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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异常是冠心病发生与发展的危险因素之一，监测血脂
水平对治疗冠心病与预防病情进展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结果显
示，观察组疗效及各项血脂指标的改善均优于对照组 （P＜
０．０５），提示将益气活血通脉汤用于治疗老年冠心病心绞痛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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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具有实用性及可行性。
综合上述，采用益气活血通脉汤联合西药治疗老年冠心病
心绞痛患者效果显著，可有效控制病情。但是本研究观察时间
较短，远期效果尚需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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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性中风患者色素上皮衍生因子及
相关炎性细胞因子的测定和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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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出血性中风患者色素上皮衍生因子 （PEDF） 及相关炎性细胞因子的表达及其随病程的动态变化，并探讨
临床意义。方法：采用前瞻性病例对照实验的研究方法，设置出血性中风组和正常对照组，对 45 例健康体检者和 41 例出血性中
风患者在入院第 1、3、7、14、28 天的血清 PED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白细胞介素-6 （IL6）、白细胞介素-8 （IL-8） 浓度进行检测，并计算不同病程时期的 VEGF/PEDF 比值。结果：出血性中风组发病第 1、3、7 天的血
VEGF 浓度均高于正常对照组 （P < 0.05），变化趋势是第 1～7 天 VEGF 浓度逐渐增加，第 7 天达到高峰后开始下降，第 28 天降至
接近正常对照组水平。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出血性中风组从发病第 1 天开始血 PEDF 浓度即降低，随时间的增加，逐渐接近正常
对照组水平。出血性中风组第 1、3、7 天的 VEGF/PEDF 值均高于正常对照组 （P < 0.05），然后缓慢降低至正常对照组水平。出血
性中风组发病 1、3、7、14、28 天的 TNF-α、IL-6、IL-8 值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血清
VEGF、PEDF 及 VEGF/PEDF 比值变化在出血性中风患者发病过程中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而 TNF-α、IL-6、IL-8 浓度变化临床意
义有限，提示 VEGF/PEDF 比值可以作为出血性中风患者诊断与治疗的一个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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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血性中风是指由原发性脑实质出血引起的昏迷和瘫痪，

中的患者，或因风湿性心脏病、冠心病及其他心脏病合并房

是致残率、复发率、致死率极高的疾病。随着对出血性中风研

颤，引起脑出血者；⑤合并有肝、肾、造血系统、内分泌系统

究的深入，各种炎性细胞因子和黏附因子在脑缺血再灌注的炎

等严重疾病及骨关节病、精神疾病者；⑥近 １ 月来未服用过

症反应及其损伤中的作用日益受重视。研究证实细胞因子如血

影响免疫功能的药物，特别是皮质类固醇，近 １ 月来未接受

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肿瘤坏死因子 － α（ＴＮＦ－ α）、白细胞

过放射治疗、化学治疗和生物制剂治疗。

介素 － ６（ＩＬ－ ６）、白细胞介素 － ８（ＩＬ－ ８）介导的炎症反应对出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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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资料

取得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金华市中医医院医

中风“迟发性神经元损伤（ＤＮＤ）”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色素

学伦理委员会同意后，本研究采用前瞻性对照实验的研究方

上皮衍生因子（ＰＥＤＦ）是体内天然存在的神经营养因子，可抑

法，设置 ２ 个组别，出血性中风组为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金

制新生血管生长，减轻炎症反应，与 ＶＥＧＦ 等一起调控新生

华市中医医院神经内科 ４１ 例新诊断为出血性中风的住院病

［２］

血管的发生过程 。本研究观察急性出血性中风患者的血浆

例，发病当天抽血后开始常规药物治疗。正常对照组 ４５ 例为

ＰＥＤＦ 和一些炎性细胞因子的动态变化，分析它们的关系，以

健康体检者，２ 组性别、年龄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期能进一步揭示出血性中风 ＤＮＤ 的形成机理，为临床治疗出

学意义（P ＞ ０．０５）。

血性中风提供参考依据。

２

１
1.1

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

2.1
①符合 《各类脑血管疾病诊断要点》

［３］

中

研究方法
主要试剂

上 海 安 妍 生 物 有 限 公 司 提 供 的 人 ＰＥＤＦ、

ＶＥＧＦ、 ＴＮＦ－ α、 ＩＬ－ ６、 ＩＬ－ ８ 抗 体 （ＡＢＣ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出血性中风的诊断标准，并具有神经功能缺损的临床表现，

Ｉｎｃ．），以及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检测试剂和物品。

经头颅 ＭＲＩ 或 ＣＴ 证实；②发病 １ 周以内的患者。

2.2

检测方法

出血性中风组分别于发病后 １、３、７、１４、

①短暂性脑缺血发作；②脑梗死；③发病超

２８ 天早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２ ｍ Ｌ，正常对照组体检时抽 １ 次静

过 １ 周；④经检查证实由脑肿瘤、脑外伤、血液病等引起卒

脉血，标本采集时间及部位同出血性中风组。所有标本于室温

1.2

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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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ＩＳＡ 法检测 ＰＥＤＦ、ＶＥＧＦ、ＴＮＦ－ α、ＩＬ－ ６ 及 ＩＬ－ ８ 表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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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 组血清 TNF-α、IL-6、IL-8 浓度比较（x±s） ｎｇ／Ｌ
组 别
时 间
n
ＩＬ－ ６
ＩＬ－ ８
ＴＮＦ－ α
出血性中风组 第 １ 天

４１

６６．１８±１ １ ．７

购买，检测步骤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主要步骤：包被过程

第３天

４１

（设置空白对照、阴性对照），封闭酶标反应孔：５％ 小牛血清

第７天

４１

加满各反应孔，置 ３７℃封闭 ４０ ｍ ｉｎ，用洗涤液满孔洗涤 ３

第 １４ 天

平，试剂盒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山、上海、深圳晶美）

第 ２８ 天

遍，每遍 ３ ｍ ｉｎ，将检测血清（１∶２００）样品加入酶标反应孔中，
每样品至少加双孔，每孔 １００ μＬ，置于 ３７℃，１ ｈ，用洗涤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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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对照组

１ ．７１±０．７１

２１ １．２９±５０．３５

６７．９０±１ ３．１ ５

１ ．７８±０．６９

２１５．４７±４８．２９

６６．５９±１ ２．７１

１ ．７７±０．６７

２０８．６４±４３．４２

３１

６７．９３±１ ４．８

１ ．７５±０．７７

２１５．０８±４１ ．８２

３０

６４．８６±１ ５．４２

１ ．６４±０．７４

２０６．５６±４６．０８

４５

６６．５２±１ ８．１ ７

１ ．５８±０．６２

２０６．３０±５６．７１

满孔洗涤 ３ 遍，加入酶标抗体（根据酶结合物供应公司提供的
参考工作稀释度进行），３７℃，１ ｈ，每孔加 １００ μＬ，洗涤同

脑出血发生后，ＶＥＧＦ 的表达会上调，促进水肿区和缺血区毛

前。加入 ＴＭＢ－ 过氧化氢尿素溶液（底物液），每孔 １００ μＬ，置

细血管增生和新血管形成，对缺血半暗区血供的改善和侧枝循

３７℃避光放置 ５ ｍ ｉｎ， 每孔加入终止液 ５０ μＬ终止反应，马上

环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５～６］。本研究对 ４１ 例出血性中风患者血

在酶标仪上测 ＯＤ４５０ 值。

清 ＶＥＧＦ 浓度动态观察发现，发病第 １、３、７ 天血清 ＶＥＧＦ

项目组成员对所有病例建立数据库，病历

浓度逐渐增高，第 ７ 天达高峰后开始下降，但仍维持在较高

资料整理入库，实验数据编码对应，避免出现研究对象资料不

水平，第 ２８ 天接近正常对照组水平，这与国内外文献 ［７～８］报

完整。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道基本吻合。

2.3

统计学方法

以（x±s）表示，２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以 P ＜ ０．０５ 为差异有

ＰＥＤＦ 现已能从人和鼠中克隆与纯化，在正常人血浆中存

统计学意义。

在，新生 ＰＥＤＦ“胶质细胞静息”效应和神经元存活特性会对

３

许多中枢神经疾病（包括出血性中风）治疗思路的拓宽相当有

研究结果
见表 １。出血性中风

益 ［９］。此外 ＰＥＤＦ 能够抑制新生血管生长，具有特异性和高效

组发病第 １、３、７ 天的 ＶＥＧＦ 浓度均高于正常对照组 （P ＜

性，只作用于缺血区的血管内皮细胞，能够抑制血管生成刺激

０．０５），变化趋势是第 １～７ 天 ＶＥＧＦ 浓度逐渐增加，第 ７ 天达

因子引起的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和移动，而对正常组织的血管内

到高峰后开始下降，第 ２８ 天降至接近正常对照组水平。与正

皮细胞无明显的抑制作用［１０］。本研究出血性中风组患者发病时

３．１

2 组血清 VEGF 和 PEDF 浓度比较

常对照组比较，出血性中风组从发病第 １ 天开始 ＰＥＤＦ 浓度

血 ＰＥＤＦ 浓度立即降低，然后逐渐增加，第 １４ 天达到较高水

即降低，随时间的增加，逐渐接近正常对照组水平。出血性中

平，然后缓慢增加至接近正常对照组水平，说明出血性中风引

风组第 １、３、７ 天的 ＶＥＧＦ／ＰＥＤＦ 值均高于正常对照组（P ＜

起的缺血缺氧对 ＰＥＤＦ 的表达有强烈的下调作用。ＰＥＤＦ 还能
有效地对抗多种血管生成诱导因子，如 ＶＥＧＦ、ＩＬ－ ８，具有诱

０．０５），然后缓慢降低至正常对照组水平。

导内皮细胞凋亡的作用［１１］。生理状态下，ＶＥＧＦ 和 ＰＥＤＦ 之间
表1
组 别

ｎｇ／Ｌ

2 组血清VEGF 和 PEDF 浓度比较（x±s）
ＶＥＧＦ

存在一种平衡，抑制新生血管的再生。ＶＥＧＦ 和 ＰＥＤＦ 的比例

ＰＥＤＦ

ＶＥＧＦ／ＰＥＤＦ

４１ ２０５．３５±４７．２０①

２７．５６±７．９０①

７．３７±２．０１ ①

展有关 ［９］。本组研究表明出血性中风患者的血清 ＶＥＧＦ／ＰＥＤＦ

第３天

①

４１ ２０８．４１±５０．１ ７

２８．７３±８．９２

７．８３±２．１ ７

比值在发病时立即升高，持续 ７ 天，然后逐渐降低，缓慢接

第７天

４１ ２１５．３１±５２．７８①

３１．２７±８．７２

７．４１±２．２７①

近正常对照组水平，说明出血性中风患者能引起机体快速提高

２０２．８０±４１ ．５７

３２．７８±８．２５

６．１８±１ ．５６

ＶＥＧＦ／ＰＥＤＦ 比值并维持 ７ 天左右的时间，从侧面也可以推

３０ １８７．５３±３９．７３

３３．４７±８．４１

５．８７±１ ．０２

测，ＶＥＧＦ／ＰＥＤＦ 比值可作为诊断出血性中风的一个指标。

３４．６３±１ ６．２１

５．９３±１ ．９９

时 间

出血性中风组 第 １ 天

n

第 １ ４ 天 ３１
第 ２８ 天

正常对照组
４５ １８５．９７±５３．３６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①

失衡与缺血诱导的视网膜新生血管以及角膜新生血管的发生发
①

ＴＮＦ－ α 是一种具有多种生物学功能的细胞因子，主要由
活化的单核 － 巨噬细胞所分泌。在脑出血病变中，缺血局部

见表 ２。出血

组织的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外周血中的单核巨噬细胞可进入

性中风组发病第 １、３、７、１４、２８ 天的各指标值与正常对照

脑组织，促使 ＴＮＦ－ α 等细胞因子增加 ［１２］。ＩＬ－ ６ 可刺激血管

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

内皮细胞释放白细胞趋化因子，增加白细胞与内皮细胞的黏附

４

性，导致内皮细胞损伤，促进炎症反应，增加血脑屏障的通透

3.2

2 组血清 TNF-α、IL-6、IL-8 浓度比较

讨论
ＶＥＧＦ 也称血管通透性因子或血管调理素，是一种特异作

性，产生氧自由基，促使神经细胞死亡。脑出血再灌注损伤的

用于血管内皮细胞的强有力的多功能细胞因子，主要由平滑肌

机制之一即过度的炎症反应，而 ＩＬ－ ６ 是主要的炎性因子，能

细胞和垂体滤泡星状细胞产生和分泌，ＶＥＧＦ 可促使血管内皮

破坏血脑屏障，增加自由基及兴奋性氨基酸的释放，并有促

［４］

细胞分裂、增生，增加血管通透性并促使新生血管生成 。在

进凝血作用，加速血栓的形成，从而参与出血性中风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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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１３］。国外学者 Ｔｕｔｔｏｌｏｍ ｏｎｄｏ Ａ 等 ［１］研究表明，脑缺血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ｎｅａｒ

ｃｏｍｐＩｅｔｅ

ｎｅｕｒｏＩｏｇｉｃａＩ

ａｎｄ

有明显的炎症反应存在，且 ＩＬ－ ６ 的表达明显增加。ＩＬ－ ８ 是一

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Ｉ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ｅｒｅｂｒａＩ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ｉｎ ｒａｔｓ

种多肽蛋白质，对血液中性粒细胞有强烈的趋化和激活作用，

［Ｊ］．Ｃｅｌｌ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２０１０，１９（９）：１０６３－１０７１．

对神经组织早期炎症反应中的中性粒细胞具有趋化活性和激活

［６］ Ｏ Ｍ 觍ｒｇ 觍ｒｉｔｅｓｃｕ， Ｄ Ｐｉｒｉｃｉ， Ｃ Ｍ 觍ｒｇ 觍ｒｉｔｅｓｃｕ．ＶＥＧＦ

作用，释放溶酶体酶和毒性氧化反应物质，促进炎症反应，加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ｒａｉｎ ｔｉｓｓｕｅ ａｆｔｅｒ ａｃｕｔｅ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

重脑损伤 。本研究结果表明，出血性中风患者血清 ＴＮＦ－ α、

［Ｊ］．Ｒｏｍ Ｊ Ｍｏｒｐｈｏｌ Ｅｍｂｒｙｏｌ，２０１１，５２（４）：１２８３－１２９２．

［１４］

ＩＬ－ ６、ＩＬ－ ８ 浓度并没有明显变化，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没有

［７］

Ｈａｙａｓｈｉ Ｔ， Ｗａｎｇ ＸＯ， Ｚｈａｎｇ ＨＺ， ｅｔ ａｌ．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统计学差异，因此 ＴＮＦ－ α、ＩＬ－ ６、ＩＬ－ ８ 浓度变化在出血性中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ｄｅｒｉｖｅｄ－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

风患者的诊断与治疗过程中临床意义有限。

ａｆｔｅｒ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Ｊ］．Ｎｅｕｒｏｌ Ｒｅｓ，２００７，２９（５）：４６３－４６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血清 ＶＥＧＦ、ＰＥＤＦ 及 ＶＥＧＦ／ＰＥＤＦ

［８］

官俏兵，张晓玲，王琰萍，等．血清血管生长因子浓度

比值变化在出血性中风患者发病过程中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而

变化与急性脑梗死后神经功能康复的关系［Ｊ］．实用医学

ＴＮＦ－ α、 ＩＬ－ ６、 ＩＬ－ ８ 浓 度 变 化 临 床 意 义 有 限 ， 提 示

杂志，２０１３，２９（５）：７２６－７２８．

ＶＥＧＦ／ＰＥＤＦ 比值可以作为出血性中风患者诊断与治疗的一个

［９］

Ｊｉ Ｄ， Ｌｉ Ｍ， Ｚｈａｎ Ｔ， ｅｔ ａ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ｒｏｌｅ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ＡＺＧＰ１， ＰＥＤＦ ａｎｄ ＰＲＤＸ２ ｉｎ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监测指标。
（致谢：本项目委托复旦大学医学院附属华山医院检验科
帮助部分 ＥＬＩＳＡ 检测，主任关明和他的博士研究生协助完成

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２０１３，３４（６）：１２６５－１２７２．
［１０］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ＳＶ， Ｖａｌｎｉｃｋｏｖａ Ｚ， Ｅｎｇｈｉｌｄ ＪＪ．Ｐｉｇｍｅｎ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ＥＤＦ） ｏｃｃｕｒｓ ａｔ ａ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这部分实验，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ｌｏｏｄ： ｐｕ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Ｂｉｏｃｈｅｍ Ｊ， ２００３， ３７４ （Ｐｔ １）：

［参考文献］
［１］

Ｔｕｔｔｏｌｏｍｏｎｄｏ Ａ， Ｄｉ Ｒａｉｍｏｎｄｏ Ｄ， ｄｉ Ｓｃｉａｃｃａ Ｒ， 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ａｌ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ｓｔｒｏｋｅ ［Ｊ］． Ｃｕｒｒ

１９９－２０６．
［１１］ Ｔａｋｅｎａｋａ Ｋ， Ｙａｍａｇｉｓｈｉ Ｓ， Ｊｉｎｎｏｕｃｈｉ Ｙ， ｅｔ ａｌ．Ｐｉｇｍｅｎｔ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ＥＤＦ）－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 Ｄｅｓｌ，２００８，１４（３）：３５７４－３５８９．
［２］ Ｋｉｍｕｒａ Ｒ， Ｎａｋａｓｅ Ｈ， Ｔａｍａｋｉ Ｒ， ｅｔ ａｌ．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ＶＥＧＦ）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ｂｒａｉｎ ｅｄｅｍ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Ｇ６３ ｈｕｍａｎ ｏｓｔｅｏｓａｒｃｏｍａ ｃｅｌｌｓ ［Ｊ］．Ｌｉｆ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ｎｏｕｓ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Ｊ］．Ｓｔｒｏｋｅ，２００５，３６（６）：
１２５９－１２６３．
［３］

［４］

中华神经科学会，中华神经外科学会．各类脑血管疾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ａｍｉｌｙ （ＢＡＦＦ）

病 诊 断 要 点 ［Ｊ］．中华神经科杂志 ， １９９６，２９（６）：３７９－

ｂｅｈａｖｅｓ ａｓ ａｎ ａｃｕｔｅ ｐｈａｓｅ ｒｅａｃｔａｎｔ ｉｎ 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Ｊ］．

３８２．

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３，８（１）：ｅ５４２９７．

Ｐａｔｚｅｒ Ａ， Ｚｈａｏ Ｙ， Ｓｔ觟ｃｋ Ｉ， ｅｔ ａｌ．Ｐｅｒｏｘｉｓｏｍ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ｏｒ－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ｇａｍｍａ

（ＰＰＡＲｇａｍｍ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ｍｏｄ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ｉｎｆａｒｃｔ ｃｏｒｔｉｃ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ｕｔｅ ａｎｄ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５］

Ｓｃｉ，２００５，７７（２５）：３２３１－３２４１．
［１２］ Ｇｅｏｒｇ Ｐ ， Ｈａｎｎａｈ Ｈ ， Ｓｔｒａｕｂ ＲＨ ， ｅｔ ａｌ ． Ｂ ｃｅｌｌ

［１３］ Ｄｚｉｅｄｚｉｃ Ｔ，Ｇｒｙｚ ＥＡ，Ｔｕｒａｊ Ｗ，ｅｔ ａｌ．Ｓｅｒｕｍ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
ｓｏｌｕｂｌ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 ｉｎ ｓｔｒｏｋ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Ｊ Ｍｏｌ Ｎｅｕｒｏ Ｓｃｉ，２００４，２４（２）：２９３－２９８．
［１４］ 狄政莉，万琪，王洪典，等．脑缺血再灌注后 ＩＬ－８ 与微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ｉｓｃｈａｅｍｉａ ［Ｊ］．Ｅｕｒ Ｊ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 ２００８， ２８ （９）：

血管炎症损伤关系的实验研究［Ｊ］．中国神经免疫学和神

１７８６－９４．

经病学杂志，２００４，１１（２）：８９－９０．

Ｅｍｅｒｉｃｈ ＤＦ， ＳｉＩｖａ Ｅ， ＡＩｉ Ｏ， ｅｔ ａｌ．ＩｎｊｅｃｔａｂＩｅ ＶＥＧＦ

（责任编辑：吴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