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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诱导树突状细胞表达TLR2和TLR4上调n们。最

近，Park等∞’报道了HMGBl刺激RAW264．7细

胞后，利用荧光共振能量转移和免疫共沉淀方法证

实HMGBl可以和TLR4直接结合于细胞膜表面，

15 min后TLR4表达水平开始下调。因此，各种刺激

物对TLR4表达的不同效应可能与细胞类型、分化

程度以及刺激物的种类、作用时间、浓度有关。值得

说明的是，虽然HMGBl和内毒素具有部分相同的

细胞识别受体，而且均可增强核转录因子一KB过程，

但二者最终诱导的基因表达模式却不尽相同n钉，从

而介导机体更加复杂的应答反应。

虽然尚不清楚HMGBl诱导Treg下调TLR4

表达的确切效应，但我们的研究显示，HMGBl能诱

导Treg下调其抑制性分子CTLA一4、FOXP3的表

达水平，减弱Treg的免疫抑制活性n钉。由此可以推

测，HMGBl刺激诱导Treg TLR4表达下降后，通

过细胞信号转导途径下调Treg相关抑制性分子的

进一步表达，从而减弱该细胞的免疫抑制能力，有助

于宿主维持较强的应答反应水平，并能迅速清除体

内病原体。随着病原体逐渐被清除，HMGBl浓度下

降，Treg TLR4表达水平开始回升，其负性调节能

力重新恢复，并调控宿主体内应答反应过程。

目前，关于Treg在脓毒症中通过何种确切的

机制实现对炎症免疫反应的调节仍有待深入探讨，

尤其是临床资料还非常有限n3。但是，随着对Treg

受体调控机制研究的深入及相关信号通路的逐渐阐

明，将为有效调节机体免疫应答反应开辟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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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救灾现场急救常识口诀

北京宣武医院凌峰教授

发现生命先送水，未能饮水快补液。

清理口鼻头偏侧，呼吸通畅是原则。

臀部肩膀往外拖，不可硬拽伤关节。

伤口出血靠压迫，夹板木棍定骨折。

颈腰损伤勿扭曲，硬板移送多人托。

地震自救口诀

武警总医院急救医学中心王立祥教授

颅骨裂缝脑液流，耳鼻漏出勿阻留，头部略高禁倒流，阻断感染生命留。

颈椎摆动损伤易，抬颌后仰莫随意，双手护颈两侧翼，生命中枢要留意。

胸廓刺进锐器物，急切拔出大错误，双手稳固插入物，避免气胸不耽误。

腹腔肠道溢出来，切忌将其填回来，碗盆罩住扣起来，腹膜炎症不早来。

肢体骨折不盲目，两根木条来捆住，远端指趾不麻木，血管神经保护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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