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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红斑狼疮病人外周血血清 TGF鄄茁1 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王摇 涛,江摇 超,赵摇 萍,叶摇 明,陈琳洁

[摘要]目的:通过检测转化生长因子 茁1(TGF鄄茁1)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病人外周血的表达,分析其与临床资料的相关性。
方法:选择 56 例 SLE 病人(观察组)和 35 名健康志愿者(对照组),根据是否合并狼疮肾炎(LN),将 56 例 SLE 病人分为合并

LN 组和无 LN 组,收集 SLE 病情活动指数(SLEDAI)等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 采用 ELISA 方法检测血清 TGF鄄茁1,并将检测

指标与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指标作相关性分析。 结果:SLE 合并 LN 病人 TGF鄄茁1 水平低于对照组(P < 0. 05)。 低活动组

SLE 病人 TGF鄄茁1 水平低于高活动组 SLE 病人(P < 0. 05)。 观察组病人外周血血清在关节炎受累的病人组中表达较高(P <
0. 05),抗 U1RNP 抗体、抗 Sm鄄D1 抗体阳性的病人组中表达较低(P < 0. 05);TGF鄄茁1 的水平与 SLEDAI、C3、红细胞沉降率、C
反应蛋白无相关性(P > 0. 05),与外周血 RBC 计数呈正相关(P < 0. 05),与 24 h 尿蛋白定量、血清 IgM、球蛋白和天门冬氨酸

氨基转移酶的水平呈负相关(P < 0. 05)。 结论:TGF鄄茁1 具有双向免疫调节的作用,可能参与 SLE 的肾脏及关节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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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TGF鄄茁1 in peripheral blood from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WANG Tao,JIANG Chao,ZHAO Ping,YE Ming,CHEN Lin鄄jie
(Department of Rheumat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amine the status and clinical significance of serum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 TGF)鄄茁1 in peripheral
blood from patients with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 Methods:A total of 56 SLE patients and 35 healthy individuals were
recruited into this study. According to the presence of lupus nephritis (LN),the SL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those with
LN and those without LN. The serum levels of TGF鄄茁1 were measured using ELISA.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these measurements and
SLE disease activity index (SLEDAI) or other laboratory parameters were analyzed by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The serum TGF鄄茁1
level in the SLE patients with LN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healthy controls (P < 0. 05). The serum TGF鄄茁1 level in the
SLE patients with lower disease activity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patients with higher disease activity(P < 0. 05). The serum
TGF鄄茁1 level was higher in the patients with arthritis than those without,and was lower in the patients with positive anti鄄U1RNP or anti鄄
Sm鄄D1 antibody than those of negative.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serum TGF鄄茁1 level wa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SLEDAI score,C3 level,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and C reactive protein(P > 0. 05),but i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red
blood cell count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globulin,24 h urine protein,serum IgM and AST(P < 0. 05). Conclusions:TGF鄄茁1 has
a two鄄way immunomodulatory effect and may be involved in the pathology of kidney and joint in SLE patients.
[Key words] 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茁1;lupus nephritis

摇 摇 系统性红斑狼疮(SLE)是一种慢性的、系统性

自身免疫性疾病。 大量致病性自身抗体及细胞因子

的产生、免疫复合物的沉积、多系统损害为该病的主

要特点[1 - 2]。 转化生长因子 茁( TGF鄄茁) 家族包括

TGF鄄茁1、TGF鄄茁2 和 TGF鄄茁3 三个密切相关的成员,
由血小板、单核细胞 /巨噬细胞、T 细胞和成纤维细

胞分泌。 TGF鄄茁1 是一种抑制性细胞因子,介导免疫

耐受,抑制过度炎症反应。 同时,TGF鄄茁1 又是纤维

胶原合成强大的诱导剂,可促进胶原的合成、分泌、
加工和交联,同时 TGF鄄茁1 还可促进其他基质分子

如纤连蛋白、血小板反应蛋白鄄1 等的分泌,在致纤

维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参与肾脏纤维化及狼疮

肾炎(LN)病理[3 - 4]。 针对 TGF鄄茁1 在自身免疫失衡

中的研究不少,但结果有所争议[5]。 本研究检测

TGF鄄茁1 在 SLE 病人外周血血清的表达,旨在分析

其表达是否异常并进一步分析其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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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 4 月

在我院住院的 56 例 SLE 病人作为观察组,其中男 3
例,女 53 例,年龄 15 ~ 72 岁;选择同期 31 名健康志

愿者作为对照组,其中男 2 名,女 29 名,年龄 23 ~
51 岁。 2 组年龄、性别、种族等均匹配。 SLE 的诊断

依据 1997 年美国风湿病协会(ACR)制定的 SLE 分

类标准[6]。 SLE 病人疾病活动度的评估依据 SLE
病情活动指数(SLEDAI)评估标准[7]。 LN 的诊断依

据:在确诊为 SLE 的基础上,有肾脏损害表现,如持

续性蛋白尿( > 0. 5 g / d,或 > 3 + )或管型尿(可为

红细胞、血红蛋白、颗粒等)。
根据 SLEDAI 将 56 例 SLE 病人分为低活动组

(SLEDAI < 10 分,36 例)和高活动组(SLEDAI逸10
分,20 例)。 根据是否合并 LN,将 56 例 SLE 病人分

为合并 LN 组(24 例)和无 LN 组(32 例)。
1. 2摇 标本采集摇 采集 2 组研究对象的外周血。 每

例外周血分两部分,一部分分离血清,4 益 1 000 g
离心 5 min。 Eppendorf 管保留双份血清, - 70 益冻

存备用。 另一部分送医院检验科检查血常规、生化

常规、红细胞沉降率(ESR)、免疫球蛋白(IgG / IgM /
IgA)、补体(C3 / C4),间接荧光法抗核抗体 /抗 ds鄄
DNA 抗体半定量检测、免疫印迹法抗核抗体(ANA)
谱 12 项(抗 nucleo 抗体、抗 dsDNA 抗体、抗 histone
抗体、抗 sm鄄D1 抗体、抗 U1snRNP 抗体、抗 SSA /
Ro60 抗体、 抗 SSA / Ro52 抗体、 抗 SSB 抗体、 抗

Scl鄄70抗体、抗 centromere 抗体、抗 Jo鄄1 抗体、抗 P0
抗体)定性检测。 留取 2 组研究对象的尿液,用作

尿常规检查。 SLE 病人另留取 24 h 尿液检测总蛋

白。 ELISA 法检测 TGF鄄茁1,严格按照试剂盒要求的

步骤进行。
1. 3摇 实验试剂和仪器摇
1. 3. 1摇 主要试剂摇 TGF鄄茁1 ELISA 试剂盒购自美国

eBioscience 公司(eBioscience,San Diego,CA,USA)。
1. 3. 2摇 主要仪器摇 iMark 酶标仪(美国 BIORAD 公

司);常规实验室检查所需仪器:血常规(LH780 型

血液自动分析仪)、生化常规(AU5800 型自动分析

仪 )、 免 疫 球 蛋 白 及 补 体 ( IMMAGE 800
Immunochemistry System)均为 Beckman Coulter Inc.
Brea,CA,USA。 ANA 及抗 ds鄄DNA 抗体检测试剂盒

购自 德 国 欧 蒙 公 司 ( Euroimmun Inc. Luebeck,
Germany)。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或 t忆)检验、方差分析和

q 检验、直线相关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外周血血清 TGF鄄茁1 的表达 摇 SLE 合并

LN 组病人 TGF鄄茁1 水平低于对照组和无 LN 组(P <
0. 05);低活动组 SLE 病人 TGF鄄茁1 水平低于高活动

组(P < 0. 05)(见表 2)。

表 1摇 TGF鄄茁1 在不同肾脏病变组间水平比较(x 依 s;pg / mL)

分组 n TGF鄄茁1 水平

对照组 31 13 143. 27 依 5 559. 21

SLE 无 LN 组 32 12 671. 98 依 7 767. 39

SLE 合并 LN 组 24 9 382. 07 依 7 558. 16*

F — 3. 24

P — <0. 05
MS组内 — 8 448 944 526. 714

摇 摇 q 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 < 0. 05

表 2摇 TGF鄄茁1 在不同病情活动分组间水平比较(x 依 s;pg / mL)

分组 n TGF鄄茁1 水平

对照组 31 13 143. 27 依 5 559. 21

低活动组 36 9 656. 62 依 6 895. 79*

高活动组 20 14 151. 73 依 8 610. 00

F — 3. 47

P — <0. 05
MS组内 — 8 447 618 709. 108

摇 摇 q 检验:与对照组比较*P < 0. 05

2. 2摇 不同症状病人 TGF鄄茁1 比较 摇 根据主要症状

体征的有无以及主要自身抗体的阳性与否分为阳性

组与阴性组,2 组病人间 TGF鄄茁1 的水平比较结果显

示,在关节炎受累的病人组中表达较高(P < 0. 05),
抗 U1RNP 抗体、抗 Sm鄄D1 抗体阳性的病人组中表

达较低(P < 0. 05),按其他症状分组病人之间的

TGF鄄茁1 的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
表 3)。
2. 3摇 观察组外周血血清 TGF鄄茁1 的水平与免疫学

指标的相关性摇 观察组病人外周血血清 TGF鄄茁1 的

水平与 SLEDAI( r = 0. 190)、C3( r = - 0. 028)、ESR
( r = - 0. 080)、C 反应蛋白(CRP)( r = 0. 037)无相

关性(P > 0. 05),与外周血 RBC 计数呈正相关( r =
0. 342,P < 0. 05 ), 与 24 h 尿 蛋 白 定 量 ( r =
- 0. 413)、血清 IgM( r = - 0. 312)和天门冬氨酸氨

基转移酶 (AST) ( r = - 0. 321) 的水平呈负相关

(P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TGF鄄茁1是TGF鄄茁家族在淋巴器官中最丰富的

968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9 年 7 月第 44 卷第 7 期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表 3摇 外周血血清 TGF鄄茁1 分别在不同症状病人组间的比较(x 依 s;pg / mL)

分组 关节炎 肾脏病变
血液

系统受累
抗核抗体 抗 nucleo 抗体 抗 ds鄄DNA 抗体

抗组

蛋白抗体
抗 Sm鄄D1 抗体

阳性病人 14 531. 19 依 7 953. 88 9 382. 07 依 7 558. 16 8 385. 79 依 7 102. 27 11 426. 78 依 8 427. 06 13 754. 51 依 4 399. 53 12 468. 50 依 7 723. 76 10 731. 77 依 6 049. 50 7 721. 93 依 7 324. 27

阴性病人 9 954. 35 依 7 414. 93 12 671. 98 依 7 767. 39 12 332. 90 依 8 023. 78 10 353. 20 依 5 420. 00 10 508. 17 依 8 693. 03 10 681. 64 依 8 313. 75 11 342. 72 依 8 734. 77 12 752. 45 依 8 103. 02

t 2. 04 1. 59 1. 63 0. 33 1. 61* 0. 76 0. 23 2. 05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分组 抗 U1RNP 抗体 抗 SSA60 抗体 抗 SSA52 抗体 抗 SSB 抗体 抗 Scl70 抗体 抗着丝点抗体 抗 P0 抗体

阳性病人 7 989. 33 依 7 120. 39 9 010. 22 依 7 872. 57 9 675. 81 依 8 615. 69 8 450. 39 依 9 030. 97 15 173. 14 依 7 433. 60 10 833. 72 依 8 339. 85 9 419. 91 依 7 139. 34

阴性病人 13 880. 56 依 8 086. 54 13 441. 48 依 7 760. 51 12 054. 39 依 7 717. 40 11 794. 93 依 7 809. 33 10 920. 25 依 8 098. 88 11 211. 47 依 8 123. 91 12 394. 92 依 8 535. 41

t 2. 65 1. 98 0. 99 1. 13 0. 88 0. 09 1. 28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形式,并发挥主要的免疫调节功能。 其机制是通过

结合 1 型和 2 型跨膜受体,以及通过激活 Smad 通路

诱导信号转导[3 - 4]。 TGF鄄茁1 缺陷小鼠发展为消耗

综合征,伴有多灶性、过度炎症反应和组织坏死,导
致器官衰竭与死亡。 它们还增强了自身免疫活性,
例如产生针对 SLE 相关核抗原的自身抗体,并导致

Ig 在肾脏肾小球中沉积[8 - 9]。
有缺陷的 TGF鄄茁1 信号通路导致自我靶向免疫

应答的激活。 在 T 细胞中特异性缺乏激酶结构域

的 TGF鄄茁 RII 的显性失活突变导致自发性 T 细胞分

化和迟发性自身免疫疾病,其特征在于:多个器官中

炎性浸润和自身抗体产生[10]。 而在 T 细胞中敲除

条件性 TGF鄄茁 RII 等位基因,将导致 TGF鄄茁 信号转

导完全消除,进而导致侵袭性早发、多器官、自身免

疫相关病变,小鼠死亡率为 100% [11]。 重要的是,
TGF鄄茁1 给药或过表达已显示缓解多种动物自身免

疫性疾病[12 - 13]。
人类 SLE 和小鼠 TGF鄄茁 系统缺陷引起的疾病,

具有几个共同特征。 例如,它们都是多器官炎症性

疾病;都有自身抗体(抗 Sm 和抗 ds鄄DNA 抗体)产

生;都有自身反应 T 细胞的自发激活。 另外,在

TGF鄄茁1 敲除小鼠中发现 IgG 沉积于肾小球中,这在

人类 LN 的免疫组织中也有类似发现[14]。 我们发现

SLE 合并 LN 病人组外周血血清 TGF鄄茁1 的表达低

于对照组,这与之前的一些研究结果一致。 比如

BECKER鄄MEROK 等[15] 研究发现:血清 TGF鄄茁1 水

平降低可能是 SLE 中的常态。 他们发现 TGF鄄茁1 低

表达与疾病活动及严重器官损害相关。
研究[16]显示,肌酐较高的病人和肾小球滤过率

较高以及累及肾脏的病人中,TGF鄄茁1 水平较低。 强

烈提示 TGF鄄茁1 与狼疮肾损害之间的相关性[16]。 本

研究也发现:LN 病人组外周血血清 TGF鄄茁1 的表达

低于对照组。 在 SLE 肾损害中,血清低水平的 TGF鄄
茁1 是旁观者还是直接原因? TGF鄄茁1 通过直接或间

接的方式在免疫调节中起着关键作用。 TGF鄄茁1 直

接抑制 T 细胞活化,Th1 和 Th2 分化,以及树突状细

胞成熟。 TGF鄄茁1 信号转导对于 CD4 + CD25 + T 调

节细胞维持 Foxp3 表达和 T 调节细胞功能至关重

要,TGF鄄茁1 通过诱导 CD4 + CD25 + T 细胞,在治疗

SLE 方面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17]。 给予兔抗

小鼠胸腺细胞球蛋白加 TGF鄄茁1 治疗,可以缓解

MRL / lpr 狼疮小鼠的病情,减少蛋白尿[18],表明在

这些疾病状况下 TGF鄄茁1 的抗炎特性。 研究[19] 表

明:在皮肤中过表达潜在 TGF鄄茁1 的小鼠被保护免

受抗 GBM 新月体肾小球肾炎,可能通过 Smad7 介

导,抑制的核因子鄄资B 依赖性肾炎和 TGF鄄茁 / Smad2 /
3 依赖性纤维化。 因此推测低表达的 TGF鄄茁1 使其

的肾保护作用受损,从而可能促成其成为活动性

SLE 病人肾脏损害的发病机制之一。
另一方面,TGF鄄茁1 是最有效的诱导剂,调节上

皮 -间质转化(EMT)的过程。 已知小管上皮细胞

EMT 显著促进肾间质纤维化和慢性肾脏疾病[20]。
肾小管间质异常存在于大多数 LN 病人中,而且肾

小管间质损伤是终末期肾病的强预测因子[21]。 小

鼠实验已经表明过表达活性 TGF鄄茁1 导致严重的肾

损伤及进行性肾纤维化[22 - 23]。 因此 TGF鄄茁1 可能

在自身免疫疾病的发生和进展过程中发挥双重作

用[5]。 早期,免疫细胞生成 TGF鄄茁1 减少导致免疫

紊乱和自身免疫病。 而靶器官中 TGF鄄茁1 的表达上

调,诱导小鼠局部纤维化和终末期器官损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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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发现,血清 TGF鄄茁1 的水平在观察组与

对照组之间无明显差异。 然而有研究[16] 表明,与健

康女性相比,女性 SLE 病人的血清 TGF鄄茁1 水平降

低。 不过,根据 SLEDAI 将病人进行分组后我们发

现血清 TGF鄄茁1 水平高活动病人组 > 健康对照组 >
低活动病人组。 分析其原因,可能与 TGF鄄茁1 具有

双向免疫调节功能的特性有关:在健康人群中,由于

没有炎症的刺激,人体内只存在少量的 TGF鄄茁1;而
在自身免疫初期,血清 TGF鄄茁1 水平升高,起正向调

控作用,随着病情进展,血清 TGF鄄茁1 以潜在形式入

侵到靶器官,比如关节的滑膜内、肾小球或肾间质

内。 血清 TGF鄄茁1 水平随之下降,免疫调节功能下

降,自身免疫反应异常,自身抗体及免疫球蛋白合成

增加,展现致病性作用。 经过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的

干预治疗后,血清 TGF鄄茁1 得以升高,继续发挥免疫

调节的作用。
我们还发现 TGF鄄茁1 的水平在关节炎受累的病

人组中表达较高。 体外研究[24] 发现,在 RA 病人血

清中发现 TGF鄄茁1 呈高表达。 另有研究[25] 显示:
TGF鄄茁1 在 RA 滑膜中有大量表达,参与 RA 的关节

病理,可能是由于 TGF鄄茁1 刺激肉芽组织与新血管

形成,促进炎细胞浸润滑膜。 TGF鄄茁1 一方面促进多

种免疫细胞生长和分化,同时诱导细胞外基质成分

的产生,缓解炎性因子的致炎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刺

激滑膜细胞的增生,产生大量新血管。
本研究中观察组病人外周血血清 TGF鄄茁1 的水

平与 SLEDAI、ESR、CRP 无明显相关性,但是与外周

血 RBC 计数呈正相关,与 24 h 尿蛋白定量、血清

IgM 和 AST 的水平呈负相关。 TGF鄄茁1 的水平在抗

U1RNP 抗体、抗 Sm鄄D1 抗体阳性的病人组中表达较

低。 其他研究[16] 有类似发现:TGF鄄茁1 与血小板计

数显著正相关,和 ESR 负相关。 TGF鄄茁1 水平和血

小板数量之间相关性很强,表明血小板可能是另一

个影响 SLE 病人 TGF鄄茁1 水平的重要组分。 总

TGF鄄茁1 水平与器官损害的严重程度,尤其是肾脏密

切相关,而活性 TGF鄄茁1 与之无关[16]。
本研究中没有发现 TGF鄄茁1 水平和 SLEDAI 评

分之间具有相关性,可能由于:第一,SLE 累及系统

的变异性与多样性;第二,疾病活动度高的狼疮病人

使用的激素及免疫抑制剂较多。 众所周知,使用免

疫抑制疗法,例如糖皮质激素,免疫细胞以及扩增的

调节性 T 细胞产生的 TGF鄄茁1 增加。 因此,在具有

高疾病活性的病人中更积极的免疫抑制疗法可以提

高 TGF鄄茁1 水平。

综上所述, SLE 合并 LN 病人组外周血血清

TGF鄄茁1 的表达低于健康人,高活动病人组高于低活

动病人组,TGF鄄茁1 具有双向免疫调节的作用,参与

SLE 的肾脏及关节病理,与外周血 RBC 计数、24 h
尿蛋白定量、血清 IgM 和 AST 具有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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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脓毒症病人的基础治疗同时使用

参附注射液,具有明显疗效,病死率低,并能够有效

地保护肾脏、肝脏和心脏功能,减轻脓毒症对这些脏

器造成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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