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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右美托咪定对大鼠移植肝缺血 / 再灌注所致急性肺损伤 
中细胞凋亡及 CCAAT 增强子结合蛋白同源蛋白的影响

褚立梅 杨光辉 董丽娟 吕红杰 吴学敏 乔辉
（郑州人民医院麻醉科，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 目的 探讨右美托咪定预处理对大鼠原位移植肝缺血 / 再灌注（I/R）所致急性肺损伤（ALI）中

细胞凋亡及 CCAAT 增强子结合蛋白（C/EBP）同源蛋白（CHOP）的作用。方法 选择雄性 SD 大鼠 40 只，按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I/R 模型组、右美托咪定低剂量组和右美托咪定高剂量组，每组 10 只。采用二

袖套法结扎并切断肝动脉，供体肝脏移植入后即可完全开放门静脉复制肝 I/R 模型 ；假手术组开腹后只游

离肝周韧带，不进行其他特殊处理 ；右美托咪定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分别于 I/R 前 1 h 静脉泵注右美托咪定 

2.5 μg·kg-1·h-1 和 5.0 μg·kg-1·h-1，1 h 内完成。实验结束后留取肺组织，检测肺组织湿 / 干质量（W/D）比值 ；

光镜下观察肺组织病理学变化并进行肺泡损伤定量评估（IQA），电镜下观察肺组织超微结构变化 ；反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 CHOP mRNA 表达水平 ；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 CHOP 的蛋白

表达水平 ；原位末端缺刻标记法（TUNEL）检测肺组织细胞凋亡情况，并计算凋亡指数（AI）。结果 与假手术

组 比 较，I/R 模 型 组 肺 W/D 比 值（4.94±0.84 比 2.29±0.54）、IQA〔（40.52±5.15）% 比（4.55±1.85）%〕和 AI

〔（36.57±5.85）% 比（2.85±0.95）%〕均明显升高（均 P＜0.0l）；光镜和电镜下均显示肺组织结构发生明显的

损伤。与 I/R 模型组比较，右美托咪定低剂量组和右美托咪定高剂量组肺 W/D 比值（3.29±0.85，2.68±0.78 比

4.94±0.84）、IQA〔（23.69±2.62）%，（15.86±3.61）% 比（40.52±5.15）%〕 和 AI〔（25.73±3.71）%，（14.66±2.61）%

比（36.57±5.85）%〕均明显降低（均 P＜0.01），光镜和电镜下可见肺组织结构损伤明显减轻。I/R 模型组有大

量肺血管内皮细胞和肺泡上皮细胞发生凋亡，而右美托咪定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细胞凋亡则明显减少。与假

手术组比较，I/R 模型组 CHOP mRNA〔吸光度（A）值 ：0.96±0.18 比 0.43±0.08〕及蛋白（灰度值 ：2.79±0.74

比 1.02±0.27）表达水平均明显升高（均 P＜0.01）。与 I/R 模型组比较，右美托咪定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 CHOP 

mRNA（A 值 ：0.69±0.13、0.56±0.12 比 0.96±0.18）及蛋白（灰度值 ：1.96±0.58、1.34±0.49 比 2.79±0.74）表

达水平均明显降低，且以高剂量组的降低更显著（均 P＜0.01）。结论 右美托咪定对移植肝 I/R 肺组织具有保

护作用，该作用可能与其抑制 CHOP 的活化、减少肺组织细胞凋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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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exmedetomidine pre-treatment on pneumonocyte 
apoptosis and CCAAT/enhancer binding protein homologous protein (CHOP) in acute lung injury (ALI) induced by 
ischemia/reperfusion (I/R) during orthotopic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rats. Methods Forty adult male Sprague-
Dawley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sham operation group,  
I/R model group, dexmedetomidine low dose group and dexmedetomidine high dose group, 10 rats per group. Hepatic 
artery was ligated and cut off by "two cuff method", and the portal vein was completely opened after donor liver 
transplanted into the recipient, thus, a hepatic I/R model was established. The perihepatic ligaments of rats were just 
separated after laparotomy in sham operation group and no other special treatment was performed. One hour prior to  
I/R, dexmedetomidine at a dose of 2.5 μg·kg-1·h-1 and 5.0 μg·kg-1·h-1, respectively, were pumped intravenously 
and finished within 1 hour in the rats of low dose group and high dose group. After experiment, the lung tissue was 
taken, and the lung wet/dry weight (W/D) ratio was determined.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lung tissue were observed and 
alveolar damage index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IQA) was tested by light microscope, and changes of ultrastructure 
of lung tissue were observed by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mRNA and protein expressions of CHOP were 
detected respectively by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T-PCR) and Western Blot. The apoptosis in 
lung tissue was determined by terminal-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 mediated nick end labeling (TUNEL) metho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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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缺血 / 再灌注（I/R）是肝移植中主要的操作

过程，可导致肺脏等多器官的结构损伤甚或是功能

衰竭。而移植肝 I/R 所致急性肺损伤（ALI）的发病

机制目前尚未明了。细胞凋亡在 ALI 中具有重要

的作用［1］。目前研究证实，CCAAT 增强子结合蛋

白（C/EBP）同源蛋白（CHOP）的活化是导致细胞凋

亡机制的之一［2］。CHOP 是内质网应激的标志物，

持续存在或过强的内质网应激可诱导 CHOP 表达

上调，参与了内质网应激诱导的细胞凋亡途径［3-4］。

右美托咪定是一种高选择性的 α2 受体激动剂，具

有抑制炎性因子［5］及抗氧化作用，可抑制细胞凋亡

而减轻肺损伤［6］。但右美托咪定对 I/R 时肺组织的

细胞凋亡及 CHOP 是否有抑制作用仍缺乏研究证

据。本研究采用大鼠原位肝移植模型，以右美托咪

定进行预处理，探讨大鼠原位移植肝 I/R 所致 ALI

的发病机制及右美托咪定预处理的作用。

1 材料和方法

1.1 主要材料 ：HX-100E 小动物呼吸机（四川成都

泰盟科技有限公司），聚合酶链反应（PCR）仪（日本

Bioer 公司），电转仪和电泳仪（美国 BIO-RAD 公司），

双通道微量注射泵（浙江大学医学院）。右美托咪定

注射液（商品名 ：艾贝宁，批号 ：H20090248，由江苏

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原位细胞凋亡检测

试剂盒（德国 Roche 公司），反转录 -PCR（RT-PCR）

试 剂 盒（美 国 Fermentas Life Science 公 司），CHOP

一抗（美国 Cell Signaling Technology 公司），β 肌动

蛋白（β-actin）一抗，其余试剂均为市售分析纯。

1.2 实验动物分组与模型建立 ：选择清洁级雄性

SD 大鼠 40 只，体质量 200～250 g，受体体质量略大

于供体，由本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 ：

医动字第 410116 号。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分为

假手术组、I/R 模型组、右美托咪定低剂量和高剂量

组，每组 10 只。术前供体鼠和受体鼠均禁食 8 h，

正常饮水。采用二袖套法结扎并切断肝动脉，先对

端吻合肝上下腔静脉，固定门静脉的袖套，吻合门

静脉及肝下下腔静脉，支架管法吻合胆管，具体操

作步骤参照相关文献［7-8］方法。无肝期是指受体的

门静脉从阻断起到新肝移植入后、开放血流前的时

间段。将供体肝脏取出后置于 4 ℃生理盐水中保

存 100 min，受体无肝期保持在 18 min 内。假手术

组开腹后只游离肝周韧带，不进行其他特殊处理。

I/R 模型组供体肝脏移植入后即可完全开放门静脉。

右美托咪定低剂量组和右美托咪定高剂量组分别

于 I/R 前 1 h 静脉泵注右美托咪定 2.5 μg·kg-1·h-1、 

5.0 μg·kg-1·h-1，1 h 完成。各组实验结束后处死大

鼠，留取肺以做后续各项检测。

 研究方案经本院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实

施过程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要求。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

1.3.1 肺湿 / 干质量（W/D）比值测定 ：实验结束后

处死大鼠取左肺上叶，称湿质量（W），70 ℃下 48 h

烘干后，称干质量（D），计算肺组织 W/D 比值。

1.3.2 肺组织光镜下观察及肺泡损伤数定量评价指

标（IQA）测定 ：各组实验结束后处死大鼠，取左肺

下叶组织约 1.0 cm×1.0 cm×1.0 cm，用多聚甲醛水

溶液固定，石蜡包埋，切片，苏木素 - 伊红（HE）染

apoptosis index (AI) was calculated. Results Compared to sham operation group, the lung W/D ratio (4.94±0.84 
vs. 2.29±0.54), IQA [(40.52±5.15)% vs. (4.55±1.85)%] and AI [(36.57±5.85)% vs. (2.85±0.95)%] in I/R mode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ll P < 0.01); remarkable injury of lung tissue was confirmed by light microscope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in the I/R model group. Compared to I/R model group, the W/D ratio (3.29±0.85, 
2.68±0.78 vs. 4.94±0.84), IQA [(23.69±2.62)%, (15.86±3.61)% vs. (40.52±5.15)%] and AI [(25.73±3.71)%, 
(14.66±2.61)% vs. (36.57±5.85)%] in dexmedetomidine low and high dose groups were markedly lower (all P < 
0.01); under light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s, the injury of lung tissue in these two dose groups was notably 
alleviated. There was a large amount of apoptotic cells of pulmonary vascular endothelium and alveolar epithelium 
in I/R model group, while the cell apoptosis was distinctly decreased in dexmedetomidine low and high dose groups 
compared to that in model group. Compared to sham operation group, the expressions of CHOP mRNA [absorbance 
(A) value: 0.96±0.18 vs. 0.43±0.08] and protein (gray scale: 2.79±0.74 vs. 1.02±0.27)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I/R model group (both P < 0.01). Compared to I/R model group, the expressions of CHOP mRNA (A value: 0.69±0.13, 
0.56±0.12 vs. 0.96±0.18) and protein (gray scale: 1.96±0.58, 1.34±0.49 vs. 2.79±0.74)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dexmedetomidine low and high dose groups, the decrease in dexmedetomidine high dose group being more marked  
(all P < 0.01). Conclusion The pretreatment of dexmedetomidine can protect lung tissue against I/R injury during 
liver transplantation in rats, and the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to the suppression of CHOP activation and alleviation of 
lung tissue cell apoptosis.

【Key words】 Dexmedetomidine; CCAAT/enhancer binding protein homologous protein; Apoptosis; Acute 
lung injury; Liver transplantation; Liver ischemia/reper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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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光镜下观察肺组织病理学改变。按文献［9］的

方法进行肺组织损伤定量分析，在 200 倍视野下随

机连续观察 50 个视野，计数每个视野下的总肺泡数

及损伤肺泡数。肺泡内含红细胞多于 2 个、白细胞

多于 2 个、肺泡内有水肿液渗出的均视为损伤肺泡。

损伤肺泡数与总计肺泡数的百分比即为 IQA。

1.3.3 肺组织电镜观察：各组实验结束后处死大鼠，

取左肺近肺门处约 1 mm×1 mm×1 mm 的组织小块

若干，2.5% 戊二醛行前固定，再依次经 1% 锇酸行

后固定、1% 醋酸铀染色、乙醇梯度脱水、丙酮浸透、

包埋聚合、半薄切片和超薄切片，醋酸铀 - 硝酸铅双

重染色后于电镜下观察肺组织超微结构的改变。

1.3.4 RT-PCR 检测 CHOP mRNA 表达水平：TRIzol

法提取总 RNA 并测定其浓度。反转录合成 cDNA 

并行 PCR 扩增。CHOP ：正义链 ：5'-CACCTATATC 

TCATCCCCAGGA-3' ；反义链 ：5'-ACCACTCTGTTT 

CCGTTTCCTA-3'；扩增片段长度：217 bp。β-actin：

正义链 ：5'-TCAGGTCATCACTATCGGCAAT-3' ；

反义链 ：5'-AAAGAAAGGGTGTAAAACGCA-3' ；

扩增片段长度 ：412 bp。PCR 扩增条件 ：起始变性， 

95 ℃，1 min；变性，95 ℃，30 s；退火，58 ℃（β-actin）/ 

55 ℃（CHOP），30 s ；延伸，72 ℃，30 s ；终止延伸，

72 ℃，10 min。循环 33 次。以 β-actin 为内参照，

用 Quantity One 软件对各电泳条带的吸光度（A）值

进行半定量分析。

1.3.5 蛋白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检测 CHOP

蛋白表达水平 ：取肺组织 100 mg 左右于冰块中充

分碾碎，用含苯甲基磺酰氟（PMSF）的去污剂裂解

液碾压肺组织成为匀浆。低温高速离心，取上清液，

二辛可宁酸（BCA）法测定蛋白浓度。蛋白煮沸变

性，用 10% 十二烷基硫酸钠 - 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SDS-PAGE）将蛋白质样品电转移至硝酸纤维素膜

（NC 膜）上，置入含 5% 脱脂奶粉的封闭液中，37 ℃

反应约 1～1.5 h；分别加入 CHOP 一抗（1：1 000）和

β-actin 一抗（1 ：1 000），4 ℃反应并过夜 ；再加入 

二抗工作液〔1：500，辣根过氧化物酶（HRP）耦联的

山羊抗兔免疫球蛋白（IgG）〕，室温反应 1.0～1.5 h。 

化学发光，显影，定影 ；照片扫描后用 GEL-PRO 凝

胶成像分析软件进行半定量分析。

1.3.6 原位末端缺刻标记法（TUNEL）检测肺组织

细胞凋亡情况 ：操作步骤按试剂盒说明书方法并略

作改进。染色后，未凋亡细胞核为蓝紫色，凋亡细胞

核为棕褐色。400 倍光镜下计数凋亡细胞数。每张

切片至少计数 500 个细胞，计算每 100 个细胞内的

凋亡细胞数的百分数，即为细胞凋亡指数（AI）。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6.0 软件分析数据。

计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进行方差齐

性检验，多个样本均数比较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

齐者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LSD-t 检验，方差不齐者行

Dunnet T3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肺 W/D 比值、IQA 和 AI 变化比较（表 1）：与

假手术组比较，I/R 模型组肺 W/D 比值、IQA 和 AI

均明显升高（均 P＜0.01）。与 I/R 模型组比较，右美

托咪定低剂量组和右美托咪定高剂量组肺 W/D 比

值、IQA 和 AI 均明显降低（均 P＜0.01）。

表 1 各组肺 W/D 比值、IQA 和 AI 变化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只）肺 W/D 比值 IQA（%） AI（%）

假手术组 10 2.29±0.54 4.55±1.85 2.85±0.95

I/R 模型组 10 4.94±0.84 a 40.52±5.15 a 36.57±5.85 a

右美托咪定低剂量组 10 3.29±0.85 b 23.69±2.62 b 25.73±3.71 b

右美托咪定高剂量组 10 2.68±0.78 bc 15.86±3.61 bc 14.66±2.61 bc

注 ：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1 ；与 I/R 模型组比较，bP＜0.01 ；

与右美托咪定低剂量组比较，cP＜0.01 

2.2 CHOP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比较（表 2）：与假

手术组比较，I/R 模型组 CHOP 的 mRNA 及蛋白表

达均明显升高（均 P＜0.01）。与 I/R 模型组比较，右

美托咪定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 CHOP 的 mRNA 及

蛋白表达均明显降低（均 P＜0.01）。

表 2 各组肺组织 CHOP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CHOP mRNA

（A 值）

CHOP 蛋白

（灰度值）

假手术组 10 0.43±0.08 1.02±0.27

I/R 模型组 10 0.96±0.18 a 2.79±0.74 a

右美托咪定低剂量组 10 0.69±0.13 b 1.96±0.58 b

右美托咪定高剂量组 10 0.56±0.12 bc 1.34±0.49 bc

注 ：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1 ；与 I/R 模型组比较，bP＜0.01 ；

与右美托咪定低剂量组比较，cP＜0.01 

2.3 光镜下观察肺组织病理学改变（图 1）：假手术

组肺组织结构未见明显损伤。I/R 模型组肺不张伴

或不伴肺气肿，肺间质水肿增厚、伴炎性细胞浸润，

肺泡壁或有破裂，肺泡内见多量红细胞漏出及水肿

液渗出。而右美托咪定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肺间质

水肿减轻，炎性细胞减少，肺泡内水肿渗出液及红细

胞均减少，肺组织损伤均有不同程度的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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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100 μm

1C100 μm

1B100 μm

1D100 μm

图 1 光镜下观察肺组织病理学改变（HE 染色）

A ：假手术组 ；B ：I/R 模型组 ；  

C ：右美托咪定低剂量组 ；D ：右美托咪定高剂量组

2.5 各组肺组织细胞凋亡情况的比较（图 3）：假手

术组肺组织中凋亡细胞极少。I/R 模型组肺组织中

血管内皮细胞和肺泡上皮细胞发生明显凋亡，而右

美托咪定低剂量组和高剂量组肺组织中凋亡细胞则

明显减少。

3A50 μm 3B50 μm

3C50 μm 3D50 μm

图 3 肺组织细胞凋亡情况（过氧化物酶染色）

A ：假手术组 ；B ：I/R 模型组 ；  

C ：右美托咪定低剂量组 ；D ：右美托咪定高剂量组

2.4 电镜下观察肺组织超微结构的改变（图 2）：假

手术组Ⅱ型肺泡上皮细胞结构完整，线粒体嵴明显，

板层小体未见明显损伤改变，微绒毛未见少。I/R 模

型组Ⅱ型肺泡上皮细胞肿胀，微绒毛减少甚或消失，

线粒体嵴不明显，板层小体减少，或出现空泡，胞核

不完整、固缩，染色质边集。右美托咪定低剂量组和

高剂量组Ⅱ型肺泡上皮细胞较完整，肿胀减轻，微绒

毛减少不明显，线粒体嵴较清晰，板层小体增多，个

别少有肿胀，核膜较完整，染色质较为均匀。

2A 2B

2C 2D

图 2 电镜下观察肺组织超微结构的改变
（醋酸铀 - 硝酸铅染色）

A ：假手术组 ；B ：I/R 模型组 ；  

C ：右美托咪定低剂量组 ；D ：右美托咪定高剂量组

3 讨 论

 肝移植中，供体肝的保存及门静脉的长时间阻

断和开放，可造成 I/R 的发生。而由于肺循环与肝

脏循环之间的特殊关系，使得肺脏在移植肝 I/R 中

成为极易受到损伤的远隔器官，导致 ALI 的发生发

展。ALI 的发生机制主要与全身炎症反应、氧化应

激等有关。而目前，有研究证明，细胞凋亡在 ALI 中

有重要作用［1］。本研究显示，假手术组肺组织细胞

极少发生凋亡，而 I/R 模型组凋亡细胞（主要为肺毛

细血管内皮细胞及Ⅱ型肺泡上皮细胞）明显增多，

且反映肺组织损伤程度较为敏感的指标（肺 W/D 比

值及 IQA）均明显增高，光镜和电镜观察均显示肺组

织结构发生明显损伤性改变，这提示细胞凋亡参与

了移植肝 I/R 后 ALI 的发生发展。而且，经右美托

咪定干预后肺组织细胞凋亡明显减少，肺 W/D 比值

和 IQA 均明显低于 I/R 模型组，肺组织损伤也明显

减轻，这提示，右美托咪定可通过减轻细胞凋亡而降

低移植肝 I/R 诱发的 ALI 程度。

 对移植肝 I/R 诱发 ALI 的防治是临床上亟待解

决的问题，细胞凋亡在 ALI 损伤中的作用逐渐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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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缺血缺氧、营养物质匮乏、氧化应激及 Ca2+

稳态破坏等均可引起细胞凋亡［11-12］，凋亡机制目前

认为主要与 CHOP 的活化等有关［2］。本研究显示，

假手术组肺组织中出现细胞凋亡和少量 CHOP 表达

为正常生理现象。I/R 模型组中 CHOP 表达水平的

变化与细胞凋亡变化的趋势大体一致。由此提示 ：

CHOP 介导的细胞凋亡途径，导致肺组织损伤，原因

可能是持续的 I/R 损伤激活了 CHOP，介导内质网

应激，诱导细胞发生凋亡，促进 ALI 的发生发展。

 右美托咪定是一种高选择性的 α2 受体激动

剂，新近研究证实其具有抗损伤及抗细胞凋亡的作

用，对器官具有保护作用［13］，但对 ALI 是否有效及

其机制尚有待研究。有研究证明，肺 I/R 损伤过程

中发生 JNK 的过度激活，而于缺血前给予右美托咪

定可抑制 JNK 的激活，明显抑制炎症反应从而减轻

I/R 后的肺损伤［14］。另有研究表明，在脓毒症中，

右美托咪定可抑制早期炎症介质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白细胞介素 -6（IL-6）及晚期炎症介质高

迁移率族蛋白 B1（HMGB1）的表达进而发挥抗炎作

用［15］。但对移植肝 I/R 的肺损伤是否有效及其机

制仍尚需阐述。本研究显示，移植肝 I/R 后 CHOP

被激活，CHOP 的 mRNA 及蛋白表达水平均明显升

高 ；右美托咪定干预后肺组织 CHOP 的 mRNA 及蛋

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由此推测，右美托咪定减少

肺组织细胞凋亡的作用可能是通过抑制 CHOP 活

化来实现的。右美托咪定预处理可缓解肺损伤的严

重程度。其原因可能为 ：较长时间的 I/R 可诱发肺

组织发生缺血缺氧性损伤，引起肺组织中去甲肾上

腺素水平明显升高，右美托咪定激动交感神经末梢

的突触前 α2 受体，抑制肺组织中去甲肾上腺素的

释放并降低血浆中儿茶酚胺水平［16］，提高通气 / 血

流比，减少组织氧耗，达成肺组织氧供需平衡 ；抑制

细胞内钙内流［17-18］，减轻钙超载 ；减轻机体应激反

应，降低炎症因子及细胞因子的释放［19］，TNF-α 及

IL-1β、IL-6 的活性［20］，从而促进 I/R 后肺组织细

胞内蛋白质的正确折叠或纠正蛋白质的错误折叠，

减轻过度的未折叠蛋白反应，抑制 GRP78 与跨膜蛋

白的解离，下调 CHOP 的表达，最终抑制内质网应激

介导的细胞凋亡。

 综上所述，右美托咪定对移植肝 I/R 后肺组织

具有保护作用，该作用可能与其抑制 CHOP 的活化、

减少肺组织细胞凋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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