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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异性免疫治疗对特应性皮炎模型小鼠细胞因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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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应性皮炎（9FUZ7_ ^;[<9F7F78G -.）是一种反复

究报道尘螨变应原特异性免疫治疗对慢性湿疹有

发作的慢性瘙痒性皮肤病，与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等
过敏性疾病相关g)h。-. 发病与多种细胞因子表达异
常密切相关 gePih，因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尚缺乏根治
性疗法。特异性免疫治疗 （8Z;_7Y7_<<WEU FA;[9Z\G
*+,） 被认为是目前唯一针对 -. 病因的治疗方法，
是当今人们研究的热点gdh。尘螨是临床上重要的致

一定疗效。本研究通过尘螨诱导小鼠过敏体质进而
建立卵清蛋白和丙酮诱导模型，观察 *+, 前后小鼠
血清中 +0Pd、
+0P)% 及 +>?P! 水平及脾脏组织中
+0Pd <:?-、+0P)% <:?-、+>?P! <:?- 表达的变
化，旨在探讨 *+, 对不同变应原诱发 -. 小鼠的疗
效，进一步研究 -. 发病的免疫失衡机制，推动*+,

敏原，可引起各种过敏性疾病，其中皮肤过敏是最
常见之一，因其广泛存在于空气中，很难通过完全
避免来改善临床症状，因此作为一种常见的触发因
子，在特应性皮炎的变态反应炎症中起重要作用。
尘螨浸液皮试阳性率占总皮试阳性率 "%4以上，研

在人特应性皮炎中的临床应用。
B NOP<Q
)3) "# 雌雄各半的 *=> 级纯系 /-0/ B_ jk'
周龄小鼠 ij 只（天津市实验动物中心），卵清蛋白
（美国 *7M<9 公司），丙酮、尘螨注射液（武汉博士德
生 物 有 限 公 司）， 小 鼠 血 清 +0 Pd、+0 P)%、+>? P!

%&'( )*+,-./0%&123!"#!$%&!'4
5678 !""##'(()$%&%'(%)*%+,-./012345
6789/ :;<%*)+,-./0.12!""34!4567-8,9:;+=

50+*- 试剂盒 `上海亚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
*L/:
K[;;E 荧光定量 =2: 试剂盒（上海 07Y; ,;_AEU6UM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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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

)*+

(1P)<、
(0JP" ?!J& 的表达。（)） 抽提总 !J&：按

!"#$

用!STU "M?S !"P/D! 方法检测组织 (1PK、

,*-*, 分组及各组小鼠的干预处理
,*-*,*, 分组：雌雄各半的 ./0 级纯系 '&1'2 3 45

!J &MVW !STASNX 操 作 说 明 书 提 取 脾 脏 组 织 中 总
!J&，紫外分析及电泳检测总 !J& 的纯度、浓度及

6 周龄小鼠 74 只，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卵清蛋白
组、丙酮组 7 组，每组 )+ 只。

完 整 性 。（+） 单 链 3IJ& 的 合 成 ： 采 用 /OM?S
.3OMYX"Z !" OSTASNX [MX 试剂盒，严格按说明书操

小鼠的干预处理方法9:;：
（)）模前准备：)< =

作。（7）!STU "M?S !"P/%!：采用 .\]! !OS?M^ R^

水合氯醛（<8> ?1@)<< A）腹腔麻醉实验小鼠，将其

"T_ 试剂盒，在 `](a7<< 上设置检测文件，/D! 反应

固定于自制处置台上，用刀片将腹部毛剔除干净，
胶带在除毛部位反复黏贴 6 次去除角质层，实验面

体系：
bbc+G+ 4 !1，样本模板 3IJ` 7 !1，荧光染料
)<!1，上下引物各 <8: !1，配成 +< !1 的体系。/D!

)8+*)*+

积约 + 3?!+ 3?。
（+）诱发小鼠过敏体质：
&*实验第 )

扩增条件：d: #，7< VQ d: #，)< V，:d #e内参基因f或

周，第 )、>、B、
C 天，所有的实验动物注射尘螨提取

:g#（(1PK、(1P)<、(0JP"）7< VQa+ # )< V。反应条件

液致敏。'*实验第 + 周，第 )<、)7 天注射尘螨提取液
致敏；D*实验第 7"E 周，每周注射 ) 次尘螨提取液致

如下：预变性：h: #，)< V（) 个循环），/D! 反应 ：
h: #，: V；:: #，7< V （K< 个循环）。使用 .STiSN3S

敏。（7）正常对照组：
将蒸馏水滴加入斑试器内的滤
纸片，用透明膜将斑试器固定于小鼠腹部实验范

bSXS3XMWN VWjXkTOS lSOVMWN )8+87 软 件 （&YYUMSb
'MWVmVXS?V 公 司） 分 析 /D! 过 程 中 样 本 的 D"

围，保证试剂与皮肤充分接触。用绷带固定，隔日更
换滴加新鲜溶液的滤纸片。（F）卵清组：GH& 溶于
双蒸水，配成 )<< ?A@?1 浓度。取 +< !1 GH& 溶液
滴加入斑试器内的滤纸片，用透明膜将斑试器固定
于小鼠腹部实验范围，消毒绷带将其固定。实验中
隔日更换滴加新鲜溶液的纸片，致敏过程共 E 周。

（"LOSVLWUb 3m3US） 值。D" 值随模板浓度增大而减
少。 结果计算：通过检测模板梯度稀释时的 DX 值
的变化来评价目标基因和内参基因的扩增效率，扩
增效率是大体相同的，所以可以用相对定量法，公
式为!循环阈值 （DX）n样本 DX 均值P内参照 DX 均
值，!!DXo（DX 目的PDX 参比）实验P（DX 目的PDX 参比）对照。以

（:） 丙酮组制作：分别于第 ) 周隔日在小鼠背部
<8:=IJD' ) 次，
每次 )<< !1，
从第 + 周起每隔 + 日
) 次，每次 C< !1，造模共 4 周。
)8+8)87 标本收集：第 C 周造模实验结束 +K L 后，
每组随机选择 E 只小鼠眼球内眦取血，注入试管中

+$##DX 表示样本中目的基因相对表达含量。
)87 %&'() 采用 ./..)a8< 统计软件处理。
数据用 !"# 表示。多个样本之间的两两比较采用 !
检验，"p<8<: 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 !"

凝 固 后 ，离 心 ): ?MN（7 :<< O2?MN），分 离 血 清 置
于P+: #低温冰箱中待检。取接触斑试器部位皮肤，
分成 + 份Q ) 份以 )< =甲醛固定Q 常规石蜡包埋、切

+8) &I *+,- (1PK. (1P)< .(0JP" /0 卵
清组治疗前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1PK、
(1P)< 水平升
高，(0JP" 水平降低 （!)na<8Kg，!+nK78Ka，
!7nP:)8d+，

片Q 苏木精P伊红染色；另 ) 份置于液氮中用于后续

"p<8<)f；卵清组治疗后较治疗前：(1PK、(1P)< 水平

实验分析。取脾脏组织暂存于P6< #低温冰箱中用
于实验分析。
)*+*+ 小鼠的特异性免疫治疗 卵清组和丙酮组
各剩余 E 只小鼠，分别随机选择其中 7 只小鼠应用
阿罗格进行特异性免疫治疗，治疗过程为 ) 周。组
内剩余 7 只小鼠未予任何干预治疗，待其自然转
归，观察 ) 周。实验结束后如上述方法收集血清及
脾脏组织。
)*+*7 血清 (1PK、(1P)<、(0JP" 水平测定 采用双
抗体夹心 R1(.& 法，分别设标准品孔，空白孔，待测

降低，
(0JP" 水平升高（!Kn:78+)，!:n+K87a，!4nP7:8Kd，
"p<8<)）。丙酮组治疗前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1PK、
(1 P)< 水 平 升 高 ，(0J P" 水 平 降 低 （!) n)+8+g，!+ n
)787a，!7nP+d87)，"p<8<)f；丙酮组治疗后较治疗前：
(1PK、(1P)< 水平降低，(0JP" 水平升高 （!K n484a，
!:n )<8d7，!4nP)d8a:，
"p<8<)）。治疗后卵清组与丙酮
组之间无明显差异。组内未予治疗小鼠较前减轻不
明显（"q<8<:f。见表 )、+。
+8+ 123456789:;<= (1PK>(1P)<>
(0JP" ?!J& ?@ABC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卵

样品孔。参照试剂盒使用说明书，
用酶标仪在 K:< N?
波长测量各孔的吸光度。每个样本重复 7 次。制作
样品浓度标准曲线，
并根据其计算各样品的浓度。
)*+*K 脾脏组织中 (1PK、(1P)<、(0JP" ?!J& 表达

清组和丙酮组 &I 小鼠 (1PK、
(1P)< +$##DX 值均升高，
(0JP" +$##DX 值降低（"%<8<)）。.(" 较治疗前，
(1PK、
(1P
$##DX
$##DX
值均降低，
(0JP" +
值升高 （"%<8<)），表
)< +
明 .(" 能下调脾脏组织中 (1PK?!J&、
(1P)< ?!J&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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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
上调 !"#$! %&#' 的表达。组内未予治疗小

鼠较前无明显变化。见表 (、
)。

: B GI ;<3=>?@A&'()*+,-./DE <#$% &'(
)*+ B ),- .-/-.0 12 0-34& 567189:0 9: 7,- 4:73-*7-; GI &1;-. $314#0 <#$% &'(
!*8)

分组

!*8,E

!"#8!

治疗前

未干预组

治疗前

未干预组

治疗前

未干预组

卵清组

0/30E!E3)2

003()!E31(

1E34E!E30/

,235(!E310

434(!E310

2311!E3(,

丙酮组

0(340!1305

013,4!,30)

,23(E!,3),

,43)5!E3(5

23(,!E350

,E3E(!E314

! ! "#$%&'()*+,-./ "#$% &'(
)*+ ! ),- .-/-.0 12 0-34& 567189:0 +-213- *:; *27-3 73-*7&-:7 9: 7,- $314#0 <#$% &'=
!*+)

分组

!*$,-

!"#$!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0,

1234(!-.10

,-.-5!-.12

2.55!-.,,

,4.0-!-.(,

,2.-0!,.-(

卵清组

0/.0-!-.)26

(43),!-30(7

1-34-!-30/6

,)3-(!-3(07

434(!-3106

,(32-!-3,47

6

7

6

7

6

,)351!-3(47

丙酮组

0(340!1305

(/325!,34(

,23(-!,3),

,(355!-30-

23(,!-350

69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79!"-.-,，
与治疗前相比
! > "0$123 ?' @A 4?'@BC 4?DE@! &FEG!!""H) 5678
)*+ > ),- !!""H)/*.4-0 12 ?' @A 9?'@BC9?DE@! &FEG +-213- *:; *27-3 73-*7&-:7 9: 7,- $314#0
!*8)

分组

!*+,-

!"#+!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

-.2)!-.-0

,.--!-.--

-.2/!-.,,

,.--!-.--

,.-1!-.-4

卵清组

1.14!-.056

,.)/!-.547

(.5(!,.),6

,.42!-.547

-.05!-.-26

-.4,!-.)57

丙酮组

1.,(!-.))6

,.12!-.4(7

(./0!,.(06

1.51!-.0-7

-./(!-.506

-.42!-.(47

69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79 !"-.-,，与治疗前相比
: A ;<3=>?@A&' ?'@A 4?'@BC 4?DE@! &FEG !!""H) 5678
)*+ A ),- !!""H)/*.4-0 12 ?' @A 9?'@BC 9?DE@! &FEG 9: 7,- 4:73-*7&-:7 GI &1;-. $314#0
!*+)

分组

!*+,-

!"#+!

治疗前

未干预组

治疗前

未干预组

治疗前

未干预组

卵清组

1.14!-.05

1.,0!-.(0

(.5(!,.),

(.,1!-.,0

-.05!-.-2

-.02!-.,,

丙酮组

1.,(!-.))

1.-,!,.(/

(./0!,.(0

(.-5!-.11

-./(!-.50

-./5!-.15

>

BC

很强的抗炎及免疫抑制活性，能够抑制 !*81、!"#8!

:; 发病与免疫失衡有关。其中 <=,><=1 失衡
引起细胞因子分泌异常在 :; 的发展中起重要作
用?/@。<=, 细胞主要分泌 !*81、!*8,1、!"#8! 等，主要
介导细胞免疫及迟发性变态反应，参与细菌或病毒
感染的炎症反应。<=1 细胞主要分泌 !*8)、!*80、
!*8/、!*8,- 和!*8,( 等，参与以促进嗜酸粒细胞聚

及促炎因子的产生和释放。!"#8! 能够抑制D 细胞
分泌 !AB，
从而抑制 !AB 水平过高导致的超敏反应。
课题组前期实验中卵清蛋白与丙酮在尘螨致
敏小鼠表皮可产生类似人类特应性皮炎的临床及
病理改变，血清 !AB 水平升高，与大多数 :; 患者出
现皮炎时伴有 !AB 升高的现象相似，提示小鼠 :;

集为特征的 !AB 介导的 ! 型变态反应?5@。<=C 和 <=1
之间相互调节、制约，处于动态平衡，维持机体正常
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在过敏或变态反应中

建模成功，脱敏治疗后小鼠临床表现及病理均较之
前好转?0@。
F!< 是避免接触变应原以外唯一能影响变态反

起重要作用?4@。<=1 细胞因子在 :; 发病中占优势地
位，可以调节肥大细胞在 :; 患者皮损的分布，并促
进肥大细胞释放 !AB，
进而引起 :; 患者 !AB 水平升
?2@
高 。!*8) 在 :; 发病机制中是关键的细胞因子，可
诱导 D 淋巴细胞生成 !AB，与肥大细胞结合，释放更
多的炎性介质，引起更严重的过敏反应。!*8,E 具有

应性疾病自然进程的治疗手段?,E@。尽管 F!< 在变应
性鼻炎和变应性哮喘的疗效已经得到公认，但对
:; 的应用价值却一直存在争论?,,8,1@。在特应性免疫
治疗 :; 的疗效判断上，目前大多数研究注重 F!<
对 :; 的安全性治疗对临床参数 （如各种湿疹评分
系统）的影响，而对有关 F!< 治疗前后血清中相关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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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田田，等.特异性免疫治疗对特应性皮炎小鼠细胞因子的调控

疫学指标的改变研究不多!"#$"%&。

!a& 刘欣欣，
陈立新，
王莹，等，特异性免疫治疗对 8'*87: 小鼠特应
性皮炎模型的疗效观察!N&.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 O+/P> V+Q//RJ

本实验选择尘螨预处理小鼠致敏，用卵清蛋
白、丙酮两种刺激因子诱导 '( 小鼠模型，继而用阿
罗格脱敏针对 '( 病因进行免疫治疗。实验结果显
示：经 特异性免疫治疗后较治疗前，血清 )*$%、)*$
"+ 水平降低，),-$! 水平升高（! 均!+.+/），脾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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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清屋尘螨 I)<[、)*$% 和 ),-$! 的影响!N&. 免疫学杂志>
O+/%> %QV+RJVPV
!`&

类细胞因子 ),-$! 的分泌，降低 345 细胞因子 )*$
%、)*$/+ 的分泌，使其向 346 方向发展，减少 345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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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A<;B$IH;:ELE: E00@BG F4;A9HK!N&. '66;A<K 'IF409 )00@BG6 1;I>

织 中 )* $% 01-'、)* $/+ 01-' 水 平 下 调 ，
),- $!
01-' 水平上调（! 均!+.+/），提示 2)3 可促进 34/

雍磊，程相铎，李华信，等，淋巴结注射免疫治疗对特应性皮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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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因子合成，具有明显的免疫调节作用，在一定
程度上纠正 34/7345 细胞因子平衡，对 '( 小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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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疗效。
本实验制作卵清蛋白和丙酮两种 '( 动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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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格脱敏治疗均有效，
因此笔者推测 2)3 对人类除
尘螨外其他变应原引起的特应性皮炎也有一定效果，
然而 896 87: 小鼠毕竟与人体存在很大的差异，
特异性
免疫治疗在皮肤科的推广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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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符号不论用哪种字母，也不论大写或小写一律都用斜体。要注意区分拉丁字母和希腊字母。例如
均数的符号是字母 !!卡方的符号是希腊字母 #5，自由度的符号是希腊文“$”，不是拉丁文“=”。样本的相关系
数是英文
“"”
，
不能误为希腊文“!”。
化学元素及核素在医学写作时一般多采用符号，都是拉丁字母正体大写。离子态是在右上角用数字加
或
“g”
表示。例如 -9g、T9Og、
bV$等等，不采用 T9gg、b$ $ $ 、'6gV、
d$O 表示。核素的核子素（质量数）应写在元素符
“$”
]]
/VV 0
号的左上角，
例如 /V/)、VOb。表示激发状态的 0 写在右上角，例如：
3:0、
)B 。在科技论文和专著中不应写核素
/VV
铟 0 等。
的中文名称，即不能写成 /V/ 碘、

近几年分子生物学发展很快，并已渗透到许多学科，大多数分子生物学名词术语的符号已有统一的确定
形式，要对符号的来源及其内涵有深刻的了解，使用时不致发生错误，例如：
1-' 有 A1-'（AEMGIGB96 1-'）、
F1-'（FA9BIL;A 1-'）、01-'（0;II;B<;A 1-'）V 类。A、F、
0 是表示类型的符号应小写，1-' 应大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