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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观察胃黏膜超微结构以及胃黏膜和血清中超氧

妥酸（ＴＡＢ）比色法测定ＭＤＡ含量，试剂盒均购自

化物歧化酶（ＳｏＤ）活性和丙二醛（ＭＤＡ）含量的变

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化，探讨异丙酚对ＨＲ—ＧＭＩ的作用和机制。

１．６统计学处理：应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统计软件，计量

１材料与方法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ｚ土ｓ）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

１．１动物与分组：成年雄性新西兰大白兔７５只，体

分析及ＬｓＤ检验，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重２．５～３．Ｏ ｋｇ，由河北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

２

供。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及缺血前

２．１

结

果
胃黏膜主细胞超微结构变化（彩色插页图１）：

（Ｐ１）、再灌注前（Ｐ２）和再灌注后（Ｐ３）应用异丙酚

对照组线粒体结构基本正常，并有大量平行排列的

组，每组１５只。

粗面内质网；模型组线粒体大部分嵴和膜融合或消

１．２实验方法：建立ＨＲ—ＧＭＩ模型。实验前动物禁

失，呈空泡化或空泡样变，粗面内质网有严重的脱颗

食１２ ｈ、禁饮８ ｈ。以质量分数为３％的戊巴比妥

粒现象；Ｐ１组线粒体少部分嵴和膜融合或消失，粗

ｍｇ／垤缓慢静脉注射麻醉后，仰卧位固定，行气

面内质网变化不大；Ｐ２组线粒体部分嵴和少部分膜

管切开插管术并保留自主呼吸。待动物全身肝素化

融合或消失，粗面内质网有轻度的脱颗粒现象；Ｐ３

ｍｇ／ｋｇ）后，从右侧颈外动脉插管接ＢＬ一４２０Ｅ＋

组线粒体部分嵴和膜融合或消失，粗面内质网扩张

３０

（３

生物功能实验系统，以监测平均动脉压（ＭＡＰ）及心

并有脱颗粒现象。

率；从左股动、静脉插管，供放血和回输血、输液及

２．２

胃黏膜和血清中ＳｏＤ活性和ＭＤＡ含量变化

用药。从股动脉快速放血，１０ ｍｉｎ内使ＭＡＰ降至

（表１）：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胃黏膜和血清中

３５～４０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ｏ．１３３ ｋＰａ），并维持

ＳＯＤ活性明显降低，ＭＤＡ含量显著升高（Ｐ均＜

ｍｉｎ后，由股静脉在３０ ｍｉｎ内回输全部失血及等

ｏ．０１）；与模型组比较，各异丙酚组胃黏膜和血清中

量生理盐水（再灌注），再灌注历时９０ ｍｉｎ。对照组

ＳＯＤ活性均升高，ＭＤＡ含量均降低（Ｐ＜Ｏ．０５或

仅行气管及动、静脉插管、不放血。Ｐ１、Ｐ２和Ｐ３组

Ｐ＜ｏ．０１），且与Ｐ３组比较，Ｐ１组ＳＯＤ活性升高，

除与模型组操作相同外，分别于放血前、再灌注前

ＭＤＡ含量降低更显著（Ｐ均＜ｏ．０５）。

６０

１０

ｍｉｎ及再灌注后２０ ｍｉｎ缓慢静脉注射异丙酚
表ｌ

（意大利ＡｓｔｒａＺｅｎｅｃａ公司生产）５ ｍｇ／ｋｇ后，再以
２０

各组兔胃黏膜和血清中ＳＯＤ活性、ＭＤＡ
含量的比较（；±ｓ，”一１５）

ｍｇ·ｋｇ＿１·ｈ＿１的速度持续静脉泵入。对照组和

模型组给予和异丙酚等量的生理盐水。实验过程中，
各组以生理盐水１０ ｍ１．ｋｇ＿１·ｒ１持续静脉泵入直
至实验结束。
１．３标本采集：于再灌注９０ ｍｉｎ从股动脉取血后，
处死动物并快速取胃。将血标本离心取血清置小离
心管（ＥＰ管），一８０℃冰箱保存待测。将胃沿胃大弯

注：与对照组比较，８Ｐ＜ｏ．０５，６Ｐ＜ｏ．０１；与模型组比较，

剪开，冰生理盐水漂洗干净、滤纸吸于水分后，迅速
取胃大弯侧同一位置约１ ｍｍ×１

ｍｍ×１

Ｐ＜ｏ．０５，８尸＜ｏ．０１；与Ｐ１组比较，ｅＰ＜ｏ．０５

ｍｍ大小

的胃黏膜组织，放人体积分数为４％的戊二醛溶液
中固定。并迅速刮取部分胃黏膜制成体积分数为

３讨

论

ＳＯＤ是广泛存在于需氧物体内的一种金属酶，

ｃｍ）

能催化超氧阴离子产生歧化反应，是体内最重要的

离心１０ ｍｉｎ，取上清液置ＥＰ管，一８０℃冰箱保存

氧自由基清除剂∞３。因此，当氧自由基大量生成时，

待测。

ＳＯＤ因参与抗氧化而被大量消耗，故其活性下降。

ｌｏ％的组织匀浆，以３

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半径１５

电镜观察：将戊二醛固定的标本放入体积分数

ＭＤＡ是机体内氧自由基代谢中产生的脂质过氧化

１％的锇酸中固定，乙醇梯度脱水，环氧树脂６１８包

产物，其含量的变化可反映体内氧自由基的生成及

埋，聚合后制成超微薄片，醋酸铀一枸橼酸铅双重染

脂质过氧化反应的强烈程度∞３。因此，组织和血清中

色，透射电镜下观察胃黏膜主细胞超微结构的改变。

ＳＯＤ活性和ＭＤＡ含量的变化可反映氧自由基对

胃黏膜和血清中ＳＯＤ活性、ＭＤＡ含量的测

器官造成的损伤程度。而失血性休克再灌注可引起

定：用黄嘌呤氧化酶法测定ｓＯＤ活性；用硫代巴比

血液中ＳＯＤ活性降低和ＭＤＡ含量增加＂３。本研究

１．４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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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亦显示，失血性休克再灌注后兔血及胃黏膜组

丙酚可干扰脂质过氧化夺氢过程，形成酚基，进一步

织中ＳＯＤ活性明显降低，ＭＤＡ含量显著增加，并

与脂质过氧化产物形成稳定、无活性产物，从而中断

且胃黏膜主细胞线粒体的大部分嵴及膜融合或消

脂质过氧化的链式反应ｎ¨。另外，虽然缺血前应用

失，呈空泡化或空泡样变，粗面内质网出现严重脱颗

异丙酚（Ｐ１组）后胃黏膜和血清中ＳＯＤ活性升高及

粒现象，提示失血性休克再灌注血液及胃黏膜中氧

ＭＤＡ含量降低与再灌注前（Ｐ２组）比较无明显差

自由基生成增多，并参与了胃黏膜损伤。失血性休克

异，但与再灌注后（Ｐ３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再灌注可使：①黄嘌呤氧化酶形成增多：在失血性休

义。可见，在应用异丙酚３组中，Ｐ１组ＳｏＤ和ＭＤＡ

克过程中，胃黏膜缺血、缺氧，ＡＴＰ含量降低，黄嘌

的变化尤为显著，并且其胃黏膜超微结构改变亦最

呤脱氢酶转化为黄嘌呤氧化酶，同时，由于ＡＴＰ分

轻，故缺血前应用异丙酚对胃黏膜损伤的保护作用

解，使其代谢产物次黄嘌呤大量堆积，当再灌注恢复

最显著。

组织氧供时，大量的次黄嘌呤被黄嘌呤氧化酶转变

综上所述，失血性休克再灌注兔血液及胃黏膜

为尿酸，生成大量的氧自由基。②补体活化：失血性

氧自由基显著增多，异丙酚可通过抑制失血性休克

休克可使补体活化，而活化的补体可通过黄嘌呤氧

再灌注时氧自由基的产生和清除氧自由基而减轻胃

化酶的产生而直接诱导内皮细胞产生氧自由基。

黏膜损伤，尤以缺血前应用效果最佳。

③核转录因子一ＫＢ（ＮＦ—ＫＢ）激活：失血性休克可致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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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１一０４修回日期：２００８一０１一１６）
（本文编辑：李银平）

一种简便安全的颈内静脉穿刺新方法
（正文见１７１页）

注：右食指（Ａ）放在下颌角，左手
中指与食指分开，中指（Ｅ）放在
锁骨内侧末端，食指（Ｍ）放在Ｅ
和Ａ的中点，在胸锁乳突肌内
缘，触摸颈总动脉，食指（Ｍ）轻
轻压住动脉，穿刺点就在动脉
旁，食指尖处；黑点示穿刺点
圈１
确定颈内静脉穿刺点示意图

注：用ｌ ８Ｇ套管针
（口径１．２ ｍｍ／１ ８Ｇ，长４５ ｍｍ）
在左食指尖处，先开皮再行穿刺；
注意此时颈总动脉在食指的规避下
（正规穿刺应消毒铺巾）
图２颈内静脉穿刺示意图

注：细箭头示本方法穿刺点；
粗箭头示以胸锁乳突肌为轴，
既往前、中、后入路的穿刺点
圈４颈内静脉解剖图解

注：绿色箭头示前路穿刺点
红色箭头示本研究穿刺点
图３颈内静脉解剖图解

异丙酚对失血性休克再灌注兔胃黏膜损伤的作用
（正文见１８０页）

③：对照组；⑤：模型组；⑥：Ｐｌ组（缺血前）；⑨：Ｐ２组（再灌注前）；④：Ｐ３组（再灌注后）
图１

透射电镜下观察各组兔胃黏膜主细胞超徽结构的改变（醋酸铀·枸橼酸铅双染，×ｌ

２

０００）

危重病患者应该输注白蛋白吗？
（正文见１８７页）

图１

万方数据

白蛋白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