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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硫化氢对组织因子诱导的家兔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影响
陆晓华    李伟    王国光    汪全海    姜玉新    高家林    赵雪    徐蕾

【摘要】 目的 探讨外源性硫化氢（H2S）对组织因子诱导的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家兔的保护作用

及其机制。方法    将 32 只健康家兔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硫氢化钠（NaHS）对照组、DIC 模型

组、NaHS 预处理组，每组 8 只。制模前 10 min，NaHS 对照组和 NaHS 预处理组经耳缘静脉注射 NaHS 溶液 
3.4 mg/kg（加生理盐水至 5 mL 混匀溶解），正常对照组和 DIC 模型组注射等量生理盐水；10 min 注射完毕

后，DIC 模型组及 NaHS 预处理组经耳缘静脉注射冻干兔脑组织因子悬液 2 mL/kg（生理盐水稀释至 30 mL，以 
1 mL/min×5 min、 2 mL/min×5 min、 3 mL/min×5 min 的速度注入），正常对照组和 NaHS 对照组注射等量生理 
盐水。各组分别于注射组织因子前 10 min 及注射后 3、 5、 8、 10、 13、 15、 45、 85、 135 min 颈总动脉采血 3 mL， 
检测凝血酶原时间（PT）、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纤维蛋白原（FIB）、纤维蛋白原降

解产物（FDP） 及血小板计数（PLT）；同时观察肠系膜微循环。结果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DIC 模型组注射组织

因子 5 min 时 PT、APTT 缩短，其变化率明显增大〔PT ：-8.3（-11.7～-5.3）% 比 1.3（-2.5～3.8）%，P＜0.01 ；

APTT ：-19.1（-30.4～-9.4）% 比 -2.6（-6.2～3.0）%，P＜0.05〕；15 min 后 PT、 APTT 延长，其变化率明显增大

〔PT ：31.0（25.0～36.9）% 比 -1.3（-6.3～5.0）%，APTT ：61.3（50.0～72.9）% 比 0.0（-10.0～10.0）%，均 P＜
0.01〕；注射组织因子后 TT 逐渐缩短，FIB、PLT 逐渐降低，在 15 min 时其变化率明显增大〔TT ：-9.5（-12.0～ 
-6.2）% 比 -2.0（-4.0～0.7）%，FIB：-4.3（-9.9～-2.2）% 比 -1.0（-5.8～4.3）%，PLT：-90.0（-93.4～-86.5）%
比 -1.0（-3.9～2.6）%，均 P＜0.01〕；注射组织因子后 FDP 测试板圆圈内均有乳胶颗粒凝集，且在 3～15 min
乳胶颗粒凝集逐渐增强，之后逐渐减弱；肠系膜毛细血管血流速于 10 min 内明显变慢，之后逐渐变快并伴有明

显出血。NaHS 预处理组注射组织因子 5 min 时 PT、APTT 缩短，其变化率较 DIC 模型组明显减小〔PT ：-6.3
（-8.6～0.0）% 比 -8.3（-11.7～-5.3）%，APTT：-13.6（-24.2～-2.3）% 比 -19.1（-30.4～-9.4）%，均 P＜0.05〕； 
15 min 后 PT、 APTT 延长，但其变化率较 DIC 模型组明显减小〔PT ：10.1（3.8～15.2）% 比 31.0（25.0～36.9）%， 
P＜0.01 ；APTT ：27.8（-15.8～39.7）% 比 61.3（50.0～72.9）%，P＜0.05〕；15 min 时 TT 缩短，FIB、PLT 降低，

但其变化率较 DIC 模型组明显减小〔TT ：-4.5（-7.8～-1.3）% 比 -9.5（-12.0～-6.2）%，P＜0.01 ；FIB ：-3.3
（-8.0～1.9）% 比 -4.3（-9.9～-2.2）%，P＜0.05；PLT：-58.8（-53.0～64.0）% 比 -90.0（-93.4～-86.5）%，P＜
0.01〕；各时间点乳胶颗粒凝集较 DIC 模型组明显减弱；肠系膜毛细血管血流速 10 min 内逐渐变慢，但较 DIC
模型组快，之后变快，且出血明显减少。结论    H2S 对实验性 DIC 有一定的防治作用，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其抑

制组织因子引起的凝血系统激活及血小板聚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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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hydrogen sulfide on tissue factor-induced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in rabbits 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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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hydrogen sulfide ( H2S ) on tissue factor-induced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 DIC ) in rabbits and its mechanism. Methods    Thirty-two healthy rabbi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normal control group, NaHS control group, DIC model group, NaHS pretreatment group  
( each, n = 8 ). Ten minutes before model reproduction, rabbits in NaHS control and pretreatment groups were given 3.4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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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认为，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可由多种

疾病导致，以凝血 / 抗凝血与纤溶 / 抗纤溶失衡为病

理特征，临床表现为微血栓形成、出血及多器官功能

障碍综合征（MODS）［1-2］。血管内皮损伤、脓毒症

及癌症等是引起 DIC 的常见病因，肝素、中药制剂

及水蛭提取物等在其治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5］。

然而，DIC 的机制十分复杂，至今仍未完全清楚，而

且临床上大多数患者发病急骤、病情复杂、发展迅

猛、预后凶险［6］。因此， 如何防治 DIC 仍是当今临

床医学面临的重要课题。硫化氢（H2S）是一种有

毒气体，高浓度的 H2S 可对呼吸系统和神经系统造

成损害。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脑组织中

发现 H2S 后，研究表明 H2S 几乎在机体的每个组织

中均可产生［7-8］；进一步研究显示，内源性 H2S 是在

胱硫醚 -β- 合成酶（CBS）或胱硫醚 -γ- 裂解酶

（CSE）催化下，以半胱氨酸作为底物而产生的，在机

体内调节血管舒张［9-10］、神经［11］、内分泌及消化［12］

等多种生理功能。新近有研究表明，外源性 H2S 可

抑制内皮细胞产生组织因子［13］，提示 H2S 可能会影

响外源性凝血途径，但 H2S 对 DIC 有何影响尚不清

楚。尽管简单的无机物硫化钠及硫氢化钠（NaHS）
作为研究 H2S 功能的供体具有不能长时间供给的缺

点［14-15］，但在实验中仍可被用作 H2S 的有效供体。

因此，本研究利用 NaHS 作为 H2S 的供体，旨在观察

H2S 对组织因子诱导的急性 DIC 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冻干兔脑组织因子由皖南医学院机

能实验中心研制提供（批号：20130501，每瓶 5 mL），
使用前加 5 mL 蒸馏水轻摇混匀，溶解后得到冻干兔

脑组织因子悬液，37 ℃水浴 15 min。活力：10 份正

常人混浆凝血酶原时间（PT）≤ 13 s。NaHS（H2S
供体）购于美国 Sigma 公司。

1.2 实验动物及分组：健康青紫蓝家兔 32 只，雌雄

不拘，由皖南医学院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

NaHS ( dissolved in normal saline to 5 mL ) via ear vein, while rabbits in normal control and DIC model groups were 
given an equivalent volume of normal saline. Ten minutes later, rabbits in DIC model and NaHS pretreatment groups 
were intravenously given tissue factor ( TF ) 2 mL/kg ( dissolved in normal saline to 30 mL, at the speed of 1 mL/min 
for 5 minutes, 2 mL/min for 5 minutes, and 3 mL/min for 5 minutes ), and rabbits in normal control and NaHS control 
groups were given normal saline. 3 mL of blood was collected 10 minutes before TF injection, and 3, 5, 8, 10, 13, 15, 
45, 85, 135 minutes after TF injection for determination of prothrombin time ( PT ),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 APTT ), thrombin time ( TT ), fibrinogen content ( FIB ), fibrin degradation products ( FDP ), and platelet count ( PLT ).  
Microcirculation in the mesentery was also observed under microscope．Results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PT and APTT became shorter at 5 minutes after TF injection, and the rate of their change was increased [ PT: -8.3  
( -11.7 to -5.3 )% vs. 1.3 ( -2.5 to 3.8 )%, P < 0.01; APTT: -19.1 ( -30.4 to -9.4 )% vs. -2.6 ( -6.2 to 3.0 )%, P < 0.05 ].  
PT and APTT were prolonged 15 minutes after TF injection, and their changes were more significant [ PT: 31.0  
( 25.0 to 36.9 )% vs. -1.3 ( -6.3 to 5.0 )%, APTT: 61.3 ( 50.0 to 72.9 )% vs. 0.0 ( -10.0 to 10.0 )%, both P < 0.01 ] in DIC 
model group. TT was gradually reduced after TF injection, FIB and PLT were gradually decreased, and their changes 
were more obvious at 15 minutes in DIC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those in normal control group [ TT: -9.5 ( -12.0  
to -6.2 )% vs. -2.0 ( -4.0 to 0.7 )%, FIB: -4.3 ( -9.9 to -2.2 )% vs. -1.0 ( -5.8 to 4.3 )%, PLT: -90.0 ( -93.4 to -86.5 )%  
vs. -1.0 ( -3.9 to 2.6 ), all P < 0.01 ]. After TF injection, it appeared latex-like particles in FDP test board, and it 
was gradually increased within 3-15 minutes, and then it gradually became less marked. The rate of blood flow in 
mesenteric capillaries was decreased obviously within 10 minutes, and it became faster accompanying with obvious 
hemorrhage. PT and APTT in NaHS pretreatment group became shortened 5 minutes after TF injection, and their rate of 
chang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DIC model group [ PT: -6.3 ( -8.6 to 0.0 )% vs. -8.3 ( -11.7 to 
-5.3 )%, APTT: -13.6 ( -24.2 to -2.3 )% vs. -19.1 ( -30.4 to -9.4 )%, both P < 0.05 ], and prolonged at 15 minutes, and 
their rate of chang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DIC model group [ PT: 10.1 ( 3.8 to 15.2 )% vs. 
31.0 ( 25.0 to 36.9 )%, P < 0.01; APTT: 27.8 ( -15.8 to 39.7 )% vs. 61.3 ( 50.0 to 72.9 )%, P < 0.05 ]. TT, FIB, and PLT 
were reduced at 15 minutes in NaHS pretreatment group, and their rate of change was marked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of DIC model group [ TT: -4.5 ( -7.8 to -1.3 )% vs. -9.5 ( -12.0 to -6.2 )%, P < 0.01; FIB: -3.3 ( -8.0 to 1.9 )% 
vs. -4.3 ( -9.9 to -2.2 )%, P < 0.05; PLT: -58.8 ( -53.0 to 64.0 )% vs. -90.0 ( -93.4 to -86.5 )%, P < 0.01 ]. The rate 
of agglutination of latex particles in NaHS pretreatment group w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each time point compared 
with DIC model group; mesenteric capillary blood flow slowed down gradually within 10 minutes, but it was faster as 
compared with the DIC model group. It became faster later, but bleeding was obviously less. Conclusion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H2S protects against TF-induced DIC by inhibiting the activity of coagulation system and platelet aggregation.

【Key words】 Hydrogen sulfide;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     Microcirculation in the mesen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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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XK（苏）2013-0001。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

对照组、 NaHS 对照组、DIC 模型组、NaHS 预处理组

4 组，每组 8 只。

1.3    模型制备参照文献［16-17］方法适当调整：用

1.5% 戊巴比妥钠生理盐水溶液 2 mL/kg 经耳缘静

脉注射麻醉动物。将冻干兔脑组织因子溶解悬液 
2 mL/kg 用生理盐水稀释至 30 mL 备用。制模前 
10 min NaHS 对照组和 NaHS 预处理组动物经耳缘

静脉注射 NaHS 溶液 3.4 mg/kg（加生理盐水至 5 mL
混匀溶解），10 min 注完；然后 DIC 模型组和 NaHS
预处理组经耳缘静脉按特定速度注射组织因子 

（1 mL/min × 5 min， 2 mL/min × 5 min， 3 mL/min × 
5 min）制备 DIC 模型；其他组给予生理盐水处理。

 本实验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4 检测指标及方法

1.4.1 血液的采集：分别于制模前 10 min 及注射组

织因子后 3、 5、 8、 10、 13、 15、 45、 85、 135 min 颈

总动脉采血 3 mL，其中 1 mL 用于测定血小板计数

（PLT），2 mL 进行抗凝用于其他指标检测。

1.4.2 凝血指标测定：采用全自动血凝仪测定 PT、
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时间（TT）、
纤维蛋白原（FIB）含量，仪器和试剂由法国 STAGO
公司提供，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4.3 PLT 测定：采用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公司

的 BC-3200 血细胞分析仪和配套专用试剂，操作严

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4.4 血浆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DP）检测：采用

乳胶凝集法，严格按 FDP 测定试剂盒（上海太阳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426095）说明书操作。

1.4.5 肠系膜微循环观察：于家兔右或左腹直肌旁

行 6 cm 长的纵行切口，开腹将上腹部器官推向对

侧，选出一段游离度较大、微循环较丰富的小肠肠

襻，将其平铺在微循环观察装置的微循环池海绵上，

观察肠系膜微循环。

1.4.6    相关指标的变化率＝（相应时间点数据－制

模前 10 min 数据）/ 制模前 10 min 数据 ×100%。

1.5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处理，计

量资料以中位数（范围）表示，采用 Mann-Whitney 
U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H2S 对凝血指标及 PLT 的影响（表 1）：与正常

对照组比较，DIC 模型组 PT、 APTT 在注射组织因

子5 min时缩短，其变化率明显增大（P＜0.01和P＜
0.05）；15 min 后 PT、 APTT 明显延长，且变化率明

显增大（均 P＜0.01）；注射组织因子后 TT 逐渐缩短，

FIB、 PLT 逐渐降低，在 15 min 时其变化率明显增大

（均 P＜0.01）。NaHS 预处理组 PT、 APTT 在注射组

织因子 5 min 时缩短，其变化率较 DIC 模型组明显

减小（均 P＜0.05）；15 min 后 PT、 APTT 延长，但其

变化率仍较 DIC 模型组明显减小（P＜0.01 和 P＜
0.05）；注射组织因子 15 min 时，TT 缩短，FIB、PLT
降低，但其变化率较 DIC 模型组明显减小（P＜0.05
或 P＜0.01）。
2.2 H2S 对 FDP 的影响（图 1）：各组 FDP 阴性对

照测试板圆圈内均无乳胶颗粒凝集，阳性对照均有

乳胶颗粒凝集。正常对照组、NaHS 对照组各时间

点血浆 FDP 测试板圆圈内无乳胶颗粒凝集出现，提

示两组家兔血液无 FDP 生成。DIC 模型组家兔注

射组织因子前 10 min 血浆 FDP 测试板圆圈内无乳

胶颗粒凝集，而在注射后各时间点均有乳胶颗粒凝

集，且在 3～15 min 时乳胶颗粒凝集逐渐增强，之后

逐渐减弱。NaHS 预处理组家兔血浆 FDP 测试板圆

圈内乳胶颗粒凝集变化趋势与 DIC 模型组相似，但

各时间点较 DIC 模型组明显减弱，说明 FDP 产生明

表 1    H2S 对 DIC 家兔注射组织因子后 PT、APTT、TT、FIB、PLT 的影响〔M（范围）〕

组别
动物数

（只）

PT 变化率

（%）

APTT 变化率

（%）

TT 变化率

（%）

FIB 变化率

（%）

PLT 变化率

（%）

正常对照组  5 min 8   1.3（  -2.5 ～   3.8）   -2.6（ -6.2 ～   3.0） -0.7（  -3.3 ～   1.3） -0.3（-6.1 ～   6.1）   -1.2（  -6.2 ～    3.6）
                    15 min 8 -1.3（  -6.3 ～   5.0）     0.0（-10.0 ～ 10.0） -2.0（  -4.0 ～   0.7） -1.0（-5.8 ～   4.3）   -1.0（  -3.9 ～    2.6）
NaHS 对照组  5 min 8 -0.8（  -1.3 ～ -0.4）   -2.4（-13.6 ～   7.1）   0.6（  -1.9 ～   3.1） -0.1（-0.6 ～   0.4）   -6.3（-10.2 ～  -2.0）
                      15 min 8 -0.5（  -1.0 ～   0.0）   -7.9（-20.9 ～   3.5）   0.6（  -1.2 ～   2.5）   0.0（-0.5 ～   0.5）   -1.3（  -4.6 ～    2.0）
DIC 模型组  5 min 8 -8.3（-11.7 ～ -5.3）a -19.1（-30.4 ～ -9.4）b -4.4（  -7.0 ～ -2.5）a -1.6（-6.8 ～   3.4）b -70.0（-74.8 ～   65.1）a

                    15 min 8 31.0（  25.0 ～ 36.9）a   61.3（  50.0 ～ 72.9）a -9.5（-12.0 ～ -6.2）a -4.3（-9.9 ～ -2.2）a -90.0（-93.4 ～ -86.5）a

NaHS 预处理组  5 min 8 -6.3（  -8.6 ～   0.0）c -13.6（-24.2 ～ -2.3）c -3.2（  -5.8 ～ -1.3）c -1.4（-7.5 ～   3.9） -54.0（-58.5 ～ -49.2）c

15 min 8 10.1（    3.8 ～ 15.2）d   27.8（-15.8 ～  39.7）c -4.5（  -7.8 ～ -1.3）d -3.3（-8.0 ～   1.9）c -58.8（-53.0 ～   64.0）d

    注：H2S 为硫化氢，DIC 为弥散性血管内凝血，PT 为凝血酶原时间，APTT 为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TT 为凝血酶时间，FIB 为纤维蛋白原，

PLT 为血小板计数，NaHS 为硫氢化钠；与正常对照组比较，aP ＜ 0.01，bP ＜ 0.05；与 DIC 模型组比较，cP ＜ 0.05，d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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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减少，证明 H2S 可明显减轻组织因子诱导的 DIC。
2.3 H2S 对肠系膜微循环的影响（图 2）：正常对照

组、 NaHS 对照组各时间点家兔肠系膜微血管血流

速均较快且为线流，在实验过程中血流速无明显变

化，肠系膜也无明显出血。DIC 模型组家兔注射组

织因子前 10 min 肠系膜微血管血流速较快且为线

流，与正常对照组无差异；注射后 10 min 内肠系膜

微血管血流速即明显变慢，之后逐渐变快，且注射后

10 min 左右肠系膜即出现出血点，随后出血点逐渐

增多、增大，约 70～80 min 时出血达高峰，多处出血

点连成一片，随后出血未再明显增加。NaHS 预处

理组家兔注射组织因子后 10 min 内肠系膜微血管

血流速也逐渐变慢，但仍较 DIC 模型组快，且肠系

膜出血点较 DIC 模型组出现得晚，也较 DIC 模型组

明显减少，微循环有明显改善，证明 H2S 对 DIC 肠

系膜微循环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3 讨 论

 内源性 H2S 在体内具有多种生理功能，是一种

调节因子，并在许多病理过程中参与对机体的调节，

从而起到保护作用，如 H2S 可通过 ATP 敏感钾离子

通道发挥调节作用。研究显示，H2S 具有抗氧化、

抗炎、镇痛、抗凋亡等作用［18-21］，因此，H2S 是继一 
氧化氮和一氧化碳后发现的又一种新型气体信号

分子［22-23］。研究表明，腹腔注射 H2S 预处理能与

血中超氧阴离子、过氧化氢、过亚硝酸盐等活性氧

簇（ROS）、活性氮簇（RNS）反应而对组织起保护作 
用［24-26］；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H2S 浓度降低与 ROS 及 
RNS 浓度升高有关，说明 H2S 对 AD 有明显的改善

作用［27-28］。还有文献报道，H2S 对肾缺血 / 再灌注

有保护作用［29］；可减轻脂多糖致肺动脉损伤［30-31］。

 本研究发现，DIC 模型组家兔经耳缘静脉注射

兔脑组织因子悬液 5 min 时 PT、 APTT 缩短，提示凝

血系统被激活，凝血酶大量生成使血液呈高凝状态，

进入 DIC 高凝期；而在 10 min 后 PT、 APTT 延长，

提示凝血因子、血小板被消耗的同时继发纤溶亢进，

血液处于低凝状态，进入 DIC 低凝期。肠系膜微循

环观察显示：家兔注射组织因子后，肠系膜微血管血

流速逐渐变慢，以前 10 min 内变慢更为明显，提示

图 2    微循环观察装置下观察硫化氢（H2S）对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家兔肠系膜微循环的影响 正常对照组（A）和硫氢化钠

（NaHS）对照组（B）肠系膜微血管血流速较快为线流，且肠系膜无明显出血；DIC 模型组（C）注射组织因子后 85 min 肠系膜微血管

血流速明显变慢，且有较多出血；NaHS 预处理组（D）注射组织因子后 85 min 肠系膜微血管血流速也明显变慢，但较 DIC 模型组快，

肠系膜出血较 DIC 模型组明显减少，微循环有明显改善    低倍放大

注：H2S 为硫化氢，DIC 为弥散性血管内凝血，FDP 为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NaHS 为硫氢化钠；A 为阴性对照，B 为阳性对照，

C～L 分别为注射组织因子前 10 min 及注射后 3、 5、 8、 10、 13、 15、 45、 85、 135 min
图 1    H2S 对 DIC 家兔注射组织因子前后各时间点 FDP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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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系统被激活，血液呈高凝状态，血小板、血细胞

聚集使血液黏度增高，血流变慢；之后又逐渐变快且

肠系膜有较多的出血，提示凝血因子、血小板被消耗

的同时继发纤溶亢进，血液处于低凝状态并有出血。

以 NaHS 预处理的 DIC 家兔在注射组织因子悬液 
5 min 时 PT、APTT 缩短，10 min 后延长，但其变化

率较 DIC 模型组明显减小；TT 缩短，FIB、PLT 减少，

其变化率也较 DIC 模型组明显减小；肠系膜微血管

血流速在注射组织因子后 10 min 内也变慢，但较

DIC 模型组快，之后又逐渐变快；且 NaHS 预处理组

较 DIC 模型组出血明显减少。提示 H2S 对组织因

子诱导的凝血有抑制作用；NaHS 预处理后可降低

FDP，表明 H2S 可减少凝血的发生。观察微循环的

变化发现，H2S 可减轻微血管出血，可能由于凝血因

子消耗降低而减少出血。这些结果均提示 H2S 对组

织因子诱导的 DIC 具有保护作用，可减轻 DIC 对微

循环的损伤。但是，H2S 通过何种途径抑制组织因

子诱导的凝血反应尚需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H2S 预处理可明显改善

组织因子诱导的 DIC 家兔凝血、减少 FDP 生成及改

善肠系膜微循环，为防治 DIC 提供了新的靶点以及

重要的实验参考依据。
志谢 感谢暨南大学王华东教授，皖南医学院陈靠山教授对本实验

的悉心指导

参考文献
  ［1］ Levi M.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disseminated intravascular 

coagulation［J］. Br J Haematol，2004，124（5）：567-576. 
  ［2］ 颜存粮，彭黎明 .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实验诊断的系统评价［J］.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2003，26（11）：686-690. 
  ［3］ 文丹，何卫东，王缓缓，等 . 蛇伤胶囊对竹叶青蛇伤兔凝血功能

的影响［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2014，26（3）：193-194. 
  ［4］ 杨志成，刘良红，张晓青，等 . 水蛭提取液对凝血酶诱导血管 

内皮细胞释放血栓素 B2 和 6- 酮 - 前列腺素 F1α 的影响［J］.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13，20（3）：146-148. 

  ［5］ 黄莺，张晓青，李龙，等 . 水蛭提取液对凝血酶诱导血管内皮细
胞释放凝血因子的影响［J］.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11，
18（2）：75-77. 

  ［6］ 王振义，宋善俊 . 血栓与止血基础理论与临床［M］ . 3 版 . 上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426-436.

  ［7］ Kimura H. Hydrogen sulfide ：its production，release and functions
［J］. Amino Acids，2011，41（1）：113-121. 

  ［8］ Wang R. Physi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hydrogen sulfide ：a whiff 
exploration that blossomed［J］. Physiol Rev，2012，92（2）：791-
896. 

  ［9］ Zhao W，Zhang J，Lu Y，et al. The vasorelaxant effect of H2S as 
a novel endogenous gaseous KATP channel opener［J］ . EMBO J，
2001，20（21）：6008-6016. 

［10］ Pearson RJ，Wilson T，Wang R. Endogenous hydrogen sulfide and 
the cardiovascular system—what's the smell all about?［J］. Clin 
Invest Med，2006，29（3）：146-150. 

［11］ Abe K，Kimura H. The possible role of hydrogen sulfide as an 
endogenous neuromodulator［J］. J Neurosci，1996，16（3）：
1066-1071. 

［12］ Hanahan D，Folkman J. Patterns and emerging mechanisms of the 

angiogenic switch during tumorigenesis［J］. Cell，1996，86（3）：
353-364. 

［13］ 邓华菲，任重，唐伟军，等 . 外源性硫化氢抑制 ox-LDL 诱导血
管内皮细胞组织因子的表达与降低 ROS 产生和抑制 NF-κB
活化有关［J］. 中国药理学通报，2014，30（7） ：979-984.

［14］ Caliendo G，Cirino G，Santagada V，et al. Synthesis and biological 
effects of hydrogen sulfide （H2S）：development of H2S-releasing 
drugs as pharmaceuticals［J］. J Med Chem，2010，53（17）：
6275-6286. 

［15］ Ishigami M，Hiraki K，Umemura K，et al. A source of hydrogen 
sulfide and a mechanism of its release in the brain［J］. Antioxid 
Redox Signal，2009，11（2）：205-214. 

［16］ 张希贤 . 病理生理学实习指导［M］. 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
社，1989：48-52.

［17］ 陆晓华，张根葆，杨会杰，等 . 蝮蛇毒蛋白 C 激活物对家兔实
验性 DIC 的干预作用［J］. 中国病理生理杂志，2010，26（8）：
1643-1645. 

［18］ Cheung NS，Peng ZF，Chen MJ，et al. Hydrogen sulfide induced 
neuronal death occurs via glutamate receptor and is associated with 
calpain activation and lysosomal rupture in mouse primary cortical 
neurons［J］. Neuropharmacology，2007，53（4）：505-514. 

［19］ Osada M，Netticadan T，Tamura K，et al. Modification of 
ischemia-reperfusion-induced changes in cardiac sarcoplasmic 
reticulum by preconditioning［J］. Am J Physiol，1998，274 

（6 Pt 2）：H2025-2034. 
［20］ Tyagi N，Moshal KS，Sen U，et al. H2S protects against 

methionine-induced oxidative stress in brain endothelial cells［J］ .  
Antioxid Redox Signal，2009，11（1）：25-33. 

［21］ Muzaffar S，Shukla N，Bond M，et al. Exogenous hydrogen sulfide 
inhibits superoxide formation，NOX-1 expression and Rac1 
activity in human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s［J］. J Vasc Res，
2008，45（6）：521-528. 

［22］ Jin BJ，Min HJ，Jeong JH，et al. Expression of EGFR and 
Microvessel Density in Middle Ear Cholesteatoma［J］. Clin Exp 
Otorhinolaryngol，2011，4（2）：67-71. 

［23］ Whitfield NL，Kreimier EL，Verdial FC，et al. Reappraisal of 
H2S/sulfide concentration in vertebrate blood and its potential 
significance in ischemic preconditioning and vascular signaling 

［J］. Am J Physiol Regul Integr Comp Physiol，2008，294（6）：
R1930-1937. 

［24］ Olson KR. Is hydrogen sulfide a circulating "gasotransmitter" in 
vertebrate blood?［J］. Biochim Biophys Acta，2009，1787（7）：
856-863. 

［25］ Mancardi D，Penna C，Merlino A，et al. Physiolog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features of the novel gasotransmitter ：hydrogen 
sulfide［J］. Biochim Biophys Acta，2009，1787（7）：864-872. 

［26］ Whiteman M，Moore PK. Hydrogen sulfide and the vasculature ：
a novel vasculoprotective entity and regulator of nitric oxide 
bioavailability?［J］. J Cell Mol Med，2009，13（3）：488-507. 

［27］ Gong QH，Wang Q，Pan LL，et al. S-propargyl-cysteine，a novel 
hydrogen sulfide-modulated agent，attenuates lipopolysaccharide-
induced spatial learning and memory impairment ：involvement 
of TNF signaling and NF-κB pathway in rats［J］. Brain Behav 
Immun，2011，25（1）：110-119. 

［28］ Qu K，Lee SW，Bian JS，et al. Hydrogen sulfide ：neurochemistry 
and neurobiology［J］. Neurochem Int，2008，52（1-2）：155-165. 

［29］ Bos EM，Leuvenink HG，Snijder PM，et al. Hydrogen sulfide-
induced hypometabolism prevents ren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J］. J Am Soc Nephrol，2009，20（9）：1901-1905. 

［30］ 李胜亮，张淑琴，秦翠平，等 . 脂多糖致肺血管内巨噬细胞释放
炎症因子变化的研究［J］.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6，18（3）：
136-138. 

［31］ 张晓静，黄新莉，孟祥艳，等 . 硫化氢对脂多糖诱导大鼠肺动脉
反应性和损伤的影响［J］.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10，22（8）：
465-468. 

（收稿日期：2014-08-06）
（本文编辑：李银平）

投稿邮箱：cccm@em120.com 
电话：022-23197150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122号 邮编：300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