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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骤停大鼠肾集合管水通道蛋白２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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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循环骤停对肾集合管水通道蛋白２（ＡＱＰ２）蛋白及基因表达的抑制作用。方法将

【摘要】

４０只大鼠随机分为两组，２０只大鼠通过窒息法建立循环骤停一复苏模型（复苏组），按自主循环恢复后又分为
１

ｈ和３ ｈ亚组；另２０只只行机械通气但不建立窒息模型大鼠作为对照组，每组１０只。分别于不同时间点取

材，检测血肌酐（ｓＣｒ）、尿素氮（ＢＵＮ）。同时取部分肾脏，应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及逆转录一
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分别检测ＡＱＰ２蛋白及基因表达。结果
统计学意义。复苏后１ ｈ和３

各组动物复苏时问、Ｓｃｒ、ＢＵＮ比较差异无

ＡＱＰ２蛋白及ｍＲＮＡ表达较对照组相应时间点明显下降（蛋白表达：１ ｈ为

ｈ

３８．３５±２．０８比４１．０６±１．０４，３ ｈ为３１．８９±１．５７比４１．４５±０．５８；ｍＲＮＡ表达：１ ｈ为Ｏ．６１士Ｏ．１３比Ｏ．８７±
ｏ．１４，３

ｈ为０．５４土ｏ．１ｌ比Ｏ．８５±ｏ．１２，Ｐ均＜Ｏ．０１），且复苏后３ ｈ ＡＱＰ２蛋白及ｍＲＮＡ表达较１ ｈ进一步

下降（Ｐ均＜ｏ．０１）。结论循环骤停会导致肾ＡＱＰ２蛋白、基因表达下调，这一改变早于ＳＣｒ、ＢＵＮ改变。
【关键词】循环骤停；

心肺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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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骤停是临床上最为严重的一种病理状态，

常，目前就这一现象出现的机制尚缺乏足够的理论

也是临床上各种疾病终末期患者死亡的主要原

依据。近期研究发现：水通道蛋白（ＡＱＰ）是调节肾

因ｎ’。目前心肺复苏（ＣＰＲ）是解决这类问题唯一的

脏尿量变化的主要蛋白“３。本研究中通过探讨ＣＰＲ

办法，复苏成功率为５％～６０％姑３。然而复苏后治疗

后肾集合管ＡＱＰ２表达的异常，对这一现象进行分

中几乎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多器官功能障碍，且有

析，报告如下。

效循环停止时间越长，这种损伤越严重∞３。包括肾脏

１材料与方法

在内的内脏器官，在ＣＰＲ过程中受到损伤比较严

１．１

重，其恢复程度对于评价ＣＰＲ的预后具有重要帮

（ｃａｔａｌｏｇ

助。临床上ＣＰＲ后肾功能异常早期多表现为尿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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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主要实验试剂：ＡＱＰ２一抗为兔抗ＡＱＰ２
Ｎｏ．ＢＡ０６４９，武汉博士德公司产品）；二抗

司）；①Ｘ１ ７４一ＨｉｎｃⅡｄｉｇｅｓｔ ＤＮＡ Ｍａｒｋｅｒ［ＴａＫａＲａ

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ｃｏｄｅ Ｎｏ．Ｄ３４０６Ａ］；盐
酸肾上腺素注射液（上海和丰制药有限公司）。
１．２动物分组及模型制备：雄性成年ｗｉｓｔａｒ大鼠，
体重２２０～２８０ ｇ，由中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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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４０只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两组，每组再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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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准，溴化乙锭染色后紫外灯下观察逆转录一聚合酶链

和３ ｈ亚组。参照Ｉ。ｉａｃｈｅｎｋｏ法制备大鼠窒息心搏骤

反应（ＲＴ—ＰＣＲ）扩增产物并拍照。计算机凝胶成像

停ＣＰＲ模型，术中监测心电图（ＥＣＧ）、体温、心率

分析系统分析曲线下峰面积，计算出ＰｃＲ产物密度

（ＨＲ），灯照调节体温达（３７．ｏ±ｏ．５）１Ｃ。气管切开接

含量，用目的基因扩增量与内参照基因扩增量的比

呼吸机，频率４２次／ｍｉｎ；使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值表示所检测基因的相对表达量。ＡＱＰ２反义链

（ＰａＣ（）２）３５～４５ ｍｍ Ｈｇ（１ ｍｍ Ｈｇ—Ｏ．１３３ ｋＰａ）；

５ＬＧＣＡ

ＴＣＧ

右股静脉置管。窒息前５ ｍｉｎ予维库溴铵ｏ．１ ｇ／ｋｇ

５ ７一ＧＣＴ

ＧＴＧ ＧＣＧ ＴＴＧ ＴＴＧ ＴＧＧ ３ ７；Ｂ一肌动蛋

防止窒息过程中自主呼吸恢复。窒息时断开呼吸机，

白（ｐａｃｔｉｎ）反义链５

夹闭气管导管。自主循环停止８ ｍｉｎ后开始复苏，

ＡＣＣ

心脏按压频率１６０次／ｍｉｎ，同时匀速给予复苏合剂

ＴＧＡ ＣＴＴ ＧＣＧ ＣＴＣ ＡＧＧ一３

（碳酸氢钠１ ｍｍｏｌ／ｋｇ＋肾上腺素５０ ｐｇ／ｋｇ＋生理

１．５统计学处理：应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统计软件包进行

盐水５ ｍｌ／ｋｇ）。

数据处理，数据以均数±标准差（ｚ±ｓ）表示；ＡＱＰ２

１．３标准：自主循环停止指标为心脏停搏或平均动

蛋白及ｍＲＮＡ表达采用多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

脉压（ＭＡＰ）＜１０

ＡＮＯＶＡ）；其他计量资料采用成组￡检验；Ｐ＜ｏ．０５

Ｈｇ；自主循环恢复（ＲｏＳＣ）指

ｍｍ

标为ＥＣＧ出现规律性自主ＨＲ，ＭＡＰ＞６０

ｍｍ Ｈｇ。

１．４检测指标及方法

２．１

结

２

１．４．１

取材：ＲｏＳＣ

ｈ分别取下腔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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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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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正义链５ ７一ＣＣＡ

ＣＴＧ Ｃ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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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记录复苏组大鼠复苏成功时间。
１ ｈ和３

ＧＡＧ

ＧＣＡ

果

各组复苏时间、ＳＣｒ、ＢＵＮ（表１）：对照组大鼠

未进行窒息。复苏组大鼠均成功复苏，并顺利完成实

静置，离心后检测血肌酐（ＳＣｒ）、尿素氮（ＢＵＮ）。取

验。复苏组中１ ｈ与３ ｈ间复苏时间比较差异无统

右侧肾脏快速置于液氮内，并转移至一８０ Ｃ冰箱待

计学意义（Ｐ＞ｏ．０５）。对照组与复苏组各时问点间

测ＡＱＰ２蛋白及ＡＱＰ２ ｍＲＮＡ表达变化。

ＳＣｒ、ＢＵＮ水平比较差异亦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１．４．２

ＡＱＰ２蛋白表达检测：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

法（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在肾组织标本加入６倍体积
的细胞裂解液Ａ中匀浆，４ Ｃ下１７

Ｏ．０５）．

表１

两组大鼠复苏时间及ｓｃｒ和ＢＵＮ比较（；±５）

５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半径９ ｃｍ）离心１．５～２．Ｏ ｈ，上清液为胞质蛋白样
品。沉淀（为膜成分）中加入１ ｍ１细胞裂解液Ｂ，
在冰水中匀浆，超声粉碎２～３次，每次２０ ｓ，间隔
２０

ｓ，静置过夜（４℃）后，再次离心１～２ ｈ，取上清

液为胞膜蛋白样品。用Ｌｏｗｒｙ法进行蛋白定量：各
取样品５０ ｐｌ进行蛋白定量，以浓度最低管为基准，
调节蛋白浓度，加５×样品缓冲液，煮沸３～５

ｍｉｎ。

按顺序过胶、转膜、扫描。
１．４．３

注：空白为无此项

２．２各组肾组织ＡＱＰ２蛋白及ｍＲＮＡ表达（图１，
图２；表２）：对照组中１ ｈ及３ ｈ间ＡＱＰ２的蛋白及
ｍＲＮＡ表达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复苏组３

ＡＱＰ２ ｍＲＮＡ表达检测：采用异硫氰酸胍一

酚一氯仿一异戊醇法提取肾组织总ＲＮＡ，按总ＲＮＡ提

ｈ

ＡＱＰ２的蛋白及ｍＲＮＡ表达均较１ ｈ明显下降
（Ｐ均＜ｏ．０１）。复苏组１ ｈ和３ ｈ较对照组相应时

取试剂盒（美国Ｐｒｏｍｅｇａ公司生产）说明书要求进

间点的ＡＱＰ２蛋白及ｍＲＮＡ表达均明显下降，差

行。常规提取ＲＮＡ，进行逆转录，逆转录反应体积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１）。

２０弘ｌ，总ＲＮＡ ｏ．５弘ｇ，２２ Ｕ鸟成髓细胞性白血病病

毒（ＡＭＶ），５０弘ｍｏｌ寡脱氧胸苷酸（Ｏｌｉｇｏ—ｄＴ）１５，
１

ｍｍｏｌ脱氧核苷三磷酸（ｄＮＴＰｓ），２０

Ｕ

ＲＮＡ酶抑

表２

复苏后不同时间点肾组织ＡＱＰ２蛋白
及ｍＲＮＡ表达变化（；±ｓ）

Ａ值

制剂。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扩增：反应总体积２５弘ｌ，
ｃＤＮＡ

３弘ｌ，各引物均ｏ．１弘１，ｄＮＴＰ

１０ｘｂｕｆｆｅｒ

ｏ．０２

ｍｍｏＩ／Ｉ。，

２．５弘１，Ｔａｑ聚合酶１ Ｕ。ＰＣＲ产物分析：

取ＰＣＲ反应产物１０肛ｌ，在质量分数为２％琼脂糖凝
胶中电泳，用中ｘ１７４一ＨｉｎｃⅡ作为相对分子质量标

万方数据

注：与本组１ ｈ比较，８Ｐ＜ｏ．０１；与对照组同期比较，ｂＰ＜ｏ．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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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８，Ｖ０１．２０，Ｎｏ．４

内ＳＣｒ、ＢＵＮ并无明显差异。出现这一现象可能与
ＳＣｒ、ＢＵＮ的形成有关，因为循环骤停后细胞有氧
代谢都停止，有效循环恢复早期肾脏缺血及再灌注
损伤不可能马上表现出来。但肾功能无异常并不能
否定肾脏的损伤，肾脏细胞同样需要有氧代谢。进一
１～４依次为对照组１
ｗｔＮ‘、ｒｎ

图１

ｈ、３

ｈ，复苏组１

步通过检测ＡＱＰ２蛋白及基因表达发现，复苏后１

ｈ、３ ｈ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法检测各组大鼠肾组织ＡＱＰ２蛋门表达

ｈ

ＡＱＰ２蛋白及基因表达均出现明显下降，且随时间
延长这一变化更加明显；对照组ＡＱＰ２蛋白、基因
表达并无明显变化。由此可见，肾脏有效循环停止对
于肾脏ＡＱＰ２表达具有明显影响，且蛋白及基因表
达出现同步变化。肾小管对于乏氧、ｐＨ值改变、重
金属等比较敏感，因此早期即出现异常，而这一改变
应该完全由乏氧引起，与内环境的损伤无关。
而肾功能衰竭通常需要经历３个不同的病理生

Ｍ：Ｍａｒｋｅｒ；１～５依次为对照组１
图２

ＲＴ

ｈ、３

ｈ，复苏组ｌ

ｈ、３

ｈ，阴性对照

ＰｃＲ法检测各组大鼠肾组织ＡＱＰ２ ｍＲＮＡ表达

理阶段，即少尿、无尿期；多尿期；恢复期。因此尿量、
尿液成分的变化对于反映肾功能恢复的预后具有重
要意义。针对ＡＱＰ２表达的变化，目前认为有几种

３讨论

可能机制：①肾缺血对肾集合管上皮细胞的直接损

窒息导致的心搏骤停与循环原因导致的心搏骤

伤。ＡＱＰ２是膜蛋白，主要存在于肾集合管上皮细

停具有不同的病理生理基础。窒息导致的心搏骤停

胞，细胞坏死会造成大量膜蛋白从细胞膜崩解、释

中细胞缺氧、高碳酸血症发生较早，细胞能量储备基

放，因而肾内ＡＱＰ２表达下降。②再灌注后自由基

本耗尽，因此复苏后并发症更加严重拍３。在心搏骤停

等细胞因子的作用∞３。③集合管上皮细胞自身作用。

的病理生理过程中，缺血／再灌注损伤是细胞损伤的

肾脏ＡＱＰ２表达变化是ＣＰＲ过程中内脏器官

主要机制∞。７３。肾脏损伤可以通过尿液成分的变化被

受损程度的反映。单纯通过药物改变肾脏ＡＱＰ２表

发现，可以相对灵敏地反映内脏器官损伤，其损伤程

达虽能短期改善肾脏水代谢功能，但对改善ＣＰＲ预

度的早期判断对于指导复苏后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后似乎无明显临床意义，只有通过改善各内脏器官

肾功能损伤的临床表现常需要经过少尿期、多尿期

微循环的方法才能真正改善患者预后。

和恢复期等几个不同的阶段，以往对其发生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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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肺复苏术中薄弱环节及实施对策的体会
梁凤

阿里木江

郭慧

【关键词】心肺复苏；

治疗对策；

现代心肺复苏（ｃＰＲ）的目标是：不

薄弱环节

人ｃＰＲ按压／通气比改为３０：２“３。

３院前与院内复苏的衔接

但能使猝死者心脏复跳，同时能够存活

１．５除颤：有除颤心律者应首选除颤。

医护人员到达现场后，应对猝死者

出院，并尽量减少中枢神经系统后遗症。

指南要求对心室纤颤或多行性室性心动

就地行ｃＰＲ。充分体现“黄金１ ｈ”及“三

早期高质量的ＣＰＲ是实现这一目标的

过速除颤只１次，双向波，２００ Ｊ，非同步

环理论”（院前一急诊一重症加强治疗病

关键，我们在实践中有如下体会。

直流电复律。除颤后立即行ｃＰＲ，先胸

房）“３。待Ｒ０ｓＣ即可转往医院。转运中

１

外按压。ＣＰＲ和除颤何者为先曾是争议

严密监测生命体征，必要时持续ＣＰＲ，

１．１开放气道：过去要求一旦发现患者

的焦点，沈洪等“３曾认为，早期电除颤是

保证院前与院内复苏的有效衔接，以提

无反应，在检查生命体征、判断病情后再

抢救患者生命的关键一环。目前认为，胸

高ＣＰＲ成功率及最终存活率。

开放气道。新指南则明确：在发现患者无

外按压和人工通气在复苏中凸现出和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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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后先开放气道，再检查生命体征；在

颤相当的重要性“３。

［１］

ＣＰＲ全程均应保续气道开放。

１．６窒息：首先应尽快解除窒息，若呼

ｃＰＲ中的薄弱环节及对策

１．２人工呼吸：过去要求术者深吸一口

吸停止，立即行环甲膜穿刺。对窒息者盲

气向患者口中用力吹气，持续２ ｓ以上。

目进行人工呼吸是无效的。窒息时若普

而新指南则要求术者正常吸气，向患者

通吸痰管难以到达，可用纤维支气管镜

口内匀速吹气，持续１ ｓ，见胸廓起伏即

完成。

可“１。而目前的现状仍以徒手复苏为主，

２与院前ｃＰＲ相关的薄弱环节及对策

基本不能实现口对口人工呼吸。用无氧

２．１院前急救出诊资料：我国院外急救

源的球囊一面罩通气２ ｓ以上与气管插管

资料报告缺乏规范化，应建立院前急诊

通气效果相似（Ⅱａ）。３，建议普及应用。

患者登记表，主要包括：收到呼叫、出车、

１．３建立人工气道：在医师插管的同时

到达现场，第一次进行ＣＰＲ和除颤的时

请麻醉科医师会诊协助是切实的做法，

间和地点，自主循环恢复（ＲＯＳＣ）或停

同时应进行气管插管技术的培训。

止院外复苏的时间点以及简要病情；其

１．４胸外心脏按压：按压应连续、快速

次，应保持时间的一致性。

用力，保证频率和深度符合指南要求。按

２．２院前急救配备：急诊专业人员至少

压解除阶段有一短暂停顿，使胸廓充分

医生、护士各１名。基本设备应有氧气、
人工呼吸球囊一面罩、喉镜、气管插管、心

作者单位：８３１５１ｌ新疆阜康准东石油职

电除颤监护仪及急救药品等。在院前实

工医院急诊科
作者简介：梁凤（１９６７～），女（汉族），四川
省人，主治医师，Ｅｍａｉｌ：１ａ“ｇｆ８８５＠ｓｉｎａ．ｃｏｍ。

万方数据

一一回顾国际《心肺复苏及心血管急救
指南２００５》的修订（Ｊ）．中国危重病急救
医学，２００６，１８（４）：１９３—１９４．
［２］

沈洪．扫描２００５国际心肺复苏与心血管
急救指南会议（２）一一基本生命支持：简
单却最为主要的核心内容［Ｊ］．中国危重
病急救医学，２００５，１７（５）：２５７—２５８．

［３］

杨铁城，李春盛．心肺复苏研究进展
［Ｊ］．中华急诊医学杂志，２００６，１５（２）：
１８８—１９０．

［４］

复位，增加回心血量及心室肌灌流。’。单

沈洪，蒋健．中国心肺复苏关注的问题

沈洪，何忠杰．心搏骤停的最有效治疗

一一早期电除颤［Ｊ］．中华急诊医学杂
志，２００３，１２（７）：５０１
［５］

５０２．

Ｗａｎｃｈｕｎ Ｔａｎｇ，方向韶．心肺脑复苏研
究的现状和对策［Ｊ］．中华急诊医学杂
志，２００７，１６（１）：７—９．

［６］沈伟锋，于建新，江现玉．以“三环理论”
为指导建设我国急诊医疗服务体系
（Ｊ］．中华医院管理杂志，２００４，２０（１０）：
５９５—５９７．

施ＢＬＳ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强化院前高
级生命支持（ＡＩ。Ｓ）技术。尽早展开ＡＩ。ｓ
可提高ＣＰＲ成功率。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０９—１７）
（本文编辑：李银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