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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星状细胞收缩机制的研究进展
张小兰 １ 综述

肖 冰１

李

窑综 述窑

旭 ２ 审校

肝纤维化是指各种致病因素所致的肝脏内纤维结缔组

管阻力袁另一方面引起肝组织瘢痕挛缩袁进一步增加肝内血

织增生袁其特点是大量细胞外基质在窦周间隙沉积遥 而肝星

管阻力袁造成门静脉高压遥 且 ＨＳＣ 活化后功能也发生改变袁

状细胞渊ｈｅｐａｔｉｃ ｓｔｅｌｌａｔｅ ｃｅｌｌｓ， ＨＳＣ冤是肝纤维化细胞外基质的

进入增殖期袁大量合成分泌纤维组织成分袁细胞外基质增多

主要细胞袁在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中起关键作用袁肝星状细

导致肝纤维化和肝内结构的重建袁是肝纤维化形成的关键细

胞活化已成为肝纤维化基础研究的热点遥 随着对肝星状细胞

胞遥 因此袁门静脉高压的发生袁除了与肝窦毛细血管化有关

活化尧增殖及收缩研究的逐渐深入袁针对抑制 ＨＳＣ 活化尧收
缩的治疗有望成为抗肝纤维化袁防止门静脉高压的一种重要
手段遥 现近几年来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分析袁并对肝星状细
胞收缩的影响因素作一综述如下院
一尧ＨＳＣ 的功能
ＨＳＣ 位于肝窦周的 Ｄｉｓｓｅ 间隙内袁其紧贴肝窦内皮细胞

外袁与肝星状细胞的收缩亦密切相关［１］遥
二尧ＨＳＣ 收缩的机制

由于 ＨＳＣ 活化后转化为肌成纤维细胞样细胞袁 具有平
滑肌细胞的特征袁 提示 ＨＳＣ 收缩和平滑肌细胞收缩的分子

机制是类似的［２，３］遥 在平滑肌细胞收缩过程中袁Ｃａ２＋信号通路的

调节起主要作用袁Ｒｈｏ 信号通路在平滑肌细胞的收缩中起着

而构成肝血窦的支架袁其立体分布和伸展足以覆盖整个肝窦

次要作用遥 当刺激因子与其受体结合后袁刺激细胞膜上的磷

微循环遥 在正常状态下袁ＨＳＣ 主要储存和代谢 ＶｉｔＡ 和在肝内

脂酰肌醇－ ４，５ － 二磷酸脂裂解袁 从而改变细胞膜的空间结

起支架作用袁其伸出的伪足包绕在肝窦的入口处袁可控制肝

构袁使磷脂酰肌醇－４，５－二磷酸脂更易与磷脂酰肌醇酶接近袁

窦的直径和血流袁起类似入口括约肌的作用袁并且合成与分

该酶继而将磷脂酰肌醇－４，５－二磷酸脂水解成第二信使脂酰

泌少量的细胞外基质渊ＥＣＭ冤遥

甘油渊ＤＧ冤和肌醇－１，４，５－磷酸酯渊ＩＰ３冤袁它们又激活细胞膜上

当肝脏受到慢性损伤时袁ＨＳＣ 在一系列的细胞和细胞因

蛋白激酶 Ｃ渊ＰＫＣ冤等 袁经过一系列传导反应 袁导 致 细 胞 内

子参与作用下活化遥 活化后的 ＨＳＣ 表型转化为移行细胞或

［Ｃａ２＋］ｉ 升高袁形成 ＩＰ３－Ｃａ２＋通路遥 这样袁刺激因子通过受体活

肌纤维母细胞样表型袁并且获得收缩性袁发生强烈收缩袁致使

化一方面引起细胞外 Ｃａ２＋内流或通过上述 ＰＬＣ 通路传递信

肝窦直径缩小袁阻力增大袁一方面通过挤压肝窦增加肝内血

号使肌浆网 Ｃａ２＋释放从而使细胞内［Ｃａ２＋］ｉ 升高袁Ｃａ２＋与钙调蛋
白渊ＣａＭ冤结合激活肌球蛋白轻链激酶渊ｍｙｏｓ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ｃｈａｉｎ ｋｉ原

作者单位院１ ５１０５１５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曰
２ ５１０５１５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急诊科

ｎａｓｅ， ＭＬＣＫ冤袁使肌球蛋白轻链渊ｍｙｏｓ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ｃｈａｉｎ， ＭＬＣ冤磷
酸化遥 另一方面袁可通过蛋白激酶 Ｃ渊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Ｃ， ＰＫＣ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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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Ｒｈｏ 信号通路作用于细胞遥 在 ＲｈｏＧＥＦｓ 渊Ｒｈｏ Ｇｕａｎｉｎｅ

Ａｎｇ域均可显著增加 ＨＳＣ 内 ［Ｃａ ２＋］ｉ 浓度袁 且呈剂量依赖趋

渊ＧＤＰ 结合态冤向活性态渊ＧＴＰ 结合态冤转变袁激活其下游效

体外培养的 ＨＳＣ 内［Ｃａ２＋］ｉ 升高袁且同时也可促进 ＨＳＣ 的增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冤 的作用下袁ＲｈｏＡ 由非活性态

应器 ＲＯＣＫ袁 从而与 ＰＫＣ 共同或单独使肌球蛋白磷酸酶

势遥 又证实 １０－９ 耀 １０ －６ ｍｏｌ／Ｌ Ａｎｇ域不仅能够剂量依赖性刺激
殖收缩遥 这表明 Ａｎｇ域对 ＨＳＣ 的增殖收缩作用与细胞内

渊ｍｙｏｓｉｎ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袁 又称 ＭＬＣＰ冤 磷酸化而失活袁 失活的

［Ｃａ２＋］ｉ 水平升高密切相关袁这与国外文献报道一致 ［５］遥

增加袁或直接使 ＭＬＣ 磷酸化遥 ＭＬＣ 磷酸化后与 琢 平滑肌肌

最显著的物质袁 同时刺激 ＨＳＣ 的收缩功能也是 ＥＴ 介导的

ＭＬＣＰ 不能将 ＭＬＣ 脱磷酸化袁使得胞浆内磷酸化 ＭＬＣ 水平

动蛋白渊琢－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ｃｔｉｎ， 琢－ＳＭＡ冤结合袁导致肌球蛋白

ＡＴＰ 酶被肌动蛋白激活袁从而触发肌动蛋白与肌球蛋白的相
互作用袁并通过横桥循环引起收缩和迁移［４］ 渊细胞信号通路见

图 １冤遥

渊２冤内皮素渊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ｎ， ＥＴ冤院内皮素是引起 ＨＳＣ 收缩的

ＨＳＣ 最主要功能遥 张军等［１０］人研究结果表明袁选择性 ＥＴＡ 受
体拮抗剂 ＢＱ－１２３ 能显著抑制 ＥＴ－１ 引起的 ＨＳＣ 的收缩袁而
选择性 ＥＴＢ 受体拮抗剂则对此无明显作用遥 说明 ＥＴ－１ 引起
ＨＳＣ 的收缩是通过内皮素 Ａ 受体介导的遥 同时袁应用选择性
ＥＴＢ 受体协同剂 ＩＲＬ－１６２０ 作用于 ＨＳＣ 不但不能引起其收
缩袁而且还能够抑制较低浓度 ＥＴ－１渊ｐｇ 级冤引起的 ＨＳＣ 的收
缩袁 其机制可能是 ＩＲＬ－１６２０ 刺激 ＥＴＢ 受体后引起细胞内
ｃＡＭＰ 的升高袁ｃＡＭＰ 通过作用于 Ｌ 型钙离子通道来降低细
胞内钙离子浓度袁从而抑制 ＨＳＣ 的收缩遥

渊３冤去甲肾上腺素院Ｓａｎｃｈｏ－ｂｒｕＰ 等［１１］人研究表明儿茶酚

胺以 ＨＳＣ 为靶向袁参与门脉高压和肝纤维化过程袁去甲肾上
腺素渊ｎｏｒｅｐｉｎｅｐｈｒｉｎｅ， ＮＥ冤刺激肌球蛋白轻链域渊ｍｙｏｓ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ｃｈａｉｎ 域， ＭＬＣ 域冤的磷酸化和 ＨＳＣ 收缩袁但是 ＮＥ 不会影响

ＨＳＣ 的增殖或胶原－琢１ 的表达曰ＮＥ 还可刺激炎症化学增活

素渊ＲＡＮＴＥＳ 和白介素－８冤的分泌袁且呈剂量依赖性的关系袁
而哌唑嗪可阻断此分泌作用袁另外 ＮＥ 可刺激 ＮＦ－ｋａｐｐａＢ 活

图 １ 细胞信号通路

化袁而其阻断剂 ＢＡＹ１１－７０８２ 可阻断 ＮＥ 诱导的炎症化学增

三尧ＨＳＣ 收缩的影响因素

活素的分泌遥 因此袁ＮＥ 能刺激 ＮＦ－ｋａｐｐａＢ 活化袁 诱导 ＨＳＣ

１． ＨＳＣ 收缩的诱导因素

收缩以及促人类 ＨＳＣ 炎症反应袁表明 ＮＥ 是以 ＨＳＣ 为靶向袁

近年来袁发现 ＨＳＣ 的收缩可调节肝微循环遥 体外实验证

参与门脉高压和肝纤维化过程遥

渊４冤５－羟色胺院 研究证实神经化学物质和神经营养因子

实袁 活化的 ＨＳＣ 对不同的血管收缩剂存在收缩反应袁 活化
ＨＳＣ 的收缩与门脉高压的发病机制有密切的关系遥

渊１冤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渊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ｓｙｓｔｅｍ， ＲＡＡＳ冤院ＲＡＡＳ 是机体调节血管张力和水

钠代谢的重要内分泌系统遥 研究表明袁许多器官和组织也能
合成此系统的全部或部分成分袁并参与器官的重构和渊或冤纤
维化过程袁称为局部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遥Ｂａｔａｌｌｅｒ尧
李旭尧张晶等

［５原７］

多人研究表明人和大鼠 ＨＳＣ 及 ＨＳＣ－Ｔ６ 均

可表达 ＲＡＡＳ 的全部成分袁即具有局部 ＲＡＡＳ 系统遥 国内外

研究发现院肝 ＲＡＡＳ 的激活与肝纤维化形成密切相关 遥血管
［８］

紧张素域渊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域， Ａｎｇ域冤是 ＲＡＡＳ 的重要效应分子袁

可影响 ＨＳＣ 的促纤维生成作用袁大鼠和人类 ＨＳＣ 均可表达

５－ＨＴ１Ｂ尧５－ＨＴ１Ｆ尧５－ＨＴ２Ａ尧５－ＨＴ ２Ｂ 和 ５－ＨＴ７ 的受体遥 Ｒｕｄｄｅｌｌ

ＲＧ 等［１２］ 人研究表明 ５－ＨＴ１Ｂ尧５－ＨＴ２Ａ 和 ５－ＨＴ２Ｂ 可诱导 ＨＳＣ

的激活曰在患肝病大鼠中袁５－ＨＴ２Ｂ 与组织纤维化密切相关袁５－
ＨＴ２ 抑制剂可抑制 ＨＳＣ 的增殖袁 促进其死亡曰５－ＨＴ 可对抗

神经生长因子诱导的细胞死亡袁 可与血小板衍生因子

渊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ｄｅｒｉｖｅ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ＤＧＦ冤共同刺激 ＨＳＣ 增殖曰

ＨＳＣ 可表达功能性血清素运载体袁 参与 ５－ＨＴ 的合成和释
放袁并表达促 ５－ＨＴ 系统储存和释放的关键调节成分遥 因此袁
靶向选择性 ５－ＨＴ 受体抑制剂可作为抗纤维化的有效药物遥

渊５冤 转 化 生 长 因 子－茁 渊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茁，

肝纤维化形成时袁 肝内 ＲＡＡＳ 的各组分合成均显著增加袁激
活的 ＨＳＣ 合成 Ａｎｇ域明显增加遥 醛固酮渊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Ａｌｄｏ冤

ＴＧＦ－茁冤院ＴＧＦ－茁 是一种在肝受损时合成增加的细胞因子袁大

ＨＳＣ 的活化和增殖而促进肝纤维化的形成遥

程中各自均起着重要作用袁Ｋｈａｒｂａｎｄａ ＫＫ 等［１３］人进一步研究

也具有和 Ａｎｇ域相似的作用 ［６］遥 因此袁肝内 ＲＡＡＳ 通过诱导
而目前仅少数学者就 Ａｎｇ域尧Ａｌｄｏ 对 ＨＳＣ 收缩的影响

机制进行的研究并袁故其作用通路并不明确遥 研究证明在人

多数学者已证实 ＨＳＣ 和 ＴＧＦ－茁 在门脉高压和肝纤维化过
证实 ＴＧＦ－茁 主要通过刺激 琢－平滑肌肌动蛋白 渊琢－ｓｍｏｏ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ｃｔｉｎ， 琢－ＳＭＡ冤增加和由 ＰＫＣ 介导的信号通路来诱导

ＨＳＣ 膜上存在电压依赖性 Ｃａ２＋通道袁Ａｎｇ域可刺激其玉型受

活化的 ＨＳＣ 的收缩作用袁且此作用可被 ＰＫＣ 抑制剂完全阻

体渊ＡＴ１Ｒ冤的表达袁当二者结合后经过一系列传导反应袁导致

断遥

细胞内［Ｃａ ］ｉ 升高袁形成 ＩＰ３－Ｃａ 通路遥 汪余勤等 研究发现院
２＋

２＋

［９］

在静息状态下袁胞内［Ｃａ ２＋］ｉ 平均为 ４２９．４４ ｎｍｏｌ／Ｌ袁Ａｎｇ域作用
后 ［Ｃａ ］ｉ 升高 ２ 耀 ３ 倍曰 与静息状态相比袁１０ 耀 １０ ｍｏｌ／Ｌ
２＋

－９

－５

２． ＨＳＣ 收缩的抑制因素

渊１冤ＲＡＡＳ 阻断剂院Ｂａｉｋ ＳＫ 等［１４］人研究表明血管紧张素

域促进 ＨＳＣ 的增殖和收缩袁 而其受体阻断剂氯沙坦抑制

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 2008 年 第 13 卷 第 2 期 Modern Digestion & Intervention 2008, Vol.13, No.2
ＨＳＣ的增殖和收缩遥 Ｃａｌｉｇｉｕｒｉ 等 ［１５］人研究发现院稀睾丙内酯

渊醛固酮拮抗剂冤 可减少转化生长因子 茁１ 诱导的玉／郁型溶

胶原蛋白和纤维结合蛋白表达以及一定程度阻碍凝血酶诱
导 ＨＳＣ 收缩遥

渊２冤ＮＯ院ＮＯ 抑制 ＨＳＣ 的收缩袁Ｐｅｒｒｉ ＲＥ 等 人研究发现
［１６］

的作用机制袁 虽然临床上已有不少 ＲＡＡＳ 的抑制药如 ＡＲＢ
类和 ＡＣＥ 类药等用于治疗肝纤维化及门静脉高压袁 但其作

用机制和相互作用的靶点并不完全明确［２０］袁有些具体的作用
环节有待于我们更进一步的研究袁 相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
入袁必将对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治疗有重要意义遥

ＮＯ 通过 ＣＧＭＰ 依赖性或非依赖性通路影响 ＨＳＣ 的收缩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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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ＧＦ冤 受体 茁 的磷酸化和阻断其下游区信号通路来阻止由

ＰＤＧＦ－Ｂ 刺激的 ＨＳＣ 的 ＤＮＡ 合成遥 另外袁ＳＡＭ 通过干扰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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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Ｃ 及其功能起着重要作用袁 随着这一方面研究的不断深

ｃｅｐｔｏｒ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ｓｔｅｌｌａｔｅ

入袁 使我们对 ＨＳＣ 与其影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及其与肝硬
化门静脉高压的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刻袁但是也应看到既往的
研究依然存在较多争议袁另外袁还存在许多其他血管活性物
质或细胞因子对 ＨＳＣ 的影响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等诸多未知领域袁如肝内 ＲＡＡＳ 在肝纤维化及门静脉高压中

ｃｅｌｌｓ． Ｋｏｒｅａｎ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３；４２：１３４－１４１．
１５ Ｃａｌｉｇｉｕｒｉ Ａ，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ｏ ＲＭ， Ｒｏｍａｎｅｌｌｉ ＲＧ，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ｆｉｂｒｏｇｅｎｉｃ ｅｆ原
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ｎｒｅｎｏｎｅ， ａｎ ａｎｔｉ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ｉｃ ｄｒｕｇ，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ｓｔｅｌ原
ｌａｔｅ ｃｅｌｌｓ．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１２４：５０４－５２０．
１６ Ｐｅｒｒｉ ＲＥ， Ｌａｎｇｅｒ ＤＡ， 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ｅｅ Ｓ， ｅｔ 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ＧＭＰ－ＰＫ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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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ｈｗａｙ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ＮＯ－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ｉｎ ｈｅｐａｔｉｃ

１９ Ｍａｔｓｕｉ Ｈ， Ｋａｗａｄａ 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ａｄｅｎｏｓｙｌ－Ｌ－ｍｅｔｈｉｏｎｉｎ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ｌｌａｔｅ ｃｅｌｌｓ ｕｐ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Ｌｉｖｅｒ Ｐｈｙｓ原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ｓｔｅｌｌａｔｅ ｃｅｌｌｓ． Ｅｕｒ

ｉｏｌ ２００６；２９０：Ｇ５３５－５４２．

Ｊ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０５；５０９：３１－３６．

１７ Ｚｏｕ ＷＬ， Ｙａｎｇ Ｚ， Ｚａｎｇ ＹＪ， ｅｔ ａｌ．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

２０ Ｔ觟ｘ Ｕ，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ＨＭ． ｅｔ 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ｎｉｎ－Ａｎ原

Ｅ１ ｏ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ｓｔｅｌｌａｔｅ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ｒａｂｂｉ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原

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ｌｉｖｅｒ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ｏｒｔａｌ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原

ｍｉａｓｉｓ． Ｈｅｐａｔｏｂｉｌｉａｒｙ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 Ｄｉｓ Ｉｎｔ ２００７；６：１７６－１８１．

ｓｉｏｎ． Ｃｕｒｒ Ｍｅｄ Ｃｈｅｍ ２００６；１３：３６４９－３６６１．

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ＬＪ， Ｚｈｅｎｇ ＷＤ， Ｓｈｉ ＭＮ，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０ ｏｎ

渊收稿日期院２００７－０８－２３冤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ｓｔｅｌｌａｔｅ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ｆｉｂｒｏｔｉｃ ｒａｔ ｌｉｖ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６；１２：１９１８－１９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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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酚中毒 ２ 例护理报告
刘梅娟

黄

颖

苯酚属高毒类有机化学毒药袁为细胞原浆毒［１］遥 它既可由

对于急性化学物中毒者袁应用血液净化疗法来清除体内毒物

皮肤又可经呼吸道吸收袁其口服致死量 ８．５ ｇ袁最小致死量 １．３

作为重要治疗措施之一遥 患者行血液灌流 ２ 小时袁右股静脉

ｇ遥 目前尚无特效解毒剂袁中毒机理尚未完全阐明袁目前认为袁

穿刺顺利袁治疗中生命体征平稳袁治疗结束后将穿刺导管拔

急性中毒是因苯的亲脂性附于神经细胞表面袁 抑制生物氧

出袁棉球压迫止血 １０ 分钟袁无渗血尧肿胀遥 严密观察术中尧术

化袁影响神经递质袁麻醉中枢神经系统遥 对于苯酚中毒病人的

后病情变化袁注意有无头晕尧心悸尧腹痛等症状曰观察穿刺部

护理尚无文献报道遥 我科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收治了 ２ 例苯酚中

位有无渗血及皮下血肿曰灌流术后注意检测毒物水平袁评价

毒患者袁经积极治疗和护理袁患者治愈出院遥 现报告如下遥

灌流效果遥
３． 高压氧治疗

一尧病例介绍
患者两人为夫妇袁男性 ３９ 岁袁女性 ３５ 岁袁因在家煲食

野猪肝尧瘦肉尧白鸡尧独脚跟尧谢蓝冶约 １ 小时后感头痛尧头晕尧

恶心袁伴有腹痛尧腹泻尧全身乏力袁经当地医院对症治疗后恶

心尧腹痛尧腹泻缓解袁仍自觉头晕尧视物旋转袁并逐渐出现言语

高压氧治疗的主要机制是院提高血含氧量袁直接纠正患
者的低氧血症曰可有效防止脑水肿尧肺水肿尧心肌损害等并发
症遥

渊１冤进舱前护理院认真观察患者生命体征袁并了解尧记录

不流利袁口角流涎袁查头颅 ＭＲＩ 示院双侧基地节区尧放射冠脱

患者的中毒情况及病史袁给患者更换全棉衣服袁注意保暖袁严

髓鞘病变遥 查体院神志清楚袁双眼球水平震颤袁血液毒物分析

禁火种尧易燃尧易爆物品入氧舱遥对轻度中毒 患者教会在加压

结果示院２袁４－二叙丁基苯酚袁２袁６－二叙丁基对甲苯酚渊ＢＨＴ冤遥

阶段进行中耳调压动作袁如吞咽尧咀嚼等动作袁保持咽鼓管通

入院后予维持水电解质平衡袁血液灌流治疗袁营养神经袁野甲

畅袁避免中耳尧鼓膜气压伤袁并介绍进氧舱须知尧一般性能尧治

强龙冶冲击治疗半个月袁并予保护胃黏膜袁抗感染袁高压氧等

疗效果尧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副作用及预防方法尧注意事

对症支持治疗袁患者治愈出院遥

项袁取得患者合作遥

二尧护理

渊２冤陪舱护理院对重患者需要医护人员陪舱袁进入氧舱

１． 心理护理

后袁注意调节输液袁开始加压时要将液体平面调低袁并注意输

２ 例患者起病突然袁病情重袁加上失语袁患者产生恐惧心

液速度变化遥保持呼吸道畅通袁患者平卧头偏向一 侧袁及时清

理袁担心疾病预后遥 护士要重视评估患者的心理状态袁及时进

除呼吸道分泌物遥 密切观察神志尧瞳孔尧呼吸尧心率尧血压的变

行健康宣教袁解释安慰病人袁增强患者对治疗的信心袁使患者

化袁并详细记录遥 观察有无氧中毒情况袁及时与医生联系遥 治

对医疗护理水平充分信任袁减轻恐惧心理遥

疗期间要注意翻身袁 防止局 部受压形成破溃或发生褥疮袁烦

２． 血液灌流护理

躁患者要防止受伤遥 减压时舱内温度会降低袁注意给患者保

血液净化疗法是应用血液净化技术袁从肾外途径排除循

暖袁并将输液的液平面调高袁以免减压时液平面降低使空气

环血液中的代谢废物尧毒物尧药物及其他过剩物质袁同时以人
工手段辅助完成某些脏器的功能袁 即代替肾脏的排泄功能遥

进入体内袁做好陪舱记录袁协助患者出舱［２］遥
４． 激素治疗

及时准确应用糖皮质激素袁并观察疗效及不良反应遥 在
作者单位院５１０５１５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

应用糖皮质激素过程中应严密观察有无消化系统并发症袁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