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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乳预处理和后处理对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
损伤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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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在心肌缺血／再灌注（Ｉ／Ｒ）损伤前（预处理）或损伤后（后处理）给予脂肪乳对心脏

目的

Ｉ／Ｒ损伤的改善作用，探讨脂肪乳在心脏保护方面的潜在价值。方法实验采用大鼠Ｌａｎｇｅｎｄｏｒｆｆ心脏离体灌
流模型。将２４只雄性ｓＤ大鼠随机分组：空白对照组（ＩｓＣＨ组）心脏离体平衡５０
１２０

ｍｉｎ，３７

ｃ缺血４０ ｍｉｎ，复灌

ｍｉｎ；脂肪乳预处理组（Ｉ—ｐｒｅｃ组）心脏离体平衡２０ ｍｉｎ，给予含３０％的脂肪乳灌注液输注１５ ｍｉｎ，洗脱

１５

ｍｉｎ，随后３７

４０

ｍｉｎ，复灌１２０ ｍｉｎ，复灌开始即给予含３０％的脂肪乳灌注液输注１５ ｍｉｎ。于平衡５０ ｍｉｎ和复灌１２０ ｍｉｎ期

Ｃ缺血４０ ｍｉｎ，复灌１２０ ｍｉｎ；脂肪乳后处理组（Ｉ—ｐｏｓｔｃ组）心脏离体平衡５０ ｍｉｎ，３７

Ｃ缺血

间连续监测左室内压上升和下降最大速率（±ｄｐ／ｄｔ ｍａｘ）、左室舒张期末压（ＬＶＥＤＰ）、左室舒张压（ＬＶＤＰ）、

心率（ＨＲ）。平衡２０ ｍｉｎ和复灌６０ ｍｉｎ时接取冠状动脉流出液，测定肌酸激酶（ＣＫ）和乳酸脱氢酶（Ｉ。ＤＨ）
的活性。复灌结束后计算心肌梗死面积。结果

心脏机械功能指标：与ＩＳｃＨ组比较，复灌期间Ｉ—ｐｏｓｔＣ组

＋ｄｐ／ｄｔ ｍａｘ、ＬＶＤＰ显著升高，一ｄｐ／ｄｔ ｍａｘ、ＬＶＥＤＰ显著降低（Ｐ均＜ｏ．０５）；而Ｉ—ｐｒｅｃ组各指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冠状动脉生化指标：复灌６０ ｍｉｎ时Ｉ—ｐｒｅＣ组和Ｉ—ｐｏｓｔｃ组ＣＫ和ＬＤＨ活性均较ＩｓｃＨ组显著

降低（Ｐ均＜ｏ．０５）；Ｉ—ｐｒｅＣ组与Ｉ—ｐｏｓｔｃ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尸均＞ｏ．０５）。Ｉ—ｐｒｅｃ组和Ｉ ｐｏｓｔＣ组心肌
梗死面积较ＩＳＣＨ组显著降低［（２１．６±１．８）％、（１５．９±１．３）％比（４６．５±３．９）％，Ｐ均＜ｏ．０５）］；Ｉ—ｐｒｅＣ组与
脂肪乳预处理和后处理均能减轻心肌Ｉ／Ｒ损伤后

Ｉ—ｐｏｓｔＣ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结论

ｃＫ和ＬＤＨ的释放，缩小心肌梗死面积。脂肪乳后处理能显著增强心肌Ｉ／Ｒ损伤后心脏的机械功能。
【关键词】脂肪乳；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后处理；

预处理；

ｉｎｔｒａｌｉｐｉｄ

缺血／再灌注损伤，心肌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ｏｎ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

Ｌ，Ｕ

Ｓ｝Ｉ册ｔ一“ｎｇ，ＷＡＮＧ Ｙ主ｎｇ，ｗＡＮＧ Ｒｕ—ｒｏｎｇ，ＣＨＡＩ ＹＭｎ一凡ｉ，ＷＵ Ｗｅ｛，ＨＵＡＮＧ Ｈｎｎ，ＬＩＵ Ｊｉｎ．Ｉ。ａｂｏｒ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ｎ ａｎａ Ｃｒｉｔ托口￡ｃａｒ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ｅｓｔ ｃｈｉｎｎ Ｈｏｓｐ赴ａｚ，Ｓｉｃｈ托ａｎ Ｕｎｉ寸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ｄＭ ６１００４１，
Ｓ？ｆ＾“以，ｚ，（？＾ｉ咒以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ｎｔｒａｌｉｐｉｄ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ｐｅｒｆｕｓｅｄ ｈｅａｒｔｓ ｏｆ ｒａ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Ｉ／Ｒ）ｉｎｊｕｒｙ ｗｈｅｎ ｉｔ ｗａ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ｅｖｅｎｔ（ｐｏ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Ｉ／Ｒ ｉｎｊｕｒｙ．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ｍａｌ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ｏｕ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ｅｒｅ
ｒａｔｓ

（ＳＤ）

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

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ｆ ｉｎｔｒａｌｉｐｉｄ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ｗｅｒｅ

ｉ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ｎｏｖｅｌ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ａ

ｉｎｔ。

３

ｇｒｏｕｐ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Ｌａｎｇｅｎｄｏｒｆｆ—ｐｅｒｆ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ｆｏｒ

ｈｅａｒｔｓ．

ｒａ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５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ｗａｒｍ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３７℃）ｆｏｒ ４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ｎｄ
１ ２０ ｍｉｕｎｔｅｓ ｏｆ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ｈｅａｒｔｓ ｉ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ｐｒｅＣ 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ｆ １ ５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ｌｉｐｉ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１ ５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ｆ ｗａｓｈ

ｏｕ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ｆｏｒ ４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１２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Ｉｎ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ｐｏ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ｐｏｓｔＣ ｇｒｏｕｐ）ｒａｔ ｈｅａｒｔ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ｕ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ｒａｌｉｐｉｄ ｆｏｒ
１５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ｏｆ

ｏｎｓｅｔ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Ｈｅａｒ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ｔｒａｌｉｐｉｄ

ｓｅｒｖｅｄ

ｉｓｃｈｅｍｉｃ

ａｓ

ｃｏｎｔｒ０１

（ＩＳＣＨ）ｇｒｏｕｐ．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ｅａｒｔ ｒａｔｅ（ＨＲ），１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ＶＥＤＰ），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ＶＤＰ），ｍａｘｉｍ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ｅ／ｄｏｗｎ（±ｄｐ／ｄｔ ｍａｘ）］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ｃａｒｄｉａｃ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ｒｅａｔ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
（ＣＫ），ｌａｃｔａｔ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ＬＤＨ）］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ａｌｌ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６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ＬＶＤＥＰ，

Ｐ＜Ｏ．０５）．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Ｉ—ｐｒｅＣ ａｎｄ Ｉ—ｐｏｓｔ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ｌｌ

ｗｉｔｈ

ｍａｘ

一ｄｐ／ｄ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ＳＣＨ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ｎｏ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ａｎｄ ６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ｆｔｅｒ

２０

ｔｏ

ｗｅｒｅ

ａｎｄ＋ｄｐ／ｄｔ ｍａｘ ｉｎ ｔｈｅ Ｉ—ｐｏｓｔＣ

ｌｏｗｅｒ ｗｈｅ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ｅｒ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ｐｏｓｔＣ ｗａｓ ｍａｒｋｅｄｌｙ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ＣＨ

（Ｐ＞Ｏ．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ｔｒａｌｉｐｉ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

ＣＫ，ＬＤＨ ａｎｄ Ｉ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ｗｉｔｈ

ＩＳＣＨ

ａｂｏｖ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ｒａｔ

ｎｏ

ｏｆ ＬＤＨ ａｎｄ ＣＫ．
ｇｒｏｕｐ ａｔ

Ｉ—ｐｒｅＣ

ｗｅｒｅ

ｇｒｏｕｐ

ｇｒｏｕｐ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ｂｅｆｏｒｅ

ｈｅａｒｔｓ．

ｎｏｔ
ｏｒ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ａｒｃｔ ｓｉｚｅ（ＩＳ）。ｆ Ｉ—ｐｒｅＣ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２１．６±１．８）％，

ｄｉｆｆ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ｐｒｅＣ ａｎｄ Ｉ—ｐｏｓｔＣ

ａｆｔｅｒ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

Ｉｎｔｒａｌｉｐｉｄ

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１２０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ｏｆ

（１５．９±１．３）％ｖｓ．（４６．５±３．９）％，ｂｏｔｈ Ｐ＜Ｏ．０５］．Ｔｈｅ ＩＳ ｄｉ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ｏｆ ＬＤＨ ａｎｄ ＣＫ ｉｎ Ｉ—ｐｒｅＣ ａｎｄ Ｉ—ｐｏｓｔＣ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１０ｗｅｒ

Ｐ＜＜０．０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ａｔ

ＩＳＣＨ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ＬＶＤＰ

ｃａｎ

ｄｅｃｆｅａｓｅ

ｐｏ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ｎＪｕｒｙ

万方数据

ｉｎｔｒａｌｉｐｉｄ；

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ｒｅ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２２８·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２００８年４月第２０卷第４期

Ｓｔａｄｌｅｒ等ｎ’利用肝脏离体灌流模型发现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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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监测指标及方法：连续监测平衡５０ ｍｉｎ和复

的脂肪乳预处理能够减少转氨酶、乳酸脱氢酶

灌１２０ ｍｉｎ期间大鼠心脏±ｄｐ／ｄｔ

（ＬＤＨ）、钾、二烯烃和三烯菌素的释放，且其作用呈

ＬＶＤＰ和ＨＲ。平衡２０ ｍｉｎ和复灌６０ ｍｉｎ时接取冠

浓度依赖性，他们的研究表明脂肪乳预处理能够减

状动脉（冠脉）流出液，测定肌酸激酶（ＣＫ）和ＬＤＨ

轻肝脏缺血／再灌注（Ｉ／Ｒ）损伤。ｗｅｉｎｂｅｒｇ等蛆３研究

含量。复灌结束将心脏速冻后，行氯化三苯四唑

表明，用ｌｏ％、２０％、３０％的脂肪乳均能提高布比卡

（ＴＴＣ）染色，心脏切片以体积分数为４％的多聚甲

ｍａｘ、ＬＶＥＤＰ、

因引起中毒大鼠中毒半数有效量（ＥＤ５０）；复苏时用

醛固定２４ ｈ，扫描仪扫描，用Ｉｍａｇｅ—ｐｒｏ

３０％的脂肪乳能显著改善心功能。后来他们又发现，

分析软件计算心肌梗死区域占心脏总面积比例。

２０％的脂肪乳能显著提高犬在布比卡因中毒时的存

１．４统计学分析：数据以均数±标准差（ｚ±ｓ）表

活率∞３。Ｒｏｓｅｎｂｌａｔｔ等“３曾用含２０％的脂肪乳灌注

示；各组心脏机械功能和酶学之间的比较用重复测

液１００ ｍｌ成功复苏１例布比卡因和甲哌卡因中毒

量的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分析；心脏平

引起心搏骤停的患者。这些研究提示我们，脂肪乳似

衡状态和复灌期间机械功能的比较采用多元方差分

乎有一定的心脏保护作用。因此，我们利用大鼠离体

析；心肌梗死面积的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Ｐ＜

灌流模型，研究３０％的脂肪乳预处理或后处理对心

ｏ．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脏Ｉ／Ｒ期间的影响，从而探讨其保护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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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材料与方法

２．１心脏机械功能（图１，图２）：平衡状态时３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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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ｇｅｎｄｏｒｆｆ离体心脏灌流模型：雄性ＳＤ大

±ｄｐ／ｄｔ ｍａｘ、ＬＶＥＤＰ、ＬＶＤＰ和ＨＲ比较差异均无

鼠２４只（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研究所，合格

统计学意义（Ｐ均＞ｏ．０５）。与ＩＳＣＨ组比较，复灌期

证号：ＳＣＸＫ川２００４—１５），体重２００～３００ ｇ。用戊

间Ｉ—ｐｏｓｔＣ组＋ｄｐ／ｄｔ ｍａｘ和ＬＶＤＰ均显著升高，

１．１

巴比妥（４０ ｍｇ／ｋｇ）腹腔注射麻醉大鼠，给５００ Ｕ肝

一ｄｐ／ｄｔ ｍａｘ和ＬＶＥＤＰ均显著降低（Ｐ均＜ｏ．０５）；

素肝素化。心脏离体后，悬挂于Ｌａｎｇｅｎｄｏｒｆｆ装置，

Ｉ—ｐｒｅＣ组±ｄｐ／ｄｔ ｍａｘ、ＬＶＥＤＰ、ＬＶＤＰ贝Ⅱ差异均无

经主动脉对心脏进行逆行灌注。心脏复跳后，剪开肺

统计学意义。３组间Ｈ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动脉，便于肺动脉液体回流。待心脏稳定后，经左心
耳剪一小口，插入连接压力传感器的水囊，调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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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舒张期末压（ＬＶＥＤＰ）５～７
ｏ．１３３

ｋＰａ），多通道生理记录仪连续监测ＬＶＥＤＰ、

左室舒张压（ＬＶＤＰ）、左室内压上升和下降最大速
率（±ｄｐ／ｄｔ ｍａｘ）及心率（ＨＲ）。
１．２分组与监测指标：２４只大鼠按照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３组。空白对照组（ＩＳＣＨ）：心脏离体后平衡
５０

Ⅲ

ｍｉｎ，３７℃缺血（Ｉ）４０ ｍｉｎ，复灌（Ｒ）１２０ ｍｉｎ。脂

肪乳预处理组（Ｉ—ｐｒｅＣ）：心脏离体平衡２０ ｍｉｎ，用含
３０％的脂肪乳灌注液（３０％的脂肪乳１ ｍ１加入
２１ ｍｌ
１５

Ｋ—Ｈ液中），以１ ｍ１／ｍｉｎ速度输入灌注体系

ｍｉｎ，洗脱１５ ｍｉｎ。将心脏３７…Ｃ下缺血４０

ｍｉｎ、

复灌１２０ ｍｉｎ。脂肪乳后处理组（Ｉ～ｐｏｓｔＣ）：心脏离体
平衡５０ ｍｉｎ，３７℃下缺血４０ ｍｉｎ、复灌１２０ ｍｉｎ，复
灌开始给予含３０％的脂肪乳灌注液，以１ ｍｌ／ｍｉｎ
输入灌注体系，持续灌注１５

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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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脂肪乳预处理或后处理对心脏Ｉ／Ｒ期间±ｄｐ／ｄｔ ｍａ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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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冠脉血生化指标（图３）：平衡２０ ｍｉｎ时，３组

４０

ＣＫ和ＬＤＨ活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均＞

心脏灌流模型研究发现，与ＩＳＣＨ组相比，在心脏复

ｏ．０５）。复灌６０ ｍｉｎ时，Ｉ—ｐｒｅＣ组与Ｉ—ｐｏｓｔＣ组

灌期间给予３０％的脂肪乳可显著改善左室机械功

ＣＫ和ＬＤＨ活性较ＩＳＣＨ组均显著降低［ＣＫ：

能，表现为Ｉ。ＶＤＰ和＋ｄｐ／ｄｔ ｍａｘ显著增加，而

（１０３．５±４９．７）Ｕ／Ｌ、（１７０．１±４９．７）Ｕ／Ｌ

比

ＬＶＥＤＰ和一ｄｐ／ｄｔ ｍａｘ相应减少。表明脂肪乳后处

（３９９．７±４９．７）Ｕ／Ｌ，ＬＤＨ：（３７．０±１７．５）Ｕ／Ｌ、

理可显著增加左室的顺应性，但脂肪乳预处理则并

（５９．１±１７．５）Ｕ／Ｌ比（１３７．５±１７．５）Ｕ／Ｌ，Ｐ均＜

不显著增强左室机械功能，这与Ｖａｎ

ｏ．０５］；而Ｉ—ｐｒｅＣ组与Ｉ—ｐｏｓｔＣ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的研究结果类似。脂肪乳预处理和后处理均能减轻

学意义（Ｐ均＞０．０５）。

复灌６０ ｍｉｎ时ＣＫ和ＬＤＨ的释放，减小心肌梗死

２．３心肌梗死面积（图３）：与ＩＳＣＨ组比较，Ｉ—ｐｒｅＣ

面积；而脂肪乳后处理不仅增强左室机械功能，还显

ｍｉｎ，心脏发生了再灌注损伤。本实验中利用大鼠

ｄｅ

Ｖｅｌｄｅ等∽３

组和Ｉ—ｐｏｓｔＣ组的心肌梗死面积显著降低［（２１．６±

著减少ＣＫ和ＬＤＨ的释放，表明在复灌期间给予脂

１．８）％、（１５．９±１．３）％比（４６．５±３．９）％，Ｐ均＜

肪乳其发挥保护作用更确切，脂肪乳后处理本身更

ｏ．０５）；Ｉ—ｐｒｅＣ组和Ｉ—ｐｏｓｔＣ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有临床价值。因为更多的心脏Ｉ／Ｒ损伤需要我们提

意义。

供治疗的措施。

３讨

论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ｌｄｅ等∽３研究发现，结扎犬冠脉前降

脂肪乳注射液在临床已经应用了近５０年，可为

支，复灌期间给予２０％的脂肪乳，犬的心脏收缩功

机体提供能量和必须的脂肪酸。脂肪乳由磷脂包含

能恢复较快，表明复灌期间给予脂肪乳可增强顿抑

的三酰甘油组成，并含有卵磷脂、甘油和维生素Ｅ

心脏的功能恢复。后来他们利用兔的离体心脏模型

等成分。黄进宇等∞３研究发现，大鼠心肌Ｉ／Ｒ时心律

发现，２０％的脂肪乳仅在后处理时能增强心脏的机

失常明显增加，冠脉回流液ＬＤＨ释放增加，心肌组

械功能，但脂肪乳预处理并不增强心脏的机械功

织一氧化氮（ＮＯ）水平下降。本研究结果也发现，大

能凹３。他们的实验仅缺血１５ ｍｉｎ造成心肌顿抑，并

鼠心肌Ｉ／Ｒ期间，心脏机械功能显著下降，冠脉流

没有造成心肌梗死，且也没有检测相应酶的活性。本

出液中ＣＫ和ＬＤＨ活性显著增加，表明３７℃缺血

研究中采用大鼠缺血４０ ｍｉｎ复灌１２０ ｍｉｎ造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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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待进一步研究。

·启事·
２００８年急诊高级技能与模拟实训学习班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将于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６

１９日在上海市举办国家级继续教育项目“急诊高级技能与模拟

实训”学习班，授予Ｉ类学分１３分。学习班以“实用技术与最新进展相结合”为宗旨，邀请本领域的专家对各种急救实用技术和
新进展进行授课，主要内容包括：２００５年版心肺复苏指南讲解及模拟实训，急诊创伤规范化处置，ＭＯＤＳ研究现状及进展，机
械通气与危重病，急诊胸痛、腹痛的诊疗策略，医疗风险的规避与纠纷处理，急性中毒，技能实训等。
报名方法：将姓名、性别、单位、职务、地址、邮编、电话、传真、Ｅｍａｉｌ、地址寄至上海市控江路１６６５号新华医院潘曙明医生
收；邮编：２０００９２。电话：０２１—６５７９００００转６００２；手机：叶云洁１３６４１６０９６６３或于洋１３７６１８７９８４９。学习班每人学费及资料费共
８００元，住宿费每日１００元，伙食费自理。也可以通过Ｅｍａｉｌ报名：１ａｚｙｌａｄｙ

ｙｙｊ＠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或ｙａｎｇｙｕ．ｒｏｂｉｎ＠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上海新华医院）

２００８年全国大内科新进展学习班将举办
２００８年全国大内科新进展学习班由中华医学会主办，拟于２００８年５月下旬在北京举办，共６ ｄ，培训费９８０元，食宿统一

安排，费用自理。学习期满授予学员国家级Ｉ类继续教育学分１０分［项目编号：２００８一０３—１０一１１ ７（国）］：
１

内容：代谢综合征；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肺动脉血栓栓塞症；风湿性疾病；高血压；呼吸衰竭；急性冠脉综合征；急性缺血性脑

卒中；抗感染药物；抗栓和溶栓；类风湿关节炎；脑出血；如何选用调脂药；糖尿病急性并发症；糖尿病口服降糖药；糖尿病胰岛
素治疗；心房颤动；心律失常；心血管病常用药物等。

２主讲人：刘又宁、萧建中、马欣、程显声、王鸿懿等教授。
３报名办法：请将详细的通讯地址填写清楚后寄到：北京市东城区东四西大街４２号，中华医学会网络信息部，丛凤娟、包文婕
收，邮编：１００７１０；信封请注明：“大内科班”。电话：０１０一８５１５８６９４（０８：３０一１７：００），手机：１３８１１３５６８６７，传真：０１０一８５１５８６９３，
Ｅｍａ订：ｃｏｎｇｆｊ＠ｃｍａ．ｏｒｇ．ｃｎ或ｃｍａｗｌｂ＠１６３．ｃｏｍ。可电话报名索取正式通知。
（中华医学会信息网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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