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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慢性间歇性低压低氧（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ｈｙｐｏｂａｒｉｃｈｙｐｏｘｉａ，ＣＩＨＨ）对大鼠心室肌细胞内向
整流钾通道电流（Ｉｋ１）的影响。方法 通过低压氧舱制备 ＣＩＨＨ大鼠模型；全细胞膜片钳方法记录大鼠心室肌细胞
Ｉｋ１。结果 基础条件下，ＣＩＨＨ与对照大鼠心肌细胞Ｉｋ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模拟缺血导致大鼠心肌细胞
Ｉｋ１明显降低（Ｐ＜０．０５），ＣＩＨＨ处理２８ｄ大鼠心室肌细胞Ｉｋ１降低达（２０±２５）％（ｎ＝１０），ＣＩＨＨ处理４２ｄ大鼠心室肌
细胞Ｉｋ１降低达（１７±２２）％（ｎ＝１０），明显小于ｃｏｎｔｒｏｌ大鼠心室肌细胞Ｉｋ１降低的（４６±１１）％（ｎ＝１０，Ｐ＜０．０５）。结
论 ＣＩＨＨ可有效对抗模拟缺血对大鼠心肌细胞Ｉｋ１的抑制，可能是ＣＩＨＨ抗心律失常作用的离子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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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间歇性低压低氧（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ｈｙｐｏｂａｒｉｃｈｙｐｏｘｉａ，ＣＩＨＨ）具有明显的心脏保护作
用，可对抗缺血／缺氧对心脏的损伤及心律失
常［１－３］。ＣＩＨＨ可明显延长大鼠心室乳头肌动作电
位时程，对抗模拟缺血对动作电位的抑制［４］。近来

研究［５］显示，ＣＩＨＨ对大鼠心室肌细胞基础Ｌ－型钙
电流无影响，但可有效对抗模拟缺血对 Ｌ－型钙电
流的抑制和动力学改变。迄今为止，有关 ＣＩＨＨ心
脏保护和抗心律失常机制尚未完全明了。内向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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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通道（Ｉｋ１）是心肌细胞一类重要的钾通道，与静息
电位和动作电位时程密切相关，但 ＣＩＨＨ对心肌细
胞Ｉｋ１的影响未见报道。本研究旨在通过全细胞膜
片钳方法观察ＣＩＨＨ对大鼠心室肌细胞 Ｉｋ１的影响，
以进一步探讨ＣＩＨＨ心脏保护及抗心律失常作用的
离子机制。

１　材 料 与 方 法

１．１　动物分组和间歇性低氧处理：雄性 Ｓｐｒａｇｕｅ－
Ｄａｗｌａｙ（ＳＤ）大鼠１６只初始体质量１２０～１５０ｇ，随机
分为对照组（ｃｏｎｔｒｏｌ）、间歇性低氧２８ｄ组（ＣＩＨＨ２８）
和间歇性低氧 ４２ｄ组（ＣＩＨＨ４２）。ＣＩＨＨ组动物置
于低压氧舱分别接受２８和４２ｄ、相当于海拔５０００ｍ
高度（Ｏ２：１１．１％）、６ｈ／ｄ的减压低氧处理。对照组
动物除不接受 ＣＩＨＨ处理外，其他条件与 ＣＩＨＨ动
物相同。在ＣＩＨＨ处理期间，随时观察动物活动、饮
食等一般反应。每周固定时间测定动物的体质量。

１．２　试剂与溶液
１．２．１　试剂：胶原酶（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ａｓｅｔｙｐｅⅡ）、牛血清
白蛋 白 （ｂｏｖｉｎｅｓｅｒｕｍ ａｌｂｕｍｉｎ，ＢＳＡ）、牛 磺 酸
（ｔａｕｒｉｎｅ）、ＨＥＰＥＳ、ＭＯＰＳ、ＥＧＴＡ、Ｋ２ＡＴＰ、ＣｄＣｌ２、尼非
地平（ｎｉｆｅｄｉｐｉｎｅ）均为 ＳＩＧＭＡ公司制品。河豚毒素
（ｔｅｔｒｏｄｏｔｏｘｉｎ，ＴＴＸ）购自河北省水产研究所。
１．２．２　溶液：①无钙 ＭＯＰＳ液（ｍｍｏｌ／Ｌ），ＮａＣｌ
１００．０，ＫＣｌ１０．０，ＭｇＳＯ４５．０，ＫＨ２ＰＯ４１．２，Ｔａｕｒｉｎｅ
２０．０，Ｇｌｕｃｏｓｅ２０．０，ＭＯＰＳ１０．０（用 ＫＯＨ调 ｐＨ至
７２）。②Ｋｒｅｂ液（ｍｍｏｌ／Ｌ），ＫＯＨ８０．０，ＫＣｌ４０．０，
ＫＨ２ＰＯ４２５．０，ＭｇＳＯ４３．０，ｇｌｕｔａｍｉｃａｃｉｄ５０．０，ｔａｕｒｉｎｅ
２０．０，ＥＧＴＡ０．５，ＨＥＰＥＳ１０，Ｇｌｕｃｏｓｅ１０（用 ＫＯＨ调
ｐＨ至７．４）。③记录钾电流灌流液（ｍｍｏｌ／Ｌ），ＮａＣｌ
１３７．０，ＫＣｌ５．４，ＭｇＣｌ２１．０，ＣｄＣｌ２２．５，ＨＥＰＥＳ１０．０，
Ｇｌｕｃｏｓｅ１０．０（用 ＮａＯＨ调 ｐＨ至７．４）。④记录钾
电流电极内液（ｍｍｏｌ／Ｌ），ＫＣｌ１４０．０ＭｇＣｌ２０．５
ＥＧＴＡ１０．０，ＨＥＰＥＳ１０．０，Ｋ２ＡＴＰ５．０（用 ＫＯＨ调
ｐＨ至７．２）。
１．３　心肌细胞分离：采用急性酶分离方法获得单
个大鼠心室肌细胞。大鼠经腹腔注射戊巴比妥钠

（５０ｍｇ／ｋｇ）麻醉，并以肝素（４Ｕ／ｇ）抗凝。迅速开胸
取出 心 脏，通 过 主 动 脉 插 管 将 心 脏 悬 挂 于

Ｌａｎｇｅｎｄｏｒｆｆ装置，首先以恒温氧饱和的无钙 ＭＯＰＳ
液（３７℃）逆行灌流５ｍｉｎ，灌流速度为４ｍＬ／ｍｉｎ。然
后用含Ⅱ型胶原酶（３００ｍｇ／Ｌ）、ＣａＣｌ（３４μｍｏｌ／Ｌ）及
少许蛋白酶的无钙 ＭＯＰＳ液灌流约１２ｍｉｎ。取下心
脏，将心脏置于事先氧饱和的 Ｋｒｅｂ液中，减去心房
及多余的脂肪组织，剪碎心室，轻轻吹打，并用孔径

约为２００μｍ的尼龙网过滤，得到游离的单个心室肌
细胞。细胞于 Ｋｒｅｂ液中保存 １ｈ后用于电生理实
验。

１．４　全细胞膜片钳记录：电流记录采用标准全细
胞膜片钳方式［６］在室温下进行。将分离的心室肌

细胞置于倒置显微镜（ＩＸ７１，Ｏｌｙｍｐｕｓ，Ｊａｐａｎ）上的浴
槽中，以记录Ｉｋ１细胞外液持续灌流（４ｍＬ／ｍｉｎ）。玻
璃微电极经过微电极拉制仪（ＭｏｄｅｌＰ－９７，Ｓｕｔｔｅ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Ｃｏ，ＵＳＡ）两步拉制而成，充灌电极液后阻
抗达 ３～５ＭΩ。通过微操纵器 （ＭＰ２２５，Ｓｕｔｔｅｒ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ｎｙ，ＵＳＡ）使微电极与细胞形成高阻
封接，继而施加负压吸破细胞膜，补偿电容和电极串

联电阻，形成全细胞记录模式。电流信号经 Ａｇ／
ＡｇＣｌ电极引导，通过探头输入膜片钳放大器
（Ａｘｏｐａｔｃｈ２００Ｂ，Ａｘ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ＵＳＡ）放大。
通过电脑运行 ｐＣｌａｍｐ１０．２软件（Ａｘｏｎ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ＵＳＡ），经 Ａ／Ｄ，Ｄ／Ａ转换器（Ｄｉｇｉｄａｔａ１４４０Ａ，，Ａｘ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Ｉｎｃ，ＵＳＡ）控制刺激的发放和信号采集。
电流信号经１ＫＨｚ滤波后存储于计算机硬盘，以备
实验后分析。

１．５　统计学方法：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组间数据比较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组内数据比较采用 ｑ检验。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２．１　ＣＩＨＨ对大鼠一般状癋的影响：ＣＩＨＨ大鼠在
低氧暴露第１周表现为活动减少、睡眠增多、饮食减
少、体质量增长小于对照组大鼠，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从第２周起活动、饮食逐渐增多，睡
眠减少，体质量增加与对照组动物相平行。３周后
ＣＩＨＨ动物的一般状态和体质量与对照组动物无明
显差别（图１）。结果表明，ＣＩＨＨ处理不会对大鼠机
体产生不良影响。

图１　慢性间歇性低压低氧对大鼠体质量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１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ｈｙｐｏｂａｒｉｃｈｙｐｏｘｉａｏｎｂｏｄｙｍａｓｓ

ｏｆｒａ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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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ＣＩＨＨ对内向整流钾通道电流的影响：从
－４０ｍＶ的保持电位给予 －１００～４０ｍＶ，阶跃１０ｍＶ
持续３００ｍｓ的指令电压，刺激心肌细胞得到一系列
不随时间改变的稳态电流即 Ｉｋ１。以所得电流对应
指令电压作图则得到Ｉｋ１的电流－电压关系Ｉ－Ｖ曲
线。可见Ｉｋ１呈现很强的内向整流特性，其反转电位
大约为 －７０ｍＶ。从 －１００～－７０ｍＶ指令电压范围
内可见Ｉｋ１为明显的内向电流。随着指令电压负值
增加，超极化内向电流亦增强。当指令电压在

－７０ｍＶ以上时，Ｉｋ１表现为一小的外向电流。开始阶
段随着指令电压的降低，外向电流增大，但达到一定

电压后Ｉｋ１外向电流反而减小，表现出内向整流特性
（图２）。

图２　大鼠心室肌细胞Ｉｋ１电流

Ｆｉｇｕｒｅ２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Ｉｋ１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ｉｎ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ｍｙｏｃｙｔｅｓｏｆｒａｔｓ

Ｉｋ１以电流密度（电流／膜电容，Ｉ／Ｃｍ）表示，以克
服细胞大小不同对电流的影响。膜电容通过

ｃｌａｍｐｆｉｔ程序对一１０ｍＶ短促（１０ｍｓ）刺激引发的电
容电流积分后除以对应电压而求得。在正常灌流液

条件下对照组、ＣＩＨＨ２８和ＣＩＨＨ４２大鼠心室肌细胞
Ｉｋ１电流密度在各个指令电压下均无明显变化（图
３），表明ＣＩＨＨ暴露对大鼠心室肌细胞基础 Ｉｋ１无影
响作用。

图３　慢性间歇性低压低氧对大鼠心室肌细胞Ｉｋ１电流的影响

Ｆｉｇｕｒｅ３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ｈｙｐｏｂａｒｉｃｈｙｐｏｘｉａｏｎＩｋ１ｉｎ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ｍｙｏｃｙｔｅｓｏｆｒａｔ

将细胞灌流液改变为模拟缺血液观察 Ｉｋ１在模
拟缺血液灌流条件下的变化。为去除 ＡＴＰ敏感钾
通道电流在模拟缺血条件下激活影响 Ｉｋ１的观察，模

拟缺血液中给予１０μｍｏｌ／Ｌ优降糖以阻断ＡＴＰ敏感
钾通道的激活。在模拟缺血５ｍｉｎ时，对照组大鼠细
胞的Ｉｋ１电流密度在－１００ｍＶ指令电压下降低（４６±
１０）％（ｎ＝１０，Ｐ＜０．０１）。正常灌流液再灌１０ｍｉｎ
后，对照组大鼠细胞 Ｉｋ１电流密度虽有所恢复，但仍
降低（３７±２５）％（Ｐ＜０．０１）。在 －１００ｍＶ指令电
压下，ＣＩＨＨ２８和 ＣＩＨＨ４２大鼠细胞的 Ｉｋ１电流密度
在模拟缺血条件下分别降低（２０±２６）％和（１７±
２２）％ ，明显低于对照组大鼠细胞（Ｐ＜０．０５，图４）。
再灌注１０ｍｉｎ可使ＣＩＨＨ２８和ＣＩＨＨ４２大鼠细胞Ｉｋ１
电流密度完全恢复。

图４　模拟缺血前后大鼠心室肌细胞Ｉｋ１电流的改变

Ｆｉｇｕｒｅ４　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Ｉｋ１ｂｅｆｏｒｅ，ｄ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ｉｎ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ｍｙｏｃｙｔｅｓｏｆＣＩＨＨ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ｒａｔｓ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ｖｓ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ｖｓｐｒｅ－

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ｂｙｑｔｅｓｔ

３　讨　　论

为探讨ＣＩＨＨ心脏保护及抗心律失常作用的离
子机制，本研究应用全细胞膜片钳探讨 ＣＩＨＨ对大
鼠心室肌细胞 Ｉｋ１通道电流的影响。结果表明，
ＣＩＨＨ处理对大鼠心肌细胞基础 Ｉｋ１无影响，但可有
效对抗模拟缺血对 Ｉｋ１通道的抑制。提示 ＣＩＨＨ对
心脏保护作用与 ＣＩＨＨ对抗缺血所致 Ｉｋ１通道抑制
有关。

Ｉｋ１通道又称背景钾电流通道，是心肌组织中广
泛存在的一种电压依赖性钾通道。由于此通道对内

向电流较外向电流更易通过，因此得名。Ｉｋ１通道不
具有门控系统，即通道不论处于静息或兴奋总是呈

开放状态，允许钾离子通过。Ｉｋ１通道主要参与心肌
细胞静息电位的形成，使静息电位维持于较低的水

平。同时，Ｉｋ１通道在心肌动作电位快速复极末期发

挥作用，因此可影响动作电位的形状［７］。Ｉｋ１通道的
抑制可导致静息电位降低、动作电位时程延长。静

息电位降低通常可导致钠离子通道失活，从而引起

动作电位幅度、０期去极化速率及兴奋性降低，以及
传导减慢［８］。我们以往研究［４］也显示，ＣＩＨ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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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明显对抗模拟缺血所致心室乳头肌动作电位时程

的缩短和动作电位幅度的降低。也有研究［９］报道，

Ｉｋ１的抑制可导致心律失常的发生。可以推断，在模
拟缺血状态下，ＣＩＨＨ对 Ｉｋ１通道的维持作用可阻止
静息电位的降低，防止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电生理

特性的改变，发挥抗缺血／再灌注心律失常作用。
综上所述，ＣＩＨＨ不影响大鼠心室肌细胞Ｉｋ１，但

可有效对抗模拟缺血所致 Ｉｋ１通道的抑制，可能是
ＣＩＨＨ心脏保护和抗心律失常作用的离子机制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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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患儿，男性，１０岁，身高１４５ｃｍ，因双下肢多次
骨折，摔伤致左侧股骨干疼痛、畸形２个月入院。入
院查体：患者智力正常，头颅无畸形，双眼巩膜呈浅

蓝色，听力正常。心、肺、腹无明显异常。左大腿下

段前凸畸形明显，各关节运动可，双大腿可见多处已

愈合切口瘢痕，其他查体未见异常。实验室检查：血

钙、磷正常。Ｘ线片示骨皮质变薄，骨小梁少，骨质
明显疏松，多处骨折有骨痂形成，内固定存在。其父

亲体健，母亲身体矮小，无明显诱因的双小腿多段骨

折，并畸形愈合，严重影响下肢功能，否认近亲结婚

及家族遗传病史。诊断为脆骨病伴左股骨陈旧性骨

折。患者３个月时，无明显诱因的右股骨干骨折，行
皮牵引治疗，２个月后骨折愈合。１岁时，右股骨干

骨折处再骨折，继续行牵引治疗，３个月后骨折线模
糊，基本愈合。１岁半时，无诱因的右大腿畸形，Ｘ
线片示原处再次骨折，未进行特殊处理。３岁时行
闭合复位髓内针内固定，约６个月后骨折愈合，取出
内固定，１个月后，无诱因的骨折处再次骨折，行石
膏外固定４个月，骨折线模糊，基本愈合，拆除石膏
后，骨折处又再次骨折畸形。４岁时，行切开复位钢
板内固定，术后１个月复查，螺钉脱出，后又改为髓
内钉固定。６岁时，不慎摔倒，致左侧股骨干骨折，
行切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治疗。７岁时，取出双股骨
内固定物，术后顺利出院，１周后无诱因的左侧股骨
干从螺钉孔处骨折，行石膏外固定１个月，同时右侧
股骨干无明显诱因的疼痛，Ｘ线片示再次同一部位
骨折，行牵引治疗２个月，双侧均无明显的愈合。８
岁时，于我院行闭合复位髓内钉内固定，术后顺利出

院。２０１１年８月患者来院，２个月前不慎摔倒，致左
侧股骨干下段畸形，未进行治疗，家中卧床休息，Ｘ

（下转第７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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