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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储存期内血小板（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ＰＬＴ）ＣＤ６２ｐ的表达和ＰＬＴ各参数间的变化，为临

床ＰＬＴ输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收集健康献血者的ＰＬＴ标本３０份，随机分为正常

组和谷胱甘肽（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ＧＳＨ）组各１５份；（２２±２）ｏＣ体外震荡存放０—５ ｄ，检测ＰＩ』的ｐＨ值、计数、聚
集和释放试验的参数指标变化及ＣＤ６２ｐ的表达情况，并在显微镜下动态观察ＰＬＴ的形态变化。结果
在ＰＬＴ保存期问，正常组０—３ ｄ中，各参数指标变化及ＣＤ６２ｐ表达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
ｄ中，正常组ＰＬＴ ｐＨ值和计数均呈明显下降趋势，聚集和释放试验指标及ＣＤ６２ｐ表达均呈明显上

３—５

升趋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而ＧＳＨ组０—５ ｄ中，ＰＬＴ各参数指标变化及ＣＤ６２ｐ表达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显微镜下观察正常组第５天时，ＰＬＴ出现聚集、空泡现象，但未发生变
性；ＧＳＨ组第５天时，ＰＬＴ偶见少量空泡，形态无变化。而正常组与ＧＳＨ组各储存期内不同指标检测结
果，除ＰＬＴ １—３ 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外，其余指标０—２ 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尸均＞
０．０５），而３—５ 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结论ＰＩＴ在保存期间发生一定程度的活化和ＰＬＴ

形态、功能的变化，为提高临床输注安全性和有效性，建议输注储存期３ ｄ内的ＰＬＴ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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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ＰＬＴ）为血液中重要的成分之

万方数据

一，其保存越来越受到关注，ＰＬＴ体外保存多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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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振荡保存方法，但ＰＬＴ在制备及储存的过

试剂（南京建成科技有限公司），ＡＴＰ检测试剂盒（上

程中产生的活性氧（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海乐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入胶原凝集素（上海隆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导

致其活化，造成ＰＬＴ损伤，所以临床输注不能达到

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预期疗效。ＣＤ６２ｐ的表达作为ＰＬＴ活化标志物之一

１．３方法３０份ＰＬＴ样本根据随机数字表随机分

已被公认，可以监测ＰＬＴ活化程度，谷胱甘肽（ｇｌｕ．

为两组，其中正常组１５例，ＧＳＨ组１５例。在无菌环

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ＧＳＨ）可抑制ＰＬＴ活化１，２。。因此，本文观察

境下分别取０—５ ｄ的样本进行检测（指标检测方法

储存期内ＰＬＴ活化程度和ＰＬＴ各参数问的变化，为

均参照各仪器及试剂盒说明），样本（２２±２）０Ｃ体外

临床ＰＬＴ输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实验室参考

震荡保存０—５ ｄ，每日行相关数据检测，并使用高倍

依据。

电子显微镜观察其形态变化。

１资料与方法

１．４统计学处理

１．１

临床资料选择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

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戈±ｓ表示，多组间数据比较

太原市红十字血液中心随机抽取的健康献缸者ＰＬＴ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问比较采用配对ｔ检验，

样本３０份。其中男２１例，女９例，平均年龄（３１，２１±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０．２３）岁，献血者的选择符合国家规定的健康检查标

２结果

准。血常规检查指标：血红蛋白（男性≥１２０ ｇ／Ｌ、女

２．１正常组ＰＬＴ各储存期不同指标检测结果

性≥１１５∥Ｌ）；ＰＬＴ（１５０～４５０）ｘ１０９／Ｌ；红细胞压积

常组ＰＬＴ储存０—３ ｄ，各储存期不同指标检测结果

（≥０．３６），ＰＬＴ形态和功能正常，体重（５０～７０）ｋｇ；

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Ｆｃ。６２Ｐ＝３．２１，％值＝

正

采血前１ ｗ禁服阿司匹林类等抗ＰＬＴ药物，其转氨

２．６７，，ｂ：Ｆ １．０９，Ｆ聚集＝２．１３，Ｆ释放＝３．３６，Ｐ均＞０．０５），

酶、乙肝表面抗原、丙型肝炎病毒、梅毒、ＨＩＶ、血袋

形态学上观察未见明显异常。正常组ＰＬＴ储存３－５

重量及外观等检测指标均达到中国输血协会规定的

ｄ，各储存期不同指标检测结果呈明显升高或下降趋

血液合格标准。

势，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ＦＣ鼢：３．８７，‰值＝

１．２仪器与试剂ＳＪＷ—ＩＣ型ＰＬＴ恒温振荡保存箱

４．２１，昧３．５４，Ｆ聚集＝４．０９，Ｆ释放＝５．６４，Ｐ均＜０．０５）；

（潍坊三江电子科技公司），流式细胞仪及配套鞘液

形态学观察显示，第５天可见两个或ｉ个ＰＬＴ聚

（美国贝克曼公司），ｐＨＳ一３Ｃ精密ｐＨ计（上海雷磁

集，紧密相连，多数ＰＬＴ保持圆形，个别充满空泡，

仪器厂），ＬＨ ７５０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及配套试剂

无ＰＬＴ变性（见表１～表３，图１）。

（美国贝克曼公司），ＡｇｇＲＡＭ ＰＬＴ聚集分析系统（美

２．２

国海伦娜公司），ＡＴＰ荧光检测仪（西安天隆科技有

ＧＳＨ组ＰＬＴ储存０—５ ｄ，各储存期不同指标检测结

限公司），奥林巴斯电子显微镜（奥林巴斯电子公

果变化不大，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Ｒ晚。＝

司）；人ＣＤ６２ｐ检测试剂盒（美国贝克曼公司）、ＧＳＨ

３．１８，ＥＨ值＝２．５２，，１Ｈ＿Ｔ＝１．０３，Ｆ聚集＝２．０６，Ｆ释放＝３．２２，

ＧＳＨ组ＰＬＴ各储存期不同指标检测结果

表１正常组、ＧＳＨ组各储存期内ＰＬＴＣＤ６２ｐ的表达情况（；±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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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正常组、ＧＳＨ组各储存期内ＰＬＴ的聚集和释放试验结果（互蜘）

储存期

储存期

正常组

（ｄ）

Ｏ

Ｐ均＞０．０５）；形态学观察显示，第５天偶见少量ＰＬＴ

阳性率的表达强弱代表其活化程度，并与ＰＬＴ的功

聚集，ＰＬＴ基本保持圆形（见表１～表３，图１）。

能及形态的损伤呈正相关。

２．３正常组与ＧＳＨ组ＰＩＪ各参数检测结果比较

长期以来，国内医学界一直致力于低温保存

正常组和ＧＳＨ组ＰＬＴ ＣＤ６２ｐ阳性表达率及各参数

ＰＬＴ技术的研究。而国外研究吲观察不同物质是否

检测指标组间两两比较，除ＰＬＴ外，在０—２ ｄ差异均

能够抑制储存期内ＰＬＴ的活化。随着对细胞凋亡分

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在２—５ ｄ，正常组的ｐＨ

子机制的深人研究．许多凋亡诱导剂作用于细胞凋

值低于ＧＳＨ组，而ＣＤ６２ｐ阳性表达率、ＰＬＴ聚集和

亡中显示ＲＯＳ释放水平高低与ＧＳＨ呈负相关［９１。

释放数值均高于ＧＳ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ＧＳＨ已被证实能够抑制其ＰＬＴ产生的氧化物释放

均＜０．０５）。见表１～表３。形态学观察：两组０—５ ｄ保

水平，更好地抑制ＰＬＴ颗粒内容物的释放．降低ＰＬＴ

存时间内观察结果差别不明显。见图１。

活化率，延迟ＰＬＴ的代谢速率，抑制激活及聚集，保

３讨论

持ＰＬＴ功能及形态［１０，１１］。从而降低体外保存ＰＬＴ的

ＰＬＴ在保存过程中易产生ＲＯＳ，ＲＯＳ是ＰＬＴ受

污染风险，提高了临床输注安全性和有效性。

到氧化还原反应产生的，分子物质组成上具有氧的、

本文研究表明，经过ＧＳＨ干扰处理的ＰＬＴ在储

较活跃的一类化学物质的总称，包含过氧化氢、超氧

存０—５ ｄ内，ＣＤ６２ｐ表达阳性率、ｐＨ值、ＰＬＴ、ＰＬＴ聚

自由基等，有文献限４１表明ＰＬＴ自身可以合成并释放

集、释放试验的数值变化并不显著，差异均无统计学

ＲＯＳ．又称内源性ＲＯＳ，使储存期内ＰＬＴ发生一定程

意义，而正常组的结果变化较明显（见表１～表３）。提

度的活化甚至凋亡。大量文献［５－７１研究表明，ＣＤ６２ｐ

示了ＧＳＨ抑制了ＰＩＪＴ的活化，而ＰＩＴ的活化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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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储存期内ＰＬＴ的功能指标和样本质量有所影

量炎性因子，并伴有ＰＬＴ凋亡．ＰＬＴ的体内存活率及

响。在结果中可观察到，ＰＬＴ储存期内，无论是否经

储备功能会逐渐削弱［１４］。通过本次实验，在提高临床

过ＧＳＨ的处理．ＣＤ６２ｐ表达均增强，但正常组较

输注安全和有效方面，建议输注储存期３ ｄ内的

ＧＳＨ组阳性表达率高。提示正常组ＰＬＴ的活化程度

ＰＩＴ更为有效。为减少储存期内ＰＬＴ的损伤，要时刻

较高；ＰＬＴ的ｐＨ值与ＰＬＴ都呈下降趋势。储存期至

注意血制品的保存质量和方法，避免临床输注无效。

第５天时，两组ｐＨ值的平均值仍大于６．３；将两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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