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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家兔输注不同类型液体对 
凝血 / 纤溶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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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生理盐水、乳酸钠林格液及羟乙基淀粉 130/0.4 氯化钠注射液对油酸及内毒素二次

打击诱导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家兔凝血 / 纤溶的影响。方法 将 40 只成年健康雄性家兔按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盐水组、林格组、胶体组，每组 8 只。经耳缘静脉序贯注射油酸 0.1 mL/kg 及大肠杆

菌脂多糖（LPS）500 μg/kg 复制家兔 ARDS 模型。盐水组、林格组及胶体组于注射 LPS 后立即以 7 mL·kg-1·h-1

速度分别输注生理盐水、乳酸钠林格注射液、羟乙基淀粉 130/0.4 氯化钠注射液共 210 min ；假手术组及模型组

不予输注液体。于注射 LPS 后 30 min 及 210 min 取动脉血测定血氧分压（PaO2）并计算氧合指数 ；于注射 LPS

后 5、30、120、210 min 取静脉血检测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纤维蛋白原（Fib）、抗

凝血酶Ⅲ（AT-Ⅲ）、血清Ⅲ型前胶原肽（PⅢP）、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t-PA）。实验结束后放血处死家兔，取

肺组织进行免疫组化染色测定 I 型及Ⅲ胶原蛋白含量 ；测定肺组织湿 / 干质量（W/D）比值并进行肺组织病理

评分。结果 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氧合指数于 30 min 和 210 min 显著降低 ；肺 W/D 比值及肺组织病理学

评分升高 ；模型组 APTT 于 30 min、PT 于 120 min 开始逐渐延长 ；Fib 进行性降低 ；AT-Ⅲ呈轻度降低趋势，各

时间点均低于假手术组（均 P＜0.05）；各时间点 t-PA 及 PⅢP 均升高，Ⅰ型及Ⅲ型胶原蛋白表达均显著增强。

各输液组中，盐水组氧合指数、肺 W/D 比值及肺组织病理评分改善最明显，林格组无明显改变，而胶体组改善

最差。盐水组 APTT 除 120 min 长于模型组外，30 min 及 210 min 明显短于模型组（s ：30 min ：52.26±18.65 比

76.22±16.64，120 min ：90.60±10.66 比 83.01±15.88，210 min ：70.44±17.80 比 77.04±13.32，均 P＜0.05）；林

格组与胶体组 APTT 延长幅度均大于模型组，尤其以胶体组延长幅度最大 ；各输液组 PT 逐渐延长，于 120 min

及 210 min 均长于模型组（均 P＜0.05）。各输液组 Fib 呈逐渐下降趋势，但盐水组下降幅度最小，而胶体组下降

幅度最大 ；各输液组 AT-Ⅲ与模型组存在类似下降趋势，且胶体组下降幅度最明显。林格组、胶体组及盐水组

各时点 t-PA 均低于模型组（均 P＜0.05）。林格组、盐水组各时间点血清 PⅢP 均显著低于模型组（μg/L ：林格

组 ：5 min ：250.60±36.53 比 285.77±65.55，30 min ：248.73±44.41 比 302.16±37.73，120 min ：249.14±43.16

比 296.09±38.64，210 min ：246.62±44.72 比 295.45±42.75 ；盐水组 ：5 min ：261.89±50.74 比 285.77±65.55，

30 min ：247.71±50.40 比 302.16±37.73，120 min ：246.58±42.27 比 296.09±38.64，210 min ：222.73±18.51 比

295.45±42.75，均 P＜0.05），胶体组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盐水组、林格组及胶体组Ⅰ型

及Ⅲ型胶原蛋白表达均低于模型组（P＜0.05 或 P＜0.01），但胶体组Ⅰ型及Ⅲ型胶原蛋白高于林格组及盐水组

（均 P＜0.05）。结论 生理盐水、乳酸钠林格液及羟乙基淀粉 130/0.4 氯化钠对 ARDS 家兔凝血功能存在不同

影响，以生理盐水影响最小，而羟乙基淀粉 130/0.4 氯化钠影响最大 ；3 种液体均能减少 ARDS 家兔肺纤维组织

成分，同时能不同程度减轻肺组织病理损害，其中生理盐水及乳酸钠林格液的作用程度大于羟乙基淀粉 130/0.4

氯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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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s of infusion with normal saline (NS), Ringer solution and 
hydroxyethyl starch 130/0.4 sodium chloride on blood coagulation/fibrinolysis in rabbits with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ARDS) induced by two-hit of oleic acid (OA) and lipopolysaccharide (LPS). Method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40 healthy adult male rabbits were divided into sham operation, model, NS, Ringer and colloid 
groups (8 rabbits in each group). The ARDS model was replicated by sequential injection of OA (0.1 mL/kg) and L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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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已证实，凝血 / 纤溶系统功能异常在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1-2］，通过凝血亢进及纤溶抑制等多个环节导致

肺微血栓及纤维组织增多，是导致顽固性低氧血症

及肺顺应性降低的原因之一［3］。且凝血 / 纤溶异

常与肺组织炎症反应之间相互影响，存在着密切的 

联系［4］。

 临床上 ARDS 患者因诸多原因往往存在循环

容量不足，血液浓缩等现象，故常需要液体输注［5］。

临床研究表明，对感染性休克患者输注羟乙基淀粉

能明显降低血清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及

活化蛋白 C 水平，提示输注羟乙基淀粉能减弱纤溶

系统功能的抑制，并能抑制感染性休克患者外源性

凝血途径的过度激活，而输注乳酸林格液却无此作 

用［6-7］。由此推测，输注不同性质的液体对 ARDS

凝血 / 纤溶的异常可能也存在不同影响。故本实验

通过对家兔采用油酸（OA）及内毒素（LPS）双重序

贯打击复制 ARDS 模型，观察输注 0.9% 氯化钠注

(500 μg/kg) into the ear marginal vein of rabbit. Immediately after injection of LPS, the NS, Ringer and colloid groups 
were treated by intravenous infusion of NS, lactate Ringer solution and hydroxyethyl starch 130/0.4 sodium chloride, 
respectively at a speed of 7 mL·kg-1·h-1 for 210 minutes. There was no liquid infusion in model and sham operation 
groups. At 30 minutes and 210 minutes after LPS injection, the arterial blood was collected and the partial pressure of 
arterial blood oxygen (PaO2) was measured and the oxygenation index (PaO2/FiO2) was calculated. At 5, 30, 120 and 210 
minutes after LPS injection, venous blood was collected, and 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time (APTT), prothrombin 
time (PT), fibrinogen (Fib), antithrombase Ⅲ (AT-Ⅲ), serum procollagen peptide Ⅲ (PⅢP),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t-PA) were measured, respectively. After the rabbits were killed by bloodletting at the end of experiment, the 
lung tissues were obtained, collagen Ⅰ and collagen Ⅲ in lung tissues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staining, 
lung wet/dry weight ratio (W/D) and pathologic score of lung tissues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sham 
operation group, at 30 minutes and 210 minutes in model group the levels of PaO2/FiO2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lung W/D ratios as well as pathologic scores of pulmonary tissues were increased. In model group, the APTT 
began from 30 minutes while the PT began from 120 minutes to gradually prolong, and the value of Fib was progressively 
decreased; with a tendency of mild decline, the levels of AT-Ⅲ at all time-points were lower in model group than those 
in sham operation group (all P < 0.05). The levels of t-PA and PⅢP at all time-point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ollagen Ⅰ and collagen Ⅲ in model group were obviously more strengthened compared to those 
in sham operation group. Among the three infusion groups, the improvement degrees of PaO2/FiO2, lung W/D ratio and 
pathologic score of pulmonary tissues were the highest in NS group, lowest in colloid group, and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Ringer group. APTT in NS group except 120 minutes was longer, the APTTs at 30 minutes and 210 minutes were shorter 
in NS group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s: 30 minutes: 52.26±18.65 vs. 76.22±16.64, 120 minutes: 90.60±10.66 vs. 
83.01±15.88, 210 minutes: 70.44±17.80 vs. 77.04±13.32, all P < 0.05); the prolongation of amplitudes of APTT 
in Ringer and colloid groups were greater than that in model group, particularly in colloid group, the greatest; the PT 
in three infusion groups were gradually prolonged, and at 120 minutes and 210 minutes were all longer than that in 
model group (all P < 0.05). The levels of Fib in those treatment groups were all gradually decreased, the amplitude 
descent of Fib in NS group was the smallest and that in colloid group, the biggest; the levels of AT-Ⅲ in three infusion 
groups and model group had similar decline tendency, the descending amplitude be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in colloid 
group. The levels of t-PA at all time-points in the three treatment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all P < 
 0.05). The levels of PⅢP in serum at all time-points were lower in Ringer and NS groups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μg/L: Ringer group: 5 minutes: 250.60±36.53 vs. 285.77±65.55, 30 minutes: 248.73±44.41 vs. 302.16±37.73,  
120 minutes: 249.14±43.16 vs. 296.09±38.64, 210 minutes: 246.62±44.72 vs. 295.45±42.75; NS group: 5 minutes: 
261.89±50.74 vs. 285.77±65.55, 30 minutes: 247.71±50.40 vs. 302.16±37.73, 120 minutes: 246.58±42.27 vs. 
296.09±38.64, 210 minutes: 222.73±18.51 vs. 295.45±42.75, all P < 0.05), but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lloid group and model group.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collagen Ⅰ and collagen Ⅲ in all 
liquid infusion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 (P < 0.05 or P < 0.01), whereas in colloid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NS and Ringer groups (all P < 0.05). Conclusions The infusion of NS, lactate Ringer solution 
and hydroxyethyl starch 130/0.4 sodium chloride have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the blood coagulation function in ARDS 
rabbits, among which the effect of NS is the least, while of the hydroxyethyl starch 130/0.4 sodium chloride appears the 
greatest. The infusion of these three liquids can all decrease the pulmonary fibrous tissue in rabbits with ARDS, and in 
the mean time can alleviate the lung tissue pathological lesion for a certain degree, the effect of NS and Ringer solution 
being greater than that of hydroxyethyl starch 130/0.4 sodium chloride.

【Key words】 Rabbit;  Lipopolysaccharide;  Oleic acid;  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  
Blood coagulation/fibrinolysis;    Sodium lactate Ringer injection;    Hydroxyethyl starch 130/0.4 sodium chloride;  
0.9% sodium chloridee



·  488  ·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2015 年 9 月第 22 卷第 5 期  Chin J TCM WM Crit Care，September 2015，Vol.22，No.5

射液、乳酸钠林格注射液及羟乙基淀粉 130/0.4 氯化

钠注射液对 ARDS 家兔凝血 / 纤溶系统的影响，为

临床 ARDS 患者的液体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分组及处理 ：选择 40 只健康雄性家兔，体

质量 1.5～2.0 kg，由贵州医科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

供，动物合格证号 ：SCXK（黔）2012-001。按随机数

字表法将家兔分为假手术组、模型组、0.9% 氯化钠

注射液组（盐水组）、乳酸钠林格注射液组（林格组）

及羟乙基淀粉 130/0.4 氯化钠注射液组（胶体组），每

组 8 只。

1.2 ARDS 模型的制备及处理 ：由耳缘静脉序贯

注 射 OA 0.1 mL/kg、LPS 500 μg/kg 复 制 ARDS 模

型。盐水组、林格组及胶体组于 LPS 注射后立即按

7 mL·kg-1·h-1 速度微量泵持续泵入生理盐水、乳酸

钠林格注射液、羟乙基淀粉 130/0.4 氯化钠注射液共

210 min。模型组和假手术组均不行液体输注。

 本研究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

1.3.1 动脉血氧分压（PaO2）测定 ：分别于制模后

30 min 及 210 min 取 左 侧 颈 动 脉 血 约 0.5 mL，用

iSTAT 血气分析仪（美国雅培公司）测定 PaO2，并计

算氧合指数。

1.3.2 凝 血 功 能 指 标 的 测 定 ：于 制 模 后 5、30、

120、210 min 取颈内静脉血 2 mL，采用凝固法用

STAGO-R2 血凝仪（法国 STAGO 公司）测定活化部

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凝血酶原时间（PT）、纤维

蛋白原（Fib）、抗凝血酶Ⅲ（AT- Ⅲ）。

1.3.3 血清Ⅲ型前胶原肽（PⅢP）及组织型纤溶酶

原激活物（t-PA）测定 ：制模后 5、30、120、210 min 

取 颈 内 静 脉 血 2 mL 静 置 0.5 h 后 离 心，取 血 清， 

-20 ℃冰箱保存。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 

检测血清 PⅢP 及 t-PA 含量，操作

严格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由美国

R&D 公司提供）。

1.3.4 肺组织湿 / 干质量（W/D）比

值测定及肺组织病理学评分 ：实验

结束后放血处死家兔，分离左肺，

取部分肺组织，吸水纸吸去肺脏表

面液体后称湿质量（W），然后置于

70 ℃干燥箱烘干，72 h 后称重，直

至重量不再减轻，称干质量（D），计

算 W/D 比 值 ；取 右 肺 下 叶 于 10%

中性甲醛水溶液中固定、常规苏木

素 - 伊红（HE）染色。按 Smith 评分方法［8］进行肺

组织病理学评分。

1.3.5 Ⅰ型胶原蛋白及Ⅲ型胶原蛋白免疫组化染

色 ：实验结束后放血处死家兔，分离右肺取右下肺

组织约 0.5 g，用 10% 的中性甲醛水溶液固定后石蜡

包埋，用于免疫组化染色。使用 PV6001 Two-Step 

IHC Detection Reagent 二步法检测肺组织Ⅰ型、Ⅲ型

胶原蛋白抗原表达。

1.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计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t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氧合指数、肺 W/D 比值及肺组织病理学

评分比较（表 1）：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制模后

30 min 及 210 min 氧合指数均降低（P＜0.05 或 P＜
0.01），肺 W/D 比值、肺组织病理学评分均明显升高；

制模后 210 min 盐水组氧合指数高于制模后 30 min

（P＜0.05）；与模型组比较，盐水组、林格组肺 W/D

比值均降低，盐水组、林格组及胶体组病理学评分均

降低，而盐水组肺组织病理学评分低于林格组和胶

体组（均 P＜0.05）。

2.2 各组不同时间点凝血指标变化

2.2.1 APTT 及 PT（表 2）：模型组于制模后 30 min

起 APTT 较假手术组明显延长（均 P＜0.05）；盐水

组、林格组及胶体组 APTT 也较假手术组逐渐延长，

但盐水组变化幅度最小，胶体组变化幅度最大，林格

组介于两者之间。模型组、盐水组、林格组及胶体组

PT 均随观察时间的延长而进行性延长，模型组及各

输液组制模后 120 min 及制模后 210 min 均长于假

手术组 ；各输液组制模后 120 min 及 210 min PT 均

长于模型组（均 P＜0.05）。

表 1 各组家兔氧合指数、肺 W/D 比值及肺组织病理损伤程度评分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氧合指数（mmHg）
肺 W/D 比值

肺组织病理学

评分（分）制模后 30 min 制模后 210 min

假手术组 8 378.13±39.92 383.00±35.91 5.15±0.68 1.51±0.20

模型组  8 259.50±22.85 a 267.38±18.86 a 6.14±0.79 a 10.84±0.09 a

盐水组  8 258.75±19.88 a 274.00±17.79 acd 4.88±0.88 c 4.02±0.08 ac

林格组  8 264.38±20.13 a 263.25±22.34 ae 5.30±0.72 c 6.52±0.80 bce

胶体组  8 260.75±22.38 a 251.25±13.84 ace 5.94±0.80 acef 8.23±0.80 bcef

F 值 15.911 21.271 5.135 7.321

P 值   0.000   0.000 0.002 0.000

注 ：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5，bP＜0.01 ；与模型组比较，cP＜0.05 ；与制模后 30 min

比较，dP＜0.05 ；与盐水组比较，eP＜0.05 ；与林格组比较，f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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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组 ARDS 家兔不同时间点 t-PA 和 PⅢP 水平的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t-PA（μg/L） PⅢP（μg/L）

制模后 5 min 制模后 30 min 制模后 120 min 制模后 210 min 制模后 5 min 制模后 30 min 制模后 120 min 制模后 210 min

假手术组 8 2.04±0.41 2.04±0.41 2.04±0.41 2.04±0.41 255.79±38.51 255.79±38.51 255.79±38.51 255.79±38.51

模型组 8 2.54±0.31 a 2.57±0.33 a 2.56±0.30 a 2.53±0.28 a 285.77±65.55 a 302.16±37.73 a 296.09±38.64 a 295.45±42.75 a

盐水组 8 2.24±0.40 b 2.23±0.43 b 2.21±0.42 b 2.23±0.41 b 261.89±50.74 b 247.71±50.40 b 246.58±42.27 b 222.73±18.51 b

林格组 8 2.16±0.49 b 2.14±0.47 b 2.18±0.44 b 2.14±0.48 b 250.60±36.53 b 248.73±44.41 b 249.14±43.16 b 246.62±44.72 b

胶体组 8 2.34±0.22 b 2.35±0.21 b 2.36±0.22 b 2.32±0.24 b 293.84±41.95 acd 309.27±47.58 acd 296.85±41.86 acd 283.89±27.53 acd

F 值 2.788 3.061 2.965 2.834 2.875 3.910 3.247 5.445

P 值 0.040 0.028 0.031 0.037 0.035 0.009 0.022 0.001

注 ：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5 ；与模型组比较，bP＜0.05 ；与盐水组比较，cP＜0.05 ；与林格组比较，dP＜0.05

表 3 各组 ARDS 家兔不同时间点 Fib 及 AT-Ⅲ水平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Fib（g/L） AT-Ⅲ（%）

制模后 5 min 制模后 30 min 制模后 120 min 制模后 210 min 制模后 5 min 制模后 30 min 制模后 120 min 制模后 210 min

假手术组 8 4.04±0.71 4.04±0.71 4.04±0.71 4.04±0.71 120.00±23.45 120.00±23.45 120.00±23.45 120.00±23.45

模型组 8 2.77±0.85 a 2.46±0.34 a 2.11±0.31 a 1.71±0.36 a 97.25±4.64 a 97.13±14.62 a 90.38±10.93 a 84.63±18.44 a

盐水组 8 2.52±0.68 ab 2.46±0.71 a 2.01±0.60 a 1.67±0.50 a 102.25±5.91 ab 104.50±13.45 ab 91.75±16.94 a 84.63±19.49 a

林格组 8 3.31±0.48 abc 2.67±0.35 abc 2.57±0.57 abc 2.36±0.44 abc 91.70±1.06 abc 91.30±20.92 abc 86.10±19.23 abc 80.30±17.96 abc

胶体组 8 2.93±0.80 abcd 2.47±0.50 ad 1.73±0.37 abc 1.42±0.29 abcd 106.20±16.98 abd 105.10±17.18 abd 88.00±15.98 abc 78.00±16.19 abc

F 值 5.678 13.257 25.283 42.756 2.817 2.966 5.165 6.858

P 值 0.001   0.000   0.000   0.000 0.038 0.031 0.002 0.000

注 ：与假手术组比，aP＜0.05 ；与模型组比较，bP＜0.05 ；与盐水组比，cP＜0.05 ；与林格组比，dP＜0.05

表 2 各组 ARDS 家兔不同时间点 APTT 及 PT 水平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只）

APTT（s） PT（s）

制模后 5 min 制模后 30 min 制模后 120 min 制模后 210 min 制模后 5 min 制模后 30 min 制模后 120 min 制模后 210 min

假手术组 8 51.11±15.59 51.11±15.59 51.11±15.59 51.11±15.59 8.30±0.70 8.30±0.70 8.30±0.70 8.30±0.70

模型组 8 58.45±13.67  76.22±16.64 a 83.01±15.88 a 77.04±13.32 a 8.06±0.18 8.13±0.24 8.70±0.27 a  9.30±0.78 a

盐水组 8 52.03±14.57 52.26±18.65 b 90.60±10.66 ab 70.44±17.80 ab 8.51±0.51 8.61±0.85 9.96±0.70 ab 11.06±1.20 ab

林格组 8 58.33±12.05  76.75±11.91 ab 98.76±21.15 abc 107.87±18.87 abc 8.21±0.22 8.40±0.49 9.21±0.91 abc 10.12±1.32 abc

胶体组 8 51.76±16.73 86.61±9.92 abcd 113.21±22.39 abcd 163.47±31.69 abcd 8.29±0.63 8.43±0.42 9.71±0.96 abcd 10.99±1.14 abd

F 值 0.570 10.527 14.170 39.778 0.888 0.791 6.601 9.911

P 值 0.686 0.000 0.000 0.000 0.480 0.538 0.000 0.000

注 ：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5 ；与模型组比较，bP＜0.05 ；与盐水组比较，cP＜0.05 ；与林格组比较，dP＜0.05

2.2.2 Fib 及 AT-Ⅲ（表 3）：模型组各时点 Fib 进行

性降低，与假手术组比较均明显降低（均 P＜0.05）；

各输液组也均进行性降低，盐水组及胶体组变化幅

度较模型组明显，而林格组变化幅度较模型组小。

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各时间点 AT-Ⅲ均明显降

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林格组及盐

水组与模型组变化类似；胶体组 AT-Ⅲ进行性降低，

且各时间点 AT-Ⅲ均低于假手术组，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 P＜0.05）。

2.3 血清 t-PA 及 PⅢP（表 4）：与假手术组比较，

模型组各时间点 t-PA、PⅢP 均明显升高（均 P＜
0.05），盐水组、林格组及胶体组 t-PA 与假手术组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盐水组、

林格组各时间点 t-PA、PⅢP 均较模型组明显降低

（P＜0.05），胶体组各时间点 PⅢP 均高于盐水组及

林格组（均 P＜0.05）

2.4 肺组织Ⅰ型和Ⅲ型胶原蛋白免疫组化染色结

果（图 1 ；表 5）：假手术组肺间质内有少量Ⅰ型和

Ⅲ型胶原蛋白表达。模型组Ⅰ型和Ⅲ型胶原蛋白表

达较假手术组明显增强（均 P＜0.05）。盐水组、林

格组、胶体组Ⅰ型和Ⅲ型胶原蛋白均较模型组降低

（P＜0.05 或 P＜0.01），但胶体组Ⅰ型和Ⅲ型胶原蛋

白均较林格组及盐水组明显增高，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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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组ARDS家兔Ⅰ型和Ⅲ型胶原蛋白水平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只） I 型胶原蛋白 Ⅲ型胶原蛋白

假手术组 8 0.14±0.01 0.14±0.01

模型组 8 0.37±0.04 a 0.38±0.04 a

盐水组 8 0.25±0.02 ab 0.24±0.02 ab

林格组 8 0.27±0.02 ac 0.26±0.02 ac

胶体组 8 0.30±0.02 acde 0.29±0.02 acde

F 值 286.561 286.561

P 值     0.000     0.000

注 ：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5 ；与模型组比较，bP＜0.05，cP＜
0.05 ；与盐水组比较，dP＜0.05 ；与林格组比较，eP＜0.05

3 讨 论

 本组动物经 OA 及 LPS 注射后很快出现呼吸窘

迫、氧合指数降低及肺水肿等情况，符合 ARDS 的改

变，提示模型复制成功［9-11］。

 本研究凝血相关指标显示，ARDS 家兔 APTT、

PT 等凝血指标均不同程度延长，Fib 及 AT-Ⅲ含量

降低，表明凝血功能存在异常。但本组 ARDS 家兔

于 OA 及 LPS 注射后 5 min 即出现各项凝血时间延

长，而未见早期高凝状态，由此推测 ARDS 早期出现

的凝血功能亢进可能非常迅速，故未观察到凝血时

间的缩短而直接进入低凝期。

 APTT 及 PT 分别是反映机体内源性及外源性

凝血途径的代表性指标。本研究显示，输注乳酸钠

林格液及羟乙基淀粉使 ARDS 家兔 APTT 及 PT 更

加异常，尤其输注羟乙基淀粉后更为明显，说明两者

对本组 ARDS 家兔内、外源性凝血途径均存在影响；

生理盐水对 PT 的影响与其他两者相似，但对 APTT

的影响程度较羟乙基淀粉及乳酸钠林格液明显减

轻，甚至 APTT 变化较模型组更小，提示输注生理盐

水可能有助于纠正由 OA 及 LPS 诱导的 ARDS 内源

性凝血功能的紊乱。有研究表明，羟乙基淀粉可能

在血管内停留时间较晶体液如生理盐水长，对血液

的稀释能力相对要强［12］，且羟乙基淀粉中的大分子

阻断了纤维蛋白原受体（GⅡb-Ⅲa）［13］，血管性血

友病因子减少及血小板功能降低，抑制了纤维蛋白

多聚体的形成等可能是其对凝血功能影响的主要原

因［14］。而输注生理盐水虽然也造成血液稀释，但同

时能促进血小板聚集和凝血酶原产生，促进凝血的

发生［14］，从而对 APTT 的影响相对较小。

 Fib 为肝脏合成的第 I 凝血因子，是反映血栓

状态的指标，与机体在病理状态下血栓的形成有 

关［15］。本研究显示，模型组家兔 Fib 随时间延长进

行性降低，其原因可能是 OA 及 LPS 刺激后启动了

凝血系统，体内Ⅹa 生成增多，后者促进凝血酶的生

成并使 Fib 向纤维蛋白转换增多，使得机体内的 Fib

不断消耗［16］。而本研究中输注 3 种液体后 Fib 下

降的幅度较模型组更明显，其中以羟乙基淀粉降低

幅度最大。导致 Fib 进一步降低的机制可能是在

Fib 消耗增多的基础上，输注液体使血液被稀释，此

A1 A2 A3 A4 A5

B1 B2 B3 B4 B5

图 1 各组肺组织Ⅰ型胶原蛋白和Ⅲ胶原蛋白变化比较（免疫组化  低倍放大）

A ：Ⅰ型胶原蛋白 ；B ：Ⅲ胶原蛋白 ；1 ：假手术组 ；2 ：模型组 ；3 ：盐水组 ；4 ：林格组 ；5 ：胶体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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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羟乙基淀粉还可提供加速凝血因子活化的平台，

更加快了 Fib 向纤维蛋白的转化［17］，从而导致 Fib

下降最为明显。

 AT-Ⅲ是由肝脏产生的血浆中重要的抗凝物质

之一［18］，血浆中 AT-Ⅲ水平下降可导致高凝血症。

本研究结果显示，ARDS 家兔 AT-Ⅲ含量进行性下

降，似乎与本研究 APTT 及 PT 的改变不太吻合。推

测其原因可能是在 ARDS 疾病过程中凝血系统被激

活，同时相应的抗凝系统也被激活，血浆中的 AT-Ⅲ

被大量消耗所致［19］。3 种液体输注后 AT-Ⅲ仍与

模型组存在类似的下降趋势，说明本实验中的液体

输注对 AT-Ⅲ变化特点无明显影响。

 t-PA 为参与机体内纤维蛋白溶解的关键物质

之一，其水平降低将导致机体纤溶受到抑制［20］，本

研究显示，ARDS 家兔各时点 t-PA 均明显升高。考

虑其原因与 ARDS 疾病过程中凝血 / 纤溶系统的紊

乱有关。本组 ARDS 家兔可能在很早时期发生了

高凝状态，大量 Fib 在各种凝血因子的作用下转化

为纤维蛋白并沉积于肺组织，机体迅速启动纤溶系

统以溶解已形成的纤维蛋白，故导致 t-PA 水平升

高［21］。而液体输注后，可能通过稀释作用缓解了

ARDS 高凝状态，使机体纤溶系统的激活程度减弱，

使各输液组 t-PA 水平接近正常。

 肺组织纤维组织成分增多是 ARDS 病理特点之

一［21］。本研究结果也显示，ARDS 家兔肺组织Ⅰ型 

及Ⅲ型胶原蛋白明显增多，同时血清 PⅢP 水平升

高也提示肺组织胶原合成处于活跃状态［22］。免疫

组化染色及定量测定显示，输注生理盐水及乳酸钠

林格液后 ARDS 家兔肺组织Ⅰ型及Ⅲ型胶原蛋白

表达明显减少，血清 PⅢP 降低，说明两者均减轻了

ARDS 家兔肺内纤维的沉积，而羟乙基淀粉对Ⅰ型

和Ⅲ型胶原蛋白的降低幅度最小。但减轻肺纤维沉

积的机制目前尚不清楚。

 有意义的是，3 种液体尤其是生理盐水及乳酸

林格液的输注均不同程度减轻了肺组织损伤，生理

盐水还改善了 ARDS 的氧合，这是否与改善肺循环

血流、纠正通气 / 血流（V/Q）比例、以及减轻肺内纤

维组织成分沉积等有关，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实验存在的主要问题 ：未监测血流动力学，

对是否需要输液的证据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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