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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维地洛对老龄大鼠心房肌细胞起搏电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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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研究卡维地洛（Ｃａｒ）对大鼠心房肌细胞起搏电流（ｊｔ）的影响，探讨其降低心房颤动的机制。方

法选择２２～２４月龄ＳＤ大鼠分离心房肌细胞，利用全细胞膜片钳技术记录厶。结果Ｃａｒ可明显降低老龄大鼠心
房肌细胞的超极化激活起搏电流。在－１５０ ｍＶ时，１．０ ｔｕｍｏｌ／Ｌ Ｃａｒ使Ｉｆ的电流密度从（３．２士０．４）ｐＡ／ｐＦ降至（２．４士
０．３）ｐＡ／ｐＦ（Ｐ＜０．０１）。Ｃａｒ的抑制电流效应呈电压依赖性，即随着超极化电位的增加，Ｃａｒ的效应也增加。在０．１～
３０．０ｔｕｍｏｌ／Ｌ的范围内，Ｃａｒ以浓度依赖性方式阻滞起搏电流。其ＩＣ５０为１．３７ｐｍｏｌ／Ｌ（９５％可信限为１．９６～
０．５７ｐｍｏｌ／Ｌ）。进一步，Ｃａｒ可以使，ｆ的稳态激活曲线向超极化方向移动，使半激活电压从（一８７．５土２．３）ｍＶ移至
（一９６．２土４．７）ｍＶ。从而使电流激活减慢，这可能是其减少Ｊｆ的主要原因。结论

卡维地洛可明显降低老龄大鼠

心房肌细胞起搏电流密度。
【关键词】卡维地洛；大鼠；起搏电流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ａｒｖｅｄｉｌｏｌ

ｏｎ

ｐａｃｅｍａｋ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ｏｆ

ａｔｒｉａｌ ｍｙｏｃｙｔｅｓ ｏｆ ｏｌｄ ｒａｔｓ
ＬＩｙａｎｇ，ＬＩＵＹｕｑｉ，ＬＩ Ｚｏｎｇｂｉｎ，ｅｔ 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Ｌ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５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ｖｉｃｅ．Ｉｆ ＷａＳ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Ａｔ ｔｈ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ｏｎｔｈ）．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ｏｌｄ ｒａｔｓ（２２—２４

ｃａｒｖｅｄｉｌｏｌ（Ｃａｒ）ｏｎ ｐａｃｅｍｋ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ｆ）ｏｆ ａｔｒｉａｌ ｍｙｏｃｙ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ｔｒｉａｌ ｍｙｏｃｙ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ｃｅｌｌ

ｒａｔｓ

ｐａｔｃｈ ｃｌａｍｐ ｔｅｃｈｎｉｇｕ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ａｎｇｅｎｄｏｒｆｆ 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ｆ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ｂｙ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一１５０ ｍＶ，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Ｊｆ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ｅｓｔ

ｆｒｏｍ（３．２士０．４）ｐＡ／ｐＦ ｔｏ（２．４士

０。３）ｐＡ／ｐＦ ｂｙ Ｃａｒ １。０／Ⅱｍｏｌ／Ｌ（Ｐ＜Ｏ．０１）。Ｉｆ ｗａ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 ｂｙ Ｃａｒ ｉｎ ｖｏｌｔａｇ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Ｉｔ

ａ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０．１

ｔｏ

ｍｏｒｅ，ｓｔｅａｄｙ

ｓｔａｔｅ

ｗｅｒｅ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ｔｅｓｔ

ｒ／ｆａｒｍｅ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 ｗａ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Ｃａｒ 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ｔ

ａｎｄ Ｃａ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ａｎ—

３０．０＃ｍｏｌ／Ｌ，ｗｉｔｈ ＩＣ５０ ｏｆ １．３７／１ｍｏｌ／Ｌ（９５％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ｌｉｍｉｔ：０．５７—１．９６Ｉｔｍｏｌ／Ｌ）．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ｃｔｉｖｉ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ｔｏ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ｂｙ Ｃａｒ．Ｔｈｅ

ｈａｌｆ－ｍａｘｉｍａ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ｔａｇｅｓ（Ｖ１／２＞

ｔｏ（一９６．２士４．７）ｍＶ ａｎｄ（一８７．５士２．３）ｍＶ ｉｎ Ｃａ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ｔ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ｗａｓ ｐａｒｔｌｙ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ａ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ｔｒｉａｌ

ｍｙｏｃｙｔｅｓ ｏｆ ｏｌ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

ｃａ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ｈ

ｒａｔｓ，

ｃａｒｖｅｄｉｌｏｌ；ｒａｔｓ；ｐａｃｅｍａｋ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心房纤颤（房颤）是老年人常见的心律失常，其

神经的调控，当交感神经兴奋时该电流显著增加，从

发病率随着年龄增大而增高。老年人由于窦房结功

而诱导老年房颤的发生∞］。笔者的前期研究发现，

能的减退，使得窦性心律过缓，而由起搏电流（ｐａｃｅ

老龄大鼠心房肌细胞起搏电流的密度和激活均高于

ｍａｋｅ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占主导地位的心房异位节律明

青年鼠，且可记录到电流的细胞数也明显增加，提示

显增高。Ｌａｉ等口３和Ｚｏｒｎ－Ｐａｕｌｙ等［２３分别发现房颤

这可能是老龄大鼠心房容易出现异位起搏和诱发的

发生与ｊｒ关系密切。心肌细胞上ｊｒ可直接受交感

离子基础（另文发表）。文献报道，非选择ｐ受体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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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剂卡维地洛（ｃａｒｖｅｄｉｌｏｌ，Ｃａｒ）具有抗房颧的效

制仪（Ｎａｒｉｓｈｉｇｅ，ｐｐ－８３０）拉制成电阻为２．５～

应［４］，既往认为其主要是抑制ｐ受体所致，文献报道

３，５ＭＤ的电极。调节三维操纵器进行封接，使封接

Ｃａｒ存在电生理效应［５］。然而，该药物是否对Ｉｔ具

电阻达１ＧＩＩ以上，吸破细胞膜形成全细胞记录模

有影响尚未见报道。本文利用膜片钳技术研究Ｃａｒ

式。为消除细胞间误差，电流值以电流密度（ｐＡ／

抗对老龄大鼠心房肌细胞，ｒ电流有作用，旨在探讨

ｐＦ）表示。信号经截止频率为１ ｋＨｚ的四阶贝塞尔

该药抗房颤的作用机制。

低通滤波器，采样率为５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４诱发Ｌ刺激参数的设定

ｋＨｚ。

Ｊｒ的记录，保持电

位一４０ ｍＶ，施予４０００ ｍｓ，一１５０ ｍＶ的去极化脉
１．１

试剂与溶液胶原酶Ⅱ、蛋白酶Ｅ、牛血清白

蛋白、ＭｇＡＴＰ、ＨＥＰＥＳ、ＣａＣｌ２、ＢａＣｌ２、ＣｄＣｌ２、ＣｓＣｌ、
４－ＡＰ均为Ｓｉｇｍａ公司产品；ＥＧＴＡ购自Ｆｌｕｋａ

Ｂｉｏ—

冲，可引出超极化激活的内向电流。该电流可被
１００ ｐｍｏｌ／Ｌ

ＣｓＣｌ阻断。加入Ｃａｒ

１－０

ｔｕｍｏｌ／Ｌ，观

察电流的改变。

ｃｈｅｍｉｋａ；其他试剂均为分析纯。所用Ｃａｒ原料药

Ｊｒ电流ｆＶ曲线，保持电位－４０ ｍＶ，施予

为罗氏制药有限公司提供，实验时用二甲亚砜

４０００ｍｓ，阶跃１０ ｍＶ，一１５０～一５０ ｍＶ系列脉冲

（ＤＭＳＯ）溶解，配成贮备液。

刺激。将各电压下的电流和尾电流密度对相应刺激

台氏液成分（ｍｍｏｌ／Ｌ）：ＮａＣｌ

１３５，ＫＣｌ

５．４，

ＣａＣｌｚ １．８，ＭｇＣｌ２ １，ＮａＨ２Ｐ０４ ０．３３，ＨＥＰＥＳ １０，

电位作图。加入Ｃａｒ

加ＣａＣｌ２或仅加０．２ ｍｍｏｌ／Ｌ

ＣａＣｌｚ。

细胞外液（ｍｍｏｌ／Ｌ）：ＮａＣｌ

ｐＨ至７．４。ＢａＣｌ２ ２ ｍｍｏｌ／Ｌ、ＣｄＣｌ２ ２００／ｘｍｏｌ／Ｉ。和

１３０，ＫＣｌ

１５，ＮａＣｌ ５，ＭｇＣｌ２１，ＨＥＰＥＳ １０，ＭｇＡＴＰ

５；用

ＮａＯＨ调ｐＨ至７．４。

１．２老龄大鼠心房肌细胞分离

线。依Ｂｏｌｚｍａｎｎ方程Ｉ／Ｉ，。。一１／｛ｌ＋ｅｘｐ［一（Ｋ
—Ｖｔ，ｚ）／ｋ］｝求出半稳态激活电压（Ｖ。，。）和稳态激
活曲线斜率（是）。加入Ｃａｒ

ｍｍｏｌ／Ｉ，阻断ｋｌ、工ｃ。，Ｌ和Ｊ。。电流。

电极内液（ｍｍｏｌ／Ｌ）：Ｋ－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

Ｊｒ稳态激活过程，按ＦＶ曲线刺激模式，获得各
电压下电流，换算为电导，以各去极化电位下电导与
最大电导的相对值对脉冲电压作图，得Ｊ，的激活曲

１１５，ＫＣｌ ２５，ＣａＣｌ２

２，ｇｌｕｃｏｓｅ １０，ＭｇＣｌ２ １，ＨＥＰＥＳ １０；用ＮａＯＨ调

４一ＡＰ ４

ｔ比ｍｏｌ／Ｌ，观察药物对电流

作用的电压依赖性。

葡萄糖１０，ｐＨ用ＮａＯＨ调至７．４；无Ｃａ２＋台氏液
和０．２ ｍｍｏｌ／Ｌ Ｃａ２＋的台氏液分别为台氏液中不

１．０

参照文献并改进

分离方法［５］。健康老龄大鼠（２２～２４月龄），体重
（６５０±５５）ｇ。击昏后迅速开胸取出心脏，置于温浴
（３７℃左右）的台氏液中，修剪后挂于灌流装置上，
置于Ｉ．ａｎｇｅｎｄｏｒｆｆ装置上行主动脉逆向恒流灌流。

１．０

ｇｍｏｌ／Ｌ，观察药物

对电流稳态激活的影响。
１．５给药

取Ｃａｒ贮备液加至细胞外液中，稀释成

所需浓度，在膜片钳记录模式形成后，用含药细胞外
液灌流细胞约５ｍｉｎ，记录Ｊ
１．６统计学处理

ｒ。

数据以ｚ土５表示，统计学处理

用方差分析和ｔ检验，采用ＳＰＳＳ １０．０软件进行处
理。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灌流步骤：（１）无钙台氏液灌注至心脏充分停跳，以
解除心肌细胞间的桥粒和连接，使心肌松弛，约

２．１

Ｃａｒ对老龄大鼠心房肌细胞Ｌ的作用

在

５ｍｉｎ。＜２）胶元酶Ⅱ（０．３６９／Ｉ，）和胰蛋白酶

一１ ５０ ｍＶ时，老龄大鼠心房肌细胞Ｊ；的电流密度

（Ｏ．１９／Ｌ）液消化１０～１５ ｍｉｎ；（３）剪下左右两个心

为（３．２±０．４）ｐＡ／ｐＦ（咒一１８），在细胞外也应用

耳，剪下心房部分置于３７℃液中剪碎，加新鲜消化

ｌｔ』ｍｏｌ／Ｌ的Ｃａｒ后电流密度降为（２．４±０．３）ｐＡ／ｐＦ

液消化２０ ｍｉｎ，经１５０ ｂｔｍ尼龙网过滤，离心后重新

（挖一１９，Ｐ＜０．０１），而加入２ ｍｍｏｌ／Ｌ ＣｓＣｌ后电流

置于新鲜ＫＢ液中室温保存。灌流系统保持３７℃，

几乎完全被阻断（图１）。

所以液体均用ｉ００％０。饱和。分离出棒状、横纹

２．２

清晰、细胞膜完整的单个心房肌细胞。

用

１．３膜片钳全细胞记录

采用全细胞膜片钳记录

移动，对照细胞电流迅速增加，而应用ｌｔＬｍｏｌ／Ｉ。的

方法，膜片钳放大器（ＡＸｏＮ一７００Ｂ，ＵＳＡ）与计算机

Ｃａｒ后电流虽然也有增加，但增加的幅度较对照细

连接。刺激信号及电压输入信号的采集均由软件

胞显著减小，在一１４０ ｍＶ至一９０ ｍＶ之间，二者有

（Ｐｃｌａｍｐ９．０２）控制。玻璃毛坯（ＧＧ－１７）经微电极拉

极显著差异（Ｐ＜０．０１，竹一１８），在一８０ ｍＶ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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