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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心肺复苏大鼠心肌组织 CyPA 信号通路的研究
王峪 刘剑虹 王卫利 沈鹏 沈中阳

【摘要】 目的 观察心肺复苏（CPR）后大鼠心肌组织亲环素 A（CyPA）信号通路的变化。方法    将 68
只健康雄性 SD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n＝8）及心搏骤停（CA）即刻组、CPR 即刻组和 CPR 后

15、 30、 60、 120 min 组，每个时间点 10 只。利用呼气末夹闭气管导管模拟窒息后给予机械通气、心脏按压及静

脉注射肾上腺素恢复自主循环（ROSC）建立 CA-CPR 模型。分别于各时间点检测大鼠血流动力学；取腹主动

脉血及心肌组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 CyPA 和 CD147 水平，采用免疫组化及实时定量反

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心肌组织 CyPA 和 CD147 的阳性表达及 mRNA 表达；采用蛋白质免疫

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心肌组织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MMP-9）和髓过氧化物酶（MPO）的蛋白表

达；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光镜下观察心肌组织中性粒细胞浸润情况。结果    CA 即刻大鼠心率降至 0，动
脉压降低；CPR 即刻动脉压即升高至正常，随时间延长，大鼠心率约在 30 min 时恢复；肾上腺素用量 50～60 μg，
ROSC 时间 1～4 min。与假手术组比较，随 ROSC 时间延长，CPR 120 min 内血清 CyPA 和 CD147 水平逐渐升

高，120 min 达峰值〔CyPA 从（786.11±3.93）μg/L 升至（2 001.80±10.61）μg/L，CD147 从（2.94±0.02）μg/L 升

至（5.99±0.02）μg/L，P＜0.05 或 P＜0.01〕；心肌组织 CyPA 和 CD147 的 mRNA 表达（A 值）逐渐升高，120 min 
达峰值（以假手术组为 1，CyPA 的相对表达量达 2.42±0.05，CD147 的相对表达量达 1.88±0.10，均 P＜0.01）；

镜下观察免疫组化结果显示，胞膜呈褐色的阳性细胞逐渐增多、变深，说明 CyPA 和 CD147 表达均增加；心肌

组织 MMP-2、MMP-9、MPO 的蛋白表达逐渐升高，120 min 时达峰值〔MMP-2（灰度值）从 0.396±0.021 升

至 0.879±0.020，MMP-9（灰度值）从 0.372±0.009 升至 0.819±0.012，MPO（灰度值）从 0.176±0.005 升至

0.829±0.018，P＜0.05 或 P＜0.01〕；心肌组织中未见中性粒细胞明显浸润。结论    CyPA 和 CD147 在 CPR 大

鼠血清及心肌组织中表达上调，是炎症反应的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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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in cyclophilin A ( CyPA ) signal pathway in rat myocardial 
tissue afte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 CPR ). Methods Sixty-eight healthy male Sprague-Dawley ( SD )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ham operation group ( n = 8 ), instantancous CPR after cardiac arrest ( CA ), immediate  
CPR after CA ( CRP ), and 15, 30, 60 and 120 minutes after CPR groups, respectively, with 10 rats in each group. 
Asphyxia was simulated by occlusion of the tracheal tube at the end of exhalation. Mechanical ventilation, compression 
and epinephrine injection were given for restoratio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 ( ROSC ) in order to reproduce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after cardiac arrest ( CA-CPR ) models in rats. Hemodynamic changes were recorde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The blood was collected from abdominal aorta, and myocardial tissue was also harvested. 
The serum CyPA and CD147 levels were determin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 ELISA ). The protein 
positive cells and mRNA expression of CyPA and CD147 in myocardial tissue of the rats were deter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and real-time quantitative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 RT-PCR ).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 MMP-2, MMP-9 ) and myeloperoxidase ( MPO ) in rat myocardial 
tissue were determined by Western Blot. The neutrophil infiltration in rat myocardial tissue was assessed by hematoxylin 
and eosin ( HE ) staining. Results The heart rate of rat was lowered to 0 with arterial pressure lowered immediately 
after CA. Arterial pressure was elevated to normal range immediately after CPR. Heart rate was restored at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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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已公认高质量心肺复苏（CPR）是抢救

各种原因引起心搏骤停（CA）患者的唯一措施，可

明显提高 CA 患者的存活率［1］。华丽等［2］针对国内

8 821 例急诊抢救病例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

CPR 发生率为 7.43%，抢救成功率为 15.24%，远期

存活率为 3.2%。在心脏停搏期间，全身各器官组织

会发生严重缺血、缺氧过程，自主循环停止 4～6 min
即可发生不可逆的脑损害［3］；自主循环恢复（ROSC）
后缺血 / 再灌注（I/R）损伤造成大量有害物质释放，

进一步导致组织器官功能损伤，心脏功能的损伤及

恢复严重影响着患者的预后。研究发现，亲环素 A
（CyPA）与急性心肌梗死后心肌损伤有关［4-5］。本实

验通过观察大鼠 CPR 后心肌组织 CyPA 信号通路

的变化，探讨其在 CPR 中的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实验材料：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天津金

耀氨基酸有限公司），兔抗鼠髓过氧化物酶（MPO）、
基质金属蛋白酶（MMP-2、MMP-9）一抗（天津赛

尔生物技术诊断公司），兔抗鼠 CyPA 和 CD147 一

抗（英国 Abcom 公司），CyPA 和 CD147 大鼠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ELISA）试剂盒（美国 Abnova 公司）；

HX-100E 型小动物呼吸机及 BL-410 生物功能实验

系统（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司）。

1.2    动物分组及模型制备：68只健康雄性 SD大鼠，

体质量 250～260 g，购自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

术有限公司，合格证号：SCXK（京）2009-0015。按

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动物分为假手术组（n＝8）及 CA
即刻组、CPR 即刻组和 CPR 后 15、 30、 60、 120 min
组，每个时间点 10 只。麻醉动物后行气管插管；于

左颈总动脉插管接 BL-410 生物功能实验系统压力

换能器，用于检测平均动脉压（MAP）；于右颈静脉

插管建立静脉通路用于给药；采用标准肢体导联连

续心电监测。稳定 10 min 后，于呼气末夹闭气管导

管模拟窒息，如心脏停搏或无脉性电活动、收缩压

（SBP）≤ 25 mmHg（1 mmHg＝0.133 kPa）为 CA 成

功标准。CA 3 min 后开始复苏，行机械通气，呼吸

机频率 70～90 次 /min ；以食指和中指进行胸外心

脏按压，频率 160～200 次 /min，按压深度为大鼠胸

廓前后径的 1/3 ；静脉注射盐酸肾上腺素 200 μg/kg。
出现自主心律和自主 SBP ≥ 60 mmHg，持续 10 min
以上为 ROSC 的标志。

 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要求。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记录复苏过程中血流动力学

指标和 ROSC 时间。于相应时间点取腹主动脉血，

离心取血清，-20 ℃保存备用。然后处死动物，取心

脏放入冰冷生理盐水，剪取心室前壁心肌，一部分用

甲醛溶液固定备用，另一部分 -80 ℃保存备用。

1.3.1    血清 CyPA、CD147 含量测定：按照试剂盒说

明书，采用 ELISA 法检测 CyPA、CD147 含量。

1.3.2    心肌组织 CyPA、CD147 阳性细胞表达观察：

取部分甲醛溶液固定的心肌组织，采用免疫组化法

光镜下观察心肌组织中 CyPA 和 CD147 表达，胞膜

呈褐色为阳性细胞。

1.3.3    心肌 CyPA、CD147 mRNA 表达测定：用液 
氮研磨及 TRIzol 裂解心肌组织，提取总 RNA，反转

录 cDNA。在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
的 Nucleotide 基因库中检索到目的基因和内参照

基因，设计并合成上、下游引物，以 β- 肌动蛋白

（β-actin）为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内参

照，稀释不同浓度的内参照基因进行 PCR 扩增，绘

制标准曲线，根据标准曲线得到待测样本的 CyPA、

CD147 基因相对表达量。

30 minutes later, and the dose of epinephrine was 50-60 μg, and ROSC time was 1-4 minutes. Compared with those 
of the sham group, serum CyPA and CD147 levels were gradually increased along with elongation of ROCS time within 
120 minutes, and peaked at 120 minutes, CyPA was increased from ( 786.11±3.93 ) μg/L to ( 2 001.80±10.61 ) μg/L, 
and CD147 was increased from ( 2.94±0.02 ) μg/L to ( 5.99±0.023 ) μg/L ( P < 0.05 or P < 0.01 ). CyPA and CD147 
mRNA expressions ( A value ) in rat myocardial tissue were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peaked at 120 minutes. Relative 
expression of CyPA at 120 minutes was 2.42±0.05 when it was 1 in the control, and relative expression of CD147 at 
120 minutes was 1.88±0.10 ( both P < 0.01 ). The immunohistochemical results under light microscope showed that the 
brown positive cells were gradually increased,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expressions of CyPA and CD147 were increased. 
Expressions of MMP-2, MMP-9 and MPO ( gray value ) in myocardial tissue were also gradually increased, peaking at 
120 minutes, and MMP-2 was increased from 0.396±0.021 to 0.879±0.020, MMP-9 was increased from 0.372±0.009 
to 0.819±0.012, and MPO was increased from 0.176±0.005 to 0.829±0.018 ( P < 0.05 or P < 0.01 ). No obvious 
neutrophil infiltration in myocardial tissue was found with HE staining. Conclusion Expressions of CyPA and CD147  
were up-regulated in serum and myocardial tissue after CPR in rats, which may be the markers of inflammatory reaction.

【Key words】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Myocardial tissue; Cyclophilin A; CD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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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CA 大鼠 CPR 后各时间点 HR、MAP
及肾上腺素用量和 ROSC 时间（x±s）

组别
动物数

（只）

HR
（次 /min）

MAP
（mmHg）

肾上腺素

用量（μg）
ROSC 时间

（min）

假手术组   8 333.9±1.2 108.2±2.1
CA 即刻组 10   0   20.5±0.4
CPR 即刻组 10 69.2±0.5 109.5±1.1 56.7±0.2 1.73±0.12
CPR 15 min 组 10 280.7±1.3   86.5±0.8 58.9±0.2 2.98±0.32
CPR 30 min 组 10 330.6±0.9   82.7±0.5 50.1±0.1 3.01±0.32
CPR 60 min 组 10 315.8±1.1   89.6±0.6 58.2±0.3 1.97±0.43
CPR 120 min 组 10 326.9±1.3   82.1±0.8 54.7±0.1 3.56±0.54

  注： CA 为心搏骤停，CPR 为心肺复苏，HR 为心率，MAP 为平

均动脉压，ROSC 为自主循环恢复；1 mmHg ＝ 0.133 kPa ；空白代表

无此项

表 2    CA 大鼠 CPR 后各时间点 CyPA、CD147 血清水平
和心肌组织 mRNA 表达的变化（x±s）

组别
动物数

（只）

血清水平（μg/L） 心肌 mRNA 表达（A 值）

CyPA CD147 CyPA CD147

假手术组   8    774.72±  5.56 2.79±0.04 1 1
CA 即刻组 10    786.97±  5.17 2.86±0.02 1.01±0.02 1.06±0.02
CPR 即刻组 10    786.11±  3.93 2.94±0.02 1.08±0.02 1.04±0.02
CPR 15 min 组 10 1 060.16±10.15a 3.05±0.03 1.34±0.01a 1.30±0.03a

CPR 30 min 组 10 1 601.29±  9.53b 4.45±0.11a 1.38±0.04a 1.44±0.07a

CPR 60 min 组 10 1 906.58±47.04b 5.36±0.03b 1.72±0.15b 1.69±0.05b

CPR 120 min 组 10 2 001.80±10.61b 5.99±0.02b 2.42±0.05b 1.88±0.10b

  注：CA 为心搏骤停，CPR 为心肺复苏，CyPA 为亲环素 A ；与假

手术组比较，aP＜0.05，bP＜0.01

1.3.4    心肌 MPO、MMP 蛋白表达测定：取出 -80 ℃ 
保存的心肌组织 1 g，剪碎后应用苯甲基磺酰氟

（PMSF）蛋白裂解液于冰上充分裂解后， 4 ℃离心

10 min 收集上清蛋白。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

（Western Blot）检测心肌组织 MPO、MMP-2、MMP-9
表达，以目的蛋白与内参蛋白三磷酸甘油醛脱氢酶

（GAPDH）的灰度值比值作为目的蛋白的相对表达量。

1.3.5    心肌组织病理学观察：取经甲醛溶液固定的

心肌组织，行石蜡包埋、切片、苏木素 - 伊红（HE）
染色，光镜下观察心肌组织中性粒细胞浸润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8.0 软件处理数据，计

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和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血流动力学指标（表 1）：CA 时大鼠心率为 0，
ROSC 后约 30 min 恢复正常。MAP 于 CPR 即刻瞬

间升高到正常水平，随 CPR 时间延长保持在低于假

手术组的水平（80～90 mmHg）。各组大鼠肾上腺

素用量均在 50～60 μg，ROSC 时间均在 1～4 min。
2.2    血清 CyPA、CD147 水平（表 2）：ROSC 后大鼠

血清 CyPA、CD147 含量逐渐升高，CPR 后 15 min
起即显著高于假手术组（P＜0.05 或 P＜0.01）。 
2.3    心肌组织 CyPA 和 CD147 表达（图 1）：假手术

组心肌组织 CyPA、CD147 表达均较少；而 ROSC 后，

随时间延长 CyPA、CD147 表达均逐渐增多。

2.4    心肌组织 CyPA、CD147 的 mRNA 表达（表 2）：
ROSC 后，大鼠心肌组织 CyPA、CD147 的 mRNA 表

达均逐渐升高，于 CPR 15 min 起即明显高于假手术

组（P＜0.05 或 P＜0.01）。

图 1    光镜下观察心搏骤停（CA）大鼠心肺复苏（CPR）后各时间点心肌细胞亲环素 A（CyPA）和 CD147 表达    胞膜

呈褐色为阳性细胞，假手术组 CyPA、CD147 阳性细胞均较少；CA 后随 CPR 时间延长，胞质着色增多、变深，CyPA、CD147 表达均逐渐

增加    免疫组化    低倍放大

2.5    心肌细胞 MMP-2、MMP-9、MPO 的蛋白表

达（表 3 ；图 2）：与假手术组相比，CA 时心肌细胞

MMP-2、MMP-9、MPO 的蛋白表达均无明显升高

（均 P＞0.05）；ROSC 后心肌细胞 MMP-2、MMP-9、
MPO 蛋白表达均随时间延长逐渐升高，且于 CPR 
15 min 即明显高于假手术组（P＜0.05 或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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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受损心肌也少有报道。

 CyPA 最初被发现可以结合环孢素 A 的胞内蛋

白［12］，而 CD147 则是 CyPA 蛋白的细胞膜表面受 
体［13］。研究报道，CyPA 和 CD147 与心肌梗死［4-5］、

动脉粥样硬化［14-16］、 非心血管疾病炎症［17-18］、 血管

重塑［19-20］等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CyPA 和 CD147
也可影响 MMP-2、MMP-9、MPO 的表达［21］。还有

研究表明，MMP-2/MMP-9 属于基质金属蛋白酶，对

于组织重构、炎症调节有重要作用［22-23］。MPO 血清

水平可反映中性粒细胞的浸润程度，有研究显示，心

肌 I/R 大鼠血清 MPO 活性明显升高；经缺血后处理，

该指标明显下降，提示缺血后处理可减轻炎症反应，

从而减少心肌组织的坏死［24］。研究发现，位于线粒

体基质的 CyPD 参与了再灌注时线粒体通透性转换

孔（mPTP）开放所致的心肌细胞死亡［25］；另外，细

胞外 CyPA 有炎性细胞因子的作用，可能参与了心

肌 I/R 损伤的炎症过程。

 本实验观察了 CA 大鼠在 CPR 过程中 CyPA 及

CD147 的表达，结果显示，CPR 后各时间点大鼠血

清中 CyPA、CD147 含量均明显升高，并于 120 min
达峰值，Western Blot、PCR 和免疫组化法检测到心

肌组织 CyPA 和 CD147 的表达均明显上调，心肌细

胞 MMP-2、MMP-9、MPO 表达也均升高，但均未观

察到明显的中性粒细胞炎性浸润。

 CyPA、CD147 表达升高可能是造成心肌损伤的

一个原因。CyPA 和 CD147 影响 T 细胞募集［21， 26］，

具有直接的白细胞趋化作用并调节 MMP 释放到神

经系统，进而影响神经系统的功能［26］。CyPA 活性

也可影响活性氧簇（ROS）的产生及 MMP-2 的活

性，进而影响血管重建［27］。CD147 过表达也会诱导

血小板的活化，刺激核转录因子 -κB（NF-κB）依赖

的炎性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 -6（IL-6）和肿瘤

坏死因子 -α（TNF-α）〕及 MMP-9 的表达，促进

炎症反应［28］。临床研究发现，CD147 的表达与血小

板及冠状动脉变异程度有关［29］。对充血性心力衰

竭患者进行心内膜活检发现，组织内 CyPA 高表达

与较差的预后相关［30］。可见，CyPA 和 CD147 的升

高可能会通过一系列的炎症反应来影响心肌组织的

功能。MMP-2/MMP-9 能够水解变性胶原及基膜的

主要成分——Ⅳ型胶原，诱导心肌组织炎症［31］。心

肌损伤后组织 MPO 的分泌增加，释放到血液外后，

影响许多炎症反应［32］。在细胞分子机制的研究上，

有研究发现，细胞外 CyPA 通过丝裂素活化蛋白激

表 3     CA 大鼠 CPR 后各时间点心肌细胞
MMP-2、MMP-9、MPO 蛋白表达的变化（x±s）

组别
动物数

（只）

MMP-2
（灰度值）

MMP-9
（灰度值）

MPO
（灰度值）

假手术组   8 0.213±0.012 0.185±0.002 0.074±0.002
CA 即刻组 10 0.287±0.015 0.197±0.001 0.075±0.001
CPR 即刻组 10 0.396±0.021a 0.372±0.009a 0.176±0.005a

CPR 15 min 组 10 0.609±0.031b 0.535±0.012b 0.417±0.008b

CPR 30 min 组 10 0.783±0.028b 0.627±0.017b 0.639±0.012b

CPR 60 min 组 10 0.828±0.018b 0.804±0.021b 0.833±0.021b

CPR 120 min 组 10 0.879±0.020b 0.819±0.012b 0.829±0.018b

  注：CA 为心搏骤停， CPR 为心肺复苏， MMP-2、 MMP-9 为 
基质金属蛋白酶 -2、-9，MPO 为髓过氧化物酶；与假手术组比较，
aP＜0.05，bP＜0.01

CA 为心搏骤停，CPR 为心肺复苏，MMP-2、MMP-9 为

基质金属蛋白酶 -2、-9，MPO 为髓过氧化物酶，

GAPDH 为三磷酸甘油醛脱氢酶

图 2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 CA 大鼠
CPR 后各时间点心肌细胞 MMP-2、MMP-9、MPO 的蛋白表达

-

-

2.6    心肌组织中性粒细胞浸润情况：假手术组未发

现中性粒细胞浸润。CA 成功后心肌组织仍无明显

的中性粒细胞浸润；随着 CPR 后自主循环的恢复，

亦未见明显的中性粒细胞浸润。

3    讨    论 
 CA-CPR 后发生心肌 I/R 损伤是不可避免的。 
研究显示，心肌 I/R 损伤的发生机制与氧自由基产

生、钙离子超载、中性粒细胞聚集、微血管损伤、炎

症反应、蛋白水解反应及能量代谢障碍等有关［6］。

目前 CPR 存活率有所提高，但最终的出院率仍不

理想。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糖皮质激素能提高

CPR 后大鼠心肌细胞 α1- 肾上腺素能受体（AR）
和 β1-AR 的水平［7］。也有学者发现，复苏过程中

使用氢化可的松可增加 CA 患者的 ROSC 率［8］。高

夏等［9］对心肌损伤大鼠左心室减轻负荷后发现，心

肌逆向重构的过程伴随着 β-AR 表达的改变。肾

上腺素作为高级生命支持（ACLS）中重要的缩血管

药物之一，在 CPR 领域被常规使用已有 40 多年，但

仍具有争议［10-11］，对于 CPR 后心肌组织病理生理改

变所导致的分子生物学、蛋白水平变化及早期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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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MAPK）、NF-κB 信号转导通路激活炎性细胞因

子的转录和表达，从而激活下游蛋白质的合成［25］。

也有研究发现，Toll 样受体 4（TLR4）突变后能减弱

上述细胞信号通路的信号转导，从而减轻心肌 I/R
损伤及炎症反应［33］。另有研究发现，哺乳动物雷帕

霉素靶蛋白（mTOR）信号通路通过调控蛋白质的

表达影响细胞生长和增殖，在缺血损伤中起到重要

作用［34］。而在本实验中未发现明显的中性粒细胞

浸润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AMI 与 CPR 后心肌弥漫

性缺血缺氧性损伤病理生理过程可能不同，损伤严

重程度不同，生物标志物与组织病理不平行，样本量

不够大等。

 综上所述，CA 大鼠 CPR 后，血清和心肌组织内 
CyPA和CD147表达，以及心肌组织MMP-2、MMP-9、 
MPO 表达均明显升高。CyPA 和 CD147 可能通过

促进炎症反应，造成 CPR 后心肌组织的损伤。因此，

有望在未来通过应用亲环素的受体环孢素 A 来阻

断炎症标志物的表达，以减轻 CPR 后炎症反应，从

而改善临床 CPR 患者的预后，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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