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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血必净注射液预处理通过减轻小肠损伤
缓解重症中暑大鼠全身炎症反应
陈怿 童华生 潘志国 陈玉兰 林幼萍 江东新 苏磊

【摘要】 目的 观察血必净注射液预处理对重症中暑大鼠炎症反应的影响，并从减轻小肠损伤方面探讨

其可能机制。方法 SPF 级健康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 36 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重症中暑模型组

和血必净预处理组（血必净组），每组 12 只。将大鼠置于人工气候舱内〔温度（40±2）℃，湿度（65±5）%〕制

备经典中暑模型，热应激时间为 60 min ；假手术组大鼠置于 25 ℃室温下观察。于实验开始时及热应激后取股

动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中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细胞介素 （IL-1β、IL-6）
和脂多糖（LPS）浓度。实验结束后开腹获取小肠组织，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光镜下观察组织病理学改变

并计算小肠损伤病理评分；免疫组化法测定小肠组织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表达；原位末端缺刻标记法

（TUNEL）检测小肠组织细胞凋亡；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小肠组织紧密连接 occludin 蛋白表

达。结果 热应激后，模型组大鼠血中 TNF-α、IL-1β、IL-6 和 LPS 水平明显高于假手术组〔TNF-α（μg/L）：

443.00±110.10 比 98.36±44.61，IL-1β（μg/L）：436.37±163.64 比 64.24±16.15，IL-6（μg/L）：342.70±92.42
比 54.40±13.22，LPS（μg/L）：0.68±0.22 比 0.09±0.02，均 P＜0.01〕；而血必净组上述各指标均较模型组明

显 降 低〔TNF-α（μg/L）：340.45±68.57 比 443.00±110.10，IL-1β（μg/L）：191.33±82.78 比 436.37±163.64，
IL-6（μg/L）：192.21±37.89 比 342.70±92.42，LPS（μg/L）：0.43±0.17 比 0.68±0.22，均 P＜0.01〕。模型组小

肠可出现炎性细胞浸润、肠黏膜坏死、出血等病理改变；血必净组病理改变减轻，且损伤病理评分明显低于模型

组（分：2.10±1.15 比 3.20±0.67，P＜0.01）。模型组小肠组织 iNOS 表达及细胞凋亡较假手术组明显增加；而

血必净组各指标则均较模型组明显减轻〔iNOS（校正A值）：0.32±0.15比0.74±0.17，细胞凋亡指数：0.23±0.08
比 0.56±0.07，均 P＜0.01〕。假手术组小肠 occludin 蛋白表达量最高，血必净组次之，模型组最低（A 值分别为

0.96±0.25、 0.62±0.20、 0.33±0.11），且模型组与血必净组和假手术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
结论 血必净注射液具有减轻重症中暑大鼠炎症反应及内毒素血症的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改善小肠组织的氧

化损伤、细胞凋亡和紧密连接 ocdludin 蛋白表达异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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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Xuebijing injection pretreatment on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induced by severe heat-stroke, and to investigate the mechanism of alleviation of intestinal injury in rats. 
Methods    Thirty-six healthy adult male Wistar rats with grade SPF were randomly assigned into three groups with 
randomized number method, namely sham group, severe heat-stroke model group, and Xuebijing pretreatment group  
( XBJ group ), with 12 rats in each group. The animals were placed in a pre-warm chamber [ temperature ( 40±2 ) ℃ , 
humidity ( 65±5 )% ] in order to induce typical heat-stroke. The duration of heat-stress was 60 minutes, while the animals 
in sham group were exposed to ambient temperature of 25 ℃ . Arterial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t the 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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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症中暑是我国南方地区的常见病，由于该病

可在短时间内迅速进展为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MODS），因此救治难度大、病死率高。近期研究发

现，救治重症中暑除了早期积极降温外，尽早调控继

发于热应激之后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和

凝血功能异常，是防止重症中暑向 MODS 进展的关

键［1］。由于肠道是热应激时的首发打击器官，其损

伤将诱发内毒素血症并启动 SIRS，是推动重症中暑

发生发展的始动因素［2-4］。可以认为，肠道损伤是重

症中暑 SIRS 及全身器官损害的“发动机”，本课题

组前期研究结果证实，热应激可造成肠屏障功能异

常和肠上皮细胞凋亡增加［5-7］。因此，改善重症中暑

后小肠损伤对于临床治疗中暑具有重要意义。

 血必净注射液的有效成分提取自红花、赤芍、川

芎、丹参和当归，是我国危重病医学奠基人王今达教

授以王清任的血府逐瘀汤为基础研制的静脉制剂，

具有调节炎症反应、抗氧化应激、调节免疫、改善凝

血功能等作用［8］。在脓毒症相关研究中发现，血必

净注射液不仅对心、肝和肾等重要器官具有保护效

应［9-11］，对回肠上皮细胞的病理损伤也具有改善作

用［12］，其机制与减少肠道组织 Toll 样受体 4 和细胞

间黏附分子表达有关［13］。鉴于重症中暑的病理生

理机制与脓毒症有一定相似性［1］，我们推测血必净

注射液具有缓解中暑所诱发 SIRS 和内素素血症的

作用。因此，本研究尝试从小肠的氧化损伤、细胞凋

亡和蛋白表达异常等多个层次、多个方面，探讨血必

净注射液预处理对缓解重症中暑小鼠的可能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由于雌激素对中暑的发生及器官

损伤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14］，因此本实验对象选

用 SPF 级健康成年雄性 Wistar 大鼠 36 只，体质量

220～280 g，由广东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

证号：SCXK（粤）2006-0015440210046。本实验流

程经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1.2    主要试剂与实验仪器：血必净注射液（批号：

1107261，天津红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炎性介质

和细菌脂多糖（LPS）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检测试剂盒（广州拓科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诱

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和紧密连接 occludin 蛋

白一抗（美国 Abcam 公司）；原位末端缺刻标记法

（TUNEL）染色试剂盒（美国 Roche 公司）。

1.3    实验分组及处理：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分

为假手术组、模型组、血必净预处理组（血必净组） 
3 组，每组 12 只。模型组和血必净组分别于制模前

and the end of heat-stress, the concentration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interleukins ( IL-1β, IL-6 ), 
and lipopolysaccharide ( LPS ) in peripheral blood were determin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 ELISA ).  
The intestinal tissues were harvested after heat-stress, and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intestine tissues were observed 
after hematoxylin-eosin ( HE ) staining and under optical microscope. The pathological injury scores were calculated. 
Immunohistochemistry was performed to determine 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 ( iNOS ) expression in intestinal 
tissue. Apoptosis was determined by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mediated dUTP nick end labeling ( TUNEL ) 
staining. Western Blot was used to measure the tight junction protein occludin expression. Results The concentrations 
of TNF-α, IL-1β, IL-6 and LPS in blood of the rats after heat-stress in mode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sham group [ TNF-α ( μg/L ): 443.00±110.10 vs. 98.36±44.61, IL-1β ( μg/L ): 436.37±163.64 vs. 
64.24±16.15, IL-6 ( μg/L ): 342.70±92.42 vs. 54.40±13.22, LPS ( μg/L ): 0.68±0.22 vs. 0.09±0.02, all P < 0.01 ], 
but the levels of these parameters in XBJ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model group [ TNF-α ( μg/L ): 
340.45±68.57 vs. 443.00±110.10, IL-1β ( μg/L ): 191.33±82.78 vs. 436.37±163.64, IL-6 ( μg/L ): 192.21±37.89 
vs. 342.70±92.42, LPS ( μg/L ): 0.43±0.17 vs. 0.68±0.22, all P < 0.01 ]. Infiltration of inflammatory cells, necrosis 
and hemorrhage in intestinal mucosa were found in the intestine of heat-stroke animals in model group. The pathological 
lesions in XBJ group were milder than those of model group, with a decreased pathological injury score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 2.10±1.15 vs. 3.20±0.67, P < 0.01 ). The expression of iNOS and apoptosis of cells in intestinal tissue 
in model group were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sham group, but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marked in XBJ group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 iNOS ( adjusted A value ): 0.32±0.15 vs. 0.74±0.17, apoptotic index: 0.23±0.08 vs. 
0.56±0.07, both P < 0.01 ]. The order of expression for occludin protein from high to low was sham group, XBJ group 
and model group ( A value was 0.96±0.25, 0.62±0.20, 0.33±0.11, respectively ). Furthermore,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expression of occludin protein between model group and both XBJ group and sham group ( both P <  
0.01 ). Conclusions    Xuebijing injection alleviates inflammation and endotoxemia produced by severe heat-stroke 
in rats. The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amelioration of oxidative injury, apoptosis, and dysfunction of tight junction 
protein occludin expression.

【Key words】 Heat-stroke;    Xuebijing injection;    Endotoxemia;    Inflammation;    Intestinal inj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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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统计学处理：使用 SPSS 17.0 软件进行数据统

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

多组间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方差齐性检验，若方差齐性则使用 LSD 检验，若方

差不齐则采用 Dunnett T3 非参数检验；P＜0.05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大鼠血清炎性因子及 LPS 浓度（表 1）：实

验开始时 3 组 TNF-α、 IL-1β、 IL-6 和 LPS 浓度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热打击 60 min
后，模型组和血必净组 TNF-α、IL-1β、IL-6、 LPS
浓度均较假手术组明显升高（均 P＜0.01）；血必净

组各指标均较模型组明显降低（均 P＜0.01）。
2.2    各组大鼠小肠组织病理学观察（图 1 ；表 2）：

HE 染色结果显示，假手术组小肠结构正常。模型

组小肠出现大量炎性细胞浸润，肠黏膜斑片状缺失

并糜烂，肠壁可见组织坏死并出血，小肠绒毛脱失，

仅见少量残留的正常腺体，杯状细胞明显肿胀。血

必净组局部可见少量炎性细胞浸润，杯状细胞轻度

肿胀，小肠绒毛变短，腺体结构基本完整，肠黏膜局

部糜烂等病理改变均较模型组明显减轻，未见明显

坏死。模型组小肠损伤病理评分较假手术组明显 
升高，而血必净组病理评分则较模型组明显降低

（均 P＜0.01）。

72 h 连续经尾静脉注射生理盐水（4 mL/kg）或血必

净注射液（4 mL/kg），12 h 1 次，至 72 h 止。

1.4    重症中暑模型制备：所有动物实验前禁食 2 h、
禁水 6 h，腹腔注射 1% 戊巴比妥钠 50 mg/kg 麻醉

后，行股动脉穿刺置管并留取动脉血 4 mL。假手

术组动物置于 25 ℃室温下观察；模型组和血必净

组动物置于人工气候舱内，温度（40±2）℃，湿度

（65±5）%。基于本课题组前期实验结果，大鼠中暑

时间约为 62 min［15］，故本实验动物在热打击 60 min
后留取股动脉血 4 mL，开腹获取小肠组织标本约 
10 cm，随后颈椎脱臼法处死实验动物。

1.5    检测指标及方法

1.5.1    血清炎性因子及 LPS 浓度测定：采用 ELISA
法测定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细胞介

素（IL-1β、IL-6）和 LPS 浓度。

1.5.2    小肠组织病理损伤观察：取小肠组织，进行

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光镜下每张切片取 10 个

低倍视野，观察病理学改变，并根据 Stallion 等［16］的 
6 级评分法对小肠组织损伤进行定量计分。

1.5.3    小肠组织 iNOS 表达检测：取小肠组织，进行

iNOS 免疫组化染色后，每张切片取 6 个视野拍照，

阳性产物呈黄褐色，应用图像分析软件测定免疫阳

性产物的吸光度（A）值，同时测定同一张切片上组

织的 A 值作为背景，以免疫反应产物的 A 值减去背

景 A 值得到校正的 A 值，即为各阳性产物的实际 
A 值，取均值。

1.5.4    小肠组织细胞凋亡检测：细胞切片经 TUNEL
染色后，每张切片随机取 5 个高倍视野（400 倍），细

胞核呈棕褐色为阳性细胞。计数视野中每 100 个细

胞中染色阳性的细胞数，取均值作为凋亡指数。

1.5.5    小肠组织紧密连接 occludin 蛋白表达测定：

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应

用凝胶成像分析仪分析，以目标条带和内参条带的

A 值比值作为蛋白表达定量。

表 1    血必净注射液预处理对重症中暑大鼠不同时间点血清炎性因子和 LPS 浓度的影响（x±s）

组别
动物数

（只）

TNF-α（μg/L） IL-1β（μg/L） IL-6（μg/L） LPS（μg/L）

0 min 60 min 0 min 60 min 0 min 60 min 0 min 60 min

假手术组 12 21.77±11.37   98.36±  44.61a 26.72±12.74   64.24±  16.15a 13.67±6.10   54.40±13.22a 0.07±0.03 0.09±0.02a

模型组 12 34.38±20.78 443.00±110.10ab 24.54±  7.36 436.37±163.64ab 13.54±9.07 342.70±92.42ab 0.05±0.01  0.68±0.22ab

血必净组 12 33.02±13.71 340.45±  68.57abc 22.26±  9.58 191.33±  82.78abc 19.85±7.23 192.21±37.89abc 0.05±0.02   0.43±0.17bc

F 值 2.303 59.935 0.580 38.000 2.730 73.773 2.203 38.144
P 值 0.116   0.000 0.566   0.000 0.080   0.000 0.148   0.000

  注：LPS 为脂多糖，TNF-α 为肿瘤坏死因子 -α，IL-1β、 IL-6 为白细胞介素 -1β、-6 ；与本组 0 min 比较，aP＜0.01 ；与假手术组比较，
bP＜0.01；与模型组比较，cP＜0.01

图 1 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小肠组织病理学改变    假手术

组（A）小肠结构正常；重症中暑模型组（B）小肠出现大

量炎性细胞浸润和组织出血坏死；血必净注射液预处理组

（C）小肠出现中等程度炎性细胞浸润和出血，未见明显坏

死；箭头所示病变部位 HE 染色 低倍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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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各组大鼠小肠组织 iNOS 表达（表 2 ；图 2）：

免疫组化分析显示，假手术组未见明显 iNOS 表达。

模型组可见片状大面积 iNOS 表达，呈现深染的棕

褐色，以小肠腺体及上皮细胞处较最为明显，且可以

观察到腺体结构破坏、黏膜糜烂剥脱、大量炎性细胞

浸润。血必净组也可见局部较大面积的 iNOS 表达，

呈黄色，以小肠腺体及上皮细胞处较为明显。模型

组小肠 iNOS 免疫组化校正 A 值较假手术组明显升

高，而血必净组 iNOS 免疫组化校正 A 值则较模型

组明显降低（均 P＜0.01）。

3 讨 论

 重症中暑是我国南方地区夏季的一种常见病，

尤其常发生于体育竞技和户外工作中，可直接导致

训练及工作人员的减员或死亡［17］。随着对中暑研

究的逐渐深入，目前倾向于认为重症中暑的病理生

理改变并不是由热暴露的直接损伤引起，而是一种

继发于热应激损伤之后 SIRS，进而引发 MODS 的过

程［18］。目前大量动物实验表明，重症中暑的病理损

伤包括肠源性毒素血症的产生和大量炎性细胞的激

活［19-21］，而肠源性内毒素血症产生的基础来自肠道

损伤，胃肠功能障碍与炎症反应在重症中暑发病机

制中占有核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22］。鉴于此，本

课题组围绕中暑诱发急性肠损伤和肠功能障碍进

行了一系列研究，包括进一步证实了肠损伤是中暑

全身炎症反应的病理基础，果糖 1，6- 二磷酸酯酶

（FBP）蛋白是中暑小肠损伤的标志物，热应激下肠

Western Blot 为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

GAPDH 为三磷酸甘油醛脱氢酶

图 4 Western Blot 检测血必净注射液预处理后重症中暑

大鼠小肠紧密连接 occludin 蛋白表达的变化

2.4    各组大鼠小肠细胞凋亡（图 3 ；表 3）：TUNEL
染色结果显示，假手术组未见明显凋亡细胞和组织

结构破坏；模型组可见大量凋亡细胞及肠腺组织结

构破坏；血必净组细胞凋亡和组织破坏程度轻于模

型组。模型组细胞凋亡指数较假手术组明显增加，

而血必净组则较模型组明显降低（均 P＜0.01）。
2.5    各组大鼠小肠组织紧密连接 occludin 蛋白表

达（表 3 ；图 4）：Western Blot 结果显示，假手术组

小肠组织 occludin 蛋白表达量最高，血必净组次之， 
模型组最低；模型组 occludin 蛋白相对表达量明显

低于血必净组和假手术组（均 P＜0.01）。

表 2 血必净注射液预处理对重症中暑大鼠小肠组织
病理损伤评分和 iNOS 表达的影响（x±s）

组别 动物数（只） 病理评分（分） iNOS（校正 A 值）

假手术组 12 0.48±0.16 0.11±0.05
模型组 12  3.20±0.67a  0.74±0.17a

血必净组 12  2.10±1.15b  0.32±0.15b

F 值 37.030 74.020
P 值   0.000   0.000

  注：iNOS 为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1 ；

与模型组比较，bP＜0.01

图 2 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小肠组织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

（iNOS）表达    iNOS 阳性产物呈黄褐色；假手术组（A）未

见明显 iNOS 表达；重症中暑模型组（B）小肠可见大量褐色

iNOS 表达，伴有组织结构破坏；血必净注射液预处理组（C）
小肠可见少量黄色 iNOS 表达，伴有炎性细胞浸润和组织充

血水肿；箭头所示病变部位 免疫组化 高倍放大

表 3 血必净注射液预处理对重症中暑大鼠小肠组织细胞
凋亡和紧密连接 occludin 蛋白表达的影响（x±s）

组别 动物数（只） 细胞凋亡指数 occludin表达（A值）

假手术组 12 0.03±0.01 0.96±0.25
模型组 12  0.56±0.07a  0.33±0.11a

血必净组 12  0.23±0.08b  0.62±0.20b

F 值 228.442 114.385
P 值     0.000     0.000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1；与模型组比较，bP＜0.01

图 3 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小肠组织细胞凋亡    假手术组

（A）未见明显凋亡细胞，正常细胞核呈淡蓝色；重症中暑模

型组（B）可见片状的凋亡细胞，箭头所示凋亡细胞核呈棕

褐色；血必净注射液预处理组（C）可见散在的凋亡细胞，

箭头所示凋亡细胞核呈棕褐色 TUNEL 高倍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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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细胞骨架及炎性因子释放的变化规律等［5，23］，

确立了肠道损伤是重症中暑病理生理机制的关键

点，也明确了维护肠道正常功能是临床救治重症中

暑的核心环节和主要策略。但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

仍较少，尤其是对临床治疗指导意义大、适用性强的

应用基础研究仍是空白。

 血必净注射液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全身炎症性

危重疾病的精华和瑰宝。基于重症中暑特殊的病理

生理变化，我们在使用血必净注射液治疗重症中暑

的相关研究中已获得进展和成果：首先，血必净注射

液通过抑制中暑后炎性因子释放和血管内皮损伤，

从而对中暑动物的心、肝和肾等重要器官起保护作 
用［24］；其次，血必净注射液通过抑制蛋白激酶活化

受体 -1 信号通路，缓解中暑所诱发的血管内皮损 
伤［25］；其改善中暑循环功能衰竭的机制与下调血管

紧张素Ⅱ受体 1 和相关蛋白 -1 的表达以及巨噬细

胞炎症分泌活性有关［26］；最后，血必净注射液通过

抑制肝脏固有免疫细胞炎症分泌活性，从而减轻肝

脏的局部炎症，缓解中暑所致急性肝损伤［15］。有充

足的证据支持血必净注射液对中暑所致小肠损伤具

有保护作用，本研究就此立论，并从 SIRS 程度和肠

源性内毒素血症水平观察其效果，从氧化损伤、细胞

凋亡、紧密连接蛋白等方面探讨其可能机制。

 本研究发现，重症中暑大鼠循环血中 TNF-α、

IL-1β、IL-6 浓度明显升高，而血必净注射液可有

效抑制上述炎性介质的释放，从而缓解中暑所致炎

症反应，这与我们之前的研究结论一致［15，27］。另外，

本研究同样发现，中暑大鼠循环血中 LPS 浓度明显

升高，而血必净注射液也具有降低 LPS 水平的效果。

由于 LPS 是内毒素血症产生的重要基础物质，结合

前述血必净注射液对 SIRS 程度的负性作用，可以认

为血必净注射液可有效改善中暑诱发的 SIRS 与其

减轻内毒素血症有一定相关性。

 目前普遍认为肠道是内毒素血症的“根据地”，

各种应激性损伤均可造成肠屏障功能异常而诱发肠

源性内毒素血症［28］。为了探讨中暑后血必净注射

液缓解内毒素血症的潜在机制，我们围绕中暑后肠

道损伤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首先，本研究发现中

暑可导致小肠出现炎性细胞浸润、肠黏膜坏死出血、

杯状细胞肿胀、小肠绒毛脱失等一系列病理改变；而

血必净注射液可减轻上述病理性损伤。其次，通过

iNOS 免疫组化分析显示，中暑可导致小肠组织表达

iNOS 增加，尤其是小肠腺体和上皮细胞，这与病理

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而血必净注射液对这种效应

具有负向调节的作用。由于 iNOS 活化后的产物一

氧化氮（NO）是造成肠道炎症和氧化损伤的重要物

质［29］，因此可以认为，血必净注射液具有减轻中暑

后肠道氧化应激损伤的作用。再次，TUNEL 染色分

析结果显示，血必净注射液可减轻中暑所诱导的细

胞凋亡，鉴于 TUNEL 染色结果与凋亡基因及凋亡蛋

白表达具有良好的一致性［30-31］，故可以认为，减少

细胞凋亡是血必净注射液对中暑动物肠保护的机制

之一。最后，通过对小肠组织紧密连接 occludin 蛋

白的 Western Blot 测定显示，血必净注射液可改善

中暑所致小肠组织 occludin 蛋白异常表达。已有众

多实验证实 occludin 蛋白表达与肠屏障功能的完整

性密切相关［32-34］，同时中暑对肠黏膜屏障也具有明

确的损伤破坏作用［35］，故可以认为血必净注射液对

中暑后肠屏障功能损伤具有保护性作用。

 中暑虽然是一种涉及多器官的全身系统性疾

病，但热应激后肠损伤诱发肠源性内毒素血症并启

动 SIRS 是其根本机制。本研究结果证实，血必净注

射液具有减轻中暑 SIRS 及内毒素血症的作用，其机

制与改善小肠组织的氧化损伤、细胞凋亡和紧密连

接蛋白异常表达有关。基于中暑制模成功后动物存

活时间较短，因此未观察中暑发生后血必净注射液

的治疗效果，对本研究结论的临床推广造成了一定

影响。但本研究仍为血必净注射液在重症中暑临床

治疗中的运用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其治疗重症中暑

临床研究的开展充实了循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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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新闻速递 ·
血必净可通过抑制蛋白酶激活受体 1 信号途径减轻
热损伤诱导的内皮屏障破坏
  血管通透性增加导致急性肺损伤（ALI）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中暑热休克病理生理的核心。蛋白酶激活受

体 1（PAR1）是凝血酶受体，在响应细胞外刺激导致内皮屏障功能破坏中起关键作用。然而，PAR1 在热应激诱导内皮通透性

中的作用是未知的。因此，近期国内学者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检测经热刺激处理的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中 PAR1
蛋白的表达；通过应用小干扰 RNA（siRNA）、特异性中和抗体和血必净，观察 PAR1 对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F- 肌动蛋白重排

和膜突蛋白磷酸化的影响；评价给予 PAR1 抑制剂 RWJ56110、抗 PAR1 抗体和血必净对热休克相关 ALI/ARDS 小鼠 PAR1 的

抑制作用。实验结果显示：热应激 2 h 后可诱导内皮细胞 PAR1 蛋白表达，引起内皮细胞基质金属蛋白酶 1（一种 PAR1 激活剂）

的释放；经过 60 min 或 120 min 热刺激后，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通透性增加和 F- 肌动蛋白重排，该效应可通过 RWJ56110、抗
PAR1 抗体和 siRNA 所抑制。PAR1 介导膜突蛋白磷酸化，可导致 F- 肌动蛋白重排和内皮屏障功能的破坏。为证实体外实验

的研究结果，分别给中暑小鼠体内注射 RWJ56110 和抗 PAR1 抗体两种 PAR1 抑制剂，结果显示，二者均可显著减轻实验动物

肺水肿、肺微血管通透性、蛋白渗出和白细胞浸润。此外研究者还发现，血必净可抑制 PAR1 膜突蛋白信号通路；体内外实验

显示其具有维持内皮屏障功能的作用。这些结果表明，PAR1 可能是中暑患者潜在的治疗靶点。

喻文，罗红敏，编译自《PLoS One》，2015，10（2）：e01180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