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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咽腔降温对大鼠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

保护作用

姚文瑜　张山　熊渤辉　姚淑萍　张志强

　　【摘要】　目的　探讨鼻咽腔降温对大鼠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方法　健康雄性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１８只，随机均分为三组：全身降温组（Ａ组）、鼻咽腔降温组（Ｂ组）、常温组（Ｃ组）。采用

Ｐｕｌｓｉｎｅｌｌｉ四血管阻断法建立大鼠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Ａ、Ｂ组海马温度降至靶温度３３℃，阻断

双侧颈总动脉２０ｍｉｎ再灌注，低温维持１ｈ后复温。Ｃ组保持大鼠直肠和海马温度均为（３７±０．５）℃，

阻断双侧颈总动脉２０ｍｉｎ再灌注。利用微透析技术收集大鼠海马ＣＡ１区微透析液并测其谷氨酸

（Ｇｌｕ）含量。再灌注８ｈ后断头取脑，用免疫组化法观察海马ＣＡ１区Ｂｃｌ２和Ｂａｘ的表达。结果　Ａ组

海马温度从３７℃降到３３℃所需时间为Ｂ组的４．８倍；缺血１０、２０ｍｉｎ、再灌注后１０、２０、３０ｍｉｎ时Ａ、Ｂ

组Ｇｌｕ含量明显低于Ｃ组（犘＜０．０５）；Ａ、Ｂ、Ｃ组海马ＣＡ１区Ｇｌｕ含量恢复至缺血前水平所需时间分别

为（１９．９２±１．３０）、（２０．１７±１．３４）、（３９．６７±１．４９）ｍｉｎ。与Ｃ组比较，Ａ、Ｂ组的Ｂａｘ免疫阳性细胞数显

著减少（犘＜０．０５）；Ａ、Ｂ组的Ｂｃｌ２免疫阳性细胞数显著增多（犘＜０．０５）。结论　鼻咽腔降温对大鼠全

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保护作用，且鼻咽腔降温法降低海马温度的速度明显快于全身降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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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临床和实验研究对浅低温脑保护的降温方

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较大进展［１，２］。

本研究采用鼻咽腔降温法，通过观察大鼠海马ＣＡ１

区细胞外谷氨酸（Ｇｌｕ）浓度以及凋亡指标Ｂｃｌ２和

Ｂａｘ免疫活性的变化，探讨鼻咽腔降温法降低脑中心

温度的有效性及对脑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

材料与方法

主要试剂及仪器　水合氯醛，多聚甲醛，Ｌ谷氨

酸（Ｓｉｇｍａ公司，美国），异硫氰酸荧光素（ＦＩＴＣ，Ｓｉｇ

ｍａ公司，美国），大鼠脑立体定位仪（双臂，深圳市

瑞沃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脑电图仪（ＨＸＤ１，黑

龙江华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微透析探针（ＭＡＢ

６．１４．２．ｓｓ，Ｍｅｍｂｏｒａｎｅ：ＰＥＳ，Ｃｕｔｏｆｆ：１５ＫＤ，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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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钻（ＳＴＲＯＮＧ９０，韩国），毛细管电泳仪（Ｂｅｃｋｍａｎ

Ｐ／ＡＣＥＴＭＭＤＱ型）。温度探头（Ｔｈｅｒｍｉｓｔｏｒ４００Ｓｅ

ｒｉｅｓ，ＡＭａｌｌｉｎｃｋｒｏｄｔＣｏｍｐａｎｙ，墨西哥）

动物选择及分组　健康雄性 Ｗｉｓｔａｒ大鼠１８

只，体重２３０～２７０ｇ，由河北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提供，随机均分为三组：全身降温组（Ａ组）、鼻咽腔

降温组（Ｂ组）、常温组（Ｃ组）。

动物模型制备　采用Ｐｕｌｓｉｎｅｌｌｉ等
［３］的方法并

加以修改建立大鼠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大

鼠腹腔注射１０％水合氯醛（３ｍｌ／ｋｇ）麻醉后将动物

俯卧位固定于实验台上，于颈后正中Ｃ１～２处切开皮

肤，剥离显露双侧翼小孔，烧灼两侧椎动脉使其闭

塞，２４ｈ后再用同法麻醉动物，气管插管吸氧自主

呼吸。股静脉切开置管以１ｍｌ／ｈ的速度输入复方

乳酸钠。颈前正中切开皮肤暴露双侧颈总动脉并游

离，待阻断用。将大鼠固定于脑立体定位仪上，同时

监测脑电图（ＥＥＧ）。

全脑缺血模型成功的标准：夹闭双侧颈总动脉

３０ｓ后脑电图即发生变化，逐渐变为等电位线。不

符合此标准者剔除出本实验。将微透析针置入左侧

海马ＣＡ１区（前囟后３．６ｍｍ，中线左旁开３ｍｍ，深

度２ｍｍ）用复方乳酸钠以２．５μｌ／ｍｉｎ的速度持续

灌注，稳定６０ｍｉｎ后收集脑组织透析液，间隔１０

ｍｉｎ收集１次。右侧海马ＣＡ１区置入微型温度探

头，监测海马ＣＡ１区的温度，持续监测肛温，之后按

照实验分组给予不同的处理。

Ａ组：应用电扇、冰袋和酒精等降温措施使海

马温度降至３３℃，夹闭双侧颈总动脉２０ｍｉｎ再灌

注，维持低温１ｈ，之后开始复温。Ｂ 组：参照

Ｈａｇｉｏｋａ等
［４］的降温法并加以改进，将气管插管的

大鼠咽喉下部置一棉团和吸引设备避免误吸。两侧

鼻腔插入自制硅胶管，深度５ｍｍ，输入５℃生理盐

水，调节速度为１００ｍｌ·ｋｇ－１·ｍｉｎ－１，当海马温度降

至３３℃后，夹闭双侧颈总动脉２０ｍｉｎ再灌注，保持

海马温度（３３±０．５）℃低温１ｈ，之后开始复温。Ｃ

组：海马温度和直肠温度维持在（３７±０．５）℃。用

动脉夹夹闭双侧颈总动脉２０ｍｉｎ再灌注。Ｂ组通过

变温毯和白炽灯使肛温维持在（３７±０．５）℃，每１０

分钟收集一次脑微透析液，直至再灌注后２ｈ。前

两组均通过变温毯和白炽灯复温使海马温度升至

（３７±０．５）℃。

Ｇｌｕ的检测　微透析液收集后保存在－７０℃。

利用高效毛细管电泳法测定出各种浓度的Ｇｌｕ标

准品的峰面积，根据吸收峰的面积与含量之间的函

数关系，通过标准曲线来确定。进样后，由Ｅｍｐｏｗ

ｅｒ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对峰面积积分，再以标准Ｇｌｕ浓度对

峰面积作校正曲线，根据回归方程、探针回收率换算

出大鼠脑组织Ｇｌｕ的实际含量。

Ｂｃｌ２和Ｂａｘ的检测　大鼠脑缺血再灌注８ｈ

后深麻醉开胸后经左心室升主动脉插管，剪开右心

耳，灌注肝素盐水５０ｍｌ以冲洗血液，然后在１０ｍｉｎ

内快速灌注４％多聚甲醛溶液１５０ｍｌ，待全身僵硬

后断头取脑，把海马所在的节段区放入４％多聚甲

醛溶液中固定并制成石蜡切片。ＨＥ染色确定微透

析探针插到海马ＣＡ１区位置，否则弃之此实验大

鼠。Ｂｃｌ２、Ｂａｘ免疫组化染色采用ＳＰ法，按照试剂

盒的要求步骤依次进行。采用ＣＭＩＳ型细胞医学图

像分析仪对Ｂｃｌ２和Ｂａｘ的表达进行分析。

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珚狓±狊）表

示，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医学统计学软件，免疫组化结果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细胞外Ｇｌｕ浓度结果采用重复

测量设计资料的方差分析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　　果

Ａ组海马温度从３７℃降到３３℃所需时间为

（３１．０±２．７）ｍｉｎ，明显长于Ｂ组的（６．５±０．７）ｍｉｎ

（犘＜０．０５）（图１）。

图１　犃、犅组肛温和海马温度变化

缺血１０、２０ｍｉｎ，再灌注１０ｍｉｎ三组及再灌注

２０、３０ｍｉｎＣ组的Ｇｌｕ含量明显高于缺血前（犘＜

０．０５）；缺血１０ｍｉｎ和２０ｍｉｎ及再灌注后１０、２０、３０

ｍｉｎ时，Ａ、Ｂ组Ｇｌｕ含量明显低于Ｃ组（犘＜０．０５）；

Ａ、Ｂ组Ｇｌｕ含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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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组海马犆犃１区犌犾狌含量（μ犕）比较 （珔狓±狊）

组别 只数 缺血前
缺血 再灌注

１０ｍｉｎ ２０ｍｉｎ １０ｍｉｎ ２０ｍｉｎ ３０ｍｉｎ ４０ｍｉｎ

Ａ组 ６ ３．０８±０．３４ ７．８９±１．３９ａｂ １０．４０±１．９７ａｂ １１．３４±１．０７ａｂ ４．８０±０．８４ａ ５．０６±０．９９ａ ４．４５±１．４１

Ｂ组 ６ ３．１０±０．３６ ７．９２±１．４０ａｂ １０．３６±１．００ａｂ １１．５４±１．１１ａｂ ４．８０±０．８７ａ ４．９３±０．８８ａ ４．５１±１．５７

Ｃ组 ６ ３．０８±０．２３ １４．１７±１．６８ｂ １９．３４±１．４６ｂ ２１．０７±１．５９ｂ １４．７３±１．５０ｂ １０．５５±１．０１ｂ ５．０４±０．９３

　　注：与Ｃ组比较，ａ犘＜０．０５；与缺血前比较，ｂ犘＜０．０５．

Ａ、Ｂ、Ｃ组海马ＣＡ１区Ｇｌｕ含量恢复至缺血前

水平所需时间分别为（１９．９２±１．３０）ｍｉｎ、（２０．１７±

１．３４）、（３９．６７±１．４９）ｍｉｎ，Ａ、Ｂ组明显短于Ｃ组

（犘＜０．０５）（图２）。

Ａ、Ｂ组海马ＣＡ１区Ｂａｘ免疫阳性细胞数明显

少于Ｃ组（犘＜０．０５），而Ｂｃｌ２免疫阳性细胞数则多

于Ｃ组（犘＜０．０５）（表２）。

Ａ、Ｂ组海马ＣＡ１区Ｂａｘ灰度值低于Ｃ组（犘＜

０．０５），而Ｂｃｌ２灰度值则高于Ｃ组（犘＜０．０５）（表

３）。

注：与Ｃ组比较，ａ犘＜０．０５．

图２　三组海马犆犃１区犌犾狌含量比较

表２　三组海马犆犃１区犅犪狓和犅犮犾２免疫阳性细胞数

（细胞／犎犘）比较（珔狓±狊）

组别 只数 Ｂａｘ Ｂｃｌ２

Ａ组 ６ １６．０±７．７ａ ７．１±２．９ａ

Ｂ组 ６ １７．０±６．３ａ ８．９±３．０ａ

Ｃ组 ６ ７７．０±６．９ ０．８±０．２

　　注：与Ｃ组比较，ａ犘＜０．０５

表３　三组海马犆犃１区犅犪狓和犅犮犾２灰度值比较（珔狓±狊）

组别 只数 ＩＨＳＢａｘ ＩＨＳＢｃｌ２

Ａ组 ６ ３．４±１．１ａ １．５±１．０ａ

Ｂ组 ６ ３．３±１．０ａ １．６±１．０ａ

Ｃ组 ６ ９．４±２．５ ０．３±０．４

　　注：与Ｃ组比较，ａ犘＜０．０５

讨　　论

目前国内外常用的选择性头部降温如冰帽降

温及医用可控式半导体脑保护制冷仪［１，２］主要是

通过传导或对流的形式进行脑表面降温，即从

“外”向“内”，从“周围”向“中央”降温，位于颅内深

部且最易受损如基底神经节、海马、纹状体等脑区

的温度是否降至要求的温度，还不能明确，因此对

于重症颅脑手术患者，脑表面降温的方法存在缺

陷。不同部位的脑组织之间存在温度梯度，不同

深度的脑实质对脑表面温度变化的敏感性也不一

致，而且脑实质与躯体核心温度也存在显著差异，

这给浅低温治疗的降温方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在

Ｈａｇｉｏｋａ等
［４］发现大鼠鼻咽腔降温法可选择性的降

低脑温而不降低全身温度，结果显著改善，即使与心

脏复苏同步降温，也无血压恢复的延迟。表明复苏

期间快速而选择性降低脑温可以减弱缺血神经元损

伤，而不干扰循环系统的恢复。本研究应用鼻咽腔

降温法，由于鼻咽腔位于脑基底部，紧邻大脑ｗｉｌｌｉｓ

环、颈内动脉、椎动脉和脊髓动脉，脑循环起源于脑

基底部，所以鼻咽腔降温可通过降低供应脑基底部

动脉血流的温度，逆脑组织温度梯度，从“内”向

“外”，从“中央”向“周围”降温，以达到降低脑实质温

度的目的，特别是降低颅脑中央易受损的区域。本

结果表明Ａ组海马温度从３７℃降到３３℃所需时

间为（３１．０±２．７）ｍｉｎ，而Ｂ组为（６．５±０．７）ｍｉｎ，

前者是后者的４．８倍，显示鼻咽腔降温法降温速度

明显快于全身降温法。

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过程中除引起神经元的

坏死，还有神经元细胞的凋亡。其中Ｂｃｌ２、Ｂａｘ基

因受到广泛的关注，神经元凋亡可能与Ｂｃｌ２表达

减少及Ｂａｘ表达增加有较强的相关性
［５，６］。Ｚｈａｎｇ

等［７］研究了浅低温对大鼠短暂性全脑缺血（１０ｍｉｎ）

的影响，结果显示低温能增强Ｂｃｌ２在海马区的表

达及在缺血半暗带区的表达。本研究显示全身降温

·０８１· 临床麻醉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２月第２７卷第２期　ＪＣｌｉｎ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１，Ｖｏｌ．２７，Ｎｏ．２



治疗后，大鼠海马ＣＡ１区Ｂｃｌ２表达强度比Ｃ组增

加，Ａ、Ｂ组一样能增强Ｂｃｌ２的表达，但两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显示说明鼻咽腔降温组通过增强Ｂｃｌ２

的表达发挥脑保护作用。Ｂａｘ与Ｂｃｌ２的功能相反，

可诱导细胞凋亡［８］。本研究表明Ａ、Ｂ组Ｂａｘ表达

强度低于Ｃ组，这与其Ｐｒａｋａｓａ等
［９］报道的低温降

低Ｂａｘ表达的结果一致。

在脑缺血再灌注损伤后，Ｇｌｕ释放到突触间隙

造成神经细胞凋亡或坏死，其机制有以下几点：（１）

过度兴奋Ｇｌｕ受体；（２）过度激活ＮＭＤＡ受体，造

成大量Ｃａ２＋ 内流，并作为第二信使激活一系列

Ｃａ２＋酶；（３）激活非ＮＭＤＡ受体，造成大量Ｃａ２＋和

Ｃｌ－内流，从而导致损伤神经细胞钠水潴留肿胀溶

解［１０］。本研究结果显示，与Ｃ组比较Ａ组和Ｂ组

均可显著降低缺血中及缺血后２０ｍｉｎ脑微透析液

中的Ｇｌｕ含量，结果提示浅低温可抑制神经细胞凋

亡的作用。而Ｃ组脑缺血后Ｇｌｕ浓度很快升高，在

缺血期（２０ｍｉｎ）末达到高峰，随着再灌注的开始，

Ｇｌｕ浓度很快下降并大约在再灌注４０ｍｉｎ后恢复

至缺血前水平。目前认为缺血时引起Ｇｌｕ释放的

机制是：缺血神经元大量释放的兴奋性氨基酸

（ＥＡＡ）使突触后神经元持续去极化，并促使大量释

放Ｇｌｕ，这样的恶性循环造成ＥＡＡ在神经元外含量

显著增加［１１］。同时缺血神经细胞内ＡＴＰ降解，转

运Ｇｌｕ入神经细胞内的Ｇｌｕ转运体功能衰竭，影响

Ｇｌｕ重摄取功能，甚至出现Ｇｌｕ转运体向细胞外液

逆向转移Ｇｌｕ的现象，突触间隙Ｇｌｕ明显堆积
［１２］。

脑缺血结束时，ＥＡＡ浓度达高峰水平，再灌注后立

即开始下降；或在再灌注后到达峰浓度后逐渐下降。

ＥＡＡ胞外浓度升高与神经元的释放增加，神经元和

神经胶质对其摄取减少或消失、腺苷诱导其释放的

增加、合成和降解异常等有关，并受缺血严重程度、

持续时间、累及组织的体积以及缺血发生部位的

影响［１３］。

　　总之，鼻咽腔降温法选择性的降低脑缺血再灌

注损伤大鼠脑温而不降低全身温度，抑制神经元凋

亡而减轻缺血性神经元损伤，减少Ｇｌｕ的释放。探

讨了鼻咽腔降温法快速降低脑海马温度的有效性以

及对缺血再灌注脑损伤的保护作用。但鼻咽腔降

温法只适用于气管插管或气管切开的研究对象。至

于鼻咽腔降温法的选择时机及作用机制有待于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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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ＵｃｈｉｎｏＳ，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Ｔ，ＮａｋａｍｕｒａＫ，ｅｔａｌ．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ｗｏｄｉ

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ｉｎｄｕｃｅｄ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ａｌｓｌｉｃｅｓ．ＥｕｒＪ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２００１，１３：６７０６７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 ０４ ０７）

·１８１·临床麻醉学杂志２０１１年２月第２７卷第２期　ＪＣｌｉｎ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１，Ｖｏｌ．２７，Ｎｏ．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