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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血必净注射液对大鼠黄磷吸人急性中毒

致急性肺损伤的治疗作用

韦卫琴，梁显泉，虞晓红，吉 蒙

(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贵州 贵阳 550004)

【摘要】 目的 观察大鼠急性黄磷及其化合物吸人中毒致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LI／

ARDS)的肺组织病理学改变，探讨血必净注射液的治疗作用。方法将85只健康SD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

组(5只，质量分数为5％的葡萄糖注射液5 ml／kg)、模型组(20只，5％葡萄糖注射液5 ml／kg)、血必净治疗组

(A组，20只，血必净注射液5 ml／kg)、氟美松高剂量治疗组(B组，20只，氟美松注射液5 mg／kg)、血必净+氟

美松低剂量治疗组(C组，20只，血必净注射液5 ml／kg+氟美松注射液1 mg／kg)。建立大鼠急性黄磷及其化合

物吸人中毒致ALI／ARDS模型，分别于制模后即刻及制模后8 h腹腔内注射给药，制模后6、12、24和48 h处

死各组大鼠，取肺组织，测定肺湿／干重(W／D)比值，观察肺组织病理学变化。结果模型组大鼠肺组织结构严

重破坏，出现明显肺水肿、出血、变性、坏死，且有大量的炎性细胞浸润；肺W／D比值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增大

(P均<O．05)。各治疗组肺组织病理损害程度均较模型组减轻，肺W／D比值明显减小(P均<O．05)，减小程

度B组>C组>A组。结论黄磷及其化合物吸入中毒致大鼠肺组织病理出现ALI／ARDS样改变，血必净注

射液、氟美松对大鼠急性黄磷及其化合物吸人中毒致ALI／ARDS具有治疗作用，二者合用可减少氟美松用量。

【关键词】中毒，黄磷f急性吸人；肺损伤，急性；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血必净注射液；氟美松

中图分类号：R285．5；R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91(2008)05—0262一05

Protective effect of Xuebijing injection(血必净注射液)on acute lung injury induced by inhalation of yellow

phosphorus in rats WEI Wei—qin，LIANG Xian—quan，阿Xiao-hong，JI Meng．Department of Emergency，

A所liated Hospital of Guiyang Medical College，Guiyang 550004，Guizhou，China

【Abstract 1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acute toxic pathologic changes of acute lung injury／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LI／ARDS)in rats after inhalation of yellow phosphorus and its compounds

and to study the role of Xuebijing injection(血必净注射液)in protection of the injury．Methods Eighty—five

healthy Sprague—Dawley(SD)rats(42 female，43 male)were made randomly into five groups：a matched

control[5 rats，5％glucose injection(GS)5 ml／k93，the model of ALI／ARDS(20 rats，5％GS 5 ml／kg)，

the treatment group of Xuebijing injection(A group，20 rats，Xuebijing injection 5 ml／kg)，the treatment

group of higher dosage of decadron(B group，20 rats，decadron 5 mg／kg)，the treatment group of Xuebijing

injection and lower dosage of decadron(C group，20 rats，Xuebijing injection 5 ml／kg，decadron 1 mg／kg)．

After the model of ALI／ARDS after inhalation of yellow phosphorus and its compounds was established，the

drug was injected into the rat abdomen immediately once in various groups respectively．After the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6 hours。5 rats were killed．After the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8 hours，the drug was again

injected in the remaining rats respectively in various groups．Five rats were killed at 12，24 and 48 hours

respectively at each time point．The lung pathologic changes were observed and the ratio of lung wet／dry

(W／D)weight was measured and compared．Results The structure of lung in the model rats was seriously

destroyed，showing acute pulmonary edema，hemorrhage，degeneration，necrosis，and a lot of inflammatory

cells．The ratio of lung W／D weight in the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matched control group was

much greater(all P<0．05)．In treatment groups，the pathologic changes became milder in various degrees

after various treatments in comparisons with those in the model group，and the ratios of lung W／D weight in

various treatment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various degrees in comparisons with the ratio in the model

group(all P<O．05)，the extent of decrease in the ratio being group B>C>A．Conclusion The inhalation of

yellow phosphorus and its compounds in rats may induce intoxication of rats with manifestations of

ALI／ARDS．Xuebijing injection and decadron have therapeutic effects on such intoxication，then Xuebijing

injection combined with both decadron can decrease decadron dosage．

[Key words] yellow phosphorus；acute inhalation；acute lung injury，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Xuebijing injection；decad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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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磷是多种轻工业产品制造的原料，在其生产

过程中，都会因接触到黄磷蒸气、粉尘、液体及固体

而致急、慢性中毒。磷中毒为矿业工人常见病、多发

病，至今国内关于急性黄磷吸人中毒的基础病理研

究与临床结合鲜有报道。本研究中采用急性黄磷中

毒大鼠模型，观察急性黄磷及其化合物吸人中毒致

急性肺损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LI／ARDS)的

肺组织病理学改变，探讨血必净注射液的治疗作用，

为临床治疗急性黄磷及其化合物吸入中毒提供实验

依据。

l材料与方法

1．1实验动物分组：健康SD大鼠85只，雌42只，

雄43只，分笼喂养；体重220～310 g，由贵阳医学院

实验动物中心提供。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分为

正常对照组(5只)、模型组(20只)、血必净治疗组

(A组，20只)、氟美松高剂量治疗组(B组，20只)和

血必净+氟美松低剂量治疗组(C组，20只)。

1．2制模方法：将动物放入染毒柜后通入染毒气体

(黄磷和氢氧化钠各50 g加热产生)10 rain后，取出

大鼠置笼中呼吸空气5 min(其问密封柜体)，反复

4次，总染毒时间为40 min，整个制模过程中气体发

生及混匀装置均持续工作。

1．3给药方法及杀鼠时间点：正常对照组腹腔注射

质量分数为5％的葡萄糖注射液5 ml／kg；模型组于

制模后即刻和8 h腹腔内注射5％葡萄糖注射液

5 ml／kg，A、B、C组分别于制模后即刻腹腔注射给

药(A组给予血必净注射液5 ml／kg，B组给予氟美

松5 mg／kg，C组给予血必净注射液5 mg／kg+氟美

松1 mg／kg，各组用药均用5％葡萄糖注射液稀释)。

制模后6 h各组杀鼠5只，余大鼠制模后8 h的腹腔内

再次注射给药，分别于12、24和48 h各杀鼠5只。

1．4检测指标及方法：①观察实验动物一般表现：

精神状态、体毛、活动、呼吸、进食、饮水及排泄情况

等。②肺组织湿／干重(W／D)比值测定：处死大鼠后

完整剪取左肺，拭去血迹后称湿重(W)；将肺组织放

入80℃烤箱内20 h至恒重，取出称干重(D)，计算

W／D比值。③肺组织病理检查：右肺组织置体积分

数为4％的中性甲醛水溶液中固定12～24 h后，取

右肺中叶组织，常规石蜡包埋、切片，用于苏木素一伊

红(HE)染色，光镜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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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韦卫琴(1972一)，女(侗族)，贵卅I省人，医学硕士，主

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呼吸系统危重症·

1．5统计学处理：结果以均数±标准差(z士s)表

示，采用SPSS 11．5统计软件进行完全随机单因素方

差分析，用t检验，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实验动物一般表现：正常对照组大鼠反应灵

敏，进食稳定，呼吸平稳。染毒开始多数动物被毛竖

直，出现烦躁、跑动增加、呼吸急促，个别口鼻腔分泌

物增多，继之精神明显变差、倦缩少动、呼吸费力、闭

目、颤抖，随后出现呼吸困难、对刺激反应差、抓取时

无力反抗、逃避、排便增多(多为稀便)，有的出现张

口呼吸，制模过程中动物无死亡；染毒后大鼠精神较

前稍好转，但仍有呼吸费力，个别可闻及喘鸣音，部

分动物早期即开始进食、饮水，但总体进食、饮水量

较正常减少。各治疗组大鼠染毒开始精神较差，第

2次给药后以上症状均有不同程度减轻，精神明显

好转，无明显呼吸费力，口鼻处未见分泌物，进食、饮

水增加，大便颗粒干硬，治疗后动物无死亡。

2．2各组肺W／D比值比较(表1)：染毒后大鼠肺

W／D比值随时间延长呈逐渐增加趋势，与正常对照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而各治

疗组大鼠肺W／D比值则显著降低，且以B组24 h

和48 h改善最为显著(P均<o．05)。

表l各组大鼠肺W／D比值变化(；土s，疗一5)

组别 制模6 h 制模12 h 制模24 h 制模48 h

模型组

A组

B组

C组

4．35士0．05b 4．61土0．03”4。81士0．06小5．29士0．05“

4．35士0．05 4．59士0．04 4．67士0．09。4．81士0．05。

4．19-+-0．03d 4．42+0．06bt8 4．484-0．04“4．61土0．08“

4．20+o．06‘td 4．34±o．08Ⅻ4．575：0．03雠4．71士O．06““e

注；与正常对照组(4．04士0．06)比较，‘P<O．05；与本组前一时

间点比较，oP<O．05}与模型组同期比较，cP<O．05；与A组

同期比较，4P<O．05；与B组同期比较，。P<O．05

2．3肺组织病理学改变(彩色插页图1)：正常对照

组肺组织结构正常，无变性、坏死及炎性细胞浸润。

模型组大鼠胸腔内有较多血性积液，双肺充血并中、

重度肿胀，部分肺组织有片状出血或灶状肺不张，气

管及肺切面均有较多血性泡沫样液体溢出；肺切面

血管内有凝血溢出。光镜下可见模型大鼠有明显的

肺间质水肿和肺泡水肿，肺内有弥漫性炎性细胞浸

润、肺出血、小血管扩张，有微血栓形成；肺泡结构破

坏，多处肺泡上皮细胞出现局灶性肿胀、凝固性坏

死，肺间隔增厚，肺泡内可见染成深红均一的蛋白样

渗出物。各治疗组大鼠病理学改变较模型组大鼠减

轻，多数动物双肺出现轻、中度肿胀；气管及肺切面

有少量血性泡沫样液体溢出，肺出血减轻。光镜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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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组织结构基本恢复正常，肺泡上皮轻度增生，虽然

可见部分肺间质和肺泡水肿、小血管充血及少量炎

性细胞浸润，但未见微血栓及透明膜形成，无肺组织

出血、变性、坏死。

3讨论

黄磷在空气中能自燃，易氧化成三氧化二磷及

五氧化二磷；黄磷蒸气遇湿空气也可氧化为磷化氢

和五氧化二磷，主要以蒸气及粉尘形式经呼吸道进

入人体，也可经消化道及灼伤的皮肤吸收引起中毒。

三氧化二磷及五氧化二磷对皮肤或黏膜有脱水夺氧

的作用，且遇水形成磷酸和次磷酸，对呼吸道黏膜有

强烈的刺激性，可使气管、支气管黏膜细胞坏死，吸

入后，严重者可引起支气管肺炎和肺水肿。磷化氢中

毒时，主要作用于细胞酶，造成细胞内窒息，表现为

组织细胞缺氧症状，亦可使气管、支气管、肺、肝和肾

脏充血或水肿口]。

本研究结果显示，染毒后大鼠出现呼吸窘迫表

现。模型组各时间点与正常对照组肺W／D比值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急性黄磷及其化合物

吸入后大鼠发生了明显的肺组织水肿；模型组各相

邻时间点之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说明随着染

毒后时间的延长肺W／D比值增加，肺水肿程度逐

渐加重。大鼠胸腔内出现较多血性积液，双肺充血并

中、重度肿胀，部分肺组织有片状出血或灶状肺不

张，部分肺叶可见实变，气管及肺切面均有较多血性

泡沫样液。光镜下病理改变均证明急性黄磷及其化

合物吸入致大鼠ALI／ARDS，其机制可能为：黄磷

及其化合物吸入后损伤支气管上皮细胞、肺泡上皮

细胞、肺血管内皮细胞，导致肺泡毛细血管膜损伤，

肺泡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富含蛋白的水肿液渗出，

而氧弥散功能障碍；肺泡上皮细胞损伤及凋亡，使肺

泡屏障破坏；生成表面活性物质减少，从肺泡腔运出

离子和液体的能力降低，导致肺水肿[23；肺血管内皮

损伤，血小板激活，可启动凝血和炎症级联反应[3{]，

引起凝血功能亢进，促使肺微血栓形成；而大量促炎

介质如肿瘤坏死因子一a(TNF—a)和白细胞介素一1p

(IL一16)形成，使促炎介质和抗炎介质的比例失衡，

导致ALI／ARDS发生。

血必净注射液(天津红日药业生产)由红花、赤

芍、JfI芎、丹参、当归等活血化瘀中药组成，现广泛用

于脓毒症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治疗

中。研究证明，血必净注射液具有强效抗内毒素作

用，也有强效拮抗内毒素诱导单核／巨噬细胞产生内

源性炎症介质失控性释放的作用；具有激活、增强小

鼠网状内皮系统(RES)吞噬功能的作用，改善微循

环、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可增加血小板以及纤维蛋白

原含量，增加血小板聚集力，改善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的凝血机制异常；同时有提高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

等作用，能够调节过高或过低的免疫反应，保护和修

复应激状态下受损的脏器口咱]。因此血必净注射液对

急性黄磷及其化合物吸人所致ALI／ARDS治疗作

用机制可能与该药具有强效拮抗炎症介质、增强机

体免疫功能、改善凝血功能、保护和修复应激状态下

受损脏器的作用有关。

虽然目前糖皮质激素在ARDS的治疗中具有

较大的争议，但宋志芳等[93的研究结果证明糖皮质

激素是ARDS综合救治的措施之一，一旦出现顽固

性缺氧与休克时，应及时应用糖皮质激素；且在吸入

性肺损伤(由其理化因素所致肺损伤)治疗中，仍有

大多数学者赞成早期足量使用糖皮质激素，并可预

防后期的肺纤维化[1’1州。我们在临床上对收治的黄

磷及其化合物吸人中毒所致ALI／ARDS患者用氟

美松治疗有效，而本研究也显示使用氟美松后肺水

肿及病理学改变均明显减轻。其机制可能为：氟美松

可直接抑制与炎症反应有关的许多细胞因子的转

录，并可作用于不同的炎性细胞和介质，抑制核转录

因子一KB(NF—KB)的活化，减轻气道和肺实质的炎症

反应；并可收缩血管，降低血管通透性，升高血压，增

加血流量，增加血细胞数量，吞噬和清理菌体蛋白，

稳定机体溶酶体膜，降低细胞膜的通透性，使毒素不

易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内，保护细胞的正常功能，具

有广泛的抗炎和减轻肺毛细血管通透的作用。

本研究还显示：血必净注射液和氟美松治疗大

鼠黄磷及其化合物吸人中毒致ALI／ARDS均有积

极的治疗作用，B组减轻肺水肿的作用明显。C组各

项指标都较A组改善明显，接近B组，说明氟美松

联用血必净注射液治疗可取得较单用药更为满意的

疗效，这在黄磷吸人中毒致ALI／ARDS的临床治疗

中已得到验证[11。。同时二药联合治疗可以减少氟美

松的用量，从而减轻糖皮质激素治疗的副作用。这对

临床治疗急性黄磷吸人中毒致ALI／ARDS具有较

积极的指导意义。而血必净注射液可能作用于ALI／

ARDS的多个致病环节，从而使其具有良好的治疗

作用，我们已试图从细胞凋亡等方面着手进行进一

步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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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阳化瘀利水法治疗肺源性心脏病心力衰竭80例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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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肺源性心脏病(肺心病)常因感

染而进入急性发作期，属于呼吸内科急

症之一。我院应用温阳化瘀利水法治疗

80例肺心病心力衰竭(心衰)患者疗效

显著，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80例均为住院患者，按

随机原则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

40例中男28例，女12例；年龄50～

80岁，平均(68．00土19．98)岁；病程9～

24年，平均15年；心功能I级10例，

I级22例，Ⅳ级8例。对照组40例中男

29例，女11例；年龄50～80岁，平均

(67．00士18．26)岁；病程8～22年，平均

14年；心功能I级9例，I级24例，Ⅳ

级7例。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均>0．05)，有可比性。

1．2诊断标准：①心功能分级：I级为

体力活动不受限，一般活动不引起心功

能不全的征象；1级为体力活动轻度受

限，一般活动可引起乏力、心悸、呼吸困

难等症状f I级为体力活动明显受限，轻

度活动即引起上述征象；IV级为体力活

动重度受限，任何活动皆引起心功能不

全征象，甚至休息时也有心悸、呼吸困

作者简介：王多德(1969一)，男(汉族)，

甘肃省人，主治医师．

难。②中医辨证依据《中医临床病证诊断

疗效标准》分为正虚、邪实、肺心同病。

1．3治疗方法：①对照组：低流量持续

给氧；依据痰培养+药敏试验给予抗生

素控制感染；给予氨茶碱、沐舒坦等加雾

化吸入解除支气管痉挛、祛痰；纠正酸

碱、电解质失衡；利尿；顽固性心衰给予

血管扩张剂，如多巴胺、多巴酚丁胺加酚

妥拉明；必要时加用呼吸兴奋剂及强心

剂。②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应用

活血化瘀、温阳利水中药。方药组成：赤

芍、当归、丹参、红花、白术、茯苓、黄芪、

桂枝、泽兰、前胡、川贝母。兼风寒者加炙

麻黄、细辛；兼风热者加桑白皮、黄芩；兼

阳虚者加制附子、生姜；兼痰蒙神窍者加

制胆南星、石莒蒲，另服安宫牛黄丸或静

脉滴注清开灵注射液；肝风内动抽搐者

加钩藤、全蝎、羚羊角；伤阴者加麦冬、生

地、五味子。两组均以15 d为1个疗程。

1．4疗效判定标准：①显效：咳嗽症状

消失或显著减轻，肺部哆音消失或减

少，发绀减轻，水肿消失，心率下降至

100次／min以下，心功能改善1～2级l

②有效：上述各指标部分减轻或有所好

转；③无效：治疗后无改善或恶化。

1．5 结果：治疗组中显效29例，占

72．5％，有效8例，占20．o％；无效3例，

占7．5％f总有效率为92．5％。对照组中

显效16例，占40．o％；有效14例，占

35．0％，无效lO例，占25．O％I总有效

率为75．o％。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o．05)。

2讨论

现代医学认为，肺心病是由于气管、

胸廓或动脉病变所致的肺循环阻力增

加，肺动脉高压，右心室负荷加重而肥

大，在急性发作期并发肺部感染时通气

障碍，进一步加重而引起CO。潴留和缺

氧，导致呼吸衰竭。肺心病属祖国医学

“痰饮”、“水肿”等范畴，病位在肺，继则

影响脾、肾，后期病及于心。全身血液都

是通过经脉而聚于肺，然后输布到全身。

肺心病多为久咳、久喘损伤肺气，日久致

肺心俱病，心阳不足，不能推动血液正常

循环，影响血液进行气体交换，而致血液

淤滞，造成血瘀。方中赤芍、当归、泽兰、

丹参、红花活血化瘀；前胡、JIl贝母开宣

肺气、止咳化痰、清热散结；白术、茯苓健

脾利水渗湿，配合桂枝通心阳；黄芪补肺

益气、扶正固本，有补气振奋血脉之意。

全方共奏活血化瘀、利水消肿、止咳化痰

平喘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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