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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草酸制剂强力宁联合曲安奈德对溃疡性结肠炎
患者外周血高迁移率族蛋白B1及Toll样受体与肝功能的影响

韩振中，王军，张红波

(西安市北方医院消化内分泌内科，陕西 西安 710043)

【摘要】 目的 探讨甘草酸制剂强力宁联合曲安奈德对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血高迁移率族蛋白 B1

(HMGB1)、Toll样受体(TLR)及肝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择2011年3月至2015年2月西安市北方医院消化内分泌

内科收治的64例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32例。对照组单用曲安奈德治疗，观

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甘草酸制剂强力宁治疗，疗程均为4周，分别于治疗前后采集患者外周血，测定HMGB1及白

介素-6 (IL-6)、白介素-10 (IL-10)的水平，并取结肠组织标本，测定TLR-2、TLR-4阳性率，治疗期间均监测肝功能，

观察患者症状及体征的改善情况，记录临床治疗效果。结果 ①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87.50%，略高于对

照组的71.88%，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HMGB1、IL-6、IL-10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HMGB1、IL-6水平均降低，IL-10上升，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观察组患者的 HMGB1、IL-6 水平降低幅度高于对照组[(2.15±0.21) μg/L、(190.22±20.12) pg/mL vs
(3.37±0.42) μg/L、(206.11±15.36) pg/mL ]，IL-10上升幅度高于对照组[(71.86±5.64) pg/mL vs (52.33±10.66) pg/mL ]，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治疗前，两组患者的TLR-2、TLR-4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

后，两组患者的阳性率均降低，且观察组降低幅度高于对照组(12.50% vs 37.50%、15.63% vs 40.63%)，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0.05)；④观察组患者的肝功能总异常发生率为6.25%，低于对照组的 31.25%，治疗6个月后的复发率为

6.25%，低于对照组的 28.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采用甘草酸制剂强力宁联合曲安奈德治疗

UC可减轻患者的炎症反应，促进肠道黏膜修复，疗效高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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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potenline (glycyrrhizin) combined with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on peripheral blood high-mobility group
B1, Toll-like receptors and live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HAN Zhen-zhong, WAMG Jun, ZHANG
Hong-bo. Department of Digestive Endocrinology, the Northern Hospital of Xi'an City, Xi'an 710043,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potenline (glycyrrhizin) combined with triamcinolone ace-

tonide on peripheral blood high-mobility group B1 (HMGB1), Toll-like receptors (TLRs) and live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ulcerative colitis (UC). Methods A total of 64 cases of patients with UC, who admitted to Department of Diges-

tive Endocrinology of the Northern Hospital of Xi'an City from March 2011 to February 2015,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32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

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dditionally treated with glycyrrhizin

potenline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Both groups received 4 weeks of treatment. Peripheral blood

was colle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to determine the levels of HMGB1, interleukin-6 (IL-6) and interleukin-10

(IL-10). The colon tissu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o detect the positive rate of TLR-2 and TLR-4. Liver function was

monitored during the treatment. The improvement of symptoms and signs was observed, and the effects of clinical treat-

ment were recorded. Results ①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treatment for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light-

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87.50% vs 71.88%, P>0.05). ②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levels of

HMGB1, IL-6 and IL-10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the treatment (P>0.05).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HMGB1 and IL-6 were decreased, while IL-10 levels were increased in the two groups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he

treatment (P<0.05). The levels of HMGB1 and IL-6 after treatment were respectively (2.15±0.21) μg/L and (190.22±

20.12) pg/mL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versus (3.37±0.42) μg/L and (206.11±15.36) pg/mL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IL-10 level was (71.86±5.64) pg/mL versus (52.33±10.66) pg/m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③ Before the treat-

m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positive rates of TLR-4 and TLR-2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positive rate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decreased, and the decrease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great-

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12.50% vs 37.50%, 15.63% vs 40.63%, P<0.05). ④ The total incidence of liver function

abnormality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6.25% vs 31.25%, P<0.05). ⑤ The recurrence

·论 著·doi:10.3969/j.issn.1003-6350.2018.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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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为慢性非特

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1]，病变部位多位于结肠、直肠黏

膜层，部分累及直肠及远端结肠，临床表现为腹痛、腹

泻、血便等症状。UC可见于任何年龄阶段，男女发病

率类似，患者病程较长，常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研究

认为，其发病涉及遗传、感染、免疫等因素[2]，在治疗方

面多采用抗生素、激素类、免疫抑制剂类药物干预。

曲安奈德为长效、强力抗炎肾上腺皮质激素，免疫抑

制作用好，但有其不良反应[3]。强力宁则为甘草酸类

制剂，主要成分为甘草酸，其抗炎机制与皮质醇类似，

可抑制前列腺素 E2、磷酸酯酶 A2 活性，减少炎症反

应，同时可调节免疫，平衡T细胞亚群，终止异常免疫

反应，同时可减少细胞内各类蛋白酶释放，减轻肝细

胞损伤，安全性高。本文旨在探讨强力宁联合曲安

奈德治疗溃疡性结肠炎的临床效果及其对患者血高

迁移率族蛋白B1 (HMGB1)、Toll样受体(TLR)和肝功

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1 年 3 月至 2015 年 2

月西安市北方医院消化内分泌内科收治的 64 例 UC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33例，女性 31例；年龄

19~69 岁，平均(37.6±5.4)岁；病程(4.1±2.6)年；病情程

度：轻度 24 例，中度 32 例，重度 8 例。所有患者均按

照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32例。对照组

中男性 16 例，女性 16 例；年龄 20~68 岁，平均(36.9±

5.8)岁；病程(4.3±2.4)年；病情程度：轻度 12 例，中度

15 例，重度 5 例。观察组中男性 17 例，女性 15 例；年

龄 19~68岁，平均(37.5±5.3)岁；病程(4.4±2.6)年；病情

程度：轻度 12 例，中度 17 例，重度 3 例。两组患者的

性别、年龄、病程、病情程度等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入组标准 符合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

疾病专业委员会通过的溃疡性结肠炎中西医结合诊

疗指南 [4]；纤维结肠镜检可见结肠黏膜充血水肿，呈

糙颗粒状；均获取病理组织学标本，经组织学确诊为

非特异性炎症病变；无凝血功能障碍；无原发性肝肾

功能损害；无严重精神疾病；无其他合并症；知情研

究内容，自愿参与研究。

1.3 治疗方法 对照组单用曲安奈德(昆明积

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规格：1 mL：40 mg；批号：

100921)灌肠治疗，20 mg曲安奈德+100 mL生理盐水

保留灌肠，1次/d，治疗 4周。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

强力宁(通用名：复方甘草酸单胺注射液，漯河南街村

全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规格：20 mL，批号：

041122)灌肠治疗，120 mg强力宁+150 mL生理盐水+

300 mg利多卡因(湖南天鑫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规格：

10 mL：0.2 g，批号：020710)+3.0 g 硫糖铝(陕西星华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规格：10 mL：1 g，批号：020913)，

1次/d，疗程 4周。两组观察期间均停用其他止泻、助

消化或影响消化道动力的药物。

1.4 观察指标与检测方法 ①治疗前、治疗 4

周采集外周血 3 mL，采用酶联免疫分析仪(上海拜

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测定患者血清 HMGB1、

白介素-6 (IL-6)、白介素-10 (IL-10)水平，严格参照

试剂使用说明进行操作；②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

Toll 样受体-2 (TLR-2)、Toll 样受体-4 (TLR-4)，组织

切片，脱蜡，封闭，抗原微波修复后滴人多克隆抗体

TLR2、TLR4 (均购自美国 UCL 公司)，滴二抗，DAB

显色，磷酸盐缓冲液(PBS)冲洗，苏木素复染，封片，

光学显微镜统计阳性细胞数，统计TLR-2、TLR-4 阳

性率；③观察患者临床症状、体征的改善，记录临床

效果；④治疗期间、治疗后 1 个月均动态监测患者肝

功能，观察谷草转氨酶(ALT)、谷丙转氨酶(AST)的变

化，记录两组患者肝功能异常发生率；⑤记录治疗 6

个月后两组患者复发率。

1.5 疗效评估 参照《我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

疗规范的共识意见》[5]。临床痊愈：临床症状及体征消

失，纤维结肠镜复查结肠黏膜基本恢复正常，停药6个

月后未见复发；显效：临床症状及体征明显改善，纤维

结肠镜复查结肠黏膜炎症显著改善或伴假息肉形成；

好转：临床症状及体征有所好转，结肠镜检查显示结

肠黏膜炎症改善；无效：临床症状、体征无任何改善，

结肠镜检查无变化。总有效率=(临床痊愈+显效+好

转)/总例数×100.0%。

1.6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均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治疗有效率为 87.50%，略高于对照组的 71.88%，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6 months of treatment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6.25% vs 28.13%, P<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potenline (glycyrrhizin) combined with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has good cura-

tive effect and high safety in the treatment of UC. The regimen can relieve the inflammatory reactions and promote the

repair of intestinal mucosa.

【Key words】 Ulcerative colitis (UC);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Potenline; High-mobility group B1 (HMGB1);

Toll-like receptors (TLRs)

··34



Hainan Med J, Jan. 2018, Vol. 29, No. 1

2.5 两组患者治疗 6个月的复发率比较 观察

组患者治疗 6个月复发 2例(6.25%)，对照组复发 9例

(28.13%)，观察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2=5.379，P=0.020<0.05)。

3 讨 论

溃疡性结肠炎为一组以反复发作为特征的非特

异性肠道黏膜炎症性病变。近年来，统计报道显示，

我国UC发病率有所上升[6]。目前尚未完全明确溃疡

性结肠炎发病机制及病因，以往多认为与免疫、感染、

遗传等因素有关，近期有部分研究提出肠道菌群打

破宿主耐受，诱发异常免疫反应是 UC 的关键机制，

认为 Toll 样受体家族可能参与 UC 炎症介导过程 [7]。

金丽娟[8]亦发现HMGB1为介导全身性、局部炎症反应

的重要炎症细胞，可激活多类急慢性炎症疾病。

HMGB1广泛分布于人体淋巴组织、脑组织、心肌

细胞、肺组织内，组织细胞活化后主动或被动释放

HMGB1进入细胞外，其分泌时间晚于白介素与肿瘤

坏死因子，因此多将其归于后期炎症介质范畴[9]。沈

洪等[10]研究发现，急性炎症性患者血清HMGB1水平

明显高于正常健康人，且其表达水平与多种炎症指标

的变化有其相关性。Kump 等[11]表示，HMGB1可刺激

血管内皮细胞与单核巨噬细胞分泌黏附因子与炎症

细胞因子，介导炎症反应。TLR则为机体炎性反应链

的重要启动蛋白，属于Ⅰ型跨膜蛋白，外界病原微生

菌侵入机体组织时，TLR可识别病原结构，传导至细

胞内，激活调节，启动信号转导[12]。近年来，TLR在炎

症性肠病中的机制成为肠道疾病的研究热点。何雁

等 [13]发现，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结肠膜内可见 TLR2、

TLR4高表达，认为其信号通路可能与UC发病有关。

其中 TLR2 可识别革兰阳性菌肽聚糖及胞壁酸，而

TLR4则主要识别革兰阴性菌细胞膜脂多糖，与接头

蛋白MyD 88结合，活化T细胞，启动后天免疫，介导

感染免疫信号转导，是溃疡性结肠炎炎症反应的关键

炎性通路。

曲安奈德为长效强力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属合成

皮质类固醇，可发挥抗炎作用，降低毛细血管通透

性，抑制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及粒细胞炎症反应，阻

止组胺、激肽类炎症介质释放，抑制吞噬细胞功能，

有助于炎症组织修复。且曲安奈德可参与免疫反应

的调节，降低网状内皮系统细胞作用，促进淋巴细胞

溶解，可缓解自身免疫性症状。但研究发现，其存在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HMGB1、IL-6、IL-10水平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2

32

治疗前

4.55±0.48

4.57±0.56

0.153

0.878

治疗后

2.15±0.21a

3.37±0.42a

14.697

<0.01

治疗前

298.32±19.72

293.46±18.55

1.015

0.313

治疗后

190.22±20.12a

206.11±15.36a

3.551

<0.01

治疗前

35.41±6.22

35.29±5.97

0.078

0.937

治疗后

71.86±5.64a

52.33±10.66a

9.160

<0.01

HMGB1 (μg/L) IL-6 (pg/mL) IL-10 (pg/mL)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TLR-2、TLR-4阳性率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例数

32

32

治疗前

18 (56.25)

17 (53.13)

0.063

0.801

治疗后

4 (12.50)a

12 (37.50)

5.333

0.020

治疗前

19 (59.38)

20 (62.50)

0.065

0.797

治疗后

5 (15.63)a

13 (40.63)

4.946

0.026

TLR-2阳性 TLR-4阳性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表4 两组患者的肝功能异常发生率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例数

32

32

ALT异常

1 (3.13)

4 (12.50)

1.952

0.162

AST异常

1 (3.13)

6 (18.75)

4.010

0.045

总异常

2 (6.25)

10 (31.25)

6.564

0.010

表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例数

32

32

临床痊愈

15

10

显效

8

8

好转

5

5

无效

4

9

总有效率(%)

87.50

71.88

2.413

0.120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 HMGB1、IL-6、

IL-10 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血 HMGB1、

IL-6、IL-10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HMGB1、IL-6水平均降低，IL-10

水平上升，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且观察组患者的HMGB1、IL-6水平降低幅度高

于对照组，IL-10水平上升幅度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TLR-2、TLR-4 阳性

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TLR-2、TLR-4 阳性率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

的阳性率均降低，且观察组降低幅度高于对照组，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4 两组患者的肝功能异常发生率比较 观察

组患者的ALT异常、AST异常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但仅 AST 异常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观察组肝功能总异常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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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肝毒性，可能影响肝代谢，增加毒副反应发生

率 [14]。强力宁则为甘草酸类制剂，含甘氨酸、甘草酸

单胺、盐酸半胱氨酸等成分，具备非特异性抗炎症作

用，对肝脏类固醇代谢酶亲和力强，可阻止醛固酮、

皮质醇灭活，有较强的皮质激素样效应，但无明显皮

质激素副作用，可稳定肝功能，抑制自由基与过氧化

脂产生，调节钙离子，减轻细胞损伤，抗炎、抗过敏作

用较好，且经保留灌肠干预，可促进药液与病变部位

充分接触与吸收，提高病灶药物浓度，进一步减轻炎

症反应。

本研究中，对照组单用曲安奈德灌肠治疗，观察

组加用甘草酸制剂强力宁干预，结果发现，观察组治

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

能与本组纳入样本数量较少有关。同时观察组治疗

后血HGMB1、IL-6下降，IL-10上升，变化幅度高于对

照组，且观察组治疗后 TLR-2、TLR-4 阳性率显著降

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刘翔

等[15]报道相符。此外，肝功能监测提示，观察组肝功能

异常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证实强力宁联

合曲安奈德灌肠可下调HGMB1表达，降低TLR受体

阳性率，平衡促炎细胞因子与抗炎因子，促进肠道损

伤黏膜的修复。

综上所述，在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的临床治疗中采

用甘草酸制剂强力宁联合曲安奈德治疗，可提高治疗

效果，减轻炎症反应，促进肠道黏膜修复，有较好的肝

保护作用，安全性较高，临床推广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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