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10年9月第17卷第5期Chin J TCM WM Crit Care，September 2010J01．17丛0一．5
·259·

·论著·

毒素清对克雷伯杆菌肺炎老龄大鼠多器官损伤的保护作用

李建生1，王守富2，张慧俭1，秦金利1，李素云1，余海滨1，王峰3，李 亚1，刘四化1

(1．河南中医学院老年医学研究所，河南郑州450002；2．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河南郑州450004；

3．河南省中医院，河南郑州450008)

【摘要】 目的评价毒素清颗粒对克雷伯杆菌肺炎致老年多器官损伤的保护作用。方法将老龄SD大

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正常对照组、洛美沙星组和毒素清组各10只，模型组25只。采用气管插管注入肺

炎克雷伯杆菌制备肺炎致多器官损伤动物模型；观察器官生化指标变化、病理改变及死亡率。结果 与正常对

照组比较，模型组外周血白细胞计数(WBC)、中性粒细胞比例(N)显著增高；肺、心、肝功能障碍发生率70％～

100％；肺动脉血氧分压(PaO：)明显下降，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z)显著上升；血清肌酸激酶(CK)、肌酸激

酶同工酶(CK—MB)、乳酸脱氢酶(LDH)、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明显增高；肺、心、肝、

肾、小肠组织发生了明显的病理改变。与模型组比较，毒素清组死亡率下降(20％比60％)，48 h时WBC、N明

显降低[wBC(×109／L)：7．70士1．88比16．13士3．35，N：0．36土0．06比0．56土0．06，均P<O．013；器官功能障

碍数明显减少(11个比25个，P<0．05)；PaO z(ram Hg，1 mm Hg一0．133 kPa)明显上升(74．73士9．14比

51．46士7．08)，PaCOz(ram Hg)显著下降(44．20士4．01比61．20士9．21)，CK、CK～MB、LDH、ALT、AST明显

降低[CK(U／L)：614．17士174．22比1 956．50士361．55，CK—MB(U／L)：644．50士181．67比2 185．50士

315．91，LDH(U／L)：911．50士278．39比1 716．78±368．99，ALT(U／L)：86．89士27．76比199．83士17．22，

AST(U／L)：296．13士107．30比422．50士142．12，均P<0．013；肺、心、肝、小肠病理损伤评分(／ff)显著下降

(肺：6．00士0．76比9．00士0．00，心：3．25±1．49比7．20士1．55，肝：0．31士0．09比0．60士0．14，小肠：1．38士

0．52比2．50士0．53，P<0．05或P<0．01)。洛美沙星组各指标改善程度不及毒素清组。结论毒素清颗粒对

克雷伯杆菌肺炎老龄大鼠多器官损伤具有显著的保护作用，可减少器官损伤的发生率，减轻器官损伤程度以及

降低老龄大鼠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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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ve effect of Dusuqing granule(毒素清颗粒)on multiple organ injury induced by Klebsiella pneumoniae

pneumonia tn aged rats LI Jian—sheng’，WANG Shou一九，zHANG Hui—jian，QIN Jin—li，LI Su—yun，YU

Hai—bin，WANG Feng，LI Y口，LIU Si—hua．’Geriatrics Department of Henan College of Tr口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Zhengzhou 450002，Henan，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Dusuqing granule(毒素清颗粒)on multiple

organ injury caused by Klebsiella pneumoniae pneumonia in elderly．Methods Fifty—five male Sprague Dawley

(SD)age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control，model，lomefloxacin and Dusuqing groups．There

were 25 rats in the model group and 10 in each of the other three groups．The models of multiple organ injury

caused by pneumonia were made by injection of Klebsiella pneumoniae through the trachealintubation，and the

changes of biochemical，pathological and mortality of the rats were observed．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the white blood cell(W13(3)count and neutrophil rate(N)in peripheral blood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model group．The rates of dysfunction of the lung，heart and liver in model group

were 70％一100％．The respiratory dysfunction in model group was evidenced by an increase in the 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carbon dioxide(PaC02)，and a decrease in the 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PaOz)．
The serum levels of ereatine kinase(CK)，creatine kinase isoenzyme MB(CK—MB)，laetate dehydrogenase

(LDH)，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and 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in mode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normal control group．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under light microscope were also obvious in the

lung，heart，liver，kidney and the small intestine in the model group．Compared to model group，in Dusuqing

group，the mortality declined(20％vs．60％)．WBC and N fell significantly after modeling for 48 hours

EWBC(×109／L)：7．70士1．88 vs．16．13土3．35，N：0．36±0．06 vs．0．56士O．06，both P<0．01]．In

Dusuqing group，the organ function disorder number was reduced dramatically(11 vs．25，P<0．05)，Pa02

(mm Hg，1 mm Hg一0．133 kPa)increased obviously(74．73±9．14 vs．51．46士7．08)，and PaC02(mm Hg)

dropped markedly(44．20士4．01 vs．61．20士9．21，both P<0．01)；the serum levels of CK，CK—MB，LDH，

ALT and AST also were lowered significantly[CK(U／L)：614．17士174．22 vs．1 956．50土361．55，CK—MB

(U／L)：644．50士181．67 vs．2 185．50士315．91，LDH(U／L)：911．50±278．39 vs．1 716．78士368．99，ALT

(U／L)：86．89士27．76 vs．199．83士17．22，AST(U／L)：296．13士107．30 vs．422．50士142．12，all P<

O．01]．The pathological injury scores of the lung，heart，liver and small intestine in Dusuqing group were

fallen obviously(1ung：6．00士0．76 vs．9．00士0．00，heart：3．25士1．49 vs．7．20士1．55，liver：0．31士0．09

vs．0．60士0．14，small intestine：1．38士0．52 vs．2．50士0．53，P<0．05 or P<0．01)．The extent of

improvement in various indexes in lomefloxacin group was not as good as that in Dusuqing group．

Conclusion Dusuqing granul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tective effect on multiple organ injury in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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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Klebsiella pneumoniae pneumonia in the aged rats，and it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s of organ dysfunction，

the levels of pathological injury and the mortality．

[Key words]Dusuqing granule；Klebsiella pneumoniae pneumonia；Aged rat l Multiple organ injury

老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E)病死率

极高，虽然采取抗感染、器官功能支持、营养等疗法，

其疗效仍不尽如人意，而用中医药防治MODSE有

一定疗效。本实验旨在明确中药毒素清对克雷伯杆

菌肺炎老龄大鼠多器官损伤的保护作用，为深入研

究毒素清防治MODSE的作用机制奠定基础。

1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清洁级21月龄老龄雄性SD大鼠

55只，体重(550士70)g，由河南省实验动物中心提

供(合格证号：XK20050001)。肺炎克雷伯杆菌由中

国生物制品检验鉴定所提供(种系号：K46114)，使

用前用无菌生理盐水稀释至1．2×101。cfu／ml。盐酸

洛美沙星胶囊由锦州九洋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批号：20060601，每粒0．1 g)。毒素清颗粒由人参、

瓜蒌、麦冬、生地黄、鱼腥草、白头翁、丹参、牡丹皮等

组成，由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制剂室提供

(批号：20040706)，制成水溶剂后，含生药量1 g／ml。

1．2动物模型制备与分组：将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4组：模型组25只，正常对照组、洛美沙星组、

毒素清组各10只。按本课题组前期报道的方法[1]复

制大鼠感染性多器官损伤模型；并进行动物多器官

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器官功能障碍分期诊断及

评分[2]。正常对照组、模型组分别于制模前3 d至取

材前1 d灌胃生理盐水3 ml／d，洛美沙星组和毒素

清组分别灌胃洛美沙星40 mg·kg_1·d1和毒素

清5．7 g·kg_1·d一。制模48 h后处死动物。

1．3检测指标及方法

1．3．1 白细胞计数(WBC)和中性粒细胞比例(N)

测定：制模24 h和48 h取大鼠尾静脉血，用血液分

析仪自动分析。

1．3．2生化指标测定：制模48 h取大鼠腹主动脉

血，用酶动力学法检测乳酸脱氢酶(LDH)、肌酸激

酶(CK)、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用速率法检测

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尿

素氮(BUN)、肌酐(cr)；用电极法测定动脉血氧分

压(Paoz)、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1．3．3病理观察：制模48 h取肺、心、肝、肾、小肠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2006HANCET—05)

作者简介：李建生(1963一)，男(汉族)，河南省人，医学博士，教

授，博士生导师。

组织制备切片，苏木素一伊红(HE)染色，光镜下观察

各器官组织病理改变并进行组织损伤评分。肺组织

损伤评分记为o～3分[33；心脏组织损伤评分记为

0"3分[43；肝脏损伤程度分级用+～+++表示，记

为0．1～0．3分[53；肾脏损伤程度分级记为0～

4分[6。3；小肠组织损伤程度分级记为0～4分‘8。。

1．4统计学方法：应用SPSS 13．0统计分析软件，

计量资料以均数土标准差(o土s)表示，进行正态分

布检验，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符

合正态分布者进行数据转化后比较；计数资料用率

表示，采用X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死亡率：正常对照组无死亡；模型组死亡率为

60％(15／25)；洛美沙星组和毒素清组死亡率分别为

30％(3／10)和20％(2／10)，较模型组有下降趋势

(均P>O．05)。

2．2外周血WBC和N(表1)：模型组24 h和48 h

外周血WBC和N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增高(均P<

0．01)；洛美沙星组和毒素清组则较模型组明显下降

(均P<0．01)，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1各组MODSE存活大鼠WBC及N的变化比较(；士J)

组别
动物

数

10

10

7

8

WBC(×109／L) N

正常对照组

模型组

格美沙星组

毒素清组

6．38士1．23 6．30士1．26 0．24士0．06 0．24士0．05

13．52+2．86“16．13-1-3．356 0．56士0．066 0．56+0．066

8．60-1-2．868 8．75土1．28d 0．40士0．094 0．35士0．044

8．69+2．908 7．70士1．884 0．41士0．100 0．36士0．064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6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1

2．3 Pa02、PaC0。(表2)：模型组Pa02较正常对照

组显著降低，PaCO。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增高(均

P<0．01)；洛美沙星组和毒素清组PaO。较模型组

显著升高(均P<O．01)；毒素清组PaCO：较模型组

和洛美沙星组明显下降(P<o．01和P<0．05)。

表2各组MODSE存活大鼠Pa02

和PaC02的比较(；士s)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6P<O．01；与模型组比较，4P<0．01；

与洛美沙星组比较，。P<0．0511 mm Hg=0．133 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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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各组MODSE存活大鼠血清CK、CK—MB、LDH、BUN、Cr、ALT和AST水平比较(工土s)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O．01；与模型组比较，8P<0．01f与洛美沙星组比较。‘P<0．01

袭4各组MODSE存活大鼠器官功能障碍分布及器官病理损伤程度评分比较(；士s)

注：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0．05，“P<0．01#与模型组比较，。P<0．05，。P<0．01

2．4 血清CK、CK—MB、LDH、BUN、Cr、ALT、AST

水平(表3)：模型组CK、CK—MB、LDH、ALT和

AST较正常对照组明显增高(均P<0．01)；洛美沙

星组和毒素清组CK、CK—MB、LDH较模型组显著

降低，毒素清组CK—MB较洛美沙星组下降更显著，

而且毒素清组ALT和AST较模型组显著降低

(均P<O．01)；各组间血BUN、cr比较则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均P>0．05)。

2．5器官功能障碍情况及器官病理损伤程度评分

(表4)：正常对照组无器官功能障碍，洛美沙星组器

官功能障碍数较模型组有下降趋势，但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毒素清组器官功能障碍数较模

型组明显下降(P<0．05)。模型组肺、心、肝、肾、小

肠组织病理损伤程度评分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

(P<O．05或P<O．01)；洛美沙星组和毒素清组肺、

心、小肠组织病理损伤程度评分及毒素清组肝组织

损伤程度评分均较模型组显著下降(P<0．05或

P<0．01)；肾组织病理损伤程度评分有下降趋势，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O．05)。

3讨论

临床观察和文献报道认为，MODSE由毒起、变

随瘀生、因虚病重而难复，其发生发展、恶化或痊愈

主要与毒、瘀、虚密切相关[9]。基于对病机的认识，以

清热解毒化瘀、益气养阴为法，自拟了中药复方制剂

毒素清颗粒。临床研究表明毒素清治疗老年人细菌

性肺炎疗效显著，且能改善营养状况、免疫功能和生

存质量[10|，其机制与降低中性粒细胞数量和提高分

泌型IgA纤维连接蛋白(FN)有关[1川。实验研究显

示，毒素清对老龄大鼠大肠杆菌E12-1
3 3和肺炎双球菌

肺炎，及其导致的心肌n州、小肠损伤口}171等有明显

的治疗作用；其机制与降低中性粒细胞数量、急性反

应蛋白含量、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和拮抗自由基损伤

及调节前列腺素代谢平衡有关[12_17]，并且参与调节

Janus激酶／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信号通路n引。

本实验结果表明，毒素清能降低克雷伯杆菌肺炎所

致MODSE大鼠多器官损伤死亡率(统计学差异不

显著，可能与样本量少有关)，明显减少器官功能障

碍发生率和器官损伤程度，使肺PaO。上升、PaCO。

下降显著，心脏CK、CK—MB、LDH和肝脏ALT、

AST降低及器官组织病理改变明显减轻；亦使

WBC和N显著降低，说明毒素清颗粒对克雷伯杆

菌肺炎老龄大鼠多器官损伤有显著保护作用，其机

制如下[11’”]：①下调促炎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一a

(TNF—a)、白细胞介素(IL一6、IL一1)和炎症介质一氧

化氮(N0)等水平，减少中性粒细胞活化，明显拮抗

内毒素对组织、细胞的损伤。②降低血浆血小板激活

因子水平，提高血浆活化蛋白C水平，改善凝血功

能紊乱，改善微循环。③使免疫失调状态改善，辅助

性T细胞(Thl／Th2)比例趋于稳定，单核细胞表面

人白细胞DR抗原(HLA—DR)表达升高，促进机体

的康复，但确切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本研究结果表

明，对MODSE宜虚实并治，祛邪勿忘扶正；与成年

人MODS单纯祛邪应有不同。

参考文献

E13李建生，王守富，秦金利，等．克雷伯杆菌肺炎老龄大鼠多器官

损伤模型的建立．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9，21(4)：226—229．

[23胡森．MODS的动物模型／／盛志勇，胡森．多器官功能障碍综

合征．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86—204．

[3]Schmidt J，Lewandrowsi K，Warshaw AL，et a1．Morphometric

characteristics and homogeneity of a New model of acute

pancreatitis in the rat．Int J Pancreatol，1992，12(1)：41-45．

[4]张明辉。阮英茆，王清峙，等．大鼠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与心肌

肽素的保护作用．中国临床康复，2005，9(23)：86—88．

[53彭芳，刘晓波，方春生，等．紫红獐牙菜对实验性肝损伤的保护

作用．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2002，13(6)：376—378．

万方数据



‘262· 主垦±堕堕篁金鱼垫塑查；!!!堡!旦蔓!!鲞蔓!塑璺垒堕!!堡丛旦M曼巫璺!堡!墅211堡堡!!!!!!!!!：!!!堕!：!

[63 Furuichi K， Wada T， 1wata Y， et a1．Administration of

FRl67653，a new anti—inflammatory compound，prevent renal

ischaemia／reperfusion injury in mice．Nephrol Dial Trans·

plant，2002，17(3)t 399—407．

[73李鹏，丁小强，曹长春，等．肾脏缺血预适应及细胞间黏附分

子1的作用．中华肾脏病杂志，2004，20(3)：199—201．

[8]严彩霞，张丙宏，付春花，等．肠三叶因子对新生鼠坏死性小肠

结肠炎模型iNOS及TNF一口、NO的影响及意义．中华围产医

学杂志，2005，8(4)：251—254．

[93王守富，李建生，张伯礼．从毒瘀虚论治老年多器官功能不全综

合征．辽宁中医杂志，2008，35(5)：689—690．

[103李建生，程龙，马利军，等．毒素清治疗老年人细菌性肺炎的临

床观察．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2，22(7)：505—507．

[113李建生，张杰，童丽，等．毒素清对肺炎双球菌肺炎老龄大鼠肺

脏免疫功能的影响．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2002，9(6)：

338—341．

[123李建生，马利军，杨戈，等．毒素清对老龄大鼠大肠杆菌肺炎急

性反应蛋白的影响．中国中医急症，2002，11(2)：124—126．

·病例报告·

[13]童丽，李建生，郭盛典，等．毒素清对大肠杆菌肺炎细胞因子的
影响．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3，10(2)：26—28．

[143李建生，余嗣崇，李素云，等．毒素清对肺炎克雷伯杆菌肺炎老

龄大鼠心肌损伤中炎症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中国中西医结

合急救杂志，2008，15(2)：74—77．

[153李建生，孔桂莲，郭盛典．毒素清对大肠杆菌肺炎老龄大鼠小肠

组织自由基和前列腺素代谢变化的影响．中国中西医结合急

救杂志，2001，8(3)：146—149．

[163李建生，孔桂莲。郭盛典．大肠杆菌肺炎模型老龄大鼠的小肠分

泌型IgA和肿瘤坏死因子的观察．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

2001，13(12)￡742—744．

[17]李建生，李索云，郭胜典．肺炎双球菌肺炎老龄大鼠小肠组织自

由基和前列紊代谢变化．中国危重病急救医学，2003，15(10)：
618—621．

[183梅雪，李建生，张艳霞．毒素清对肺炎痰热证大鼠肺组织Janus

激酶／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信号通路的影响．中国中西医

结合急救杂志，2010，17(2)：80一82． (收稿日期：2010-08-05)

(本文编辑：李银平)

抢救三氧化二砷中毒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1例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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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病历简介

患者女性，26岁。因服三氧化二砷

(中药砒霜)后出现昏迷，伴牙关紧闭、双

上肢抽搐、口吐白沫4 h人院。患者无口

角歪斜、口鼻出血、二便失禁，在当地未

进行特殊处理。人院时，体温36．2℃，脉

搏120次／rain，呼吸频率20次／rain，

血压120／82 mm Hg(1 mm Hg=

0．133 kPa)，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

约4 mm，对光反射迟钝，双侧巴宾斯基

征阳性。实验室检查：血白细胞计数

(WBC)41．1×109／L，中性粒细胞比例

0．87，尿潜血(+十+)、蛋白(++)；动脉血

气分析：pH值7．25，氧分压50 mm Hg，

二氧化碳分压35 mm Hg；肝肾功能：天

冬氨酸转氨酶450 U／L，乳酸脱氢酶

452 U／L，肌酸激酶9 137 U／L，尿酸

305／_￡mol／L，肌酐417／_￡mol／L；心电图：

窦性心律、正常心电图。诊断为三氧化二

砷中毒合并多器官功能障碍。

人院后迅速建立静脉通路、补液。彻

底洗胃，迅速清除毒物，24 h后患者出

现腹胀、肠鸣音减弱、胃管内引流出暗红

色液体，诊断为应激性溃疡，静脉给予质

作者简介：吴克艳(1975一)，女(汉族)，

湖北省人，主管护师。

子泵抑制剂泮托拉唑3 d后，胃管内引

流液颜色正常。患者当晚因呼吸不规则，

氧饱和度持续在0．88，立即行气管插管

机械通气，持续咪达唑仑50 ml微泵泵

人，模式：同步间歇指令通气(SIMV)，频

率16次／min。3 d后因喉头、上唇水肿伴

口腔溃烂，行气管切开后停用呼吸机，改

用面罩给氧；6 d后拔除气管套管；12 d

拔除气管套管后转入普通病房；17 d后

伤口愈合。同时肌肉注射解毒剂二巯基

丙磺酸钠；快速静脉滴注甘露醇以脱水

降颅压；纠正电解质紊乱以维持内环境

稳定；不使用对肾功能有损害的药物以

保护肾功能；静脉给予头孢他啶以预防

感染。

取得家属同意后，给予患者床边血

液透析(HD)联合血液灌流(HP)治疗，

用珠海健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HA230型与HA330型一次性血液灌流

器行床旁单泵全血灌流治疗2次，使用

双腔中心静脉导管插管建立股静脉血管

通路，调节血流速80～120 ml／min，每

次2 h。在治疗过程中，严密观察患者生

命体征，整个治疗过程顺利，无不良反应

发生。治疗2 d后，患者意识逐渐清楚，

病理反射均消失，3～5 d后各项生化指

标逐渐正常。

2讨论

三氧化二砷无臭无味，食用后可出

现严重的胃肠炎、休克，1～3周后出现

周围神经病变，皮肤角化，甚至出现肝

病[1]。三氧化二砷中毒常用的解毒剂是

巯基类化合物，可以抑制强直性惊厥，降

低病死率。二巯基丙磺酸钠具有脂溶性

高、较易透过血脑屏障的优点。本例患者

因口服三氧化二砷剂量过大，很快出现

呼吸衰竭及肝、肾功能障碍。血液净化治

疗在抢救急危重症、预防多器官功能障

碍中显示出独特的优势[2_3]。因此，该患

者除采用常规治疗外，还采用了血液净

化治疗，经过2次HP，患者病情明显好

转，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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