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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髓生血颗粒剂对慢性再障患者骨髓基质细胞
粘附分子 ICAM-1、VCAM-1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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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465 医院,吉林 吉林 132013；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摘要：目的

探讨补髓生血颗粒剂对慢性再障患者(CAA)的作用机制。方法

将慢性再障患者随机分为补髓生

血颗粒剂组和再障生血片对照组,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慢性再障患者治疗前后骨髓基质细胞(BMSC)血管间粘附分
子(VCAM-1)、细胞间粘附分子(ICAM-1)抗原表达水平。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粘附分子水平 ICAM-1、VCAM-1 明显

低于正常对照组(P <0.001),治疗后两组患者 ICAM-1、VCAM-1 抗原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并且在提高 VCAM-1
方面补髓生血颗粒剂组优于再障生血片对照组。阳虚型比阴虚型恢复好。结论

慢性再障患者骨髓基质细胞

ICAM-1、VCAM-1 抗原表达水平异常,补髓生血颗粒剂可提高粘附分子 ICAM-1、VCAM-1 的表达,从而促进骨髓造血。
进一步证实“阳虚易治,阴虚难调”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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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Effect of Soluble Granules of Busui Shengxue on ICAM-1 and
VCAM-1 of Bone Marrow Stromal Cell of Chronic Aplastic Anemia YU Ya-qin1, SUN Wei-zheng2,
SUN Feng2, et al (1.№.465 Hospital of PLA, Jilin 132013, China；2.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TCM, Harbin 150040,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machanism of Soluble Granules of Busui Shengxue on chronic
aplastic anemia (CAA). Methods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Soluble Granules of Busui Shengxue
group and AABET group in random. We analyzed the expression of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ICAM-1) and 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 (VCAM-1) of bone marrow stromal cell (BMSC) before
treatment and after treatment by using technology of immunofluorescence assay. Result The level of
ICAM-1 and VCAM-1 of the two groups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before treatment
(P <0.001), and the level of them have been raised on the different degree after treatment. In increasing
ICAM-1, Soluble Granules of Busui Shengxue group is better than control group. Yangxu is better than
yinxu. Conclusion Expression of ICAM-1 and VCAM-1 of BMSC on CAA is abnormal. Soluble Granules of
Busui Shengxue can increase the expression of ICAM-1 and VCAM-1, consequently promote the marrow
to produce the blood. Further to prove the theory of easy to treat yangxu and difficult to treat yinxu.
Key words: Soluble Granules of Busui Shengxue；chronic aplastic anemia (CAA)；bone marrow
stromal cell (BMSC)；ICAM-1；VCAM-1
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增殖、分化、释放是通过造血干细胞

[2]
及疗效标准》 进行。其中男性 26 例,女性 32 例；年龄 12～

表面粘附分子与基质细胞、细胞外基质上的粘附蛋白配体结

52 岁,平均 32 岁；治疗前病程 1～6 年。随机将病人分为补

合而实现的,细胞之间的粘附有调控生长和生存信号的作用,

髓生血颗粒剂实验组和再障生血片对照组,两组一般情况及

或粘附本身能够调控依赖于细胞因子及生长因子的信号,一

病情大体相当,经统计学处理无显著差异。正常对照组为骨髓

[1]

系列的接触调控了造血的过程 。为探讨补髓生血颗粒剂治

移植捐献者,共 8 例。实验组中医辨证分型按照中国中西医

疗慢性再生障碍性患者(CAA)的作用机制,我们对 CAA 患者治

结合研究会血液病专业委员会第 3 届第 2 次学术座谈会(大

疗前后骨髓基质细胞相关粘附分子 ICAM-1、VCAM-1 进行了实

连,1989 年 6 月)制定的分型标准,分为肾阴虚型和肾阳虚

验研究,现报道如下。

型。

1

2

临床资料
本组 58 例患者来自门诊及住院病人,均按《血液病诊断

2.1

观察方法
药物
补髓生血颗粒剂实验组(32 例)给予补髓生血颗粒剂。该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30271621)

药参照中国药典(2000 版)中药制剂颗粒剂制作方法,由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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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药厂制备,规格为 15 g/袋,
每袋含原药材 25 g。每次 1 袋,每日 3 次,冲服。肾阴虚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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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补髓生血颗粒剂是基于慢性再障以肾虚为本的理论观点,

服用补髓生血颗粒剂Ⅰ号,肾阳虚型服用补髓生血颗粒剂

从补肾角度立法,以补肾中药为主,同时配伍活血化瘀和清热

Ⅱ号。

解毒之药,针对 AA 肾虚、血瘀、毒邪的病理机制和贫血、出

再障生血片对照组(26 例)给予再障生血片。该药是通过

血、发热的临床表现而设。经多年研究证实,补髓生血颗粒剂

国家鉴定的有效中药复方制剂,吉林省辽源市中药厂生产,批

可刺激造血干/祖细胞的自我复制和增殖分化能力,改善骨髓

准文号为吉卫药准字(84)730077。每次服 5 片,每日 3 次。

微环境状态,调整某些调控因子

[4-8]

,而骨髓微环境修复和供

以上两组患者均以 3 个月为一疗程,治疗 2 个疗程后判断

养增加有利于骨髓基质细胞的生长。对 CAA 病人的 BMSA 的研

疗效并复查。其中合并感染、严重出血、贫血者应予抗炎对

究结果表明,CAA 的骨髓基质细胞在体外生长缓慢,形成集落

症及成分输血等支持治疗。

的能力较差,形态也有异常；经补髓生血颗粒剂治疗后,骨髓

2.2

基质细胞在体外生长形态、形成集落能力明显好转,但生长速

骨髓基质细胞 ICAM-1、VCAM-1 检测
实验所需主要试剂 ICAM-1、VCAM-1 及阴性对照均购于

度仍缓慢,其机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骨髓基质细胞对造血细胞的自我更新、定向分化、增殖

BD 公司,IMDM 培养基为 Gibco 公司产品。
参考文献[3]常规法于治疗前后

有重要作用。粘附分子是介导骨髓基质细胞与造血细胞直接

分别抽取髂后上棘骨髓 5 mL,肝素抗凝,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

接触的因素之一,通过粘附分子可以传递某些信息以实现骨

2.2.1

骨髓基质细胞培养

6

离骨髓单个核细胞,调整细胞浓度为 2×10 /mL,接种于 24 孔

髓基质细胞与造血细胞的相互作用,在骨髓基质细胞上表达

培养板中(培养体系 IMDM 培养基含 12.5% HS,12.5% FCS,5×

的 ICAM-1、VCAM-1 细胞粘附分子在正常或病理状态下的细胞

-6

-4

10 mol/L 氢化可的松,5×10 mol 2-巯基乙醇,青、链霉素各

与细胞间粘附中发挥重要作用。ICAM-1 分子广泛分布于造血

0.1 mL),置 37℃、5% CO2 培养箱内孵育,每周半量换液 1 次,

与非造血细胞,是调节正常造血前体细胞与骨髓微环境基质

第 14 天后待贴壁细胞形成,用 0.25%胰蛋白酶消化细胞,在倒

细胞/细胞外基质粘附层的粘附并影响造血前体细胞增殖、分

置显微镜下观察,见细胞稍圆时,立即去胰蛋白酶,加入 PBS

化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 ICAM-1 的表达直接与临床疗效密切

液 3 mL,用吸管反复吹打细胞,使成为单细胞悬液,移入离心

[9]
相关 。而 VCAM-1 在介导的细胞间粘附及细胞间信号传递对

管中,1 500 r/min 离心 5 min,去上清,用振荡器使细胞分散,

髓系细胞的定位、增殖与分化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开始进行检测。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 治 疗 前 CAA 患 者 骨 髓 基 质 细 胞 粘 附 分 子

2.2.2

检测方法

采用免疫荧光法测定,将收集的基质细胞
6

[10]

。本

ICAM-1、VCAM-1 表达水平明显低于正常组,且与骨髓象和周

分 5 管,每管细胞悬液 100 µL,(每管调整细胞数为 1×10 )

围血象各参数呈正相关。提示 CAA 患者骨髓基质细胞粘附分

分别加入 ICAM-1、VCAM-1 单克隆抗体 20 µL 和荧光素藻红

子 ICAM-1 表达异常参与了疗效作用机制,VCAM-1 表达异常参

蛋白(PE)标记 IgG(阴性对照),室温放置 20 min,用 PBS 洗涤

与了再障骨髓基质的发病机制。而补髓生血颗粒剂通过调节

2 遍,再加入多聚甲醛 40 µL 固定,上流式细胞仪测定骨髓基

再障患者 VCAM-1 表达来改善骨髓基质细胞的粘附功能,从而

质细胞 ICAM-1、VCAM-1 表达率。

通过粘附作用调控生长和生存信号,或直接诱导细胞的增生、

3

结果(见表 1、表 2)
表1

存活和分化的信号,进一步促进骨髓造血。研究骨髓基质细胞
—

3 组患者骨髓基质细胞细胞粘附分子的表达(x±s)

n

组别
实验组

ICAM-1

32 治疗前 30.18±13.25
治疗后 46.32±14.43

对照组

归、预后有重要的意义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VCAM-1

26 治疗前 29.90±12.17

***
*△△
***

8

56.53±21.14

53.32±13.24

*△△▲

血,肾阳不足,气化无力,则气血不足。肾阳虚型病人经用温肾

34.68±12.08

***

健脾药后,症状迅速减轻,血象、骨髓象也随之明显好转。肾

58.53±20.47

注：与正常组比较,*P <0.05,**P <0.01,***P <0.001；与本组治疗前比
较,△P <0.05,△△P <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 <0.05(下同)

表2

—

不同证型患者骨髓基质细胞细胞粘附分子表达(x±s)

证型 n

ICAM-1
治疗后 52.28±10.12

△△△▲

肾阴虚 14 治疗前 29.23±8.34**
治疗后 41.09±9.27**△△
正常组 8

56.53±21.14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0.001

34.06±10.18***
57.15±10.43

阴虚型患者由于肾精亏乏,精不化血,血虚日重,阴虚则愈甚,
阴虚不能制阳,虚阳外越,虚火内生,虚火也可损及脉络。因此
肾阴虚型病人多伴有发热和出血,经滋养肾阴治疗后,往往症
状逐渐减轻,且血象好转,但较肾阳虚病人缓慢。本次临床研
究结果说明,补髓生血颗粒剂对改善 ICAM-1、VCAM-1 表达水
平方面肾阳虚型 CAA 明显好于肾阴虚型 CAA。这说明治疗再

VCAM-1

肾阳虚 18 治疗前 33.06±9.48***

肾阳为一身元气之根本,肾阳虚则不能温煦形体,化气行

33.57±13.25

***

治疗后 45.32±11.75**△△ 42.02±13.23**△
正常组

粘附分子 ICAM-1,对于了解 CAA 的发病机制和判断疾病的转

△△△▲

障中“阳虚易治,阴虚难调”客观存在。另外,阴阳不是一成
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我们治疗观察中的发

32.89±8.65**

现也说明了这一点。当阴虚病人经滋养肾阴后,阴虚症状得

50.78±9.98*△△

以改善,发热、出血减轻,往往向阳虚型转化,从而病情好

58.53±20.47

转。而一些阳虚型病人由于病久或治疗不当,也可向阴虚转
化,则预后不佳。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应紧紧抓住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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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舒注射液对中晚期肿瘤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程 晶,胡健莉,吴红革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肿瘤诊疗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23)
摘要：目的

探讨岩舒注射液(复方苦参注射液)在中晚期肿瘤治疗中的免疫增强作用。方法

将 62 例中晚期

肿瘤患者随机分成 2 组：对照组按相应化疗方案处理,并根据病情变化给予对症支持治疗；观察组在相应化疗和对
症支持治疗的基础上,使用岩舒注射液 20 mL/d 治疗。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的淋巴细胞转换率(LBT)、自然杀伤细

胞(NK)活性显著增加(P <0.01),T 淋巴细胞亚群中 T3、T4 增高,T8 相对减少,且有显著性差异；而对照组治疗后的 LBT、
NK、T3、T4 则呈降低趋势,T8 相对增高,但无显著性差异(P >0.05)。结论

岩舒注射液能较好地增强中晚期肿瘤患

者的免疫功能。
关键词：岩舒注射液；肿瘤；免疫功能
中图分类号：R73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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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Immune Function in Advanced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by Combined Yan-shu Injection
CHENG Jing, HU Jian-li, WU Hong-ge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Tongji Medical College, Huazh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Wuhan 430023,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immune function in advanced cancer patients treated by
combined Yan-shu injection. Methods 62 patients with advanced cancer were randomized into two
groups: 31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normal chemotherapy, 31 patients in research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both chemotherapy and combined Yan-shu injection. Results The LBT, NK, T3, T4 of patients
in research group were all significantly enhanced (P <0.01), while such index of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all slightly declined.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Yan-shu injection can improve the immune function
in advanced cancer patients.
Key words：Yan-shu injection；cancer；immune function
岩舒注射液 (为复方苦参注射液,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槐啶碱、土茯苓皂苷等有效成分。药理实验及临床研究初步

Z14021231)是由山西金晶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纯中药抗癌制

表明,该药是一类既有良好的抗癌效应,又有增强免疫、活

剂,由苦参、土茯苓的提取物组成,含苦参碱、氧化苦参碱、

血镇痛作用的新型抗癌中药制剂。我院肿瘤诊疗研究中心于

转化的关键,力图使治疗效果向好的方向转化。

药科技,1999,6(2)：101.

治疗前 ICAM-1、VCAM-1 表达肾阳虚型 CAA 与肾阴虚型

[6] 赵新广,王祥琪,朱跃岚,等.补髓生血胶囊对慢性再障患

CAA 有所差别,肾阳虚型 CAA 的粘附分子表达略高于肾阴虚型

者造血干/祖细胞作用的实验研究[J].中医药信息,1998,

CAA,但无统计学意义,考虑可能与样本的例数少有关；另外,

15(3)：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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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可溶性 Fas、肿瘤坏死因子、白介素 2 表达作用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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