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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制备可相互转换的相同伤情平原和高原冲击伤动物模型致伤参数。方法  157 只

C57BL/6 雄性小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平原对照组（8 只）、平原致伤组（77 只）、高原对照组（8 只）和高原致

伤组（64 只），其中高原对照组和高原致伤组预先置于动物实验低压氧舱中模拟 4 000 m 高原环境习服 5 d。将

平原致伤组和高原致伤组小鼠置于Ⅰ型生物激波管内，选择不同驱动段压强致伤，以 72 h 内死亡率达 70% 左

右为标准，确定平原致伤组和高原致伤组的驱动段压强，利用该参数进行平原和模拟 4 000 m 高原制备小鼠严

重冲击伤模型，通过大体解剖、肺湿 / 干质量比值（W/D）、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和肺组织损伤评分比较各

组小鼠致伤 24 h 后肺病理变化，验证各组伤情的一致性。结果  平原致伤组和高原致伤组驱动段压强分别为 

5.4 MPa 和 4.0 MPa 时，可使各组小鼠死亡率基本一致（分别为 65% 和 75%）。与各自对照组比较，平原 5.4 MPa

致伤组和高原 4.0 MPa 致伤组小鼠冲击伤 24 h 后肺脏均出现大面积出血（呈斑点状和弥散性），出血区域及附

近有明显肺水肿；肺 W/D 比值增高，其中高原致伤组明显高于高原对照组（5.579±0.646 比 4.476±0.076，P＜
0.05），平原致伤组与平原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303±1.020 比 4.015±0.144，P＞0.05）。肺组织病理

切片显示，与各自正常组比较，平原 5.4 MPa 致伤组和高原 4.0 MPa 致伤组均可见大片肺泡破裂融合，肺泡壁增

厚，肺泡腔内有少量炎症细胞浸润；平原 5.4 MPa 致伤组和高原 4.0 MPa 致伤组小鼠肺组织损伤评分明显高于

相应对照组（分：8.67±0.82 比 1.67±0.52，9.00±1.10 比 2.17±0.41, 均 P＜0.05），但各致伤组间肺组织损伤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驱动压强 5.4 MPa 和 4.0 MPa 分别是制备相同伤情的平原和高原严重冲击

伤参数，可相互转换，其结果为特殊环境严重冲击伤防治技术的应用和评估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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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rconvertible  injury parameters of  same severe 
blast injury in mice at plain and plateau.  Methods  A total of 157 C57BL/6 male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plain 
control group (8 mice), plain injury group (77 mice), plateau control group (8 mice) and plateau injury group (64 mice)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The mice in plateau control group and plateau blast injury group had been 
placed  in animal experimental  low-pressure oxygen chamber  to simulate 4 000 meters plateau environment  for 5 days 
in advance. Then the mice in plain blast injury group and plateau blast injury group were put into biological shock tube, 
respectively. Different pressures of the driving section were selected to establish the severe blast injury models in mice at 
plain and 4 000 meters plateau to reach approximately 70% mortality within 72 hours. The equivalent traumatic condition 
at 24 hours after blast injury in different groups was verified by the series of experiments including gross autopsy, lung 
wet/dry weight ratio (W/D), hematoxylin-eosin (HE) staining and histological scoring.  Results  The mice mortality were 
basically consistent between the plain injury group (65%) and plateau injury group (75%) when 5.4 MPa and 4.0 MPa  
of  the driving section pressures were chosen,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 groups,  the  lungs 
showed massive hemorrhage (patchy and diffuse) with significant pulmonary edema in both plain 5.4 MPa-injured group 
and  the  plateau  4.0 MPa-injured  group  at  24  hours  after  blast  injury.  Compared  with  the  plateau  control  group,  the 
pulmonary W/D ratio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plateau injury group (5.579±0.646 vs. 4.476±0.076,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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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致伤方法（图 1）：平原致伤组和高原致伤组小鼠

用乙醚麻醉后，分别置于Ⅰ型生物激波管中，夹膜段

为 4 mm + 4 mm 铝制膜片双夹膜。其中，高原致伤组

小鼠制模前需利用高原冲击波致伤平台的减压舱减

压，即用真空泵抽吸，使减压舱内气压于 20～30 min 

内从 96.60 kPa 下降至 61.33 kPa（模拟海拔 4 000 m 

环境大气压）。各致伤组小鼠固定在特制的网格状

铁丝笼内，统一采取右侧朝向冲击波波源体位，距离

Ⅰ型生物激波管末尾端挡板 10 cm 处，闭口加挡板，

基于Ⅰ型生物激波管制备小鼠冲击伤模型常用参

数，分别选择 4.5～5.5 MPa 和 4.0～5.3 MPa 作为平

原和高原致伤组驱动段压强进行致伤。

  冲击伤是爆炸引发的冲击波对人体器官和组织

造成的损伤，常见于平时工业化事故、自然灾害和

战时武装冲突［1-3］。冲击伤的伤情与所在环境密切

相关［4］。有研究表明，高原地区空气稀薄、气压低，

缺氧可导致机体对冲击波的耐受性降低，其伤情重

于平原地区［5］。尽管针对平原和高原冲击伤的研

究已经非常广泛［6-10］，但现有文献大多分别聚焦于

平原环境和高原环境，缺乏将平原冲击伤模型与高

原冲击伤模型进行对比和转换的研究，从而无法量

化不同环境冲击伤的伤情特点和相互关系。基于高

原冲击伤防治在促进我国西部高原经济建设和维护

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11-12］，结合相当比例的高原冲

击伤研究在平原地区完成的实际需要，本研究以存

活率和冲击伤重要靶器官肺的病理变化为核心指

标，探索并验证能够产生相同伤情的平原和高原小

鼠严重冲击伤致伤参数，为在平原地区精准开展高

原冲击伤防治理论及技术的应用和评估提供借鉴。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分组（表 1）：157 只 C57BL/6 雄性

小鼠，25～30 g，8～10 周龄，由陆军军医大学大坪

医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小鼠

分为平原对照组（8 只）、平原致伤组（77 只）、高原

对照组（8 只）和高原致伤组（64 只），其中高原各组

模拟 4 000 m 海拔高度。各组采用的驱动段压强和

小鼠数量不等。本实验获陆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福

利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AMUWEC20201433）。

1.2 模拟高原环境习服：正式实验前，高原对照组

和高原致伤组小鼠置于 ProOx-810 型动物实验低压

氧舱中，模拟 4 000 m 海拔高度，持续 5 d，使小鼠适

应模拟高原环境。模拟环境：温度 22～24 ℃，湿度 

48%～52%，氧气浓度16%～18%，二氧化碳0.40%～ 

0.45%，换气频率 20 次 /h，循环过滤频率 60 次 /h。

whil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lateau  injury  group  and  the  plain  control  group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5.303±1.020 vs. 4.015±0.144, P > 0.05). Also, compared with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 groups, the analysis of lung 
histopathological  section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everal  pathological  changes  including  large  alveolar  rupture  and 
fusion, thickened alveolar walls, and a small amount of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in the alveolar lumen in the groups 
of plain 5.4 MPa and plateau 4.0 MPa. In addition, the histopathological scores of lung in the groups of plain 5.4 MPa 
and  plateau  4.0 MPa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rresponding  control  group  (8.67±0.82  vs.  1.67±0.52, 
9.00±1.10 vs. 2.17±0.41, both P < 0.05), however,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for the above score between plain 
blast injury group and plateau blast injury group.  Conclusions  The pressures of driving section 5.4 MPa and 4.0 MPa 
are  injury parameters  to establish equivalent  severe blast  injury  in mice at plain and plateau,  respectively, which can 
be converted to each other. This study provides support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technology for severe blast injury in speci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Plain;  Plateau;  Severe blast injury;  Equivalent trauma;  Injury parameter
Fund program:  Key  Laboratory  of  Extreme  Environmental  Medicin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China  

(PR-KL2020GY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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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严重冲击伤致伤模型实验各组小鼠的 
驱动段压强和数量

组别
驱动段压强

（MPa）

数量

（只）
组别

驱动段压强

（MPa）

数量

（只）

平原致伤组 4.5   8 高原致伤组 4.0 28
5.0   8 4.5 15
5.1   5 5.0   5
5.3   8 5.3 16
5.4 30 平原对照组 0   8
5.5 18 高原对照组 0   8

1.4  存活率：观察并记录平原致伤组和高原致伤组

小鼠冲击伤后 72 h 的存活情况。以 72 h 内死亡率

近 70% 左右为标准，确定基于相同伤情的平原和高

原严重冲击伤驱动段压强。

1.5  冲击波致伤参数：利用 Wave View 7.15.9 软件

获取由 PCB102A02 传感器测得的原始数据，通过

图 1  Ⅰ型生物激波管复制小鼠平原和高原
严重冲击伤模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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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 9.0 软件进行公式换算，得到Ⅰ型生物激波管

末端管壁的冲击波曲线，由此确定冲击波的压力峰

值、正压作用时间和与之相关的正向冲量。

1.6  大体解剖：解剖平原对照组和平原 5.4 MPa 致

伤组、高原对照组和高原 4.0 MPa 致伤组冲击伤后

24 h小鼠，主要观察肺出血、结构破坏等肺损伤情况。

1.7  肺湿 / 干质量比值（wet/dry weight ratio， W/D）：

处死平原对照组和平原 5.4 MPa 致伤组、高原对照

组和高原 4.0 MPa 致伤组冲击伤后 24 h 小鼠，取肺

称湿质量（W），置于 60 ℃烘箱中，72 h 后取出，称量

肺干质量（D），计算 W/D 比值，评估肺水肿情况。

1.8  肺组织病理：取平原对照组、平原5.4 MPa致伤

组、高原对照组、高原 4.0 MPa 致伤组冲击伤后 24 h 

小鼠左肺组织，用 4% 多聚甲醛溶液固定，常规制

备石蜡切片，进行苏木素 - 伊红（hematoxylin-eosin， 

HE）染色。观察肺组织病理改变情况，包括肺泡破

裂程度、出血、渗出、炎症细胞浸润、肺间质增厚等。

1.9  肺组织损伤评分：根据肺泡间隔厚度、肺泡内

出血、肺泡内纤维蛋白浸润和支气管炎症等指标对

各组肺组织损伤进行评分［13-14］。

1.10  统计学处理：采用 Graph Pad Prism 8.0.2 软件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呈正态分布以均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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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严重冲击伤小鼠存活率

的驱动段压强确定（图 2）：当驱动

段压强为 4.5、5.0、5.1 MPa 时，平原

致伤组小鼠基本不死亡；但当驱动

段压强上升到 5.4 MPa 和 5.5 MPa

后，小鼠的死亡率分别达到 65% 和

94%。驱动段压强为 4.5 MPa 和

5.0 MPa 时，高原致伤组小鼠全部

当场死亡；但当驱动段压强下降到

4.0 MPa 后，小鼠的死亡率可降至

75%；而驱动段压强为 5.3 MPa 时，

仅有 1 只小鼠存活，后者可能与小

鼠的个体差异有关。总体而言，各

致伤组小鼠在伤后 24 h 以内的死

亡率较高，之后基本不死亡。因此，

以存活率为标准，能导致小鼠发生

严重冲击伤的驱动段压强分别为

5.4 MPa（平原致伤组存活率 35%）

和 4.0 MPa（高原致伤组存活率 25%）。

2.2  平原5.4 MPa和高原4.0 MPa冲击波曲线和相关

参数的获取（图 3；表 2）：根据平原和高原驱动压强

分别为 5.4 MPa 和 4.0 MPa 时 PCB102A02 传感器提

供的原始数据，按照通道值 ×6.894757×1 000/ 电压

灵敏度公式，以 0～1 000 ms 为范围，得到制备同等严

重冲击伤小鼠的平原致伤组和高原致伤组冲击波曲 

线，并计算出超压峰值、正压作用时间和正向冲量。

表 2 平原 5.4 MPa 和高原 4.0 MPa 
严重冲击伤小鼠的致伤参数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峰值超压

（kPa）

正压作用

时间（ms）

正向冲量

（kPa·ms）

平原 5.4 MPa 致伤组 30 423.9±19.5 48.7±0.7 6 257.1±49.3
高原 4.0 MPa 致伤组 28  320.2±  6.1 54.6±5.3 5 011.3±39.4

2.3  平原 5.4 MPa 和高原 4.0 MPa 致伤组及对照组

小鼠大体解剖与肺 W/D 比值（图 4；表 3）：与对照

组小鼠比较，平原 5.4 MPa 致伤组和高原 4.0 MPa 致

伤组小鼠冲击伤24 h后，小鼠肺均出现大面积出血，

呈斑点状和弥散性，出血区域及附近有明显肺水肿。

同时可见肺气管、支气管内有不同程度的血性泡沫

样液体；而各组小鼠肝、脾等实质器官均未见明显

损伤。另外，各致伤组肺 W/D 比值均高于相应对照

组，其中高原 4.0 MPa 致伤组小鼠肺 W/D 比值较高

原对照组明显升高（P＜0.05），与平原 5.4 MPa 致伤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图 2  平原（A）与高原（B）不同驱动段压强致伤小鼠 72 h 存活率比较

图 3  平原 5.4 MPa（A）和高原 4.0 MPa（B）致伤小鼠冲击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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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平原 5.4 MPa 和高原 4.0 MPa 致伤组 
及对照组小鼠肺 W/D 比值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肺 W

（g）

肺 D

（g）
肺 W/D 比值

平原对照组 3 0.153±0.017 0.038±0.003 4.015±0.144
平原 5.4 MPa 致伤组 3 0.227±0.081 0.043±0.015 5.303±1.020
高原对照组 3 0.164±0.003 0.037±0.001 4.476±0.076
高原 4.0 MPa 致伤组 3 0.453±0.010 0.082±0.008   5.579±0.646 a

注：W 为湿质量，D 为干质量，W/D 为湿 / 干质量比值；与高原

对照组比较，aP＜0.05

表 4 平原 5.4 MPa 和高原 4.0 MPa 致伤组 
及对照组小鼠肺组织损伤评分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只） 肺组织损伤评分（分）

平原对照组 3 1.67±0.52
平原 5.4 MPa 致伤组 3   8.67±0.82 a

高原对照组 3 2.17±0.41
高原 4.0 MPa 致伤组 3   9.00±1.10 b

注：与平原对照组比较，aP＜0.05；与高原对照组比较，bP＜0.05

图 4  平原 5.4 MPa 和高原 4.0 MPa 致伤组及对照组小鼠整体
及肺大体解剖　平原对照组（A～B）胸腔、腹腔、肺叶无损伤；
平原 5.4 MPa 致伤组（C～D）胸腔重度出血，主要表现为肺大面
积出血，表面有大小不等散在红色斑片，肺组织水肿明显，并有
红色泡沫样液体溢出或可发现血凝块；高原对照组（E～F）胸
腔、腹腔、肺叶无损伤；高原 4.0 MPa 致伤组（G～H）胸腔出血，
肺损伤严重，肺大量出血、水肿，有血凝块形成，伤情特点与平
原 5.4 MPa 致伤组相似

2.4  平原 5.4 MPa 和高原 4.0 MPa 致伤组及对照组

小鼠肺组织病理变化及损伤评分（图 5；表 4）：光镜

下肺组织病理切片显示，与各自对照组比较，平原致

伤组（驱动段压强 5.4 MPa）和高原致伤组（驱动段

压强 4.0 MPa）均可见大片肺泡破裂融合，肺泡壁聚

集增厚，肺泡腔内充满大量的血液成分，发生肺出血

质变，同时有少量炎症细胞浸润。平原 5.4 MPa 致

伤组和高原 4.0 MPa 致伤组小鼠肺组织损伤评分均

高于相应对照组（均 P＜0.05），但各致伤组之间的肺 

组织损伤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我国高原地区多分布于西南和西北边陲，面积

辽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5-16］。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的拓展需要和地缘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高原

冲击伤防治理论、技术、器材、药物研究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日益凸显［11-12］。然而，由于高原地区自然环

境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相当比例

的高原冲击伤研究是在平原地区完成的。因此，探

讨稳定、可复制、规范化的平原和高原严重冲击伤

致伤参数，将高原冲击伤模型转换为伤情相当的平

原冲击伤模型，既可促进高原冲击伤理论的模拟和

验证，又有利于在平原地区进行高原冲击伤防治技

术的转化和评估。

  目前国外针对冲击伤的伤情特点、损伤过程、 

病理生理和发生机制的研究很多［17-19］，其中不少

严重冲击伤模型构建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Josey 

等［20］提出了在实验室复制冲击伤模型的指南；Watts

图 5  光镜下观察平原 5.4 MPa（A）及高原 4.0 MPa（B）致
伤组和对照组（C～D）小鼠肺的组织病理改变　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　中倍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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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1］则提出使用动物模型开展冲击伤研究的指南；

Needham 等［22］则分析了使用冲击伤构建创伤性脑

损伤（traumatic brain injury， TBI）模型时可能得出的

错误结论；而 Kobeissy 等［23］总结了利用冲击伤开

展临床前 TBI 研究的进展。另一方面，近年来国内

也有很多关于冲击伤模型的研究。袁丹凤等［24］利

用不同驱动段压强，成功构建了成年 SD 大鼠轻度、

中度、重度和极重度肺冲击伤模型；邵世锋等［25］采

用 8 kg 三硝基甲苯（trinitrotoluene，TNT）当量新型

爆炸物，通过在距离爆心的不同位置布放动物，制备

了稳定的山羊重度原发性肺冲击伤模型；梁毅等［26］

则选取驱动段压强 4.5 MPa 建立了新西兰白兔重度

冲击伤模型。但是，绝大多数的国内外研究都是聚

焦平原冲击伤展开的，即便有少数研究涉及了高原

冲击伤，但也只是单独聚焦高原冲击伤进行研究，并

没有将平原冲击伤与高原冲击伤的关系有机结合起

来，更没有立足相同伤情和可转换标准的小鼠平原

和高原冲击伤致伤参数关系的研究［23］。其原因可

能为：① 现有平原和高原冲击伤的致伤设备各不相

同，难以对致伤参数进行统一；② 相同伤情的标准

仍有争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原冲击伤模

型向平原冲击伤模型的转换。

  本研究以严重创伤关键指标存活率及冲击伤

重要靶器官肺的病理变化作为判定相同伤情的标

准，利用国内公认的Ⅰ型生物激波管作为致伤设备，

在模拟 4 000 m 高原环境习服的基础上，对平原和

高原严重冲击伤小鼠的致伤参数进行了探讨和验

证，力求通过对不同驱动段压强参数的筛选，获得能

够相互转换的平原和高原致伤驱动段压强。结果

表明，平原致伤组和高原致伤组驱动段压强分别为 

5.4 MPa 和 4.0 MPa 时，各致伤组小鼠死亡率为 65%

和 75%，达到严重创伤标准；各致伤组小鼠肺病理

变化和肺组织损伤评分相似，但与各自对照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提示使用Ⅰ型生物激波管致伤

时，选择平原驱动段压强5.4 MPa和高原驱动段压强 

4.0 MPa 能够复制相同伤情的严重冲击伤小鼠模型。

  针对高原冲击伤研究现状，本研究首次开展了

基于相同伤情和可转换的平原与高原严重冲击伤小

鼠致伤参数研究，为促进平原地区的高原冲击伤研

究（特别是防治技术的应用和评估）进行了有益的

尝试。然而，基于多种主客观原因，本研究还需在以

下各方面加以完善：① 夯实Ⅰ型生物激波管设备的

稳定性，使驱动段压强和冲击伤伤情之间的关系更

加精准；② 增加样本数量，获得更具科学性和说服

力的证据；③ 拓展模拟高原海拔指标，明确制备不

同海拔高度冲击伤驱动段压强与伤情的关系；④ 采

纳除存活率和肺病理以外的冲击伤伤情指标，例如

脑损伤等，使相同伤情的概念和标准更加全面和规

范；⑤ 扩大动物品系，例如适用于Ⅰ型生物激波管

致伤的大鼠、兔等，深化研究结果的转化和应用。

  综上，高原冲击伤研究的需求将长期存在，而

大部分研究于平原地区完成的现状在短期内难以改

变。因此，探讨平原和高原严重冲击伤致伤参数并

进行转换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

揭示，驱动段压强 5.4 MPa 和 4.0 MPa 分别是制备平

原和高原严重冲击伤模型的重要参数，可建立相同

伤情的小鼠模型，为特殊环境严重冲击伤研究奠定

了基础，但仍需按前述要求进一步完善和优化。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Nguyen TT, Pearce AP, Carpanen D, et al. Experimental platforms 

to study blast  injury  [J]. J R Army Med Corps, 2019, 165 (1): 33-
37. DOI: 10.1136/jramc-2018-000966. 

  ［2］  Tovar MA, Bell  RS, Neal  CJ.  Epidemiology  of  blast  neurotrauma: 
a Meta-analysis of blast injury patterns in the military and civilian 
populations  [J]. World  Neurosurg,  2021,  146:  308-314.  e3.  DOI: 
10.1016/j.wneu.2020.11.093. 

  ［3］  Chang Y, Zhang DH, Liu LY, et al. Simulation of blast lung injury 
induced  by  shock waves  of  five  distances  based  on  finite  element 
modeling of a three-dimensional rat [J]. Sci Rep, 2019, 9 (1): 3440. 
DOI: 10.1038/s41598-019-40176-7.

  ［4］  Wang LQ, Kong DR. Research on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explosive shock waves at different altitudes [J]. Defence Technology, 
2022: 1-9. DOI: 10.1016/j.dt.2022.03.002.

  ［5］  Zhao Y, Zhou YG.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blast injury research in 
China [J]. Chin J Traumatol, 2015, 18 (4): 194-200. DOI: 10.1016/ 
j.cjtee.2015.11.001.

  ［6］  Meng XY, Lu QY, Zhang JF, et al. A novel animal model of primary 
blast lung injury and its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mice [J]. J Trauma 
Acute  Care  Surg,  2022,  93  (4):  530-537.  DOI:  10.1097/TA. 
0000000000003571. 

  ［7］  Yang  ZS,  Aderemi  OA,  Zhao  QW,  et  al.  Early  complement  and 
fibrinolytic  activation  in  a  rat  model  of  blast-induced  multi-
organ  damage  [J]. Mil Med,  2019,  184  (Suppl  1):  282-290.  DOI: 
10.1093/milmed/usy412.

  ［8］  Mishra V, Skotak M, Schuetz H,  et  al. Primary blast  causes mild, 
moderate, severe and lethal TBI with increasing blast overpressures: 
experimental  rat  injury model  [J].  Sci Rep,  2016,  6:  26992. DOI: 
10.1038/srep26992. 

  ［9］  陈雪梅 , 崔欢欢 , 郭丽琼 , 等 . 高原肺冲击伤特点及救治研究
进展[J].中华灾害救援医学, 2022, 10 (1): 26-29. DOI: 10.13919/ 
j.issn.2095-6274.2022.01.006. 

［10］  李晓炎 , 宁心 , 杨志焕 , 等 . 高原与平原冲击波物理参数和
生物效应的比较研究 [J].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  2005,  17  (2): 
102-104. DOI: 10.3760/j.issn:1003-0603.2005.02.012.

［11］  李森 , 王海燕 , 龙在云 , 等 . 特殊环境冲击伤研究现状与展 
望[J/CD].中华诊断学电子杂志, 2020, 8 (2): 73-77. DOI: 10.3877/ 
cma.j.issn.2095-655X.2020.02.001.

［12］  蒋建新 , 曾灵 . 肺爆炸冲击伤机制与防护研究进展 [J]. 陆军
军医大学学报 ,  2022,  44  (5):  395-398.  DOI:  10.16016/j.2097-
0927.202111179. 

［13］  雷文章 , 韦靖江 , 沈文律 , 等 . 实验性坏死性胰腺炎多器官损



·  1081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2022 年 10 月第 34 卷第 10 期  Chin Crit Care Med，October   2022，Vol.34，No.10

害与内毒素血症的关系 [J]. 中华实验外科杂志，  1995,  12  (3): 
131-132. DOI: 10.3760/cma.j.issn.1001-9030.1995.03.102.

［14］  Osman  MO,  Kristensen  JU,  Jacobsen  NO,  et  al.  A  monoclonal  
anti-interleukin  8  antibody  (WS-4)  inhibits  cytokine  response 
and  acute  lung  injury  in  experimental  severe  acute  necrotising 
pancreatitis  in  rabbits  [J].  Gut,  1998,  43  (2):  232-239.  DOI: 
10.1136/gut.43.2.232.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
皮书全文 [EB/OL].  (2019-07-24)  [2022-05-20]. http://www.mod.
gov.cn/regulatory/2019-07/24/content_4846424.htm.

［16］  Wei X,  Ni XL,  Zhao  SG,  et  al.  Influence  of  exposure  at  different 
altitudes  on  the  executive  function  of  plateau  soldiers-evidence 
from  ERPs  and  neural  oscillations  [J].  Front  Physiol,  2021,  12: 
632058. DOI: 10.3389/fphys.2021.632058. 

［17］  Liu YY, Yang TT, Yu JG, et al. Creation of a new explosive injury 
equipment  to  induce  a  rabbit  animal  model  of  closed  globe  blast 
injury  via  gas  shock  [J].  Front Med  (Lausanne),  2021,  8:  749351. 
DOI: 10.3389/fmed.2021.749351.

［18］  岳茂兴 ,杨鹤鸣 ,王德文 ,等 .四氧化二氮和冲击波致冲毒复合
伤大鼠血气变化的研究 [J]. 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 2002, 14 (2):  
87-89. DOI: 10.3760/j.issn:1003-0603.2002.02.007.

［19］  Eftaxiopoulou  T,  Barnett-Vanes A,  Arora H,  et  al.  Prolonged  but 
not short-duration blast waves elicit acute inflammation in a rodent 
model of primary blast  limb trauma [J].  Injury, 2016, 47 (3): 625-

632. DOI: 10.1016/j.injury.2016.01.017. 
［20］  Josey T, Ouellet S, Bieler D, et al. Guidelines for reproducing blast 

exposures in the laboratory [J]. J R Army Med Corps, 2019, 165 (1): 
10-14. DOI: 10.1136/jramc-2018-000954.

［21］  Watts  S, Kirkman E,  Bieler D,  et  al.  Guidelines  for  using  animal 
models  in  blast  injury  research  [J].  J  R  Army  Med  Corps,  2019,  
165 (1): 38-40. DOI: 10.1136/jramc-2018-000956.

［22］  Needham  CE,  Ritzel  D,  Rule  GT,  et  al.  Blast  testing  issues  and 
TBI: experimental models that lead to wrong conclusions [J]. Front 
Neurol, 2015, 6: 72. DOI: 10.3389/fneur.2015.00072.

［23］  Kobeissy F, Dixon CE, Hayes R, et al. Injury models of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methods  and  protocols  [M].  New  York:  Human 
Press, 2016: 11-28, 177-192.

［24］  袁丹凤 , 杨傲 , 麻超 , 等 . 成年大鼠不同肺冲击伤伤情模型的
建立[J].解放军医学杂志, 2019, 44 (8): 643-647. DOI: 10.11855/ 
j.issn.0577-7402.2019.08.03. 

［25］  邵世锋 , 程祥云 , 李琦 , 等 . 山羊重度原发性肺冲击伤模型的
建立 [J/CD]. 中华肺部疾病杂志（电子版）,  2021,  14  (6):  723-
728. DOI: 10.3877/cma.j.issn.1674-6902.2021.06.004. 

［26］  梁毅 , 代维 , 麻超 , 等 . 幼兔重度肺冲击伤动物模型的建立 [J].
局解手术学杂志 ,  2016,  25  (5):  318-322.  DOI:  10.11659/jjssx. 
03E016015. 

（收稿日期：2022-09-07）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关于文后参考文献著录格式的写作要求

  按 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执行，采用顺序编码制著录，依照其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用阿

拉伯数字标出，并将序号置于方括号中排列于文后。内部刊物、未发表资料（不包括已被接受的待发表资料）、个人通信等请

勿作为文献引用，确需引用时，可将其在正文相应处注明。日文汉字请按日文规定书写，勿与我国汉字及简化字混淆。同一文

献作者不超过 3 人全部著录；超过 3 人可以只著录前 3 人，后依文种加表示“，等”的文字。作者姓名一律姓氏在前、名字在后，

外国人的名字采用首字母缩写形式，缩写名后不加缩写点。不同作者姓名之间用“，”隔开，不用“和”“and”等连词。题名后

标注文献类型标志，文献类型和电子资源载体标志代码参照 GB/T 3792-2021《信息与文献　资源描述》。外文期刊名称用缩

写，可以采用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推荐的 NLM' s Citing Medicine（http://www.ncbi.nlm.nih.gov/books/NBK7256）中的格式；

中文期刊用全名。每条参考文献均须著录起止页码，对有 DOI 编号的文章必须著录 DOI，列于末尾。参考文献必须由作者与

其原文核对并无误。示例如下：

  ［1］  鲍强 ,  周明根 ,  廖文华 ,  等 .  低磷血症对机械通气患者脱机的影响 [J].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 ,  2021,  33  (7):  821-825.  DOI:  10.3760/cma.
j.cn121430-20210204-00208.

·读者·作者·编者·

《中华危重病急救医学》关于中、英文摘要的写作要求

  除消息类文章外，所有类型论文在正文前应有内容、格式相同的中、英文摘要。论著、临床经验类文章采用结构式摘要，

包括目的（Objective）、方法（Methods）、结果（Results，应给出主要数据和统计值）及结论（Conclusions）四部分，各部分冠以相应

的标题。指南、共识、述评、专家论坛、发明与专利、临床病例、综述类文章可采用指示性摘要。摘要采用第三人称撰写，不用

“本文”等主语。英文摘要前需列出英文题名，全部作者姓名（汉语拼音，姓和名均首字母大写，双字名中间不加连字符），全部

作者工作单位名称、所在城市名、邮政编码和国名。通信作者在单位名称后应另起一行，以“Corresponding author”字样开头，

注明其电子邮箱。示例如下：

Safety criteria for early goal-oriented rehabilition exercise in patients undergoing mechanical ventilation in intensive care 
unit: a systematic review  
Ding Nannan1, Yao Li1, Zhang Zhigang1, Yang Liping1, Jiang Lingjie1, Jiang Biantong1, Wu Yuchen1, Zhang Caiyun2, Tian Jinhui3 
1Department of Intensive Care Unit, 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China; 2Department of Nursing, the 
First Hospital of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China; 3Evidence-Based Medicine Center,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Zhang Zhigang, Email: zzg3444@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