根神经节共 

同培养 24 h后，对感觉 神经轴 突进行计 

数，大约在 3 d，正常皮肤引导较弱的神 

经轴突外生性生长，但损伤皮肤的轴突 

外生要早于前者 ，且数量是前者的 3倍 ， 

10 d后仍 然维持在较 高 的水平 。采用 

抗一NGF抗体封 闭培养基轴 突的刺激活 

性 ，并不影响新生伤口的轴突活性 。依此 

推断 。皮肤 伤 口在 出生时 将 会导 致 除 

NGF以外 更多 的感 觉神经营 养 因子释 

放，并 刺激 鼠与鸡胚背根神经节神经轴 

突的生长至少在 10 d 。 

表皮神经系统调节细胞生长与分化 

的生理与病理 、免疫和炎症以及组织修 

复。皮肤的神经纤维和炎症细胞释放的 

神经递质，激活皮肤靶细胞特异性受体 

或者暂时性的免疫活性细胞。神经肽能 

通过高亲和力神经受体或直接激活细胞 

内 G一蛋 白信号，调节表皮细胞的活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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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转录因子如核因子一xB(NF—xB)、活 

性蛋白一1(AP一1)和信号启动子和转录 

激 活子 (STAT一3)调节黏 附分子 的表 

达和促炎因子反应 。神经肽如 CGRP或 

a—MSH 能下调树枝状细胞刺激分子的 

表达 ，在活体情况 下 ，产生 T 淋 巴细 胞 

抑制 因子而 引起抗原耐受。神经 内肽酶 

阻止细胞外或细胞表面的神经肽以终止 

神经肽诱导的炎症或免疫反应 。蛋 白酶 

激活 受体 (proteinase—activated recep— 

tors，PAR)能 影响上 皮的神经性 炎症。 

在 皮肤中，PAR一2在感觉 神经元和 内 

皮细胞的表达是一种 自我激活。PAR一2 

拮抗 剂引导 CGRP和 SP的释 放，以介 

导血管舒张、血浆外渗 以及血管 内皮细 

胞黏附分子的表达和产生神经性 炎症。 

神经介质的网络包括神经肽受体以及蛋 

白激酶 ，它们在调节组织完 整性 和皮肤 

的炎症免疫反应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 

伤口内缺神经支配将会减少炎症浸 

润 ，调节免疫系统 ，SP和 CGRP具 有多 

种功能 ，其中炎症 反应是其 参加愈合的 

重要途径之一。 

2．1 炎症反应 ：在参与炎症反应的过程 

中，包括血流增加 ，血浆外渗和粒细胞浸 

润 ，刺激血管内皮细胞黏附分子表达 ，刺 

激巨噬细胞的趋化作用。神经系统在皮 

肤的炎症和免疫调节中具有重要作 用。 

NGF是炎症发生与维持的重要因素，它 

募集 炎症细胞和 T细胞浸润，淋 巴细胞 

从血管向外迁移是由淋 巴细胞和血管 内 

皮细胞表 面黏附分子 相互 作用而 产生 

的。NGF还 能诱导 巨噬细胞聚集 ，因此 ， 

NGF可能是炎症的重要介导子。 。 

运用 6一羟 巴多胺造成伤 口化学性 

交感神经切断术，伤后 7、11和 14 d进 

行检测，愈合明显延迟，由于交感神经切 

断术后造成的神经源性炎症反应减弱是 

影响愈合的关键因素，所以炎症反应是 

创面愈合的重要步骤 ”。 

2．2 肉芽形成、伤口挛缩及再上皮化： 

神经肽刺激角质形成细胞与成纤维细胞 

DNA 合成，刺激 血管 内皮细咆的增殖 ， 

诱导新 生血管 的形成 ，这些作用需要局 

部的分泌和靶细胞上特异性 G蛋白耦 

联的受体。 

将 6个胚胎早期的动物左后肢去神 

经 ，2周后作直径 6 mm 的伤口，右侧作 

为对照进行 同样处理 ，5 d后，这些缺损 

伤口产生修复变化。有神经支配的伤 口 

面积挛缩减少 14 ，失神经支配的伤口 

不仅挛缩失败 ，而且 面积增加 6O 。而 

且有神经支配的伤口完全不产生瘢痕， 

失神经支配的伤 口有病例出现明显瘢 

痕，或愈合困难。电镜观察显示，失神经 

支配 伤 口f，示本 中有厚重 、不规 则的胶原 

沉积在细胞外基质中。因此 ，在哺乳类动 

物愈合初期神经支配具有重要意义 。 

刨伤后，神经 纤维 瘤病 型一1基 因 

(neurofibromatosis type 1 gene，Nf 1)影 

响成纤维细 胞的功能 ，特别是其合成能 

力。Nfl基因敲除鼠的伤 口愈合研究发 

现，Nfl(+／-)鼠伤口成纤维细咆生成富 

含不正常胶 原的肉芽组织 ；而 Nfl突变 

的成纤维细胞中不 正常的胶原沉积既有 

Ras介 导，也 有 非 Ras介 导途 径 ；Nfl 

(+／一)的成纤维细胞在伤口的成熟阶段 

依然有增殖作用。因此，Nfl成纤维细胞 

是损伤反应的重要调节因子 。 

通过 对失神 经后 角质形 成细 胞增 

殖、分化、基因表达和表皮厚度变化的研 

究．Hsieh等 发现失神经后 24 h后，表皮 

内的神经末悄开始溃变，2 d后完成 ，4 d 

后仍没有神经支配 ，表皮层变薄。由于仅 

观察伤后即刻 的变化 ，角质形成细胞的 

分化、角蛋 白的表达 以及程序性细胞死 

亡 的变化不明显。说 明神经对角质形成 

细胞增殖的影响更为明显 。 

全 层皮肤缺 损的正 常大 鼠伤 口内 

NGF的水平明显增加，特别是在伤口边 

缘新形成的上皮细胞和 肉芽组织中的成 

纤维细胞更是如此。局部外用 NGF将会 

加速正常伤口及糖尿病鼠伤口的愈合速 

度。主要是通过增 加上皮化速率 、肉芽组 

织的厚度以及细胞外基质的密 度，同时 

它也能增加伤口的抗张力强度 。 

血管形成是组织修复的重要步骤， 

伤 口愈合时，血管形成的特点表现 为角 

质形成细 胞中 NGF上调 ，NGF作 用于 

真 皮微 小血管 内皮细 胞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HDMEC)使其 增殖 ，增 

加 HDMEC中细 胞间黏附分子 (ICAM) 

的表达 ”。促进血管形成血管 内皮细胞 

生 长 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及 其 受 体 VEGFR1和 

VEGFR2尤为重要 。最近对 新鉴 定 的 

VEGF复合受体 Neuropilin一1尚了解 

不多 ，在大 鼠真皮愈合的模型中 ，人们发 

现 Neuropilin一1在愈合伤口中的新生 

血管上强烈表达；而用其抗体处理后 ，伤 

口内血管的密度下降了 67 。离体实验 

也证实 ，VEGF可 以诱导血管 内皮 核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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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形成 ，并且使血管 内皮细胞朝 向 

VEGF迁移 ，但使用 Neuropilin一1的抗 

体 阻断后，这些作用将被抑制。说 明 

Neuropilin一1在 伤 口愈合 中具 有 重要 

的意 艾 。wa1sh等。 的研究发现， 

感觉神经肽能够增 强微血管 的形成 ，其 

主要的 作用机制可能是通过 内皮细 咆的 

增殖 作用完 成，伤 后 4～14 d是微血管 

形成最密集的时刻 。其主要的作用有神 

经激肽一1(NK一1)受体的参与。 

层粘连蛋 白(1aminin，LN)和 Ⅳ型胶 

原 (typeⅣ collagen)是基底 膜的主要成 

分 ，在血管 、汗腺 中表达较多 ，在皮肤的 

感觉冲经形成过程中同样起重要作用。 

SP等神经肽 与肉芽中表 皮生长因 

子 (epidermal growth factor(EGF)、成 

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FGF)及相应的受体 

表达 有关 ：SP能促进 伤 口肉芽 组织 中 

EGF或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的表达 ； 

碱性 成纤维细胞生长 因子 (bFGF)可以 

刺激 神经的再生；NGF也可 以来源于成 

纤维细胞，促进创面的愈合 。具体的过程 

可能是：损伤后神经释放 SP刺激修复 

细胞的 bFGF、EGF表达，它们加速创面 

愈合的同时，加速 了神经纤维的生长，神 

经纤维进一步释放神经肽 ，调控修复细 

胞内源性生长因子及受体的表达。可能 

经 过 的通路 是 ERK、JNK。McFarlane 

等 ”证实，FGF受体被拮抗后，神经轴 

突生长明显减慢，甚至无法抵达靶器官 。 

说明 FGF对轴突和生长锥细胞骨架可 

塑性的改变是上述现象的可能机制。 

角质形成细胞可影响血管形成与神 

经再支配。其分泌的生长因子如 EGF和 

转化 生长因子一a(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alpha，TGF—a)在神经 系统 中扮 

演重要角色。在神经束膜、雪旺细胞和神 

经轴突中存在 EGFR，甚至在触觉小体 

的轴突及外层细胞、环层小体的轴突、内 

外核中也有表达 。可见 EGF和 TGF—a 

可能作为一个共同信号参与了再上皮化 

与神经再生。 

2．3 组织重塑 ：采用免疫荧光 标记的神 

经丝蛋白检测正常与瘢痕组织中神经情 

况，实验证实，增生性瘢痕中有大量的轴 

突数，同时愈合早期肉芽组织吸引轴突 

的生长。总之，神经过度支配可能是产生 

瘢痕形成的主要因素 。 

由于细胞外基质(ECM)分子为轴 

突的生长提供衬底，因此，ECM 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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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 

proteinases，MMPs)的活性变化可能影 

响轴突再生的进程，参与周围神经系统 

的轴突再生 ，其 中最重要的 MMP家族 

成员有 MMP一2和 MMP一9。 。有实验 

表 明，ECM 成分(如胶原纤维)在创面的 

沉积情况可能是影响再生轴突向神经远 

端生长的原动力。 。 

伤 口愈合过程中，a一肌动蛋 白表达 

阳性 的肌成纤维细胞来源于静止的成纤 

维细胞 ，产生伤 口挛缩 ，组织愈合后以凋 

亡形式消失。离体实验研究表明，NGF 

能够刺激成纤维细胞中 trkA+／p75+ 

的表达，并且能够引导成纤维细胞表达 

a一肌动蛋白，同时在愈合后期参与凋亡 

的启动。”。 

总之 ，神经因素在诸多方面干扰组 

织修复及修复后重建，在皮肤各种细胞 

及附属器与神经的信息交互传递过程 

中，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 。因此 ，在研究 

体液因素(包括生长因子、细胞因子、激 

素等)调节创面愈合的同时，还应注意神 

经系统在整个信号网络中的调控作用， 

这些将对彻底揭示创面愈合机制开拓广 

阔的新天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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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例 SARS患者临床治疗分析 

刘玉峰 

【关键词】 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糖皮质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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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是天津市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征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的定点治疗医院，2003年 4月 

在 SARS爆发流行期间，我科陆续共收 

治了26例经临床确诊的 SARS患者，经 

治疗其 中 23例痊 愈出院，3例死亡 ，现 

就其临床治疗情况分析如下。 

1 临床资料 

26例 SARS患者诊断均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订的《传染性非典 

型肺炎的临床诊断标准(ia行)》。男性 

5例 ，女性 21例 ；年龄 19～58岁，平均 

27岁；23例痊愈出院，3例死亡 (女性 

1例，男性 2例，年龄均在 5O岁以上)。 

26例患者发病初期 (1～3 d)症状相 

似，体温 38～40 C，咳嗽 ，以干咳 为主， 

自觉 头 痛 ，乏 力 ，血 白细 胞 (wBC)为 

(3．8～4．5)×109／L，X线胸片显示肺纹 

理增粗，多局限在一侧肺内。在发病 4～ 

6 d后 ，大部分 患者出现持续发热 ，肺部 

听诊呼吸音明显减弱，且伴有湿 音。 

实验室检查：血 WBC 4．0×109／L以下， 

淋巴细胞绝对值<0．8×109／L[正常参 

考值(O．8～4．O)×109／L3，19例患者脉 

搏容积血氧饱和度(SpO )<O．93。胸部 

x线 片显示双肺片状密度增高影 21例， 

呈不对称分布，有 5例出现一侧或双侧 

肺实变影。21例出现气短、气促等呼吸 

困难表现，5例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 (ARDS)。 

本组 26例 SARS患者治疗初期 采 

用无创面罩持续气道正压 (CPAP)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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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玉峰 (1959一)，男 (汉族) 

天津市人，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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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均给予糖皮质激 素甲基泼 尼忪龙 

(80--360 mg／d)。抗病毒药物利巴伟林 

(500 mg，8 h 1次)和 抗 生素可 乐必 妥 

(0．3 g，每日2次)等。早期经鼻导管吸 

氧 ，流量在 3--5 L／min。经过上述 治疗 

2周后 ，有 1 5例 患者体 温逐 步 下降，呼 

吸困难症状明显改善 。x线 胸片示片状 

密度增高影像逐渐吸收好转 ，甲基泼 尼 

忪龙逐渐减量，利 巴伟林 300 mg／d。另 

11例患者症状无 明显改善，甲基泼尼松 

龙剂 量加至 500 mg／d，改用去 甲万古菌 

素 0．4 g，每 日 1次 ，并加用中药鱼腥草， 

同时予无创通气治疗。8例患者经治疗 

4～5周症状明显好转 ，x线 胸片示肺 内 

片状致密影或实变影吸收好转 。SpO > 

0．93。3例死亡者中 1例在 21 d死亡 ，另 

2例在给予气管切开使用辅助机械通气 

维持至 35 d和 37 d死亡 。 

2 讨 论 

本组 26例患 者 中，年轻 人占 大 多 

数，症状改善明显 。3例死亡 患者年龄均 

在 5O岁以上，且体质较差。糖皮质激素 

作为一种免疫抑制剂，通过降低毛细血 

管通透性减少渗出，减轻肺间质水肿和 

透明膜形成所致的弥散障碍，可以抑制 

炎症 反应 ，使体温下降 ，减少肺部渗出 ， 

减轻肺纤维化 ，可帮助患者渡过危险 

期 。但激素的不良反应可造成高血压、低 

血钾，使血糖升高，合并继发感染等。本 

组 26例患者使用激素较早 ，剂量随着病 

情变化而增减。有学者认为，激素使用指 

征 应为出现过度 免疫 反应所致 的 x线 

胸片病变迅速进展和呼吸衰竭 ，用大剂 

量冲击治疗即 甲基泼 尼松龙 500 mg／d， 

3～6 d后 再给予 常规剂 量 。本组 有 

4例 采用冲击疗法 ，患者 1周后症状 好 

· 经 验 交 流 · 

转。利巴伟林具有广谱抗病毒作用，配合 

中药治疗如鱼腥草等可以收到较好的效 

果。但利巴伟林可以造成溶血性贫血、骨 

髓抑制、过敏反应等，一般在 5～10 d发 

生，本组病例尚未发现由激素及利巴伟 

林造成的上述不良反应 。 

早期吸氧是 治疗 sARs的关键 ，本 

组病 例均在 早期使 用无创 通气 面罩给 

氧 ，一股在使用 2～3周后 ，症状均明显 

改善 使用无创通气 24～48 h，患者氧合 

和呼吸困难无改善 ，SpO <0．93或动脉 

氧分压(PaO2)<7O mm Hg(1 mm Hg= 

0．133 kPa)，或患者 不能耐受无 创通 气 

时，应及时考虑有创气管插管机械通气 

治疗 ，机械通气时间宜短不宜长，时间过 

长可造成气道 压力过高 ，导致 肺损 伤和 

呼吸机相关肺炎。现主张肺保护性通气 

策略，低潮气量机械通气，可减少肺损 

伤 ，降低 ARDS病死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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