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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亮点： 

1首次将鞣花酸和红细胞膜脂制备的脂质体复合到壳聚糖海绵中，并对该复合海绵的促凝血活性进行了

测试。 

2 在制备壳聚糖乙酸盐海绵过程中未经历 NaOH溶液脱酸步骤，因此壳聚糖乙酸盐海绵中壳聚糖分子

所带的正电荷远多于壳聚糖海绵。当血液与壳聚糖乙酸盐海绵接触时，凝血因子Ⅻ的激活受到带正电壳

聚糖的明显抑制，从而导致凝血延缓，并具有一定的细胞毒性。 

关键词： 

生物材料；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海绵；止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摘要 

背景：部分文献报道壳聚糖对严重创伤的止血效果有限，因此以壳聚糖为基础止血剂的促凝血活性还有

待进一步增强。 

目的：制备一种新型的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复合海绵，评价其促凝血活性和细胞毒性。 

方法：通过冻干法制备壳聚糖海绵和壳聚糖乙酸盐海绵，然后再通过静电吸附法制备壳聚糖/鞣花酸/红

细胞膜脂复合海绵。血浆复钙时间法观察 3种海绵的促凝血活性，并检测 3种海绵对 SD大鼠肝脏的止

血效果及对 L929细胞的毒性。 

结果与结论：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复合海绵组的血浆复钙时间、出血时间、失血量均显著少于壳

聚糖海绵组和壳聚糖乙酸盐海绵组(P < 0.01)。细胞实验显示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复合海绵无细胞

毒性。说明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复合海绵具有良好的促凝血活性且无细胞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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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Some previous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the hemostatic effect of chitosan is limited 

when dealing with severe injuries. Therefore, the procoagulant activity of chitosan-based hemostatic agents 

needs to be enhanced. 

OBJECTIVE: To prepare a novel chitosan/ellagic acid/erythrocyte membrane lipid composite sponge and 

to evaluate its procoagulant activity and cytotox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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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Chitosan sponge and chitosan acetate sponge were prepared by freeze-drying method. Then 

chitosan/ellagic acid/erythrocyte membrane lipid composite sponge was prepared by electrostatic adsorption 

method. Procoagulant activity of the chitosan, chitosan acetate, and chitosan/ellagic acid/erythrocyte 

membrane lipid sponges was evaluated by the plasma recalcification time method. Hemostatic effect of these 

sponges was evaluated in the Sprague Dawley rat liver bleeding model, and the cytotoxicity to L929 cell line 

was evaluated.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plasma recalcification time, bleeding time and blood loss of the 

chitosan/ellagic acid/erythrocyte membrane lipid composite spong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hitosan sponge and chitosan acetate sponge groups (P < 0.01). Cell culture experiment showed that the 

chitosan/ellagic acid/erythrocyte membrane lipid composite sponge did not have cytotoxicity.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hitosan/ellagic acid/erythrocyte membrane lipid composite sponge has the enhanced procoagulant 

activity and non-cytotoxicity. 

Key Words: biomaterials; chitosan; ellagic acid; erythrocyte membrane lipid; sponge; hemostasis;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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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壳聚糖是一种来自于虾蟹壳的带正电天然多糖
[1]
，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抗菌活性，

并且价格低廉
[1-2]
。Malette等

[3]
首先报道壳聚糖具有促凝血活性。壳聚糖能够通过静电吸引

力使带负电的红细胞聚集、变形，从而促进凝血
[4]
。目前已有以壳聚糖为主要成分的止血

剂上市，用于军事战伤和民事事故中的紧急止血
[5]
。然而部分文献报道，当面对严重创伤

时壳聚糖的止血效果有限
[6]
。因此，以壳聚糖为基础止血剂的促凝血活性还有待进一步增

强。 

 

鞣花酸是一种广泛存在于水果和坚果中的植物多酚，无毒性且具有促凝血活性
[7]
。鞣花

酸能够激活凝血因子Ⅻ，从而触发下游的内源性凝血级联反应
[8]
，导致凝血酶生成。凝血酶

催化纤维蛋白原转变成为不溶性的纤维蛋白网络，从而导致凝血。活化的红细胞为上述凝血

级联反应提供了催化性的膜表面。活化的红细胞膜表面暴露有磷脂酰丝氨酸等带负电磷脂，

在级联反应中，凝血因子Va和Xa能够在这些带负电的细胞膜表面组装成复合物Va/Xa，复合

物的形成使Xa的催化能力明显提高，从而加快了凝血酶的生成，促进凝血
[9]
。 

 

实验首次将鞣花酸和红细胞膜脂制备的脂质体复合到壳聚糖海绵中，并对该复合海绵

的促凝血活性进行了测试。此外，用L929细胞系对该复合海绵的细胞毒性进行了评价。 

 

1  材料和方法 

 

设计：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新型复合海绵的制备，体内外促凝血活性的评价以及

体外细胞毒性实验。 

时间及地点：于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膜与膜生物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 

材料： 

实验动物：SPF级6-8周龄雄性SD大鼠购自清华大学实验动物平台，体质量200-250 g。

动物实验中的相关操作遵守国家科学技术部发布的《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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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试剂及仪器： 

Main reagents and instruments: 

 

 

 

 

 

 

 

 

 

 

实验方法： 

壳聚糖海绵和壳聚糖乙酸盐海绵的制备：壳聚糖溶于

1.2%乙酸溶液，配制成 2%壳聚糖溶液。将该溶液注入到

24 孔板或其他模具中，置于-20 ℃下冷冻，然后冻干   

24 h，得到的产物即为壳聚糖乙酸盐海绵。将壳聚糖乙酸

盐海绵置于 2% NaOH溶液中脱酸，再用去离子水反复清

洗至中性，然后冻干 24 h，得到的产物即为壳聚糖海绵。 

红细胞膜脂的提取和脂质体的制备：以 3.8%柠檬酸钠

为抗凝剂，抽取 3 只雄性 SD 大鼠心脏全血。按照

Mawatari 等
[11]
的正己烷/异丙醇法提取红细胞膜的膜

脂。按照 Liu等
[12]
薄膜-超声法将此膜脂制备成脂质体。 

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复合海绵的制备：将鞣花酸

粉末和红细胞膜脂制备的脂质体加入到去离子水中，充

分搅拌制成鞣花酸/脂质体共混悬液。在该悬液中鞣花酸

和脂质体的终浓度均为 0.2%。将壳聚糖海绵置于该悬

液中浸泡 20 min，由于鞣花酸和红细胞膜脂制备的脂质

体均带负电，因此两者均会通过静电吸引力吸附到壳聚

糖海绵上。之后用去离子水反复清洗海绵，冻干 24 h，

得到的产物即为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复合海绵。 

血浆复钙时间测定：以 3.8%柠檬酸钠为抗凝剂，从 3

只雄性 SD 大鼠心脏抽取全血，之后于 3 500 r/min 离

心 15 min，得到乏血小板血浆。将 3 种海绵样品分别置

于乏血小板血浆中浸泡 2 min，之后加入与乏血小板血

浆等体积的 0.28%CaCl2溶液，开始计时，至血浆中凝

块形成所需的时间即为血浆复钙时间。 

大鼠肝脏止血实验：将 9 只雄性 SD 大鼠随机分为 3

组，每组 3 只。大鼠用 20%水合氯醛行腹腔注射麻醉

(400 mg/kg)，麻醉后大鼠仰卧固定，逐层打开腹腔，暴

露出肝脏。用手术剪在位于肝左中叶末缘往上 1.5 cm

处切除肝左中叶，待自由出血 3 s 后，各组大鼠分别以

上述 3种止血海绵覆盖创面进行止血，并开始计时。海

绵被血液完全浸透之后即更换新的海绵，直至出血停

止，记录出血时间。分别称量海绵用于止血前后的质量，

换算出止血过程中的失血量。另外用 3只 SD大鼠以医

用纱布作为止血材料进行上述实验，作为对照。 

细胞毒性实验：参考 Tuzlakoglu 等的
[13]
浸提液法评

价各海绵样品的细胞毒性。L929 细胞系培养于含体积

分数 10%胎牛血清的 DMEM 培养基中，在 37 ℃、体

积分数 5% CO2的条件下生长。将 L929细胞以 4×10
3
/

孔的密度接种于 96孔板中培养 24 h。同时，将各海绵

样品分别浸泡于培养基中 24 h，培养基体积与样品体积

的比例为4 mL培养基/cm
3
海绵。之后将96孔板中 L929

细胞的培养基更换成各海绵样品的浸提液，继续培养 

24 h，然后通过 MTT 实验检测细胞的存活情况。以细

胞培养基作为阴性对照，DMSO 作为阳性对照。 

主要观察指标：3 种海绵的血浆复钙时间、止血实

验及细胞毒性实验结果。 

统计学分析：采用 OriginPro 7.0 统计软件，

One-Way ANOVA进行数据处理。 

   

2  结果 

 

2.1  各种海绵的血浆复钙时间  见图1。 

 

 

           

 

 

 

 

 

 

 

 

 

 

 

 

 

壳聚糖组血浆复钙时间显著短于壳聚糖乙酸盐海

绵组，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复合海绵组血浆复钙

时间显著短于壳聚糖组和壳聚糖乙酸盐海绵组。实验结

果说明，在体外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复合海绵的

促凝活性显著强于其余两种海绵。 

试剂及仪器 来源 

壳聚糖，相对分子质量为 1 800 000， 

脱乙酰度为 85%  

医用纱布  

L929细胞系  

鞣花酸  

DMEM培养基、胎牛血清  

MTT 试剂  

冷冻干燥机 

探针式超声仪  

离心机  

酶标仪   

青岛海生生物工程公司 

 

绍兴振德医用敷料公司 

美国模式培养物集存库(ATCC) 

美国 Acros Organics 公司 

HyClone公司 

Amresco公司 

Martin Christ公司 

Misonix公司 

Sigma公司 

BioRad公司 

 

图 1  壳聚糖海绵、壳聚糖乙酸盐海绵与壳聚糖/鞣花酸/红

细胞膜脂复合海绵的血浆复钙时间 

Figure 1  Plasma recalcification time of chitosan sponge, 

chitosan acetate sponge, and chitosan/ellagic 

acid/erythrocyte membrane lipid spo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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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01；与壳聚糖海绵组比较，b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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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结果说明，在体外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复合海绵的促凝

活性显著强于其余两种海绵。 



 

贺庆，等. 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止血复合海绵的制备与评价 

ISSN 2095-4344  CN 21-1581/R   CODEN: ZLKHAH 2175 

www.CRTER.org 

2.2  各种海绵的大鼠肝脏止血效果  用大鼠肝脏出血

模型来评价各海绵的止血效果，结果见图2。 

 

 

           

 

 

 

 

 

 

 

 

 

 

 

 

           

 

 

 

 

 

 

 

 

 

 

 

 

 

 

壳聚糖组出血时间和失血量均显著低于壳聚糖乙

酸盐海绵组，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复合海绵组的

出血时间和失血量均显著低于壳聚糖组和壳聚糖乙酸

盐海绵组。实验结果说明，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

复合海绵的止血效果显著好于其余两种海绵，这与上述

血浆复钙时间实验的结果是一致的。此外，从图2还可

以看出，各种海绵的止血效果均显著好于医用纱布。 

 

2.3  各种海绵的细胞毒性实验结果  见图3。 

壳聚糖组和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复合海绵组

的吸光度值同阴性对照组相比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但壳聚糖乙酸盐海绵组的吸光度值显著低于阴性

对照组。说明壳聚糖海绵和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

复合海绵均无细胞毒性，而壳聚糖乙酸盐海绵具有一定

的细胞毒性。此外，从图3还可以看出，阳性对照组中

基本没有细胞存活，符合预期。 

 

 

           

 

 

 

 

 

 

 

 

 

 

 

 

 

 

 

 

3  讨论 

 

壳聚糖对严重创伤的止血效果有限，一个可能的原

因是：虽然壳聚糖的正电荷能够使带负电的红细胞聚

集、变形，从而促进凝血，但是另一方面壳聚糖的正电

荷也会抑制凝血因子Ⅻ的激活，从而抑制下游的凝血级

联反应，延缓凝血
[14]
。文献报道鞣花酸能够激活凝血因

子Ⅻ 
[7]
，因此猜测，将鞣花酸复合到壳聚糖材料中将会

有效弥补壳聚糖正电荷带来的负面影响，增强壳聚糖的

促凝血活性。此外，文献报道在凝血过程中，活化的红

细胞膜为凝血级联反应提供了催化性的膜表面
[9]
。活化

的红细胞膜表面暴露有磷脂酰丝氨酸等带负电磷脂，凝

血因子能够在这些膜表面组装成复合物，从而加快凝血

酶的生成
[9]
。有研究者尝试通过同种异体的红细胞输血

来为贫血患者止血，取得了较好效果
[15]
。因此实验首次

将鞣花酸和红细胞膜脂制备的脂质体同时复合到壳聚

糖海绵中，以期从多方面增强海绵的促凝血活性。 

 

实验采用体外血浆复钙时间实验和大鼠肝脏出血

图 3  MTT检测壳聚糖海绵、壳聚糖乙酸盐海绵与壳聚糖/

鞣花酸/红细胞膜脂复合海绵的细胞毒性实验结果 

Figure 3  Cytotoxicity of chitosan sponge, chitosan acetate 

sponge and chitosan/ellagic acid/erythrocyte 

membrane lipid sponge was tested by 3-(4,5- 

dimethylthiazol-2-yl)-2,5-diphenyltetrazolium 

bromide a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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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说明壳聚糖海绵和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复合海绵均

无细胞毒性，而壳聚糖乙酸盐海绵具有一定的细胞毒性。 

图 2  壳聚糖海绵、壳聚糖乙酸盐海绵与壳聚糖/鞣花酸/红

细胞膜脂复合海绵干预大鼠肝脏出血模型的出血时

间和失血量，以纱布作为对照 

Figure 2  Bleeding time and blood loss in the rat liver 

bleeding model treated with chitosan sponge, 

chitosan acetate sponge and chitosan/ellagic 

acid/erythrocyte membrane lipid sponge, gauze 

was used as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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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结果说明，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复合海绵的止血效

果显著好于其余两种海绵，这与上述血浆复钙时间实验的结果

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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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来评价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复合海绵的促凝

血活性。实验结果显示，壳聚糖/鞣花酸/红细胞膜脂复

合海绵的促凝血活性显著强于壳聚糖海绵和壳聚糖乙

酸盐海绵，符合预期。鞣花酸够激活凝血因子Ⅻ，启动

凝血级联反应，红细胞膜脂能够为凝血级联反应提供催

化性的膜表面，两者相互协作，共同加快凝血过程。而

且在今后的研究中还可以进一步采用商业化的磷脂酰

丝氨酸来代替红细胞膜脂制备脂质体，以扩大原料来

源，使产品标准化，同时避免病毒污染等潜在风险。 

 

实验中还发现壳聚糖乙酸盐海绵的促凝血活性显

著弱于壳聚糖海绵，这与作者之前的报道一致
[14]
。在海

绵材料的制备过程中，壳聚糖乙酸盐海绵没有经历过

NaOH溶液脱酸的步骤，因此壳聚糖乙酸盐海绵中壳聚

糖分子所带的正电荷远多于壳聚糖海绵。当血液与壳聚

糖乙酸盐海绵接触时，凝血因子Ⅻ的激活会受到带正电

壳聚糖的明显抑制，从而导致凝血延缓
[14]
。此外，在大

鼠肝脏止血实验中还发现，当血液与壳聚糖乙酸盐海绵

接触时，由于带正电壳聚糖分子之间的静电排斥作用，

海绵的部分基质会发生溶化，其孔隙结构会发生塌缩，

因此使得海绵不能紧密地贴合创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也

降低了壳聚糖乙酸盐海绵的止血效果。有部分文献采用

壳聚糖乙酸盐作为止血材料，然而实验结果提示，壳聚

糖乙酸盐材料的止血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评估。 

 

作为止血材料，除了关注止血效果外，其是否具有细

胞毒性也需要考察。实验选用L929细胞系作为模型进行体

外细胞毒性实验，结果显示壳聚糖海绵和壳聚糖/鞣花酸/

红细胞膜脂复合海绵均没有细胞毒性。由于壳聚糖和鞣花

酸均是无毒性的天然产物
[1, 7]
，红细胞膜脂本身就是血液中

的成分，因此该实验结果符合预期。但是实验结果也显示

壳聚糖乙酸盐海绵具有一定的细胞毒性，可能的原因是壳

聚糖乙酸盐海绵中的壳聚糖分子带有较强的正电荷，因此

游离到培养基中的这些壳聚糖分子会与带负电荷的细胞膜

之间产生较强的静电相互作用，从而破坏细胞膜的完整性，

造成部分细胞死亡。当然详细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1171143)；周大福医

学研究专项基金项目(202836019-03)；深圳市生物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JC201005260093A)。 

作者贡献：第一作者进行实验设计及实验实施，实验评估

为第二、五作者，第一作者成文，第二、三、四、六、七作者

审校，第一、七作者对文章负责，第七作者为本文的通讯作者。 

利益冲突：课题未涉及任何厂家及相关雇主或其他经济组

织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或利益的赞助。 

伦理要求：实验过程中对动物处置符合动物伦理学要求。 

作者声明：文章为原创作品，数据准确，内容不涉及泄密，

无一稿两投，无抄袭，无内容剽窃，无作者署名争议，无与他

人课题以及专利技术的争执，内容真实，文责自负。 

 

4  参考文献 

 

[1] He Q,Ao Q,Gong K,et al.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hitosan-heparin composite matrices for blood contacting 

tissue engineering. Biomed Mater. 2010;5(5):055001. 

[2] Ao Q,Wang A,Cao W,et al. Manufacture of multimicrotubule 

chitosan nerve conduits with novel molds and characterization in 

vitro.J Biomed Mater Res A. 2006;77(1):11-18. 

[3] Malette WG,Quigley HJ,Gaines RD,et al. Chitosan: a new 

hemostatic. Ann Thorac Surg. 1983;36(1):55-58. 

[4] Yang J,Tian F,Wang Z,et al.Effect of chitosan molecular 

weight and deacetylation degree on hemostasis. J Biomed 

Mater Res B. 2008;84(1):131-137. 

[5] Peng T. Biomaterials for hemorrhage control. Trends 

Biomater Artif Organs. 2010;24(1):27-68. 

[6] Englehart MS,Cho SD,Tieu BH,et al.A novel highly porous 

silica and chitosan-based hemostatic dressing is superior to 

HemCon and gauze sponges. J Trauma. 2008;65(4):884-890. 

[7] Vekiari SA,Gordon MH,Garcia-Macias P,et al. Extrac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ellagic acid content in chestnut bark and 

fruit.Food Chem. 2008;110(4):1007-1011. 

[8] Damas J,Remacle-Volon G,Adam A.Some cardiovascular and 

hematological changes induced in the rat by activation of 

Hageman factor with ellagic acid. Adv Exp Med Biol.1989; 

247A:461-465. 

[9] Zhou J,Zheng Y,Shi J,et al. Daunorubicin induces 

procoagulant response through phosphatidylserine exposure 

in red blood cells.Thromb Res. 2010;125(2):178-183. 

[10]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uidance Suggestions for the Care and 

Use of Laboratory Animals. 2006-09-30.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导性意见. 

2006-09-30. 

[11] Mawatari S,Yunoki K,Sugiyama M,et al. Simultaneous 

preparation of purified plasmalogens and sphingomyelin in 

human erythrocytes with phospholipase A1 from Aspergillus 

orizae. Biosci Biotechnol Biochem. 2009;73(12):2621-2625. 

[12] Liu C,Yang S,Liu W,et al.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medium-chain fatty acid liposomes by lyophilization. J 

Liposome Res. 2010;20(3):183-190. 

[13] Tuzlakoglu K,Alves CM,Mano JF,et al.Produ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chitosan fibers and 3-D fiber mesh 

scaffolds for tissue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Macromol 

Biosci.2004;4(8):811-819. 

[14] He Q,Gong K,Ao Q,et al.Positive charge of chitosan retards 

blood coagulation on chitosan films.J Biomater Appl.2011 

[Epub ahead of print]. 

[15] Ho CH. The hemostatic effect of packed red cell transfusion in 

patients with anemia. Transfusion.1998;38(11-12):1011-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