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羧化壳聚糖纤维止血机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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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壳聚糖因其对红细胞的诱导聚集作用以及对血小板的活化作用而具有良好的止血效果。然

而，
因其剂型不同，
其止血效果及止血机理不尽相同。本文对本实验室自制的羧化壳聚糖纤维的止血
机理进行了探究，主要结果表明，羧化壳聚糖纤维主要通过超吸收血液中的水分促使红细胞、血小板
的富集从而达到迅速止血的效果。该羧化壳聚糖纤维未来有望在急救止血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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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emostatic Mechanism of Carboxyl Chitosan Fi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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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tosan exhibits a good hemostatic abi lity, due to its excellent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induction of red blood cell aggregation, acceleration of platelet adhesion and activation. However, different
types of chitosan show different hemostatic effects and mechanisms.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hemostatic

mechanism of carboxyl chitosan fibers and showed that carboxyl chitosan fibers could accelerate red blood
cell and platelet aggregation to stop blood loss by rapidly adsorbing water in blood owing to their highly

hydrophilic fiber structure. The carboxyl chitosan fibers would be widely applied in first -aid hemostasis
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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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此，如何实现急救现场出血创面的快速止血，

社会飞速发展，各种突发性事件层出不

国内
对于挽救伤员生命显得尤为重要。目前，

穷。在战争创伤、交通事故及手术治疗等情况

外用于创面出血止血的材料主要有无机止血

中，出血一直是导致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

材料（如蒙脱石、沸石、高岭土等）和有机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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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如纤维蛋白胶、氧化纤维素等）。令人遗

公司）、戊二醛溶液 25%（生化试剂 BR，国药集

憾的是，这几类材料均存在明显的缺点。无机

团）。扫描电子显微镜 （JSM-6510LV，日本），

止血材料使用时可能会产生高放热反应而损

sysmex CA-510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SYSMEX（希

伤创面组织，也容易残留在脉管和肺部位置导

森美康） 株式会社，日本），高级旋转流变仪

致血栓问题[1]。纤维蛋白胶止血效果好，
但因其
来源于动物血浆，具有一定的抗原性，且血液

（HaakeMARS，
Thermo）。
2.2 实验方法

病毒传播的风险较大。氧化纤维素虽然具备可
吸收性且不易引起免疫反应，然而对于出血点

羧化壳聚糖纤维的合成，
参照本实验室以

的粘附性能差，
止血时间较长，用于毛细血管和

前报道的方法进行[7]。

小静脉等血管出血止血时效果较好，而对于大

2.2 微观形貌表征

创面止血效果差强人意。此外，文献报道，
氧化

取等量的 CCSF、
速即纱及医用纱布并将其

纤维素类止血敷料在临床使用时存在体内不完

平铺于培养皿中，滴加抗凝血至各样品上，随

全降解吸收、
压迫神经血管、过敏等问题[2]。因

后用戊二醛固定液固定 12h，
冻干，喷金后用扫

此，寻求一种安全、
有效的止血材料尤为重要。

描电子显微镜观察各个样品表面和截面的微

壳聚糖，甲壳素脱乙酰基衍生物，来源广

观形貌。

泛，具有无抗原性、抗菌性、可降解性、生物相

2.3 血液凝血酶原时间 （PT）、纤维蛋白原

容性、能促进伤口止血及愈合等优点，一直是

（FIB）、
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和凝血酶时

医 用 止血 材 料 的 研 究 热 点 。早 在 1983 年 ，
Malette 等 [3]发现了壳聚糖的止血功效，并于

间（TT）的测定
取 血浆 0.9mL， 分别 加 入 浓 度 为 0.1% 、

同年申请专利。另有研究，在高流量出血模型

0.5%、
1%的 CCSF 生理盐水混合液 0.1mL。阳性

中，壳聚糖止血敷料能显著减少出血量、降低

对照组加入等量的速即纱浸提液。同理，
空白

动物的死亡率，表现出良好的止血性能 。然

组加入等量的生理盐水。均匀混合后在自动凝

而，纯壳聚糖止血敷料因其吸液量小且吸收速

血仪上分别测定 PT、
FIB、
APTT 和 TT。

度慢的缺陷，在致命性出血的止血上往往表现

2.4 CCSF 血液流变性能

[4]

不佳。近年来，学者们相继开始对壳聚糖进行
物理或化学改性以期改善其止血性能[5-6]。

取抗凝全血 3.5mL，依次加入至 1.5mL 的
浓度均为 0.1%的 CCSF 溶液、速即纱浸提液和

本实验室前期制备出具有超快吸液和高

生理盐水溶液中，于 37℃的条件下均匀混合

吸收容量的羧化壳聚糖纤维，该纤维样品在致

后，
用高级流变仪分别测定各样品在 37℃条件

命性出血创面的止血实验中表现出极佳的止

下的粘度随剪切速率的变化。

血性能。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其止血机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理进行了研究。

3.1 与血液接触前后各样品的微观形貌

2 实验部分
2.1 实验材料及仪器
抗凝全血、血浆(来源于健康新西兰兔)，

与血液接触后，
CCSF、速即纱和纱布的表
面结构均有较大变化，如图 1（见下页）所示。

由湖北省食品药品安全评价中心提供。速即纱

CCSF 与血液接触后，
血红细胞在纤维上附着密

（SURGICEL ，美国强生公司,阳性对照止血材

集并形成致密的层状结构。速即纱表面的血红

料），医用灭菌纱布（灭菌级，稳健实业（深圳）

细胞附着量明显少于壳聚糖，其原先的网状结

有限公司）、生理盐水（河北天成科技股份有限

构仍清晰可见。纱布与血液接触后，
其组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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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带负电荷的磷脂基
团静电吸引产生的相互
作用，促进了血红细胞
的粘附和聚集，从而促
进止血。
（1a）

（1b）

（1c）

将血液滴至各样品
一段时间后 （血液滴入
方向从左至右，左侧为
织物表面），
各样品的截
（2a）

（2b）

（2c）

面如图 2 （见下页）所
示。从图中 a 组图中可
以看出，各组材料 - 血
液复合体的形貌呈现出
显著性差异。对于速即

（3a）

（3b）

（3c）

图 1 各样品与血液接触前后的表面微观结构变化。
（a）样品与血液接触前；
（b）样品与血液接触后；
（c）图（b）的放大；
（1）CCSF;（2）速即纱；
（3）纱布。
Fig.1 Changes in the microstructure of each sample as bloods penetrate each sample.
(a)Before the sample was in contact with bloods; (b)After the sample was in contact
with bloods; (c) Magnification of Figure (b).(1) CCSF; (2) Surgicel; (3) Gauze.

纱和纱布样品，从血液
与材料接触层至材料底
层方向上，材料 - 血液
复合体的形貌呈现由疏
松至致密的结构变化，

构已完全看不出，在其表面凝聚了一层类似蜂

且接触层纤维结构清晰

窝状的多孔结构，对血液的流动有一定的阻碍

可见。结果表明，
当血液与速即纱或纱布接触

作用。结果表明，相较于速即纱和纱布，CCSF 纤

后，
因其样品吸液能力的低下导致血液能迅速

维与血液接触后形成物理封闭层更为致密，
利

穿透疏松的样品接触层而直至样品底层。然

于止血。

而，当血液与 CCSF 接触后，其材料 - 血液复合

如图 1 中的 c 组所示，各种纤维样品对血

体形貌呈现截然相反。从图中可以看出，从血

红细胞的诱导聚集作用表现不同。CCSF 和速即

液与材料接触层至材料底层方向上，材料 - 血

纱的纤维表面聚集着大量的血红细胞团簇，
而

液复合体的形貌呈现由致密至疏松的结构变

纱布纤维上的血红细胞附着量较少，血红细胞

化，
且样品底层纤维结构清晰可见。结果显示，

主要分布在纤维间的空隙和孔洞中。就附着的

当血液与 CCSF 接触后，
由于 CCSF 对于水分的

血红细胞形态而言，附着在 CCSF 纤维上的血

超吸收特点，导致血液中的水分迅速被 CCSF

红细胞形态由正常的两面呈凹形的圆饼状结

吸收，
使得血液中的血红细胞和血小板迅速大

构变成球形结构，而附着在速即纱、纱布表面

量富集在接触层（图 2 中（1b）图），封堵出血口

的血红细胞保持着正常的细胞形态。结果表

从而产生迅速止血的效果。而血液中的水分穿

明，CCSF 纤维与血红细胞之间发生明显的相互

透接触层到达中间层被固定下来，使得溶胀的

作用，改变了血红细胞的形态。这种可能由

中间层经冻干处理后形貌呈现出丝状的纤维

CCSF 分子结构上带正电荷的氨基与血红细胞

结构（图 2 中（1c）图），
而样品的底层由于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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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1b）

（1c）

（1d）

（2a）

（2b）

（2c）

（2d）

（3a）

（3b）

（3c）

（3d）

Fi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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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各样品与血液接触后的截面微观结构图。（a）截面整体图；
（b）截面表层；
（c）截面中间层；
（d）截面底层；
（1）CCSF;（2）速即纱；
（3）纱布。
Cross-sectional microstructure of each sample after its contact with bloods. (a) Overall cross-section;
(b) Cross-sectional surface; (c) Cross-sectional intermediate layer; (d) Cross-sectional bottom layer.
(1) CCSF; (2) Surgicel; (3) Gauze.

中水分未至从而保留其原有纤维的形态 （图 2

性凝血系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能抑制部分内

中（1d）图）。

源性凝血因子的表达或损耗相关内源性凝血

3.2 血液凝血酶原时间（PT）、部分凝血活酶时

因子；
且随着 CCSF 浓度的增加，
凝血因子抑制

间（APTT）、凝 血酶 时 间（TT）和 纤 维 蛋 白 原

水平增加或凝血因子减少，
表明浓度越大凝血
阻碍越大。与空白组相比，
CCSF 生理盐水混合

（FIB）测定结果
根据人体血凝瀑布系统，凝血可以分为内

液中 FIB 浓度和 TT 同时增加即纤维蛋白原的

源性凝血、外源性凝血和共同凝血三种途径。

含量和转变成纤维蛋白的时间同时增加，表明

内源性和外源性凝血分别可以通过测定 APTT、

CCSF 对于共同凝血途径并无明显贡献。

表 1 各组样品的 PT、FIB、APTT 和 TT 值
Tab.1 PT, FIB, APTT and TT values for each group of samples

PT 进行筛选实验，共同凝血时间则
可通过 TT 和 FIB 值综合测定[8-9]。
样品

PT（s）

FIB（g/L）

APTT（s）

TT（s）

APTT 和 TT 测试结果。与阳性对照

0.1% CCSF

4.57±0.1

2.67±0.139

38.93±6.725

20.05±0.267

组、空白组相比，不同浓度的 CCSF

0.5% CCSF

4.62±0.083

2.63±0.153

118.39±6.125

20.73±0.447

1% CCSF

5.21±1.055

2.57±0.141

115.42±3.104

21.54±0.337

速即纱

4.54±0.069

2.41±0.099

20.30±3.381

22.2±0.414

生理盐水

4.6±0.141

2.47±0.451

11.29±0.559

17.53±2.864

表 1 为 各 组 样 品 的 PT、FIB、

生理盐水混合液的 PT 值无明显差
异、
FIB 浓度增加且 APTT 值显著增
加。PT 差异小，表明 CCSF 对外源性
凝血系统没有明显作用。APTT 则有
显著增长的趋势，表明 CCSF 对内源

注：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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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图 3 37益条件下不同样品粘度与剪切速率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cosity and shear rate of the samples at 37毅C.

3.3 流变学研究

Reports of Surgicel in MAUDE Database [J].Chinese
Journal of Pharmacovigilance,201310(5):312-314.

图 3 是 37℃条件下各样品的粘度随剪切
速率的变化图。从图中可以看出，CCSF 浓度越
大，
溶液粘度越大。同时，
CCSF- 血液混合液体、
速即纱 - 血液混合体的粘度显著大于生理盐
水。利用此结果，
我们可以通过控制 CCSF 的用
量，使其与血液接触后能在出血口快速形成粘
性凝胶，
封堵出血口达到迅速止血的目的。

4 结论
本文对本实验室自制的羧化壳聚糖纤维
的止血机理进行了探究，主要结果表明，羧化
壳聚糖纤维主要通过超吸收血液中的水分促
使红细胞、血小板的富集从而达到迅速止血的
效果。该羧化壳聚糖纤维未来有望在急救止血
领域中得到广泛应用。

[3]Malette WG, Quigley HJ. Method of achieving
hemostasis, US Patent: 4394373,1983.

[4]Pusateri AE, McCarthy SJ, Gregory KW, Harris RA,
Cardenas L, McManus AT, Goodwin CW. Effect of a

chitosan -based hemostatic dressing on blood loss and

survival in a model of severe venous hemorrhage and
hepatic injury in swine [J]. The Journal of Trauma, 2003,
54(1):177-182.

[5]黄勇 援壳聚糖及其胍基化衍生物的合成、表 征及抗菌
性能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2013援

HUANG Yong.Synthesis, Characterization,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of Chitosan and Guanidine -Chitosan [D].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2013.

[6]Baker S, Wiesmann WP, Ryan S. Chitosan -derivative

compounds and methods of controlling microbial
Populations, US Patent: 8119780, 2012.

[7]Zhou Y, Xu W, Shi L, Li F. Preparation of N -

参考文献：
[1]陈子浩.介孔硅-烷基化壳聚糖复合快速止血材料的

制备及性 能研究 [D].中 国人民解 放军 军事 医学科 学
院, 2017.

CHEN Zihao .Rapid Hemostatic Materials Based on
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s and N -alkylated

Chitosam [D].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al Sciences,
2017.

[2]李玉 基 ,史 玉 清 .MAUDE 数 据 库 中 速 即 纱 不 良 事 件
报告分析[J].中国药物警戒,2013,10 (5):312-314.

LI Yuji, SHI Yuqing.Analysis of Adverse Event

carboxyethyl chitosan fibers.CN Patent: 201310201041.2,
2015.

[8]Di

Cera

E,

mechanisms

Dang

of

QD,

thrombin

Ayala

YM.

function.

Molecular

Cellular

&

Molecular Life Sciences CMLS, 1997,53(9): 701-730.

[9]余悦能, 龚江锋. 凝血功能常规检查临床应用的分析
和体会[J]. 检验医学, 2009, 24 (4): 323-324.

YU Yueneng,GONG Jiangfeng.A nalysis and Experience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Routine Blood Coagulation
Test[J].Laboratory Medicine,2009,24(4):323-324.

（责任编辑：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