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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临床论著² 

支气管哮喘患儿联合检测血清 MMP-9、 

TIMP-1、IL-18 和 IgE 的临床应用价值 

牟丽萍  安宁  徐风亮 

【摘要】  目的  分析小儿支气管哮喘患者治疗前、后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基

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1（TIMP-1）、白细胞介素-18（IL-18）及免疫球蛋白 E（IgE）水平变化，

并探讨联合检测各项指标对疾病预判及疗效观察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 92 例小儿支气管哮

喘患者（观察组）及 30 例小儿健康体检者（对照组）为研究对象，采用酶联免疫法（ELISA）检测

对照组及观察组治疗前后血清MMP-9、TIMP-1、IL-18、IgE水平。结果  观察组血清MMP-9、TIMP-1、

IL-18、IgE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治疗后血清 MMP-9、TIMP-1、IL-18、IgE 水平

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1）；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清 MMP-9、TIMP-1、IL-18、IgE 水平与患儿性别

无关（P＞0.05），与病程长短、病情轻重及治疗效果明显相关（P 均＜0.05）。结论  血清 MMP-9、

TIMP-1、IL-18、IgE 与小儿支气管哮喘密切相关，其血清水平变化对哮喘病情及疗效评估具有指导

意义，为新的临床治疗靶点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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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value of combined detection of MMP-9, 

TIMP-1, IL-18 and IgE in children with bronchial asthma. Methods  92 asthmatic children and 30 healthy 

children were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separately. ELISA was adopted to measure 

the  levels of  MMP-9, TIMP-1, IL-18 and IgE in the serum. Results  The serum levels of MMP-9, 

TIMP-1, IL-18 and Ig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P<0.01).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as found between expression of 

MMP-9, TIMP-1, IL-18, IgE and sex structure(P>0.05). Course of the disease and illness severity could 

affect the expression of MMP-9, TIMP-1, IL-18, IgE(P<0.05). Conclusion  There are closely relation 

between them. The level of MMP-9, TIMP-1, IL-18, IgE in serum can guide asthma condition assessment, 

provide theory basis for new clinical therapeutic targets.  

【 Key words 】   Asthma;  Child;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9;  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1;   Interleukin-18;   Immunoglobulin E 

    
支气管哮喘是小儿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发病率

在全球呈上升趋势[1]。气道重塑是支气管哮喘发病

的病理改变，是不可逆的气流受限和持续气道高反

应的病理基础，细胞外基质（ECM）在气道壁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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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是支气管哮喘气道重塑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气

道壁纤维化、气流受限密切相关[2]。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细胞因子及炎性物质在气道的高反应性和

炎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9

（ MMP-9 ）、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 -1

（TIMP-1）、白细胞介素-18（IL-18）及免疫球蛋白

E（IgE）与小儿支气管哮喘密切相关，本文旨在分

析支气管哮喘患儿治疗前后血清 MMP-9、TI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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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18、IgE 水平变化，分析其与小儿支气管哮喘的

相关性，评定其联合检测的临床应用价值。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1. 一般资料：选取2010年1月至2013年12月于

本院就诊的92例小儿支气管哮喘患者为研究对象，

平均年龄（6.3±1.5）岁，其中男52例，女40例；

轻度哮喘18例，中度哮喘39例，重度哮喘35例；病

程≥2年患者32例、＜2年患者60例，平均病程

（2.3±1.1）年。另选取30例健康体检儿童为健康

对照组，对照组无任何疾病史，平均年龄（6.2±1.7）

岁，其中男17例，女13例；两组性别、年龄分布比较

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2. 纳入标准：所有患儿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儿

童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确定的诊断标准[4]。 

3. 排除标准：（1）除哮喘之外的喘息性疾病

及其他呼吸系统相关性疾病（如支气管肺发育不

良、支气管异物、胃食道反流等）；（2）合并严

重心、肝、肾等内脏疾病，免疫性疾病，血液系统

疾病，传染性疾病，寄生虫疾病，皮肤病等。 

二、方法 

1. 治疗方法：患儿就诊后根据具体情况给予规

范治疗，包括解痉平喘、止咳祛痰、布地奈德雾化

吸入等，必要时全身应用糖皮质激素，随访时间为

半年。 

2. 血清学检测：清晨空腹抽取健康对照组、观

察组治疗前和治疗后半年取静脉血各 4 ml，静置自凝

后相对离心力2 264³g离心15 min分离血清，－20 ℃

冰箱保存待检。MMP-9、TIMP-1、IL-18、IgE 采用

酶联免疫法（ELISA）检测，试剂盒购自瑞典 CanAg

公司，美国宝特-ELX808 型酶标仪进行比色；严格

按操作说明操作，质控符合要求。参照说明书并结合

本实验室标准，正常参考值分别为 MMP-9：30.35～

51.22 ng/ml；TIMP-1：88.72～175.51 ng/ml；IL-18：

82.52～164.37 ng/L；IgE：86.12～125.34 IU/ml。 

3. 临床疗效判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儿童

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拟定的疗效判断标准[4]。控

制：无日间症状，或每周≤2 d；夜间无憋醒；不需

要应用应急缓解药物，无活动受限。部分控制：日

间症状每周出现＞2 d，或每周≤2 d 但多次出现；

夜间有症状甚至憋醒；每周＞2 次使用应急缓解药

物；有活动受限。未控制：在任何 1 周内出现≥3

项“部分控制”中的特征。 

三、统计学分析 

所得数据采用SPSS 13.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以

均数±标准差（ sx  ）表示，计量资料的组间比

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用2检验，各检测

指标间的相关性采用直线相关分析，P＜0.05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 观察组治疗前后及与对照组血清MMP-9、

TIMP-1、IL-18、IgE水平比较（表1）：小儿支气

管哮喘患者血清MMP-9、TIMP-1、IL-18、IgE水平

与对照组比较显著升高，且治疗后较治疗前血清水

平明显降低（P＜0.01）。 

2. 支气管哮喘患儿各检测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显示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清MMP-9与

TIMP-1呈显著正相关（r＝0.701，P＜0.05），IL-18

与IgE呈显著正相关（r＝0.645，P＜0.05）。 

3. 支气管哮喘患儿血清MMP-9、TIMP-1、

IL-18、IgE水平与临床病理因素关系（表2）：支气

管哮喘患儿血清MMP-9、TIMP-1、IL-18、IgE水平

与患儿性别无关（P＞0.05）；与病程长短及病情严

重程度、治疗效果明显相关，病程≥2两年患者与

＜2年患者血清MMP-9、TIMP-1、IL-18、IgE水平

比较明显升高；治疗前：轻度哮喘发作、中度哮喘

发作、重度哮喘发作患者血清MMP-9、TIMP-1、

IL-18、IgE水平依次升高，治疗后：未控制、部分

控制、控制患者血清MMP-9、TIMP-1、IL-18、IgE

水平依次降低（P均＜0.05）。

表 1  观察组治疗前后及与对照组血清 MMP-9、TIMP-1、IL-18、IgE 水平比较（ sx  ） 

组别 例数 MMP-9(ng/ml) TIMP-1(ng/ml) IL-18(ng/L) IgE(IU/ml) 

观察组      

治疗前 92 256.48±62.35
a
 578.78±114.75

a
 701.26±224.31

a
 567.91±135.42

a
 

治疗后 92 105.24±28.97
ab

 305.23±75.76
ab

 322.72±113.81
ab

 226.81±68.97
ab

 

对照组 30 32.20±10.61 125.54±40.35 109.52±36.27 89.86±23.54 

注：与对照组比较，a
P＜0.01；与治疗前比较，b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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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观察组血清 MMP-9、TIMP-1、IL-18、IgE 水平与临床因素关系（ sx  ） 

临床因素 例数 MMP-9(ng/ml) TIMP-1(ng/ml) IL-18(ng/L) IgE(IU/ml) 

性别      

男 52 258.12±65.72 580.14±115.39 704.03±234.65 564.96±132.65 

女 40 254.51±60.82 575.37±113.42

 697.25±216.22 570.25±141.36 

病程(年)      

≥2 32 358.49±86.55 686.52±157.67 889.36±250.53 687.36±166.58 

＜2 60 202.32±50.71 521.88±106.89 602.34±186.72 503.34±118.73 

治疗前      

轻度 18 93.34±32.31 200.27±67.35 401.14±136.51 340.14±86.51 

中度 39 267.96±67.60
 

 629.24±130.51 706.24±188.62 582.24±145.61 

重度 35  368.75±101.54  780.52±192.32 954.32±269.78 728.32±201.56 

治疗后      

控制 20 35.31±12.23 128.21±40.69 120.43±38.56 95.46±27.56 

部分控制 62 90.27±30.51 284.33±72.64 275.59±95.63 175.13±73.47 

未控制 10 376.52±97.29 782.25204.25 1 002.78280.67  803.26255.12 

注：血清MMP-9、TIMP-1、IL-18、IgE水平与性别无关，P＞0.05；与病程长短及病情严重程度、治疗效果明显相关，P均＜0.05 

 

讨    论 

支气管哮喘是由多种细胞、细胞因子及炎性介

质共同参与的气道慢性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疾病，

哮喘的发生与炎症、细胞因子有关[5]。而细胞因子

网络失衡引起气道重塑在哮喘的发病机制中起着

重要作用。目前临床上诊断和评价气道重塑存在一

定困难，较常用的方法是肺功能测定及纤维支气管

镜黏膜活检，但这两项检查对小儿患者存在一定困

难，因此医学界一直在探索能准确地反映气道重塑

程度安全而又稳定的方法。目前认为 IL-18、IgE、

MMP-9 及 TIMP-1 参与了气道重塑。 

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具有影响细胞迁移、

降解结构蛋白如胶原蛋白和弹力蛋白的能力，被认

为在气道重塑中起着重要作用，在 MMPs 中，

MMP-9 与哮喘的关系密切[6]。在各种形式的刺激

下，支气管上皮细胞、clara 细胞、肺泡Ⅱ型上皮细

胞、成纤维细胞、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胞及各种炎

性细胞均可产生 MMP-9。MMP-9 的增加，可导致

气道损伤，促进炎性细胞到达间质和气道壁，刺激、

激活基质的生长因子，促进血管生成、成纤维细胞

增生，MMP-9 还可分解Ⅳ型胶原、Ⅴ型胶原、层粘

连蛋白、纤维结合素、蛋白多糖以及弹性蛋白，从

而降解基底膜，分解呼吸道和肺内的结构复合物

ECM，因此参与呼吸道和肺的重建[7]。TIMP-1 是组

织中 MMP-9 活性的特异性抑制剂，可由各种组织细

胞和炎性细胞分泌。TIMP-1 的 C 端通过与 MMP-9

酶原的 C 端或活化形式的催化结构域形成 1∶1 的

非共价复合物而抑制酶的活性，以此来调整 ECM 的

更新。在正常情况下，MMP-9 和 TIMP-1 是以 1∶1

的比例一起释放的，两者之间的平衡保持了正常基

质的稳定，破坏两者之间的平衡会引起各种病理变

化，MMP-9 过量或 TIMP-1 相对不足均可能导致

ECM 过度降解[8]。ECM 是构成气道壁和肺泡必不

可少的重要成分，在哮喘环境中，由于反复的气道

炎症，引起 MMP-9 和 TIMP-1 表达失衡，进而出现

ECM 降解和合成失衡，导致 ECM 重塑的加剧。本

研究显示，哮喘患儿血清 MMP-9 和 TIMP-1 水平显

著高于对照组，且 MMP-9 升高幅度更大，出现

MMP-9 与 TIMP-1 比例失衡。治疗后 MMP-9 水平

较治疗前明显降低，治疗前重度哮喘发作患者

MMP-9 水平明显高于中、轻度哮喘发作患者，可知

MMP-9 水平升高是反映哮喘严重程度及气道炎症

变化的较为客观的指标，与Belleguic等[9]研究一致。

因此检测血清中MMP-9和TIMP-1含量可了解气道

壁的增厚、气道平滑肌的增殖、ECM 的沉积和玻璃

样变的改变，可作为评价哮喘炎症和气道重塑的非

创伤性指标，调整 MMP-9 和 TIMP-1 之间的平衡，

为新的临床治疗靶点提供理论依据。 

IL-18 由单核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和上皮细

胞等分泌，其前体是没有生物学活性的分子量为

24 kD 的蛋白质，含有 193 个氨基酸残基，有一个

由 36 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引导序列，通过 IL-1β 转

化酶剪切后成为分子量为 18 kD 的蛋白质，发挥生

物学活性，是重要的中性粒细胞趋化因子，可激活

嗜酸粒细胞合成脱颗粒。IL-18 诱导 Th2 型细胞因

子 IL-4、IL-10 和 IL-13 的产生以及肥大细胞和嗜碱

性细胞组胺的释放，将嗜酸粒细胞聚集至气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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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造成过敏性哮喘的发生与持续，并且通过非

IL-4 依赖途径造成 IgE 在体内的聚积[10]。小儿支气

管哮喘主要表现为 IgE 介导的Ⅰ型变态反应性疾

病，IgE 的增加不仅与哮喘的触发有关，亦与哮喘

的严重程度有关[11]。目前临床上使用抗 IgE 治疗哮

喘，通过降低总 IgE 水平而使过敏性哮喘的发作缓

解，进一步说明总 IgE 在哮喘中的作用[12]。本研究

发现，哮喘患儿血清 IL-18 和 IgE 水平呈明显正相

关，两者含量增高程度与哮喘发病的严重程度及治

疗效果密切相关，治疗前轻度哮喘、中度哮喘、重

度哮喘患儿血清 IL-18 和 IgE 水平依次增高，治疗

后未控制、部分控制、控制患儿血清 IL-18 和 IgE

水平依次降低，说明两者均参与了支气管哮喘的病

理过程，应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哮喘可能是通过降低

哮喘患儿血清 IL-18 和 IgE 水平发挥作用。因此通

过检测小儿支气管哮喘患者血清 IL-18、IgE 水平，

以此认识其与哮喘发生、发展的关系，这不仅会丰

富和完善哮喘的发病机制，也会为哮喘的诊断和治

疗提供更多新的靶点。 

总之，MMP-9、TIMP-1、IL-18、IgE 与小儿支

气管哮喘密切相关，其血清水平升高是小儿支气管

哮喘发病的重要因素，联合检测并分析其血清水平

变化可协助评估哮喘病情，指导临床合理用药，并

对预后随访观察均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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