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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心搏骤停（CA）- 心肺复苏（CPR）后出现的脑缺血 / 再灌注损伤（CIRI）是一系列复杂反应的病

理生理过程。一氧化氮（NO）在体内是介导细胞信号转导的小分子物质，在缺血 / 再灌注（I/R）过程中对大脑

功能调节有重要作用。S- 亚硝基化谷胱甘肽还原酶（GSNOR）抑制剂可控制体内 NO 的合成与释放，对 CIRI

具有保护作用。因此，对 CA-CPR 患者早期给予 GSNOR 抑制剂可成为改善患者预后的重要治疗手段。近年来

国内外就改善 CA-CPR 后患者的预后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对 CA-CPR 后大脑损伤的主要机制、NO 对 I/R 损

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NO 的体内生成及调节、GSNOR 抑制剂对 CIRI 的保护作用，尤其是对 GSNOR 抑制剂的

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为进一步研究 CA-CPR 后 CIRI 的治疗及大脑保护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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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rebral 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 (CIRI) after the cardiac arrest (CA)-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PR) was a complex pathophysiology process. Nitric oxide (NO) is a small molecule that mediates cell 
signal transduction in vivo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brain function during ischemia/reperfusion 
(I/R). S-nitrosoglutathione reductase (GSNOR) inhibitor can regulate the synthesis and release of NO in vivo and has a 
protective effect on CIRI. Therefore, early administration of GSNOR to CA-CPR patients could be the main treatment 
method to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those patients.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have been done to improve the prognosis 
of CA-CPR in recent year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treatment and brain protection 
of CIRI after CA-CPR, the article reviewed the main mechanisms of brain injury after CA-CPR, the protectiv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NO on cerebral I/R injury, the production and regulation of NO, in vivo, and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GSNOR inhibitors on CIRI, especially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GSNOR inhib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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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搏骤停（cardiac arrest，CA）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1］。 

目 前，心 肺 复 苏（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是 CA

患者最主要的抢救方法［2］。尽管 CPR 方法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包括自动电除颤器和靶向温度管理（targeted temperature 

management，TTM）等的使用，但目前对于成人院外 CA 患者，

也只有 10%～20% 能够存活到出院［3-4］。据报道，即使在

早期实现了自主循环恢复（retur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

ROSC），大部分患者仍然死亡，而脑功能损伤是复苏成功后

死亡的最主要原因［5］。有研究表明，在窒息致 CA-CPR 动物

模型中，可以通过低温治疗减轻大鼠脑损伤［6］。

 CA-CPR 后幸存者中有高达 60% 的患者在 CPR 成功 

3 个月后仍存在中度或重度的认知功能缺陷［3］。因此，脑功

能损伤是 CPR 后需要认真对待和处理的一个关键问题。一

氧化氮（NO）可减轻缺血 / 再灌注（ischemia/reperfusion，I/R）

引起的器官功能损伤，但这一保护作用的信号转导机制尚不

完全清楚。有多项研究表明，吸入 NO 或使用 NO 供体化合

物可以改善多种动物 CA-CPR 后的预后［7］。S- 亚硝基化谷

胱甘肽（S-nitrosoglutathione，GSNO）是细胞内 NO 的主要存

在形式，可以释放 NO 而行使其生物学功能。S- 亚硝基化谷

胱甘肽还原酶（S-nitrosoglutathione reductase，GSNOR）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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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GSNO 的主要代谢酶［8］，其通过代谢 GSNO 参与调控体内

的 NO 信号通路，对维持正常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

统功能都具有重要生理意义［9］。有研究显示，GSNOR 抑制

剂通过抑制 GSNOR，上调 GSNO 水平，从而增加 NO 的供应，

改善动物 I/R 后大脑的炎症和继发性损伤［10］。CA-CPR 后

脑损伤本质上属于全身 I/R 损伤中的脑缺血 / 再灌注损伤

（cerebr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CIRI）。本文拟就近年

来 GSNOR 抑制剂通过调控机体 NO 水平从而改善 CA-CPR

后 CIRI 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CA-CPR 后大脑损伤的主要机制

 CA-CPR 后损伤本质上属于全身各组织器官的 I/R 损

伤，其中 CIRI 起决定性作用 ；因此，CA-CPR 后脑复苏是重

中之重［5］。CIRI 是指脑 I/R 恢复后导致神经功能损伤的进

一步加重，其涉及的机制主要包括氧自由基爆发、炎症介质

释放、钙离子（Ca2+）超载、线粒体功能紊乱、兴奋性氨基酸

毒性作用、能量代谢障碍及血管内皮损伤等［11］。这些机制

在脑 I/R 过程中相互影响，互为因果，最终加重 CIRI。

 在缺血缺氧时，线粒体肿胀、膜流动性降低、嵴断裂，

氧化磷酸化功能受损，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生成障碍 ；肌膜及肌浆网膜钙泵活性降低，脂质过氧

化物的生成使膜通透性发生改变，自由基导致核酸碱基改

变、DNA 链断裂或染色体畸变，还可以与蛋白质间二硫键或

氨基酸残基发生反应，使其结构改变并丧失蛋白质活性。再

灌注时，细胞酸中毒通过细胞内外钠离子（Na+）- 氢离子（H+）

交换和 Na+-Ca2+ 交换而使细胞内 Ca2+ 增加；氧自由基的大

量产生使细胞膜受损而膜通透性增高，细胞外 Ca2+ 大量内

流。细胞内 Ca2+ 大量聚集可以激活磷脂酶、蛋白激酶 C 等

细胞内酶，造成细胞损伤。有研究显示，I/R 早期，中性粒细

胞通过血脑屏障（brain blood barrier，BBB）浸润到损伤区域，

促进大量氧自由基释放，阻塞微血管，增加血管内皮通透性，

炎症介质刺激蛋白水解酶产生，加重 CIRI，促进脑水肿的进

一步加重。炎症细胞的激活、毛细血管通透性的增加，促进

多种损害性物质进入脑实质细胞，加快其死亡［12］。有研究表

明，再灌注时，大量炎症细胞聚积于缺血区，炎症反应失控，

释放大量炎症介质，导致大量中性粒细胞聚集、浸润，引起

血管内皮通透性增加，导致组织的损伤和破坏。这些炎症细

胞因子主要通过与靶细胞表面的细胞因子受体特异结合，激

活细胞内转录因子发挥其生物学效应，主要包括白细胞介素

（interleukin，IL）、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

干 扰 素（interferon，IFN）、集 落 刺 激 因 子（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CSF）、红 细 胞 生 成 素（erythropoietin，EPO）等，其 中

TNF-α、IL-6 有很强的促进炎症反应的作用，可进一步激活

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产生大量有害物质，诱导细胞坏死

和凋亡，加重脑神经元损伤［13］。缺血缺氧后引起的脑能量

代谢障碍，可使 Ca2+-ATP 酶活性、Na+-K+-ATP 酶活性下降，

胞质内环境稳态遭到破坏，细胞内外离子失去平衡，引起胞

质内 Ca2+ 增加，称为钙超载。钙超载是导致神经元细胞死

亡和凋亡的关键因素之一［14］。在脑 I/R 过程中，由于线粒

体中 ATP 的合成和细胞依赖性的转运过程受到抑制，出现

了能量代谢障碍，降低了线粒体氧化磷酸化作用［15］。同时，

细胞外 Ca2+ 以被动扩散的方式进入细胞内、钠通道失活带

入少量 Ca2+、 胞内储存 Ca2+ 的释放增加。当 Ca2+ 含量超出

神经元的调节能力时出现钙超载。钙超载通过引起线粒体

膜损伤、促进膜磷脂分解，引起细胞肿胀、脑血管痉挛，进一

步加重 CIRI，导致神经元死亡［16］。

 兴奋性氨基酸（excitatory amino acid，EAA）主要包括谷

氨酸（glutamic acid，Glu）、天冬氨酸（aspartic acid，Asp）和甘

氨酸等，广泛分布于神经元突触末梢、神经元胞体和胶质细

胞胞质中。在机体正常状态下，EAA 参与神经元之间信号转

导。但在脑 I/R 过程中，神经元突触前膜 Ca2+ 通道开放，发

生去极化，Glu 释放增加，干扰神经细胞调节作用，引起神经

元损伤 ；同时，由于脑缺血后能量代谢障碍，ATP 生成减少，

Glu 的再摄取能力降低，导致突触间隙 Glu 含量迅速增多，

产生兴奋性神经毒性作用，导致神经元死亡和凋亡［17］。当

Glu 于突触间隙大量聚集时，可激活 Glu 受体，进而激活与

Gq 蛋白耦联的磷脂酰肌醇信号转导系统，增加细胞膜通透

性，大量的 Na+ 和 Cl- 进入脑细胞内，细胞内渗透压升高，水

通过自由扩散进入脑细胞，引起脑细胞水肿，进一步加重细 

胞能量代谢障碍，导致神经元细胞不可逆损伤甚至死亡［18］。

2 NO 对 I/R 损伤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NO 是人体内正常存在的小分子物质，在生物体内能自

由扩散，化学性质非常活泼，有极其广泛的生物学效应。然

而，NO 曾经长期被认为是生物体内一种有毒害作用的化学

物质。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Palmer 等［19］首次发现，NO

作为一种气态信号分子可在生物体内发挥信号转导作用，

并证实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血管舒张因子与 NO 为同一物

质，由此在医学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同时期，美国药

理学家 Furchgott 团队［20］也证明了 NO 可在生物体内发挥信

号传递作用。1992 年，NO 因其非常重要的生物学意义而被 

《Science》称为“年度分子”，并高度评价了 NO 的发现及其生

物学意义。1998 年，科学家 Murad［21］、Furchgott 及 Ignarro 

因发现 NO 信号分子在心脑血管系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

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NO 自被发现以来就一直是器

官保护领域的研究热点。大量研究表明，NO 在心、脑、肺、

肾、血管等器官缺血以及再灌注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器

官保护作用［22］。

 NO 实际上是内皮细胞产生的一种强血管舒张物质，不

仅具有扩张血管、增加血流、改善微循环等功能，还有调节

血小板活性、细胞增殖、炎症反应、氧化应激、细胞黏附等

作用［23］。NO 的生物学效应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机制进行介

导 ：① NO/ 可 溶 性 鸟 苷 酸 环 化 酶（solubleguanylyl cyclase，

sGC）/ 环磷酸鸟苷酸（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cGMP）/ 

cGMP 依 赖 的 蛋 白 激 酶 G（cGMP-dependent proteinkinase， 

PKG），然后通过 PKG 的功能进一步发挥作用；② NO 和靶蛋

白的半胱氨酸残基共价结合形成 S- 亚硝基化蛋白，缓解 NO

在体内的过度释放［24］。NO 在 I/R 损伤中具有脑保护作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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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可以通过舒张血管增加缺血器官灌注，还可通过清除

氧自由基以及保护线粒体功能在 I/R 过程中发挥器官保护

作用。

3 NO 的体内生成及调节

 NO 作为体内重要的细胞信号转导分子，在体内的产生

主要通过以下 3 种途径 ：① L- 精氨酸（L-arginine，L-Arg）

在一氧化氮合酶（nitric oxide synthase，NOS）以及辅助因子

黄素单核苷酸 （flavin mononucleotide，FMN）、黄素腺嘌呤二

核苷酸 （flavin adenine dinucleotide，FAD） 和四氢生物蝶呤 

（tetrahydrobiopterin，BH4） 的参与下产生 NO［23］。② 亚硝酸

盐在体内血红蛋白、肌红蛋白、脑红蛋白、黄嘌呤氧化还原

酶、NOS 和线粒体酶等酶的作用下还原为 NO［22］。③ S- 亚

硝基硫醇（S-nitrosothiols，RSNO）是 NO 和巯基共价结合形

成的亚硝基硫醇类化合物，主要分布于血浆、红细胞内，其

存在形式主要有 S- 亚硝基半胱氨酸、GSNO、S- 亚硝基白蛋

白、S- 亚硝基血红蛋白等［23］。GSNO 是其中含量最多的一

类，是一种体内 NO 供体，GSNO 既可以释放 NO 发挥血管舒

张等作用，也可以通过巯基上 NO 基团的转移，直接对多种

蛋白质巯基进行亚硝基化修饰，起到调控蛋白质结构和功能

的作用［25］。NOS 是 NO 生成最关键的限速酶，根据其存在的

部位及作用机制的差异，分为原生型 NOS（正常状态下表达 

的 NOS）和诱导型 NOS（inducible NOS，iNOS）两类［26］。原生

型 NOS 包括神经元型 NOS（neuronal nitric oxide synthetase， 

nNOS）和内皮型 NOS（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etase，eNOS） 

两种结构型 NOS（constitutive nitric oxide synthetase，cNOS）。

nNOS 分布于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在中枢神经系

统，nNOS 主要通过调节突触可塑性，建立神经回路，参与学

习和记忆的形成［27］，NOS 还可以通过催化 L-Arg 产生 NO，

参与血压的调控 ；而在周围神经系统，nNOS 主要起调节肠

蠕动、血管舒张和收缩等作用。eNOS 主要表达于内皮细胞，

在神经元、血小板及心肌细胞中亦有一定量的表达，其激活

后催化生成的 NO，可调节机体的炎症和氧化应激水平，在

I/R 损伤中具有保护作用。有研究表明，在脑缺血超早期，内

皮细胞产生少量的 NO 可通过增加侧支循环、维持脑血流量

稳定、抑制血小板和白细胞黏附等机制促进脑组织保护作

用［28］。iNOS 在正常情况下不表达，不参与反应 ；当机体发

生 I/R 损伤时 iNOS 出现异常表达，iNOS 含有与每个酶次级

单位紧密结合的钙调素，其活性不依赖于外源钙调蛋白或钙

升高就可以大量合成 NO。因此，I/R 损伤过程中激活 iNOS

表达后，NO 持续大量产生，生成的 NO 参与大多数炎症反应，

促进 TNF-α 和 IL-1β 释放，加重机体器官及组织损伤。此

外，ROS 也可促进细胞内 iNOS 大量表达，合成的 NO 通过干

扰线粒体电子转移过程，导致细胞代谢紊乱，DNA 受损，诱

发细胞凋亡［29］。由此可见，一旦激活体内 iNOS 表达，则 NO

的合成将过度增加，进而产生一系列炎症反应，加重 CIRI。

还有研究表明，在 I/R 过程中，iNOS 表达的增加促进 iNOS

大量合成 NO，导致炎症加重及神经细胞死亡增加［10］。因

此，在体内调控 NO 合成的剂量和速率，对 CIRI 有重要的保

护作用。对此，科学家经过长时间探索后发现，GSNOR 抑制

剂通过抑制 GSNOR 活性间接上调 GSNO 水平，且抑制 iNOS

表达，促进 NO 少量持续释放，维持 S- 亚硝基化水平，对大

脑有保护作用［30］。

4 GSNOR 抑制剂对 CIRI 的保护作用研究

 CA-CPR 后 导 致 患 者 死 亡 的 因 素 主 要 包 括 CIRI、严

重的心肌功能不全和全身炎症反应等，但其中决定性因素

是 CIRI［5］。目前，科学家已发现多种 GSNOR 抑制剂，如

N6022 和 N91115、SPL334.1 等。由于 GSNO 在体内可控制

NO 持续少量释放，对 CIRI 有保护作用 ；而 GSNOR 抑制剂

可间接增加体内 GSNO 的含量，调节 NO 生成，对 CIRI 也有

重要的保护作用。有研究提示，在 I/R 发生时 S- 亚硝基化

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可促进 NO 在体内持续少量释放，减

轻 CA-CPR 后的 CIRI，促进脑功能恢复，改善患者存活率及

认知功能障碍［31］。

 CIRI 是 CA-CPR 后最严重的并发症。由于 I/R 损伤后

诱导生成的 iNOS 可产生一系列继发性炎症损伤，对 CIRI 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然而，GSNOR 抑制剂通过上调 GSNO 水平，

可间接抑制 iNOS 生成［31］。因此，GSNOR 抑制剂对 CIRI 有

重要保护作用。Khan 等［32］研究表明，在脑卒中引起的脑损

伤中，GSNOR 酶活性的增加阻碍神经组织修复及功能恢复，

通过使用选择性抑制剂 N6022 抑制 GSNOR 活性，可减轻脑

损伤，起到神经保护作用，加速患者运动和认知功能恢复。

此外，Hayashida 等［31］研究表明，在 CA-CPR 小鼠 ROSC 后

15 min 给予 GSNOR 抑制剂，能明显增加体内 GSNO 水平，改

善小鼠存活率，提高小鼠神经功能，减轻神经细胞功能的损

害。因此，在 CIRI 过程中，通过 GSNOR 抑制剂降低 GSNOR

活性，维持体内 GSNO 含量在一定水平，保持 NO 持续少量

释放，对 CA-CPR 后改善脑功能预后有重要保护作用。

5 结语和展望

 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日益改善，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和

病死率逐年升高，CA-CPR 后出现脑功能障碍的临床病例愈

发常见。从发现 NO 参与生物体内发挥信号转导作用以来，

科学家已明确 NO 在保护 CIRI 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还发

现 GSNOR 抑制剂（如 N6022、N91115、SPL-334.1 等）可调节 

NO 在体内的储存及释放，减少 NO 在短时间内大量释放，

保护大脑结构和功能。虽然研究显示使用 GSNOR 抑制剂

或敲除 GSNOR 基因对 CA-CPR 的小鼠具有保护作用，但其

具体机制目前仍不完全清楚，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随着

CIRI 相关研究的进展，这些潜在的病理生理机制将会被阐

明，为临床提供更加优化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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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新闻速递·

心搏骤停昏迷复苏后的动脉氧分压管理 
—— 一项随机临床试验

 缺氧缺血性脑损伤是心搏骤停后复苏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临床上心搏骤停后昏迷患者需要机械通气，但具体的动脉氧

分压维持目标尚无共识。为此，有学者进行了一项随机临床试验。在该试验中，研究人员将院外心搏骤停后复苏成功的成年

昏迷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接受 2 个目标的动脉氧分压目标管理：动脉血氧分压（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PaO2）9～ 

10 kPa（限制氧合组，1 kPa≈7.501 mmHg）或 13～14 kPa（自由氧合组）。研究的主要评价终点为一复合终点指标 ：主要结局

指标为全因死亡或出院 90 d 内脑功能分类量表（cerebral performance category，CPC）得分为 3 或 4 的患者（CPC 范围从 1～5 分，

分数越高表示预后越差，3～4 分表面患者严重残疾或昏迷）；次要结局指标包括 48 h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水平、全因死亡、

3 个月时蒙特利尔认知评估评分（范围 0 到 30，分数越高表示认知能力越好）和修正 Rankin 量表（范围 0 到 6，分数越高表示

残疾越严重）以及 3 个月时 CPC 得分。结果 ：789 例患者被随机分组。限制氧合组 394 例患者中 126 例（32.0%）发生了主要

结局事件，自由氧合组 395 例患者中 134 例（33.9%）发生了主要结局事件〔风险比（hazard ratio，HR）为 0.95，95% 可信区间（95% 

confidence interval，95%CI）为 0.75～1.21，P＝0.69〕。在 90 d 时，限制氧合组 113 例（28.7%）患者死亡，自由氧合组 123 例（31.1%）

患者死亡 ；两组 CPC 得分均为 1 ；限制氧合组改良 Rankin 量评分为 2，自由氧合组为 1。两组蒙特利尔认知评估中位数均为

27 分。在 48 h，限制氧合组的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水平为 17 μg/L，自由氧合组为 18 μg/L。两组间不良事件发生率相似。

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 ：对于心搏骤停复苏后昏迷患者，不同的动脉氧分压治疗目标对患者死亡或严重残疾风险影响有限。

罗红敏，编译自《N Engl J Med》，2022，387 ：1467-14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