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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白塞病葡萄膜炎):a*不同疾病分期患者外周血各类白细胞的变化+!方法!采用
病例对照研究设计+ 收集 "#$9 年 C 月至 $$ 月间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眼科的 :a患者&其中炎症活动期 "#
例&炎症稳定期 "$ 例+ 炎症活动期 :a患者经糖皮质激素和D或免疫抑制剂治疗后转为炎症好转期 $# 例+
同期收集于北京协和医院体检的健康对照者 4" 人+ 抽取受检者外周血并采用 dH'(-,6*,S血液流式细胞分
析平台检测分析 $" 类白细胞分布情况+ 观察和比较 :a患者炎症活动期$炎症好转期$炎症稳定期及健康对
照外周血各类白细胞百分比+!结果!炎症活动期 :a组$炎症稳定期 :a组和健康对照组外周血成熟嗜中性
粒细胞百分比$嗜酸性粒细胞百分比$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淋巴细胞百分比$非细胞毒性 X和 ?V淋巴细
胞百分比$颗粒性 X和 ?V淋巴细胞百分比$原始 X淋巴细胞百分比$原始 :淋巴细胞和未成熟粒细胞百分比
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m_"\B"_$ $#\""#$ 4\88#$ $$\"9_$ "%\C%9$ B$\B#9$ "B\C_"$ "C\CB4 和
B_\8B4&均 ;l#\##$*+ 炎症活动期 :a组及炎症稳定期 :a组患者外周血成熟嗜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分别为
)CB\$#q$#\"$*]和)8"\_#q$"\#%*]&均高于健康对照组的)9_\%9q8\#C*]&炎症活动期 :a组患者外周血
成熟嗜中性粒细胞百分比高于炎症稳定期: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l#\#9*+ 炎症活动期 :a组和炎
症稳定期 :a组患者外周血非细胞毒性 X和 ?V淋巴细胞及颗粒性 X和 ?V淋巴细胞百分比均低于健康对照
组&且炎症活动期 :a组患者非细胞毒性 X和 ?V淋巴细胞及颗粒性 X和 ?V淋巴细胞百分比低于炎症稳定
期 :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l#\#9*+ 炎症好转期 :a组患者治疗后外周血未成熟粒细胞百分比较治
疗前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m̂ "\_8%&;m#\#B8*+!结论!:a患者炎症活动期外周血成熟嗜中性粒
细胞增加&对于监测 :a炎症活动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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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20#7D5E%20#F%7X,(/(*NRH-+H1+(/LHF,KMHJ)M+HJ(*Q*,,I *HOc,1N-H)/ M(-)H/-FS)-+ :H+vH-OPH)-)F
):a* (-I)KKHJH/-F-(LHF.!G%04*$(!7(FH1,/-J,*F-OINS(FMHJK,J'HI.XSH/-N(1-)PHF-(LH:aM(-)H/-F(/I "$
TO)H-F-(LH:aM(-)H/-FSHJHH/J,**HI KJ,'YO*N-,?,PH'QHJ"#$9 )/ ;Hc)/La/),/ GHI)1(*7,**HLHd,FM)-(*.XH/
(1-)PHF-(LH:aM(-)H/-F-JH(-HI S)-+ L*O1,1,J-)1,)I (/ID,J)''O/,FOMMJHFF)PH(LH/-FSHJHFHJPHI (F)'MJ,PH'H/-
F-(LH:aM(-)H/-F.GH(/S+)*H&4" +H(*-+N1,/-J,*FSHJH1,**H1-HI KJ,' -+HM+NF)1(*HZ(')/(-),/ 1H/-HJ.;HJ)M+HJ(*
Q*,,I S(F,Q-()/HI (/I -+H/ (/(*NRHI QNOF)/LdH'(-,K*,S'H-+,I.X+HMHJ1H/-(LHF,K*HOc,1N-HF)/ MHJ)M+HJ(*Q*,,I
,KI)KKHJH/-F-(LH:aM(-)H/-FSHJH1,'M(JHI.X+)FF-OINS(F(MMJ,PHI QN-+H&-+)1F7,'')--HH,K;Hc)/La/),/
GHI)1(*7,**HLHd,FM)-(*)iU>$B_$* (/I (**M(J-)1)M(/-FF)L/HI )/K,J'HI 1,/FH/-.!H%("&0(!X+HMHJ1H/-(LH,K
'(-OJH/HO-J,M+)*F&H,F)/,M+)*F&Q(F,M+)*F&:*N'M+,1N-HF&/,/>1N-,-,Z)1X(/I ?V*N'M+,1N-HF&LJ(/O*(JX(/I ?V
*N'M+,1N-HF&XQ*(F-F&:Q*(F-F(/I )''(-OJHLJ(/O*,1N-HFSHJH(**F)L/)K)1(/-*NI)KKHJH/-(',/L(1-)PHF-(LH:a
LJ,OM&TO)H-F-(LH:a LJ,OM (/I +H(*-+N1,/-J,*LJ,OM )Pm_"\B"_& $#\""#& 4\88#& $$\"9_& "%\C%9& B$\B#9&
"B\C_"&"C\CB4 (/I B_\8B4&(**(-;l#\##$*.X+HMHJ1H/-(LH,K'(-OJH/HO-J,M+)*F)/ (1-)PHF-(LH:aLJ,OM (/I
TO)H-F-(LH:a LJ,OM SHJH) CB\$# q$#\"$ *] (/I ) 8"\_# q$"\#% *]& S+)1+ SHJHF)L/)K)1(/-*N+)L+HJ-+(/
)9_\%9q8\#C*] )/ +H(*-+N1,/-J,*LJ,OM.X+HMHJ1H/-(LH,K'(-OJH/HO-J,M+)*F)/ (1-)PHF-(LH:a LJ,OM 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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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K)1(/-*N+)L+HJ-+(/ -+(-)/ TO)H-F-(LH:a LJ,OM ) ;l#\#9 *.X+HMHJ1H/-(LHF,K/,/>1N-,-,Z)1X& ?V
*N'M+,1N-HF&LJ(/O*(JX(/I ?V*N'M+,1N-HF)/ (1-)PHF-(LH:aLJ,OM (/I TO)H-F-(LH:aLJ,OM SHJHF)L/)K)1(/-*N
*,SHJ-+(/ -+(-)/ +H(*-+N1,/-J,*LJ,OM&-+HMHJ1H/-(LH,K/,/>1N-,-,Z)1X&?V *N'M+,1N-HF(/I LJ(/O*(JX&?V
*N'M+,1N-HF)/ (1-)PHF-(LH:aLJ,OM SHJHF)L/)K)1(/-*N*,SHJ-+(/ -+,FH)/ TO)H-F-(LH:aLJ,OM )(**(-;l#\#9*.
X+HMHJ1H/-(LH,K)''(-OJHLJ(/O*,1N-HF(K-HJ-JH(-'H/-S(FF)L/)K)1(/-*N+)L+HJ-+(/ -+(-QHK,JH-JH(-'H/-)/
)'MJ,PH'H/-F-(LH:a LJ,OM )&m "̂\_8%& ;m#\#B8 *.! I*'2&"(#*'(! 3/1JH(FH,KMHJ)M+HJ(*Q*,,I '(-OJH
/HO-J,M+)*S(F,QFHJPHI )/ :aM(-)H/-F&S+)1+ '(N+H*M -,',/)-,J-+H)/K*(''(-,JN(1-)P)-N,K:a.

"8%1 9*+$(#7:H+vH-FN/IJ,'H. aPH)-)F. ;HJ)M+HJ(*Q*,,I *HO1,1N-H. ?HO-J,M+)*
:"'$3+*.+-,% ?(-),/(*?(-OJ(*U1)H/1H6,O/I(-),/ ,K7+)/()4$CC#%$C*
@A3%$#.BC8#D1'(.E.)FF/."#%9>#$8#."#$%.$".##C

表 ;7各组基线资料

组别
例

数

性别构成比

)男D女&
"D"*

年龄

)'H(/qU@&
岁*

不同醋酸泼尼松龙

用量例数) "*
应用不同种类免疫

抑制剂例数) "*

n"# 'L $#>"# 'L l$# 'L 无 $ 种 " 种 B 种

应用

干扰素

例数

) "*

炎症活动期 :a组 "# BD$C B"\$q 4\9 B $" 9 " % C " #

炎症好转期 :a组 $# 4D" B9\_q 4\% B 8 $ " 9 B # #

炎症稳定期 :a组 "$ $"D% B8\#q$#\B # 9 $8 4 % _ # "

健康对照组 4" 94D"_ B9\"q C\8 ^ ^ ^ ^ ^ ^ ^ ^

!注%:a%白塞病葡萄膜炎. %̂无

!!白塞病是一种复发性血管炎性疾病&主要累及口
腔$皮肤$生殖器和眼部&其中眼部受累是白塞病的主
要致残因素

/ $0 &葡萄膜炎是常见的眼部受累表现 / "0 +
国内外治疗白塞病葡萄膜炎):H+vH-OPH)-)F&:a*首选
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

/ B0 &但这些药物可能引起
骨髓抑制$肝肾功能损伤等严重的毒性作用和不良反
应+ 由于缺乏监控炎症活动的实验室指标&眼科医生
仅根据临床表现来调整药物剂量及种类可能会引起因

用药不足导致的炎症复发&或因用药过量导致的不良
反应+ 且部分 :a患者存在虹膜后黏连$并发性白内
障及玻璃体混浊&导致眼科医师无法窥及眼底&难以根
据临床表现判断是否存在威胁患者视功能的活动性病

变+ 现阶段 :a的治疗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亟需监测
:a炎症活动的实验室指标以指导用药+ 作为一种自
身免疫性疾病&多种免疫活性细胞参与白塞病病程&其
中 X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起主要作用 / _0 + 白塞病患者
辅助性 X细胞亚型)X+$$X+"$X+$C 及 XJHL*数量及功能
分布失衡&可能是诱发免疫功能紊乱以及引起病理损伤
的重要原因+ 有研究显示白塞病患者外周血中
X+$CDX+$$炎症活动期 :a患者外周血中 X+$CDXJHL显
著高于健康人群

/9 8̂0 + 与健康人群相比&白塞病活动期
患者外周血中 %( X细胞及自然杀伤细胞)/(-OJ(*c)**HJ
1H**&?V*数量也明显增加/C0 &且当白塞病加重时&中性
粒细胞 7@8_ 表达增加/40 + 根据上述研究背景推测不
同分期白塞病葡萄膜炎患者外周血白细胞可能发生特

征性变化+ 本研究拟分
析 :a患者炎症活动
期$炎症好转期$炎症稳
定期外周血各类白细胞

的变化情况&以期在外
周血白细胞中寻找监测

炎症活动的指标+

;7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设计&收集 "#$9 年 C 月1$$ 月
就诊于北京协和医院眼科的 :a患者+ 纳入炎症活动
期患者 "# 例&其中男 $C 例&女 B 例&平均年龄)B"\$q
4\9*岁&标本采集时患者炎症发作时间平均)%\$qC\%*I.
炎症活动期患者加用糖皮质激素和D或免疫抑制剂治
疗后转为炎症好转期 $# 例&平均)8"\#q"C\%* I 炎症
好转&再次采集外周血标本.炎症稳定期患者 "$ 例&年
龄)B8\#q$#\B*岁&标本采集时患者炎症稳定时间平
均)$4\Bq$B\8*个月+ 同期&于北京协和医院健康查
体中心收集健康对照 4" 人&其中男 94 人$女 "_ 人&年
龄)B9\"qC\8*岁+ 各组患者年龄总体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m#\"BC*+ 患者基本临床信息及标本采
集时患者全身用药情况见表 $+ 白塞病诊断参照 $%%#
年国际白塞病研究组 ) )/-HJ/(-),/(*F-OINLJ,OM K,J
:H+vH-sFI)FH(FH&:@>3U<*提出的白塞病诊断标准 / %0 .
葡萄膜炎的诊断参照 "##9 年葡萄膜炎命名标准化工
作组/-+HF-(/I(JI)R(-),/ ,KOPH)-)F/,'H/1*(-OJH) Ua?*
S,Jc)/LLJ,OM0提出的相关标准 / $#0 + 患者纳入标准%
)$*明确诊断为 :a者+ )"*炎症活动期 :a满足以下
任 $ 条件%前房细胞组Bk.严重玻璃体混浊.视网膜出
血渗出+ )B*炎症好转期 :a满足以下任 $ 条件%前房
细胞减少 " 级或减至 #.玻璃体混浊明显减轻.视网膜
出血渗出吸收+ )_*炎症稳定期 :a同时满足无前房
细胞$无玻璃体混浊和视网膜出血渗出吸收 B 个月及
以上+排除标准 %患有其他炎性或系统疾病者 +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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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各期 Y[患者及健康对照外周血 ;< 类白细胞百分比比较

组别 例数

成熟嗜中性粒

细胞百分比

)]&'H(/qU@*#

嗜酸性粒

细胞百分比

)]&'H(/qU@*#

嗜碱性粒

细胞百分比

)]&'H(/qU@*#

:淋巴细胞
百分比

)]&'H(/qU@*#

非细胞毒性 X和 ?V
淋巴细胞百分比

)]&'H(/qU@*#

颗粒性 X和 ?V
淋巴细胞百分比

)]&'H(/qU@*#

炎症活动期 :a组 "# CB\$#q$#\"$ #\4Cq#\9C #\_"q#\"_ $\_%q$\#B $_\$$qC\__ $\9%q#\%8

炎症稳定期 :a组 "$ 8"\_#q$"\#%( $\_Cq$\99 #\C%q#\9$( B\__qB\$_( "#\"$qC\9#( B\%_q"\B9(

健康对照组 4" 9_\%9q 8\#C(Q "\#Cq$\#4(Q #\4"q#\B8( B\C_q$\89( "_\C4q_\8"(Q 8\4"qB\"#(Q

P值 _"\B"_ $#\""# 4\88# $$\"9_ "%\C%9 B$\B#9

;值 l#\##$ l#\##$ l#\##$ l#\##$ l#\##$ l#\##$

组别 例数

促炎性单核

细胞百分比

)]&'H(/qU@*#

非炎性单核

细胞百分比

)]&'H(/qU@*#

原始 X淋巴
细胞百分比

/]&8);"9 &;C9 * 0
x

原始 :淋巴
细胞百分比

/]&8);"9 &;C9 * 0
x

原始非 X非 :
淋巴细胞百分比

)]&'H(/qU@*#

未成熟

粒细胞

/]&8);"9 &;C9 * 0
x

炎症活动期 :a组 "# #\_Bq#\"C 8\%Bq"\44 #\$$)#\#8&#\$_* #\#")#\#$&#\#"* #\#_q#\#" #\"4)#\$$&#\C_*

炎症稳定期 :a组 "$ #\84q#\49 8\8#q"\$_ #\#%)#\#8&#\$C* #\#")#\#$&#\#B* #\#9q#\#B #\$")#\#_&#\"C*(

健康对照组 4" #\_Cq#\"B 9\%$q$\"% #\"$)#\$_&#\B4*(Q #\#_)#\#"&#\C#*(Q #\#9q#\#_ #\#B)#\#"&#\#4*(Q

PD!" 值 "\9$B B\"C% "B\C_" "C\CB4 #\49_ B_\8B4

;值 #\#49 #\#_$ l#\##$ l#\##$ #\_"% l#\##$

!注%与炎症活动期比较&(;l#\#9.与炎症稳定期比较&Q;l#\#9.)#%单因素方差分析&U-OIH/->?HS'(/>VHO*F检验.x%VJOFc(*>f(**)F检验&G(//>

f+)-/HN检验*!:a%白塞病葡萄膜炎.?V%自然杀伤力细胞

究通过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

审批)批文号%iU>$B_$*&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
;.<!方法

采用 &@X2>V" 抗凝管抽取 " '*受试者外周血标
本+ 标本采集后 8 + 内由 dH'(-,6*,S血液流式细胞分
析平台)美国 :H1c'(/ 7,O*-HJ公司*进行检测分析+
该平 台 采 用 7N-,I)KK试 剂 盒 ) 9 色 8 抗 体& 美 国
:H1c'(/ 7,O*-HJ公司*直接检测 $" 类白细胞百分比&
包括成熟嗜中性粒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
胞$:淋巴细胞$非细胞毒性 X和 ?V淋巴细胞$颗粒
性 X和 ?V淋巴细胞$促炎性单核细胞$非炎性单核细
胞$原始 X淋巴细胞$原始 :淋巴细胞$原始非 X非 :
淋巴细胞和未成熟粒细胞+ 严格遵守 7N-,I)KK试剂盒
说明书并结合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实际情况进行

检测
/ $$0 +

;.=!统计学分析
应用 U;UU $8.#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

V,*,',L,J,P>U)')J/,P单样本检验对定量资料进行正
态分布检验+ 符合正态分布资料以 'H(/qU@表示&炎
症活跃期 :a组$炎症稳定期 :a组和健康对照组间各
类白细胞百分比总体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
多重比较采用 U-OIH/->?HS'(/>VHO*F检验.呈偏态分
布连续变量以 8);"9&;C9 *表示&组间总体比较采用
VJOFc(*>f(**)F检验&组间多重比较采用 G(//>f+)-/HN
检验):,/KHJJ,/)矫正*+ 炎症好转期 :a组患者治疗

前后外周血各类白细胞百分比比较采用配对 &检验+
;l#\#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结果

<.;!不同分期 :a患者及健康对照外周血 $" 类白细
胞百分比比较

炎症活动期 :a组$炎症稳定期 :a组和健康对照
组外周血成熟嗜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嗜酸性粒细胞百
分比$嗜碱性粒细胞百分比$:淋巴细胞百分比$非细
胞毒性 X和 ?V淋巴细胞百分比$颗粒性 X和 ?V淋
巴细胞百分比$原始 X淋巴细胞百分比$原始 :淋巴
细胞和未成熟粒细胞百分比总体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 )Pm_"\B"_$ $#\""#$ 4\88#$ $$\"9_$ "%\C%9$
B$\B#9$"B\C_"$"C\CB4 和 B_\8B4&均 ;l#\##$*+ 炎
症活动期 :a组和炎症稳定期 :a组患者外周血成熟
嗜中性粒细胞百分比高于健康对照组&炎症活动期 :a
组患者成熟嗜中性粒细胞百分比高于炎症稳定期 :a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l#\#9*+ 各期 :a组患
者外周血非细胞毒性 X和 ?V淋巴细胞及颗粒性 X和
?V淋巴细胞百分比均低于健康对照组&炎症活动期
:a组患者低于炎症稳定期 :a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 ;l#\#9*+ 各期 :a组患者外周血嗜酸性粒细
胞百分比均低于健康对照组&炎症活动期 :a组患者
嗜碱性粒细胞及 :淋巴细胞百分比低于炎症稳定期
:a组及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l
#\#9*)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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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A 例炎症好转期 Y[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 ;< 类白细胞百分比比较)L&,%-'MNO*

时间

成熟嗜

中性粒细胞

百分比

嗜酸性

粒细胞

百分比

嗜碱性

粒细胞

百分比

:淋巴
细胞

百分比

非细胞毒性

X和 ?V淋巴
细胞百分比

颗粒性 X和
?V淋巴细胞
百分比

治疗前 C"\%$q$B\9C #\C"q#\_9 #\BBq#\$8 $\C9q$\%4 $_\4%q$#\_4 $\_8q#\8C

治疗后 C"\8Bq %\98 #\8"q#\_B #\B%q#\$B $\_%q$\$4 $_\BCq 8\%" $\B4q#\4_

&值 #\#49 #\9_ #̂\%" #\_9C #\$4" #\BCC

;值 #\%B_ #\8#" #\B4_ #\894 #\48# #\C$9

时间

促炎性

单核细胞

百分比

非炎性

单核细胞

百分比

原始 X
淋巴细胞

百分比

原始 :
淋巴细胞

百分比

原始非 X
非 :淋巴细胞
百分比

未成熟

粒细胞

百分比

治疗前 #\_4q#\BB 8\44q"\_C #\$$q#\#9 #\#"q#\#$ #\#_q#\#" #\B%q#\9%

治疗后 #\9Cq#\_C C\_$qB\9# #\$"q#\$$ #\#"q#\#" #\#%q#\$# #\%"q$\"_

&值 #̂\8$% #̂\C%8 #̂\#C #̂\C_% $̂\B4" "̂\_8%

;值 #\99$ #\__8 #\%_8 #\_CB #\"#_ #\#B8

!注%)配对样本 &检验*!:a%白塞病葡萄膜炎.?V%自然杀伤力细胞

<.<!炎症好转期 :a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 $" 类白细
胞百分比比较

炎症好转期 :a患者治疗后外周血未成熟粒细胞
百分比较治疗前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m
"̂\_8%&;m#\#B8*&其余各类外周血白细胞百分比治疗
前后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n#\#9*)表 B*+

=7讨论

白塞病的发病及病程中&免疫因素起到举足轻重
的作用&涉及多种免疫活性细胞+ 外周血 X+$$X+$C$
?V细胞$中性粒细胞含量在炎症活动期 :a患者中均
有改变+ 本研究检测 :a患者炎症活动期$炎症好转
期$炎症稳定期外周血 $" 类白细胞的百分比&并分析
了临床治疗中 :a患者外周血免疫细胞的变化情况+

X细胞在白塞病发病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既往
研究显示白塞病患者中作为促炎因素的 X+$$X+$C 细
胞数量增加&而具有抑制炎症作用的 XJHL细胞数量下
降&原有免疫稳定状态破坏&导致炎症反应发生 / $" $̂_0 +
?V细胞是固有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直接杀伤
靶细胞或分泌细胞因子来调节免疫+ ?V细胞在白塞
病患者外周血中的数量及功能尚有争议%部分报道认
为白塞病患者外周血中 ?V细胞数量增加&尤其是活
动期白塞病患者

/ C&$90 .另有研究认为白塞病活动期患
者外周血中 ?V细胞数量减少 / $80 + 本研究通过比较
炎症活动期和炎症稳定期 :a患者及健康对照外周血
白细胞百分比&发现临床中炎症活动期 :a患者外周
血非细胞毒性 X和 ?V淋巴细胞及颗粒性 X和 ?V淋
巴细胞百分比最低&而健康对照外周血中这两类白细
胞比例最高+

多形核细胞) M,*N',JM+,/O1*H(J1H**F&;G?F*在白
塞病患者中处于超活化的状态&其结构$功能均有所改
变&数量也有所增加&并向炎症部位聚集 / $C $̂40 + 本研
究结果显示&炎症活动期 :a患者外周血中成熟嗜中
性粒细胞百分比最高&与 aJH-H/ 等 / 40

研究一致&对于
监测 :a患者炎症活动有参考意义+

此外&嗜酸性粒细胞$原始 X
淋巴细胞$原始 :淋巴细胞$嗜碱
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原始非 X
非 :淋巴细胞及未成熟粒细胞百
分比在 :a患者与健康对照之间
或在炎症活动期与炎症稳定期

:a患者之间有差异+ 这几类外
周血白细胞在白塞病发病中的作

用鲜有报道&推测本研究中检测
到的变化与非细胞毒性 X和 ?V
淋巴细胞$颗粒性 X和 ?V淋巴
细胞及成熟中性粒细胞的改变相

关+ 炎症稳定期 :a患者外周血
未成熟粒细胞百分比较炎症活动

期升高&推测可能为炎症活动期
成熟粒细胞的继发改变+

:a的治疗主要应用糖皮质激素联合免疫抑制
剂

/ $%0 + 糖皮质激素通过作用于免疫细胞起到免疫抑
制作用+ 糖皮质激素可使外周血嗜中性粒细胞数量增
加&X细胞数量减少并抑制细胞因子分泌 / "#0 + 本研究
中炎症好转期 :a患者外周血成熟嗜中性粒细胞百分
比较炎症活动期并无明显下降&可能与糖皮质激素作
用有关+ 临床治疗中的 :a患者外周血成熟嗜中性粒
细胞数量还受到糖皮质激素的影响&因此&以外周血成
熟嗜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作为 :a炎症变化情况的动态
监测指标并不理想+ 环孢素是应用广泛的免疫抑制
剂&其可选择性抑制 X细胞 / "$0 + 因此&在讨论临床治
疗中 :a患者外周血 X细胞的变化时&也应考虑环孢
素的影响+

本研 究 存 在 一 定 不 足% 第 一& 研 究 采 用 的
dH'(-,6*,S血液流式细胞分析平台中 7N-,I)KK试剂盒
无法区分 X细胞及 ?V细胞&也不能进一步区分 X细
胞亚型&故无法显示这两类细胞的情况+ 第二&炎症活
动期 :a患者治疗后仅监测 $ 次外周血白细胞&不能
反应治疗后不同时间点外周血白细胞的变化情况+ 第
三&本研究未进一步进行 :a患者外周血白细胞活化
机制的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初步展示了 :a患者不同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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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周血白细胞的分布情况&发现炎症活动期 :a患者
外周血成熟嗜中性粒细胞增加&对于监测 :a患者炎
症活动有参考意义&外周血嗜中性粒细胞的活化机制
仍需进一步探索+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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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以保证各方利益+ 但在无法就撤稿声明的内容与作者达成一致时&如已有充足证据表明必须撤稿&本刊将尽快刊出撤稿声

明+ 撤稿声明对所有读者免费开放&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该论文发表带来的负面影响+ 编辑对存在科研诚信问题或发表流程中存在

严重缺陷稿件的撤稿拥有最终决定权+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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