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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利托君对先兆早产患者血清Th1/Th2细胞因子及宫颈
分泌物FFN、IGFBP-1、MMP表达水平的影响

梁婵玉,朱燕莉

(广西河池市人民医院产科,河池 547000)

摘要 目的:研究盐酸利托君对先兆早产患者血清Th1/Th2细胞因子及宫颈分泌物胎儿纤连蛋白(FFN)、磷酸化胰岛素样生

长因子-1(IGFBP-1)、基质金属蛋白酶(MMP)表达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2013年2月至2015年4月于河池市人民医院进行

治疗的68例先兆早产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硫酸镁治疗组(对照组)和盐酸利托君治疗组(观察组),每组34例。比较两

组患者的保胎成功率、治疗前、后的血清Th1/Th2细胞因子及宫颈分泌物FFN、IGFBP-1和 MMP的表达水平。结果:观察组

的保胎成功率为97.0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0.59%(P<0.05);治疗前两组的血清Th1/Th2细胞因子及分泌物FFN、IG-
FBP-1、MMP表达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治疗后24h、48h及72h观察组血清Th1细胞因子、FFN、

IGFBP-1、MMP、白介素(IL)-6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均P<0.05),血清IL-4及IL-10水平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盐酸利托君对先兆早产患者的血清Th1/Th2细胞因子及宫颈分泌物FFN、IGFBP-1、MMP表达水平有积极的改善作用,能有

效提高患者的保胎成功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盐酸利托君;先兆早产;Th1/Th2;FFN;IGFBP-1;M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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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ofritodrinehydrochlorideontheserumTh1/Th2cytokineslevelsandFFN,IGFBP-1
andMMPexpressionincervicalsecretionsofpatientswiththreatenedprematurelabor
LiangChanyu,ZhuYanli.(ThePeople'sHospitalofHechiCity,Hechi547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studytheinfluenceofritodrinehydrochlorideonthelevelsofTh1/Th2cytokinesin
serumandfetalfibronectin(FFN),phosphorylatedinsulin-likegrowthfactor-1(IGFBP-1)and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expressionincervicalsecretionofpatientswiththreatenedprematurelabor.
Methods:68patientswiththreatenedprematurelabortreatedinourhospitalfromFebruary2013toApril
2015wereselectedandrandomlydividedintoacontrolgroupandanobservationgroup,with34casesin
eachgroup.Thepatientsinthecontrolgroupreceivedmagnesiumsulfate,whilethoseintheobservation

groupreceivedritodrinehydrochloride.The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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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efortocolysis,thelevelsofTh1/Th2cytokinesinserumandFFN,IGFBP-1andMMPexpressionin
cervicalsecretionbeforeandaftertreatmentwerecomparedbetweenthetwogroups.Results:Thesuccess
ratefortocolysisintheobservationgroupwas97.06%,whichwasobviouslyhigherthanthatinthecon-
trolgroup(70.59%)(P <0.05).Beforetreatment,therewerenosignificantdifferencesintheserum
Th1/Th2cytokineslevelsandFFN,IGFBP-1andMMPexpressionbetweenthetwogroups(P>0.05).
ThelevelsofTh1cytokines,FFN,IGFBP-1,MMPandinterleukin(IL)-6at24h,48hand72hpost-
treatmentintheobservationgroupwerelower,whiletheserumIL-4andIL-10levelswerehigherthan
thoseinthecontrolgroup(P <0.05).Conclusion:Ritodrinehydrochloridecouldimprovethelevelsof
Th1/Th2cytokinesinserumandFFN,IGFBP-1andMMPexpressionincervicalsecretionofpatientswith
threatenedprematurelabor,andeffectivelyelevatethesuccessratefortocolysis.
Keywords ritodrinehydrochloride;threatenedprematurelabor;Th1/Th2;FFN;IGFBP-1;MMP

  先兆早产对母婴均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良影

响,临床上对先兆早产患者治疗的重视程度较高。
相关研究显示,先兆早产患者机体中较多指标处于

异常的状态,其中免疫应激状态的异常程度相对突

出[1],而Th1/Th2细胞因子作为其中极具代表性的

指标,对其表达情况的改善成为了对先兆早产患者

干预的重点。此外,宫颈分泌物中的相关指标也与

分娩机制的启动密切相关[2]。盐酸利托君是目前临

床上常用的预防早产的药物,但其抑制早产作用是

否与分娩机制启动相关的Th1/Th2细胞因子和宫

颈分泌物的表达水平有关尚不明确。因此,本研究

就盐酸利托君对先兆早产患者血清Th1/Th2细胞

因子及宫颈分泌物胎儿纤连蛋白(FFN)、磷酸化胰

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BP-1)、基 质 金 属 蛋 白 酶

(MMP)水平的影响进行探讨,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2月至2015年4月于河池市人民

医院进行治疗的68例先兆早产患者为研究对象,随
机分为硫酸镁治疗组(对照组)和盐酸利托君治疗组

(观察组),每组34例。对照组年龄21~39岁,平均

(27.9±4.2)岁;孕周28.3~35.0周,平均(32.0±
1.9)周;宫 缩 持 续 时 间32~64s,平 均(45.5±
8.9)s;其中初产妇30例,经产妇4例。观察组年

龄21~38岁,平均(28.0±4.0)岁;孕周28.2~
35.2周,平均(32.1±1.8)周;宫缩持续时间32~65
s,平均(45.8±8.7)s;其中初产妇30例,经产妇4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孕周、宫缩情况与分娩史等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所
有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1.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先兆早产治疗,
主要为给予硫酸镁静滴等处理。观察组则以100mg
盐酸利托君加入5%葡萄糖(GS)中静滴,根据宫缩

情况进行滴速的调节,然后改为口服盐酸利托君片

进行治疗,根据患者病情将药量逐步较小。两组患

者均维持治疗,直至宫缩有效控制后,再维持静滴

10~18h。

1.2.2 检测指标与方法 抽取两组患者治疗前(入
院时)和治疗后24h、48h及72h的晨起空腹外周

静脉血4mL进行离心处理,取上清液进行 Th1/

Th2细胞因子的检测,其中Th1细胞因子包括白介

素 (IL)-2、肿 瘤 坏 死 因 子 (TNF)-α 及 干 扰 素

(IFN)-γ,Th2细胞因子包括IL-4、IL-6及IL-10,上
述6个指标均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进行

检测,另取两组患者的宫颈分泌物同样采用ELISA
法检测分泌物中的FFN、IGFBP-1、MMP(MMP-2
及 MMP-9)的表达水平。并统计两组患者的保胎成

功率。保胎成功标准:患者症状体征消失,宫缩得到

抑制,妊娠时间在37周以上。

1.3 统计学方法

  所得数据均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15.0进行

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两组

间均数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患者的保胎成功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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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照 组 保 胎 成 功 者 24 例,保 胎 成 功 率 为

70.59%;观察组保胎成功者33例,保胎成功率为

97.06%。观察组的保胎成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Th1细胞因子水平

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Th1细胞因子水平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而治疗后24
h、48h及72h,观察组Th1细胞因子水平明显低于

对照组(均P<0.05),见表1。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Th2细胞因子水平

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Th2细胞因子水平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而治疗后24
h、48h及72h观察组血清IL-4及IL-10水平均高

于对照组,血清IL-6水平则低于对照组(均 P <
0.05),见表2。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宫颈分泌物FFN、IGFBP-1、

MMP表达水平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FFN、IGFBP-1、MMP分泌

物表达水平比较差 异 均 无 统 计 学 意 义(均 P >
0.05),而治疗后24h、48h及72h观察组以上指标的

表达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3。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Th1细胞因子水平的比较(췍x±s)

组别 时间 IL-2/(ng/L) TNF-α/(μg/L) IFN-γ/(ng/L)
对照组 治疗前 240.56±38.94 2.59±0.46 9.29±1.15
(n=34) 治疗后24h 221.43±33.19 2.40±0.38 8.24±0.79

治疗后48h 179.69±28.50 1.92±0.27 7.80±0.62
治疗后72h 168.42±27.17 1.62±0.19 6.02±0.54

观察组 治疗前 240.59±38.88 2.62±0.43 9.32±1.12
(n=34) 治疗后24h 182.67±29.82* 1.66±0.21* 6.10±0.59*

治疗后48h 149.84±26.73* 1.14±0.15* 5.62±0.45*

治疗后72h 138.45±20.66* 0.95±0.10* 4.11±0.35*

         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Th2细胞因子水平的比较(췍x±s)

组别 时间 IL-4/(μg/L) IL-6/(ng/L) IL-10/(ng/L)
对照组 治疗前 25.45±2.67 12.25±1.54 5.78±0.73
(n=34) 治疗后24h 26.04±2.80 11.04±1.13 7.10±0.75

治疗后48h 28.27±3.10 8.95±0.98 9.24±0.81
治疗后72h 30.94±3.35 7.29±0.81 11.77±1.15

观察组 治疗前 25.42±2.71 12.27±1.49 5.80±0.69
(n=34) 治疗后24h 29.10±3.25* 8.20±0.92* 9.53±0.84*

治疗后48h 31.16±3.56* 6.33±0.79* 12.73±1.20*

治疗后72h 34.59±3.98* 5.12±0.64* 14.64±1.39*

         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宫颈分泌物FFN、IGFBP-1、MMP表达水平的比较(μg/L,췍x±s)

组别 时间 FFN IGFBP-1 MMP-2 MMP-9
对照组 治疗前 18.20±1.95 79.33±6.82 320.24±52.17 159.94±12.33
(n=34) 治疗后24h 15.89±1.63 73.24±6.27 279.89±41.85 134.57±11.02

治疗后48h 13.23±1.52 65.75±5.50 250.72±38.19 116.36±9.99
治疗后72h 11.51±1.35 61.42±5.25 207.66±32.56 98.56±8.45

观察组 治疗前 18.18±1.99 73.37±6.78 320.29±51.98 160.02±12.28
(n=34) 治疗后24h 11.84±1.42* 63.13±5.34* 242.69±37.82* 103.49±9.97*

治疗后48h 9.97±1.20* 59.70±4.98* 194.72±30.18* 81.37±7.38*

治疗后72h 8.20±0.76* 55.18±4.62* 160.16±22.78* 72.13±6.73*

       与对照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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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先兆早产在临床并不少见,对于此类患者进行

保胎治疗是重中之重,而有效抑制宫缩即成为本类

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主要干预措施。临床中较多研究

显示,Th1/Th2细胞因子作为免疫状态中极具代表

性的指标,其在先兆早产患者中的表达呈现极为异

常的状态[3-4],因此在对此类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

中,应 注 意 对 Th1/Th2细 胞 因 子 表 达 水 平 的 调

控[5-6]。本研究发现,治疗后不同时间点观察组的

Th1细胞因子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血清IL-4
及IL-10水平均高于对照组,血清IL-6水平则低于

对照组(均P<0.05),表明盐酸利托君能调控先兆

早产患者血清Th1/Th2细胞因子的水平,有效降低

先兆早产患者体内的炎症水平,改善患者免疫异常

的状态。

  此外,FFN及IGFBP-1是有效反映机体分娩机

制启动情况的重要指标,当机体分娩机制启动后,其
在宫颈中的分泌作用增强,表达水平增加。因此,如
何有效降低其在宫颈分泌物中的表达水平成为了抑

制分娩启动的切入点。再者,MMP指标是与宫颈

纤维状态密切相关的指标,其对宫颈软化情况的反

映有积极意义,当先兆早产发生后其在宫颈分泌物

中会呈现高表达状态[7-8],故认为对其的改善也是先

兆性早产治疗的一个重点监测方面。临床中用于先

兆早产的药物较多,盐酸利托君即是常用的一类,其
对于子宫平滑肌的收缩状态具有较好的抑制作

用[9-10],但是关于此类药物对先兆早产患者上述相

关因子的影响的研究却鲜见报道。

  本 研 究 结 果 表 明,观 察 组 的 保 胎 成 功 率 为

97.0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0.59%(P <0.05);
同时,观察组患者血清及宫颈分泌物相关指标的改

善呈现持续改善的状态,且每个时间点的改善效果

均优于对照组,说明盐酸利托君对患者先兆早产状

态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分析原因,本文认为与盐

酸利托君对于子宫平滑肌β2 受体激动剂的调节作

用有关,其此方面的调节作用有助于子宫平滑肌的

松弛,从而降低其收缩,与先兆早产相关的指标也即

随之改善,因此,盐酸利托君对于子宫血管具有舒张

作用,能改善子宫及胎盘血流灌注效果,为胎儿的血

供改善提供了必要的营养支持,也为胎儿肺部的成

熟也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提高了患者的保胎成

功率。同时,盐酸利托君能有效改善与子宫收缩相

关的 MMP指标,而早产有效抑制后,宫颈分泌物

FFN、IGFBP-1的分泌也随之改善,且与之相关的免

疫失调也有效改善。

  综上所述,盐酸利托君对先兆早产患者的血清

Th1/Th2细胞因子水平及宫颈分泌物 FFN、IG-
FBP-1、MMP表达水平有积极的改善作用,对先兆

性早产治疗的临床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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