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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素合成酶和血栓素合成酶作用下可生成大量 

的 PGI 和 TXA ；TXA。可致血管强烈收缩和血小 

板聚集而形成血栓，造成 AP时胰腺组织的灌注下 

降，使已有水肿的胰腺转化为坏死性胰腺炎。”。另 

外 ，TXA 也是 AP并发症如肾功能衰竭 、呼吸功能 

不全和肝功能衰竭的介导者。TXB 是 TXA 的稳 

定无活性代谢产物，可间接反映TXA 合成量；PGI 

为血管扩张剂，并且可强烈抑制血小板聚集和激活， 

因此是TXA 的生理拮抗剂。PGI 不但有抑制白细 

胞激活作用 ，并且对急性坏死性胰腺炎 时的肝 、肾、 

肺 中溶酶体有保护作用，可防止溶酶体酶向组织内 

释放，PGI 能减少胰酶的生成和向循环中释放的作 

用主要归因于 PGI 能减少细胞溶酶体酶释放。 。 

6一keto—PGF 是 PGI 的稳定代谢产物，可间接反 

映 PGI 的含量。本研究中 6一keto—PGF 、TXB 测 

定结果证实，SAP大鼠存在二十碳烯酸类异常代 

谢，提示二十碳烯酸类异常代谢可能参与了胰腺组 

织缺血的形成 。 

综上所述 ，本实验结果表明，应用 r—Sak治疗 

后 ，SAP大 鼠血 中 TXB 、ET一1及 vWF明显被抑 

制，6一keto—PGF 水平升高，PAGm显著降低，表 

明 r—Sak对 SAP具有积极的治疗作用 ，提示 二十 

碳烯酸类异常代谢、血管内皮细胞受损；抑制血小板 

活化既可能是加重 AP的原因，又可能是其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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烫伤后微血管通透性升高与肌球蛋白轻链激酶有关 

以往的研究证明，肌球蛋白轻链磷酸化致使血管内皮细胞收缩可引起微血管通透性增高。肌球蛋白轻链激酶在肌球蛋白 

轻链磷酸化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最近国外医学人员研究了烫伤后血管内皮细胞屏障受损时肌球蛋白轻链激酶的作用。肌球蛋 

白轻链激酶一210(MLCK一210)主要表达于血管内皮细胞，科研人员采用敲除 MLCK一210基因的小鼠造成 25 总体表面积 

(TBSA)Ⅲ度烫伤模型。用微循环显微镜活体观察肠系膜血流量，测定渗漏的异硫氰酸荧光素标记白蛋白评估微血管通透性， 

测量活体肠系膜的静水压。结果显示，烫伤后小鼠肠系膜微血管通透性升高，渗漏的异硫氰酸荧光素标记 白蛋 白为正常参考 

值的 2倍，肠系膜的静水压为正常参考值的 4倍，其 24 h死亡率明显增加。但与未敲除 MLCK一210基因对照组比较，敲除 

MLCK一210基因的小鼠微血管通透性升高程度降低，漏出的白蛋白和体液减少，其存活率明显提高。结论：在烫伤时肌球蛋白 

轻链激酶引起微血管通透性升高，抑制其活性可作为治疗烧伤后水肿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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