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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甚至可发展为痴呆[2]。2006年的一项流行病

学调查发现，一组阿茨海默病(AD)患者中，合并糖

尿病者高达22％[3]，而早在1999年的调查中就已

发现糖尿病可使AD的患病率增加2倍以上[4]。海

马作为学习、记忆的重要解剖结构和神经中枢，与认

知功能关系密切。研究发现，中枢神经系统的海马齿

状回颗粒下区(SGZ)和侧脑室室管膜下区(SVZ)终

生存在着NSCs[5]，它们增殖、分裂产生新细胞的连

续动态变化过程称为神经发生[6。7]。由SVZ和SGZ

的NSCs产生新的细胞并分别迁移到嗅球和海马齿

状回颗粒细胞层，分化成中间神经元，使局部神经环

路得到不断更新，从而维持正常的嗅觉记忆及空间

学习记忆[8曲]。NSCs体外增殖和定向诱导分化将有

助于新药物的开发及治疗手段的改进[1”11]，通过诱

导海马NSCs向神经元方向分化，进而促进神经发

生，也许对防治糖尿病脑病有一定的作用。

本课题组既往研究中对糖尿病认知障碍患者的

中医证型进行聚类分析发现，精髓亏虚证发生率为

36．29％，痰瘀互阻证发生率为27．53％，在糖尿病

认知障碍所有中医证型中排前两位[1]。脑康I号是

结合对糖尿病认知障碍中医病机的分析，以补髓益

智、活血化痰立法配方。方中制首乌、熟地黄补髓益

智，三七活血化瘀，石菖蒲开窍化痰，能有效改善糖

尿病认知障碍患者的学习、记忆功能。本次在体外用

无血清培养技术从新生大鼠海马中分离、培养成细

胞悬浮球，经鉴定巢蛋白呈阳性，表明为NSCs；并

在NSCs分化期添加脑康Ⅱ号，发现脑康I号各剂

量组所用的含药血清均可促进NSCs向神经元样细

胞分化，减少向胶质细胞分化的比例，同时对所分化

的神经元样细胞有促进生长、发育的作用。众所周

知，海马齿状回是与学习和记忆密切相关的结构，该

处的神经细胞增殖可促进学习记忆能力的提高[1引。

因此猜测，脑康I号对NSCs的促生长、分化作用也

许是改善糖尿病认知障碍的作用机制之一，更加详

细的作用尚需结合动物体内实验加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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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张生理盐水可减轻脊髓损伤时的脊髓水肿和肿胀

·科研新闻速递·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者应用磁共振成像(MRl)技术观察了脊髓损伤(SCI)以后的组织变化，研究了高张盐水对脊髓

水肿、肿胀和髓内出血的影响。研究以12只成年L—E雌性大鼠为对象，在大鼠颈5水平实施单侧12．5 mm横断损伤深度的

sCI，30 min后以1．4 m1．kg_1．h-1速度分别静脉滴注质量分数为o．9％NaCl(以=6)和5％NaCl(挖=6)，损伤后立即将大鼠

置于4．7T MRI系统中连续摄像8 h，然后处死大鼠。结果发现，损伤后36 min，损伤处发现明显水肿，同时MRI的T1、PD和

T2加权影像可见到低强度核团，即髓内出血；之后此核团逐渐减小，损伤后8 h有些核团完全消失，但组织病理学检查仍有红

细胞存在。随后T2加权影像可见到高强度的肿胀环围绕着低强度核团，肿胀环边缘占据了整个单侧损伤处，并延伸到对侧。

高张盐水可提高血浆Na+浓度，减轻脊髓水肿，MRI影像低强度信号和肿胀面积缩小。研究人员认为，应用MRI可观察到由

于组织病理生理学改变引起的细微变化，相信高张盐水可减轻scI时的脊髓水肿和肿胀，对急性scl具有潜在的治疗作用。

杨明星，壕译自《Crit Care Med》，2009，37(7)；2174—2179；胡 森，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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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瘀热。本研究中将其用于危重患者，采用口服或鼻

饲给药方法，观察该制剂逆转SIRS病理过程的效

果及其可能的机制。结果显示，中药抗炎合剂能明显

改善患者的预后，降低病死率，并使患者血TNF—a、

IL一10水平明显下降，其疗效优于西医常规治疗对

照组。祖国医学认为大黄具有下瘀血、破瘸瘕积聚、

荡涤肠胃、推陈致新之功效；黄芩苦寒，入肺与大肠

经，善清热泻火解毒；败酱草长于清解瘀热；厚朴行

气消胀。四味药合用则专于清解瘀热，使邪毒从大便

而解。有研究显示，大黄能预防危重病患者应激性胃

肠黏膜病变和中毒性肠麻痹，并能降低MODS的发

生率，提高危重症患者胃肠黏膜pH值，改善胃肠黏

膜的血流灌注，促进胃肠道电生理活动，抑制肠道细

菌移位№1；降低胃肠黏膜的通透性，阻止内毒素侵入

循环系统[9]。其他各单味药亦能显著降低SIRS患

者血清TNF—a、IL一1、IL一6、C一反应蛋白(CRP)等介

质水平；促进胃肠蠕动，保护肠黏膜，促进肠内毒素

排出，减少细菌及毒素移位，从而减少肠源性内毒素

进入血液循环；改善微循环，增加脏器的血流量，减

少血栓形成，保护脏器功能；抗病毒、退热、抗炎、抑

菌等作用[1p15]。中药抗炎合剂对SIRS患者的临床

疗效优于对照组，其可能机制在于：抗炎合剂通过多

个环节(如保护胃肠道功能，防止肠道细菌移位，避

免了机体遭受二次打击等)降低了sIRS患者血浆

TNF—Q水平，从而切断了该病理过程中炎症反应的

进一步放大和对机体的损害。IL—lo水平的下降不

仅与炎症因子水平下降有关，还可能与中药抗炎合

剂对机体免疫系统的调节有密切关系，使Th2细胞

产生适量的抗炎因子，保持机体的炎症反应在一个

适度的范围内，使炎症反应不致失控而导致对机体

的严重损害。

综上，本研究显示，中药抗炎合剂对SIRS有良

好的治疗效果，机制可能与其调控促炎／抗炎系统有

关，但对抗炎反应的调节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科研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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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血性休克时低氧复苏可使血浆促血管生成素一2水平降低

希腊研究人员发现，失血性休克在低氧盐溶液复苏过程中，血液中促血管生成素一2(An92)水平降低，并可能影响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VEGF)的正常表达。研究人员用20只兔建立失血性休克模型，然后以常规氧浓度和低氧浓度盐溶液为其补充失

血量，每组10只。间隔相同时问取血进行检测，并用U937荧光增强放射单核细胞。结果显示，90 min和120 min时正常氧浓

度组血浆An92水平均高于低氧浓度组(P—o．049和P=o．028)，但VEGF浓度无显著差异，U937荧光增强放射后两组血液

中VEGF均低于检测限值。低氧浓度组的肺湿／干重比值明显低于正常氧浓度组(P<o．ooo 1)。研究人员据此认为，失血性休

克时低氧复苏使血浆An92浓度下降，可能对VEGF表达起到抑制作用，从而影响了失血性休克的复苏效果。

杨明星，缟译自《Cytokine》，2009，47(2)：82—84；胡 森，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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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两组不良反应比较：硝酸甘油组有2例患者出

现血压下降过快，给药后SBP降至90 mm Hg以

下，并伴心慌、出汗，无胸闷、胸痛等，立即给予停用

硝酸甘油、快速补液等处理，症状迅速缓解，血压回

升，心电图检查未见严重缺血；另有5例出现头痛、

颜面潮红。尼卡地平组有3例出现头痛、颜面潮红，

均可耐受，未予特殊处理。

3讨论

高血压急症的特点是血压严重升高并伴发进行

性靶器官功能不全的表现。高血压急症需立即进行

降压治疗以阻止靶器官进一步损害[4]。高血压急症

包括高血压脑病、颅内出血、急性心肌梗死、急性左

室衰竭伴肺水肿、不稳定型心绞痛、主动脉夹层动脉

瘤。高血压急症患者降压目标是静脉输注降压药，

1 h内使MAP迅速下降但不超过25％。下列情况应

除外：急性缺血性卒中没有明确临床试验证据要求

立即抗高血压治疗；主动脉夹层应将SBP迅速降至

100 mm Hg左右(如能耐受)[“。

硝酸甘油和尼卡地平都是临床常用的静脉用于

高血压急症的药物，尼卡地平的习惯用法一般为静

推2 mg后续以持续静滴，文献报道其快速、平稳、

有效[5]。而硝酸甘油临床医师多习惯给予持续静滴，

而不是先给予静推后续以静滴，此种用法多不能达

到迅速降压的效果，需多次调整硝酸甘油的滴速，从

而延误了治疗时间。有研究表明，对急性左心衰竭患

者的治疗，在使用常规剂量硝酸甘油静滴基础上加

2 mg静推，根据血压情况间隔3 min可重复给予，最

多10次，平均剂量达到(6．5±3．4)mg，其效果良

好，其气管插管率、双水平正压通气(BiPAP)呼吸机

使用率、重症监护病房(ICU)人住率均较常规剂量

组明显降低，且无严重副作用发生[3]。《中国高血压

防治指南》(2005年修订版)建议硝酸甘油用于高血

压急症时的剂量范围为5～100弘g／min[1]，本组患

者使用硝酸甘油剂量为66．7腿／min，在指南规定

范围内，硝酸甘油组给药后血压下降速度在10 min

内较尼卡地平组迅速，在30 min、60 min时与尼卡

地平组持平，60 min时两组MAP的下降幅度均未

超过25％，分别为给药前的(23．20士11．19)％和

(23．18士12．07)％。硝酸甘油组给药前后心率变化

较尼卡地平组明显，与文献[6—7]报道一致。硝酸甘

油组有2例患者血压下降过快，予以对症处理后很

快缓解；两组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总之，在本组研究中，应用硝酸甘油1 mg静推

15 min续以10～40弘g／min静滴治疗高血压急症，

起效迅速，给药后10 min内较尼卡地平组降压速度

快，30 min、60 min时降压幅度与尼卡地平组持平，

两组60 min时MAP下降幅度均在25％以内。两组

均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但硝酸甘油组有2例出现

血压下降过快，经对症处理后很快恢复，提示临床应

用中需密切监测血压变化。尚需要更大规模的临床

观察，来确证此种用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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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素结合表皮样生长因子对失血性休克复苏后肠道屏障功能的保护作用

失血性休克患者在复苏过程中肠道屏障功能有不同程度下降。最近，美国的科研人员证实肝素结合表皮样生长因子(HB—

EGF)对肠道功能起保护作用。研究人员应用野生小鼠和H艮EGF基因剔除小鼠分别制备失血性休克后复苏模型，然后进行

肠组织损伤评分，测定肠上皮细胞凋亡和肠道的屏障功能。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所有失血性休克后复苏小鼠的肠组织损

伤评分、细胞凋亡指数和肠黏膜通透性均明显升高。复苏3 h后，HB—EGF基因剔除小鼠的肠组织损伤评分((4。5士1)分]、肠

上皮细胞凋亡指数(6．84士1．95)和肠黏膜通透性(FD4清除率为(78士18．91)n1．min_1·cm_2]较野生小鼠[分别为(2．75士

0．5)分、3．24士1．oo和(47．75士8．06)nl·min-1·cm．2]均明显升高(P均<0．05)。因此研究人员认为，H&EGF对失血性休

克复苏时出现的肠道功能损害有保护作用。 侯经元，蝙译自《surgery》，2009，146(2)：334—339；胡 森，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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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蛋白，当血管内皮受损时其血浆浓度明显升高，因

而可作为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敏感标志物n1。。TM

升高是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防止由于TF激活后

的凝血功能过强而导致血栓栓塞，对防止失代偿性

DIc的发生有重要意义。本实验中发现，休克组肾组

织TM mRNA表达亦较对照组显著增强。提示失血

性休克后，肾组织血管内皮细胞损伤，TM大量生

成，可能存在凝血功能紊乱。

3．2林格液组肾组织TF、TM的mRNA表达：本

实验中单用林格液复苏后，肾组织TF mRNA水平

明显高于对照组，而较休克组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提示林格液干预后凝血功能未见明显改善；肾

组织TM mRNA表达较休克组明显降低，提示林格

液组抗凝活性更弱。结合TF mRNA的变化趋势可

以看出，林格液组的凝血功能较休克组加强，而抗凝

功能减弱，可能更容易导致凝血。

3．3参附液组肾组织TF、TM的mRNA表达：研

究证明，参附可保护缺血／再灌注的组织及细胞，何

宇红等口1]证实，参附注射液可通过诱导血红素氧合

酶一1表达，抑制诱生型一氧化氮合酶表达，明显减

轻大鼠肠缺血／再灌注损伤所导致的肾组织损伤。本

研究结果发现，参附液组肾组织TF mRNA表达虽

然较对照组增高，但较休克组、林格液组显著降低，

提示参附注射液对凝血途径的启动有抑制作用。参

附液组TM mRNA表达较对照组、林格液组增高，

提示其抗凝功能增强；相对于林格液，参附注射液在

凝血能力上趋于正常，抗凝能力相对增强，不易引起

血栓。

综上所述，失血性休克大鼠肾组织及内皮细胞

损伤持续存在；参附注射液治疗后抗凝功能增强，凝

血功能受到部分抑制，避免血栓的形成。本实验结果

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为祖国传统中药参附注射液

在治疗休克的临床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值得进一步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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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颈部脊髓外伤患者病死率的危险因素

·科研新闻速递·

最近巴西学者通过研究，对影响颈段脊髓外伤(TscI)病死率的因素提出了新的观点。研究人员对2001—2005年住院治

疗的84例TscI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收集每位患者的神经系统损伤及复合伤、生理学数据、并发症、治疗方案和死亡情况，

用BM logistic回归分析来查找能影响患者病死率的因素。结果显示院内死亡22例患者(26．2％)中，死于神经系统损伤8例

(占36．4％)，呼吸衰竭4例(占18．2％)，脓毒症4例(占18．2％)，静脉血栓检塞2例(占9．O％)，不明原因4例(占18．2％)。格

拉斯哥昏迷评分(GCs)<9分[相对危险度(RR)=47．4，95％可信区间(95％cI)为5．4～413．2]、入院时休克(RR一2．5，

95％CI为o．8～7．9)、应用升压药物(RR=25．8，95％CI为6．1～109．6)、机械通气(RR=31．9，95％CI为6．6～154．O)、急性

肾功能不全(RR=10．o，95％CI为o．98～102．1)等对患者病死率均有显著的影响。无复合伤的TscI患者病死率最低。研究

人员认为，GcS<9分、应用升压药和机械通气是影响TscI患者病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消除这些因素后，可以发现患者病死

率降低。

侯经元，编译自‘J Trauma》，2009，67(1)；67—70，胡 森，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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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NA表达及蛋白含量均较sham组升高，表明

SAP肺损伤时它们处于高表达状态。TNF—d可以直

接损伤肺实质细胞，增加肺血气屏障的通透性，促进

炎性细胞(如中性粒细胞)在肺内的募集、激活；同时

它作为重要的始发因子在细胞和亚细胞水平上发生

一系列的级联反应，诱导IL一1p等细胞因子的产生。

IL一1p也具有类似TNF—a的作用，促进中性粒细胞

脱颗粒，参与炎症级联反应。使用这两种因子的拮抗

剂或抗体可以减轻SAP肺损伤。本研究中，Tri组

肺组织TNF—a、IL—lp的mRNA表达及蛋白含量均

较模型组显著降低，说明雷公藤内酯醇能够抑制它

们的生成，降低其致损伤作用。由此可见，雷公藤内

酯醇对肺损伤的防治效果，至少部分是通过抑制

TNF—a、IL—lp的产生，从而抑制炎症反应而实现的。

NF—KB是普遍存在于真核细胞中具有序列特

异性的转录因子，是与SAP肺损伤关系密切的关键

信号转导因子[8]。通常情况下，NF—KB存在于细胞质

中，与其抑制蛋白结合，处于功能失活状态。SAP发

生后，一系列细胞刺激因子(如致炎细胞因子、内毒

素、活性蛋白酶)作用于肺脏组织细胞，使这些细胞

内与NF一媚结合的抑制蛋白降解，NF—KB得以激活

并移位进入细胞核并结合于特定基因的KB序列。

如TNF—a、IL一1等炎症因子的基因调控区(启动子／

增强子)上存在KB结合位点，NF—KB被激活后可诱

导这些炎症介质基因的表达。因此，NF—KB在SAP

肺损伤的发生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9]。有研究证实，

抑制NF—KB活化对SAP时肺脏具有保护作用u引。

本研究中，模型组NF—KB活性较sham组显著升高，

Tri组NF—KB活性较模型组显著降低，说明雷公藤

内酯醇能够降低SAP后肺组织NF—KB活性，进而

·科研新闻速递·

抑制了TNF—a、IL一1p等炎症因子的表达。

综上所述，雷公藤内酯醇可减轻SAP肺损伤，

这种保护作用与其抑制肺组织NF—KB激活，进而下

调TNF吨、IL一1p等炎症因子的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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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西巴库治疗吸入性炭疽的疗效观察

吸人性炭疽的高死亡率与炭疽杆菌毒素介导的损伤作用有很大关系。瑞西巴库是人类IgG^轻链的单克隆抗体，美国的

科研人员发现瑞西巴库对炭疽毒素自身的保护性抗原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他们以感染炭疽杆菌的兔和猴进行随机对照实

验，评估瑞西巴库治疗的有效性。将动物暴露在炭疽杆菌孢子气体中，剂量相当于半数致死量的200倍，自动物出现症状开始

监测保护性抗原。一次性分别单独静脉注射安慰剂或瑞西巴库40 mg／kg，观察兔和猴的存活时间点分别是14 d和28 d。再向

333例健康人体静脉注射瑞西巴库40 mg／kg进行安全性试验。在所有动物中，检测出保护性抗原的时间与菌血症出现时间相

关(r=o．9，P<o．001)。注射瑞西巴库治疗后，兔的存活率(44％)和猴的存活率(64％)显著高于安慰剂组(存活率均为o，兔

P=o。003，猴P<o．001)。安全性试验中，瑞西巴库的半衰期约为20～22 d，足够浓度是机体能够获得治疗作用的前提，可给

机体提供强大的保护作用，却未发现明显副作用。研究人员认为，瑞西巴库能提高吸入性炭疽动物的存活率，健康人群预防使

用可提高人体抵抗力，是安全可靠的。

扬明星，编译自‘N EngI J Med>，2009，361(2)：135—144；胡 淼，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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