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指南与共识·

２０１９创伤性休克急救复苏创新技术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

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卫生应急学专业委员会，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肺复苏学专业委员会，

河南省医院协会心肺复苏专业委员会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部“９７３”计划发展规划项目（２００５ＣＢ５２２６０２）；国

家科技部科技支撑课题项目（２０１４ＢＡＬ０５Ｂ０６）；第三军医大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开放课题项目（ＳＫＬＫＦ２０１３１２）；河南省科技惠民重点支持

项目（１５２２０７３１０００７）；河南省医学科技攻关计划项目（２０１３０３２２１、

２０１８０１００４５、２０１８０２０８２８）；江苏省卫生厅重大课题项目（Ｚ２０１０１３）；

郑州市科技领军人才重点支持项目（１３ｌＰＬＪＲＣ６８２）；郑州市科技攻关

计划项目（２０１３０５９５、２０１４０４５２、２０１５００６０）；常州市基础应用研究课

题项目（ＪＣ２０１４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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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提高中国创伤性休克及心脏骤停的临床救治技术培训与普及，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卫生应急学专业委员
会、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心肺复苏学专业委员会、河南省医院协会心肺复苏专业委员会共同制定了《２０１９创伤性休克急
救复苏创新技术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该共识针对创伤性休克院前无法输血、血浆的紧急情况，解决了容量复苏晶

胶液配比与搭配的问题。高渗晶胶复合液救治创伤性休克，用量小，稳定血压效果好，可替代血及血制品，提高了转运至

医院的安全性，为抢救生命提供了机会。同时，腹部提压心肺复苏（ＣＰＲ）解决了创伤后心脏骤停患者不能实施传统胸外
按压ＣＰＲ的救治难题，大大提高了院前创伤性休克患者的救治成功率。鉴于我国急救医疗的实际需求和胸部创伤不能
行胸部ＣＰＲ的特点，采取“政、产、学、研、用”相结合，腹部提压ＣＰＲ研制成功并推广应用。本专家共识总结了迄今为止
国内外已发表的关于创伤性休克与创伤性心脏骤停的科学证据，并基于中国的国情提出了创伤性休克急救复苏创新技

术临床应用专家共识。本共识融入了中外创伤性休克及ＣＰＲ培训的学者智慧与理念，必将使中国创伤性休克与创伤性
心脏骤停培训进入一个针对性强、起效快、副作用少、救治率高的新阶段。

【关键词】　创伤性休克；心脏骤停；复苏；专家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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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伤性休克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一种急
症，是创伤因素造成的有效循环血容量减少，引起细胞

缺氧，进而导致多脏器功能不全或衰竭的一种综合征。

高渗晶胶复合液可通过渗透压梯度将肿胀细胞的细胞

内液和组织间液转移至血管内，以自体输液的形式快

速主动扩充血容量，霍姆复合液作为其典型代表，具有

用量少、起效快，且不增加机体负荷等特点而被应用于

创伤性休克的临床治疗。创伤导致的呼吸心搏骤停不

同于非创伤原因导致的心搏骤停，低血容量是导致创

伤患者心脏骤停的主要原因，应积极采取有效的复苏

措施如及时输注晶胶溶液或血制品恢复有效循环，同

时进行心肺复苏（ｃａｒｄｉｏ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ＣＰＲ），
目前最常用的是胸外按压 ＣＰＲ。胸外按压 ＣＰＲ有一
定的局限性，临床研究发现至少有１／３被救者发生了
胸肋骨骨折，且传统ＣＰＲ中口对口人工呼吸存在疾病
传播的危险，不易被施救者接受，这些都阻碍了传统

ＣＰＲ的有效实施。针对传统ＣＰＲ的诸多缺点，腹部按
压法倍受关注，然而腹部按压在弥补了传统ＣＰＲ不足
的同时，亦有不理想之处，比如每次腹部按压放松时，

膈肌自然下降回至原位，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膈肌移

动幅度，故影响了有效的循环和呼吸。腹部提压 ＣＰＲ
仪通过吸盘吸附于腹部，利用手柄有节律地提拉和按

压，在规避胸肋骨骨折等并发症发生的同时，对腹部实

施的主动提拉使膈肌下移，充分发挥了“胸泵”和“肺

泵”作用，真正达到了心肺复苏并举之目的。对于存

在传统胸外按压ＣＰＲ禁忌证（如胸部创伤）患者可进
行腹部提压 ＣＰＲ，为患者赢得存活的机会，进而提高
患者的生存率。笔者根据国内本领域专家的建议及临

床救治经验，结合国内外文献报道，特制定本专家

共识。

１　创伤性休克及ＣＰＲ现状
创伤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随着道

路交通事故、工矿灾难、火灾等人为事故的增多，地震、

海啸、泥石流等自然灾难的频频出现，创伤已成为危害

国民健康的最主要问题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统计，全球约１０％的死亡和１６％的致残病例
因创伤所致，同时创伤也是全球４０岁以下人群的首要
死因［１］。美国每年有超过６万例患者死于创伤失血性
休克，而全球范围则超过了１５０万例［２］。随着现代化

生产、生活不断向复杂化、高速化发展，严重创伤的发

生率日益增多，创伤性休克的发生率也随之增高。创

伤性休克是由于机体遭受剧烈的暴力打击，引起重要

脏器损伤、大出血，使机体有效循环血容量锐减，组织

微循环灌注不足，以及创伤后剧烈疼痛、恐惧等多种因

素形成的机体代偿失调综合征。创伤性休克已威胁到

人类的生命健康，降低了人类的生活和工作质量，显著

降低了社会劳动力，影响了社会的发展与稳定。降低

创伤性休克早期死亡率，提高救治成功率和减少后期

伤残率的关键在于提高专业技术人员对创伤性休克的

认识及新技术的掌握。目前国内外在复苏液体的选择

上一直存在争议，晶体液和胶体液是单独还是联合使

用，如何正确选择晶胶配比目前尚无统一认识，究竟以

何种晶胶配比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此外，当前临床在

休克容量复苏扩容液的浓度和速度问题上仍存在严重

争议。选择合适的扩容液，明确滴速，建立多发伤的急

诊院前救治体系，才是降低院前死亡率的重要手段。

选择合理的复苏液体是容量复苏成功的关键。一个理

想的复苏溶液应满足以下几个要素：①能快速恢复血
浆容量，改善微循环灌流和氧供；②有携氧功能；③无
明显的副作用，如免疫反应等；④易储存、运输，且价格
便宜。高渗晶胶复合液之代表霍姆复合溶液，即高渗

氯化钠羟乙基淀粉 ４０注射液，其组成为 ４２％氯化
钠／７６％羟乙基淀粉注射液，渗透压相当于等渗晶体
液的４５倍；胶体为平均分子量４万的羟乙基淀粉，属
于小分子量范围，作用是提高胶体渗透压。其中的高

渗氯化钠可通过渗透压梯度将肿胀细胞的细胞内液和

组织间液转移至血管内，以自体输液的形式快速主动

扩充血容量；羟乙基淀粉利用胶体渗透压的作用，维持

血管内水分，增强扩容的效果，长时间稳定有效循环血

容量。霍姆复合液的渗透压是１４００ｍＯｓｍ／Ｌ，生理盐
水的渗透压是 ３０８ｍＯｓｍ／Ｌ；等渗液的扩容效果不佳
（最多１ｍＬ扩容１ｍＬ），高渗液扩容效果较好（１ｍＬ
霍姆复合溶液大概可以扩容３～４ｍＬ），有较高的扩容
比，利用霍姆复合溶液的临床特点对急诊急救中常见

的急性创伤性休克患者进行院前紧急液体复苏，为急

性创伤性休克液体复苏治疗提供新方法。ＣＰＲ是恢
复心脏规律舒缩和泵血功能的主要抢救方法，胸外按

压ＣＰＲ一直沿用至今。但是经过５０余年的探索，ＣＰＲ
的自主循环恢复率仍不理想。胸外按压 ＣＰＲ是临床
最常用的心脏停搏救治措施，传统ＣＰＲ口对口人工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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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存在疾病传播的危险，操作时需要一人负责人工呼

吸，另一人负责胸外按压，这些都成为了院前 ＣＰＲ实
施的阻碍。对于心搏骤停患者，无条件及时建立人工

气道，尤其是在经气管插管连接呼吸器通气尚未实施

前，尽早维持有效的肺通气极为重要。另外，在急诊中

常遇到存在多发胸肋骨骨折或“连枷胸”的心搏骤停

患者，实施胸外按压可致二次损伤，属于胸外按压禁忌

证。而且，此时胸廓复张受限，使心泵和胸泵机制不能

得到理想发挥，严重影响了复苏效果。针对上述问题，

王立祥教授发明、李静博士转化生产、张思森博士课题

组等进行临床试验，腹部提压 ＣＰＲ根据“心泵”、“胸
泵”和“腹泵”理论机制来建立人工循环，并可同步提

供有效的人工通气，为临床实现心肺一体化复苏提供

了理论依据。

２　创伤性休克及腹部提压ＣＰＲ的病理生理机
制

创伤性休克的主要特点为机体失血量过多，机体

有效循环血容量不足［３］。人们用了不止１个世纪的时
间才理解严重出血的免疫反应［４］。人们对创伤造成

的出血引起的灌注不足及损伤在细胞、组织及器官水

平发生的复杂变化有了较清晰的认识。创伤引起的有

效循环血容量下降、红细胞和促凝血因子的减少，同时

还激活了止血和纤维蛋白溶解系统，代偿机制与医源

性因素，共同导致了凝血功能障碍、低体温、进行性酸

中毒，造成了进一步的病理性内环境紊乱，最终导致死

亡。创伤性休克患者，组织损伤加重了凝血功能障碍。

在细胞水平，创伤发生后，当氧输送不能满足有氧代谢

的氧需求时，休克就会发生［５］。细胞由有氧代谢转变

为无氧代谢，随着氧债的不断增加，乳酸、氧自由基等

开始积聚［６］。在组织水平，血容量下降和血管收缩导

致肾脏、肝脏、骨骼肌等器官灌注不足造成损伤，进一

步导致多脏器功能衰竭，在极度失血时引起心搏停止

导致脑和心肌灌注不足，很快出现脑缺氧和恶性心律

失常［７］。随着出血和休克接连发生，在出血部位，凝

血系统和血小板被激活，形成血栓［８］，出血部位远端

为了预防微血管血栓形成则纤溶系统活动增加［９］。

然而，将近一半的创伤患者存在高凝纤溶停止［１０］。血

小板耗竭、因贫血引起血小板凝集减少、血小板活性降

低等均可导致凝血功能障碍并增加病死率［１１－１４］。医

源性因素可进一步加剧创伤患者的凝血功能障碍［１５］。

过多的晶体液输注稀释携氧能力，红细胞和凝血因子

浓度降低。输注冰盐水对脑功能保护有一定作用，但

是会加剧出血、能量储存衰竭及环境暴露引起的热量

丢失，还可导致凝血系统相关酶的活性下降［１６］。另

外，输注偏酸性晶体液会进一步加重由低灌注引起的

酸中毒，并进一步减弱凝血因子的作用，导致凝血障

碍、低体温及酸中毒的“死亡三联征”［１７］。

腹部提压 ＣＰＲ根据“心泵”、“胸泵”、“肺泵”和
“腹泵”理论机制来建立人工循环与通气。腹部按压

时，腹内压增大，膈肌上移，胸腔内容积减小，胸内压增

大，心脏受压容积减小，发挥“心泵”作用，产生前向血

流，恢复心排血量，同时促使腹部器官中血液（占人体

血液供应的２５％）流入心脏。提拉腹部时，腹腔压力
骤降，膈肌下移，胸腔容积扩大，胸腔负压减小，亦充分

发挥了“胸泵”机制，心脏舒张，血液回流，为心脏泵血

做准备。腹部按压和提拉过程中亦可增加腹主动脉的

阻力，增加冠脉灌注压；另一方面，腹部按压时，肺受压

气体排出，腹部提拉时，空气进入肺部，发挥了“肺泵”

作用［１８］。

３　创伤性休克与腹部提压ＣＰＲ的适应证及禁
忌证

创伤性休克液体复苏适应证：休克指数 ＞０５或
收缩压＜９０ｍｍＨｇ或舒张压＜６０ｍｍＨｇ患者。禁忌
证包括：（１）过敏体质及对复苏液过敏者；（２）妊娠妇
女；（３）肝肾功能障碍及凝血功能障碍者；（４）各种慢
性疾病终末期或原有器官功能障碍者；（５）合并颅脑
损伤者。

早期应用腹部提压 ＣＰＲ救治胸部创伤性心搏骤
停、呼吸肌无力及呼吸抑制的全麻患者，实现了不间断

人工循环状态下给予同步通气，适应证包括：（１）胸廓
畸形、胸部外伤、血气胸、胸肋骨骨折、主动脉瘤造成的

心脏骤停患者；（２）胸外按压过程中出现肋骨骨折和／
或心包穿刺、肺部穿刺形成气胸、血气胸等严重并发症

的心脏呼吸骤停患者；（３）继发于溺水或气道堵塞所
导致的窒息性心脏呼吸骤停的患者；（４）开胸术中、后
及心脏、肺脏等胸腔脏器手术中、后出现的心脏呼吸骤

停，比如支架置入手术、冠脉搭桥术、瓣膜置换术、肺叶

切除术等患者；（５）主动脉夹层动脉瘤造成的急性心
脏呼吸骤停患者；（６）严重呼吸功能障碍尤其是气道
阻塞（血液、痰液、异物）引发的呼吸心跳骤停患者；

（７）出现心脏骤停后需立即进行通气而因各种原因又
无法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或气管插管的患者；（８）各
种神经肌肉疾病造成的呼吸肌麻痹，需要立即进行呼

吸支持的患者，可争取有创呼吸机气管插管、呼吸机参

数设置时间；（９）严重颅脑损伤、神经功能障碍造成的
呼吸中枢功能瘫痪，需要即刻床旁给予呼吸支持的患

者（伴有／不伴胸外按压禁忌证）；（１０）中老年胸外按
压容易发生胸、肋骨骨折的心脏呼吸骤停患者；

（１１）各种消化疾病引起食管和胃内容物反流导致窒
息患者；（１２）喉部外伤、喉头水肿或窒息误吸导致呼
吸心跳骤停者；（１３）胸部烧伤腹部完好的心跳呼吸骤
停患者；（１４）气管插管困难的烧伤患者早期体外腹式

·３·河南医学研究２０１９年１月第２８卷第１期　ＨＥＮ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ａｎ．２０１９，Ｖｏｌ．２８，Ｎｏ．１

                        



呼吸支持；（１５）用于不适于进行胸外按压的突发心脏
呼吸骤停患者的救援。

如果患者存在如下情况，不建议选择腹部提压

ＣＰＲ治疗。禁忌证包括：（１）无应用腹部提压 ＣＰＲ术
的适应证，如腹部外伤、膈肌破裂；（２）腹腔脏器出血、
腹主动脉瘤、中晚期妊娠、肠梗阻、大量腹水、腹部巨大

肿物（如：腹腔脏器癌肿、巨大卵巢囊肿）等状况；

（３）其他不适合使用腹部提压 ＣＰＲ仪的情况，如儿童
和体质量小于４０ｋｇ、大于１５０ｋｇ者。
４　创伤性休克液体复苏与腹部提压ＣＰＲ操作

（１）创伤性休克的治疗首选晶胶复合液，霍姆复
合液是其代表，其主要成分是４２％ ＮａＣｌ＋７６％羟乙
基淀粉，渗透浓度为１４４０ｍｍｏｌ／Ｌ，主要是通过合理的
晶体与胶体配比，同时提高机体晶体与胶体的渗透压，

迅速增加机体的有效循环血量，减少组织细胞水肿，使

传统的液体复苏不能解决的细胞外液减少和细胞内液

增加的问题得以解决。同时，高渗氯化钠可以促进机

体Ｎａ＋－Ｋ＋－ＡＴＰ酶活性的恢复，增加心肌细胞的收
缩力，而且高渗晶胶复合液中的胶体成分产生的胶体

渗透压，不仅可以延长重新分布的液体在血管内的滞

留时间，还能降低炎症因子和细胞因子的释放，延缓凝

血功能恶化，阻止休克后多器官功能障碍的发生，提高

休克患者的存活率。

（２）腹部提压ＣＰＲ仪结构：由提压板、负压装置和
提压手柄三部分组成，通过对腹部进行按压和提拉实

施ＣＰＲ。
患者取标准平卧位，具体操作步骤分三步，即

“一开、二吸、三提压”。以腹部提压 ＣＰＲ仪行腹部
提压ＣＰＲ法时，施救者跪于患者一侧（身体中线与肚
脐与剑突中点一致）双手抓紧手柄，按两下仪器开

关，将仪器平置于患者的中上腹部顶角位于双肋缘

与剑突下方，吸附腹部皮肤。声音停止后代表完毕，

根据指示以１００次／ｍｉｎ的速度进行腹部提压。下压
力度：４０～５０ｋｇ；上提力度：１０～３０ｋｇ。按压过程中
肘关节不可弯曲。提压时面板要与患者平行，使用

过程中避免前后左右晃动，垂直进行提压。操作完

毕后，双手指按压吸附处皮肤，移除仪器，操作完毕

（见图２）。
如在狭窄空间中无法实施标准平卧位腹部提压

ＣＰＲ，可采用肢腹位、头腹位腹部提压 ＣＰＲ：施救者骑
跨于患者但不与患者接触，余操作步骤同标准位。多

元化分腹部提压ＣＰＲ胸腹联合操作：两位施救者分别
跪于患者两侧，一人实施胸外按压 ＣＰＲ，另外一人实
施腹部提压 ＣＰＲ，两种 ＣＰＲ操作比例１∶１，交替进行，
余操作步骤同标准位（见图１－Ａ，Ｂ，Ｃ）。

个体化腹部提压ＣＰＲ侧卧位操作：将患者摆成侧
卧位，施救者呈丁字步站立，吸附腹部皮肤与底板连

接，根据指示进行腹部提压 ＣＰＲ，若在直升机上身体
被固定不可活动时，可使用坐姿侧卧位曲臂腹部提压

ＣＰＲ（见图１－Ｄ）。

Ａ Ｂ Ｃ Ｄ

图１　特殊情况下的４种腹部提压操作示意图

图２　腹部提压ＣＰＲ仪器及操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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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晶胶复合液与腹部提压ＣＰＲ对创伤性休克
复苏的基础／临床证据

急性创伤性休克的主要病因是有效循环血量及心

输出量减少，导致组织血流有效灌注不足，从而出现组

织细胞代谢紊乱及功能受损。传统救治措施是尽早尽

快补液，恢复有效血容量和组织灌注，早期快速补充有

效循环血量是抢救患者生命、降低病死率的关键，但可

能引起失血加速、不易形成凝血块或使已形成的凝血

块脱落、血液过度稀释和加重酸中毒等不良后果。

Ｓｏｌｏｍｏｎｏｖ等［１９］研究发现早期快速大量输注液体可导

致损伤脾出血速度进一步增加，生存时间缩短，早期快

速液体复苏可增加动物的出血量和病死率［２０－２３］。国

外学者研究发现早期大量的静脉补液可以导致外伤性

凝血病、器官衰竭、败血症等［２４］。国内相关研究报道

表明早期进行限制性液体的复苏治疗，能减少未控制

出血性休克患者的病死率和并发症的发生［２５－２６］。创

伤性休克早期救治是降低死亡率的关键所在，主要措

施是液体复苏，霍姆等晶胶复合液具有较小剂量就能

达到快速恢复血浆容量，对急性创伤性休克患者早期

复苏效果明显，能迅速改善患者的休克状态［２７］，而且

无明显的副作用，易储存、运输，且价格便宜，能显著降

低创伤性休克患者的死亡率，并且能在短时间内最大

限度地恢复患者的生理功能。长期以来临床医生更倾

向于大剂量的晶体液扩充血容量，但 Ｄｙｓｏｎ等［２８］研究

表明，晶体液在血管内的消除半衰期比胶体液短得多，

所以单纯输入晶体液难以维持血压，还会加重组织水

肿，甚至导致胸腹腔积液及心包积液。胶体液能增加

血管内的胶体渗透压，使组织间液的水分重新吸收到

血管内，能较好地扩充有效循环血容量和维持血压。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等［２９］基础研究结果显示，６％羟乙基淀粉明
显比单纯应用乳酸林格氏液有更好的氧运输参数和动

物存活率。近年来，随着对急性创伤失血性休克病理

生理过程的深入研究，早期限制性液体复苏可使机体

代偿机制和液体复苏作用都得到较充分的发挥。霍姆

等晶胶复合液能抑制 ＮＦ－κＢ活性，降低炎性因子的
释放，下调细胞间黏附分子－１的表达，减少中性粒细
胞浸润，从而抑制失血性休克复苏后全身炎性反应，降

低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发生率［３０］。

对于创伤导致的心搏骤停，及时选择有效的复苏

方式是抢救患者生命和改善患者预后的关键。对于伴

有胸肋骨骨折而无腹部损伤的心脏骤停患者，腹部提

压ＣＰＲ是其救命的不二选择，此方法解决了胸外按压
ＣＰＲ不能对胸部创伤心脏骤停患者进行复苏的难题，
为临床提供了可选择的复苏途径和方法。有关腹部提

压ＣＰＲ与胸外按压 ＣＰＲ的临床对比研究发现，腹部
提压ＣＰＲ在脑功能预后方面优于胸外按压 ＣＰＲ［３１］。

多中心数据汇总分析发现，及时给予气管插管者的复

苏成功率明显高于未插管者，表明早期给予有效的氧

气供应可提高复苏成功率，单纯依靠面罩或口对口人

工呼吸很难纠正缺氧状态［３２］。有研究发现腹部提压

ＣＰＲ可升高窒息性心搏骤停患者的平均动脉压、冠状
动脉灌注压，抢救效果与胸外按压 ＣＰＲ相当；与胸外
按压或胸外提压 ＣＰＲ相比，腹部提压 ＣＰＲ的潮气量、
每分钟通气量均显著升高，临床研究表明腹部提压

ＣＰＲ不但可产生有效的循环血量，而且可提供有效的
人工通气［３３－３６］。对于心搏骤停患者，在建立人工循环

的同时给予人工通气，早期不仅可改善脑组织缺血状

态，更可改善缺氧状态，腹部提压可明显增加回心血

量，提高舒张压。腹部提压 ＣＰＲ可产生比胸外按压
ＣＰＲ更快和更多的搏出量及有效循环血量。研究发
现腹部提压ＣＰＲ可以更好地改善脑组织缺血，为后期
脑复苏的进行赢得宝贵时间。前期动物及临床研究发

现，腹部提压 ＣＰＲ在产生循环的同时能改善氧代谢，
后期脑功能预后好［３７－３８］。多中心临床研究证实，腹部

提压ＣＰＲ在改善心搏骤停患者血流动力学方面的作
用与胸外按压ＣＰＲ相当，但在组织器官血氧供应方面
具有明显优势，在改善脑功能预后方面明显优于胸外

按压ＣＰＲ，而且腹部提压 ＣＰＲ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便
捷性和安全性［３２］。腹部提压 ＣＰＲ在呼吸心搏骤停患
者的抢救中作用也比较突出，弥补了传统ＣＰＲ方法的
不足，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６　创伤性休克的综合治疗
应在第一时间对伤情及生命体征进行评估，快速

及时止血并防止进一步出血，保持呼吸道通畅，恢复循

环容量及氧输送，纠正凝血功能障碍及酸中毒，尽快恢

复内环境稳态。应遵循“抢救生命第一，保护功能第

二，先重后轻，先急后缓”的原则。对于创伤失血性休

克，应尽快控制致命性大出血。有研究发现，高达

２５％的出血死亡是可以通过积极有效的止血来挽救
的。其他的救治原则包括保持呼吸道通畅、液体复苏、

止痛以及其他对症治疗，同时应重视救治过程中的损

伤控制复苏策略。最终的治疗目标则是有效控制出

血，改善微循环及氧代谢障碍，恢复内环境稳定［１］。

对于存在严重创伤失血的患者，应及早启动大出血抢

救预案。

７　结语
快速建立有效的输液途径进行复苏是抢救创伤失

血性休克的关键。基础实验和临床研究证据均证实以

霍姆复合液为代表的晶胶复合液进行早期限制性容量

复苏是最有效的急救措施，能够减少复苏液体输注量，

稳定血流动力学，减少ＡＲＤＳ的发生，为患者住院后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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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输血和手术急救奠定基础和赢得机会，尤其在院前

急救及转运阶段具有极大的临床推广价值。胸部外伤

伴心脏骤停，乃胸外按压 ＣＰＲ之禁忌证，实施腹部
ＣＰＲ能解决急救难题，“胸路不通走腹路”，启腹心动，
起死回生。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创伤伤情的复杂性，

个体的反应性及休克程度的差异性，本专家共识不能

完全覆盖患者所有的临床情况，在具体临床实践中需

因病施治和因地（环境条件）施治，根据医生经验进行

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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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ＨＣＧ１８对肝癌细胞生物学活性的影响

陈思玉　陈建安　刘丽文　邢霁远　任志刚　孙冉冉　余祖江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感染科，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５２）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６００５０６）
通信作者：余祖江，Ｅ－ｍａｉｌ：ｊｏｈｎｙｕｅｍ＠ｚｚｕ．ｅｄｕ．ｃｎ

【摘要】　目的　研究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ｌｎｃＲＮＡ）人类白细胞抗原复合体（ＨＣＧ１８）在肝癌细胞中的表达及作用。
方法　选取２３对来自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肝癌、癌旁组织和购自中国科学院细胞库的人肝癌细胞系 Ｈｅｐ３Ｂ、
ＭＨＣＣ９７Ｈ和正常肝细胞ＬＯ２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ＲＴ－ＰＣＲ）检测肝癌和癌旁组织及肝癌细
胞系和正常肝细胞中 ＨＣＧ１８的表达。采用小干扰 ＲＮＡ（ｓｉＲＮＡ）技术沉默 ＭＨＣＣ９７Ｈ和 Ｈｅｐ３Ｂ细胞中 ＨＣＧ１８的表
达，同时分别设置阴性对照组，采用ｓｉ－ＮＣ对其进行转染。采用克隆实验、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体外迁移实验、流式细胞周期和
凋亡实验检测细胞增殖能力、侵袭能力、细胞周期和凋亡率。结果　肝癌组织中ＨＣＧ１８表达量较癌旁组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肝癌细胞系Ｈｅｐ３Ｂ、ＭＨＣＣ９７Ｈ中ＨＣＧ１８表达量均较正常肝细胞ＬＯ２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１）。转染ＨＣＧ１８ｓｉＲＮＡ后，肝癌细胞ＭＨＣＣ９７Ｈ和Ｈｅｐ３Ｂ的增殖、侵袭能力均低于转染 ｓｉ－ＮＣ的阴性对
照组。ＨＣＧ１８ｓｉＲＮＡ转染的ＭＨＣＣ９７Ｈ和Ｈｅｐ３Ｂ细胞被阻滞在Ｇ０／Ｇ１期，凋亡率高于转染 ｓｉ－ＮＣ的阴性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ＨＣＧ１８在肝癌细胞中高表达，其可促进肝癌细胞的增殖和侵袭，有望成为肝癌
治疗的新靶点。

【关键词】　肝细胞癌；长链非编码ＲＮＡ；人类白细胞抗原复合体１８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５．７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４３７Ｘ．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２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ｏｎｇ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ＲＮＡＨＣＧ１８ｏｎ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ｍａｃｅｌｌｓ
ＣＨＥＮＳｉ－ｙｕ，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ａｎ，ＬＩＵＬｉ－ｗｅｎ，ＸＩＮＧＪｉ－ｙｕａｎ，

ＲＥＮＺｈｉ－ｇａｎｇ，ＳＵＮＲａｎ－ｒａｎ，ＹＵＺｕ－ｊｉａ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５２，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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