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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浓度高渗钠盐溶液（HS）对严重烫伤大鼠早期肝损伤的影响。方法  按随机

数字表法将 104 只雌性 SD 大鼠分为假伤组（n＝8）、乳酸钠林格液（LR）组（n＝24）及 600、800、1 000 mmol/L 

HS 组（HS600 组、HS800 组、HS1000 组，n＝24）5 组。LR 组及各 HS 组大鼠在 30% 总体表面积（TBSA）Ⅲ度

烫伤后分别经尾静脉输注 LR 及相应浓度的 HS 进行液体复苏，并于补液后 2、8、24 h 取腹主动脉血后处死

大鼠取肝脏组织；假伤组大鼠模拟烫伤后直接处死取标本。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丙氨酸转氨酶

（ALT）和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水平；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检测肝组织丙二醛（MDA）含量和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活性；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肝组织 p38 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p38MAPK）表达。

结果  与假伤组比较，LR 组和 3 个 HS 组各时间点 ALT、AST、MDA 及 p38MAPK 表达均明显增加，SOD 活性

明显降低。与 LR 组比较，不同浓度 HS 组 ALT、AST、MDA、p38MAPK 表达均有不同程度降低，SOD 活性有不

同程度升高，其中 HS600 组改变最为显著〔ALT（U/L）：伤后 8 h 为 147±52 比 227±60，伤后 24 h 为 138±47

比 191±41；AST（U/L）：伤后 2 h 为 288±79 比 548±237，伤后 8 h 为 567±167 比 841±338，伤后 24 h 为

515±180 比 712±159；MDA（nmol/mg）：伤后 2 h 为 0.287±0.036 比 0.395±0.041，伤后 8 h 为 0.298±0.030 比

0.392±0.018，伤后 24 h 为 0.278±0.033 比 0.422±0.036；SOD（U/mg） ：伤后 2 h 为 230±16 比 159±30，伤后 

8 h 为 251±14 比 194±15，伤后 24 h 为 296±8 比 243±11；磷酸化 p38MAPK（p-p38MAPK）/p38MAPK（A 值）：

伤后 2 h 为 0.778±0.040 比 1.065±0.066，伤后 8 h 为 0.791±0.046 比 0.967±0.041，伤后 24 h 为 0.733±0.027

比 1.020±0.043；均 P＜0.05〕。不同HS浓度组间比较显示，HS600组ALT、AST于伤后2 h 显著低于HS1000组，

伤后 8 h 显著低于 HS800 组；伤后各时间点 MDA 含量、p38MAPK 表达显著低于 HS800 组和 HS1000 组，SOD

活性显著高于 HS800 组和 HS1000 组；而 HS800 组与 HS1000 组伤后各时间点所有检测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结论  高浓度 HS 能够减轻严重烫伤大鼠早期肝脏损伤，其中以 600 mmol/L HS 的疗效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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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ree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hypertonic  sodium  salt 
(HS)  resuscitation  on  liver  injury  of  rats  at  the  early  stage  of  severe burned.  Methods  104  female Sprage-Dawley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sham group (n = 8), lactated Ringer solution (LR) group (n = 24), 600, 
800, 1 000 mmol/L HS groups  (HS600, HS800, and HS1000 groups, n = 24). Rats  in LR group and HS groups were 
subjected to full-thickness scald with 30% total body surface area (TBSA), and then given liquid resuscitation treatment 
with LR and the corresponding HS. These rats were sacrificed at 2, 8 and 24 hours post injury to collect blood and liver 
tissue. Rats in sham group were given simulation of burns without resuscitation, which were immediately sacrificed and 
the specimens were harvested. The levels of serum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and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 (AST) 
were  detected  by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The  levels  of  liver  tissue  malondialdehyde  (MDA)  and  superoxide 
dismutase  (SOD) were detected by ultraviolet  spectrophotometry. The expression of  liver  tissue p38 mitogen-actirated 
protein kinase  (p38MARK) was detected by Western Blot.  Results  Compared with  sham group,  the  levels of ALT, 
AST, MDA and p38MAPK were increased, and the activities of SOD were decreased in LR group and different degrees 
in HS groups at each  time point after  injury. Compared with LR group,  the  levels of ALT, AST, MDA and p38MA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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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decreased and the activities of SOD were increased in different degrees with HS groups, among which HS600 group 
changed most significantly [ALT (U/L): 147±52 vs. 227±60 at 8 hours, 138±47 vs. 191±41 at 24 hours; AST (U/L):  
288±79  vs.  548±237  at  2  hours,  567±167  vs.  841±338  at  8  hours,  515±180  vs.  712±159  at  24  hours; MDA 
(nmol/mg):  0.287±0.036  vs.  0.395±0.041  at  2  hours,  0.298±0.030  vs.  0.392±0.018  at  8  hours,  0.278±0.033  vs. 
0.422±0.036 at 24 hours; SOD (U/mg): 230±16 vs. 159±30 at 2 hours, 251±14 vs. 194±15 at 8 hours, 296±8 vs. 
243±11 at 24 hours; p-p38MAPK/p38MAPK (A value): 0.778±0.040 vs. 1.065±0.066 at 2 hours, 0.791±0.046 vs.  
0.967±0.041  at  8  hours,  0.733±0.027  vs.  1.020±0.043  at  24  hours;  all P  <  0.05].  The  levels  of ALT  and AST  in 
HS600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HS1000 group at 2 hours and in HS800 group at 8 hours. The levels 
of MDA and p38MAPK in HS600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HS800 group and HS1000 group, and the 
level of SOD in HS600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HS800 group and HS1000 group at each time point 
after injur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all test indicators between HS800 group and HS1000 group at each 
time point after injury.  Conclusions  High concentration of HS can reduce the early liver injury in severely scalded 
rats, of which the curative effect of HS 600 mmol/L is best.

【Key words】  Burns;  Scald;  Hypertonic  saline;  Malondialdehyde;  Superoxide  dismutase;  Signal 
transduction pat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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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烧伤患者除了伤区大量体液丧失体外，非

烧伤区的毛细血管通透性也增加，血管内液体进入

组织中，造成机体大量水和电解质丢失，有效循环

血量急剧降低，导致休克、组织器官缺血缺氧，进而

广泛损伤肺、肝、肠、肾脏等多个器官。因此，早期

液体复苏治疗是抢救严重烧伤患者最重要的治疗措

施。几十年来，临床上一直广泛应用乳酸钠林格液

（LR）进行液体复苏，但过量补充 LR 会对心、肺组

织造成损伤，并引起严重的炎症反应［1］。调查显示，

在烧伤后第一个 10 d 内，近一半的死亡患者都是由

于不适当液体复苏所致二次损伤并发症导致的［2］。

文献报道，高渗钠盐溶液（HS）可以改善机体循环

衰竭，保护器官功能［3］。有研究显示，较低浓度 HS 

（200 mmol/L、300 mmol/L）较 LR 可显著减轻烫伤大

鼠的肺、肠及肝损伤［4-5］，而更高浓度的 HS 是否有

更好的效果？为此，本研究中采用多种更高浓度的

HS 对严重烫伤大鼠进行液体复苏，探讨其对肝损伤

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试剂：10% 氯化钠注射液和 LR 购于日本

大冢制药株式会社；丙二醛（MDA）和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比色法试剂盒购于南京建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p38 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p38MAPK）抗体、

磷酸化 p38MAPK（p-p38MAPK）抗体购于北京博

然一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辣根过氧化物酶（HRP）

标记的山羊抗兔 IgG 购于北京康为世纪生物有限 

公司。

1.2  实验动物及分组：104 只普通级健康雌性 SD

大鼠，体重 200～250 g，购于安徽医科大学实验动物

中心，动物许可证号：SCXK（皖）2011-02。按随机

数字表法将大鼠分为假伤组（n＝8）、LR 组（n＝24）

及 600、800、1 000 mmol/L HS 组（HS600 组、HS800

组、HS1000 组，n＝24）5 组。

1.3  严重烫伤模型制备及分组处理：注射 10% 水

合氯醛 300 mg/kg 麻醉动物，尾静脉置管。将大鼠

背部置于 98 ℃水浴锅中 12 s，造成背部 30% 总体

表面积（TBSA）Ⅲ度烫伤；假伤组则置于 37 ℃水浴

锅中 12 s。LR 组补充 LR；不同浓度 HS 组分别补

充 600、800、1 000 mmol/L 的 HS（由 LR 与 10% 氯

化钠注射液按比例配制而成），均根据 Parkland 补

液公式（4 mL·kg-1·1% TBSA-1）换算出的补钠公式 

0.52 mmol·kg-1·1% TBSA-1 计算第一个24 h补液量

（LR 组 120.0 mL/kg，HS600 组 26.0 mL/kg，HS800 组 

19.5 mL/kg，HS1000 组 5.6 mL/kg），补液速度为伤后

2 h 补入总量的 1/8，伤后 8 h 补入总量的一半，剩余

16 h 匀速补入总量的另一半；假伤组不予补液。

  本实验得到安徽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同意，实

验过程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4  检测指标及方法：假伤组假伤后即刻处死大

鼠；各实验组分别于补液后 2、8、24 h 各处死 8 只

大鼠。取腹主动脉血5 mL，离心取上清，置于-80 ℃

冰箱冷冻备用；取肝脏右叶，置入冻存管于 -80 ℃

冰箱冷冻备用。

1.4.1  肝功能检测：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

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水平。

1.4.2  肝组织 MDA 含量及 SOD 活性检测：取肝组

织制成 10% 组织匀浆，离心取上清匀浆待测。按照

试剂盒说明书步骤，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量各管吸

光度（A）值，根据相应的公式计算 MDA 含量及 SOD

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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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肝组织 p38MARK 通道活性检测：蛋白质免

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 p38MARK 表达。

取肝组织于低温环境下提取总蛋白，经十二烷基硫

酸钠 - 聚丙烯酰氨凝胶电泳（SDS-PAGE）、电转、

5% 牛血清白蛋白（BSA）封闭；加入一抗（1∶1 000）

4 ℃过夜，二抗（1∶2 500）封闭 50 min，加发光液、

曝光、显影、扫描仪扫描胶片，Image J 软件处理系

统分析目标条带 A 值，以 p-p38MAPK 与 p38MAPK

的 A 值比值代表 p38MAPK 通道活化程度。

1.5  统计学分析：实验数据经 SPSS 19.0 软件处理，

采用 Kolmogorov-Smirnov 法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

正态分布的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多组

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两两比较采

用 LSD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血清 ALT、AST 水平比较（表 1）：与假伤

组比较，LR 组和 3 个 HS 组各时间点 ALT、AST 均

明显升高（均 P＜0.05）。不同浓度 HS 组 ALT、AST

较 LR 组有不同程度降低，其中 HS600 组降低最

为显著；且 HS600 组伤后 2 h ALT、AST 显著低于

HS1000 组，伤后 8 h 则显著低于 HS800 组（均 P＜
0.05）。HS800 组与 HS1000 组各时间点各指标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2  各组肝组织MDA含量和SOD活性比较（表1）：

与假伤组比较，除 HS600 组 24 h SOD 活性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外，LR 组和 3 个 HS 组各时间点 MDA 含

量均明显增加，SOD 活性均明显降低（均 P＜0.05）。

与 LR 组比较，不同浓度 HS 组 MDA 含量有不同程

度降低，SOD 活性有不同程度升高，其中 HS600 组

改变最为显著；且 HS600 组各时间点 MDA 含量均

显著低于 HS800 组和 HS1000 组，SOD 活性均显著 

高于HS800组和HS1000组（均 P＜0.05）。HS800组 

与 HS1000 组各时间点各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 P＞0.05）。

2.3  各组肝组织 p38MAPK 活性比较（表 1；图 1）： 

与假伤组比较，LR组和3个HS组各时间点p38MAPK 

活性均明显增加（均 P＜0.05）。与LR组比较，HS600 

组各时间点，以及 HS800 组和 HS1000 组伤后 2 h 的

p38MAPK 活性均明显下降（均 P＜0.01）；且 HS600

组各时间点 p38MAPK 活性均明显低于 HS800 组和

HS1000 组（均 P＜0.01）。HS800 组 与 HS1000 组

各时间点 p38MAPK 活性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

表 1 不同浓度 HS 液体复苏对严重烧伤大鼠早期肝功能的影响（x±s）

组别 时间 动物数（只） 血 ALT（U/L） 血 AST（U/L） 肝 MDA （nmol/mg） 肝 SOD（U/mg） 肝 p-p38/p38 （A 值）

假伤组 8 48±  8 91±  18 0.238±0.029 307±22 0.450±0.100

LR 组 2 h 8 133±55 a 548±237 a 0.395±0.041 a 159±30 a 1.065±0.066 a

8 h 8 227±60 a 841±338 a 0.392±0.018 a 194±15 a 0.967±0.041 a

24 h 8 191±41 a 712±159 a 0.422±0.036 a 243±11 a 1.020±0.043 a

HS600 组 2 h 8 99±17 b 288±  79 bc 0.287±0.036 ac 230±16 ac 0.778±0.040 ac

8 h 8 147±52 ac 567±167 ac 0.298±0.030 ac 251±14 ac 0.791±0.046 ac

24 h 8 138±47 ad 515±180 ad 0.278±0.033 bc 296±  8 c 0.733±0.027 ac

HS800 组 2 h 8 119±46 a 411±138 a 0.366±0.035 af 180±25 adf 0.984±0.032 acf

8 h 8 199±45 ae 819±197 ae 0.367±0.026 af 221±18 adf 0.981±0.031 af

24 h 8 142±42 ad 552±136 a 0.357±0.037 acf 258±22 af 1.006±0.090 af

HS1000 组 2 h 8 153±44 ae 506±181 ae 0.359±0.029 adf 192±23 acf 0.995±0.042 acf

8 h 8 171±66 ad 720±280 a 0.374±0.017 af 226±15 ace 0.993±0.008 af

24 h 8 139±57 ad 558±221 a 0.349±0.036 acf 252±26 af 1.002±0.090 af

    注：LR 组为乳酸钠林格液组，HS600 组、HS800 组、HS1000 组分别为 600、800、1 000 mmol/L 高渗钠盐溶液（HS）组；ALT 为丙氨酸转氨

酶，AST 为天冬氨酸转氨酶，MDA 为丙二醛，SOD 为超氧化物歧化酶，p-p38/p38 为磷酸化 p38 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 / 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

（p-p38MAPK/p38MAPK）；与假伤组比较，aP＜0.01，bP＜0.05；与 LR 组同期比较，cP＜0.01，dP＜0.05；与 HS600 组同期比较，eP＜0.05，fP＜0.01

Western Blot 为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LR 组为乳酸钠林格
液组，HS600 组、HS800 组、HS1000 组分别为 600、800、

1 000 mmol/L 高渗钠盐溶液组；p38MAPK（p38）为 
p38 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p-p38 为磷酸化 p38MAPK

图 1  Western Blot 检测各组严重烧伤大鼠早期
肝组织 p38MAPK 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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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严重烧伤后各器官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缺血缺氧

损伤，若不能及时进行休克复苏，会产生大量氧自由

基、炎性介质等有害物质，损害各器官功能。目前

临床上尚无特别有效的治疗药物，因此尽早液体复

苏仍是当前治疗烧伤休克的主要方法。对于低血容

量休克的复苏，高渗盐溶液可以快速有效地增加血

容量，减轻组织水肿及器官损害［6］。有文献报道，

与等渗盐液相比，休克早期使用高渗盐溶液可以有

效保护器官功能［7-8］。

  ALT 和 AST 主要存在于肝细胞中，当肝细胞受

损时，它们便进入血液，因此血中含量增加，测定血

中 ALT 和 AST 水平能敏感地反映肝细胞损伤与否

及损伤程度。在严重烧伤后，机体休克、缺氧等引

起肝细胞损伤，肝酶释放入血，并随烧伤严重程度加

重，血中 ALT、AST 显著升高［9-10］。本实验结果显

示，与 LR 组比较，3 个 HS 组在伤后不同时间点血

清 ALT 水平均明显降低，尤其 HS600 组伤后 8 h 差

异极为显著，并且只有该组血清 AST 水平是明显下

降的。所以我们推测，600 mmol/L HS 可以有效减轻

肝损伤，超过该浓度的补液效果反而下降。

  MDA 作为氧自由基过氧化的终产物可以间接

反映机体组织细胞的损伤程度。SOD 是抗氧化系统

的成员，能间接反映机体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11］。 

严重烧伤后机体出现脂质氧化和抗氧化失衡，主要

表现为氧自由基含量增高及抗氧化物含量减少。氧

自由基过度升高会对组织器官造成损害［12］。有研

究显示，与等渗盐溶液比较，用高渗盐溶液复苏能减

少氧自由基的释放，抑制氧化应激反应［13-14］。本实

验结果显示，与 LR 组比较，3 个 HS 组伤后各时间

点肝组织 MDA 含量明显降低，SOD 活性明显增加，

尤其 HS600 组差异极为显著。说明 3 个浓度 HS 均

可以减轻机体氧化应激程度，其中以 600 mmol/L 的

HS 疗效最佳。

  MAPK 信号级联通路是细胞内的重要信息传

递系统，p38 作为 MAPK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烧伤

后炎性介质生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Chen 等［15］

研究表明，烧伤后肝脏库普弗细胞分泌促炎细胞因

子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白细胞介素 -1α 

（IL-1α），使 p38MAPK、c-Jun 氨基末端激酶（JNK）

通道蛋白表达增加。有研究表明，抑制 p38MAPK

的活化可能会减轻失血性休克对肝脏的损伤［16］。

本研究中通过 p38MAPK 磷酸化水平评估 p38MAPK

的激活情况。结果显示，3 个 HS 组伤后各时间点

p38MAPK 表达均较 LR 组明显降低，尤其 HS600 组

差异极为显著。说明 600 mmol/L HS 抑制 p38MAPK

的活化效果最好，超过该浓度的效果反而减弱。

  Han 等［17］的研究显示，应用 3% 高渗盐溶液（约

500 mmol/L）与 7.5% 高渗盐溶液（约 1 200 mmol/L）

复苏低容量性休克，得到同样效果所需的液体不到

等渗液的一半，且均能减轻肺水肿，但用 7.5% 高渗

盐溶液复苏后出现心率加快、高钠血症及肾衰竭的

概率明显增加，3% 高渗盐溶液则无此类情况出现，

故研究者认为，用 3% 高渗盐溶液作为休克复苏液

体是安全有效的。本研究显示，与 LR 组比较，3 个

HS 组可以不同程度地减轻肝损伤，其中 600 mmol/L 

HS 的复苏效果最佳，1 000 mmol/L HS 的效果差，与

上述研究结论相似。超过 600 mmol/L 后，HS 随浓

度增大效果降低的可能原因为：复苏液浓度越高，

按公式计算所需补液量越少，而过少的补液量无法

在短时间内增加有效血容量，所以效果降低。其具

体机制以及最佳高渗盐溶液浓度是否为 600 mmol/L

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而为临床广泛应用提供

重要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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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血因子Ⅺ独立激活凝血因子Ⅶ提高肺炎所致脓毒症小鼠的宿主免疫力

  细菌性肺炎是导致脓毒症最常见的病因，脓毒症的发生又与凝血激活有关。凝血因子Ⅺ（FⅪ）是内源性凝血途径的关键

组成部分，可通过凝血因子Ⅻ（FⅫ）或凝血酶激活。为明确内源性凝血途径是否参与了肺炎脓毒症的宿主防御并依赖于激活

FⅫ，有学者进行了一项基础实验。研究者使用临床常见的两种细菌，即革兰阳性菌肺炎链球菌和革兰阴性菌肺炎克雷伯菌，

分别经呼吸道感染建立 FⅪ基因敲除小鼠、FⅫ基因敲除小鼠和野生型（WT）小鼠肺炎性脓毒症模型。在两种细菌性肺炎小

鼠模型中，FⅪ缺乏可增强细菌的生长，并导致动物存活率下降；FⅪ基因敲除小鼠同时伴有炎症反应增强。在肺炎链球菌肺

炎模型中，FⅫ基因敲除小鼠与 WT 小鼠相差不大；而在肺炎克雷伯菌肺炎模型中，FⅫ缺乏可减少细菌生长，并改善动物存

活情况。在两种肺炎模型中，动物的局部凝血功能并不因 FⅪ或 FⅫ基因敲除而受损。FⅫ基因敲除后，中性粒细胞吞噬细菌

的能力受损。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凝血因子 FⅪ通过激活 FⅫ a 来增强中性粒细胞的吞噬能力，从而改善肺炎链球菌和

肺炎克雷伯菌肺炎所致脓毒症小鼠的预后。

喻文，罗红敏，编译自《Thromb Haemost》，2017-05-11（电子版）

DSM265：恶性疟原虫的预防药物

  恶性疟原虫的预防药物有助于人们对疟疾的进一步控制，DSM265 能选择性抑制疟原虫二氢乳清酸脱氢酶，体外实验证

明其能抑制肝期和血液期的恶性疟原虫。为此，一个由多国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 1 期试验。研究人员将

德国蒂宾根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的未感染疟原虫成年志愿者（所有志愿者均通过静脉接种纯化的冷冻恶性疟原虫孢子）随机

分为两组，一组接受 400 mg DSM265（试验组），另一组接受安慰剂（对照组）；每组再分为两个亚组。在试验组中，一个亚组的

部分志愿者于接种前 1 d 仅给予 400 mg DSM265（队列 1A），另一部分志愿者于接种前 1 d 给予 DSM265 时开始接受连续 9 d

的抗疟疾药阿托伐醌 - 氯胍 250～100 mg（队列 1B）；另一个亚组于接种前 7 d 给予 400 mg DSM265（队列 2）。对照组同期给

予安慰剂。所有志愿者在第 28 日（或出现疟原虫血症，经涂片证实）均接受抗疟疾治疗。主要评价指标为接种后发生疟原虫

血症的时间。结果显示：在 2015 年 10 月 23 日至 2016 年 1 月 18 日期间共纳入 22 名志愿者。在队列 1 中（接种前 1 d 给药），

队列 1A（n＝5）和队列 1B（n＝6）的所有志愿者均未发生疟疾，而对照组（n＝2）分别在 11 d 和 14 d 发生了疟疾。在队列 2 中 

（接种前 7 d 给药），6 名志愿者中有 3 名分别在 11、13 和 24 d 发生疟原虫血症；而对照组（n＝2）均在 11 d 发生疟原虫血症。

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机体对 400 mg 单剂量 DSM265 耐受良好，且在感染疟疾前 1 d 预防性给药有效。

罗红敏，编译自《Lancet Infect Dis》，2017，17（6）：636-6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