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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夏至草醇提物对大鼠急性微循环障碍的影响

边永玲，刘正泉，牛春雨，赵自刚，张玉平，张利民，张静

(河北北方学院微循环研究所，河北张家口075029)

【摘要】 目的 观察夏至草醇提物对高分子右旋糖酐(Dextran 500)致急性微循环障碍(AMD)大鼠肠系

膜血液及淋巴微循环的影响。方法20只雄性Wistar大鼠被随机分为夏至草组和模型组，每组10只。左颈静

脉注射Dextran 500(10 ml／kg)复制AMD模型．6 min后夏至草组自颈静脉缓慢推注夏至草醇提物(6 g／kg)，

模型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应用活体显微电视录像系统观察大鼠肠系膜血液及淋巴微循环的变化。结果 与实

验前比较，模型组大鼠表现为肠系腆微血管口径缩窄、徽血流流速变慢，伴有红细胞聚集，微血流流态积分值显

著增高；肠系膜微淋巴管(ML)自主收缩频率、收缩活性指数(Index I)、总收缩活性指数(Index I)、淋巴动力

学指数(LD-Index)均显著降低(P均<O．05)。注入夏至草醇提物后，大鼠肠系膜微血管口径较模型组扩张。血

流加速，徽血流流态积分明显降低，ML自主收缩频率、Index I、Index I、LD-Index显著升高(P均<0．05)。

结论夏至草醇提物能明显减轻Dextran 500所致AMD大鼠肠系膜血液及淋巴微循环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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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ethanol extract from Mrrubium Incisum(EEMI，夏至

草醇提物)on mesenteric blood and lymphatic microeirculation in rats with acute microeirculatory disturbance

(AMD)induced by Dextran 500．Methods Twenty male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EEMI group(行=10)and model group(n=10)．The AMD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intravenously

administrating Dextran 500(10 ml／kg)via left carotid vein．Six minutes later，EEMI(6 g／kg)was slowly

infused into the carotid vein in EEMI group·while in the model group，similar amount of normal saline was

injected．The mesenteric blood and lymphatic microcirculations were observed by intravital microscope with

TV recorder．Results In the model group，the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various items of manifest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showed that after the experiment the caliber of mesenteric micro—vessels were

contracted，the speed of blood flow in the vessels was slowed down，the red blood cell(RBC)aggregated，and

the liquid state integral value was increased markedly；at the same time，the frequency of spontaneous

contraction of mesenteric lymphatic vessels(ML)，lymphatic contractive activity(Index I)，totaI lymphatic

contractive activity(Index I)and the lymphatic dynamics(LD—Index)of mesenteric micro～lymphatic vessels

were reduced significantly(all P<O．05)．After EEMI injection，the caliber of mesenteric micro-vessels was

expanded．the speed of blood flow in the vessels was increased and the liquid state integral value was lower，

and the spontaneous contraction frequency。Index I，Index I and LD-Index of ML were markedly increased in

EEMI group than those in the model group(all P<O．05)．Conclusion EEMI can ameliorate obviously the

acute blood and Iymphatic microcirculatory disturbance induced by Dextran 500 in rats．

[Key words】 Mrrubium Incisum Benth，acute microcirculatory disturbance，Dextran 500；blood

micro-circulation I Iymphatic micro-circulation，rat

研究表明，高分子右旋糖酐(Dextran 500)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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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鼠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时存在微循环障碍

及血液流变性异常[¨、淋巴微循环障碍‘21，同时可引

起大鼠肝、肾、肺等器官组织形态学损伤，可见红细

胞淤滞、血栓形成及坏死‘引。我们前期对夏至草的药

 万方数据



理学作用研究表明，夏至草醇提物可提升正常大鼠

淋巴管收缩性H]，并可改善Dextran 500所致器官

功能障碍与组织形态学损伤。为揭示夏至草改善急

性微循环障碍(AMD)或DIC大鼠的药理学作用，

本研究中观察夏至草醇提物对Dextran 500致大鼠

AMD时肠系膜血液及淋巴微循环的影响。

1材料与方法

1．1材料：唇形科夏至草属植物夏至草全草(由内

蒙古自治区驻张家口医药站提供，经河北北方学院

姜希强教授鉴定)，按文献E5]方法制备夏至草醇提

物注射液(生药含量为l kg／L)。Dextran 500由瑞

典Pharmacia Biotech生产。

1．2实验动物及分组：雄性Wistar大鼠20只，体

重240一--300 g(中国医科院实验动物繁育中心提供，

许可证号：SCXK京2000—2006)，按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夏至草组和模型组，每组10只。实验前所有大

鼠禁食12 h、自由饮水；实验过程中动物处置符合

动物伦理学标准。

1．3 AMD模型复制[1-z,i,s]及药物干预：戊巴比妥

麻醉大鼠，行腹部手术，按本室的常规方法制备大鼠

活体回肠下段肠系膜微血管及微淋巴管(ML)标

本，置(37士1)℃的K—H恒温灌流液中，备微循环观

察用。行颈正中切口，剥离左颈静脉，肝素钠全身抗

凝后插管备注射、输液用；稳定15 rain后经左颈静

脉缓慢匀速推注Dextran 500(10 ml／kg)，即成功复

制了AMD大鼠模型。6 rain后，夏至草组经微量注

射泵由颈静脉缓慢推注夏至草醇提物(6 g／kg，用

等量生理盐水稀释)；模型组输入等量生理盐水。分

别于注射Dextran 500前10 rain(实验前)、注射后

Dextran 500后5 min(AMD期)及药物干预后

10、20、30和40 rain进行微循环观察。

1．4活体微循环观察[2]：用活体显微电视录像系统

连续观察并记录回肠下段肠系膜微血管一级分支口

径、微血流流态、红细胞聚集变化，以田牛加权半定

量记分法[7]评价微血流流态积分值变化。同时观察

ML的自主收缩频率(a)、最大舒张口径(b)、最大收

缩口径(c)、静态口径(d)的变化，按公式计算ML收

缩性指数，作为ML收缩性的定量指标。

收缩活性指数(Index I)=(b2--C2)／b2

总收缩活性指效(Index I)=(b2一c2)a2／b2

淋巴管动力学指数(LD-Index)=(b--e)lOOa／d2

1．5统计学处理：使用SPSS 11．0统计软件包，数

据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和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夏至草醇提物对AMD大鼠肠系膜血液微循

环的影响：表1显示，实验前两组大鼠肠系膜微血管

一级动脉(A1)和一级静脉(V1)初始口径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图1显示，注射Dextran 500后肠系

膜微血管A1和V1口径逐渐缩窄，显著低于实验前

(P均<0．05)；输注夏至草醇提物后各时间点A1

和VI口径均显著大于模型组(P均<O．05)。表2

显示，两组注射Dextran 500后，微血流流速变慢，

呈粒流、粒缓流，红细胞聚集，可见微血栓形成，微血

流流态积分值均显著高于实验前(P均<O．05)；输

注夏至草醇提物后微血流改善，积分值低于模型组

(P均<O．05)，但仍高于实验前(P均<o．05)。

裹1两组大■肠系麒徽血管初始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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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药时间

实验曹 AMD期 10 rain 20 rain 30 rain 40 rain

给药时间

给药时间

注：与本组实验前比较，·P<o．05}与模型组同期比较,bP<0．05

田1夏至革尊提物对AMD大■肠系囊蠢■蕾及ML口径的影■

裹2夏至草醇提物对AMD大■肠系膜徽血流流态积分的影响(工士，) 分

组别 动物数 实验前 AMD期 给药后10 min 给药后20 min 给药后30 rain 给药后40 rain
’

模型组 10 1．23士0．03 5．72士0．56‘ 5．05士0．79- 5．75士0．76‘ 5．89士0．75‘ 6·25士0．66‘

夏至草组 10 1．25士0．03 5．80士0．58· 3．73士0．69ab 3．15士0．73曲 3．13士0．8010 3．66士0．78皿

注}与本组实验前比较。‘P<O．05，与模型组同期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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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夏至草醇提物对AMD大鼠肠系膜淋巴微循

环的影响：表1显示，实验前两组大鼠肠系膜ML静

态口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图1显

示，注射Dextran 500后两组肠系膜ML收缩，静态

口径占初始口径的百分比显著低于实验前(P均<

0．05)；输注夏至草醇提物后，ML口径扩张，各时问

点的静态口径均高于模型组(P均<o．05)。图2显

示，注射Dextran 500后，两组肠系膜ML自主收缩

频率降低，Index I、Index I、LD—Index均显著低于

实验前(P均<o．05)；输注夏至草醇提物后，ML自

主收缩频率增强，Index I、Index I、LD—Index均显

著高于模型组，且ML自主收缩频率在输注10、20、

30 rain均显著高于实验前(P均<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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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本组实验前比较。-P<0．05}与模型组同期比较，‘P<O．05

圈2夏至草尊提物对AMi)大■肠系囊ML收缩性的影一

3讨论

Dextran 500引起微循环障碍的主要原因是其

激活了内源性凝血途径，引起凝血功能紊乱，形成大

量微血栓，进而引起血管内皮及组织缺血、缺氧，从

外源性凝血途径再次加剧凝血功能紊乱，形成了凝

血功能紊乱一微循环障碍一器官功能障碍的恶性循

环，成为引起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的主

要因素之一[8]。我们前期研究表明，在Dextran 500

引起微循环障碍的发病过程中存在淋巴微循环障

碍‘引，而淋巴微循环障碍在休克，。二次打击”等多种

危重病病理过程的发病机制中具有重要作用[¨¨。

静脉推注不同剂量具有利水消肿、活血化瘀作用的

夏至草醇提物，可增强正常大鼠的肠系膜淋巴管收

缩频率及幅度，使肠淋巴流量、蛋白输出量明显升

高，该作用在6 g／kg时最显著，1 g／kg剂量则对淋

巴循环无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呈剂量一效应关系[‘]。

因此，本研究中从肠系膜血液及淋巴微循环双重角

度观察6 g／kg夏至草醇提物对大鼠AMD的干预

作用，结果表明，注射Dextran 500后5 min内，大鼠

均出现肠系膜微循环障碍，表现在肠系膜微血流流

速变慢、微血管口径收缩，出现红细胞聚集、形成微

血栓。微循环障碍则进一步加重了组织细胞缺血、缺

氧，加重器官损伤。单纯输入生理盐水仅在初期由于

容量因素轻微扩张了微血管口径(但无统计学意

义)，随后血液微循环障碍依然加剧。而输入夏至草

醇提物进行干预则可明显扩张肠系膜微血管A1和

V1的口径，增加微血管血流量，加快微血流流速，抑

制红细胞聚集，减轻微血栓，降低微血流流态积分

值，从而改善血液微循环的灌注状态，缓解组织细胞

的缺血与缺氧，改善重要器官的血液灌注。

本研究也发现，注射Dextran 500后，作为血液

循环重要辅助系统的淋巴微循环表现为ML静态

口径变细、自主收缩频率降低、收缩性指数降低，出

现明显的淋巴微循环障碍；淋巴微循环障碍导致淋

巴液的转运功能障碍，破坏机体的自稳态[1¨。单纯

输入生理盐水，肠淋巴微循环障碍未见改善；而输入

夏至草醇提物进行干预治疗后，ML静态口径扩张，

最大舒张口径增大，最大收缩口径缩小，ML的自主

收缩频率显著增强，其收缩性指数均显著增高，这一

切均证实夏至草醇提物有效改善了Dextran 500所

致的肠系膜淋巴微循环障碍。而改善淋巴微循环在

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组织液的吸收和回流，恢复机体

内环境恒定，成为改善血液微循环障碍的重要补充。

总之，夏至草醇提物可明显降低Dextran 500

所致大鼠血液及淋巴微循环障碍，保护重要组织器

官的血液灌流，但具体分子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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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灌流联合连续性静一静脉血液滤过救治急性重度有机磷农药中毒

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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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血液灌流(HP)联合连续性静一静

脉血液滤过(CVVH)治疗急性有机磷农

药中毒(AOPP)危重病例，特别是已发

生急性肺水肿、呼吸抑制和休克者效果

良好，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病例：2004年7月一2008年7月

本院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收治的

AOPP患者共83例，除M、N样症状外，

合并肺水肿、抽搐、昏迷，呼吸机麻痹和

脑水肿，胆碱酯酶(ChE)活性<30 oA f为

避免氨基甲酸醣中毒患者ChE的自然

复能性而影响该实验结果[1]，排除该药

中毒患者。按随机原则分为单行HP组

(37例)及HP+CWH组(46例)，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有可比性。＼

1．2研究方法：患者均常规给予彻底洗

胃、催吐、导泻、利尿、护肝，纠正水、电解

质、酸碱失衡及休克}抽搐者给予镇静，

呼吸衰竭者给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

通气。HP+CVVH组行2～3 h HP(珠

海丽珠医用生物材料有限公司生产的

HA 230血液灌流器)后，以3～4 L／h行

CWH(美国MINNTECH生产的HF
1200聚砜膜血滤器)20～24 h．I-Lv组在

常规治疗基础上单行HP治疗。一次血

液净化后，如患者存在呼吸衰竭或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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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与HP组比较，‘P<O．01

困难、意识障碍、四肢肌力明显减弱、不

能达到阿托品化状态、症状加重、ChE

活性再度下降或持续低水平，则再次行

上述治疗。观察治疗前后患者生命体征、

阿托品化状态、ChE活性恢复至60％的

时间、治愈率、病死率、平均住院时间、并

发症发生率等指标。

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3．0软件

包，计量资料以均数土标准差(z士s)表

示，进行F检验和t检验，率的比较用r

检验，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4结果(表1)：两组患者病死率、周

围神经病发生率，中间综合征发生率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I

HP+CVVH组ChE活性恢复至60％

的时同、入住ICU时间、住院时间均较

HP组明显缩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O．01)．

1例患者在CWH治疗过程中因
凝血功能异常，行无肝索化治疗约2 h，

血滤器凝血1例。经更换血滤器后未再

出现凝血；其他患者未发生出血、栓塞、

休克、感染等并发症。

2讨论

本科进行HP联合CWH治疗时，
在HP结束后使空气回血。以避免生理

盐水将有毒物质从吸附颗粒中冲出[2]，

再连接CWH，进一步延长治疗时间，
保证毒物清除完全、内环境稳定，使副作

用减小。较单独用HP有明显优势。必要

时24 h后再联用HP和CWH，以较快
清除各种药物和毒物，明显缩短抢救时

间，提高抢救成功率，降低严重并发症的

发生，减少住院时间。节省医疗费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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