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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口腔扁平苔藓渊OLP冤患者血清和唾液中 IL-1茁尧IL-5尧IL-8尧IL-12 和 IFN-琢 浓度变化及其临床

意义遥 方法 选取 2017 年 6 月至 2020 年 8 月就诊于菏泽市中医医院口腔科门诊的 31 例患者袁分为糜烂型渊EOLP冤
和非糜烂型渊NEOLP冤两组袁健康志愿者 30 名渊对照组冤遥 采用流式微球分析方法渊CBA冤应用流式细胞仪测定血清

和唾液标本 IL-1茁尧IL-5尧IL-8尧IL-12 和 IFN-琢 浓度遥 结果 分别与健康对照组比较袁治疗前 EOLP 组尧NEOLP 组
血清和唾液中 IL-8 细胞因子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而 EOLP 组和 NEOLP 组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P>0.05冤曰三组之间 IL-1茁尧IL-5尧IL-12 和 IFN-琢 细胞因子浓度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三组血清和唾

液各细胞因子浓度之间呈正相关袁但相关程度较低渊P>0.05冤遥 结论 血清和唾液中 IL-8 增高是促进 OLP 病理变
化的部分原因遥

[关键词] 扁平苔藓曰口腔曰白介素-1茁曰白介素-5曰白介素-8曰白介素-12曰干扰素-琢曰流式微球分析方法
[中图分类号] R7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01渊2021冤30-0034-05

Changes in IL-1茁袁IL-5袁IL-8袁IL-12 and IFN-琢 in serum and saliva of
patients with oral lichen planus and its clinical significance
LIU Huirong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袁Heze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Shandong Province袁Heze

274035袁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oncentrations changes of IL-1茁袁IL-5袁IL-8袁IL-12 and IFN-琢 in serum and saliva

of patients with oral lichen planus (OLP) and their clinical significance. Methods A total of 31 patients who were admit鄄
ted to the stomatology clinic in Heze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June 2017 to August 2020 were se鄄

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院the erosive oral lichen planus (EOLP) group and the non-erosive oral lichen planus
(NEOLP) group. Another 30 healthy volunteers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 concentrations of IL-1茁袁IL-5袁
IL-8袁IL-12 and IFN-琢 in serum and saliva specimens were determined by cytometric bead array (CBA) using a flow

cytometer. Results According to the separate comparison of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with EOLP group or the NEOLP
group before treatment袁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IL-8 cytokine concentrations in serum
and saliva (P<0.05)袁whi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EOLP group and the NEOLP group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concentrations of IL-1茁袁IL-5袁IL-12 and IFN-琢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0.05). There was low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terms of correlation with cytokine concentrations
in serum and saliva among the thre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increase in concentration of IL-8 in serum and
saliva is part of the reason that promotes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OLP.

[Key words] Lichen planus; Oral cavity; Interleukin-1茁; Interleukin-5; Interleukin-8; Interleukin-12; Interferon-琢;
Cytometric bead array

口腔扁平苔 藓渊Oral lichen planus袁OLP冤是一种

在免疫应答过程中袁细胞因子对于细胞之间相互作

疲劳尧焦虑尧紧张冤尧免疫因素尧内分泌因素尧感染因素尧

患者的黏膜损害因素中有细胞因子参与[1-2]遥 本研究应

常见的慢性口腔黏膜皮肤疾病袁其发病与精神因素渊如
微循环障碍等因素有关遥 一般根据病变黏膜的受损情
况分为糜烂型渊Erosive oral lichen planus袁EOLP冤和非
糜烂型渊Non-erosive oral lichen planus袁NEOLP冤遥 细胞

因子主要包括一些小分子多肽袁由多种免疫细胞分泌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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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尧细胞的分化有重要调节作用遥 最近研究表明袁OLP
用 流 式 细 胞 仪 采 用 流 式 微 球 分 析 方 法 渊Cytometric
bead array袁CBA冤测定 OLP 患者血清和唾液中 IL-1茁尧

IL-5尧IL-8尧IL-12 和 IFN-琢 细胞因子的水平袁有利于
更深入地了解 OLP 的发病机制袁现报道如下遥

窑论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10 月第 59 卷第 30 期

著窑

1.4 统计学方法

1 资料与方法

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2.0 版本统计学软件进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6 月至 2020 年 8 月就诊于菏泽市

行数据分析袁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

型 16 例袁男 7 例袁女 9 例袁中位年龄 39渊17耀64冤岁曰

方法分析袁各组间数据两两比较应用 Scheffe 检验方法遥

中医医院口腔科门诊的 OLP 患者 31 例袁其中 NEOLP

渊x依s冤表示袁各组指标间的差异应用 One-way A NOV A

EOLP 型 15 例袁男 6 例袁女 9 例袁中位年龄 38渊17耀62冤岁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唾液和血清中的 IL-1茁尧

以我院健康志愿者 30 名作为正常对照袁男 14 例袁女

IL-5尧IL-8尧IL-12 和 IFN-琢 细胞因子浓度间的相关

16 例袁中位年龄 39渊17耀64冤岁遥 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

性采用皮尔森相关系数进行相关性分析遥

知情同意书遥 三组一般资料比较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P>0.05冤袁具有可比性遥

2 结果

1.2.1 实验组纳入标准 经详细询问患者病史袁常规口

IL-12 和 IFN-琢 浓度表达水平比较

1.2 纳入标准

2.1 OLP 患者和健康对照组血清 IL-1茁尧IL-5尧IL-8尧
NEOLP 组和 EOLP 组血清 IL-8 浓度均高于对照

腔检查袁根据临床表现尧组织病理学检查袁诊断为口腔

组袁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袁NEOLP 组和 EOLP

扁平苔藓患者袁并符合院淤3 个月内没有服药史曰于无

组相比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而三组 IL-1茁尧

全身性疾病袁如严重高血压尧2 型糖尿病尧恶性肿瘤曰
盂无 OLP 外的其他口腔黏膜疾病遥

IL-5尧IL-12 和 IFN-琢 浓度相比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1.2.2 对照组纳入标准 同期至我院进行体检且体检

渊P>0.05冤遥 见表 1遥

2.2 OLP 患者和健康对照组唾液 IL-1茁尧IL-5尧IL-8尧

结果显示身体健康袁既往无扁平苔癣等疾病病史遥
1.3 方法

IL-12 和 IFN-琢 浓度表达水平比较

公司袁美国冤袁细胞因子检测试剂盒渊江西诺德医疗器

IL-8 浓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P<0.05冤袁EOLP 组和NE

1.3.1 主要试剂和仪器 FACSCalibur 流式细胞仪渊BD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袁 EOLP 组尧NEOLP 组唾液中

OLP 组相比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曰而三组之

械有限公司袁中国冤遥

1.3.2 OLP 组及健康组标本收集 淤静脉血采集院治疗

间 IL-1茁尧IL-5尧IL-12 和 IFN-琢 浓度相比袁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渊P>0.05冤遥 见表 2遥

前患者及对照组渊体检者冤早晨采血袁空腹要求至少禁
食 8 h袁离心渊2500 g袁15 min冤后留取血清标本 2 mL遥

2.3 OLP 患者与健康对照组唾液中和血清中的 IL-1茁尧

于唾液标本采集院 空腹于上午 9院00 收集非刺激性全

IL-5尧IL-8尧IL-12 和 IFN-琢 细胞因子浓度间的相关性

唾液 2 mL袁立即进行离心渊3500 g袁15 min冤后留取唾

EOLP 组尧NEOLP 组与健康对照组唾液和血清中

的 IL-1茁尧IL-5尧IL-8尧IL-12 和 IFN-琢 细胞因子浓度

液标本遥 血清及唾液标本均贮存于-80益待测遥

1.3.3 IL-1茁尧IL-5尧IL-8尧IL-12 和 IFN-琢 细胞因

呈正相关袁但相关程度较低渊P>0.05冤遥 见表 3遥

子浓度检测 在室温下进行实验袁检测前取出标本置

于室温渊22益耀24益冤袁应用流式细胞仪分别检测血清

3 讨论

子浓度遥 加 25 滋L 捕获微球混合液于待测标本试管

说袁即细胞介导的局部免疫应答紊乱在疾病的发生发

加荧光检测试剂和待测样本各 25 滋L 于试管中袁旋涡

发现遥 有些患者遇热尧酸尧辛辣尧咸味刺激时袁局部敏感

和唾液中 IL-1茁尧IL-5尧IL-8尧IL-12 和 IFN-琢 细胞因

OLP 发病机制包括多种因素袁目前倾向于免疫学

中袁加入微球缓冲液 25 滋L袁暗盒内放置 30 min袁之后

展中发挥重要作用遥 OLP 患者多无自觉症状袁常偶然

振荡后暗盒内放置 2.5 h遥 每个试管中加入 1 mL 磷酸

灼痛曰或有木涩感尧烧灼感袁口干遥 临床上主要包括非

盐缓冲溶液袁离心渊200 g袁5 min冤袁吸去上清袁再加入

糜烂型和糜烂型袁这两种类型的发病机制是否不同袁

0.3 mL 磷酸盐缓冲溶液检测遥

研究较少袁本研究采用流式微球分析方法分别测定这

表 1 OLP 患者和健康对照组血清 IL-1茁尧IL-5尧IL-8尧IL-12 和 IFN-琢 浓度表达水平比较渊x依s袁ng/L冤
组别

n

IL-1茁

IL-5

健康对照组

31

2.55依0.84

3.98依1.09

EOLP 组

15

3.02依0.87

4.02依1.08

NEOLP 组
F值
P值

16

2.98依0.89
1.536
0.267

IL-8

IFN-琢

2.46依2.01

6.98依2.27

53.34依13.49

3.49依1.12

7.93依2.68

3.42依1.13

49.42依12.26

1.217

22.106

0.361

IL-12

10.86依3.33

0.000

3.45依0.91
1.531
0.247

7.02依2.31
1.142
0.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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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OLP 患者和健康对照组唾液 IL-1茁尧IL-5尧IL-8尧IL-12和 IFN-琢 浓度表达水平比较渊 x依s袁ng/L冤
n

组别

IL-1茁

IL-5

健康对照组

31

2.22依0.74

4.21依1.26

EOLP 组

15

2.89依0.79

5.02依1.45

NEOLP 组

16

F值

2.63依0.77
1.531

7.21依2.34

89.61依15.47

4.59依1.21

8.23依2.99

1.198

25.112
0.000

4.03依1.12
1.341
0.426

表 3 OLP 患者与健康对照组唾液和血清 IL-1茁尧IL-5尧IL-8尧IL-12 和 IFN-琢 细胞因子浓度间的相关性
组别
r值

健康对照组

P值

NEOLP 组

r值
P值

EOLP 组

r值
P值

IL-1茁

IL-5

0.502

0.441

0.668

0.201

0.265

0.358

0.140
0.761

0.412
0.345
0.127

0.612
IFN-酌

0.216

0.545

1.223

IL-10

0.332
0.147

7.89依2.41

IL-8

0.236
0.430

IFN-琢

3.66依1.06

82.42依14.14

0.399

IL-12

13.53依4.21

4.75依1.43

0.274

P值

IL-8

0.107
0.204
0.538

0.226
0.237
0.489
0.227
0.445

0.189
0.154
0.723
0.278
0.386

两种类型的细胞因子浓度袁以观察是否存在差异遥

疫应答辅助抗体生成袁参与细胞免疫及迟发型超敏型

蛋白检测技术袁其基本原理类似于 ELISA 的检测袁即

粒细胞与 IL-8 接触后发生形态变化袁 定向游走到反

CBA 是集 ELISA 和细胞流式技术优点为一身的液相
利用微小分散的颗粒捕获液体待测物袁并利用流式细

胞仪检测类似"三明治"的颗粒-待测物复合体所散发
的荧光袁从而测定待测物的数量遥 其优点为能够同时
对多种蛋白进行定量检测袁对样本需求量更少袁检测

遥 IL-1茁 是机体重要的炎症因子袁主

[2-3]

更快速尧更准确

要由单核-巨噬细胞分泌袁生物学作用包括两个方面袁

局部低浓度情况下发挥免疫调节袁协同刺激抗原和 T
细胞活化袁促进 B 细胞增殖和分泌抗体曰高浓度产生

发挥内分泌效应袁诱导肝脏急性期蛋白合成袁引起发

热和恶病质遥 IL-1茁 与上皮间质转化 渊Epithelial-mes鄄
enchymal transition袁EMT冤过程关系密切遥 EMT 通常发
生在上皮细胞袁表现为细胞连接与极性的丧失袁获得

间质细胞的表型特征遥 细胞表现为极性的丧失尧黏附
性降低尧迁移能力增强袁而这些正是肿瘤细胞的特征遥

通过 EMT 成像系统动态研究表明袁在结直肠癌肿瘤细
胞周围的炎症微环境中袁巨噬细胞释放 TNF-琢 和 IL-

1茁袁与肿瘤的 EMT 过程及疾病进展有关[4]遥 神经胶质

瘤的肿瘤局部单核细胞释放的 IL-1茁 和 IL-18 能够
促进肿瘤的发展袁小檗碱能够逆转 EMT 过程袁抑制这

些炎症细胞因子的产生袁抑制胶质瘤细胞株 U251 和

U87 的迁移袁导致细胞死亡 [5]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袁OLP

炎症的发生遥 IL-8 可以吸引和激活中性粒细胞袁中性

应部位并释放一系列活性产物曰这些作用可导致机体
局部的炎症反应袁达到杀菌和细胞损伤的目的遥 IL-8
还可以招募嗜中性粒细胞袁刺激血管生成和肿瘤细胞

的增殖袁 较高的 IL-8 水平与肿瘤分级/分期更晚尧肿
瘤负荷更高有关遥 IL-8 还参与 EMT 变化袁抑制肿瘤

内的 IL-8 信号传导可延缓肿瘤进程并可增加多种实
体瘤对临床化疗的敏感度[6]遥 部分 OLP 患者存在 Akt/
mTOR/pS6 信号通路的活化袁参与癌前病变的发生 [7]遥

IL-8 可通过自分泌和旁分泌方式袁激活 AKT 信号通
路袁 诱导 EMT 过程袁IL-8 不仅可以促进肿瘤细胞转

移袁更是预示癌症患者不良预后的细胞因子遥 体外实
验表明袁IL-8 及其受体 CXCR1 和 CXCR2 与卵巢癌
转移关系密切袁IL-8 通过激活 Wnt/茁-catenin 信号通

路袁诱导 EMT袁促进卵巢癌细胞迁移遥 Reparixin 是一

种 CXCR1/2 抑制剂袁可以逆转内源和外源性 IL-8 的
这种作用[8]遥 体外实验发现袁牙龈卟啉单胞菌脂多糖
渊Porphyromonas gingivalis lipopolysaccha ride袁pg. LPS冤
刺激 OLP 患者的口腔成纤维母细胞渊Myofibroblasts冤袁
其表达 琢-平滑肌肌动蛋白渊琢-SMA冤袁可以分泌 IL-6尧
IL-8 和 TNF-琢 等细胞因子[9]遥

IL-5 又称嗜酸性粒细胞分化因子袁由活化 T 细胞

患者血清及唾液中 IL-1茁 水平均无变化袁推测 IL-1茁

产生袁小鼠 IL-5 促进抗原刺激的 B 细胞分化为抗体

重要作用遥

响主要表现在分化尧迁移尧活化和存活等 4 个方面袁在

在 OLP 患者的病变过程中尤其是 EMT 过程未发挥

IL-8 由单核巨噬细胞分泌袁其受体分为两类院趋

化因子受体 1 和 2渊C-X-C chemokine receptor袁CXCR1

和 CXCR2冤遥 IL-8 是一种多功能因子袁其生物学功能
无种属特异性袁主要介导细胞毒和局部炎症有关的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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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细胞袁促进抗体合成袁IL-5 对嗜酸性粒细胞的影
过敏性疾病及寄生虫感染后的病理损伤过程中袁IL-5

也发挥重要作用遥 IL-5 还可以促使嗜酸粒细胞释放
毒性蛋白袁导致过敏性哮喘患者的气道反应性增高[10]遥
IL-5 在 OLP 患者的变化及其发病中的作用研究较少遥

窑论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年 10 月第 59 卷第 30 期

著窑

Wang 等[11]报道 OLP 患者血清 IL-5 水平降低遥 本研究

IL-8 水平均增高袁与国外报道一致[17]遥 国外研究发现袁

化袁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遥 IL-12 是一种具有多种生

高袁血清 IL-8 水平增高程度与疾病严重性相关袁随访

结果显示袁OLP 患者血清及唾液中 IL-5 水平均无变
物学活性的免疫调节因子袁促进 Th0 细胞向 Th1 细胞

分化曰能够刺激 T 细胞及 NK 细胞的增殖袁促进细胞
毒 T 细胞和 NK 细胞的活性袁 并促进其分泌 IFN-酌尧

TNF-琢 等细胞因子袁在抗肿瘤及抗感染中发挥重要

作用遥 黄韵颖等 [12]采用 ELISA 法测定 OLP 患者血清
中 IL-12 与 IL-27 表达浓度均高于对照组袁认为本病

主要表现为细胞免疫功能受损为主袁IL-12 和 IL-27
浓度增高共同促进患者的炎症状态变化遥 本研究采用

流式细胞术检测 OLP 患者血清及唾液中 IL-12 水平
均无变化袁是否与测定方法有关袁尚需进一步研究遥

IFN-琢 由白细胞产生袁在病毒感染的先天性免疫方面
发挥作用袁影响细胞增殖并调节免疫应答袁如肿瘤浸

润巨噬细胞中 IFN-琢 的高表达可以导致树突状细胞

活化增强尧免疫效应细胞毒作用增强遥 IFN-琢 参与扁
平苔藓的病理变化 袁但在 OLP 患者中是否参与及如
[13]

何参与黏膜病理变化尚不清楚遥 本研究表明 OLP 患
者血清及唾液中 IFN-琢 水平均无变化遥

本研究采用流式细胞术 OLP 患者血清及唾液中

IL-1茁尧IL-5尧IL-8尧IL-12 和 IFN-琢 5 种细胞因子浓

度变化袁只有血清和唾液中 IL-8 浓度增高袁因此推测

IL-8 是参与 OLP 疾病发生发展的部分原因遥 既往研
究采用流式细胞术测定 OLP 患者 IL-2尧IL-4尧IL-6尧

与健康人相比袁OLP 患者血清和唾液中 IL-8 水平增

发现血清 IL-8 水平持续增高与癌变进展相关袁 降低

IL-8 水平的措施可能改善病情袁阻断疾病进展袁减少
癌变可能袁针对 IL-8 的中和抗体有可能为治疗OLP 患

者提供新的途径遥 地塞米松可以降低 EOLP 患者唾液

中 IL-8 水平袁部分揭示了地塞米松治疗 OLP 的作用
机制袁但是否能够降低血清中 IL-8 水平袁以及对于
NEOLP 患者作用如何袁尚不明确遥 慢性牙周炎血清
IL-6尧IL-8 及 TNF-琢 水平均增高袁替硝唑联合盐酸米

诺环素治疗后血清 IL-6尧IL-8 及 TNF-琢 水平均显著
降低袁表明这些药物可以有效调节血清炎症因子水平袁
降低炎症反应袁改善牙周指标水平袁缓解患者症状[18]遥
对于 OLP 患者袁这些药物是否能够同样降低细胞因

子水平袁需进一步研究遥 中医药治疗本病可分为局部
治疗和全身治疗袁局部治疗对于糜烂溃疡型可使用养
阴生肌散等药物曰全身治疗以辨证论治为治则袁根据
不同辨证分型用药遥 如利湿健脾祛瘀汤可以有效改善

OLP 患者的临床症状袁降低血清 IL-8 和 TNF-琢 等炎
症细胞因子水平袁取得良好治疗效果[19]遥 因此袁采用中

西医结合的治疗措施是提高 OLP 疗效的有效途径袁
对于 IL-8 升高的难治性 OLP 患者袁采用抗 IL-8 治疗
是否能够取得满意治疗效果袁尚需进一步研究遥

IL-10尧IL-17A尧TNF-琢 和 IFN-酌 共 7 种细胞因子的

水平袁发现血清和唾液中 IL-4尧IL-6尧IL-17A 和 TNF-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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