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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羊水栓塞妊娠大鼠血清中 PLA2 和 PAF 的水平变化。方法：30 只健康妊娠大鼠均分为生理盐水组（A 组）、
羊水组
（B 组）及羊水胎粪混合组（C 组）。将健康妊娠大鼠麻醉，
麻醉效果生成后，
全部切除大鼠子宫后关腹，分离出左颈总动脉，并将二
通道生理记录仪与其连接，
连续监测血液动力学指标，
随后将生理盐水、
羊水和羊水胎粪混合液腹腔静脉注射于大鼠，1 小时后取
APK 染色结合 CK16 免疫组织化学法来检测模型是否制作成功。实验前后 1 小时两个取血点时，
大鼠肺组织，
用 HE、
在制备好的
PAF 的含量。
羊水栓塞模型大鼠左颈动脉插管处各取 1 mL 血。采取酶联免疫检测法，
测定血清、
羊水及羊水胎粪混合液中 PLA2、

获得的数据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处理，
采用配对 t 检验、
协方差分析及相关回归分析对血清 PLA2、PAF 的浓度进行分析。结果：
B 组和 C 组的 3 个血液动力学指标（动脉收缩压、
舒张压及平均动脉压）均显著低于 A 组（P<0.05），
而 B 组与 C 组的 4 个血液动

力学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同时，A 组、B 组与 C 组之间在心率改变方面无显著性差异（P>0.05）。HE 染色中，B 组与 C 组
大鼠的肺间质显著变宽，
且有充血、
水肿及炎性细胞浸润，
而 A 组无此现象。AMP 染色中，B 组和 C 组大鼠的肺小管中可见被染
B 组和 C 组大鼠的肺小管中，
成蓝色的不定形物质和桃红色的角化鳞状上皮，
而 A 组无此现象。CK16 染色中，
可以看到被染成黄
B 组和 C 组的 PLA2 与 PAF 的含量显著高于 A 组（P<0.05），
色的颗粒和鳞状上皮，
而 A 组无此现象。实验 1 小时后所取血液中，

且 C 组中升高程度更大。妊娠大鼠羊水与羊水胎粪混合液中均检测到 PLA2 和 PAF，
且羊水胎粪混合液中二者的含量均高。实验
1 小时前所取的血液中，PLA2 和 PAF 浓度无相关性（P=0.762，
R=0.012），而实验 1 小时后所取血液中，PLA2 和 PAF 浓度呈正相

关关系（P=0.002，R=0.437）。结论：羊水栓塞妊娠模型大鼠羊水和胎粪中均有 PLA2 和 PAF，
且实验 1 小时后所取血液中，PLA2 和
PAF 含量在 B 组和 C 组中显著高于 A 组，
说明羊水和胎粪中含有使 PLA2、PAF 水平增高的刺激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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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anges of Plasma Levels of PLA2 and PAF in Pregnant Rats
with Amniotic Fluid Embolism*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serum levels of PLA2 and PAF in pregnant rats with amniotic fluid embolism
The 30 healthy pregnant rats were divided into normal saline group (group A), amniotic fluid group (group B) and amniotic fluid meconium mixture group (group C). Healthy pregnant rats were anesthetized. After the anesthesia effect was generated, the left common carotid artery was isolated from the posterior closure of the uterus, and the two channels of physiological recorder were connected
with it to continuously monitor the hemodynamic indicators. The rats were then intravenously injected with saline, amniotic fluid and a
mixture of amniotic fluid and meconium. The rat lung tissue was taken 1 hour later. HE and APK staining and CK16 immunohistochemistry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success of the model. At two blood points 1 hour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1mL of blood was taken
from the left carotid artery cannula of the prepared amniotic fluid embolization model rats. The contents of PLA2 and PAF in serum, amniotic fluid and amniotic fluid meconium mixture were determined by enzyme-linked immunoassay. The obtained data were processed by
SPSS 20.0 software, and serum PLA2 and PAF concentrations were analyzed by paired t test, covariance analysis and correlation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3 hemodynamic indexes (systolic, diastolic and mean arterial pressure) of group B and group C were signifi-

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group A (P<0.05), while the 4 hemodynamic indexes of group B and group C were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P>0.05). Mean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heart rate between group A, group B and group C (P>0.05). In HE staining,
the lung interstitium of the rats in group B and C was significantly widened, with hyperemia, edema and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while that of group A was not observed. In AMP staining, the lung tubules of group B and C showed blue amorphous material and p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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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ratinized squamous epithelium, while those of group A did not. In CK16 staining, yellow particles and squamous epithelium could be
seen in the lung tubules of rats in group B and C, but not in group A. After 1 hour of experiment, the PLA2 and PAF content in group B
and C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group A (P<0.05), and the elevation was greater in group C. PLA2 and PAF were detected in
both the amniotic fluid and the amniotic fluid meconium mixture of pregnant rats, and both were high in the amniotic fluid meconium
mixture. There wa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PLA2 and PAF concentrations in the blood taken 1 hour before the experiment (P=0.762,
R=0.012), while there wa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LA2 and PAF concentrations in the blood taken 1 hour after the experiment
(P=0.002, R=0.437).

The results of HE and APK combined with CK16 staining showed that the model of amniotic fluid em-

bolization was successfully made. Both PLA2 and PAF were present in the amniotic fluid and meconium of the rats, and the levels of
PLA2 and PAF in the blood taken 1 hour after the experiment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roup B combination C than in group A. This
suggests that amniotic fluid and meconium contain stimulants that increase PLA2 and PAF levels.
Amniotic Fluid Embolism; Phospholipase A2; Platelet-activating factor; Peripheral hemodynamic; Immunohistochemical

（C组）。

前言

1.2.2 大鼠羊水收集方法

怀孕 20 d 的 SD 大鼠术前 12 h 禁

羊水栓塞是一种产科的并发症，具有高危性、高死亡率、低

食不禁水，
腹腔注射 10%的水合氯醛（3.5 mg/L）进行麻醉，
于大

预测性及诱发脏器严重损伤的特点。在全球，每 10 万人中约有

鼠下腹正中 3 cm 处切开，全切除子宫置于温盐水中用纱布覆

2-6 万人会患发羊水栓塞，
且在不同国家，羊水栓塞的致死率高

盖，随后关腹。打开子宫壁，
用 5 mL 注射器穿刺胎膜抽取羊水，

达 20%-60% 。羊水栓塞发病机制复杂，
目前对其研究的机制

将羊水置于恒温水浴箱保存备用。

[1-4]

[5]

主要分为两大类，
分别为机械性栓塞和类过敏反应 。发病机制

1.2.3 羊水胎粪上清液的制备

复杂的羊水栓塞，同样具有多样化的临床症状，其按发病率大

肠，将大肠中的胎粪轻轻挤出并匀浆，配成羊水胎粪混悬液，

小排序，表现为：突发性低血压和呼吸窘迫综合征 > 胎儿窘迫

3000 r/min 离心后，取上清。

于怀孕大鼠腹壁处取出其大

> 呼吸困难 > 心脏停搏 > 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 抽搐、意识不清[6]。

1.2.4 大鼠羊水栓塞模型的构建

由于其临床症状复杂多样，目前临床仍无一特定统一的诊断标

效果生成后，
全部切除大鼠子宫后关腹，分离出左颈总动脉，并

准，在中国，主要按照两个诊断标准（中华医学会妇产科 2018

将二通道生理记录仪与其连接，连续监测血液动力学指标，随

年的羊水栓塞诊断标准和 SMFM 2016 年诊断标准） 作为实践

后将 2.5 mL/kg 的生理盐水、羊水和羊水胎粪混合液分别腹腔

参考和指导[7,8]。羊水栓塞的治疗应该遵循实验室检查、积极治

静脉注射于大鼠，实验前后 1 小时两个取血点时，在制备好的

[9,10]

疗、
明确诊断同步进行的原则进行积极治疗

。

磷脂酶 A2(phospholipase A,PLA2 )类属于代谢性和调节性

将健康妊娠大鼠麻醉，麻醉

羊水栓塞模型大鼠左颈动脉插管处各取 1 mL 血。10% KCL 处
死大鼠，
取大鼠肺组织，
置于 10% 甲醛溶液中。

酶，是 PAF、血栓素等炎性介质的前体物质，包括分泌型、胞质

1.2.5 酶联免疫分析步骤

型和钙离子非依赖型三大类，其中分泌型是其主要类型，人的

说明书用 PLA2 和 PAF 分别稀释标准品。
（2）加样：
分别设空白

胎粪中可检测到 90%以上[11]。胎粪具有抑制肺表面活性物质的

孔、标准孔、
待测样品孔。其中标准孔中加 50 滋L 标准液，待测

PLA2 被认为是抑制非表面活性物质的主要物质[12,13]。
作用，
因此，
PLA2 除了诱使白细胞转移，
增加细胞因子及区划因子分泌外，

（1）参照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试剂盒

样品孔中加 40 滋L 样品稀释液 +10 滋L 待测样品。（3）温育：用

封板膜封板后，37 ℃下温育半小时。（4）配液：
将浓缩洗涤液用

还能与其分泌的炎性介质形成肺水肿、肺动脉高压及肺微循环

蒸馏水稀释 30 倍后备用。
（5）洗涤：小心揭开封板膜，
弃去液体

障碍[14-16]。

并甩干，每孔加满洗涤液，静置 30 S 后弃去，如此重复 5 次拍

1 材料和方法

干。
（6）加酶：
处空白孔外，
其余每孔加入 50 滋L 酶标试剂。
（7）

1.1 试剂

50 滋L 显色剂 A 和 B，
轻震混匀后，37 ℃避光显色 10 min。
（10）

温育：
操作同（3）。（8）洗涤：
操作（5）。（9）显色：每孔前后加入

Alcian blue 8GX （生产厂家：上海西唐生物科技有限公
phloxine B（生产厂家：上海安谱公司）；Martius yellow（生
司）；

产厂家：上海甄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兔抗鼠细胞角蛋白 16
PLA2、
PAF ELISA 试剂
（生产厂家：上海扶生实业有限公司）；

终止：每孔加入终止液 50 滋L，颜色由蓝色即刻变为黄色，终止

反应。（11）测定：加终止液后 15 min 期间，将空白孔调零，用
450 nm 波长依序测量各孔的吸光度。
1.2.6 检测指标

检测大鼠的血液动力学指标（心率、收缩压、

盒（生产厂家：
上海斯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APK 染色结合 CK16 免
舒张压及平均动脉压）。肺组织用 HE、

1.2 方法

疫组织化学法来检测模型是否制作成功

1.2.1 动物及其分组

购于泸州医学院动物实验中心的怀孕

1.3 数据处理

SD 大鼠，重 300~500 g，
30 只，生产许可证号和使用许可证号

1.3.1 酶联免疫分析结果处理

分别为：SCXK( 川 ) 2018-17 和 SCXK( 川 ) 2018-065，随机分为

光度值为 Y 轴，画出标准曲线图后，计算出线性回归方程，代

均分为生理盐水组（A 组）、羊水组（B 组）及羊水胎粪混合组

入吸光度值，
计算出待测样品浓度，
后乘以稀释倍数。

以标准无浓度为 X 轴，以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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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1.3.2 实验数据的处理

biomed.cnjournals.com Progress in Modern Biomedicine Vol.22 NO.6 MAR.2022

获得的数据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处

实验后 1 小时各组大鼠的血液动力学指标的变化如表 1

理，采用配对 t 检验、协方差分析及相关回归分析对血清

B 组和 C 组的 3 个血液动力学指标（动脉收缩压、舒张压
所示，

PLA2、
PAF 的浓度进行分析。P<0.05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及平均动脉压）均显著低于 A 组（P<0.05），而 B 组与 C 组的 4
B组
个血液动力学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同时，A 组、

2 结果

与 C 组之间在心率改变方面无显著性差异（P>0.05）。

2.1 实验后 1 小时各组大鼠的血液动力学指标的变化
表 1 实验后 1 小时各组大鼠的血液动力学指标变化（x± s）
Table 1 Changes of hemodynamic indexes of rats in each group 1 hour after experiment（x± s）
Groups

Heart rate(times/min)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Mean arterial pressure

（mmHg）

（mmHg）

（mmHg）

Group A

300.01± 10.01

80.02± 10.02

70.01± 8.01

80.01± 9.01

Group B

280.02± 11.78

55.12± 8.79*

45.23± 7.11*

50.24± 9.22*

Group C

210.12± 10.70

48.23± 8.02*

43.29± 8.07*

47.41± 7.98*

Note: Compared with A group, *P<0.05.

2.2 染色结果

的颗粒和鳞状上皮，
而 A 组无此现象。

HE 染色结果显示，B 组与 C 组大鼠的肺间质显著变宽，且

2.3 实验前后各组血清中 PLA2 浓度

有充血、
水肿及炎性细胞浸润，
而 A 组无此现象。AMP 染色结

实验前后，
各组 PLA2 浓度如表 2 所示，结果显示，与实验

B 组和 C 组大鼠的肺小管中可见被染成蓝色的不定形
果显示，

B 组和 C 组的 PLA2 浓度显著增加（P<0.05）；与 A 组
前相比，

物质和桃红色的角化鳞状上皮，而 A 组无此现象。CK16 染色

相比，B 组 和 C 组 实 验 后 ， 血 清 中 的 PLA2 浓 度 显 著 升 高
（P<0.05）。

结果显示，B 组和 C 组大鼠的肺小管中，可以看到被染成黄色

表 2 实验前后各组血清中 PLA2 浓度（x± s）
Table 2 Serum concentration of PLA2 in each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x± s）
Groups

Preexperimental concentration（滋g/L）

Post-experiment concentration（滋g/L）

Group A

0.75± 0.07

0.77± 0.09

Group B

0.72± 0.06

1.02± 0.11*#

Group C

0.71± 0.11

1.21± 0.27*#

Note: Compared with preexperimental, *P<0.05; Compared with group A, #P<0.05.

（P<0.05）；实验后，
与 A 组相比，B 组和 C 组，血清中的 PAF 浓

2.4 实验前后各组血清中 PAF 浓度

实验前后，各组血清中 PAF 浓度如表 3 所示，结果显示，

度显著升高（P<0.05）；与 B 组相比，C 组血清中 PAF 浓度显著
升高（P<0.05）。

与实验前相比，实验后 B 组和 C 组的 PLA2 浓度显著增加

表 3 实验前后各组血清中 PAF 浓度（x± s）
Table 3 Serum PAF concentrations in each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x± s）
Groups

Preexperimental concentration（滋g/L）

Post-experiment concentration（滋g/L）

Group A

28.03± 4.02

29.92± 4.01

Group B

29.67± 8.01

38.04± 9.23*#

Group C

27.89± 4.89

42.78± 8.37*#△

Note: Compared with preexperimental, *P<0.05; Compared with group A, #P<0.05; Compared with group B, △ P<0.05.

2.5 大鼠羊水和胎粪中 PLA2 和 PAF 的含量

所示，妊娠大鼠羊水与羊水胎粪混合液中均检测到 PLA2 和

妊娠大鼠羊水和胎粪中 PLA2 和 PAF 的含量结果如表 4

PAF，
且羊水胎粪混合液中二者的含量均高。

表 4 大鼠羊水和胎粪中 sPLA2 和 PAF 的含量(x± s )
Table 4 Contents of SPLA2 and PAF in amniotic fluid and meconium of rats(x± s )
Tissue fluid

Concentration 0f PLA2（滋g/L）

Concentration of PAF（滋g/L）

Amniotic fluid

0.64

0.03

Meconium

0.96

0.04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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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孕鼠血清中 sPLA2 和 PAF 之间的相关性

实验 1 小时前所取的血液中，PLA2 和 PAF 浓度无相关性
R=0.012），而实验 1 小时后所取血 液 中，PLA2 和
（P=0.762，
PAF 浓度呈正相关关系（P=0.002，
R=0.437）。

窑1041窑

PLA2 和 PAF 含量均显著升高，且羊水胎粪混合液组中二者升

高程度更大，
该结果提示，PLA2 可能是引起羊水栓塞的主要启
动因子，
其水解产物是造成一系列症状的促使因子。研究表明，
PLA2 分解产生的物质会促进炎症的发生[22]，这就说明，羊水栓

塞的发生与 PLA2 促进炎症因子的产生有关。PLA2 是脑缺血

3 讨论

疾病的独立预测因子和生物标记物 [23-25] ，也是特异的炎症指

羊水栓塞模型的制作，可以选择不同的物种，采取不同的

标 [26]，参与众多验证疾病的发生 [27,28]，根据本研究结果，羊水中

制作条件。有研究将人类羊水注入未怀孕雌性动物体内后，发

含有大量的 PLA2，提示 PLA2 也可以作为羊水栓塞的预测因

现有部分动物出现羊水栓塞症状，而另外也有部分动物未出现

子，
这对羊水栓塞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29]显示：
羊水

[17]

类似的症状 。据此可知，羊水栓塞模型的制作，具有种属差

栓塞大鼠血液中的 PLA2 和 PAF 表达量显著高于正常大鼠，与

异，
并非任何一种动物均适合制作羊水栓塞模型。近些年，
羊水

本研究中的 PLA2 和 PAF 的表达趋势一致。此外，
羊水栓塞大

栓塞模型的制作大多采用兔和大鼠，其中大鼠这种啮齿动物与

鼠血液中的 PLA2 和 PAF 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结果提示，羊

人类的遗传物质相似度高达 90%，且其繁殖能力强，可重复性

水栓塞的发病机制可能与 PLA2 和 PAF 炎性介质有关。

好。因此，本研究选择大鼠制作羊水栓塞模型。另外，
考虑到注
入人类羊水不能获得很好的疾病模型效果。本年研究直接注入

综上，可得出结论：羊水栓塞发生时，血液中 PLA2 和 PAF
的表达量增加，PLA2 和 PAF 与羊水栓塞的发病紧密相关。

大鼠自身的羊水，
提高了模型的制作成功率。
AMP 结合 CK16 染色，
本研究采用 HE、
既规避了 HE 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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