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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杏达莫注射液对大鼠心肺复苏后血清

低氧诱导因子一1仅水平变化的影响

程俊彦1，陈寿权1，杨坤2，李章平1，晏

(1．温州医学院附屑第一医院急诊科，浙江温州325000，

平1，章杰1，黄唯佳1，李惠萍1

2．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ICU，浙江温州325000)

【摘要】 目的 观察大鼠心肺复苏(CPR)后血清低氧诱导因子一1口(HIF-h)含量及大脑皮质的病理变化，

探讨银杏达莫注射液对大鼠CPR后脑损伤的干预作用。方法将160只成年雄性SD大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

型组、银杏达奠组低剂量组(o．8 mI／kg)、银杏达莫高剂量组(1．6 ml／kg)，每组再分别按气管切开后(对照组)

或自主循环恢复(RoSC)后(其余各组)o．5、3、6、9和24 h分为5个亚组，每个亚组8只大鼠。建立大鼠窒息型

心脏停搏(CA)与CPR模型。以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测定血清HIF一1a含量，光镜下观察大脑皮质病理改

变。结果对照组血清HIF一1a含量复苏后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和银杏达莫高、低剂量

组从RoSc后3 h起即显著升高，并持续至24 h，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o．01)；与模型组比较，银杏达莫

高、低剂量组血清HIF一1a含量于ROSC 3～24 h显著降低，且高剂量组降低幅度更为显著(P<o．05或P<

o．01)。银杏达莫高、低剂量组大脑皮质病理改变较模型组明显减轻。结论大鼠CPR早期存在明显的脑损伤；

银杏达奠注射液能明显减轻复苏后脑损伤，且该作用可能具有量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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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tr北t】 objecn靶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serum hypo对a inducing facto卜1a(HIF—ln)and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cerebral cortex in rats afte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and inVestigate the

intervention effect of Yinxingdamo injection(银杏达莫注射液)．Methods one hundred and sixty maIe adult

Sprague—Dawley(SD)rats were randomI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controI group，model group，Iow—dose

YinxingdarIIo group(O．8 ml／kg)aIld high—dose Yinxingdamo group(1·6 ml／kg)． And each group was

subdivided into five subgroups respectively on the ba8is of tiHIe (O．5， 3， 6， 9， 24 hour8 after inci8ion of

trachea(control group)or restoration of spontaneous circulation(ROSC)，each咒=8]．Asphy】【iation cardiac

arrest(CA)and Cf’R model were e8tablished，and samples were taken on each time point of subgroups．

Serum levels of HIF—h were mea8ured with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cerebral cortex were observed under optical microscope． R酷谢招 The serum le、，el of HIF一1a kept

at low level in control group，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it elevated at 3 hours after ROSC and reached

the peak at 24 hou船in the model，high and low dosage Yinxingdamo gr伽p8，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t various time points(all P<O．01)．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the serum levels of HIF一1a in

Yinxingdamo group8 8tarted to decrea8e markedly at 3～24 hours after ROSC；the serum levels of HIF—h at

3—24 hours after ROSC in high—dose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low—dose group(P<O．05 or P<O·01)．

The changes of cerebral cortex were milder in two Yin】【ingdamo groups than those in model group．Concl璐i蚰

Cerebral injufy aggravates progressively at the early phase following CPR in rats．Yimdngdamo injection can

alleviate the cerebral injury after CPR，and this protective effect might be of dosage—effect relationship．

【Key words】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cerebral injury} hypoxia inducing factor； Yinxingdam0

inj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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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肺复苏(CPR)过程中，脑缺氧损伤程度是

影响自主循环恢复(ROSC)患者预后的主要因素之

一。心脏停搏(CA)时全脑缺氧损伤和随后的再灌注

损伤是引起脑损伤的主要原因[1]。减轻脑损伤对促

进大脑功能恢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心肺脑复苏具

有重要意义。已证实低氧诱导因子一1a(HIF一1a)与缺

血／再灌注后脑损伤程度密切相关，可作为评价脑损

伤程度和预后的早期敏感指标[2]。本实验中采用窒

息法制备大鼠CA与CPR模型，通过观察银杏达莫

注射液对大鼠复苏后血清HIF一1a含量、大脑皮质

病理变化的干预作用，为研究HIF一1a作为CA后脑

损伤评价指标的意义以及银杏达奠注射液对CA后

脑损伤的保护作用提供实验证据。

1材料与方法

1．1动物分组及模型制备：清洁级健康成年雄性

SD大鼠160只，70～95日龄，体重300～400 g，平

均(373．38士13．35)g，由温州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

提供，动物许可证号sCXX(沪)20030003。按随机数

字表法将大鼠分为对照组、模型组、银杏达莫低剂量

组和银杏达莫高剂量组。各组按气管切开或ROSC

后o．5、3、6、9、24 h再分为5个亚组，每组8只。术

前禁食12 h、自由饮水。采用本课题组前期实验报

道的窒息法并加以改进建立大鼠CPR模型[3]。实验

参数设计和记录均参照复苏实验研究的Utstein模

式L4]。对照组动物仅进行麻醉和气管插管、血管穿

刺，不进行夹管窒息及CPR。ROSC后颈动脉内缓

慢推注银杏达莫注射液或生理盐水(银杏达莫注射

液低剂量组o．8 ml／kg，高剂量组1．6 m1／kg；模型

组、对照组给予生理盐水1．6 ml／kg)。

1．2检测指标与方法：各组大鼠于相应时间点取

血，离心取上清液，置于一70℃低温冰箱保存待测。

血清HIF一1a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LISA)，

试剂盒由美国USCNLIFE公司提供，严格按照说

明书操作。ROSC 24 h各组取血后快速开颅，取枕

叶皮质约5 mm×5 mm×3 mm，用甲醛水溶液固定

24 h后，常规石蜡包埋切片，苏木素一伊红(HE)染

色，显微镜下观察并照相。

1．3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 10．o软件处理数据，

计量资料以均数士标准差(z士s)表示，多组间比较

采用方差分析，方差齐性检验采用levene’s法，方差

齐时采用LSD法，方差不齐时采用Tamhane7s检

验，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各组大鼠RoSC后血清HIF一1a含量变化

(表1)：对照组血清HIF一1a含量一直维持在较低水

平；模型组和银杏达莫高、低剂量组从RoSC后3 h

开始即较对照组显著升高，并持续至24 h，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均<0．01)；与模型组比较，银杏达

莫高、低剂量组ROSC后3～24 h血清HIF一1n含量

均明显回降(P<o．05或P<o．01)，且高剂量组降

低程度较低剂量组明显(尸<o．05或P<o．01)。

2．2各组大鼠大脑皮质病理改变：对照组锥体神经

细胞和胶质细胞均无明显改变，形态正常，大小一

致，核染色质均匀，核仁清楚，无明显核周空晕，细胞

外组织间隙正常，毛细血管无扩张、充血(彩色插页

图1a)；模型组ROSC后24 h锥体细胞坏死，数量

明显减少，胶质细胞周围间隙扩大，空泡样改变，毛

细血管扩张、充血(彩色插页图1b)；银杏达奠高、低

剂量组RoSC后24 h锥体细胞肿胀，核周间隙稍扩

大，未见明显坏死空泡区，胶质细胞轻度水肿，细胞

外组织间隙基本正常，且高剂量组比低剂量组病理

改变更轻微(彩色插页图1c～d)。

3讨论

大脑缺氧一缺血性损伤是导致发生CA后早期

接受CPR患者死亡和致残的主要原因。在CPR后

存活的患者中，80％都经历了不同时间的昏迷，其中

40％的患者进入了持续植物生存状态，80％的患者

在1年内死亡[5]。成功的CPR不仅是获得ROSC，

其最终目的是保护或尽可能恢复完整的脑功能。复

苏成功患者的预后主要由脑缺氧损伤的程度决定，

而CA时的全脑缺氧损伤和随后的再灌注损伤是引

起脑损伤的主要原因[6]。因此，减轻CPR后大脑缺

表1各组大■血清HIF一1a含量变化比较(；士j，万一8)

注：与对照组比较，1P<o．ol，与模型组比较。“P<o．05．。P<o．01l与银杏达莫低剂量组比较，。P<o．05，。P<O．01

 万方数据



·292·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09年9月第16卷第5期chin J TcM wM crit Q!!!，Septembe!!!嫂!V01．1鱼』o．i

血／再灌注损伤对促进大脑功能的恢复、实现真正的

心肺脑复苏具有重要意义。

HIF一1是在缺氧条件下广泛存在于哺乳动物及

人体内的一种转录调控因子，由HIF一1a和HIF一1p

两个亚单位组成，其稳定和活性由HIF一1a决定，

HIF一1a的表达主要受氧浓度调节，通常只能在低氧

细胞核中存在；而HIF一1p不受氧浓度的影响，在正

常细胞和缺氧细胞的细胞核及细胞质中均有表

达[7咱]。在缺氧预适应过程中，HIF一1可调节表达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促红细胞生成素等多种靶基因，对

改善脑缺氧、缺血后能量代谢障碍，促进脑血流动力

学恢复，抑制兴奋性氨基酸毒性，减少细胞凋亡等起

重要作用凹J。

CPR后脑组织缺血、缺氧所致的氧化应激可诱

导HIF一1a的表达增加。Helton等n们应用HIF一1a基

因敲除小鼠制备脑缺血、缺氧模型，发现HIF一1a表

达缺失可使凋亡相关基因表达减少，这在脑缺血急

性期具有一定的神经保护作用，HIF一1a过度表达在

脑缺血、缺氧过程中是有害的。张瑗等n1]的实验也

说明，HIF一1a调控缺氧后血管平滑肌细胞(VSMC)

收缩反应性呈现先代偿性增强、后不可逆转损害的

双相变化，阻断HIF—k表达可明显削弱该双相变

化幅度。Chavez等[12]在冰氯化钾致CA模型中发

现，在ROSC后1 h大脑皮质HIF一1开始升高，并持

续升高至7 d，认为HIF一1基因在氧化应激和脑能

量紊乱时通过自身的内源性神经保护机制减轻脑的

损害，同时发现胰岛素样生长因子一I(IGF—I)能通

过促进HIF一1及其靶基因的激活来发挥神经保护

作用。本研究显示，大鼠ROSC后3 h血清HIF一1a

水平已显著增加，并持续至24 h，表明复苏后早期

大脑星形胶质细胞和神经元及血脑屏障功能受损，

血清HIF一1a水平可以提示脑HIF一1含量的变化。

银杏达莫注射液为复方制剂，含银杏总黄酮及

双嘧达莫，能通过增加红细胞的变形性、减少红细胞

破裂，从而降低血黏度，改善血液流变学指标，增加

血流量，抗缺血、缺氧，清除自由基，抑制炎症级联反

应，提高组织对缺氧的耐受性，抑制脂质过氧化和脑

缺血损伤等[1引，主要用于脑梗死等脑血管疾病的治

疗，可保护血管内皮功能，清除自由基，改善脑血液

循环，减轻脑梗死患者神经功能缺损，且无明显不良

反应[14-1引。

本研究显示，银杏达莫高、低剂量组在ROSC

后3、6、9、24 h血清HIF一1a含量均较模型组明显降

低，提示银杏达莫注射液对血清HIF一1a含量的升

高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光镜下观察大脑皮质组织

形态学发现，银杏达莫注射液能够明显减轻大鼠

CPR后脑组织的病理损伤。表明银杏达莫注射液对

大鼠CPR后损伤脑组织具有保护作用，且高剂量组

能够更早、更强地发挥脑保护作用，说明其对脑损伤

的抑制作用可能具有一定的量效关系，值得延长时

间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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