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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障生血片对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骨髓瘦素与

瘦素受体的影响

向　琪　杨方方　王顺清　刘敏涓

　　【摘　要】　目的　观察再障生血片联合环孢素、雄激素治疗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ＣＡＡ）的临床疗效及其对骨
髓瘦素、瘦素受体的影响。方法　将５８例确诊的ＣＡＡ患者随机分为２组：治疗组１采用环孢素、雄激素；治疗组２在
治疗组１的基础上加用再障生血片，两治疗组于治疗前及治疗后半年检测骨髓瘦素、瘦素受体的表达。选择２０例正
常骨髓组织作对照组。结果　５８例ＣＡＡ患者治疗前骨髓瘦素表达水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Ｐ＜００１），而瘦素受体
的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治疗组２治愈率、缓解率较治疗组１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
治疗组治疗前骨髓瘦素、瘦素受体表达水平无差异，治疗组２治疗后骨髓瘦素表达水平较治疗前降低，且较治疗组１
治疗后进一步降低，治疗组２治疗后瘦素受体表达水平较治疗前升高，且较治疗组１治疗后进一步升高。结论　再
障生血片联合环孢素加雄激素治疗ＣＡＡ能进一步降低骨髓瘦素水平，升高瘦素受体水平，获得较好临床疗效。
　　【关键词】　再障生血片；慢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瘦素；瘦素受体；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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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障碍性贫血（Ａｐ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ｅｍｉａ，ＡＡ）是一组
由化学、物理、生物因素、药物及不明原因引起造血

功能衰竭的综合征。主要表现为骨髓造血功能低

下，全血细胞减少及贫血、出血、感染综合征。慢性

再生障碍性贫血（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ｐ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ｅｍｉａ，ＣＡＡ）起
病缓慢，病程进展较慢，病程较长，但贫血、出血、感

染症状较轻。随着近年来中医药的研究发展，再障

生血片联合环孢素和雄激素治疗 ＣＡＡ取得了较满
意的临床疗效［１］，可减少患者输血次数和提升外周

血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数目。再障生血片中的

当归、丹参、鸡血藤等有活血化瘀、改善骨髓造血微

循环的作用，但具体作用机制尚不完全明确。有研

究发现，ＡＡ患者血浆及骨髓组织中瘦素水平与对
照组相比升高，而血液及骨髓组织中的

!

素受体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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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下降［２］。ＡＡ患者骨髓瘦素和瘦素受体的异常可
导致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向成脂肪细胞分化增加，向

成骨细胞分化减少，出现骨髓内脂肪细胞增多，骨髓

正常造血受抑制［３］。本研究主要探讨再障生血片

联合环孢素和雄激素治疗 ＣＡＡ的临床疗效以及对
骨髓瘦素、瘦素受体的影响，并为治疗 ＣＡＡ患者提
供新的理论基础。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治疗组５８例患者骨髓活检标本取自２０１１年１

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我院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
和住院初诊ＣＡＡ患者，其中４２例为非重型再生障
碍性贫血（Ｎｏｎ－ＳｅｖｅｒｅＡｐ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ｅｍｉａ，ＮＳＡＡ），１６
例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ＳｅｖｅｒｅＡｐｌａｓｔｉｃＡｎｅｍｉａ，
ＳＡＡ，ＩＩ型），男３１例，女２７例，平均年龄（２９８±８）
岁。体重指数（ＢＭＩ）（２１８１±１３５）ｋｇ／ｍ２。所有
患者均经血常规、网织红细胞、骨髓细胞学涂片及活

检等检查，按张之南［４］主编的《血液病诊断及疗效

标准》明确诊断ＣＡＡ。对照组２０例，骨髓活检标本
取自我院２０１２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非霍奇金淋
巴瘤患者初诊时的正常骨髓组织。其中男１２例，女
８例，平均年龄（３２６±８１）岁，ＢＭＩ（２２０±１６２）
ｋｇ／ｍ２。，治疗组与对照组的年龄、性别构成、ＢＭＩ等
一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将５８例ＣＡＡ患者按诊治先后顺序编号并随机
分为两组。每组各２９例。治疗组１给予环孢素、雄
激素，治疗组２给予再障生血片联合环孢素、雄激素
治疗。环孢素剂量 ３～５ｍｇ／（ｋｇ·ｄ），以血药浓度
２００～４００ｎｇ／ｍＬ调整剂量，雄激素选用安特尔
１２０～１６０ｍｇ／ｄ，再障生血片１９ｇ／次，Ｔｉｄ。两组治

疗前和治疗后半年行骨髓瘦素、瘦素受体检测。

１．３　疗效评价
按张之南［４］主编《血液病诊断及疗效标准》。

１．４　骨髓瘦素、瘦素受体的检测
采用ＰＶ－６０００二步法免疫组化染色测定骨髓

组织中瘦素及其受体的表达，兔抗人瘦素多克隆抗

体、兔抗人瘦素受体多克隆抗体 、ＰＶ－６０００二步法
免疫组化检测试剂盒均购自广州创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１．５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判断
每张切片在低倍镜下随机选择 １０个视野读

片，细胞质呈现棕黄色颗粒为瘦素表达阳性，细胞膜

呈现棕黄色颗粒为瘦素受体表达阳性。每张切片在

高倍镜下选取有代表性的５个视野照相，然后利用
Ｉｍａｇｅ－Ｐｒｏｐｌｕｓ６０图像分析软件对每个视野进行
平均光密度（ＭＯＤ）测定，取其平均值。
１．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
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率的比
较采用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有统计学差异。

２　结果

２．１　治疗组疗效比较
ＣＡＡ患者共５８例，治疗组１和治疗组２患者各

２９例，有效率两组无差别，但治疗组２患者治愈、缓
解率较治疗组 １高，有统计学差异，（２＝４６８７，
Ｐ＝００３）。ＮＳＡＡ组患者共４２例，治疗组１和治疗
组２患者各２１例，两组治疗有效率无统计学意义，
但治疗组２患者治愈、缓解率较治疗组１高，有统计
学差异（２＝７７１４，Ｐ＝０００５）。ＳＡＡ组患者共１６
例，治疗组１和治疗组２患者各８例，两组治疗有
效率无统计学意义。见表１。

表１　治疗组疗效比较 （ｎ，％）

例数 基本治愈 缓解 明显进步 无效 有效率 治愈缓解率

ＣＡＡ治疗组１ ２９ ２ ５ １３ ９ ６９．０ ２４．１

ＣＡＡ治疗组２ ２９ ５ １０ ７ ７ ７５．９ ５１．７１）

ＮＳＡＡ治疗组１ ２１ ２ ４ １１ ４ ８１．０ ２８．６

ＮＳＡＡ治疗组２ ２１ ５ １０ ４ ２ ９０．５ ７１．４２）

ＳＡＡ治疗组１ ８ ０ １ ２ ５ ３７．５ １２．５

ＳＡＡ治疗组２ ８ ０ ０ ３ ５ ３７．５ ０

　注：与ＣＡＡ治疗组１相比，１）Ｐ＜００５；与ＮＳＡＡ治疗组１相比，２）Ｐ＜００１

２．２　ＣＡＡ患者骨髓瘦素、瘦素受体表达
５８例 ＣＡＡ患者治疗前骨髓瘦素表达较对照组

显著升高（ｔ＝－７１２２，Ｐ＜００１），而瘦素受体的表
达显著低于对照组（ｔ＝７００３，Ｐ＜００１），ＳＡＡ组、
ＮＳＡＡ组与对照组比较，ＳＡＡ组及 ＮＳＡＡ组骨髓组

织瘦素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ｔ＝６４０５、ｔ＝
６５４９，Ｐ＜００１）。瘦素受体表达水平均低于对照
组，（ｔ＝６２６３、ｔ＝６５３０，Ｐ＜００１）。而 ＳＡＡ组虽瘦
素表达水平高于 ＮＳＡＡ组，瘦素受体表达水平低于
ＮＳＡＡ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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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ＣＡＡ患者治疗组骨髓瘦素、瘦素受体表达
ＣＡＡ治疗组１患者治疗前骨髓瘦素、瘦素受体

表达与治疗组２治疗前骨髓瘦素、瘦素受体表达无
统计学差异。两组治疗后骨髓瘦素表达均较治疗前

降低，（ｔ＝２５１９、ｔ＝７７０７，Ｐ＜００５），治疗２组治
疗后骨髓瘦素表达与治疗组 １相比进一步降低。
（ｔ＝２３５２，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骨髓瘦素受体表
达均较治疗前明显上升。（ｔ＝６２７６、ｔ＝７０７１，Ｐ＜
００１）。治疗２组治疗后骨髓瘦素受体表达与治疗组

１相比有进一步升高。（ｔ＝２１０，Ｐ＜００５）。见表３。

表２　ＣＡＡ治疗组和对照组骨髓瘦素
!

瘦素受体表达水平的比较

（ＭＯＤ，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瘦素 瘦素受体

对照组 ２０ ０．１６±０．０２１ ０．２６０±０．０２８

治疗组 ５８ ０．２０２±０．０２３１） ０．１８７±０．０２９２）

ＳＡＡ １６ ０．２００±０．０２５ ０．１７８±０．０３１

ＮＳＡＡ ４２ ０．１９８±０．０２１ ０．１９±０．０２８

注：与对照组相比，１）Ｐ＜００１；与对照组相比，２）Ｐ＜００１

表３ＣＡＡ治疗组骨髓瘦素
!

瘦素受体表达水平的比较 （ＭＯＤ，ｎ＝２９，珋ｘ±ｓ）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瘦素 瘦素受体 瘦素 瘦素受体

治疗组１ ０．２０１±０．０２３ ０．１８９±０．０２８ ０．１８７±０．０２９１） ０．２０３±０．０３２＃

治疗组２ ０．２０３±０．０２３ ０．１８５±０．０３０ ０．１７０±０．０２５１）２） ０．２２３±０．０３９１）２）

　注：与治疗前相比，１）Ｐ＜００５；与治疗组１相比，２）Ｐ＜００５

２．４　ＮＳＡＡ治疗组瘦素、瘦素受体表达
ＮＳＡＡ治疗组１患者治疗前骨髓瘦素、瘦素受

体表达与治疗组２治疗前骨髓瘦素、瘦素受体表达
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治疗后骨髓瘦素均较治疗前降

低（ｔ＝２１７０、ｔ＝８６５３，Ｐ＜００５），治疗组２治疗后

骨髓瘦素表达较治疗组 １相比进一步降低（ｔ＝
３４９５，Ｐ＜００１）。两组治疗后骨髓瘦素受体表达
均较治疗前升高（ｔ＝９１７８、ｔ＝１４９７４，Ｐ＜００１）。
治疗组２治疗后骨髓瘦素受体表达较治疗组１相比
进一步升高（ｔ＝３０５８，Ｐ＜００１）。见表４。

表４ＮＳＡＡ治疗组骨髓瘦素
!

瘦素受体表达水平的比较 （ＭＯＤ，ｎ＝２１，珋ｘ±ｓ）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瘦素 瘦素受体 瘦素 瘦素受体

治疗组１ ０．１９９±０．０２１ ０．１８９±０．０２８ ０．１８４±０．０２９１） ０．２０３±０．０３２１）

治疗组２ ０．１９８±０．０２０ ０．１８５±０．０３０ ０．１６０±０．０１３１）２） ０．２２３±０．０３９１）２）

　注：与治疗前相比，１）Ｐ＜００５；与治疗组１相比，２）Ｐ＜００１

２．５　ＳＡＡ治疗组骨髓瘦素、瘦素受体表达
ＳＡＡ治疗组１患者治疗前骨髓瘦素、瘦素受体

表达与治疗组２治疗前骨髓瘦素、瘦素受体表达无
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骨髓瘦素、瘦素
受体表达均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见表５。

表５　ＳＡＡ治疗组骨髓瘦素、瘦素受体表达水平的比较 （ＭＯＤ，ｎ＝８，珋ｘ±ｓ）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瘦素 瘦素受体 瘦素 瘦素受体

治疗组１ ０．２０±０．０２９ ０．１７９±０．０３１ ０．１９９±０．０２７ ０．１８０±０．０３０

治疗组２ ０．２１３±０．０２６ ０．１７６±０．０３３ ０．１９８±０．０３１ ０．１７９±０．０２６１

３　讨论

目前认为 ＡＡ可能发病机制包括：①造血干细
胞内在增殖缺陷；②异常免疫反应损伤造血干细胞；
③造血微环境功能缺陷［５］。实验表明造血微环境

能够支持造血细胞增殖及促进各种细胞生长发育，

ＡＡ患者异常的细胞免疫可损伤造血微环境［６］。免

疫抑制剂（如环孢素等）及雄激素是治疗 ＣＡＡ的常
用药物［７］，治疗有效率约７０％［８］。本实验中再障升

血片联合环孢素、雄激素总有效率较环孢素、雄激素

治疗组升高，无统计学差异，但其治愈及缓解率明显

升高，有统计学差异，提示联合再障生血片治疗

ＣＡＡ进一步提高临床效果。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ＢＭＳＣ）是造血微环境的重

要干细胞，是成骨细胞和成脂肪细胞的共同来源，

具有低免疫原性、免疫调节性及支持造血的功

能［９］。瘦素通过与
!

素受体结合可以作用于人ＢＭ
ＳＣ，不仅使其向成骨细胞分化，同时抑制其向脂肪
细胞分化，瘦素还可促进向脂肪分化的 ＢＭＳＣ细胞
凋亡［１０］。ＡＡ患者骨髓瘦素表达升高，而瘦素受体
表达降低，影响了 ＡＡ患者骨髓细胞脂肪化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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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素与受体的结合，从而间接导致瘦素促进成骨、抑

制成脂的作用减弱，最终造成 ＢＭＳＣ对瘦素的失利
用，出现骨髓内脂肪细胞增多，增多的骨髓脂肪细胞

分泌大量脂肪因子以及负性造血调控因子，从而影

响造血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１１］。本研究发现，ＣＡＡ
患者骨髓瘦素较正常对照组明显上升，瘦素受体较

正常对照组下降，与刘国文等［２］研究一致，我们还

发现治疗后骨髓瘦素较治疗前下降，瘦素受体较治

疗前上升。虽然ＮＳＡＡ患者骨髓瘦素及其受体的表
达与ＳＡＡ患者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可能与病例数
较少有关，但ＮＳＡＡ患者骨髓瘦素表达较 ＳＡＡ患者
有升高趋势，骨髓瘦素受体表达较 ＳＡＡ患者下降趋
势，提示骨髓瘦素、瘦素受体可作为判断 ＡＡ的病情
进展和预后的指标。在治疗 ＮＳＡＡ患者过程中发
现，治疗组２患者获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而且骨髓
瘦素表达较治疗组１有明显下降，瘦素受体表达较
治疗组１有明显提高，提示再障生血片可能通过降
低骨髓瘦素，提高瘦素受体的表达，使骨髓瘦素及其

受体的数量恢复平衡，最终使ＢＭＳＣ成骨增加，成脂
肪减少，促进骨髓造血微环境逐渐修复。而在 ＳＡＡ
患者，两个治疗组在治疗前后骨髓瘦素、瘦素受体表

达无明显变化，临床疗效无明显差别，提示再障升血

片在治疗ＳＡＡ患者过程中疗效有限，Ｔ淋巴细胞介
导的免疫异常是再障的主要发病机制，再障升血片

须在有效的免疫治疗基础上改善骨髓造血微环境，

发挥疗效。

再障生血片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优质产品，并

列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其主要成分有：红参、党

参、黄芪、仙鹤草、白术、阿胶、当归、鸡血藤、益母草、

白芍等。该药具有补肝益肾、益气养血之效，能够减

轻再障骨髓微环境的免疫损伤，促进再障骨髓造血

基质微环境的重建。本研究发现再障生血片联合环

孢素、雄激素治疗ＣＡＡ特别是ＮＳＡＡ可获得较好的

临床疗效，可增加骨髓瘦素，降低瘦素受体表达，使

ＢＭＳＣ向成骨细胞分化增加，向成脂肪细胞分化减
少，改善骨髓造血微环境，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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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最大ＢＭＩ有利于扭转超重和死亡率增加的相关性

　　最近发表于《内科学年鉴》上的一项研究提供了更多此方面证据。研究显示，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由于心血
管疾病、癌症和其他病因死亡的风险更高。检查最大ＢＭＩ有利于扭转超重和死亡率增加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显示，最大ＢＭＩ在超重（ＨＲ＝１０６；９５％ＣＩ，１０３～１０８）、肥胖Ｉ级（ＨＲ＝１２４；９５％ＣＩ，１２～１２９）
和肥胖ＩＩ级（ＨＲ＝１７３；９５％ＣＩ，１６６～１８）的参与者全因死亡风险增加。研究人员观察到超额死亡风险与最大
ＢＭＩ超过正常的比率显示出一致相关性，不管参与者吸烟状态、性别和年龄；但是，超额风险在年龄＜７０岁且从不
吸烟的人群中最高。

来源：医学论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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