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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Ｖ０１．２０．Ｎｏ．３

ＮＯ的细胞毒作用，为ＡＧ抗ＨＳ提供实验依据。

水；ＡＧ组在回输血液后，在输入等量生理盐水的同

ｌ材料与方法

时注入ＡＧ

１．１

实验仪器与试剂：Ｐｃｌａｂ生物信号采集系统

２０

ｍｇ／ｋｇ。

１．４血样采集与ＮＯ的测定：分别于休克前、休克

（北京微信斯达科技公司，型号：Ｈｃｌ５２００），ＹＨ一４型

３０

ｍｉｎ和１５０ ｍｉｎ、复苏３０ ｍｉｎ和１８０ ｍｉｎ经股动

生理压力传感器（国防科工委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

脉采血，并制备血清，４ Ｃ保存备用；ＮＯ测定采用

等；ＡＧ（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戊巴比妥（上海化学试

硝酸还原酶法，于５５０ ｎｍ处测定各组血清中ＮＯ

剂公司），Ｎｏ检测试剂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公

稳定代谢产物Ｎｏｒ还原为Ｎｏｆ含量，间接反映

司），其他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

Ｎｏ的多少，与标准品对照，含量以肛ｍｏｌ／Ｌ表示。

１．２动物分组及休克模型复制：健康家兔２０只，雌

１．５统计学处理：使用ＳＰＳＳ １２．ｏ统计学软件包，

雄不拘，体重２．１～３．ｏ ｋｇ，由本校实验动物部提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ｚ±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

供。实验前动物同步饲养１周，定量进食，自由饮水。

因素方差分析，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用质量分数为３％的戊巴比妥按３０ ｍｇ／ｋｇ静脉注

２

射麻醉家兔，自主呼吸，仰卧位固定，行颈部正中切

２．１

开、右股三角切口术，以及左颈总动脉、右股动脉分

血流动力学参数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与休

离与插管术，左颈总动脉插管缓慢推进，于心室收缩

克前比较，两组复苏前（休克３０ ｍｉｎ和１５０

期进入心室腔，并连接压力传感器与Ｐｃｌａｂ生物信

ｓＡＰ、ＨＲ、ＭＡＰ、Ｉ．ＶＳＰ、±ｄｐ／ｄｔ ｍａｘ均明显降低，

号采集系统，用于记录血流动力学参数；右股动脉插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或Ｐ＜ｏ．０１）。与休克

管，连接带有三通的无菌１００ ｍｌ注射器，便于放血、

时比较，生理盐水复苏后ＳＡＰ、ＨＲ、ＭＡＰ、ＬＶＳＰ、

采血样、输液复苏，以及血液回推维持休克血压，术

±ｄｐ／ｄｔ ｍａｘ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后静脉注射肝素（５００ Ｕ／ｋｇ）体内抗凝。记录休克前

ｏ．０５或Ｐ＜ｏ．０１），随着复苏时间的延长其改善血

血流动力学参数后，以３ ｍｌ／ｍｉｎ从股动脉放血，待
血压降至４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ｏ．１３３

结

果

ＡＧ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表１）：两组休克前

ｍｉｎ）

流动力学参数的效应有降低趋势；ＡＧ复苏后ＳＡＰ、

ｋＰａ）停止，

ＨＲ、ＭＡＰ、Ｉ。ＶＳＰ、±ｄｐ／ｄｔ ｍａｘ均显著升高，差异

通过血液再注入或继续放血的方法，使血压稳定于

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或Ｐ＜ｏ．０１）。比较两组复

４０ ｍｍ

Ｈｇ左右，维持１５０ ｍｉｎ，复制家兔ＨＳ模型。

苏后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发现ＡＧ比生理盐水具有

实验动物分组与血流动力学参数测定：复制

更强、更好的纠正低血压、加快ＨＲ、增强心肌收缩

１．３

Ｈｓ模型后将动物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生理盐水对

力的效应。

照组和ＡＧ复苏组，每组１０只。选择Ｐｃｌａｂ生物信

２．２

号采集系统的血流动力学模块，分别记录休克前、休

在休克前、休克时Ｎ（）含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克３０ ｍｉｎ和１５０ ｍｉｎ、复苏３０ ｍｉｎ和１８０ ｍｉｎ的动

休克３０ ｍｉｎ和１５０

脉收缩压（ＳＡＰ）、心率（ＨＲ）、ＭＡＰ、左心室收缩压

加（Ｐ均＜ｏ．０１）。对照组血清Ｎｏ含量随着时间延

（ＬＶＳＰ）、心室内压最大上升速率（＋ｄｐ／ｄｔ

ｍａｘ）、

长逐渐增加，提示盐水复苏不能阻止休克家兔血清

心室内压最大下降速率（一ｄｐ／ｄｔ ｍａｘ）等血流动力

ＮＯ的增加。ＡＧ组复苏３０ ｍｉｎ和１８０ ｍｉｎ血清ＮＯ

学参数。对照组在回输血液基础上输入等量生理盐

含量，分别与休克３ ｏｍｉｎ和１ ５ ｏｍｉｎ比较，呈显著

表ｌ

ｎｌｉｎ

ＮＯ含量均较休克前显著增

Ａ（ｊ对ＨＳ家兔血流动力学的影响（。±ｓ叫一ｌＯ）

注：与本组休克前比较，“，＜（）．０５，“Ｐ＜ｏ．（）ｌ；与本组休克３０ ｍｉｎ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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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对血清Ｎｏ含量的影响（图１）：两组动物

５０

ｍｉｎ比较，。Ｐ＜０．０５，４Ｐ＜ｏ．０１；与对照组同期比较，。Ｐ＜ｏ．０５，‘Ｐ＜ｏ．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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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趋势，并随着复苏时间延长进一步减少，差异有

克后造成顽固性低血压的重要因素，应用ＮｏＳ抑

统计学意义（Ｐ均＜Ｏ．０１），提示ＡＧ复苏可明显逆

制剂消除Ｎｏ对机体的损害，有望成为治疗ＨＳ的

转休克家兔血清ＮＯ含量急剧升高，并具有一定的

有效措施。杨红梅等ｎ叫研究亦表明，抑制ＮＯＳ活

时间依赖性效应。

性、降低ＮＯ浓度，对ＨＳ和再灌注过程中的心肌损
伤可能会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８０

ＮｏＳ抑制剂有对结构型一氧化氮合酶（ｃＮＯＳ，

７０

包括ｎＮＯＳ和ｅＮＯＳ）及ｉＮｏＳ均有抑制作用的

—６０

Ｉ．一硝基一精氨酸（Ｌ—ＮＮＡ）和仅对ｉＮＯＳ具有抑制作

一

∑５０
ｏ

用的ＡＧ等。有研究显示，在休克失代偿期，ＡＧ与

鲁４０

三
ｏ
Ｚ

３０

血管紧张素Ⅱ（ＡｎｇⅡ）合用能减少Ｎｏ毒性作用，

２０

显著增加失代偿期血管对ＡｎｇⅡ的反应性口”；ＡＧ

１０

抑制ＮＯ可能改善Ｈｓ大鼠的病理生理学参数，增

Ｏ

◇矿◇∥◇矿◇∥◇
时间

注：与本组休克前比较，“』’＜ｏ．０１；与本组休克３０ ｍｉｎ和
１５０

ｍｉｎ比较，８Ｐ＜ｏ．０１；与对照组同期比较，。ＪＰ＜Ｏ．０１
图１

ＡＧ对Ｈｓ家兔血清Ｎｏ含量的影响

加成活率ｎ引。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ＡＧ在明显降
低ＨＳ家兔血清ＮＯ含量、有效消除Ｎｏ细胞毒作
用的同时，逆转ＨＳ引发的ＳＡＰ、ＨＲ、ＭＡＰ、Ｉ。ＶＳＰ、
±ｄｐ／ｄｔ ｍａｘ等血流动力学参数改变，有较强的纠

正低血压、加快ＨＲ、增强心肌收缩力效应。提示ＡＧ
主要通过抑制ｉＮＯＳ活性、减少ＮＯ合成，以纠正

３讨

论

ＨＳ的低血压来改善预后。

有效循环血量不足引发血流动力学紊乱是ＨＳ

逆转血流动力学参数变化是判断药物对心血管

的主要病理生理基础。ＨＳ发生后显著增加的ＥＴ、

功能和心肌收缩能力影响的全身性指标，对休克治

ＴＮＦ—ａ、ＩＬ一６、ＩＬ一８等炎症细胞因子主要激活的是

疗与预后有非常重要的指示作用¨“。如能适时、适

ｉＮＯＳ¨３。同时血流动力学异常造成的应切力改变可

量、以适当速度补充血容量，纠正血流动力学紊乱，

影响血管内皮、平滑肌细胞ｉＮＯＳ的表达巧咱３。以适

改善脏器灌注，是抗休克药物治疗发挥持久效应的

时补充血容量为基础，改善血管张力、增强心肌收缩

基础与关键ｕ引。本研究比较了休克发生１５０ ｍｉｎ后

能力是治疗ＨＳ的有效方法。Ｍｄ等＂３和Ｍｕｓｓｅｒ等凹１

单用生理溶液扩容与补液扩容同时加用ＡＧ的抗休

研究显示，ＮＯ表达或ｉＮＯＳ活性增加均是ＨＳ平滑

克作用，由于生理盐水复苏仅有短暂的扩容作用，而

肌细胞反应性降低的关键因素之一。体内ＮｏＳ有

加用ｉＮＯＳ抑制剂ＡＧ复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

３种类型，生理条件下，仅有ｅＮＯＳ表达（而ｉＮＯＳ基

Ｎｏ带来的副作用，故其抗ＨＳ治疗作用更有效、作

本无表达），合成和释放的ＮＯ是调节血管张力的主

用时间更持久，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与稳定性。

要因素。但当机体发生创伤、休克、感染时，ｉＮｏＳ活

ＡＧ是一种选择性的ｉＮｏＳ抑制剂，而对ｃＮＯＳ

性显著增加，合成大量的Ｎｏ。过量产生的ＮＯ一方

仅有微弱的抑制作用；ＡＧ通过抑制ＮｏＳ与Ｌ一精氨

面刺激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增加环磷酸鸟苷

酸的结合以及抑制还原型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

（ｃＧＭＰ），同时激活钾通道引起ＶＳＭＣ的超极化，

酸（还原型辅酶Ⅱ，ＮＡＤＰＨ）氧化酶活性，减少Ｎｏ

从而抑制电压依赖性钙通道的激活，减少细胞内钙

合成。因此，当ＨＳ发生后，ｉＮＯＳ表达显著增加，

浓度，降低ＶＳＭｃ收缩性能，使血压进一步下降，改

合成较多ＮＯ，产生血管扩张、心肌负性肌力作用等，

变血流动力学状态∽３。另一方面，过量的ＮＯ可以使

导致心肌收缩力下降，可表现为ＳＡＰ、ＭＡＰ、

与能量代谢或抗氧化有关的酶失活，干扰能量代谢

Ｉ。ＶＳＰ、±ｄｐ／ｄｔ ｍａｘ的下降。而给予ＡＧ后选择性

和ＤＮＡ合成，与超氧阴离子反应，生成具有强氧化

地抑制了ｉＮｏＳ活性，ＮＯ合成障碍，血管平滑肌细

性的过氧化亚硝酸根（ＯＮＯｏ），产生细胞毒性作

胞及心肌细胞收缩增强，心排血量增加。且在减轻过

用，损伤心肌细胞，影响心肌细胞收缩与舒张功能

量ＮＯ病理损害的同时，又未影响ｃＮＯＳ的活性，保

等。此外，在休克状态下ｅＮＯＳ活性受抑，使内皮依

证调节正常生理功能的ＮＯ合成，在一定程度上表

赖性ＮＯ释放减少，从而影响ＮＯ对正常生理功能

现为ＳＡＰ、ＭＡＰ、Ｉ。ＶＳＰ、±ｄｐ／ｄｔ ｍａｘ等回升，更有

的调节作用，加重了组织缺血。可见过量的ＮＯ是休

利于纠正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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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事·
第八次全国抗菌药物临床规范应用与新进展研讨会征文与报名通知
为了进一步规范抗菌药物的合理应用，降低不良反应，减少药源性疾病的发生，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经研究决定于
２００８年４月中旬在云南昆明、６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第八次全国抗菌药物临床规范应用与新进展研讨会。国家级继教项目编号：
２００８—１３一０１—０３８，１０学分。
１

昆明会议报到日期为４月１１日；会议日期为４月１２—１８日；地点为齐宝大酒店（昆明市穿金路１５６号，准四星级）；电话：

０８７１—５６２８８８８总机转。
北京会议报到日期为６月２７日；会议日期为６月．２８—３０日；地点为众晶鑫大酒店（复兴路２６号院，解放军总医院正门往
东１５０ ｍ，四星级）；电话：０１０一６６８５４７７１（总台），６６８５４０２９（总机）。

２会议期间举办高级学习班，拟邀请专家有：复旦大学华山医院汪复、张婴元教授；北京协和医院王爱霞、徐英春教授；首都
医科大学友谊医院王汝龙教授；北京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肖永红教授；北京医院张秀珍教授等。
３授课主要内容：抗菌药物的临床药理学；抗菌药物用药原则、用药指征，用药品种剂量疗程及给药方案，预防用药；抗菌药
物应用的分级管理；各类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进展；各类常见疾病的感染诊疗进展；抗菌药物的临床应用误区；特殊人群（妊
娠与哺乳期、儿童、老年、免疫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全）感染的抗菌药物合理应用；细菌耐药监测及难治性病原菌监测与抗菌
药物选择方案；深部真菌感染诊治中的问题及用药策略；微生物实验室质控、微生物培养与耐药监测、药敏分析。
４征文内容与要求：各类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临床各科微生物感染诊断与治疗，抗菌药物不良反应，微生物检测与药敏等内
容。全文在２ ｏｏｏ字左右论文１份，或只寄６００字左右摘要１份，论文题目下注明省市、工作单位、科室、姓名及邮编。自留底
稿，恕不退回。

５来稿请寄：１００７１０北京东四西大街４２号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昆明抗菌会议”或“北京抗菌会议”，梁鸿收，Ｅｍａｉｌ：
ｊｘｊｙ＠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Ｅｍａｉｌ发稿时务必注明“昆明抗菌会议”或“北京抗菌会议”字样。征文截止日期：昆明会议邮局寄稿为３月
２６目前，Ｅｍａｉｌ发稿为４月１目前；北京会议邮局寄稿为６月６日前，Ｅｍａｉｌ发稿为６月１８日前。
６每位参会代表需交纳会务费９８０元，住宿费昆明会议每人每天１２０元左右，北京会议每人每天１３０元左右。
７联系人及电话：杨桂芳ｏｌｏ一５１ ７９８２００（带传真），８８８２０３９９；梁鸿：０１０一８５１

５８４０２。

（中华医学会继续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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