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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血红素加氧酶一１对脓毒症小鼠
肺损伤炎症反应的调节作用
牛占丛１段国辰２刘军肖１

郭涛２刘洪英１

（河北省人民医院①感染性疾病科，②胸外科，河北石家庄０５００５１）
【摘要】目的探讨血红素加氧酶一ｌ（Ｈ０一１）对脓毒症肺损伤及炎症反应的调节作用。方法成年雄
性Ｃ５７ＢＬ／６小鼠１２８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ｌ＝３２）、急性肺损伤（ＡＬＩ）模型组（ｎ＝３２）、Ｈ０一ｌ抑制
剂ｚｎｐｐ一Ⅸ组（ＡＬＩ＋ｚｎｐｐ一Ⅸ组，凡＝３２）和ＨＯ—ｌ诱导剂Ｈｅｍｉｎ组（ＡＬＩ＋Ｈｅｍｉｎ组，ｎ＝３２）。采用盲肠结扎穿
孔术（ＣＬＰ）复制脓毒症小鼠ＡＬＩ模型。各组于术前２４

ｈ腹腔注射相应药物干预（ｚｎｐｐ一Ⅸ１０岬。肌ｇ，Ｈｅｍｉｎ

８０岬。肌ｇ），ｓｈａｍ组和模型组给予生理盐水。术后２４

ｈ观察大鼠肺损伤评分、肺湿／干质量（ｗ巾）比值及氧

合指数；检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ＢＡＬＦ）中总细胞数和中性粒细胞（ＰＭＮ）数及肺组织髓过氧化物酶（ＭＰＯ）活

性；测定血清炎性介质ｃ一反应蛋白（ｃＲＰ）、白细胞介素一６（ＩＬ一６）和高迁移率族蛋白Ｂｌ（ＨＭＧＢｌ）的水平；用
反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和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ｗｅｓｔｅｍ Ｂｌｏｔ）测定肺组织ＨＯ一１的ｍＲＮＡ和蛋白
表达水平。结果与Ｓｈａｍ组比较，ＡＬＩ模型组肺损伤评分（分：９．４±１．５比０±０）、肺ｗ，Ｄ比值（６．２±０．８比
３．１±Ｏ．５）、ＢＡＬＦ总细胞数（×１０５／ｍＬ：６＿２±０．８比２．５±Ｏ．３）、ＰＭＮ（×１０５／ｍＬ：４．６±０．８比０．４±０．１）、ＭＰＯ活
性（Ｕ／ｇ：１６．７±２．１比１．６±０．２）、ＣＲＰ（ｍｇ，Ｌ：４７．８±６．７比２．１±０．４）、ＩＬ一６（ｎ∥Ｌ：３７８．４±４２．７比１４２．１±２６．３）、

ＨＭＧＢｌ（岬儿：６８．５±１１．３比７．６±１．１）水平及ＨＯ一１的ｍＲＮＡ［吸光度（Ａ值）：ｏ．４２±ｏ．０７比ｏ．２０±Ｏ．０３］、蛋
白表达（Ａ值：Ｏ．３８±０．０４比０．１４±０．０２）和活性（ｐｍｏｌ／ｍｇ：９４．６±１１．２比４９．２±７．５）均增加，氧合指数明显降低
［ｍｍＨｇ（１ ｍｍ№＝ｏ．１３３ ｋＰａ）：１３０．ｏ±２１．５比４６７．０±５６．２］。与ＡＬＩ模型组比较，ＡＬＩ＋ｚｎｐｐ一Ⅸ组肺损伤评分

（分：１２．２±３．０）、肺ｗ，Ｄ比值（８．６±ｏ．９）、ＢＡＬＦ总细胞数（×１ ０５，ｍＬ：７．９±１．１）、ＰＭＮ（×１０５，ｍＬ：６．８±１．１）、

ＭＰＯ活性（ｕ，ｇ：２１．５±３．３）、ＣＲＰ（ｍｇ；／Ｌ：５９．２±７．９）、ＩＬ一６（ｎｇ；／Ｌ：４９０．６±５８．３）、ＨＭＧＢｌ（舭：９３．５±１６．３）明显
升高，ＨＯ一１ ｍＲＮＡ（Ａ值：０．２６±０．０３）和蛋白表达（Ａ值：０．１９±０．０２）、活性（ｐｍｏｌ／ｍｇ：５８．７±８．７）、氧合指数
（ｍｍＨｇ：６８．１±１６．４）均明显降低；ＡＬＩ＋Ｈｅｍｉｎ组肺损伤评分（分：６．４±１．２）、肺ｗ／Ｄ比值（４．６±０．５）、ＢＡＬＦ总
细胞数（×１０５／ｍＬ：３．８±０．５）、ＰＭＮ（×１０一ｍＬ：２．１±Ｏ．４）、ＭＰ０活性（ｕ儋：１２．５±１．７）、ＣＲＰ（ｍｇ；／Ｌ：１３．７±２．１）、

ＩＬ一６（ｎｇ，Ｌ：２３４．６±３０．２）、ＨＭＧＢｌ（雌儿：３８．４±５．７）均明显降低，ＨＯ一１的ｍＲＮＡ（Ａ值：ｏ．５８±０．０６）、蛋白
（Ａ值：０．５２±０．０５）和活性（ｐｍｏｌ，ｍｇ：１２３．５±１６．５）及氧合指数（ｍｍＨｇ：３７５．２±４２．７）均明显升高（均Ｐ＜０．０５）。
结论脓毒症肺损伤肺组织中ＨＯ—ｌ表达上调，阻断ＨＯ一１的表达则肺损伤加重，而给予Ｈｅｍｉｎ上调ＨＯ—ｌ表
达对肺损伤有良好的保护作用。
【关键词】炎症；肺损伤；血红素氧合酶一１；Ｃ一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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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一６（ｎＰ；，Ｌ：２３４．６±３０．２），ＨＭＧＢ１（斗ｇ／Ｌ：３８．４±５．７）ｗｅ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ｌｏｗｅｒｅｄ，Ｈ０—１ ｍＲＮＡ∞ｖａｌｕｅ：０．５８±０．０６）
ａｎｄ ｐｍ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 ｖａｌｕｅ：０．５２±０．０５）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ｐｍｏｌ，ｍｇ：１２３．５±１６．５），ａｎｄ

３７５．２±４２．７）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６ｃａｎｔｌｙ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ａｌｌ Ｐ＜０．０５）ｉｎ ＡＬＩ＋Ｈｅｍｉｎ鼯Ｄｕｐ．

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ｌｕｎｇ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ｍｉ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ｅｐｓｉｓ—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ＬＩ，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一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ｕｎｇ

ｉｎｊｕｒｙ；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ｔｈａｔ Ｈｅｍｉｎ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ｃｅ

ｐｍｔｅｃ“ｖｅ ｍｌｅ ｉｎ ｌｕｎｇ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ｎ

ｉｎｄｅｘ（ｍｍＨｇ：

Ｈ０一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ｃ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ＨＯ一１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ｆａＶｏｍｂｌ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ｎ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Ｌｕｎｇ ｉｎｉｕｒｙ；

Ｈｅｍｅ 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一１；

脓毒症是导致急危重症患者死亡的首要原因，
针对靶器官的治疗仍是治疗脓毒症的瓶颈，目前尚
无有效救治措施，究其原因在于脓毒症靶器官损伤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ｍｔｅｉｎ

磷酸盐缓冲液（ＰＢＳ）调节ｐＨ值至７．４。Ｚｎｐｐ一Ⅸ于
术前２４ ｈ腹腔注射１０¨ｍｏ肽ｇ，Ｈｅｍｉｎ于术前２４ ｈ

的发生发展机制仍不清楚。肺脏是脓毒症时最易受

腹腔注射８０肛ｍｏｌ／Ｉ【ｇ【９ Ｊ，Ｓｈａｍ组和模型组给予生理
盐水。

损伤的靶器官之一，急性肺损伤（ＡＬＩ）在脓毒症的

本实验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所有实验过程均

发生发展过程中出现最早，且发生率最高¨。２

Ｊ。ＡＬＩ

经河北医科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批准。

发生时，过度的炎症反应可加重肺损伤，后者导致炎

１．２检测指标和方法

症反应进一步加重，继而在炎症反应和肺损伤之间

１．２．１存活率检测：取８０只动物用于观察制模后

形成恶性循环，加剧疾病的发展¨圳。．血红素加氧

１、２、３、５和７ ｄ的存活率。

酶一１（ＨＯ一１）是一种细胞保护性蛋白，在炎症反应

１．２．２肺损伤评分：取肺组织，常规石蜡包埋，切

过程中可以抵抗各种有害刺激导致的机体损伤，在

片厚约５¨ｍ，苏木素一伊红（ＨＥ）染色，ＢＸ５ｌ光镜

脓毒症、肺损伤等疾病的靶器官保护方面发挥重要

（×４００，日本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下观察肺组织病理学改

作用¨‘７ ｏ。本研究拟利用脓毒症肺损伤小鼠模型，

变，按照文献［１０一１１］的方法进行肺损伤评分：肺

探讨ＨＯ一１在脓毒症肺损伤中的作用以及对炎症反

泡充血；肺内出血；肺泡腔或血管壁中性粒细胞浸

应的调节作用。

润或聚集；肺泡壁增厚和（或）透明膜形成；依据损

１材料与方法

伤程度进行评分，无损伤为０分，轻度损伤为１分，

１．１动物模型复制及分组处理：成年雄性Ｃ５７ＢＬ／６

中度损伤为２分，重度损伤为３分，极重度损伤为

小鼠１２８只，购白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４分，取４项评分之和为肺损伤评分。

动物合格证号：ＳＣｘＫ（京）２０１４—０００４，体质量２０。

１．２．３肺组织湿／干质量（ｗ／Ｄ）比值测定：实验

２５

ｇ。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小鼠分为假手术组（ｓｈａｍ

２４

ｈ每组取６只大鼠处死，取部分肺组织，用生理盐

组，见＝３２）、ＡＬＩ模型组（ｎ＝３２）、ＨＯ—ｌ抑制剂

水充分漂洗，滤纸吸干多余水分，称湿质量（ｗ），置

ｚｎｐｐ一Ⅸ组（ＡＬＩ＋ｚｎｐｐ一Ⅸ组，ｎ＝３２）和ＨＯ一１诱导
剂Ｈｅｍｉｎ组（ＡＬＩ＋Ｈｅｍｉｎ组，凡＝３２）。用盲肠结扎

于恒温干燥箱６０℃烘干２４ ｈ称干质量（Ｄ），计算两

穿孔术（ＣＬＰ）复制脓毒症小鼠肺损伤模型¨Ｊ。假
手术组动物开腹只进行相同的操作，不进行盲肠结

１．２．４氧合指数检测：实验结束后麻醉小鼠，经口
气管内插管以保持气道通畅，切开颈部用肝素钠稀

扎和穿孔。ＡＬＩ＋ｚｎｐｐ一Ⅸ组和ＡＬＩ＋Ｈｅｍｉｎ组给予

释液浸润过的一次性注射器抽取右侧颈总动脉血，

ＨＯ一１抑制剂ｚｎｐｐ一Ⅸ和诱导剂Ｈｅｍｉｎ。Ｈｅｍｉｎ和
ｚｎｐｐ一Ⅸ用Ｏ．１ ｍ０１／Ｌ的ＮａＯＨ溶解，再用Ｏ．０１ ｍｏｌ／Ｌ

用ＧＥＭ Ｐｒｅｍｉｅｒ ３０００全自动血气分析仪测定血气。

万方数据

者之比。

１．２．５支气管肺泡灌洗液（ＢＡＬＦ）总细胞数和中性

。３７５’

史垦史亘匡笙金鱼垫盘查垫！！生！旦箜垫鲞箜垒塑鱼ｂ也！！鱼丛婴堕垦尘垦竺！！』！！Ｙ垫！！！∑尘：望！堕！：堡

粒细胞（ＰＭＮ）测定：小鼠麻醉后经颈切开气管插

ＡＬＩ模型组小鼠存活率显著下降，３ ｄ存活率为Ｏ

入静脉留置针，开胸并结扎右肺。ＰＢｓ灌洗，收集

（尸＜０－０５）。与Ａｕ模型组比较，Ａｕ＋盈ｐｐ－Ⅸ组小鼠
存活率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２ ｄ存

灌洗液，离心收集上清液。将细胞沉淀加裂解液后
离心取细胞沉淀，重悬后在光学显微镜下行细胞计
数。另取重悬液行瑞氏染色，计数２００个总细胞中

活率为０。与ＡＬＩ模型组和ＡＬＩ＋ｚｎｐｐ一Ⅸ组比较，
ＡＬＩ＋Ｈｅｍｉｎ组存活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ＭＮ。

（均尸＜０．０５），７ ｄ存活率为６０％。

１．２．６各组肺组织髓过氧化物酶（ＭＰ０）活性测定：

组别薯警擎—泵吾了了—泵吾ｊ芋至羹妻等芋ｉ纛
表１各组小鼠存活率比较

术后２４ ｈ用水合氯醛麻醉小鼠，取肺组织，用ＰＢＳ
灌注肺组织，制备组织匀浆，离心取上清液。用试剂
盒检测ＭＰＯ活性，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
究所。

１．２．７各组血清和肺组织ｃ一反应蛋白（ｃＲＰ）、白细
胞介素一６（ＩＬ一６）和高迁移率族蛋白Ｂ１（ＨＭＧＢｌ）
检测：于术后２４ ｈ收集静脉血，离心取血清，用免疫
比浊法在全自动生化仪上测定ＣＲＰ，用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测定ＩＬ一６和ＨＭＧＢｌ含量，操作严
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１．２．８反转录一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测定肺
组织ＨＯ—ｌ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按照试剂盒操作步骤

提肺组织总ＲＮＡ，测定其纯度及浓度。利用Ｐｒｉｍｅｒ
５．０引物设计软件并参照文献设计Ｂ一肌
动蛋白（Ｂ—ａｃｔｉｎ）和ＨＯ一１引物，按照试剂盒的步
Ｐｒｅｍｉｅｒ

骤进行ＲＴ—ＰＣＲ，凝胶电泳、曝光显示电泳条带，
采用Ｂｉｏ—Ｒａｄ图像分析软件进行分析，目的基因
与Ｂ—ａｃｔｉｎ条带吸光度（Ａ）值的比值为ＨＯ一１的
ｍＲＮＡ表达水平。
１．２．９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ｗｅｓｔｅｍ Ｂｌｏｔ）检测肺

Ｓｈａｍ组

２（）

ＡＬｌ模型组

２０

６０ｆ１２）１

Ａ ＬＩ＋Ｚｎｎｎ—Ｉｘ组２０

２０（４）“

＾ＬＩ＋ＨＰｍｉｎ组

２０

ｌ（Ｍ）【２０）

８０（１６）“

ｌ（）ｏ（２１）Ｊ

ｌＩｌ０（２０ Ｊ

ｌｏｏ（２…

３０（６—

０（０）４

０（０）“

０ｆ

Ｏ（０

０（０）“

０（０）”

Ｏ（０）’

６０（１２）“６０（１２）“

６０（１２）’

Ｊ“

７０（１４）。

１００（２０）

０）８

注：与ｓｈａｎｌ组比较．４Ｐ＜０．０５；与ＡＩ。ｌ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与ＡＵ＋ｚｎｐｐ一Ⅸ组比较。‘Ｐ＜Ｏ．０５

２．２各组小鼠肺损伤评分、ｗ／Ｄ比值和氧合指
数的比较（表２）：与ｓｈａｍ组比较，ＡＬＩ模型组和
ＡＬＩ＋Ｚｎｐｐ一Ⅸ组小鼠肺损伤严重、功能下降，表现为
肺损伤评分和Ｗ／Ｄ比值升高，氧合指数降低，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与ＡＬＩ模型组比较，
Ａｕ＋ｚｎｐｐ一Ⅸ组肺损伤评分和ｗ／Ｄ比值进一步升
高，氧合指数降低。与ＡＬＩ模型组和Ａｕ＋ｚｎｐｐ一Ⅸ
组比较，ＡＬＩ＋Ｈｅｍｉｎ组小鼠肺损伤评分和Ｗ仍
比值降低，氧合指数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
表２各组肺损伤评分、ｗ／Ｄ比值、氧合指数比较（ｊ±一）

组织ＨＯ一１蛋白表达水平：取肺组织用细胞裂解液
制备肺组织匀浆，离心取上清后进行蛋白定量，取
５０嶙蛋白进行凝胶电泳、转膜、封闭，用ＨＯ一１抗体
孵育过夜后加入二抗孵育（美国Ｃａｌｔａｇ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公司）。Ｂｉｏ—Ｒａｄ化学发光成像系统显色、曝光、扫描，
以目的蛋白条带与内参照Ｂ—ａｃｔｉｎ条带Ａ值的比值
作为目的蛋白表达水平。
１．２．１０肺组织Ｈ０—１活性检测：取肺组织，按照试

注：与ｓｈａｍ组比较，“尸＜（）．０５；＋ｊ
与ＡＬｌ＋Ｚ“ｐｐ一Ⅸ组比较，‘Ｐ＜０．０５；ｌ

ＡＬＩ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ｎｕｎＨｇ＝Ｏ．１３３ ｋＰａ

剂盒（美国ＧｅｎＭｅｄ Ｓｃｉｅｎｔｍｃｓ公司）说明书操作测

２．３

定ＨＯ一１活性。

的比较（表３）：与ｓｈａｍ组比较，ＡＬＩ模型组和

１．３统计学分析：使用ｓＰｓｓ １６．Ｏ统计软件进行

ＡＬＩ＋ｚｎｐｐ一Ⅸ组ＢＡＬＦ中总细胞数和ＰＭＮ数增
加，ＭＰＯ活性增强（均Ｐ＜０．０５）。与Ａｕ模型组比

数据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孑±ｓ）表示，各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存活率
以百分比表示，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进行组间比
较。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各组ＢＡＬＦ中总细胞数、ＰＭＮ和ＭＰＯ活性

较，ＡＬＩ＋ｚｎｐｐ一Ⅸ组ＢＡＬＦ中总细胞数和ＰＭＮ数增
加，ＭＰＯ活性增强（均尸＜Ｏ．０５）。与ＡＬＩ模型组和

２结果

ＡＬＩ＋ｚｎｐｐ一Ⅸ组比较，ＡＬＩ＋Ｈｅｍｉｎ组ＢＡＬＦ中总细
胞数和ＰＭＮ数减少，ＭＰ０活性降低，差异均有统计

２．１各组小鼠存活率比较（表１）：与ｓｈａｍ组比较，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万方数据

‘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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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各组ＢＡＬＦ中总细胞数、ＰＭＮ、ＭＰｏ活性比较（ｉ±ｓ）

３讨论

肺是脓毒症损伤中最易受累的靶器官，如不及
时治疗，可很快发展为ＡＬＩ，甚至是急性呼吸窘迫综
合征（ＡＲＤＳ），后者是重症加强治疗病房（Ｉｃｕ）患者
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病死率一直居高不下¨２。。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感染和炎症反应是ＡＬＩ的主要
原因¨３１。故本研究采用脓毒症肺损伤模型为研究
注：与Ｓｈａｍ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ＡＬＩ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与ＡＬｌ＋ｚｎｐｐ一Ⅸ组比较，‘尸＜Ｏ．０５

２．４各组血清炎性介质水平比较（表４）：与Ｓｈａｍ

对象，探讨感染和炎症反应在肺组织中的变化。
Ｈ０是血红素分解代谢的起始酶和限速酶，其
ＨＯ一１型为诱导型，可被多种刺激因素诱导表达¨引。

组比较，Ａｕ模型组和ＡＬＩ＋Ｚｎｐｐ一Ⅸ组血清ＣＲＰ、
ＩＬ一６和ＨＭＧＢｌ表达增加（均Ｐ＜０．０５）。与ＡＬＩ

近年来ＨＯ一１作为应激性保护蛋白已愈来愈受到学

模型组比较，ＡＬＩ＋Ｚｎｐｐ一Ⅸ组小鼠血清ＣＲＰ、ＩＬ一６

ＨＯ一１的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均明显升高，且活性也

和ＨＭＧＢｌ表达增加（均Ｐ＜０．０５）。与ＡＬＩ模型组
和ＡＬＩ＋ｚｎｐｐ一Ⅸ组比较，ＡＬＩ＋Ｈｅｍｉｎ组血清ＣＲＰ、

增加。给予ＨＯ一１抑制剂ｚｎｐｐ一Ⅸ可抑制ＨＯ一１的
表达和活性，使肺损伤评分增加、肺病理损伤严重、

ＩＬ一６和ＨＭＧＢｌ水平减少（均Ｐ＜０．０５）。

肺水肿、肺氧合指数下降，导致模型小鼠２ ｄ时死

者的关注。本研究显示，脓毒症肺损伤小鼠肺组织

亡率为１００％。而给予ＨＯ一１诱导剂Ｈｅｍｉｎ可增加
表４各组血清炎性介质水平比较（ｉ±ｓ）

ＨＯ一１表达，减轻肺组织病理损伤、肺水肿，增加氧
合指数，进而增加脓毒症肺损伤小鼠的存活率。
ＨＯ一１的抗炎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减少炎性细胞
浸润，抑制炎性介质和趋化因子的表达，促进抗炎因
子的产生，从而达到促炎和抗炎平衡，对宿主炎症反
应瀑布链有直接或间接效应Ｌ１５。１６。；另一方面还可以

注：与ｓｈａｍ组比较，“Ｐ＜０．０５；与ＡＬＩ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
与ＡＬＩ＋ｚｎｐＩｐ一Ⅸ组比较，‘Ｐ＜００５

通过下调内皮细胞源性促炎介质（细胞间黏附分子、
血管细胞黏附分子、Ｅ一选择素）来抑制白细胞的黏
附、聚集，拮抗炎症的发生发展¨７ Ｊ。ｃＲＰ是一种急

各组肺组织ＨＯ—ｌ活性及其ｍＲＮＡ和蛋白

性时相蛋白，在机体急性感染状态下，其释放增加，

表达比较（表５）：与Ｓｈａｍ组比较，ＡＵ模型组和

并黏附在病原体表面，启动机体免疫吞噬作用并诱

ＡＬＩ＋Ｚｎｐｐ一Ⅸ组肺组织ＨＯ—ｌ活性及ｍＲＮＡ和蛋

导产生补体参与机体免疫，杀伤病原体，参与机体应

白表达均增加（均Ｐ＜０．０５）；与ＡＬＩ模型组比较，

激。ＩＬ一６和ＨＭＧＢｌ是介导炎症反应的促炎细胞因

ＡＬＩ＋ｚｎｐｐ一Ⅸ组上述指标明显降低（均Ｐ＜０．０５）；

子，在受到有害刺激时表达增加。本实验结果也证

与ＡＬＩ模型组和ＡＬＩ＋ｚｎｐｐ一Ⅸ组比较ＨＯ一１活性
及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均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实，脓毒症肺损伤小鼠ＢＬＡＦ中ＰＭＮ、ＭＰ０、ＣＲＰ、

（均尸＜０．０５）。

聚集于肺组织中。经ＨＯ一１诱导剂Ｈｅｍｉｎ干预后，

２．５

表５各组肺组织ＨＯ—ｌ活性
及其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比较（ｉ±ｓ）

ＩＬ一６和ＨＭＧＢｌ均增加，提示炎性细胞大量迁移和
ＢＡＬＦ中ＰＭＮ减少、ＭＰＯ活性降低，说明炎性细胞
的聚集减少；ｃＲＰ水平及炎性介质ＩＬ一６和ＨＭＧＢｌ
释放减少，说明炎性细胞释放的炎性介质减少，炎症

删嚣篙，嚣Ｈ鼍秽Ｈ潞白ｌ

反应减轻。提示ＨＯ—ｌ是通过抑制炎性细胞的迁移、
聚集和释放来发挥肺损伤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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