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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塞米松诱导金属硫蛋白表达对大鼠缺血／再灌注
损伤心肌的保护作用研究
庄梅

方颖

【摘要】

吴立荣

雷大卫

探讨地塞米松诱导金属硫蛋白（ＭＴ）表达对大鼠缺血／再灌注（Ｉ／Ｒ）损伤心肌的延迟保

目的

护作用。方法将３２只ＳＤ大鼠随机分成地塞米松组和对照组，分别予腹腔注射地塞米松和蒸馏水预处理。
预处理２４ ｈ后构建Ｌａｎｇｅｎｄｏｒｆｆ离体心脏Ｉ／Ｒ动物模型，缺血３０ ｍｉｎ后再灌注６０ ｍｉｎ。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检测ＭＴ表达；动态观测缺血前及再灌注期问血流动力学指标［左心室发展压（ＬＶＤＰ）、左

室内压上升和下降最大速率（±ｄｐ阳ｔ ｍａｘ）、冠状动脉循环流出量（ｃＦ）］、心律失常的变化；测定心肌梗死面
积、冠状动脉流出液肌酸激酶同工酶（ＣＫ—ＭＢ）漏出率、心肌丙二醛（ＭＤＡ）、总超氧化物歧化酶（Ｔ—ＳＯＤ）、铜
锌一ＳＯＤ（ｃｕＺｎ—ｓｏＤ）、过氧化氢酶（ＣＡＴ）、谷胱甘肽过氧化酶（ＧｓＨ—Ｐｘ）水平及心肌细胞膜Ｎａ＋一Ｋ＋一ＡＴＰ
与对照组比较，地塞米松组ＭＴ的表达水平显著增加（３．０８５±１．０６５比

酶、ｃａ”一Ｍｇ”一ＡＴＰ酶活性。结果

１．０２８±Ｏ．０１６，尸＜Ｏ．０５）；再灌注期间ＬＶＤＰ、±ｄｐ／ｄｔ ｍａｘ及ｃＦ均得到明显改善（Ｐ均＜ｏ．０５）；再灌注性室
性心律失常评分明显减少［（２．００±１．４１）分比（６．６３±４．２４）分，Ｐ＜ｏ．０５］；心肌梗死面积明显缩小［（２８．３８±
１１．２２）％比（４７．３９±８．３０）％，Ｐ＜０．０１］；冠状动脉流出液ｃＫ—ＭＢ的漏出率明显降低［（８．６９±４．１６）Ｕ／ｇ比
（１８．１５±５．５９）Ｕ／ｇ，Ｐ＜ｏ．０１］；心肌组织ＭＤＡ含量降低（尸＜ｏ．０５），Ｔ—ＳＯＤ、Ｃｕｚｎ—Ｓ（）Ｄ、ＣＡＴ、ＧＳＨ—Ｐｘ均明
显升高（Ｐ＜ｏ．０５或Ｐ＜ｏ．０１）；心肌细胞膜的Ｎａ＋一Ｋ＋一ＡＴＰ酶、Ｃａ”一Ｍ９２＋一ＡＴＰ酶活性增加（Ｐ＜ｏ．０１和
Ｐ＜ｏ．０５）。结论

地塞米松可能通过上调ＭＴ的表达，对大鼠Ｉ／Ｒ损伤心肌起到延迟保护作用。

【关键词】地塞米松；

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

心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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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硫蛋白（ＭＴ）是体内最强的羟自由基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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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录入电脑，计算梗死面积。

剂，具有稳定细胞膜、调节细胞Ｃａ抖稳定等生物效

１．５冠脉流出液肌酸激酶同工酶（ＣＫ—ＭＢ）活性测

应ｎ。。研究表明，在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Ｉ／Ｒ）等多

定：用全自动生化仪测定ｃＫ—ＭＢ活性，计算漏出率。

种心脏损伤的模型上，ＭＴ的过表达均可明显降低
氧自由基（ｏＦＲ）引起的脂质过氧化损伤，减轻心肌

漏出率一ｃＫ—ＭＢ×ＣＦ／心肌总湿重

蛋白检测：另８只大鼠心脏再灌注结束后取

１．６

结构和功能改变晓３。糖皮质激素可诱导大鼠肝脏合

左心室部分全层心肌一８０℃冻存，检测ＭＴ蛋白、

成ＭＴ∞３，但其对心脏的作用如何尚不清楚。本研究

ＭＤＡ、总ＳＯＤ（Ｔ—ＳＯＤ）、铜锌一ＳＯＤ（ＣｕＺｎ—ＳＯＤ）、

通过建立大鼠离体心脏Ｉ／Ｒ模型，探讨地塞米松预

Ｎａ＋～Ｋ＋一ＡＴＰ酶、Ｃａ”一Ｍ９２＋一ＡＴＰ酶、ＧＳＨ—Ｐｘ、

处理诱导心肌ＭＴ表达的水平及其对大鼠心肌Ｉ／Ｒ

ＣＡＴ的检测。

损伤时的保护作用机制。

１．６．１

１材料与方法

肌组织１００ ｍｇ，加１ ｍｌ组织蛋白提取液（Ｔ—ＰＥＲ）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检测心肌ＭＴ蛋白：取心

主要试剂：ＭＴ单克隆抗体（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

进行匀浆，离心取上清液；用ＢＣＡ法进行蛋白质定

二喹啉甲酸法（ＢＣＡ法）蛋白检测试剂盒以及其他

量，用十二烷基硫酸钠一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ＳＤＳ—

蛋白质免疫印迹法（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所使用试剂

ＰＡＧＥ）分离、转膜；以８一肌动蛋白（Ｂ—ａｃｔｉｎ）作为内

（美国Ｐｉｅｒｃｅ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公司），辣根过氧化物酶

参照。在凝胶成像系统上分析处理，ＭＴ含量以蛋白

（ＨＲＰ）标记的山羊抗鼠ＩｇＧ（美国ｓａｎｔａ

条带的积分吸光度（Ａ）值与ｐ—ａｃｔｉｎ Ａ值的相对比

１．１

Ｃｒｕｚ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公司）；丙二醛（ＭＤＡ）、超氧化物歧

值表示。

化酶（ＳｏＤ）、谷胱甘肽过氧化酶（ＧＳＨ—Ｐｘ）、过氧化

１．６．２

氢酶（ＣＡＴ）、ＡＴＰ酶测试盒（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

取心肌组织制备匀浆，用ＢＣＡ法测定心肌组织蛋白

究所）。

含量，硫代巴比妥法测定ＭＤＡ，黄嘌呤氧化酶法测

１．２动物分组及预处理：成年雄性ＳＤ大鼠３２只，

定Ｔ—ＳｏＤ、Ｃｕｚｎ—ＳｏＤ，紫外分光法测定ＣＡＴ，５ ７一联

体重２４０～３０１ ｇ，由贵阳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硫代一双一２一硝基苯甲酸（ＤＴＮＢ）法测定ＧＳＨ—Ｐｘ。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两组，每组１６只。地塞米松组

１．６．３纽Ｕ｝骥Ｎａ＋一Ｋ＋一ＡＴＰ酶和Ｃａ２十一Ｍｇ抖一ＡＴＰ

参照文献［４］方法腹腔注射地塞米松ｏ．８ ｍｇ／ｋｇ进

酶活性测定：取心肌组织，采用无机磷比色法测定

行预处理，对照组腹腔注射等量蒸馏水。

Ｎａ＋一Ｋ＋一ＡＴＰ酶和Ｃａ抖一Ｍ９２＋一ＡＴＰ酶活性，操作

１．３离体心脏Ｉ／Ｒ模型制备：大鼠预处理２４ ｈ后，

按试剂盒说明书要求，单位用每小时每克蛋白分解

腹腔注射戊巴比妥（３０ ｍｇ／ｋｇ）麻醉、肝素５００ Ｕ抗

ＡＴＰ产生１ ｍｍｏｌ无机磷的量表示。细胞膜蛋白含

凝，开胸取心脏，浸入ｏ～４℃Ｋｒｅｂ—Ｈｅｎｓｅｌｅｉｔ缓冲

量采用ＢＣＡ法测定。

心肌ＭＤＡ、Ｔ～ＳＯＤ、ＣＡＴ、ＧＳＨ—Ｐｘ测定：

液（Ｋ—Ｈ液）中，主动脉插管并悬挂于Ｌａｎｇｅｎｄｏｒｆｆ

１．７统计学处理：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软件处理，数据以

灌注装置上，用Ｋ—Ｈ液进行灌注。切开肺动脉根部，

均数±标准差（ｚ±ｓ）表示。心功能指标用重复测量

使冠状动脉（冠脉）循环流出液引流充分。平衡灌注
２０

ｍｉｎ后停止灌注，缺血３０ ｍｉｎ后再灌注６０

ｍｉｎ。

设计的方差分析，两组间定量资料比较用独立样本
￡检验，Ｐ＜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１．４左心室功能、再灌注性室性心律失常、心肌梗

２

死面积测定：每组随机抽取８只大鼠，用多导生理

２．１

记录仪测定缺血前及再灌注１０、２０、３０、４０、５０和

对含量（图１）：地塞米松预处理后，大鼠心肌ＭＴ表

ｍｉｎ左心室发展压（ＬＶＤＰ）、左室内压上升和下

达增加，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３．０８５±

６０

降最大速率（±ｄｐ／ｄｔ ｍａｘ）、冠脉循环流出量（ＣＦ）、

结

果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检测心肌组织中ＭＴ的相

１．０６５比１．０２８＋０．０１６，Ｐ＜０．０５）。

室性期前收缩（ＰＶＣ）、室性心动过速（ＶＴ）、心室扑
动（ＶＦ）、心室纤颤（Ｖｆ）的数值。参考Ｃｕｒｔｉｓ等口３和
Ｒａｖｉｎｇｅｒｏｖａ等∞３的方法对心律失常进行评分（ｏ～
６分）以量化分析其严重程度。再灌注结束后给予氯
化三苯四唑（ＴＴＣ）６ ｍ１行冠脉逆灌注，用体积分数
为４％的甲醛溶液固定２４ ｈ。沿心脏长轴把心脏切
成１ ｍｍ厚的薄片，将梗死心肌（被染成灰白色）的

万方数据

１～４：对照组；５～８：地塞米松组
图１

ｗｅｓｔｅ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法检测两组大鼠
心肌组织ＭＴ蛋白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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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Ａｐｒｉｌ

２．２血流动力学指标（图２）：两组大鼠离体心脏缺

·２２５·

２００８，Ｖ０１．２０，Ｎｏ．４

３讨论

血前左心室功能（ＬＶＤＰ、±ｄｐ／ｄｔ ｍａｘ）、ＣＦ的基线

随着冠脉血运重建技术的逐步完善，使严重缺

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均＞ｏ．０５）；再灌注期

血的心肌在恢复血供上有了较多可靠的方法。但在

间地塞米松组ＬＶＤＰ、±ｄｐ／ｄｔ ｍａｘ、ＣＦ均较对照组

实验研究和临床实践中均发现，短时间心肌供血中

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ｏ．０５）。

断后，在一定时间内恢复血供可发生Ｉ／Ｒ损伤，表

２．３再灌注性室性心律失常（表１）：地塞米松组心

现为心肌电活动异常、收缩性降低、损伤标志物含量

律失常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急剧增高。目前认为Ｉ／Ｒ损伤与ＯＦＲ引起生物膜

（Ｐ＜０．０５）．

脂质过氧化及细胞内钙超载等导致细胞不可逆损伤
有关吖娟３。如何有效地诱导机体内源性保护物质，减

表１两组心律失常评分及心肌梗死面积比较（ｊ±ｓ）

轻心肌的Ｉ／Ｒ损伤以应用于临床，一直是缺血心肌
保护领域中的研究热点。
ＭＴ参与了对心肌Ｉ／Ｒ损伤的第一线防御∽３，
其作为一种强的心血管系统内源性细胞保护物质的
作用正备受关注。已知包含锌ｎ叫在内的多种重金

注：与对照组比较，８Ｐ＜Ｏ．０５，６Ｐ＜ｏ．０１

属、细胞因子、应激、激素等均可诱导机体合成ＭＴ。
２．４心肌梗死面积（表１）：地塞米松组心肌梗死面

近有临床研究提示，在顽固性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患

积较对照组明显减小（Ｐ＜Ｏ．０１）。

者中运用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短期替代治疗可显著

冠脉流出液ＣＫ—ＭＢ的漏出率（表１）：地塞米

改善患者心功能ｎ¨。同时也有动物研究发现，糖皮

松组ＣＫ—ＭＢ漏出率较对照组明显减少（Ｐ＜ｏ．０１）。

质激素和硫酸锌可协同升高动物肝脏合成ＭＴ水

２．５

２．６心肌组织抗氧化酶活性的变化（表２）：与对照

平ｎ扪，但确切机制尚不清楚。本研究通过采用中等

组比较，地塞米松组抗氧化酶Ｔ—ＳｏＤ、ＣｕＺｎ—ＳＯＤ、

剂量地塞米松预处理，２４ ｈ后构建Ｌａｎｇｅｎｄｏｒｆｆ离

ＣＡＴ及ＧＳＨ—Ｐｘ含量显著增高，脂质过氧化产物

体心脏Ｉ／Ｒ动物模型，用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检测两

ＭＤＡ含量显著降低（Ｐ＜ｏ．０５或Ｐ＜ｏ．０１）。

组大鼠心肌ＭＴ的水平，结果显示地塞米松预处理

心室肌细胞膜Ｎａ＋一Ｋ＋一ＡＴＰ酶和Ｃａ２十一Ｍ９２＋一

２．７

后可显著上调ＭＴ的表达。

ＡＴＰ酶活性变化（表２）：地塞米松组心室肌细胞膜

有研究发现ＭＴ可减轻心肌的Ｉ／Ｒ损伤ｎ¨¨，

的Ｎａ＋一Ｋ＋一ＡＴＰ酶、Ｃａ２＋一Ｍｇ”一ＡＴＰ酶活性较对

其保护作用主要通过清除自由基、增强抗氧化酶的

照组显著升高（Ｐ＜ｏ．０１和Ｐ＜ｏ．０５）。

活性以对抗膜脂质过氧化；促进Ｎａ＋一Ｋ＋一ＡＴＰ酶和

＋地塞米松组
＋对照组

６０

＋地塞米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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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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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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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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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灌注时间（ｍｉｎ）

再灌注时问（ｍｉｎ）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８Ｐ＜ｏ．０５
图２两组大鼠心肌Ｉ／Ｒ期间血流动力学的变化比较
表２

两组大鼠心肌ＳＯＤ、ＣＡＴ、ＧＳＨ—Ｐｘ、ＭＤＡ、Ｎａ＋一Ｋ＋一ＡＴＰ酶、Ｃａ”一Ｍｇ”一ＡＴＰ酶比较（ｚ士ｓ）

注：与对照组比较，８尸＜ｏ．０５，６Ｐ＜ｏ．０１

万方数据

·２２６·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２００８年４月第２０卷第４期

ｄｅｇｒｅｅ

超载等途径来实现乜’９’“。１钔。本研究结果也显示：与

２７（９）：１ ９３７

３６２

［８］

Ｃｏｙｌｅ

Ｊ

Ｐ，Ｐｈｉｌｃｏｘ

Ｙ

Ｃ，Ｃａｒｅｙ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Ｊ．Ｔｈｅ

Ｓｏｃ Ｅｘｐ

ａ１．Ｍｅｔａｌｌｏｔｈｉｏｎｅｉｎ：ｔｈｅ

Ｃ，ｅｔ

Ｌｉｆｅ

Ｂｉｏ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ｉｎｃ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ｌｌｏｔｈｉｏｎｅｉｎ

ｉｎ

４８９

［１３］Ｗａｎｇ

Ｃｕｒｔｉｓ

ｂｙ

ａ１．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ｉｏｎ。ｆ
ｏｆ

２００３，１

ｒａｔ［Ｊ］．Ｉｎｔ Ｊ Ｉｍｍｕ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１９９６，１８（２）：

Ｊ，Ｗａｌｋｅｒ Ｍ Ｊ．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５：ａｎ
ｏｆ

ａｒｒｈｙｔｈｍｉａｓ
ｉｎ

ａｎ

Ｗａｎｇ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ｈｅａｒ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ｏｉｄ ｐｅｒｆｕｓｅｄ
ｔｏ

２２９９．

Ｙ，Ｓｕｎ

Ｘ，ｅｔ

ａ１．Ａｎｔｉａｐ。ｐｔｏ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
ｉｎ

ｍｅｔ—

ｍｉｃｅ［Ｊ］．Ａｍ Ｊ Ｐａｔｈｏｌ，

６３（４）：１５７９—１５８６．
Ｇ

Ｗ，Ｓｃｈｕｓｃｈｋｅ

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Ｄ

Ａ，Ｋａｎｇ

Ｙ

Ｊ．Ｍｅｔａｌｌｏｔｈｉｏｎｅ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ｃｙｔｅｓ

ａｒｅ

Ｐｔ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Ｊ］．Ａｎｌ Ｊ Ｐｈｙｓｉ０１，１９９９，２７６（１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ｏ

２）：Ｈ１６７

Ｈ１７５．

Ｊ，ｅｔ ａ１．Ｂｒｉｅｆ，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Ｖｅｒｅｘ—

Ｈｅａｒｔ Ｃｉｒｃ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ｊｕｒｙ

［１６］Ｗａｎｇ

Ｗ，Ｋｌｅｉｎ Ｊ

Ｇ

ｄｏｘｏｒｕｂｉｃｉ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ｓｐａｓｅ一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ｙｐｏｘｉａ／

ｍｅｔａｎｏｔｈｉｏｎｅｉｎ

ｕｓｉｎｇ

ｉｎ ｖｉｖｏ

６６５．

Ｒａｖｉｎｇｅｒｏｖａ Ｔ，Ｔｒｉｂｕｌｏｖａ Ｎ，Ｓｌｅｚａｋ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ｏｆ

ｓｅｖｅｎ ｓｃｏｒｅｓ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ｓｃｈａｅｍｉａ［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１９８８，２２（９）：６５６

ｏｆ

ａ１．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

ａｌｌｏｔｈｉｏｎｅｉｎ一。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ｉｃ

Ｈ２【）ｚ

Ｍ

Ｂ，ｅｔ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ｃｙｔｅｓ［Ｊ］．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Ｊ，Ｌｉ

Ｙ

Ｊ

Ｚ，Ｋｌｅｉ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２００ｌ，２８０（５）：Ｈ２２９２

［１ ５］

ｓｃｏ“ｎｇ

ａｎｄ

Ｗ，Ｚｈｏｕ

Ｇ

ｒｅｏｘｙｇｅ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一６，ｄｅｘａｍｅｔｈａｓｏｎｅ

２３１—２３２．

［６］

４９１．

［１４］Ｋａｎｇ

章元沛．药理学实验［Ｍ］．２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１９９６：

ｍｏｄｅ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９９７．

患者中的临床意义［Ｊ］．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２００３，１ ５（８）：

ｔｈｅ

１６７—１７２．

［５］

２）：Ｈ９９３

作用［Ｊ］．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２００４，１６（９）：５６０一５６１．

Ｓｃｉ，２００２，５９（４）：６２７—

Ｍｅｄ，１９９９，２２２（３）：２６３—２７３．

Ｍ，Ｙａｍａｋｉ Ｊ，Ｈａｍａｙａ Ｍ，ｅｔ

ｍ吐ａｌｌｏｔｈｉｏｎｅｉｎ

［４］

Ｐｔ

ａ１．Ｍｅｔａｌｌｏｔｈｉｏｎｅｉｎ ｉｎｈｉｂｉｔｓ

ｍｏｕｓｅ ｈｅａｒｔ［Ｊ］．Ａｍ Ｊ

［儿］卢亮，厉伟民．肾上腺皮质功能变化在顽固性充血性心力衰竭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ｈｅａｒｔ［Ｊ］．Ｐｒｏｃ

ａｎｄ

ｉｎ

［１０］沈炳玲，秦毅，颜利求．锌对家兔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

６４７．

Ｓａｔｏ

Ｔ，ｅｔ

锌含量的影响［Ｊ］．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２００２，１９（２）：１—２，２８．
Ｌ

ｍｕｌｔｉｐｕｒｐｏｓ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Ｊ］．Ｃｅｌｌ Ｍｏｌ

［３］

Ｊ

［１２］徐丽霞，彭新君，黄海英．硫酸锌和地塞米松磷酸钠对家兔肝脏

参考文献

Ｋａｎｇ

１４９．

Ｇ，Ｓａａｒｉ

Ｊ，Ｌｉ

１９９９，２７６（３

肌Ｉ／Ｒ损伤可能与其清除氧自由基、稳定细胞膜、

［２］

Ｙ

Ｋａｎｇ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ＧＳＨ—Ｐｘ、Ｎａ＋一Ｋ＋一ＡＴＰ酶和Ｃａ”一Ｍｇ抖一ＡＴＰ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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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维平，司良毅，张乐之，等．再灌注损伤大鼠心肌细胞核

２００５，１７（３）：１４６

［９］

Ｉ／Ｒ损伤的延迟保护效应。地塞米松组心肌ＭＤＡ水

抑制细胞钙超载及增强抗氧化酶的活性有关。

Ｃａｒｄｉｏｌ，１９９５，

３Ｈ—Ｒｙａｎｏｄｉｎｅ结合特性的变化［Ｊ］．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冠脉流出液ＣＫ—ＭＢ的漏出率亦明显降低。提示

活性显著升高，提示地塞米松诱导ＭＴ表达减轻心

Ｃｅｌｌ

１ ９５１．

灌注损伤的防治作用［Ｊ］．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２００１，１３（６）：

ＬＶＤＰ、±ｄｐ／ｄｔ ｍａｘ及ＣＦ得到明显改善，再灌注

平显著降低，Ｔ—ＳＯＤ尤其是Ｃｕｚｎ—ＳＯＤ、ＣＡＴ、

２００８，Ｖ０１．２０，Ｎｏ．４

［７］林丽娜，王万铁，徐正｛介，等．地塞米松对家兔失血性休克／再

对照组比较，地塞米松组大鼠的心脏在再灌注期间

ＭＴ过表达参与介导地塞米松预处理对大鼠心肌

Ｍｅｄ，Ａｐｒ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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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抖一Ｍ９２＋一ＡＴＰ酶活性以稳定细胞膜、减轻细胞钙

性室性心律失常明显减少，心肌梗死面积明显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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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０７一０９—１５修回日期：２００７—１２一１１）
（本文编辑：李银平）

ａｎｄ

·启事·
第八届呼吸支持技术（２００８）暨第二届呼吸治疗高级研修班通知
呼吸支持技术高级研修班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一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王辰教授负责的国家级继续教育项
目。迄今已经成功举办７届，培养学员数千人。７年的历练与沉淀，已发展成具有一定品牌效应的国内一流的危重病研修班。
研修班秉承“实用技术与最新进展相结合”的办学宗旨，着眼于实用性，邀请王辰、席修明、刘大为、杜斌、邱海波、安友仲、
许媛等国内知名专家授课。授课内容力求新颖、实用，将危重病医学的热点、难点问题浓缩为基础理论、危重病医学指南、感
染、ＡＲＤｓ、无创通气与撤机、呼吸治疗六大板块，以专题讲座为主，辅以互动答疑、病例讨论、呼吸机模式、力学波形现场演示
等环节，全方位立体化的展示我国危重病医学的新发现、新进展。
举办时间：研修班将于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中下旬在北京举行。学费及资料费共计１ ２００元／人，住宿费和伙食费由组委会统一安
排，费用自理。

联系人：呼吸支持技术高级研修班会务组，杜敏捷医生。
通信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南路８号，北京朝阳医院一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邮编：１０００２０；电话：０１０一６５０６０１６７，０１０一
８５２３１８９３；传真：０１０一６５０６０１６７；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ｂｉｎｇ＠ｖｉｐ．ｓｏｈｕ．ｎｅｔ（请注明邮件主题为“２００８呼吸支持技术高级研修班”）。您可通
过邮寄回执、传真或者发送Ｅｍａｉｌ报名参加。
详情更新请登陆北京朝阳医院网站（ｗｗｗ．ｂｊｃｙｈ．ｃｏｍ．ｃｎ）、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网站（ｗｗｗ．ｂｉｒｍ．ｃｎ）查询，也可于以上
网站下载报名表。

（北京朝阳医院一北京呼吸疾病研究所）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