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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质纤维化，从而延缓肾衰竭的进展。本实验中采用

益气活血中药，结果显示，模型组TGF一8蛋白及

mRNA表达均较假手术组明显升高，经益气活血中

药治疗后，TGF—p蛋白及mRNA表达均较模型组

显著降低。表明益气活血中药能够通过抑制TGF一口

的表达，从而延缓UU0模型大鼠肾间质纤维化的

进展。

Smad信号通路是TGF—p致肾间质纤维化的一

条十分重要的信号通路，其基本过程为：TGF—p信

号转导先由TGF—p配体结合到细胞表面的TGF—p

受体I(T限I)上，再激活T陬I的丝氨酸／苏氨酸
激酶区从而活化T限I，形成异源三聚体，T限I再

磷酸化而激活Smad2、Smad3蛋白，激活的Smad2、

Smad3蛋白与Smad4形成有活性的转录复合物进

入核内，从而将信号从胞质转导到细胞核，并和其他

的核协同或抑制因子结合，调节目的基因转录[11|。

Smad蛋白是TGF一陋胞内激酶底物，参与TGF—p

家族信号从受体的细胞内转导。Smad2、Smad3是受

体调节性Smads(R—Smads)，为T口R复合物的下游

信号分子。TGF—B在细胞膜上与其受体结合后，能

引起Smad2、Smad3的磷酸化，磷酸化Smad2和

Smad3(p—Smad2、P—Smad3)与Smad4形成复合物，

转移至核内，激活其致纤维化靶基因的表达，加速纤

维化的进展[12。1引。Smad2、Smad3蛋白表达的多少意

味着Smad信号转导通路激活的程度[14|。本研究显

示，模型组大鼠肾组织TGF—B、Smad2和Smad3的

蛋白和mRNA表达明显增加，同时伴有严重的肾问

质纤维化。用益气活血中药干预后，TGF一8、Smad2

和Smad3的蛋白和mRNA表达则明显降低。进一

步表明TGF—p／Smad信号通路是导致肾小管间质

纤维化的关键通路，肾纤维化受Smad2和Smad3

正向调节。益气活血中药可能是通过调节TGF一8／

Smad信号通路起到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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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机体内免疫的自我稳定，导致免疫功能紊乱，感

染易感性增加，并且可能导致组织损伤和器官功能

不全，从而威胁患者生命[10-11]。

参麦注射液组方源于《千金药方》之生脉散，是

生脉散衍变方，由人参与麦冬经超滤法和水醇法制

成的纯中药制剂，其有效成分为人参皂苷、麦冬皂苷

等，具有补脾益肺、生津安神、养阴益胃及润肺清心

之功效。研究发现，参麦注射液不仅有兴奋单核／吞

噬系统、增强单核／巨噬细胞功能及非特异性抗感染

作用，而且对特异性细胞免疫有双向调节作用n引。

动物药理实验证明，在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

时，参麦注射液对组织损伤及机体具有“多靶”作用，

可以提高微循环供血，改善再灌注损伤，抗氧自由基

以及调节细胞内糖代谢中的2，3一二磷酸甘油酸

(2，3一DPG)水平，从而促进氧的释放和摄取等；尤其

是人参，它含有胸腺肽的成分，具有提高细胞免疫

(CD4)功能，对阻断炎症反应及炎症一免疫联合反应

(免疫粘连)起着重要作用口引。同时参麦注射液有兴

奋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的作用，可明显提高体内肾

上腺皮质激素水平，显著降低前列腺素E水平，抑

制炎症反应[1引。研究发现，危重症患者往往存在肾

上腺皮质功能低下，因此应用参麦注射液可以改善

患者的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从而减少激素的用

量[13。。总之，运用中医药防治脓毒症及MoDS可能

是今后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1引。

本研究显示，重症肺炎患者在常规使用抗感染、

呼吸功能及其他器官支持疗法的同时，应用参麦注

射液后机体的细胞和体液免疫功能都有所改变，

CD3、CD4、NK细胞显著升高，CD8无明显变化，

CD4的升高使CD4／CD8比值明显升高；IgM、C3显

著升高，且升高程度较对照组更显著，而IgG、IgA、

C4无明显变化。本研究发现应用参麦注射液后，可

部分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紊乱，起到固本扶正作用，可

作为危重症患者的辅助免疫治疗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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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奈比洛尔对SHR不同动脉卡托普利

量效曲线EC。的影响(；土s)

注：与WKY对照组比较，‘P<O．05，与SHR组比较，。P<0．05

3讨论

本实验结果显示，SHR组收缩压高于WKY对

照组，而SHR组颈动脉对卡托普利的Emax小于

WKY对照组，EC。。大于WKY对照组。奈比洛尔在

有效降低SHR收缩压的同时，可增强SHR不同动

脉对卡托普利的舒血管效应，降低主动脉、股动脉的

EC。。，增加动脉对卡托普利的敏感性。

高血压是临床常见疾病，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

和动物的动脉对舒血管药物反应性降低，对缩血管

药物反应性增加，导致血管舒缩不平衡，外周阻力增

高，血压上升[1舡11]。卡托普利为ACEI，对多种类型

高血压均有明显降压作用。在抑制ACE活性的同

时，卡托普利可舒张小动脉，降低外周血管阻力，有

轻度储钾作用，不引起水钠潴留，有逆转左室增厚损

害，保护肾功能作用口2‘。本实验发现SHR颈动脉对

卡托普利的敏感性低于WKY，而其他动脉之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奈比洛尔是选择性B1受体阻滞剂，具有独特的

药理作用：①选择性阻断B1肾上腺素能受体；②调

节血管张力，引起血管生理性舒张；⑧保护心肌细胞

免受单电子氧损伤作用，且所需浓度比其他p受体

阻制剂更低。研究发现，奈比洛尔阻断p1受体的强

度为阻断p2受体的290倍，为比索洛尔的26倍，为

阿替洛尔的15倍心]，因此，奈比洛尔具有更高的选

择性，不会引起支气管平滑肌收缩，无内源性拟交感

活性，无膜稳定作用。奈比洛尔增加运动心排血量

时，可通过舒张血管显著降低总外周血管阻力‘”]。

本实验结果显示，奈比洛尔治疗后SHR收缩压明显

降低，同时可以增加SHR主动脉、颈动脉、肾动脉、

股动脉对卡托普利的Emax，降低主动脉、股动脉的

EC。。。说明奈比洛尔在有效降压的同时，加强了

SHR不同动脉对卡托普利的反应性，有利于高血压

动物外周阻力的降低，此作用可能参与其对血压的

降低。

参考文献

[1]Van Bortel LM，Fiei F，Mascagni F．Efficacy and tolerability of

nebivolol compared with other antihypertensive drugs：a Meta-

analysis．Am J Cardiovasc Drugs，2008，8(1)135—44．

[2]Coekcroft J．A review of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nebivolol in

the mildly hypertensive patient．Vasc Health Risk Manag，

2007，3(6)：909—917．

[3]程俊彦，熊玮，郑智，等．丹参逆转自发性高血压大鼠左室肥厚

及其对血管紧张素I受体1表达的影响．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

杂志，2004，11(2)：99—103．

[4]谭峰，顾卫，吴海科，等．环维黄杨星D对高血压大鼠脑缺血损伤

的保护作用．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05，12(2)t 97—100．

[5]杨浩，邵翔，俞国华．茶皂甙对原发性高血压大鼠肾紊一血管紧

张索一醛固酮系统的影响．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07，14
(3)：159—161．

[63葛剑青，张颖冬，石静萍，等．血浆血管紧张素原在动脉粥样硬

化性血栓性脑梗死发病中的变化及意义．中国危重病急救医

学，2002，14(1)：26—28．

[7]陈新谦，金有豫．新编药物学．1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284，287．

[8]陈建斌，饶邦复，常静，等．卡托普利对病毒性心肌炎小鼠心肌能量

代谢的保护作用．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3，15(8)：485—488．

[93王一明，李兆志，秦志端．卡托普利对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保

护作用的观察．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1999，11(1)：52—53．

[10]马金萍，王林，李喜元，等．p受体阻滞剂在慢性心力衰竭住院患者

中的应用分析．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8，20(4)：247—248．

[11]李彬，胡亚民，苏晓燕，等．p受体阻滞剂治疗慢性心力衰竭临

床分析．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7，19(4)：251—252．

[12]薛文清，乔玉奇，齐献忠．静脉用卡托普利治疗高血压急症患者

26例疗效观察．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2，14(1)。28．

[133 Marceau M，Lacourci6re Y，Cleroux J．Effects of nebivolol and

atenolol on regional and systemic hemodynamics at rest and

during exercise in hypertensive subjects．Am J Hypertens，

1998，11(Pt 2)：125．

(收稿日期：2010—01—18)

(本文编辑：李银平)

·读者·作者·编者·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对医学名词及术语的一般要求

医学名词应使用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尚未通过审定的学科名词，可选用最新版《医学主题词表
(MeSH)》、《医学主题词注释字顺表》、《中医药主题词表》中的主题词。对于没有通用译名的名词术语，在文内第一次出现时应
注明原词。中西药名以最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中国药品通用名称》(均由中国药典委员会编写)为准。英文药物名称
则采用国际非专利药名。在题名及正文中，药名一般不得使用商品名，确需使用商品名时应先注明其通用名称。中医名词术语
按GB／T 16751．I-1997《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疾病部分、证候部分、治法部分》执行，经络针灸学名词术语按GB／T 16751．2-1997

《经穴部位》和GB／T 16751．3-1997《耳穴名称与部位》执行。中药应采用正名，药典未收录者应附注拉丁文。冠以外国人名的体
征、病名、试验、综合征等，人名可以用中译文，但人名后不加“氏”(单字名除外，例如福氏杆菌)；也可以用外文，但人名后不

加⋯s”。文中应尽量少用缩略语。已被公知公认的缩略语可以不加注释直接使用，例如：DNA、RNA、HBsAg、CT、MRI等。不常
用的、尚未被公知公认的缩略语以及原词过长在文中多次出现者，若为中文可于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写出全称，在圆括号内写
出缩略语；若为外文可于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写出中文全称，在圆括号内写出外文全称及其缩略语。不超过4个汉字的名词不宜
使用缩略语，以免影响论文的可读性。

万方数据



生旦主亘匡鱼金鱼塾壅查!!!!生!旦箜!!鲞箜i塑曼!也』!堡坚里丛堡尘鱼!!!壁旦!!里!望!!!!!!!!：!!：堕!：! 。319。

刺足厥阴肝经合穴(曲泉穴)，可使迷走

神经兴奋性提高，末梢释放乙酰胆碱，通

过M受体作用于肝细胞，增加胆汁分

泌[1“。血海穴能益气统血、养血行血、凉

血活血，膈俞、血海作为治血病的要穴，

常配伍使用，具有统摄、补养全身阴血和

畅通全身瘀血及清热凉血的作用。现代

医学研究证实：针刺血海穴还可调节血

管活性因子的释放，使血浆中ET水平

下降，而N0水平升高，从而改善了血管

的高收缩一低舒张状态，针刺血海穴还能

改善患者的血瘀状态，且作用明显而平

稳[13]；针刺膈俞穴能提高血瘀证患者血

浆6一酮，前列腺素F。。(6一keto—PGFl。)含

量及6-keto—PGFl。／TXBz比值，降低血

浆TXB。含量，从而达到治疗血瘀证的

目的‘“3；膈俞等穴位注射能提高肝质膜

Na+一K+-ATP酶，在肝细胞水平调整胆

汁的生成与分泌，能降低胆色素结石豚

鼠升高的ALT、血清磷酸酶(AKP)、

5一核苷酸酶(5一NT)活性，减轻肝细胞损

伤，改善胆汁瘀滞，保持胆道通畅，防止

胆汁中有形成分的沉积[153；当丹参注射

液注入穴位，其针刺及药液吸收过程对

腧穴的物理刺激有针灸效果，加上药物

有效成分的循经作用，药力较集中，能较

长时间持续发挥效应，提高药效，激发经

气，故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与对照组

均应用丹参注射液，且治疗组用量少于

对照组，但由于用药方法不同，治疗组效

果优于对照组。本方法与凉血活血、重用

赤芍方药有相似的中医治则和作用机

制，理论推测，穴位注射于血海、膈俞等

穴与凉血活血、重用赤芍方药联合治疗

重症淤胆型肝炎可能有更好的疗效，但

有待进一步临床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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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进入万方医学网主页WWW．med．wanfangdata．com．an，在网页最上端选择“期刊导航”字段；②在新网页中输入刊名或

ISSN、CN号后选择“中国期刊”字段并点击期刊搜索；③在新页面中点击期刊链接后则可进入期刊主页；④在期刊主页中可按

年、期检索杂志内容。

万方数据查询方法：

①进入万方数据网主页www．wanfangdata．C01．cn，在网页最上端选择“学术期刊”字段；②在新网页中输入刊名并点击

刊名检索；③在新页面中点击期刊链接后则可进入期刊主页；④在期刊主页右端可按年、期检索杂志内容。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对来稿的一般要求

文稿应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和导向性。要求资料真实、可靠，数据准确，必要时应进行统计学处理；文字精炼，层次

清楚；论点明确，论据充分，结论清晰。应特别注意对研究过程和方法陈述的严谨性、逻辑关系的严密性、文字表述的流畅性。

来稿需经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所在单位审核，并附单位推荐信。推荐信应证明稿件内容和数据资料的真实性，注明对稿

件的审评意见以及无一稿两投、不涉及保密、署名无争议等项，并加盖单位公章。如涉及保密问题，需附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发

表的证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科研论文一般具有职务作品的属性。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对于原创性研究论文，本刊要求稿件

推荐信须由享有该研究知识产权的单位(即科研立项单位、病例资料所在单位)出具；多中心研究的推荐信可由作为该项研究

主持者的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的所在单位出具。述评、综述、论坛类稿件不受上述规定限制。

欢迎作者通过Email投稿，《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的投稿信箱：cccrn@eml20．com。对于Email投稿，还需再寄纸版

稿件2份以及各类基金项目复印件。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一般不退还原稿，请作者自留底稿。若作者要求退还文中原始图片，请在投稿时特别声明。为

了便于必要时编辑部与作者及时取得联系，请在文稿后注明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的联系方式(移动电话及Email)。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