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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各种促炎因子的抗体受体、拮抗剂、竞争性受

体拮抗剂上，如TNF的单克隆抗体、可溶性的TNF

受体、IL一1受体拮抗剂(IL一1Ra)、IL一6单克隆抗体

等，尽管有少数观点认为在严格选择病例的前提下，

这些针对单一介质的治疗或多或少是有益的，但多

数观点认为在这方面的临床试验结果是令人失望

的[1引。所以发现新的抗炎症反应药物和新的抗炎靶

点是我们当前治疗SIRS的关键和难点。

运用中药制剂对SIRS进行免疫干预是一个研

究方向。痰热清注射液是由黄芩、熊胆粉、山羊角、金

银花、连翘组成的中药制剂。有文献报道，痰热清对

感染等所致急性肺损伤、肺泡炎性渗出和微血管损

伤的低氧血症等病理状态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可减

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等并发症的发生，

同时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降低TNF—a、IL一8

水平而升高血清IL一4水平，减少内毒素的产生和吸

收，减轻炎症介质所致的炎症反应，减少MODS的

发生Ds-]6]。临床发现痰热清注射液对脑卒中后并发

的肺部感染有明显的疗效[17|。本研究发现，痰热清

注射液对内毒素所致SIRS大鼠的NF—KB活性以及

TNF—a和IL一1口的表达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作用

机制尚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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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大鼠模型[10]，其机制为D—GaIN抑制肝细胞核转

录，导致肝细胞对炎症介质与细胞因子的敏感性增

加，而内毒素增加导致肝库普弗细胞活化，分泌大量

肝细胞炎症介质与细胞因子，导致肝细胞凋亡、坏

死[nq2]。研究显示，LPS在6 h内即造成了D—GalN

致敏大鼠发生急性肝损伤、肝衰竭，模型组大鼠血清

ALT、AST在6 h开始增高；24 h进人疾病进程的

高峰期，血生化指标ALT、AST达峰值，肝内炎细

胞浸润、出血和肝细胞的坏死显著增多；48 h损伤

仍处于较高水平。

TUNEL对细胞凋亡检测具有较好的敏感性和

特异性。本实验中采用TUNEL检测肝组织细胞凋

亡，发现模型组各时间点AI明显增高，进一步表明

细胞凋亡在急性肝损伤中起一定作用。动态观察发

现，凋亡在时间上是短暂的，继而发生肝细胞坏死，

这两个过程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提示肝细胞凋亡是

肝衰竭的一个早期过程。

红花是传统的中草药，祖国医学认为红花具有

活血通经、祛瘀止痛的作用。红花注射液由红花提取

精制而成，其主要含有查耳酮类、漆树黄酮、桑叶素、

槲皮素、杨梅素等成分。研究表明，红花具有抗氧化、

抗凝、防止血栓形成、抗炎症因子、抗氧自由基和扩

张血管作用[1引。但红花对内毒素性肝损伤的作用则

未见报道。本实验显示，在内毒素性急性肝损伤模型

建立过程中应用红花注射液及TAD进行干预，两

组大鼠的肝脏炎症程度均较模型组明显降低，血清

ALT、AST含量均明显下降，表明红花注射液对内

毒素性急性肝损伤大鼠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且于

24 h和48 h作用显著，与保肝药TAD效果相当。同

时，红花干预组大鼠肝组织细胞凋亡较模型组明显

受抑，我们推测红花抗急性肝损伤的作用可能是通

过调节大鼠肝组织细胞凋亡水平的途径来实现的，

这可能与其抗氧化、清除氧自由基等作用有关，但具

体机制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在治疗内毒素性急性肝损伤方面，红

花注射液与TAD有相似的疗效，有望成为治疗急

性肝损伤药物中的有效选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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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佐证，各组较对照组均可明显提高酶和(或)酶

蛋白的活性，但提高程度不及苯巴比妥组，而灯盏花

素高剂量组CYP较低剂量组升高明显，其余指标揭

示灯盏花素注射液的量与酶和(或)酶蛋白的活性无

明显的关系，为灯盏花素注射液临床深入研究奠定

肝模型影响及校正偏奇基础。

CYP2E1不但参与部分药物的代谢，而且还能

催化许多前致癌物和毒物的活化过程。人和动物的

CYP2E1活性十分相似，且底物都是相同的。本实验

结果表明，灯盏花素对CYP2E1未呈诱导作用，则

不促进由CYP2E1介导的前致癌物和毒物的活化，

本实验结果显示，苯巴比妥组及灯盏花素两个剂量

组均能提高肝CYP含量，且随增加灯盏花素注射液

剂量含量有所增加。也有研究报道，CYP2A、2B、2C

等可能呈诱导作用，由此可能产生药物的相互作用。

CYPl家族尤其CYPlAl是重要的前致癌物活化

酶，CYP3家族尤其CYP3A4参与约30％临床药物

的代谢，在今后研究中应考虑此方面的因素，至于灯

盏花素对其活性分子生物学层面的影响，有必要进

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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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作用口]．军医进修学院学报，2005，26(6)：441—442．

(收稿日期：2008一09—16修回日期：2008—12—31)

(本文编辑：李银平)

·消息·

2009年全国内科心脑血管病专题高级研修班将举办

2009年全国内科学(心脑血管病专题)新进展高级研修班由中华医学会主办，拟于2009年4月12—17日在北京举办，食

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学习期满授予国家级I类继续教育学分10分。

主要内容：冠心病、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心肌梗死和并发症的处理、高血压药物治疗、高血压病和继发性高血压、心律失

常、晕厥、心力衰竭非药物治疗、心肌炎、肺栓塞、大血管疾病诊治、先天性心脏病诊断治疗、抗血栓和抗凝治疗、代谢综合征、如

何规范和安全应用调脂药、糖尿病的药物治疗、糖尿病胰岛素治疗、心血管病常用药物、缺血性脑血管病、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缺血性脑卒中、脑出血的治疗进展等。

主讲专家：吕树铮、袁晋青、刘国仗、王鸿懿、马长生、华伟、李小梅、程显声、郑斯宏、韩玲、米树华、向红丁、严晓伟、李舜伟、

王拥军、黄旭升教授等知名专家。

报名办法：请将详细的通信地址填写清楚后寄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西大街42号中华医学会网络信息部丛凤娟包文婕

收，邮编：100710，信封上请注明：“内科班”。电话：010—85158694(8：30—17：00)，手机：13811356867，传真：010—85158693，

Email；congfj@cma．org．an或cmawlb@163．corn。也可电话报名索取正式通知。 (中华医学会网络信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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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临床治疗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及多器官功能障

碍综合征(MODS)等开辟了新途径。

本研究结果表明，UTI在脓毒症模型大鼠制模

后各时间点对晚期炎症介质HMGBl均有抑制作

用，并且能明显降低脓毒症大鼠各时间点的死亡率，

说明其在脓毒症发病全过程中均可使用。UTI这种

具有较长“时间窗”的特点，无疑使其与其他专门抑

制TNF和IL一1药物相比更具有优势。尽管脓毒症

发病过程有关信号转导的机制未能完全阐明，但

UTI在治疗脓毒症时明显的治疗效果及无毒性等

优点，充分说明了UTI用于治疗脓毒症具有较好的

前景，值得继续进行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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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2008年《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

——基础医学类期刊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前10位排序表

·消息·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排位 期刊名称 总被引频次 排位

中国计划免疫 1．823 1 ‘ ，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3 632 l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1．686 2 E ，华麻醉学杂志 3 310 2

中华高血压杂志 1．331 3 ‘ ；国病理生理杂志 2 704 3

中华病理学杂志 O．92l 4 f ，华血液学杂志 2 339 4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 O．912 5 f ，华病理学杂志 1 842 5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0．893 6 ‘ ，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I 696 6

Cellular＆Molecular Immunology 0．856 7 ‘ ，华高血压杂志 1 687 7

中华麻醉学杂志 0．852 8 ￡ ，国计划免疫 1 670 8

中国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杂志 0．832 9 ‘ ，国人兽共患病学报 1 580 9

中华医学遗传学杂志 0．792 10 墒 }放军医学管理杂志 1 556 10

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基础医学、医学综合类期刊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前10位排序表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排位 期刊名称 总被引频次排位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1．342 1 中华医学杂志 5 028 1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1．208 2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 952 2

医学研究生学报0．858 3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2 348 3

ASIAN joURNAL OF ANDROLoGY 0．847 4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2 292 4

中华医学杂志0．820 5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2 103 5

细胞与分子免疫学杂志0．773 6 中国病理生理杂志 1 950 6

中华病理学杂志0．756 7 重庆医学 1 537 7

生理学报0．744 8 中国卫生检验杂志 1 481 8

CHINESE MEDICALJOURNAL 0．734 9 中国急救医学 1 418 9

医疗卫生装备0．683 10 解放军医学杂志 1 390 10

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

——中国科技期刊影响因子总排序表中前100位医学类期刊名单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排位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排位 期刊名称 影响因子 排位

中国药理学通报 1．708 31 b华骨科杂志 1．347 64 ‘ b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1．208 82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1．494 48 j华医院管理杂志 1．342 65 C ，国修复重建外科杂志 1．174 89

中华护理杂志 1．473 49 j华儿科杂志 1．338 66 C j华神经外科杂志 1．152 93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1．436 51 1华显微外科杂志 1．227 80 I 】华消化杂志 1．123 98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 1．370 61 1华心血管病杂志 1．217 81 【 ，国感染与化疗杂志 1．12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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