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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司他丁对内毒素心肌损伤大鼠Toll样受体4表达的影响

陈欣周丽华黄志民董重阳 林靖 张利鹏 李德平

【关键词】 内毒素；心肌损伤；乌司他丁；Toll样受体4

脓毒症是临床常见的危重病症，也

是严重创伤、休克、手术等常见的并发

症，可弓l起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

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在脓

毒症中，心脏是最常见的受累器官之一，

约40％一50％的长期感染性休克患者会

出现心脏并发症⋯。一旦出现心脏并发

症，患者病情急剧恶化，脓毒症患者的病

死率可从20％～30％升到70％．90％[2]。

因此，脓毒症患者的心肌损伤是现代重

症医学面临的难题，也是影响患者生存

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加强脓毒症患

者心肌保护至关重要。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动物与分组：清洁级健康雌性

Wistar大鼠，体重180～200 g，购自内蒙

古大学实验动物研究中心，动物合格证

号：SCXK(蒙)2002—0001。将大鼠按随机

数字表法分为3组，每组lo只。内毒素

组：腹腔注射脂多糖(LPS，L2880，055：

B5，美国Sigma公司)10mg&g(用2 ml

生理盐水溶解)；乌司他丁(UTI)组：于左

侧腹腔注射LPS 1 h后，右侧腹腔注射

UTI(广东天普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 kU／kg(用1 ml生理盐水溶解)；对照

组：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各组均于注

射后24 h取标本待测。

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

理学标准。

1．2免疫组化法检测心肌组织Toll样

受体4(TLR4)、核转录因子一KB(NF—KB)

蛋白表达：载玻片预先用0．1％多聚赖氨

酸处理，组织切片厚度为5 um，脱蜡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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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修复抗原，加入TLR4多克隆抗体

(1：200，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或NF—KB／P65多克隆抗体(1：50，美

国NeoMarkers For Lab Vision Corporation

公司)、生物素标记的羊抗鼠IgG，3，3f-

二氨基联苯胺(DAB)显色，染细胞核，脱

水、脱乙醇，封片。在日本OLYMPAS公

司CX一41专业图像采集分析系统下观

察心肌组织并拍照。每张切片随机选取

5个不重叠的视野(×100)，分析阳性结

果的平均灰度值(0～255范围内，灰度

值与染色强度成反比)。结果观察与判

断：以磷酸盐缓冲液(PBS)替代一抗作为

阴性对照，TLR4蛋白在细胞中呈棕黄色

均质表达；NF—KB蛋白在细胞中呈棕黄

色颗粒表达。

1．3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3．0统计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夏±s)表示，多组间比较用方差

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心肌组织的病理变化：对照组心肌

组织未见异常。内毒素组心肌纤维断裂，

结构破坏，细胞核消失，心外膜血管充

血，心内膜下血管渗出明显，大量炎性细

胞浸润，局部坏死。UTI组心肌纤维断裂

少见，血管充血，渗出较轻，少量炎性细

胞浸润。

2．2心肌组织的TLR4蛋白表达(表1；

图1)：对照组心肌细胞中可见少量淡黄

色均质表达。内毒素组心肌细胞中可见

大量棕黄色均质表达；TLR4蛋白表达强

度较对照组显著增强(P<0．叭)。UTI组

心肌细胞中可见散在的棕黄色均质表

达；TLR4蛋白表达强度较内毒素组减

弱，但仍较对照组显著增强(P<0．01和

P<0．05)。

2．3心肌组织的NF—KB蛋白表达(表1；

图2)：对照组心肌细胞中可见极少量棕

黄色颗粒表达。内毒素组心肌细胞中可

见大量棕黄色颗粒表达；NF—KB蛋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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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强度较对照组显著增强(P<0．01)。

UTI组心肌细胞中可见少量棕黄色颗粒

表达；NF—KB蛋白表达强度较内毒素组

减弱，但仍较对照组显著增强(P<0．05

和P<O．01)。

表1各组大鼠心肌组织TLR4、NF—KB

蛋白表达比较(夏±s)

注：TLR4：Toll样受体4，NF—KB：核转录

因子一KB，UTI：乌司他丁；与对照组比

较，ap<0．叭，bp<0．05；与内毒素组比

较,eP<0．05，“P<0．01

3讨论

内毒素致病机制复杂，主要与细胞

因子及补体的协同作用密切相关。当病

原菌进入血循环发生脓毒症时，大量释

放的内毒素可刺激免疫细胞产生过量的

细胞因子，促进炎症反应，活化凝血系

统，诱发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导致

内毒素性休克甚至死亡引，原庆等⋯通过

复制脓毒症模型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脓毒症患者中，心脏是最常受累

器官之一，既往有很多研究证实了这一

观点。Lancel等【5]发现，LPS通过天冬氨

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3(caspase一3)

的活化改变钙肌丝反应性，从而使肌钙

蛋白T和肌原纤维节分裂，导致心肌损

伤。LPS还可引起冠状动脉血流量和微

循环障碍等导致心肌缺血[6]。微循环障

碍可以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微

血管阻塞、间质水肿和产生自由基，进而

引起心肌局部缺血和损伤。研究发现，脓

毒症时，一氧化氮(No)释放过多，不仅

出现持续低血压，而且具有抑制心肌细

胞基因的毒性效应，可直接引起组织损

伤而加重MODSE圳1]。在脓毒症的发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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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心肌组织T01l样受体4(TI．R4)蛋白表达对照组(a)心肌细胞中可见少量淡黄色均质；内毒素组(b)心肌细胞

中可『见大量棕黄色均质；乌司他r(UT!)组心肌细胞巾可见散在的棕黄色均质免疫组化低倍放人

图2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心肌组织核转录因子一KB(NF—KB)蛋n表达对照组(a)心肌细胞巾可她极少量棕黄色颗粒：内毒素组(I，)心

肌细胞中可见大量棕黄色颗粒；乌司他丁(UTI)组心肌细胞中可见少量棕黄色颗粒免疫组化低倍放大

展中，单核／巨噬细胞及内皮细胞激活

在心肌损伤巾也发挥了重要作用m“⋯。

I，PS还可以直接作用于心肌细胞表面的

I，PS受体(CDl4、TLR4)，激活·C．AUI细胞

和血管内皮细胞，促进其生成大量细胞

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一d(TNF—d)、白

细胞介索一6(IL一6)等，它们可通过一系

列级联反应导致心肌细胞凋亡、氧自由

甚增多、心肌细胞caz+循环紊乱等，进而

损害心脏功能⋯。

本实验也证实了内毒素可以引起大

鼠心肌损伤，当注射【．Ps 24 h后，光镜下

可明显观察到大鼠心肌组织的损伤，如

心肌纤维断裂．结构破坏，大量炎性细胞

浸润和局部坏死等，其主要的损伤机制

可能是：内毒素的主要毒力中心和牛物

活性中心“脂质A”在胞外与LPS结合蛋

白(LBP)形成LPS—LBP复合物，再由

LBP将LPS转移到细胞膜表面与TLR4

结合，从而激淆其胞内区，活化后的胞内

区与接头蛋r1 MyD88相结合．通过一系

列的级联反应激活了重要的NF—KB，使

NF—KB在静息状态下与其抑制因子IKB

结合而处于的抑制状态得以解除，暴露

出NF—KB的核识别位点，激活的NF—KB

移位进入细胞核后调节多种靶基闪的表

达。1引，包括细胞冈子[TNF—o【、II．一2、II，-6、

IL一8、粒一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M—CSF)、B一干扰素(IFN—B)]、趋化因

子、某些黏附分子以及诱生型一氧化氮

合酶(iNOS)等的表达，参与炎症反应。目

前研究发现，TLR4几乎表达于所有的细

胞株。不仅在白细胞、巨噬细胞上表达，

而且在心肌细胞中也有表达，LPS刺激

后TLR4 tuRNA表达升高，诱导大是炎症

递质生成，介导心肌组织的损伤’1““。

UTI可抑制炎症介质的释放，改善

休克时的微循环状态”·m“。本实验中．

内毒素组TI．R4及NF—KB的蛋白表达显

著增强，说明内毒素造成的大鼠心肌损

伤不仪是由激活免疫细胞所致，同时也

激活r心肌细胞表面的TLR4受体，活

化了NF—KB因子，使其进入细胞核内。

介导并增强了炎症反应的发生，加重了

心肌组织的损伤。UTI组TLR4及NF—KB

的蛋白表达较内毒素组显著降低，说明

UTI可能通过抑制TLR4蛋白的表达．阻

止NF—KB的活化，从而抑制炎症介质的

释放，减轻心肌组织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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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绞痛为首发症状的双硫仑样反应1例

李瑞琼杨晓飞李凤原

【关键词1中毒，乙醇；双硫仑样反应；心绞痛

双硫仑样反应又称戒酒硫样反应，

是由于应用药物(头孢、咪唑类)后饮用

含乙醇的饮品或接触乙醇导致体内乙醛

蓄积的中毒反应。现报告1例以心绞痛

为首发症状的双硫仑样反应如下。

1病历简介

患者男性，53岁，以胸闷痛0．5 h为

主诉急诊入院。自诉0,5 h前饮白酒约

50 ml后开始出现左侧胸前区疼痛不适，

呈持续性憋闷样疼痛，不向周围放射，同

时伴有心慌、气短、大汗淋漓、头昏及四

肢无力等症状。患者既往有冠心病、高血

压、糖尿病史。半月前因患肺炎在本院呼

吸科住院，应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抗炎

治疗，本次发病时为出院后3 d。查体：血

压110／70 mm Hg(1 mm Hg=0．133 kPa)，

脉搏118次／rain，呼吸频率21次／min，

急性病容，意识清，皮肤潮湿，口唇无发

绀，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哕音，心

律齐，各瓣膜区未闻及杂音，腹部、四肢

DOI：10，37601cma．j．issn．1003-0603，2012．

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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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见异常。急诊心电图示：窦性心动过

速，未见异常sT—T改变；肝肾功能正常，

心肌酶检查正常。给予吸氧，心电监护监

测生命体征变化，舌下含服硝酸甘油片

0．5 mg，静脉滴注(静滴)丹参酮改善心肌

供血等治疗，患者症状未缓解，且血压渐

下降至85／50 mm Hg，复查心电图较前无

明显变化；于人院1 h后急诊行冠状动

脉(冠脉)造影示：右冠脉1～2段交接狭

窄30％，左冠脉前降支9段开口狭窄

50％，左冠脉旋支13段狭窄25％，余血

管未觅异常。造影后按双硫仑样反应继

续维持血压、对症治疗，约3 h后患者症

状基本缓解，住院观察治疗1周未再发

病，超声心动图检查、复查心肌酶均正

常，痊愈出院。

2讨论

应用头孢、咪唑类等药物期闻及停

药7 d内饮酒(或接触乙醇)可引发双硫

仑样反应，表现为胸闷、气短、喉头水肿、

口唇发绀、心率加快、血压下降、面部潮

红、多汗、四肢无力、头痛、恶心、呕吐等，

甚至出现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力衰竭、

过敏性休克，并伴有意识丧失，心电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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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或部分改变(如sT—T改变)，反应的严

重程度与应用药物的剂量及饮酒的量成

正比。出现心绞痛和ST—T改变是由于甲

硫四氮唑取代基引起交感神经兴奋性增

高，造成心率加快，心肌耗氧量增加。心

肌舒张期缩短，冠脉灌注压过低，灌流量

减少所致⋯。因此，在应用头孢、咪唑类

药物时，医生应特别提醒患者及其家属，

在治疗期间及停药7 d以内禁止饮酒及

含有乙醇的饮品[2]。同时对待类似心绞

痛持续不缓解且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

病史的患者，应及早行冠脉造影检查以

排除急性冠脉综合征引起的急性心血管

事件发生，使患者得到及时、安全、可靠

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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