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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血小板聚集在新生犬动脉导管闭合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血小板膜糖蛋白

Ⅱb-Ⅲa（GPⅡb-Ⅲa）受体拮抗剂替罗非班的影响。方法  选取 24 月龄比格母犬 4 只，分别编号为 1、2、3、4，

分两批在预产期前1～2 d进行剖宫产取出仔犬。母犬1和2为第一批，经剖宫产取出新生犬18只，作为对照组，

按出生后时间点分为 1、4、12 h 3 个亚组，每个亚组 6 只；新生犬出生后即刻经颈静脉注射生理盐水 10 mL/kg。

母犬3和4为第二批，经剖宫产取出新生犬19只，作为替罗非班组，按出生后时间点分为1 h（n＝6）、4 h（n＝6）、 

12 h（n＝7）3 个亚组；新生犬出生后即刻经颈静脉注射盐酸替罗非班注射液 10 mL/kg（10 mL 注射液含替罗非班

2.5 mg）。采用超声心动图测量动脉导管内径；手术剥离取出动脉导管并分成两部分，分别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

试验（Western blotting）和免疫组化法检测血小板膜 GPⅡb-Ⅲa 表达。结果  对照组 1 h 亚组中有 1 只新生犬于

出生后 0.5 h 死亡；替罗非班组 19 只均顺利完成实验。出生后 1 h，对照组和替罗非班组新生犬动脉导管均未闭 

合，导管内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mm：1.72±0.08 比 1.70±0.11，P＞0.05）；出生后 4 h，对照组有 1 只新生犬动

脉导管闭合，替罗非班组均未闭合，且动脉导管内径明显大于对照组（mm：1.52±0.15 比 0.95±0.48，P＜0.05）；

出生后 12 h，对照组新生犬动脉导管均闭合，替罗非班组仍有 2 只未闭合，导管内径分别为 1.0 mm 和 1.1 mm。

Western blotting 结果显示，两组新生犬出生后 1、4、12 h 动脉导管内血小板膜 GPⅡb-Ⅲa 蛋白表达均呈逐渐升

高趋势；替罗非班组 1 h GPⅡb-Ⅲa 蛋白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GPⅡb-Ⅲa/β-actin：0.67±0.07 比 0.84±0.16，

P＜0.05），4 h和 12 h时GPⅡb-Ⅲa蛋白表达略低于对照组（GPⅡb-Ⅲa/β-actin：4 h为 0.85±0.12比 0.95±0.11，

12 h为 1.04±0.16比 1.09±0.17，均 P＞0.05）。免疫组化结果显示，两组新生犬动脉导管内血小板膜GPⅡb-Ⅲa 

表达的变化趋势与Western blotting检测结果相似。结论  新生犬动脉导管在出生后1～4 h开始闭合，12 h全部

闭合；出生后动脉导管内血小板膜 GPⅡb-Ⅲa 表达逐步升高，血小板聚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并促进了动脉

导管闭合。血小板膜 GPⅡb-Ⅲa 受体拮抗剂替罗非班可能通过抑制血小板聚集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新生犬动脉 

导管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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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platelets  aggregation  in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ductus 
arteriosus closure of newborn pups, and the effect of platelet membrane glycoprotein Ⅱb-Ⅲa (GPⅡb-Ⅲa) receptor 
antagonist  (tirofiban).  Methods  Four  24-month-old  Beagle  bitches  were  selected  and  numbered  1,  2,  3,  and  4 
respectively,  and  their  pups  were  removed  by  cesarean  section  in  two  batches  1-2  days  before  the  expected  date  of 
delivery. Bitches 1 and 2 were the first batch. Eighteen newborn pups were removed after cesarean section as the control 
group.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subgroups: 1-hour subgroup, 4-hour subgroup, and 12-hour subgroup according to 
postnatal  time point, with 6 pups in each subgroup. The newborn pups were  injected with normal saline 10 mL/kg via 
jugular vein immediately after birth. Bitches 3 and 4 were the second batch. Nineteen newborn pups were removed by 
cesarean section as tirofiban group. They were also divided into three subgroups: 1-hour subgroup (n = 6), 4-hour subgroup 
(n = 6), and 12-hour subgroup (n = 7) according to the postnatal time point. The newborn pups were injected with tirofiban 
hydrochloride  injection  10  mL/kg  (10  mL  injection  including  2.5  mg  of  tirofiban)  via  jugular  vein  immediately  after 
birth. The diameter of ductus arteriosus was measured by echocardiography. Ductus arteriosus was removed by surgical 
dissection  and divided  into  two parts. Western blotting  and  immunohistochemistry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platelet  membrane  GPⅡb-Ⅲa,  respectively.  Results  In  the  control  group,  1  newborn  pup  died  at  0.5  hour  
after birth in the 1-hour subgroup. The experiment was completed by 19 in the tirofiban group. Ductus arteriosus of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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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产儿动脉导管闭合失败是新生儿科医生几十

年来面临的难题，目前其病理生理学机制和临床中

远期预后尚存较多争议［1］。出生后动脉导管闭合

是血氧分压升高、血管扩张因子（前列腺素、一氧化

氮、腺苷）下降、血管收缩因子（内皮素-1、儿茶酚

胺、收缩性类前列腺素）升高、钙外流、血小板聚集、 

形态结构成熟和有利的遗传易感体质等共同作用的

结果［2］。2010 年，Echtler 等［3］首次报道了血小板聚 

集可在新生鼠动脉导管闭合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

用。血小板黏附聚集于已经收缩的动脉导管腔内侧，

诱导血栓在动脉导管腔内形成，可能是促进早产儿

动脉导管闭合的重要原因之一。随后有较多学者研

究分析了血小板数量及功能与动脉导管闭合的潜在

关联，但结论不尽一致［4-5］，且鲜见相关基础研究。

因此，本课题组开展了一项相关研究，旨在监测新生

犬出生后不同时间点动脉导管闭合情况及血小板膜

糖蛋白Ⅱb-Ⅲa（glycoprotein Ⅱb-Ⅲa，GPⅡb-Ⅲa）

的变化，以及 GPⅡb-Ⅲa 受体拮抗剂替罗非班的作

用，以期了解血小板聚集在新生犬动脉导管闭合发

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材料

1.1.1  实验动物：24月龄比格母犬4只，购自江苏兆

生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动物许可证号：SYXK（苏） 

2015-0029，分别编号为 1、2、3、4。动物实验中心

饲养室环境适合母犬的生活习惯，喂养护理由动物

pups were not closed in 1-hour subgroups of the two groups,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iameter of 
ductus arteriosus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tirofiban group (mm: 1.72±0.08 vs. 1.70±0.11, P > 0.05). Ductus 
arteriosus  of  1  newborn  pup  in  4-hour  subgroup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closed,  but  the  ductus  arteriosus  of  all  the 
newborn pups in 4-hour subgroup of the tirofiban group were not closed. The diameter of ductus arteriosus of the tirofiba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mm: 1.52±0.15 vs. 0.95±0.48, P < 0.05). Ductus arteriosus 
of all pups were closed in 12-hour subgroup of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e ductus arteriosus of 2 pups of the tirofiban group 
were still not closed, with the diameter of ductus arteriosus of 1.0 mm and 1.1 mm, respectively. Western blotting showed 
that at 1-hour, 4-hour and 12-hour after birth, the expression of platelet membrane GPⅡb-Ⅲa was gradually increased 
in ductus arteriosus of newborn pups of the two groups. The expression of GPⅡb-Ⅲa in 1-hour subgroup of the tirofiba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GPⅡb-Ⅲa/β-actin: 0.67±0.07 vs. 0.84±0.16, P < 0.05).  
The expression of GPⅡb-Ⅲa in 4-hour and 12-hour subgroups of the tirofiban group were sligh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GPⅡb-Ⅲa/β-action: 0.85±0.12 vs. 0.95±0.11 in 4-hour subgroup, 1.04±0.16 vs. 1.09±0.17 in 
12-hour subgroup, both P > 0.05). Immunohistochemistry showed that the change trend of platelet membrane GPⅡb-Ⅲa 
in ductus arteriosus of newborn pups in both groups was similar to the results of Western blotting.  Conclusions  The  
ductus arteriosus of newborn pups begin to close 1-4 hours after birth, and all closed at 12 hours after birth. The expression 
of platelet membrane GPⅡb-Ⅲa in ductus arteriosus increase gradually after birth, and the platelet aggregation may 
participate in and promote ductus arteriosus closure to some extent. Tirofiban, a platelet membrane GPⅡb-Ⅲa receptor  
antagonist, may delay ductus arteriosus closure of newborn pups to some extent by inhibiting platelet aggr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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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中心专业饲养员负责。实验操作均符合动物伦 

理学标准，并经徐州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伦理道德委

员会批准（审批号：202004w007）。

  按照配种日期及 60 d 孕期计算预产期，在预产

期前1～2 d，分两批进行剖宫产手术取出仔犬。母犬 

1 和 2 为第一批，母犬 3 和 4 为第二批，每批由 2 组

手术人员同时进行。新生犬及母犬术后护理、饲养

在徐州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由专业饲养员完成。

1.1.2  主要试剂及仪器：盐酸替罗非班注射液（以

替罗非班计为 50 mL∶12.5 mg，临沂鲁南贝特制药

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090328）；盐酸

赛拉嗪注射液（2 mL∶0.1 g，吉林省华牧动物保健品

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兽药字 070012926，生产批号：

190511）；犬 GPⅡb-Ⅲa 抗体定制于无锡药明康德

有限公司。飞依诺 VINNO5 VET 型和 D300 VET 型

彩超机、美国 MATRX VME2 型通用型动物麻醉机、 

-80 ℃超低温冰箱（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

司），医用净化工作台（苏州冯氏实验动物设备有限

公司），台式高速离心机（德国 Eppendorf 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实验分组：第一批次新生犬共 18 只，作为对

照组，出生后即刻经颈静脉注射生理盐水 10 mL/kg。

以出生顺序编号，依据随机数字除以 3 后按照余数

分为 1、4、12 h 3 个亚组，每个亚组 6 只。第二批次

新生犬共 19 只，作为替罗非班组，出生后即刻经颈

静脉注射盐酸替罗非班 10 mL/kg，按上述分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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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 1 h（n＝6）、4 h（n＝6）和 12 h（n＝7）3 个亚组。

1.2.2  超声心动图测量：各组分别于出生后相应时

间点在后肢臀股肌处注射盐酸赛拉嗪 1 mg/kg 麻醉

新生犬，并固定于操作台上，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

测量动脉导管内径。

1.2.3  标本采集：测量动脉导管内径后，剪去胸部被

毛，常规消毒。沿剑突下向上剪开并暴露胸腔，剥离

心包，用预冷生理盐水冲洗心脏，找到主动脉，沿升

主动脉找到主动脉与肺动脉之间的连接部分即动脉

导管，将动脉导管剥离取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冻

存于-80 ℃冰箱，另一部分固定于10%甲醛溶液中， 

常规取材、脱水，石蜡包埋、切片，免疫组化染色后

选取质量最佳切片进行光镜下观察。

1.2.4  检测指标及方法

1.2.4.1  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ting）检

测血小板膜 GPⅡb-Ⅲa 蛋白表达：消化提取动脉导

管组织总蛋白后，进行血小板膜 GPⅡb-Ⅲa 浓度测

定、电泳、转膜、抗体孵育、显色与分析，以β-肌动 

蛋白（β-actin）作为内参。应用 Image J 软件分析蛋

白灰度值，以GPⅡb-Ⅲa与β-actin的灰度值比值作 

为 GPⅡb-Ⅲa 的表达量，并进行统计分析。

1.2.4.2  免疫组化法检测 GPⅡb-Ⅲa 的阳性表达：

取出动脉导管组织切片，经脱蜡、水化后，浸于封闭

通透液中，室温条件下避光润片 30 min；将切片置

于柠檬酸钠缓冲液中煮沸 30 min，进行抗原修复；

滴加 50 mL/L 羊血清，室温条件下孵育 30 min，封闭

非特异性蛋白；加入经过稀释的一抗，4 ℃下反应

过夜；加入二抗，37 ℃下反应 30 min；加入链霉菌

抗生物素蛋白-过氧化物酶液，37 ℃下反应 30 min； 

避光条件下，快速滴加二甲基联苯胺进行染色；清

洗后滴加苏木素复染，脱水、透明、封片；光镜下观

察新生犬血小板膜 GPⅡb-Ⅲa 表达，阳性表现为棕

色淡染颗粒。

1.3  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分析数

据。计量资料呈正态分布，以均数 ± 标准差（x±s）
表示，两组独立样本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多组独立样

本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 LSD 法。以双侧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新生犬一般情况：第一批比格母犬体质量分别

为 10.8 kg、11.5 kg，第二批分别为 10.4 kg、11.2 kg。 

第一批 2 只母犬经剖宫产取出新生犬 18 只（对照

组），出生体质量（151±23）g。1 h亚组中有1只新生 

犬出生后出现呼吸急促、口唇青紫，给予清理气道，

抚触刺激及吸氧无效，约 0.5 h 后死亡；另外 17 只

生命体征平稳。第二批 2 只母犬经剖宫产取出新生

犬 19 只（替罗非班组），出生体质量（148±25）g，生

命体征均平稳。

2.2  两组不同时间点新生犬动脉导管内径比较：出 

生后 1 h，两组新生犬动脉导管均未闭合，导管内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出生后 4 h，对照组有

1 只动脉导管闭合，替罗非班组导管均未闭合，且导

管内径明显大于对照组（P＜0.05）；出生后 12 h，对

照组新生犬动脉导管均闭合，替罗非班组仍有 2 只 

动脉导管未闭合，导管内径分别为 1.0 mm 和 1.1 mm

（表 1）。两组不同时间点新生犬动脉导管代表性超

声心动图见图 1。

表 1　两组新生犬出生后不同时间点 
动脉导管内径变化比较（x±s）

组别
动脉导管内径（mm）

出生后 1 h 出生后 4 h

对照组 1.72±0.08（5） 0.95±0.48（6）
替罗非班组 1.70±0.11（6） 1.52±0.15（6）

t 值 0.334 -2.784
P 值 0.746   0.019

注：对照组出生后 12 h 亚组 6 只新生犬动脉导管均闭合；替罗

非班组 12 h 亚组 7 只新生犬中仍有 2 只动脉导管未闭合，导管内径

分别为 1.0 mm 和 1.1 mm；括号内为动物数

图 1　两组新生犬出生后不同时间点动脉导管超声心动图　对照组 2 号新生犬出生后 1 h 动脉导管内径为 1.8 mm；7 号新生犬出生后 4 h 
动脉导管内径为1.1 mm；4号新生犬出生后12 h动脉导管已闭合。替罗非班组7号新生犬出生后1 h动脉导管内径为1.7 mm；2号新生犬出 
生后 4 h 动脉导管内径为 1.4 mm；14 号新生犬出生后 12 h 动脉导管内径为 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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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不同时间点新生犬动脉导管内血小板膜 

GPⅡb-Ⅲa 的蛋白表达比较（图 2；表 2）：Western 

blotting 检测结果显示，两组新生犬动脉导管内血小

板膜GPⅡb-Ⅲa蛋白表达均随出生后时间延长呈逐

渐升高趋势（均 P＜0.05）。替罗非班组新生犬出生

后 1 h 血小板膜 GPⅡb-Ⅲa 蛋白表达明显低于对照

组（P＜0.05），而 4 h 和 12 h 时略低于对照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导管未闭（patent ductus arteriosus，PDA）通常伴随左

向右分流，随后出现不同程度的肺循环增加、体循

环减少。早产儿 PDA 更容易发展为血流动力显著

异常PDA（hemodynamically significant PDA，hsPDA）， 

常导致肺水肿、肺顺应性损害、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心力衰竭、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等。因此，了解动脉导

管闭合机制对于恰当治疗 PDA、减少对早产儿的危 

害尤为重要［6］。

  Echtler 等［3］ 对新生鼠注入二氯荧光素标记血

小板，并应用活体共焦显微镜观察发现，动脉导管收

缩时，大量血小板黏附聚集于动脉导管内面，并使更

多循环中的血小板向腔内趋化。该研究者对新生鼠

出生后1 h和12 h动脉导管进行免疫组化分析发现，

动脉导管腔内可见丰富的血小板膜GPⅡb-Ⅲa阳性

染色，推测血小板通过黏附和聚集诱导血栓在动脉

导管腔内形成，促进动脉导管闭合。为了进一步证 

实血小板黏附和聚集是动脉导管闭合的关键步骤，

Echtler 等［3］选择了 GPⅡb 缺陷（由 Itga2b 编码，影

响血小板黏附聚集）、血小板胶原受体糖蛋白Ⅵ抗体

干预（影响血小板黏附）或核因子缺乏（由 Nfe2 编

码，影响血小板生成）的新生鼠进行实验，通过血管

造影发现，出生后 12 h 分别有 31.2%（5/16）、53.8%

（7/13）及 69.2%（9/13）的新生鼠动脉导管持续开放，

30 只正常对照新生鼠动脉导管在出生后 12 h 全部

闭合。新生鼠动脉导管与早产儿动脉导管相似，都

缺乏足月儿动脉导管内膜上突出的有助于导管闭合

的内膜垫，在闭合的过程中，可能更需要血小板诱导

形成的血栓。因此，血小板黏附或聚集功能不良，血

小板生物合成缺陷，均显著影响新生鼠动脉导管闭

合，也可能影响早产儿动脉导管闭合［3］。

  自从 Echtler 等［3］在 2010 年通过动物实验证

实血小板黏附和聚集是动脉导管闭合的关键步骤以

来，至今仍无进一步动物实验，但许多学者开展了相

关临床研究。回顾性研究及荟萃分析显示，血小板

表 2　两组新生犬出生后不同时间点动脉导管内 
血小板膜 GPⅡb-Ⅲa 蛋白表达变化比较（x±s ）

组别
GPⅡb-Ⅲa 蛋白（GPⅡb-Ⅲa/β-actin）

出生后 1 h 出生后 4 h  出生后 12 h 

对照组 0.84±0.16（5） 0.95±0.11（6） 1.09±0.17（6） b

替罗非班组 0.67±0.07（6）   0.85±0.12（6） a   1.04±0.16（7） ac

t 值 2.388 1.551 0.669
P 值 0.041 0.152 0.528

注：GPⅡb-Ⅲa 为糖蛋白Ⅱb-Ⅲa，β-actin 为β-肌动蛋白；与

本组出生后 1 h 比较，aP＜0.01，bP＜0.05；与本组出生后 4 h 比较，
cP＜0.01

2.4  两组不同时间点新生犬动脉导管内血小板膜

GPⅡb-Ⅲa阳性表达比较（图3）：免疫组化结果显示，

两组新生犬动脉导管内血小板膜GPⅡb-Ⅲa阳性表

达均随出生后时间延长逐渐增加；而替罗非班组各 

时间点血小板膜GPⅡb-Ⅲa阳性表达均较对照组明 

显减少。

3 讨 论 

  动脉导管是胎儿循环的重要通道。出生后动脉

Western blotting 为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GPⅡb-Ⅲa 为 
糖蛋白Ⅱb-Ⅲa，β-actin 为 β-肌动蛋白

图 2  Western blotting 检测两组新生犬出生后不同时间点
动脉导管内血小板膜 GPⅡb-Ⅲa 蛋白表达

图 3　光镜下观察两组新生犬出生后不同时间点动脉导管内血小板膜糖蛋白Ⅱb-Ⅲa（GPⅡb-Ⅲa）的阳性表达　箭头所示淡棕色颗粒即为
GPⅡb-Ⅲa阳性表达。两组新生犬动脉导管内血小板膜GPⅡb-Ⅲa的阳性表达均随出生后时间延长逐步增加；而替罗非班组各时间点血小 
板膜 GPⅡb-Ⅲa 阳性表达均较对照组明显减少　免疫组化染色　低倍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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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是早产儿动脉导管自发闭合失败和药物闭合失

败的独立危险因素［7-8］；但有多项相关研究得出与

此矛盾的结果［8］。2020 年一项纳入了 31 项队列研

究（n＝7 638）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hsPDA 与出生 

24 h 内血小板计数（platelet count，PLT）＜150×109/L 

〔12 项研究；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RR）＝1.33，

95% 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为 

1.09～1.63〕、PLT＜100×109/L（7项研究；RR＝1.39， 

95%CI 为 1.06～1.82）显著相关，与 PLT＜50×109/L

无关（6 项研究；RR＝1.24，95%CI 为 0.86～1.79），

也出现了一定的矛盾性［4］。Sallmon 等［6］认为，大多

数研究在研究设计（选择标准、遗传背景和 PLT 检

测时间）、诊断方案（超声心动图检查时间和 hsPDA

诊断标准）及治疗方法（时间、剂量和应用途径）等

方面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影响了荟萃分析结论的可

靠性。对于输注血小板是否有助于血小板减少早产

儿的 hsPDA 闭合，相关研究结果也不一致［9-11］。有

学者推测，血小板减少及 PDA 主要都与早产儿不

成熟（早产、宫内发育迟缓、孕母妊高症等）和（或）

临床不稳定（脓毒症、围生期感染等）有关［12-13］，但

与 PDA 之间可能并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仅仅是

间接统计相关［4］。近年来研究表明，早产儿动脉导

管闭合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主要是血小板功能受

损〔如血小板其他参数［14-16］、二磷酸腺苷（adenosine 

diphosphate，ADP）诱导的血小板聚集率［5，17］等〕，而

不是血小板数量减少［4］。所以，本研究旨在观察抑

制血小板聚集能否影响动脉导管闭合。

  本研究原计划也选用新生鼠，但由于新生鼠体

型太小，动脉导管内径的测量和动脉导管标本的采

集都很不理想，因此改用了体型相对较大的新生比

格犬。结果显示，对照组新生犬动脉导管在出生后

1～4 h 开始闭合，12 h 已经全部闭合，与新生鼠动脉

导管自发闭合时间相似（新生鼠动脉导管自发闭合

时间是出生后 1～3 h，12 h 全部闭合［3］）；Western 

blotting 及免疫组化检测结果显示，对照组新生犬出

生后 1、4、12 h 动脉导管内血小板膜 GPⅡb-Ⅲa 蛋

白表达逐步增高，说明动脉导管内血小板数量逐步

增多，提示血小板聚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并促

进了动脉导管闭合。注射血小板膜 GPⅡb-Ⅲa 受

体拮抗剂替罗非班后，新生犬出生后4 h导管内径明

显大于对照组，提示替罗非班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

新生犬动脉导管闭合；Western blotting 检测显示，替

罗非班组新生犬出生后 1 h 血小板膜 GPⅡb-Ⅲa 蛋

白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进一步提示替罗非班可能

通过竞争抑制拮抗血小板膜 GPⅡb-Ⅲa 受体，抑制

血小板聚集，动脉导管内血小板数量减少（血小板膜 

GPⅡb-Ⅲa 水平降低也提示血小板数量减少），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新生犬动脉导管闭合。

  GPⅡb-Ⅲa（CD41-CD61）是血小板表面数量最

多的一种 GP，属于整合素膜受体超家族，作为纤维

蛋白原等多种黏附蛋白的共同受体，能够介导血小

板黏附聚集到纤维蛋白原。ADP、胶原、凝血酶、血

栓素等激动剂诱发血小板聚集时，首先使血小板膜 

GPⅡb-Ⅲa 形成复合物，再激活 GPⅡb-Ⅲa 受体。

血小板膜 GPⅡb-Ⅲa 受体是一种原型整联蛋白，仅

表达于血小板及巨核细胞表面。被激活后，血小板表

面 GPⅡb-Ⅲa 受体密度可上调至 80 000～90 000， 

并通过与纤维蛋白原等黏附蛋白结合使相邻的血小

板连在一起而形成血栓。GPⅡb-Ⅲa 受体被认为是 

血小板聚集和血栓形成的最终共同通路，其拮抗剂

可以通过占据受体的结合位点，使之不能与黏附蛋

白相结合，从而特异且快速地抑制血小板聚集，因此

GPⅡb-Ⅲa 受体拮抗剂被认为抗血小板聚集能力好

于其他抗血小板药物，如阿司匹林（只能通过抑制血 

栓素 A2 的途径部分抑制血小板聚集）、噻氯匹定和

氯吡格雷（只能选择性地抑制 ADP 受体，阻断 ADP

依赖的血小板活化），是目前最强的抗血小板聚集的

药物［18-19］。

  替罗非班是目前唯一被国内批准应用于临床的

GPⅡb-Ⅲa 受体拮抗剂。替罗非班属于小分子非肽

类络氨酸衍生物，体外实验显示其可以抑制 ADP 诱

导的血小板聚集，对 GPⅡb-Ⅲa 受体的抑制作用属

于选择性竞争抑制，呈可逆性及剂量依赖性［20］，目 

前已广泛应用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和脑血管疾

病的治疗，并且安全性较高［21-24］。替罗非班的推荐

用量为 10～25 μg/kg 负荷量静脉推注 5 min，随后以

0.15 μg·kg-1·min-1 的速度滴注18～36 h。静脉注射

后5 min内即可起到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达峰时

间＜30 min，1 h 内即可达到稳态血浆浓度，半衰期

约为 2 h［25］。在对鼠单次静脉给予 5 mg/kg 最大剂 

量（推荐每日人类用药剂量的 22 倍）的研究中，未见 

死亡、异常体征或与药物相关的体质量改变，未见

对生长发育及生育生殖能力的影响，未诱发骨髓细

胞中染色体畸变［26］。

  本研究设计给予较大剂量替罗非班，以便更有

效地抑制血小板聚集；但应给予较少液量，以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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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脉导管闭合，因此综合考虑后给予盐酸替罗非班

注射液 10 mL/kg（10 mL 含替罗非班 2.5 mg），对照组

给予等量生理盐水。尽管 Western blotting 检测显示

替罗非班组新生犬出生后 1 h 血小板膜 GPⅡb-Ⅲa 

蛋白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但 4 h 和 12 h 时血小板

膜 GPⅡb-Ⅲa 蛋白表达仅略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替罗非班组新生犬出生后 4 h 导管内

径明显大于对照组，12 h 仍有部分新生犬动脉导管

尚未闭合。提示在新生犬出生后，立刻给予一次较

大剂量血小板膜 GPⅡb-Ⅲa 受体拮抗剂替罗非班，

能暂时抑制动脉导管内血小板膜 GPⅡb-Ⅲa 介导

的血小板黏附聚集，暂时性明显减少出生后1 h左右

动脉导管内血小板膜 GPⅡb-Ⅲa 表达，从而影响出

生后 4 h 左右动脉导管的闭合程度，但对出生后 4 h 

和 12 h 左右动脉导管内血小板膜 GPⅡb-Ⅲa 及出

生后12 h左右动脉导管闭合的影响较小。在新生犬

出生后，一次较大剂量替罗非班未能显著延缓犬动

脉导管闭合，考虑可能与以下两点有关：① 替罗非 

班的半衰期较短，停药 4 h 后大约 50% 的患者血小

板聚集功能恢复［25］。下一步实验计划给予替罗非班

负荷量后持续滴注。② 血小板聚集可能仅是动脉导

管闭合过程的次要条件，出生后动脉导管收缩才是 

闭合的主要条件。

  综上所述，新生犬动脉导管在出生后 1～4 h 开

始闭合，12 h 全部闭合；出生后动脉导管内血小板膜

GPⅡb-Ⅲa 蛋白表达逐步升高，血小板聚集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参与并促进了动脉导管闭合。血小板膜 

GPⅡb-Ⅲa 受体拮抗剂替罗非班可能通过抑制血小

板聚集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新生犬动脉导管闭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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