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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参附注射液对心肺复苏后心肌功能障碍猪
转录因子 T-bet 和 GATA-3 表达的影响
顾伟    李春盛    殷文朋    侯晓敏

【摘要】 目的 探讨参附注射液是否可以通过纠正调节性 T 细胞特异性转录因子 GATA-3 和 T-bet 的
表达失衡来减轻心肺复苏（CPR）后心肌功能障碍。 方法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30 只实验猪分为假手术组

（6 只）和复苏组（24 只），复苏组再分为生理盐水组、肾上腺素组、参附组 3 组，每组 8 只。采用心内膜电刺激

法诱发心室纤颤（室颤）8 min 后进行 2 min 的 CPR，然后分别静脉推注 20 mL 参附注射液 1.0 mL/kg（参附组）、

肾上腺素 0.02 mg/kg（肾上腺素组）或生理盐水（生理盐水组）。各组分别于室颤前及自主循环恢复（ROSC）
后 0.5、 2、 6 h 取血，检测血流动力学及氧代谢指标；于 ROSC 后 24 h 处死存活动物取心肌，光镜和电镜下观

察心肌病理改变，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白细胞介素 -4（IL-4）、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和 
γ- 干扰素（IFN-γ）水平，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和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
分别检测转录因子 GATA-3、 T-bet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水平。结果    3 个复苏组均有 6 只动物恢复自主循

环；肾上腺素组和参附组 CPR 时间、除颤次数、除颤能量均明显少于生理盐水组， ROSC 时间明显提前。与假手

术组比较，生理盐水组左心室收缩功能、氧代谢指标明显下降；心肌细胞和心肌纤维均发生进行性坏死，线粒体

结构消失；心肌细胞 IL-4 明显下降，TNF-α、 IFN-γ、IFN-γ/ IL-4〔反映辅助性 T 细胞亚群 1/2（Th1/Th2）〕
均明显升高；GATA-3 蛋白和 mRNA 表达明显下降，T-bet 蛋白和 mRNA 表达明显升高。与生理盐水组比较， 
参附组心肌细胞超微结构损害轻微，ROSC 6 h 心率（HR）明显下降（次 /min ：90.33±3.79 比 106.83±5.36），
平均动脉压（MAP）、心排血量（CO）、 氧输送（DO2）、氧消耗（VO2）均明显升高〔MAP（mmHg，1 mmHg＝ 
0.133 kPa）：107.67±1.96 比 86.83±1.85， CO（L/min）：2.47±0.08 比 2.09±0.04，DO2（mL/min）：364.31±4.21
比 272.33±3.29，VO2（mL/min）：95.00±2.22 比 82.50±2.28，均 P＜0.05〕；ROSC 24 h 时，心肌细胞 IL-4 明显

升高（ng/L ：33.80±3.06 比 16.15±1.34，P＜0.05），TNF-α、IFN-γ、IFN-γ/IL-4 明显降低〔TNF-α（ng/L）：

18.16±0.71 比 29.64±1.89，IFN-γ（ng/L）：373.75±18.36 比 512.86±27.86，IFN-γ/IL-4 ：16.15±1.34 比 
33.80±3.06，均 P＜0.05〕，T-bet 蛋白及 mRNA 表达明显降低〔T-bet 蛋白（灰度值）：0.41±0.07 比 0.59±0.11， 
T-bet mRNA（2-ΔΔCt）：4.37±0.21 比 7.57±0.55，均 P＜0.05〕，GATA-3 蛋白及 mRNA 表达明显升高〔GATA-3
蛋白（灰度值）：0.25±0.07 比 0.16±0.07，GATA-3 mRNA（2-ΔΔCt）：0.63±0.07 比 0.34±0.05，均 P＜0.05〕。且

参附组各指标改善程度亦明显优于肾上腺素组。结论    Th1/Th2 失衡导致的心肌免疫功能障碍参与了室颤复

苏后心肌损伤过程。参附注射液可以通过调节心肌细胞转录因子 GATA-3 和 T-bet 的表达失衡，从而减轻心

肌细胞损伤，改善心肌细胞免疫功能失调，发挥其对复苏后心肌功能障碍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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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whether Shenfu injection ( SFI ) reduces post-resuscitation myocardial 
dysfunction in a pig model by modulating expression imbalance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of regulatory T cell, namely 
GATA-3 and T-bet. Methods Thirty pig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ham group ( n = 6 ) and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 CPR ) group ( n = 24 )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and the pigs in the CPR group were 
randomly subdivided into normal saline ( NS ) group, epinephrine ( EP ) group, and SFI group ( n = 8 per group ).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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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搏骤停是目前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之

一，尽管 20%～40% 的患者在心肺复苏（CPR）后能

恢复自主循环，但仅有 1.4%～17.0% 的患者存活出

院，大部分患者在自主循环恢复（ROSC） 72 h 内出

现复苏后心肌功能障碍［1］，其主要机制与心肌细胞

缺血 / 再灌注（I/R）损伤［2］、心肌细胞凋亡［3］、钙离

子调控紊乱［4］和免疫功能障碍［5］有关。中药参附注

射液的主要成分是人参皂苷和乌头碱，具有兴奋心

肌、增加心肌收缩力、提高冠状动脉血流速度等作 
用［6］。本课题组前期动物研究已经证实，参附注射

液能够明显改善组织灌流和氧代谢，减轻 I/R 损伤，

提高心排血量（CO），抑制心肌细胞凋亡，从而发挥

复苏后心肌保护作用［7］，但是否具有改善和调节心

肌免疫功能的作用目前尚未得到证实。为此，本实

验建立猪心室纤颤（室颤）CPR 模型，探讨 ROSC 后

应用参附注射液是否可以通过调节心肌细胞免疫失

衡而发挥对心肌细胞的保护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分组及准备：雄性实验用近交系五指

山小型猪 30 只，12～14 月龄，体质量（30±2）kg，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提供。按随机数

字表法将实验动物分为复苏组（24 只）和假手术组

（6 只）；复苏组又分为参附组、肾上腺素组和生理盐

水组，每组 8 只。肌肉注射氯胺酮 20 mg/kg、耳缘

静脉注射丙泊酚 2 mg/kg 诱导麻醉；瑞芬太尼首剂 
0.25 mg 静脉注射（静注），然后以 30～50 μg·kg-1·h-1

连续静脉泵入以镇痛。麻醉维持阶段，首剂用 3% 戊 
巴比妥钠 30 mg·kg-1·h-1 缓慢静注（5 min 内），之后 
8 mg·kg-1·h-1 连续静脉泵入。经口气管插管进行机械 
通气，连接 CO2 SMOplus 呼吸监护仪，吸入氧浓度为 
0.21，通气频率为 12 次 /min，潮气量（VT）初次设 
为 8 mL/kg，调整呼吸机，使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 

8 minutes of untreated 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 VF ) followed by 2 minutes of CPR, animals in three groups respectively 
received central venous injection of either 20 mL SFI ( 1.0 mL/kg, SFI group ), EP ( 0.02 mg/kg, EP group ) or NS ( NS 
group ). Blood samples were obtained before VF and 0.5, 2, 6 hours after restoratio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 ( ROSC ), 
and the parameters of hemodynamics and oxygen metabolism were determined. Surviving pigs were sacrificed at 24 hours 
after ROSC,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myocardium were observed, the levels of interleukin-4 ( IL-4 ),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 TNF-α ) and γ-interferon ( IFN-γ ) were measur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 ELISA ), and 
expressions of protein and mRNA of GATA-3 and T-bet were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and quantitative real-tim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 RT-qPCR ), respectively. Results Six pigs of three resuscitation groups were successfully 
resuscitated. The CPR time, number of defibrillation, defibrillation energy, and ROSC time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in the EP and SFI groups compared with those in the NS group. Compared with the sham group, the parameters of left 
ventricular systolic function and oxygen metabolism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myofibril organelles were extensively 
damaged, and progressive and severe deterioration of the myocardium was found, and mitochondrial structure was not 
recognizable in the NS group; the level of IL-4 in myocardium were markedly decreased, while that of TNF-α, IFN-γ 
and IFN-γ/ IL-4 [ reflecting helper T cell 1/2 ( Th1/Th2 ) ]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s 
of GATA-3 were markedly reduced in the myocardium of pigs in the NS group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sham group at 
24 hours after ROSC, while T-bet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NS group, animals treated with SFI 
had minimal myocardial intracellular damage, with decreased heart rate ( HR, bpm: 90.33±3.79 vs. 106.83±5.36 ) and 
increased mean arterial pressure ( MAP ), cardiac output ( CO ), oxygen delivery ( DO2 ), and oxygen consumption ( VO2 ) 
at 6 hours after ROSC [ MAP ( mmHg, 1 mmHg = 0.133 kPa ): 107.67±1.96 vs. 86.83±1.85, CO ( L/min ): 2.47±0.08 
vs. 2.09±0.04, DO2 ( mL/min ): 364.31±4.21 vs. 272.33±3.29, VO2 ( mL/min ): 95.00±2.22 vs. 82.50±2.28, all P < 
0.05 ]. Compared with the NS groups at 24 hours after ROSC, level of IL-4 was markedly increased in myocardial cells 
( ng/L: 33.80±3.06 vs. 16.15±1.34, P < 0.05 ), while the levels of TNF-α, IFN-γ and IFN-γ/IL-4 were lowered 
significantly [ TNF-α ( ng/L ): 18.16±0.71 vs. 29.64±1.89, IFN-γ ( ng/L ): 373.75±18.36 vs. 512.86±27.86,  
IFN-γ/IL-4: 16.15±1.34 vs. 33.80±3.06, all P < 0.05 ], and myocardial T-bet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s were 
reduced [ T-bet protein ( gray value ): 0.41±0.07 vs. 0.59±0.11, T-bet mRNA ( 2-ΔΔCt ): 4.37±0.21 vs. 7.57±0.55, 
both P < 0.05 ], furthermore, myocardial GATA-3 protein and mRNA expressions were significantly up-regulated 
in SFI group [ GATA-3 protein ( gray value ): 0.25±0.07 vs. 0.16±0.07, GATA-3 mRNA ( 2-ΔΔCt ): 0.63±0.07 vs. 
0.34±0.05, both P < 0.05 ]. The parameters in SFI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EP 
group. Conclusions Myocardial immune dysfunction is induced by Th1/Th2 imbalance following myocardial injury 
subsequent to CPR in pigs. SFI can attenuate myocardial injury and regulate myocardial immune disorders, protect 
post-resuscitation myocardial injury by modulating expression imbalance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GATA-3 and T-bet.

【Key words】 Shenfu injection; Post-resuscitation myocardial dysfunction; Th1/Th2 imbalance; GATA-3; 
T-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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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CO2）保持在 35～40 mmHg（1 mmHg＝0.133 kPa）。 
右侧股静脉置入直径 7F 的血管造影用鞘管，并放置

双极临时起搏电极直至右心室。右侧股动脉置入直

径 5F 的 Outlook 血管造影导管至主动脉弓，连接压

力换能器及脉搏指示连续心排血量（PiCCO）监护

仪，测量主动脉压，以热稀释法测量 CO［8］。

1.2    实验步骤：采用心内膜电刺激方法致颤［9-10］，将

心室内电极导线连接 GY-600A 型医用程控刺激仪，

选择食管输出 S1S2（300/200 ms）模式，8∶1 比例，

步长 -10 ms 连续电刺激，直到诱发室颤。室颤的

判断标准是动脉血压迅速下降，心电图显示室颤波 
形［11］。室颤 8 min 后立即给予持续心外按压，按压

频率 100 次 /min，参附组、肾上腺素组和生理盐水组 
分别给予参附注射液1.0 mL/kg、肾上腺素0.02 mg/kg 
或生理盐水（均配制为 20 mL 溶液由中心静脉推

注）。如果未达到 ROSC，则开始电击除颤，除颤能

量为 120 J，然后继续给予持续心外按压 2 min ；如

仍未达到 ROSC，则再次给予除颤，除颤能量调整为

150 J。每 2 min CPR 之间暂停 6 s 以分析心律，再

次按各组要求行 2 min CPR，并准备下一次除颤。

 CPR 质量使用 Q-CPRTM 技术监测，同时每次

CPR 后对复苏操作者进行轮换，以避免疲劳影响

CPR 质量。ROSC 标准：收缩压≥ 80 mmHg，并持续

10 min 以上。如果复苏时间超过 30 min 仍未达到

ROSC，则认为复苏失败，宣布动物死亡［12-13］。

 假手术组只进行麻醉、呼吸机辅助通气和导管

留置，但不进行除颤和按压。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

1.3.1    血流动力学参数：监测室颤前基础值和

ROSC 后 0.5、 2、 6 h 时的心率（HR）、CO 和平均动

脉压（MAP）。
1.3.2    氧代谢指标：通过血气分析结果计算室颤前

以及 ROSC 后 0.5、 2、 6 h 时的氧输送（DO2）和氧

消耗（VO2）。

1.3.3    病理学观察： 在 ROSC 24 h 后留取左心室心

尖部组织，一部分置于 10% 中性甲醛溶液中，经石

蜡包埋固定、脱蜡、切片、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

光镜下观察心肌病理学改变；另一部分制备电镜标

本，在透射电镜下观察组织超微结构改变。

1.3.4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心肌细胞 
白细胞介素 -4（IL-4）、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 
γ- 干扰素（IFN-γ）：取 100 mg 心肌组织，高速离 
心后取样品 25 μL，加入相应的样品孔中；每孔加入 

25 μL 生物素化抗猪 IL-4、 TNF-α 和 IFN-γ 抗

体（美国 Santa Cruz 公司），混匀 30 s，室温下孵育 
30 min，洗板；每孔加入 50 μL 辣根过氧化物酶

（HRP），再次混匀 30 s，室温下孵育 30 min，再次洗

板。每孔加入 50 μL 显色液，混匀 10 s，室温下孵

育 15 min ；每孔再加入 50 μL 终止液，混匀 30 s。于 
30 min 内在波长 450 nm 处测定吸光度（A）值，根据

A 值在标准曲线上读出细胞因子的浓度。

1.3.5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心

肌细胞转录因子 GATA-3、 T-bet 的蛋白表达：配置

12% 分离胶，并用 ddH2O 封胶；配置 4% 浓缩胶灌

胶，开始电泳（浓缩胶电泳电压为 80 V，分离胶电泳

电压为 120 V）。转膜完毕后，用含吐温 20 的缓冲

盐溶液（TBST）配制 5% 脱脂奶粉，将膜浸入后，室

温放置 4 h。用 1% 封闭液分别按 1∶200 和 1∶500
稀释一抗 GATA-3（ab113519，英国 Abcam 生物技

术公司）和 T-bet（sc-21003，美国 Santa Cruz 公司），

将膜与一抗孵育，4 ℃过夜。二抗孵育结束，TBST
洗 3 次，每次 5 min。经免疫化学发光（ECL）显色

液显色后将膜或底片照相，并用 LabWorks 软件对图

像进行灰度分析。

1.3.6    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 
测心肌细胞 GATA-3、 T-bet 的 mRNA 表达：利用 
Primer express 3.0 软件及 oligo 6 等生物软件分析。 
按 GATA-3 和 T-bet 基因序列设计并合成引物， 
T-bet 引物序列（118 bp）：上游 5'-ACAAACCCGAT 
ATGGCTGAGA-3' ；下 游 5'-CCTGCTTGCTTCTCCT 
GTTC-3' ；GATA-3 引物序列（240 bp）：上游 5'-TG 
CGGGCTCTACCACAAA-AT-3'，下游 5'-TCGGTTTC 
TGGTCTGGATGC-3' ；内参三磷酸甘油醛脱氢酶

（GAPDH）引物序列：上游 5'-CCATCACTGCCACT 
CAGAAGACT-3'，下 游 5'-GTCAGATCCACAACGG 
ATACATTG-3'。反应体系：混合溶液 5 μL，cDNA  
2 μL，上下游引物（10 pmol/L）各 1 μL，2 倍浓度浓

缩的实时荧光扩增的预混合溶液 25 μL，反应总体积

为 10 μL。反应条件：95 ℃预变性 2 min，95 ℃变性

20 s， 65 ℃退火45 s，72 ℃延伸30 s，扩增45个循环， 
60 ℃延伸结束时采集荧光信号， 并作溶解曲线检测

引物特异性，以 2-ΔΔCt 法计算。

1.4    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多组均

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t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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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复苏情况（表 1）：3 组复苏动物中均有 6 只复

苏成功；且肾上腺素组和参附组 ROSC 时间较生理

盐水组明显提前（均 P＜0.01），但后两组间无明显

差异。肾上腺素组和参附组 CPR 时间、除颤次数及

除颤能量均较生理盐水组显著降低（P＜0.05或P＜
0.01）；而肾上腺素组与参附组之间未发现显著差异。

2.2    血流动力学参数（表 2）：3 个复苏组与假手

术组基础状态下 HR、 MAP 和 CO 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 P＞0.05）。与假手术组比较，生理盐水组

ROSC 后各时间点 HR 明显升高，MAP、 CO 明显下

降（P＜0.05 或 P＜0.01）。与生理盐水组比较，参附

组 ROSC 后 HR 逐渐降低，MAP、 CO 有不同程度升

高，且较肾上腺素组明显改善（均 P＜0.05）；而肾上

腺素组各指标与生理盐水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3    氧代谢指标（表 2）：3 个复苏组与假手术组基

础状态下 DO2、VO2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3 个复苏组 ROSC 后 DO2 和 VO2 均较假手

术组有不同程度降低；与生理盐水组比较，参附组

VO2 和 DO2 有不同程度升高，且 ROSC 0.5 h 后 DO2

及 ROSC 2 h 后 VO2 明显高于肾上腺素组（均 P＜
0.05）；而肾上腺素组各时间点 DO2 和 VO2 与生理

盐水组比较均无差异。

2.4    心肌组织病理学改变

2.4.1    光镜下观察（图 1）：假手术组心肌细胞结构

正常；生理盐水组和肾上腺素组心肌细胞大量肿胀

和坏死，心肌纤维发生断裂；参附组心肌细胞坏死程

度明显减轻。

2.4.2    电镜下观察（图 2）：假手术组心肌超微结构

无损伤，肌丝排列整齐， 肌节 Z 线、M 线清晰， 核结

构正常， 核膜清晰， 线粒体饱满，嵴密；生理盐水组

和肾上腺素组心肌细胞线粒体明显肿胀，空泡变性，

嵴和外膜破坏，核周水肿明显，肌节 Z 线、M 线断裂；

参附组心肌细胞破坏明显减轻，可以观察到部分核

染色质凝集，以及线粒体肿胀和空泡样变性明显减

轻，肌节 Z 线、 M 线的完整结构尚依稀可见。

2.5    ROSC 后 24 h 心肌细胞 IL-4、 TNF-α、 IFN-γ 
水平（表 3）：与假手术组比较，3 个复苏组心肌细胞

IL-4 均明显下降，TNF-α、IFN-γ 和 IFN-γ/IL-4
〔反映辅助性 T 细胞亚群 1/2（Th1/Th2）〕均明显升

高（P＜0.05 或 P＜0.01）。与生理盐水组比较，参附

组 IL-4 明显升高，TNF-α、 IFN-γ 和 IFN-γ/IL-4
明显降低（均 P＜0.05）；而肾上腺素组各指标与生

理盐水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6    ROSC 后 24 h 心肌细胞 GATA-3、T-bet 的蛋

白及 mRNA 表达（表 3 ；图 3）：与假手术组比较，

表 2    不同复苏组室颤猪 ROSC 后不同时间点血流动力学和氧代谢参数的变化比较（x±s）

组别 时间 动物数（只） HR（次 /min） MAP（mmHg） CO（L/min） DO2（mL/min） VO2（mL/min）

假手术组 室颤前 6   84.83±4.59 103.33±1.05 2.80±0.10 422.67±  9.58 114.17±3.21
ROSC 0.5 h 6   77.83±4.53 105.50±1.41 2.79±0.09 424.17±  9.14 113.50±2.17
ROSC 2 h 6   80.17±3.57 104.17±0.75 2.82±0.06 419.17±  5.80 113.66±3.04
ROSC 6 h 6   85.33±3.50 103.66±0.67 2.83±0.05 411.00±11.16 113.83±2.30

生理盐水组 室颤前 6   78.50±3.62 103.83±1.58 2.84±0.06 410.67±  3.92 116.00±3.34
ROSC 0.5 h 6  114.17±7.55a    80.33±1.26a  2.21±0.05a 388.83±  3.31 101.33±1.05
ROSC 2 h 6  113.17±6.68a    83.50±1.77a  2.07±0.04a  259.17±  4.32b    70.50±2.13b

ROSC 6 h 6  106.83±5.36a    86.83±1.85a  2.09±0.04b  272.33±  3.29b    82.50±2.28a

肾上腺素组 室颤前 6   83.17±5.03 103.67±1.65 2.83±0.10 411.83±  3.97 115.83±3.93
ROSC 0.5 h 6  121.17±8.28a 112.67±2.62 2.51±0.05  347.17±10.10a   93.83±2.21
ROSC 2 h 6  115.67±7.32a 106.83±2.96  2.39±0.05a  231.67±  6.75b    62.33±1.76b

ROSC 6 h 6  112.00±7.04a   95.67±2.06  2.27±0.05b  215.67±  4.31b    69.00±3.18b

参附组 室颤前 6   85.33±3.13 101.00±0.82 2.91±0.05 414.83±  4.62 124.83±2.26
ROSC 0.5 h 6  128.17±4.09a  111.00±1.57c  2.59±0.05c   386.00±  5.05ad  99.83±3.33
ROSC 2 h 6  108.67±3.21a  111.00±2.02c  2.45±0.06c    324.21±10.78acd    77.66±2.19bd

ROSC 6 h 6     90.33±3.79cd   107.67±1.96cd    2.47±0.08acd   364.31±  4.21cd    95.00±2.22cd

  注：ROSC 为自主循环恢复，HR 为心率，MAP 为平均动脉压，CO 为心排血量，DO2 为氧输送，VO2 氧消耗；1 mmHg ＝ 0.133 kPa； 
与假手术组比较，aP ＜ 0.05，bP ＜ 0.01；与生理盐水组比较，cP ＜ 0.05；与肾上腺素组比较，dP ＜ 0.05

表 1    不同复苏组成功复苏室颤猪复苏情况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CPR 时间

（min）
除颤次数

（次）

除颤能量

（J）
ROSC 时间

（min）

生理盐水组 6 11.37±2.12 4.1±1.9 581.6±199.6 10.00±3.79
肾上腺素组 6 8.31±2.31a 2.2±1.3b 189.7±  94.7   6.00±2.17a

参附组 6 8.25±2.18a 2.1±0.8b 211.1±102.3a   5.00±1.69a

  注：CPR 为心肺复苏，ROSC 为自主循环恢复；与生理盐水组

比较，aP ＜ 0.05，b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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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心搏骤停导致的全身 I/R 损伤，即使在 ROSC
后往往也是不可逆的，特别是心肌组织又是 I/R 损

伤的主要靶器官。有研究显示，心搏骤停 ROSC 后，

心肌细胞会发生坏死，且不能被替代，心肌细胞数量

减少，致使心肌收缩力下降，甚至导致心力衰竭的发

生［14］。本研究发现，室颤 8 min CPR 模型猪 ROSC
后 6 h 内发生了严重心肌功能障碍，表现在 MAP 和

CO 明显下降，并且出现了心肌细胞超微病理结构的

严重破坏。

 Th1 和 Th2 在体内发挥了重要的免疫效应，Th1
细胞产生 IFN-γ、 IL-12 和 TNF-β，主要负责细胞

免疫；Th2 细胞产生 IL-4、 IL-5、 IL-13 等细胞因子，

主要负责体液免疫［15］，通过检测 IFN-γ 和 IL-4，可
以分别代表 Th1 和 Th2 细胞的功能，以反映机体细

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动态平衡。Th1/Th2 分化失衡

可诱发免疫感染性疾病、创伤、烧伤、脓毒症、心力衰

竭、心肌梗死等多种疾病的产生［16-18］。在心搏骤停

图 2    电镜下观察各组室颤猪自主循环恢复（ROSC）后 24 h 心肌组织超微结构改变    假手术组（A，×4 000）箭头所示线粒体结构正常；

生理盐水组（B，×15 000）和肾上腺素组（C，×700）心肌细胞出现进行性坏死，箭头所示细胞结构破坏或消失；参附组（D，×2 000）心肌

细胞线粒体结构破坏程度明显减轻，线粒体肿胀和空泡样变性明显减轻，箭头所示肌节 Z 线、 M 线的完整结构尚依稀可见    铀 - 铅双染

表 3    不同复苏组室颤猪 ROSC 后 24 h 心肌细胞 IL-4、TNF-α、IFN-γ、IFN-γ/IL-4 水平
及转录因子 GATA-3、 T-bet 的蛋白和 mRNA 表达的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IL-4
（ng/L）

TNF-α
（ng/L）

IFN-γ
（ng/L）

IFN-γ/
IL-4

蛋白表达（灰度值） mRNA 表达（2-ΔΔCt）

GATA-3 T-bet GATA-3 T-bet

假手术组 6 45.53±2.73 10.13±0.83 270.16±22.80 9.08±0.37 0.41±0.13 0.25±0.09 0.92±0.09 0.77±0.14
生理盐水组 6  16.15±1.34a  29.64±1.89a  512.86±27.86a 33.80±3.06a 0.16±0.07a 0.59±0.11a 0.34±0.05a 7.57±0.55a

肾上腺素组 6    9.08±0.37a  26.35±1.36a  555.38±30.41a 45.53±2.73a 0.17±0.06a 0.57±0.12a 0.37±0.06a 6.75±0.42a

参附组 6    33.80±3.06bcd    18.16±0.71acd    373.75±18.36bcd  16.15±1.34bcd 0.25±0.07bcd 0.41±0.07bcd 0.63±0.07bcd 4.37±0.21bcd

  注：ROSC 为自主循环恢复，IL-4 为白细胞介素 -4，TNF-α 为肿瘤坏死因子 -α，IFN-γ 为 γ- 干扰素；与假手术组比较，aP ＜ 0.01， 
bP ＜ 0.05；与生理盐水组比较，cP ＜ 0.05；与肾上腺素组比较，dP ＜ 0.05

Western Blot 为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ROSC 为自主

循环恢复，β-actin 为 β- 肌动蛋白

图 3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室颤猪 ROSC 后 24 h
心肌细胞转录因子 GATA-3、T-bet 的蛋白表达 

图 1    光镜下观察各组室颤猪自主循环恢复（ROSC）后 24 h 心肌组织病理学改变    假手术组（A）心肌细胞结构正常；生理盐水组（B）
和肾上腺素组（C）均可见大量细胞肿胀、坏死，心肌纤维发生断裂，箭头所示蓝染部分为心肌细胞核，细胞膜完整性消失；参附组（D）心

肌细胞坏死程度明显减轻，心肌细胞结构尚完整，心肌纤维未见明显断裂，箭头所示心肌细胞核轻微肿胀，无明显变化，细胞膜结构未见

破坏    HE    中倍放大

3 个复苏组 GATA-3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均明显

降低，T-bet 的蛋白及 mRNA 表达均明显升高（P＜
0.05 或 P＜0.01）。参附组心肌细胞 GATA-3 蛋白

及 mRNA 表达明显高于生理盐水组和肾上腺素组，

T-bet 蛋白及 mRNA 表达明显低于生理盐水组和肾

上腺素组（均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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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R 后，机体经历了最为严重的休克状态，氧气和

代谢产物的运输中断，不断增加的氧债导致内皮细

胞激活，机体启动了炎症反应系统，导致大量的炎症

介质释放，强烈的应激反应后可以出现“脓毒症样”

反应［19］，体内的 TNF-α 可以促进免疫抑制和全身

炎症反应，进而导致全身重要器官 Th1/Th2 细胞失

衡，进一步发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本实验显示，室

颤猪心肌细胞 IFN-γ 表达升高，IL-4 表达降低。

 GATA-3 为细胞谱系特异性因子，属于 GATA
转录因子家族，是 T 细胞发育中最重要的转录调节

因子之一，也是 Th2 细胞的特异性转录因子，几乎

参与所有 Th2 类细胞因子的转录；另外，GATA-3 还

能抑制 IFN-γ 的表达，导致 Th1 亚群的抑制和 Th2
亚群的激活［20］。T-bet 是 T-box 家族的一种新型转

录因子，可以调节 Th0 向 Th1 发育，并正性调控 Th1
类细胞因子的表达，其主要作用是抑制 GATA-3 表

达，进而阻止 Th1 细胞向 Th2 细胞分化［21］。因此，

转录因子 GATA-3 和 T-bet 最终决定了 Th1 与 Th2
的分化方向。在本研究中发现，CPR 后复苏组猪心

肌出现了 GATA-3 低表达和 T-bet 高表达，同样也

诱导了 IL-4 的降低和 IFN-γ 的升高，从而进一步

使 Th2 细胞向 Th1 细胞漂移，引起心肌组织的免疫

失衡，进一步引发多器官功能衰竭，这可能是导致复

苏后心肌细胞损伤的首要因素。心搏骤停一旦发

生，可能是一种超常的应激反应，必将引起转录因子

T-bet 和 GATA-3 失衡，从而导致 Th1/Th2 失衡，出

现 Th2 型细胞因子发生“瀑布式”级联反应，引发和

促进多器官功能衰竭。

 参附注射液是由中医经典古方参附汤改剂而

来，有效成分为人参皂苷和去甲乌头碱。中医学认

为，心搏骤停就是突然出现阴阳离决、精气消亡之

候，治当益气固脱、回阳救逆［22］。而含人参的中药

具有回阳救逆、益气固脱的作用，主治元气大亏、阳

气暴脱等症［23］；临床治疗中也证明，参附注射液对

于因多种疾病而致气阴两虚的患者具有补气、温阳、

回逆救脱的功效。虚证患者多表现为细胞免疫功能

低下，在许多临床和动物实验中发现，参附注射液不

仅可以提高体液免疫功能，而且可以提高细胞免疫

功能，具有较好的增强体质的作用，从而改善机体免

疫状态［24-26］。现代药理证实，人参多糖和人参总皂

苷对免疫功能有刺激作用，对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

性免疫，以及细胞免疫或体液免疫均有影响，能促进

RNA、DNA 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26］；此外，人参本

身就有很强的抑制炎症反应的作用［27-28］。

 在本实验中我们还发现，参附组 Th1 和 Th2 细

胞的失衡程度明显低于生理盐水组和肾上腺素组，

但在生理盐水组和肾上腺素组之间差异并无统计学

意义；且参附注射液能够通过调节 GATA-3、 T-bet
的蛋白和 mRNA 表达水平，从而明显改善心肌组织

Th1/Th2 细胞的失衡，起到增强心肌组织免疫功能

的作用。参附注射液具有免疫功能增强作用的机

制主要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① 人参多糖对免疫功

能有刺激作用，对特异性免疫和非特异性免疫以及

细胞免疫或体液免疫均有影响；人参总皂苷能促进

RNA、DNA 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26］。② 附子能够

通过促进肾上腺皮质系统功能来提高免疫功能［29］。

③ 参附注射液还可通过清除氧自由基，抑制脂质过

氧化，增强抗炎效应，达到增强免疫的作用［24］。

参考文献
  ［1］ Chang WT，Ma MH，Chien KL，et al. Postresuscitation myocardial 

dysfunction ：correlated factors and prognostic implications［J］. 
Intensive Care Med，2007，33（1）：88-95.

  ［2］ Chung SP，Song FQ，Yu T，et al. Effect of therapeutic hypothermia 
vs δ-opioid receptor agonist on post resuscitation myocardial 
function in a rat model of CPR［J］. Resuscitation，2011，82（3）：
350-354.

  ［3］ Gu W，Li CS，Yin WP，et al. Apoptosis is involved in the 
mechanism of postresuscitation myocardial dysfunction in a porcine 
model of cardiac arrest［J］. Am J Emerg Med， 2012， 30（9）：
2039-2045.

  ［4］ 黄煜，何庆 . 心肺复苏后心功能障碍与心肌内质网 Ca2 ＋调控蛋
白表达关系的研究［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14，26（10）：
697-700.

  ［5］ Gu W，Li CS，Yin WP，et al. Expression imbalance of transcription 
factors GATA-3 and T-bet in post-resuscitation myocardial 
immune dysfunction in a porcine model of cardiac arrest［J］. 
Resuscitation，2013，84（6）：848-853.

  ［6］ 廖小香 . 参附注射液对老年骨折患者动态心电图结果影响的
临床观察［J］.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14，21（4）：317-
318.

  ［7］ Gu W，Li C，Yin W，et al. Shen-fu injection reduces 
postresuscitation myocardial dysfunction in a porcine model of 
cardiac arrest by modulating apoptosis［J］. Shock，2012，38（3）：
301-306.

  ［8］ 韩奕，李春盛 . 4 ℃生理盐水诱导低温对猪心搏骤停复苏后肾
脏的影响［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13，25（2）：76-79.

  ［9］ 刁孟元，管军，林兆奋，等 . 经心内膜致颤建立兔心室纤颤心肺
复苏模型的方法及质控要点［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14，
26（10）：743-745.

［10］ 武军元，李春盛 . 应用程控刺激的心脏骤停模型［J］. 中华急诊
医学杂志，2008，17（10）：1063-1065.

［11］ 顾伟，李春盛，殷文朋，等 . 不同复苏措施对猪心肺复苏后心肌
凋亡的影响［J］.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13，22（1）：11-17.

［12］ 卢一，李春盛 . 高血压灌注对猪心肺复苏后胃肠组织超微结构
和酶学的影响［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13，25（2）：84-87.

［13］ 刘朝霞，李春盛 . 心肺脑复苏动物模型的评价［J］. 中华急诊医
学杂志，2009，18（1）：103-106.

［14］ Palojoki E，Saraste A，Eriksson A，et al. Cardiomyocyte apoptosis 
and ventricular remodeling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rats［J］. 
Am J Physiol Heart Circ Physiol，2001，280（6）：H2726-2731.

［15］ 泰卫兵 . 014 Th1 和 Th2 细胞在体内的分化［J］. 国际免疫学
杂志，2002，25（1）：42-46.



·  196  ·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15 年 3 月第 27 卷第 3 期　Chin Crit Care Med，March 2015，Vol.27，No.3

［16］ Huang LF，Yao YM，Li JF，et al. Reduction of plasma gelsolin 
levels correlates with development of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and fatal outcome in burn patients［J］. PLoS One，
2011，6（11）：e25748.

［17］ Tan M，Zhu JC，Du J，et al. Effects of probiotics on serum levels of 
Th1/Th2 cytokine and clinical outcomes in severe traumatic brain-
injured patients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pilot study［J］. Crit 
Care，2011，15（6）：R290.

［18］ Miller AC，Rashid RM，Elamin EM. The "T" in trauma：the helper 
T-cell response and the role of immunomodulation in trauma and 
burn patients［J］. J Trauma，2007，63（6）：1407-1417.

［19］ 穆昌军，李文强，周永明，等 . 氢化可的松琥珀酸钠对心肺复苏
患者预后的影响［J］.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14，21（3）：
229-231.

［20］ Zheng W，Flavell RA. The transcription factor GATA-3 is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for Th2 cytokine gene expression in CD4 T 
cells［J］. Cell，1997，89（4）：587-596.

［21］ Szabo SJ，Kim ST，Costa GL，et al. A novel transcription factor，
T-bet，directs Th1 lineage commitment［J］. Cell，2000，100（6）：
655-669.

［22］ 王永春，魏勇军，王一茗，等 . 心肺脑复苏的中西医辨证救治
［J］.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14，21（3）：232-234.

［23］ 刘新灿，李胜军，张晓毅，等 . 参麦注射液联合自体骨髓干细胞
心脏移植治疗难治性心力衰竭的临床观察［J］. 中国中西医结
合急救杂志，2013，20（6）：362-365.

［24］ Gu W，Li C，Yin W，et al. Effects of Shen-Fu Injection on the 
Expression of T-Cell-Specific Transcription Factors T-bet/Gata-3 
in Porcine Postresuscitation Lung Injury［J］. Evid Based 
Complement Alternat Med，2013，2013：464650.

［25］ 陈晓伟，付鉴，阮新民，等 . 参附注射液对体外循环手术患者围
术期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6，26

（9）：775-779.
［26］ 陈宁，程彤，申丽旻，等 . 参麦注射液对重症肺炎患者免疫功能

的影响［J］.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10，17（5）：302-304.
［27］ 刘忠民，李南，于贺，等 . 参麦注射液对家兔心脏骤停后综合

征影响的实验研究［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13，25（11）：
664-668.

［28］ 黄增峰，方春，黄学仄，等 . 参麦注射液对脓毒症患者血清炎症
介质释放的影响［J］. 中华中医药学刊，2010，28（12）：2601-
2603.

［29］ 田香，芶大明，蔡回钧 . 参附注射液对体外循环术中患者红细
胞免疫功能的影响［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11，31（11）：
1471-1473.

（收稿日期：2015-02-20） （本文编辑：李银平）

·科研新闻速递 ·
院外心搏骤停目标性温度管理策略与预后的关系：
一项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队列研究
  目标性温度管理已被证明可以改善院外心搏骤停（OHCA）患者生存率及保证良好的神经功能预后。然而，用于诱导和

维持目标温度的最佳方法仍然不确定。为评估 OHCA 后目标温度管理策略对患者生存率和神经功能的影响，加拿大学者进

行了一项前瞻性多中心观察性队列研究。该研究纳入 2007 年 1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 月 31 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 8 个城市

和农村地区 32 家三级医院和社区医院非创伤性 OHCA 成年患者。采用二元和广义分析方程分析评估目标性温度管理策略

与生存率和神经功能预后的相关性。5 770 例 OHCA 患者中有 747 例（12.9%）满足纳入标准并接受目标性温度管理。结果

显示，738 例患者进行了预后随访，其中有 365 例（49.5%）存活出院；675 例患者获取到改良 Rankin 量表评分，其中有 241 例

（35.7%）有良好的神经功能预后。在目标温度诱导开始之前维持较高的温度（℃）与改善神经功能预后和生存率相关〔比值

比＝1.27，95% 可信区间（95%CI）＝1.08～1.50，P＝0.004 ；比值比＝1.26，95%CI＝1.09～1.46，P＝0.002〕；较慢的降温速度

（℃ /h）与改善神经功能预后和生存率相关（比值比＝0.74，95%CI＝0.57～0.97，P＝0.03 ；比值比＝0.73，95%CI＝0.54～1.00，
P＝0.049）。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目标温度管理开始前维持较高的基准温度和较慢的降温速度与改善 OHCA 患者生存率及神

经功能预后相关；OHCA 患者的温度管理方法与潜在脑损伤导致体温调节受损程度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

喻文，罗红敏，编译自《Crit Care Med》，2014，42（12）：2565-2574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患者表面活性剂磷脂酰胆碱的组成和动力学变化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以肺泡表面活性剂成分的变化导致气道塌陷，造成气体交换异常和急性低氧性呼吸衰

竭为特征的一种危及生命的重大疾病。肺泡表面活性剂代谢失调的潜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由于临床试验治疗的获益资料

相对缺乏，因此，根据表面活性剂的合成和代谢模式进行详细的体内分析并总结 ARDS 患者的特性就显得非常重要。近期有

学者进行了一项小样本临床试验，选取了 10 例中重度 ARDS 患者，其中 90% 由肺炎引起，给所有患者注射甲基 -D9- 氯化

胆碱后 0、 6、 12、 24、 48、 72 和 96 h 时获取少量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同时以健康志愿者注射甲基 -D9- 氯化胆碱后 
24 h 和 48 h 时获取的 BALF 作为对照，然后对留取的 BALF 标本进行成分分析， 测定磷脂酰胆碱同位素标记的表面活性剂的

分布方式。结果显示，与健康者相比，ARDS 患者 BALF 中总磷脂酰胆碱水平和磷脂酰胆碱 16∶0/16∶0 片段浓度明显减少；成

分分析显示，ARDS 患者 BALF 中饱和磷脂酰胆碱片段减少，而较长的酰基链不饱和磷脂酰胆碱片段水平升高。在 ARDS 早

期，新合成的磷脂酰胆碱 16∶0/16∶0 复合物较少，但在甲基 -D9- 氯化胆碱输注 48 h 后几乎达到了与内源性成分平衡的水平。

ARDS 患者甲基 -D9- 氯化胆碱富集到总磷脂酰胆碱中的数量较健康者高 1 倍。该研究显示，ARDS 患者表面活性剂磷脂酰

胆碱的组成和动力学表现出显著的变化。这种新方法可以根据表面活性剂的合成和代谢，对 ARDS 患者进行生化表型分析，

将来可实现对 ARDS 患者的管理个性化的治疗方法。

喻文，罗红敏，编译自《Respir Res》，2014，15（1）：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