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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逆汤对大鼠心肺复苏后脑组织损伤的影响

赵瑾1’2，杨卫东2．汪思应1

·基础医学-

[摘要]日的：观察四逆汤对大鼠心肺复苏(CPR)后脑组织中乳酸脱氢酶(LDH)活力和丙二醛(MDA)含量变化的影响。方

法：将Wistar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C组)、心肺复苏组(CPR组)、四逆汤组(SND组)。大鼠颈外静脉内快速注入2％氯化

钾，致呼吸、心跳骤停，6 min后复苏；60 min后，取大脑皮层制备10％组织匀浆．测LDH活力、MDA含量。c组动物术前用生

理盐水(0．1 ml／100 g)灌胃3天后，仅完成所必要的手术操作，不做任何处理；SND组动物术前用四逆汤灌胃(0．1 ml／100 g)

3天。培杲：SND组脑组织匀浆LDH活力显著高于CPR组(P<0．01)，MDA含量显著低于CPR组(P<0．01)，但SND组的

LDH和MDA与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和P<0．05)。蛄论：四逆汤对心肺复苏后脑细胞膜具有保护作用，可能

是通过抑制氧自由基的脂质过氧化反应，稳定细胞膜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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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iIIi decoction on cerebral injury afte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 in rats

ZHA0 JinL2．YANG Wei．don92．WANG Si．yin91

(1．Department ofPathophysiology，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Anhui 230032：

2．Department ofPathophysiology，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China)

[Abstract]objecfive：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Sini decocdon(SND)on the activity of lactate dehydrogenase(LDH)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malondialdehyde(MDA)after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in rats．Methods：Adult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3 groups，the normal control group，the CPR group and the SND treatment group．Model of CPR was produced by injecting

2％KCI quickly thmnsh external jugular vein．Then the rats，heartbeat and respiration stoped at once，after 6 minutes were carried out

CPR．For being observed for 60 minutes。adult Wistar rats were sacrificed．The activity of LDH and the concentration of MDA in cerebral

cortex were determined．0．9％saline WaS fed at the dosage of 0．1 ml／100 g for three days preoperatively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SND was fed at the dosage of 0．1 ml／100 g for three days preoperatively in the SND group．Results：The activity of LDH in cerebral

cortex WaS significantly hisher in the SND group than in CPR group(P<0．01)，while the concentration of MDA WaS markedly lower

than those in CPR group(P<O．01)．The activity of LDH in cerebral COrteX were lower in the SND group than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P<0．05)，while the concentration of MDA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P<0．Ol and P<0．05)．

Conclusions：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Sini decoction possiblely play a membrane protective role by suppressing Lipid Peroxidation

(LPO)in cerebral cortex and maintaining cells membrane stability after C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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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前人们对心跳呼吸骤停后复苏的研究

着重在心肺复苏(CPR)。心跳骤停患者经过心肺复

苏后，由于缺血一再灌注损伤，内脏器官出现继发性

损害，缺血一再灌注损伤程度影响着心肺复苏患者

的预后⋯，因此减轻再灌注损伤在CPR中尤为重

要。心跳骤停复苏实质是一种全身缺血一再灌注损

伤，在心肺复苏期间机体可发生一系列病理生理变

化。临床资料发现，临床上存活出院的心肺复苏患

者中约50％有持久性神经系统后遗症，而在院内病

[收稿日期]2007-08-02

[作者单位]1．安徽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安徽合肥

230032；2．蚌埠医学院病理生理学教研室，安徽蚌埠

233030

[作者简介】赵瑾(1970一)，女，讲师．

[通讯作者]汪思应，博士。教授．

死者中60％以上是因复苏后脑损伤而死亡[2]。因

此人们开始认识到心肺复苏后脑的复苏是关键，成

为临床治疗亟待解决的问题。呼吸、心跳骤停后体

内各组织细胞处于缺血、缺氧状态，但复苏后，则有

可能出现缺血再灌注的损伤变化，有不少研究表明，

氧自由基产生及其脂质过氧反应等是对心肺复苏自

主循环恢复后发生持续神经损害的主要原因口】。

四逆汤是汉代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名方，由附

子、干姜、炙甘草组成，经多年的实验和临床研究证

明具有较好的改善冠状循环、清除氧自由基、保护缺

血心肌的作用H。，但对脑损伤后的作用尚少见报

道。本研究旨在探讨四逆汤对心肺复苏后脑损伤的

影响，并观察脑组织脂质过氧化反应及脑细胞内酶

释放的变化。

 



1材料与方法

1．1动物Wastar大鼠24只，体重(300 4-50)g，雌

雄不拘，由蚌埠医学院实验动物管理科提供。

1．2仪器小动物呼吸机(SOF-l型，上海嘉定曹

三五金厂生产)；三道生理记录仪(SJY·300DB型，

开封科教仪器厂)。
1．3 药品 四逆汤由熟附子、干姜、炙甘草按

5：3：2比例用水煎制成1 kg／L生药。乳酸脱氢酶

(LDH)、丙二醛(MDH)测定药盒由南京建成生物制

品所提供。

1．4方法与分组模型复制：取Wister大鼠．10％

水合氯醛(0．35 ml／100 g)腹腔注射麻醉，沿颅顶中

线切开皮肤，暴露颅骨，安装不锈钢电极，记录脑电

图。将动物仰卧固定于手术台上，做颈部正中切口，

分离颈内动脉、颈外静脉，并做静脉插管，使用心电

图标准Ⅱ导联记录心电图及动物水银减压计测平均

动脉血压。用冷2％KCI(0．2 mE／100 g)，从颈外静

脉内快速注入，使心跳骤停，心电图在30 s以内基

本变平，随后呼吸停止。6 rain后，进行呼吸机机械

通气，胸腹插入式心脏按摩进行抢救。

将动物随机均分为3组，(1)正常对照假手术

组(C组)：动物于术前用生理盐水(0．1 ml／100 g)

灌胃，3天后仅完成所必要的手术操作，不做任何处

理，连续观察90 min；(2)心肺复苏组(CPR组)：从

颈外静脉内快速注入2％KCI(冷)，致心跳、呼吸骤

停，6 min后进行复苏，心电图正常后，继续观察1 h；

(3)四逆汤组(SND组)：动物于术前用SND灌胃，

剂量：0．1 ml／1009，3天后进行心肺复苏术(方法同

心肺复苏组)。3组动物均动态观察脑电图变化，并

在预定时间处死、断颅，取大脑皮层，制备10％组织

细胞匀浆，测定LDH和MDA。

1．5统计学方法采用方差分析及q检验。

2结果

2．1 脑电图变化 C组90 min内未见变化；CPR

组、SND组呼吸、心跳骤停后脑电图数秒钟内变平，

复苏后60 min未见恢复。

2．2心电图变化 C组手术后连续观察心电图
90 min内波形无任何改变。CPR组动物在注入2％

KCI后的30 S内心电图由渐慢到停止，呼吸、心跳骤

停6 min一直无心电图波形，复苏后心电图均可在

10 min左右恢复正常，有少数动物可出现期前收缩。

SND组动物的心电图可在5—10 rain内恢复正常。

2．3血压变化c组连续观察90 rain内基本维持

在80一90 mmHg；CPR组在注入2％KCl后血压进

19

行性下降至0 mmHg，6 min后开始复苏，随心电图

的恢复，血压逐渐上升，至70—80 mmHg，45 rain后

开始下降，60 min后血压维持在20～30 mmHg；SND

组动物复苏后，随心电图的恢复，血压逐渐平均上升

至70—80 mmHg，45 rain后开始下降，60 rain后血

压平均维持在50～60 mmHg。

2．4 LDH、MDA测定CPR组和SND组大鼠脑组

织LDH活力均明显低于C组(P<0．01)，而CPR组

又明显低于SND组(P<0．01)。CPR组和SND组

MDA含量均高于c组(P<0．01和P<0．05)，而

CPR组又明显高于SND组(P<0．01)(见表1)。

表l SND对CPR动物脑组织LDH活力和MDA含量的

影响(i±s)

q检验：与C组比较}P<0．05，··P<0．01；与CPR组比较

△△P<0．01

3讨论

本实验动物被快速注入KCI后，心跳骤停，心电

图在30 s内基本变平，血压进行性下降至0 mmHg，

随后呼吸停止。6 rain后，进行心肺复苏。CPR组

和SND组动物心电图均可在10 rain内恢复正常，血

压逐渐上升，平均至70一80 mmHg，45 rain后开始

下降，60 min后CPR组血压平均维持在20～30

mmHg，SND组动物血压平均维持在50—60 mraHg。

由此可见实验大鼠经诱发心脏骤停，再经复苏后恢

复了自主循环，证明动物心肺复苏的模型是成功的。

心肺复苏一直是急救医学中的一个主要课题，

并认为心肺复苏后的脑复苏是关键。李友清等【5
J

研究表明，心肺复苏成功后脑的损伤继续发展，目前

归咎于脑循环恢复后的再灌注所造成的损害，并认

为代谢改变及脂质过氧化反应是导致脑缺血再灌注

损伤的重要机制，表明自由基在脑缺血过程中的损

伤作用已得到确认坤川。

四逆汤为传统中药方剂，为回阳救逆之要方，主

治寒厥及阳气将亡的危重症候。吴伟康等H J研究

提示四逆汤全方有抗脂质过氧化作用，可抑制心肌

缺血时的脂质过氧化物，改善心肌能量代谢。

但关于四逆汤对心肺复苏后脑的影响尚未见报

 



道。心肺复苏后，脑组织经历了缺血和再灌注过程，

此过程通过黄嘌呤氧化酶的激活，中性粒细胞的呼

吸爆发等途径促使氧自由基的生成，导致脂质过氧

化损伤，并生成大量的产物MDA，进一步破坏组织

蛋白，使器官和组织的功能遭受损伤旧J。因此组织

MDA的含量可作为评定氧自由基生成和对膜结构

破坏的指标。我们在实验中发现心肺复苏后脑内

MDA含量明显升高，提示心肺复苏后的脑再灌注损

伤与氧自由基的作用有关。而四逆汤组动物脑组织

内的MDA含量明显低于心肺复苏组，表明四逆汤

能降低脑组织MDA的含量，对心肺复苏后脑内脂

质过氧化反应有抑制作用，即四逆汤具有抗氧化损

伤的作用，可减轻细胞膜的损伤。

LDH广泛存在于脑细胞中，当脑组织缺血、缺

氧时，受损脑细胞释放出LDH，脑细胞内的LDH因

大量细胞损伤丢失而减少，导致脑匀浆的LDH降

低。肖丽萍等一1发现脑缺血面积越大，细胞被破坏

越多，血清LDH含量越高，认为LDH是脑缺血脑组

织受损时最敏感的酶，监测血清中LDH含量，不仅

了解脑缺血的范围和轻重程度，而且监测其变化来

判断疾病的治疗效果。Tagliari等¨驯认为，LDH自

损伤的细胞内溢出，可通过测量LDH的变化来定量

分析脑细胞损伤的程度。

呼吸心跳骤停后，脑血流量急剧减少，脑细胞发

生一系列缺血、缺氧变化，心肺复苏后，脑循环重建，

由于脑血管反应性充血、脑水肿等变化，导致大脑循

环功能降低，组织缺血缺氧，激活细胞膜的磷脂酶

A2和蛋白水解酶，产生一系列活性物质，加重脑细

胞膜损伤，细胞内酶大量释出，以往的实验也提示脑

损伤可以导致脑匀浆LDH值降低⋯’12 J。本实验发

现心肺复苏动物脑组织的LDH活力明显降低，表明

在心肺复苏后脑再灌注损伤、氧自由基的脂质过氧

化作用，导致细胞内酶释放增加，脑组织中LDH活

力降低。四逆汤组脑组织LDH活力明显高于心肺

复苏组，提示四逆汤可减轻脑细胞膜的损伤，减少细

胞内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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