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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体外培育牛黄对急性脑出血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患者用药后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TNF—d)、白细胞介素 一6(IL一6)含量的影响。方法 将 50例急性脑出血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患者随机分 

为治疗组(体外培育牛黄加常规治疗)与对照组(常规治疗)各 25例，疗程 7d；采用 ELISA法分别检测患者用 

药前(发病后 24h内)、用药后 7 d血清 TNF—o【、IL一6含量。结果 治疗组治疗后血清TNF一0l、IL一6浓度较 

对照组下降。结论 体外培育牛黄能显著抑制急性脑出血后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常规治疗加用体外培育牛 

黄有更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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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研究表明，急性脑出血后神经功能进一步恶 

化主要是血肿周围组织的继发性脑水肿和脑损伤所 

致。脑卒中后炎症反应能明显促进脑水肿形成，加重脑 

损伤⋯。以失控性炎性因子的瀑布样释放为特征的全身 

炎症反应综合征是急性脑血管疾病病情恶化、加重甚至 

死亡的必经之路 J，尽早干预炎性细胞因子的过度释放 

为治疗本病之关键。笔者采用体外培育牛黄治疗急性脑 

出血致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患者，观察 TNF一仅、IL一 

6的变化规律及其临床意义。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05年 2月 ～2008年 3 

月在重症监护室救治之急性脑出血致全身炎症反应综 

合征患者 50例，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各 25例。治 

疗组男性 1 1例 ，女性 14例；年龄 42—67岁，平均 

(56．8±11．7)岁；出血位于基底节区 13例，其它部位 

12例。对照组男性 l2例，女性 13例；年龄 41 68岁， 

平均 (57．1±1．6)岁；出血位于基底节区12例，其它 

部位 13例。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显著性(P>0．05)。 

1．2 治疗方法 两组予脱水、降颅内压，必要时加用 

呋噻米利尿、吸氧等对症支持处理。治疗组经胃管鼻饲 

体外培育牛黄 (武汉生物制药厂生产)0．3g，每日1 

次。 

1．3 检测方法 两组患者在用药前、用药后第 1、7 

日分别采集空腹静脉血3ml，分离血清，一30clC低温冰 

箱保存待检，采用双抗体夹心法 (ELISA)测定血清中 

的肿瘤坏死因子 (TNF一仅)、白细胞介素 一6(IL一6)， 

浙江省苍南县中医院(苍南325802) 

· 临 床 研 究 · 

由杭州迪安医学检测中心协助处理。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AS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 

( ±s)表示，采用 x 检验和 t检验。 

2 结 果 

见表 1。结果示两组血清 TNF一0l、IL一6用药后均 

下降(P<0．01或0．05)，治疗组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 

(P <0．05) 

表 1 两组 IL一6、TNF— 含量比较 (ng／ml， ±s) 

与本组人院第 1日比较， P <0．05，}}P<0．O1；与对照组同期 

比较，△P<0．05 

3 讨 论 

IL一6为主要由单核巨噬细胞或纤维细胞等产生 

的具有重要生物活性的细胞因子，是炎症反应的敏感 

标记物，IL一6水平的高低与炎症反应的程度密切相 

关。研究表明，脑出血发生后IL一6的血浓度与患者感 

严重程度以及炎症反应的程度呈正相关，可作为判断 

病情严重程度的敏感指标 ]。TNF— 为机体炎症反 

应的重要启动物质，能作用于多种细胞，在细胞和亚细 

胞水平上激发 TNF—IL一1一IL一6细胞因子瀑布效 

应。高水平的TNF一 、IL一6表达常导致局部和广泛 

性的脑组织二次损伤，在脑水肿的形成、血脑屏障的破 

坏以及神经元的变性坏死中起到极其重要作用。 

(下转第1667页) 



中国中医急症 2008年 12月第 l7卷第 l2期 JETCM．Dec．2008，Vo1．17，No．12 

表1 两组治疗前后血压及心率比较 ( ±s) 94．03％，与硝酸甘油疗效相比差异无显著性，表明其 

疗效肯定。与硝酸甘油相比，红花注射液无须控制滴 

速，未观察到低血压及心动过速等不良反应。虽有报道 

红花注射液会导致严重过敏反应，但大部分经及时处 

理均未有生命危险。因此，红花注射液治疗高血压急症 

安全、有效，并可防治并发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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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培育牛黄与天然牛黄成分基本一致，现已载 

入药典 (2005年版) 具有清心、豁痰、开窍、凉肝、息 

风、解毒功能，用于治疗热病神昏、中风痰迷、惊厥抽 

搐。药理研究学证实，体外培育牛黄有镇静、抗惊厥、降 

压、祛痰、耐缺氧、清除氧自由基、保护脑细胞、抗菌消 

炎作用，能减轻缺血缺氧对脑细胞的损伤，保护脑细 

胞，促进大脑功能的恢复，达到脑复苏的作用 ， 。本研 

究表明应用体外培育牛黄能明显抑制急性脑出血患者 

的炎性细胞因子的释放。有效干预炎症细胞因子的瀑 

布效应，明显改善脑出血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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