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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循环内皮祖细胞CD34+水平

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相关性研究

黄焕亮 吴沃栋 许耘红 蔡玉宇 张华 粱国华 黎萍 梁伟翔 陈之祥

【摘要】目的探讨中青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循环内皮祖细胞(EPCs)CD34+水平与颈动脉内膜中层厚

度(IMT)和Framingham心血管危险因素积分标准(FRFC)的相关性及其评估高血压患者早期血管病变的价

值。方法选择62例年龄25～45岁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高血压组)及20例健康体检者(健康对照组)。高血压

组患者采用FRFC分层方法分为低危组18例，中危组14例，高危组17例，极高危组13例。测定各组的外周

循环EPCs CD34+水平及颈动脉IMT，并对EPCs CD34+水平与FRFC积分及颈动脉IMT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 高血压各亚组患者外周循环EPCs CD34+水平随心血管危险程度的增加逐步下降(低危组(o．12士

0．02)％，中危组(o．07±0．03)％，高危组(o．04士0．03)％，极高危组(O．01士0．01)％]，各组间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或P<0．01)，且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C(o．15士o．03)％，均P<0．01]；颈动脉IMT

随心血管危险程度增加明显增厚[低危组(o。80士0．07)mm，中危组(1．11士0．08)mm，高危组(1．26士

0．10)mm，极高危组(1．45土0．09)mm]，各组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或P<o．01)，且与健康对

照组C(0．73士0．08)ram3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O．01)。高血压患者外周循环EPCs CD34。水平与

FRFC积分呈负相关(r=--0．875，P<O．01)，与颈动脉IMT呈负相关(r一一0．852，P<o．01)。结论中青年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循环EPCs CD34+水平与心血管危险因素及颈动脉IMT呈负相关}外周循环EPCs CD34+

水平可以作为评估高血压患者早期血管病变的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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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circulating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EPCs)CD34+with the Framingham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or with the carotid artery

intima—madia thickness(IMT)。and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circulating EPCs CD34+level as a cytological

marker of early vascular lesion in youth and middle aged essential hypertension(EH)patients．Methods A

total of 62 patients with EH aged between 25 to 45 were enrolled as study group and 20 healthy people were

enrolled as control group．EH patients were stratified with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according to

Framingham risk factors score into low—risk group with 18 cases，mid—risk group with 14 cases，high—risk

group with 1 7 cases。and extremely high-risk group with 13 cases．The level of circulating EPCs CD34+，

carotid artery IMT were respectively measure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circulating EPCs

CD34+and Framingham cardiovascular risk factors score，carotid artery IMT was analyzed．Results The

level of circulating EPCs CD34+was gradually decreased with an increase of the Framingham risk factors

score in each hypertensive subgroup flow-risk group：(O．12士0．02)％，mid—risk group：(O．07士0．03)％，

high—risk group：(O．04+0。03)％，extremely high—risk group：(O．01士O．01)％]，and they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0．15士0．03)0A]，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hypertensive subgroups(P<O．05 or P<0．01)．Carotid artery IMT was significantly thicker among

hypertensive subgroups Clow—risk group：(O．80+0．07)mm，mid—risk group：(1．11士0．08)mm，high—risk

group：(1．26士0．10)mm，extremely high-risk group：(1．45士O．09)mm]，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each hypertensive group and that of control group C(o．73士o．08)mm，all P<0．013．

There was als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among hypertensive subgroups(尸<O．05 or P<0．01)．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circulating EPCs CD34+and Framingham risk factors score

(r一一0．875。尸<O．01)，and also a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carotid artery IMT(，．一一0．852，P<0．01)．

Conclusion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evel of circulating EPCs CD34+with

Framingham risk factors score and also carotid artery IMT in EH patients．Circulating EPCs CD34+could be

a cytological marker of early vascular lesion in hypertension patients．

[Key words]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 CD34+； Carotid artery intima—madia thickness l Essen-

tial hypertension；Atheroscle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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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血管内皮功能损伤及内皮损伤修复

在冠心病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而高血压、糖尿

病、吸烟、高脂血症等危险因素直接参与了内皮细胞

损伤，影响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周围小动脉的收缩和

舒张功能。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与血管内皮功能障

碍密切相关。内皮祖细胞(EPCs)是骨髓中能分泌为

内皮细胞的内皮干／祖细胞的统称。外周循环EPCs

数量和迁移功能等与内皮功能损伤及内皮修复相

关，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管的病变及颈动脉粥样

硬化相关。超声检查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是

观察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病变的定量指标。本研究中

将探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外周循环EPCs CD34+水

平与颈动脉IMT的相关性，以期了解循环EPCs

CD34+水平评估高血压患者早期血管病变的价值。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选择2007年1月至2008年10月

入住本院心内科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高血压组)

62例，年龄25～45岁。

1．1．1人选标准：符合2005年《中国高血压防治指

南》中原发性高血压的诊断标准；采用Framingham

心血管危险因素积分标准(FRFC)分层[由美国

心脏病学院(ACC)网站www．cardiosource．com／

clinicalcollections／chol—chot．asp下载]预测患者的

10年心血管病绝对危险。按FRFC分为：低度危险

(<15％)18例，中度危险(15％～20％)14例，高度

危险(20％～30％)17例，极度危险(>30％)13例。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受试者知情同意。

1．1．2排除标准：非原发性高血压者；有血液及骨

髓疾病者；有肿瘤病史者；有出凝血功能障碍者；有

溶血性疾病者；有全身活动性感染者；有新近期急性

缺血性坏死性疾病者；骨组织接受异常射线照射者；

肝、肾功能不全者；严重的其他系统疾病者。

1．1．3健康对照组：选择同期20例无心、脑血管疾

病和糖尿病的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

1．2检测指标及方法

1．2．1一般资料观察：年龄、性别、收缩压和舒张

压、缺血性心脏病史、缺血性或出血性脑病史、糖尿

病史、空腹血糖、餐后血糖、吸烟史、心血管病史、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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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血肌酐(SCr)、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L)、

腹围；超声心动图、X线胸片、心电图监测；心、脑、

肾、外周血管、眼底病变等。

1．2．2 主要试剂：①ProCOUNT祖细胞计数试剂

盒由美国Becton Dickinson公司提供，每个试剂盒

含有CD34试剂、对照试剂、磷酸盐缓冲液(PBS)。

CD34试剂中含有核酸染料、藻红蛋白(PE)标记的

鼠抗人CD34单克隆抗体、多甲藻黄素叶绿素蛋白

质(PerCP)标记的鼠抗人CD45单克隆抗体。对照

试剂中含有核酸染料、PE标记的鼠单克隆钥孔戚血

蓝素KLHl'I(IgGl)和PerCP标记的鼠抗人CD45

单克隆抗体。

I．2．3外周循环EPCs CD34+水平测定：采集受试

者入院后次日清晨空腹肘静脉血2 ml，按试剂盒说

明书步骤操作，用流式细胞仪测定，共收集60 000

个细胞，统计CD34+细胞的百分比。

1．2．4颈动脉血管超声彩色多普勒检测IMT：纵

向探查双侧颈总动脉长轴切面，调整仪器增益和深

度，清晰显示前后壁内膜线形回声。将4～10 MHz

的超声探头在颈总动脉分叉部及近心端约1 cm以

及3 cm处分别测量舒张末期后壁腔一内膜界面至

中一外膜界面的距离(即IMT)，取其平均值，测量时

避开斑块。IMT≥O．9 mm为靶器官损害的指标。

I．3统计学处理：应用SPSS 13．0统计软件，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z±s)表示，采用方差分析，相

关性分析采用Speraman检验，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I高血压组与健康对照组基本情况比较(表1)：

高血压各亚组患者收缩压、舒张压、TC、LDL—C、

HDL—C及合并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的比例均明显

高于健康对照组(均P<0．05)。按FRFC分层的高

血压各亚组间收缩压、舒张压、TC、LDL—C、HDL—C

水平及合并心脑血管病和糖尿病的比例差异也有统

计学意义(均P<O．05)。

2．2外周循环EPCs CD34+水平比较(表2)：高血

压各亚组CD34+水平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均

P<o。01)，且随心血管危险程度增加，CD34+水平

逐步下降，各亚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或P<O．01)。

2．3颈动脉IMT比较(表2)：除高血压低危组与

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其余高血压

各亚组患者颈动脉IMT均较健康对照组显著增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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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健康对照组与按FRFC分层的高血压组患者基本情况比较

⋯．． ⋯， 性别 年龄 血压(；士s，ITlmHg)TCh LDL—Ch HDL—Ch
组别 例数——一——————一

男 女 (z士j，岁) 收缩压“ 舒张压“ (z士5，mmol／L)(z士j，mmol／L)(；士，，mmol／L)

健康对照组 20 14 6 39．77士5．06 126．4土11．5 82．3土7．1 4．41士1．67 2．35士1．12 1．36+0．64

高血压低危组 18 12 6 37．15士5．27 143．2士4．7- 92．2士8．6-4．73士1．41a 2．62士1．20· 1．26士0．57-

高血压中危组 14 9 5 39．54士4．46”151．6士5．8” 96．4士9．2” 5．42士1．17,b 3．17士1．23'b 1．17士1．23,b

高血压高危组 17 10 7 40．13士3．98 162．4士9．3。“ 97．8士8．4” 6．18土1．56·“ 3．64士1．16-bd 1．044-0．37·bd

高血压极高危组 13 8 5 42．06土4．13 168．3士12．7·bd‘105．1士9．6-bd‘ 7．z3士1．74aceg 4．05土1．55acdf 0．96士0．47sod{

绡别 倒辑
Sc‘ 空腹血糖 尿蛋白阳性 BMl 心脑血管病“ 糖尿病“ 吸烟

。士s，#tool／L) o士j，mmol／L) (例(％)] o士5．kg／mz) [例(％)] (例(％)] [例(％)]

健康对照组 20 87．45士15．13 5．23士0．48 0(0) 24．7士2．5 o(0 ) o(0 ) 3(15．oo)

高血压低危组 18 87．26士14．32 5．40士0．76 O(o) 24．8／=2．7 2(11．11)· 1(5．56)a 3(16．67)

高血压中危组 14 88．05士16．39 5．62士0．93 O(0) 25．2士3．0 2(14．29)．b 2(14．29)．b 3(21．43)

高血压高危组 17 91．63士15．71 6．01士0．74 l(5．9) 26．1士2．6 4(23．53)一4(23．53)“ 5(29．41)

高血压极高危组 13 88．15士15．66 5．87士1．62 2(15．4) 25．8士3．1 3(30．77)·q 5(38．46)-m 4(30．77)

注．-FRFC Framiagham心血管危险因素积分标准，TC：总胆固醇，L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SCr：血肌

酐，BMI：体质指数；与健康对照组比较，4P<0．05，与高血压低危组比较，“P<0．05，。P<0．01；与高血压中危组比较，aP<0．05，eP<

0．01，与高血压高危组比较，’P<0．05，‘尸<o．01#高血压低、中、高、极高危组内比较．“P<0．05；1 llmI Hg=0．133 kPa

(均P<0．01)，且随着心血管危险程度的增加，颈动

脉IMT厚度逐步增加，各亚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O．05或P<0．01)。

表2健康对照组与按FRFC分层的高血压组患者外周

循环EPCs CD34+水平及颈动脉IMT比较(；土s)

注：FRFC：Framingham心血管危险因素积分标准，EPCs：内皮祖

细胞，IMT：内膜中层厚度；与健康对照组比较，。P<0．01，与

高血压低危组比较，6P<0．05，。P<0．01f与高血压中危组比

较，8P<0．05，。P<O．01I与高血压高危组比较，‘P<0．05

2．4相关性分析(图1)：62例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外

周循环EPCs CD34+水平与FRFC积分和颈动脉

IMT均呈明显负相关(，．1一一0．875，r2=一0．852，

均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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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EPCs：内皮祖细胞，FRFC：Framingham心血管危险

因素积分标准。IMT：内膜中层厚度

圈1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外周循环EPCs CD34+水平

与FRFC积分(左)和颈动脉IMT(右)的相关性分析

3讨论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心血管的危险不仅取决于血

压水平，还取决于同时存在的其他心血管危险因素。

研究表明，血管内皮功能损伤及内皮损伤修复在冠

心病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1]。而高血压与其他冠

心病危险因素一样，与内皮损伤密切相关，并直接影

响冠状动脉(冠脉)及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周围小动脉

的收缩和舒张功能。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内

皮功能障碍三者之间互为因果。

研究表明，在内皮损伤后的修复过程中除了原

有邻近成熟内皮细胞的增生或迁移外，也可以通过

循环的EPCs分化为成熟内皮细胞以参与修复过

程[2]。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均证实，在新生血管中有

25％的内皮细胞是由EPCs分化而来[34]，表明

EPCs在血管新生和维持内皮功能完整性中具有重

要作用，因此推测EPCs可能参与高血压血管病变

的发生发展。Asahara等口]研究发现循环中未成熟

的细胞是由骨髓释放的细胞，一方面具有造血干细

胞的特点，如CD34+的表现；另一方面具有内皮细

胞的特点，如具有内皮细胞的表面标志及具有分化

为成熟内皮细胞的能力，EPCs显然参与了生理或

病理情况后的血管新生或再生。EPCs构成了内皮

细胞的循环池，在内皮脱落或损伤时能像补丁一样

动态地对受损血管进行修复。因此，当原发性高血压

患者EPCs循环池减少或枯竭时，可以肯定受损内

皮的自我修复能力将被削弱¨]。

本研究结果显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外周循环

EPCs CD34+水平与FRFC积分呈负相关；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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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心血管危险因素低、中、高、极高危组循环

EPCs CD34+水平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且随其

心血管危险程度的增加逐步下降，与既往报道[7一的

结果一致。提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管病变的发生

及临床症状的加重与EPCs数量下降有关，而EPCs

数量减少又可能导致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管自身修

复能力降低，进而加速血管病变的发生发展。

颈动脉是动脉硬化的好发部位，其病变的出现

与主动脉粥样硬化大约同时进行，而往往早于冠

脉埔]。有研究表明，颈动脉IMT每增加0．1 mm，急

性心肌梗死(AMI)的危险性增加11％；与无粥样硬

化患者比较，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发生AMI的危险

增加3倍曲]。O’Leary等u虬研究显示，发生AMI的

危险性与颈动脉IMT呈正相关，IMT每增加一个

标准差，危险性增加33％～46％，表明颈动脉IMT

是一个预测心血管事件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中发现，

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心血管危险程度中、高、极高危各

亚组颈动脉IMT均较健康对照组显著增厚，且随其

心血管危险程度的增加逐步增加。提示原发性高血

压患者如合并动脉粥样硬化，可随其心血管危险程

度的增加而加重病变。

分析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外周循环EPCs CD34+

水平与颈动脉IMT呈负相关后显示，原发性高血压

患者循环EPCs CD34+水平下降与动脉血管功能损

伤、周围动脉粥样硬化有显著的相关性。心血管低危

组患者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循环EPCs CD34+水平差

异显著，而两组间IMT值无明显差异。说明在高血

压早期患者心血管危险性相对较低时，即使出现轻

度的血管病变，其内皮损伤也较轻，尚未达到功能障

碍及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颈动脉IMT检测难

以反映出其真实的血管病变状况。而本组患者循环

EPCs CD34+水平已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提示

存在早期周围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病变。说明循环

EPCs CD34+水平与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早期血管病

变有显著相关性。在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中开展对循

环EPCs CD34+水平的检测，可以对高血压血管病

变作出早期诊断和预后评价，并对指导患者出现血

管病变和靶器官损害前期尽早采取干预或提高循环

EPCs水平的治疗措施(如他汀类、血管紧张素转化

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I受体拮抗剂、中药等)，以改

善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内皮功能及内皮损伤修复功

能，抑制或延缓动脉粥样硬化进程，保护靶器官具有

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原发性高血压患者外周循环EPCs

CD34+水平下降与心血管危险因素、动脉血管功能

损伤、周围动脉粥样硬化有显著的相关性。心血管低

危组患者EPCs CD34+水平下降，提示存在早期周

围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病变。外周循环EPCs CD34+

水平可以作为原发性高血压患者早期血管病变的细

胞学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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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陈诚 利用自组装技术在钛表面定向固定CD34抗体及其内皮化诱导研究 2009
    材料表面导致的凝血问题是与血液接触材料的关键科学问题。在人工心血管植入物表面形成类似天然血管内膜，即植入物的内皮化被认为是最终解

决植入后血栓形成问题和提高远期通畅率的根本途径。本论文利用自组装技术在钛表面定向固定CD34抗体，以实现材料内皮生物化修饰，并对自组装生

物修饰层进行表征和功能评价。<br>　　

 钛经碱活化后，表面产生带负电荷的羟基，自组装一层带正电荷的亲和素，通过亲和素-生物素特异结合组装一层生物素化A蛋白，牛血清白蛋白

(BSA)封闭非特异性位点，通过A蛋白结合CD34抗体的Fc端实现定向固定CD34抗体，并暴露出CD34抗体的Fab端。傅立叶红外漫反射(FTIR)和免疫荧光结果

显示亲和素、生物素化A蛋白和CD34抗体成功组装到材料表面；接触角结果表明自组装生物修饰层材料表面的亲水性得到改善；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

原子力显微镜(AFM)结果表明自组装生物修饰层材料表面较均匀平滑，组装后表面粗糙度Ra降低到55.84nm，这个尺度的粗糙度有利于内皮祖细胞(EPC)的

粘附生长；石英晶体微天平(QCM)检测出封闭自组装过程定向固定CD34抗体量为192ng/cm2。<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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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皮祖细胞体外静态实验结果表明，自组装生物修饰层钛表面有利于捕获内皮祖细胞，并对内皮祖细胞的粘附、生长与增殖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内皮祖

细胞体外动态实验结果表明，在流动状态下，自组装生物修饰层钛表面捕获内皮祖细胞的能力明显优于活化钛，且有利于内皮祖细胞的生长和增殖。

<br>　　

 2H动物体内实验结果表明，定向固定CD34抗体材料表面能够捕获大量的内皮细胞(EC)，只有少量血小板，并且血小板激活轻微，而活化钛表面内皮细胞

很少，却附着较多血小板，并且激活较严重。15D动物体内实验结果表明，定向固定CD34抗体的材料表面形成一层平滑的细胞层，但是活化钛表面却形成

以平滑肌增生为主的组织。HE染色结果显示，定向固定CD34抗体材料表面诱导的组织更接近天然的内膜组织，其Ⅷ因子鉴定结果为阳性，说明其表面诱

导的细胞是内皮细胞，并具有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br>　　

 机理研究表明，自组装生物修饰层钛表面有利于捕获循环血液中的内皮祖细胞。材料表面形成内皮祖细胞单层后，不粘附、不激活血小板，从而提高材

料的血液相容性。<br>　　

 总之，定向固定CD34抗体材料表面在体外静态和动态下都有利于EPC的粘附和生长，并且动物体内也获得了良好的内皮化效果，本文探索出了心血管植

入材料表面改性的一种新途径。<br>

2.期刊论文 张基昌.李淑梅.宋春莉.刘斌 内皮祖细胞CD34抗体包被冠脉支架对猪冠状动脉再狭窄影响的研究 -中
国老年学杂志2009,29(4)
    目的 探讨生物可降解高分子载内皮祖细胞CD34抗体支架是否可降低猪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后再狭窄.方法 以生物可降解高分子聚乙二醇-聚乳酸-聚

谷氨酸共聚物为载体,应用N-琥珀酰亚胺基-3-(2-吡啶二硫)-丙酸酯(SPDP)方法制成内皮祖细胞CD34抗体洗脱支架.18只猪随机分为三组,即紫杉醇支架组

、CD34抗体支架组、裸支架组,每组6只,将紫杉醇支架、CD34抗体支架、裸支架分别植入到各组猪的冠状动脉损伤段,4 w后处死,取出支架段血管行病理

学观察及计算机图像分析血管管腔面积、内膜增生面积以及面积狭窄百分比.结果 CD34抗体支架组内膜增生面积较裸支架组减低(P＜0.05),紫杉醇支架

组内膜增生面积较裸支架组也减低(P＜0.05),但较CD34抗体支架组无明显差别(P＞0.05).结论 生物可降解高分子载内皮祖细胞CD34抗体支架可明显加速

支架置入术后血管内皮修复,降低再狭窄的发生.

3.学位论文 黄焕亮 高血压患者外周血内皮祖细胞CD34+水平与糖调节异常指标的相关性及早期并发冠心病风险预

测价值研究 2010
    研究背景

当今心脑血管病已成为中国人首位死因，其中高血压是第一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中约3[％]～5[％]合并冠心病，高血压对人群心血管病发病的影响远

大于其他危险因素，是人群发生心血管病事件的首要危险因素，其独立致病的相对危险度为3．4，人群归因危险百分比为35[％] 。

在我国的一项老年人群调查研究中显示，糖调节异常和患有糖尿病的老年患者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性分别是糖调节正常老年人的2．185倍和

2．179倍。糖尿病是心血管疾病和冠心病等危症的危险因素已达成共识。然而，心血管病的风险已不再局限于糖尿病，而是延伸到了糖尿病前期阶段

，即葡萄糖耐量受损( IGT)和空腹血糖受损( IFG)这一从正常血糖到糖尿病的中间阶段，其中更容易发展成糖尿病和高发心血管疾病的是IGT人群。

高血压和糖代谢调节异常是动脉硬化的促发因素，动脉硬化为心血管事件致病关键环节。多项研究表明，高血压及糖代谢异常在发病早期，即无临床症

状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内皮功能的损伤，内皮功能损伤可以认为是动脉粥样硬化的始动环节。近期大量研究表明，EPCs参与了生理或病理情况后的血

管新生或再生，能够在内皮脱落或损伤时能动态地像补钉一样对受损血管进行修复。当EPCS 循环池减少或枯竭时，随着内皮损伤修复功能的削弱或丧失

，动脉硬化或粥样硬化的病理进程加速进展。

高血压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随着血压升高，冠心病发病率升高；高血压显著增加冠脉的狭窄；高血压导致心脏肥厚，从而影响冠脉病变的支数

；高血压可能影响心脏结构，导致冠脉的严重狭窄；高血压与其它因素共同导致了冠心病的发生及进一步加重。循环EPCs是血管内皮损伤修复的关键

，EPCs数量的减少预示这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风险增加。冠心病是高血压疾病的最常见并发症，且社会危害较大，早期发现高血压中冠脉病变并进行早

期预防治疗，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研究通过临床调查研究，检测不同糖代谢水平患者的外周血内皮祖细胞CD34+水平及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并与糖代谢指标正常者进行对比，研究

糖调节异常、糖尿病对高血压患者外周血EPCs水平及动脉粥样硬化进程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比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与单纯高血压患者及对照组之间外

周血EPCs水平的差异，分析高血压患者外周血EPCs水平与反映冠脉病变严重程度的指标Gensini评分的相关性，探讨外周血EPCs作为高血压患者早期并发

冠心病预测因子的意义和价值。

 

研究目的 

观察糖调节异常对原发性高血压患者血管内皮祖细胞及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IMT）的影响。研究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外周血内皮祖细胞CD34+的水平

与冠脉病变程度的相关性，探讨EPCs作为高血压患者早期并发冠心病的预测因子的价值。

 

方法与结果

1．原发性高血压患者糖调节异常与外周血内皮祖细胞CD34+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入选EH患者84例，进行标准OGTT试验，根据OGTT试验结果分为EH+IFG组（11例）、EH+IGT组（22例）、EH+DM组（19例）、EH+NBG组（32例），选

择同期健康体检者（17例）为正常对照（对照组），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患者的外周血CD34+标记血管内皮祖细胞数量，超声测定颈动脉IMT。

结果：与对照组比较，EH各组的内皮祖细胞CD34+细胞显著减少（P<0．01），且EH+IFG、EH+IGT、EH+DM组的内皮祖细胞CD34水平显著低于EH+NBG组

（P<0．01）。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管内皮祖细胞CD34+细胞水平与空腹血糖（FPG）、餐后2小时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GHB）呈显著负相关(r分别为-

0．257、-0．296和-0．344，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研究显示，IMT与内皮祖细胞CD34+细胞、HDL及年龄相关（P<0．05或P<0．01）。

2． 外周血内皮祖细胞CD34+水平与高血压患者早期冠状动脉病变Gensini评分分值的相关性研究

方法：选择在我院心内科行冠状动脉造影患者104例，以冠状动脉狭窄>75[％]作为诊断冠心病的标准，根据冠状动脉造影结果及高血压病史，将104例研

究对象分为CHD（+）/HTN（+）组39例、CHD（+）/HTN（-）组22例、CHD（-）/HTN（+）组21例及CHD（-）/HTN（-）组22例。对冠脉造影结果阳性者采

用Gensini评分系统评估冠状动脉病变程度，检测动脉内膜中层厚度，抽取外周血以CD34+作为内皮祖细胞标记物，用流式细胞仪检测CD34+细胞数量，分

析各组的CD34+细胞水平。

结果：高血压并发冠心病组EPCsCD34+显著下降，IMT明显增厚（P<0．01），外周EPCsCD34+与IMT呈明显的负相关（r=-0．845，P<0．01）。冠心病患者

外周血EPCsCD34+细胞数量与Gensini评分分值呈负相关（n=61，r=-0．417，P=0．001）。

 

结论：

1． 糖调节异常可降低高血压患者外周血内皮祖细胞水平，加快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高血压患者糖调节异常的早期诊断及早期干预对降低高血压患者

心脑血管并发症有积极意义。

2． 高血压患者外周血内皮祖细胞CD34+水平显著下降，与Gensini评分分值呈负相关。高血压患者内皮功能受损，外周血内皮祖细胞CD34+水平与动脉粥

样硬化形成风险显著相关，合并冠心病风险明显升高。外周血EPCs CD34+水平可以作为评估高血压患者合并冠心病风险的指标之一。

4.期刊论文 黄飞雄.许耘红.吴沃栋.HUANG Fei-xiong.XU Yun-hong.WU Wo-dong 外周血CD34~+水平与高血压病患

者动脉血管功能的关系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10,16(5)
    目的 探讨能否根据外周血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EPCs)CD34~+水平评价高血压病患者动脉血管病变程度.方法 高血压病患者

组62例,对照组20例.高血压病患者采用Framingham心血管危险阂素积分分层心血管危险因素,分为低危组18例,中危组14例,高危组17例,极高危组13例.作

外周血循环EPCs CD34~+水平、内皮依赖性血管舒张功能(flow-mediated dialation,FMD)测定并作EPCs CD34~+水平与Framingham心血管危险因素积分、

FMD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高血压病患者外周循环EPCs CD34~+水平随着其心血管危险程度的增加.逐步下降,各组间比较[1]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高血

压病患者肱动脉FMD随着其心血管危险程度的增加显著下降(P<0.01).各研究组高血压病患者循环EPCs CD34~+水平与Framingham心血管危险因素积分呈负

相关(r=-0.875,P<0.01),与肱动脉FMD呈正相关(r=0.859,P<0.01).结论 高血压病患者循环EPCs CD34~+水平下降与心血管危险因素、动脉血管功能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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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显著的相关性.说明循环EPCs CD34~+水平可以作为评价高血压病患者动脉血管病变的指标.

5.学位论文 李晓宏 辛伐他汀对大鼠急性心肌梗死后内皮祖细胞动员的影响及机制探讨 2008
    目的：内皮祖细胞(EPCs)是一种能直接分化为血管内皮细胞的前体细胞，它参与了缺血组织的血管新生。组织缺血后，缺血组织释放缺血相关因子

，刺激骨髓中EPCs动员，最终归巢至缺血组织，参与缺血组织的修复和血运重建。已发现他汀类药物具有调节循环中EPCs水平的作用，但机制尚不完全

明确。PI3-K/AKT信号转导途径是细胞内重要的信号转导通路，在细胞的凋亡、存活、增殖以及细胞骨架的变化等活动中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功能，已证明

他汀类药物具有激活PI3-K/AKT信号转导通路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是否与他汀对EPcs功能影响有关目前尚不清楚。

    本研究拟通过建立大鼠急性心肌梗死模型，观察辛伐他汀对大鼠急性心肌梗死后EPCs动员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阐明他汀促进EPCs动员的分子机制

，我们观察了辛伐他汀对大鼠急性心肌梗死后血浆VEGF与AKT水平的影响，并且通过建立骨髓来源的EPCs培养模型，观察辛伐他汀在体外对EPCs的AKT、

eNOS表达和VEGF释放的作用，以及PI3-K/AKT信号通路阻断剂对辛伐他汀的这一作用的影响。

    第一部分：辛伐他汀对大鼠急性心梗后EPCs动员的影响

    通过结扎大鼠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建立大鼠急性心肌梗死模型。术后当天将大鼠随机分为辛伐他汀治疗组及对照组，治疗组给予辛伐他汀20

mg/kg，每日灌胃一次，空白对照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在术后0，1，3，5，7，11，15，20天尾静脉采血，检测静脉血中EPCs的水平。本研究中

，我们定义外周血中EPCs为：表达两种大鼠干细胞表面标记即CD34和CDl 3 的细胞群，运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中CD34+及CD133+的EPCs比

例。结果显示：1、术前辛伐他汀干预组与空白对照组大鼠外周血中CD34+及CD133+细胞数量无明显差异(CD34+：1.1 6±0.34％0 vs 1.14±0.4

0％0，P>0.05；CD133+：0.41±0.1 4％o VS 0.37±0.08％0，P>0.05)。2、在空白对照组，心梗术后第一天大鼠外周血中EPCs数量就较术前明显增加

(CD34+：5.1 2±3.1 7％o VS 1.1 6±0.34％o，P<0.05；CD13 3+：1.32±0.27％。vs 0.41±0.1 4％o，P<0.05)；术后第七天EPcs动员达到高峰

(CD34+：3.51±2.70‰，CD133+：1.4±0.99‰)；此后EPCs数量逐渐下降，但术后20天时CD34+及CD133+细胞数量仍明显高于术前(CD34+：1.75±0.5

5％0 vs 1.1 6±0.34％0，P<0.05；CD133+：1.2 3±0.95％。vs 0.41±0.14％o，p<0.05)；提示心肌梗死本身即可诱可骨髓EPCs动员。3、辛伐他汀干

预后外周血中CD34+及CD133+细胞数量明显增加，于术后第三天开始治疗组大鼠外周血中CD34+及CD133+细胞数量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CD34+：4.4

3±1.2 8％0 vs 2.5 2±1.8‰，P<0.05；CD133+：1.49±0.65％0 vs 0.84±0.54％0，P<0.05)；至观察结束(心梗术后20天)时，治疗组大鼠外周血中

CD34+及CD133+细胞数量仍明显高于空白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辛伐他汀能够促进急性心肌梗死后EPCs动员。

    第二部分：辛伐他汀促进EPCs动员的机制探讨

    既往研究显示VEGF是促进骨髓EPCs动员的重要因素，而最近研究证实NO在骨髓EPCs动员过程中也具有重要作用。骨髓eNOS激活后，NO释放增多，促

进骨髓中基质金属蛋白酶(MMP)-9表达增加，活性增强，后者可通过水解骨髓基质细胞表面的膜型kit配体，使其转化为可溶性的kit配体，解除基质细胞

对EPCs的束缚作用，从而促进骨髓EPCs的动员。为了进一步阐明辛伐他汀促进骨髓EPCs动员是否由上述机制介导，我们分别进行了动物心肌梗死模型的

在体研究和骨髓EPCs体外培养研究。在体实验中，通过结扎大鼠冠状动脉左前降支，建立大鼠心梗模型。术后当天将大鼠随机分为辛伐他汀治疗组及对

照组，治疗组给予辛伐他汀20 mg/kg，每日灌胃一次，对照组给予生理盐水灌胃。在术后0，1，3，5，7，11，1 5，2 0天尾静脉采血，通过ELISA方法

检测血浆VEGF及AKT的水平。在细胞培养实验中，我们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收集大鼠骨髓单个核细胞，利用内皮细胞生长条件培养基进行培养，流式细胞

仪鉴定EPCs表型。收集培养的第2-4代EPCs分成两组：辛伐他汀干预组：分别加入不同量的辛伐他汀，使其终浓度依次为0、0.001、0.01、0.1、1 μ

mol/L；辛伐他汀加LY294002干预组：以PI-3K/AKT通路阻断剂LY294002和EPCs孵育1小时后再加入不同量的辛伐他汀。24小时后收集细胞，利用ELISA方

法测定细胞培养液中VEGF浓度以及细胞裂解产物中AKT和eNOS的水平，同时采用Western blot方法检测EPCs的eNOS蛋白表达水平。结果显示：1、动物实

验部分，在空白对照组，心梗术后大鼠外周血中VEGF水平逐渐增高，术后第七天达到高峰(81.0±7.35pg/mL vs 5 7.6±4.2 3 pg/mL，P<0.05)，此后

VEGF水平逐渐下降，但术后2 0天时仍明显高于术前(64.3±7.34 pg/mL vs 5 7.6±4.2 3pg/mL，P<0.05)。与空白对照组比较，辛伐他汀治疗组外周血

中VEGF水平明显增加，于术后第三天开始治疗组大鼠外周血中VEGF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7 3.1 7±6.31 pg/mL VS 5 6.5±3.78 pg/mL，P<0.05)，至观

察结束，治疗组大鼠外周血中VEGF水平仍明显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空白对照组，心梗术后大鼠外周血中AKT水平逐渐增高。与空白对

照组比较，辛伐他汀治疗后大鼠外周血中AKT水平逐渐增高，于术后第三天开始治疗组大鼠外周血中AKT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4 31.5±1 2.1 6 pg/mL vs

39 9.5±1 0.98 pg/mL，P<0.05)，至观察结束，治疗组大鼠外周血中AKT水平仍明显高于对照组(549.3±27.4 pg/mL vs 441.3±11.57

pg/mL，P<0.05)。2、细胞培养部分，辛伐他汀干预后明显增加EPCs的VEGF释放水平，促进EPCs的AKT及eNOS表达，且这一效应随辛伐他汀浓度增加而增

强；PI-3K/AKT通路阻断剂LY294 002能够阻断辛伐他汀对EPCs的VEGF释放、AKT及eNOS表达的上调作用；提示辛伐他汀通过活化PI3-K/AKT通路促进EPCs

eNOS的表达，并增加VEGF的释放。

    结论：

    1、大鼠急性心肌梗死可以诱导骨髓EPCs动员；辛伐他汀能够促进大鼠急性心肌梗死后EPCs的动员，且这一作用可能与辛伐他汀上调心梗后VEGF、

AKT水平有关。

    2、在体外，辛伐他汀能够通过活化PI3-K/AKT通路促进EPCs eNOS的表达，增加VEGF的释放，这一机制可能解释辛伐他汀对心肌梗死后EPCs动员的促

进作用。

6.期刊论文 陈飞兰.张华蓉.徐承平.卞修武.CHEN Feilan.ZHANG Huarong.XU Chengping.BIAN xiuwu 人脐静脉血

内皮祖细胞的分离扩增和生物学特征 -临床心血管病杂志2008,24(2)
    目的:探索人脐静脉血内皮祖细胞的分离和扩增条件,并观测其生物学特性.方法:采集人脐静脉血,应用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其中单个核细胞,流式细

胞术检测CD133+CD34+阳性率;利用差速贴壁法(48 h内贴壁和48 h后贴壁)联合内皮细胞专用培养基EGM-2培养细胞,接种于预先包埋了明胶培养瓶或培养

板,倒置显微镜观察细胞生长形态和形成集落能力,免疫细胞化学法检测其免疫表型,摄取Ac-LDL和连接UEA-1功能,在生长因子培养体系中诱导其向成熟内

皮细胞分化.结果:所获单个核细胞中CD133+CD34+百分比为1.06%;在EGM-2培养体系下可获得2种亚型的内皮祖细胞,即早期内皮祖细胞和晚期增殖性内皮

祖细胞.其中48h后贴壁细胞属于早期内皮祖细胞,增殖能力较弱,免疫荧光检测,显示CD14和CD34KDR胞浆呈阳性表达,Ac-LDL+UEA-1+功能特征;而48 h内贴

壁细胞在10～17 d时可见由单个细胞增殖形成的克隆,呈铺路石样单层排列,增殖力旺盛形成融合状态,形成次集集落;经免疫荧光检测,显示CD133CD34和

CD34KDR细胞质呈阳性表达,Ae-LDL+UEA-1+功能特征,传代后vWF,CD31呈强阳性表达,是晚期增殖性内皮祖细胞.结论:经人脐静脉血可分离培养获得2种亚

型的内皮祖细胞,在特定的培养体系中细胞可由祖细胞表型向成熟内皮细胞分化.

7.学位论文 宋仁刚 利用骨髓内皮祖细胞（EPCs）促缺血皮瓣血管化的实验研究 2008
    整形外科的目标就是修复组织缺损，恢复受损器官部分或完整的功能。皮瓣移植是整形外科常用的组织修复方法之一。但是，由于移植皮瓣对其血

液供应依赖程度较高，皮瓣移植后常常由于缺血而发生坏死，所以其应用也受到一定限制。因此，本论文拟通过分离并培养大鼠骨髓单个核细胞：纤维

连接蛋白富集骨髓来源的EPCs，并优化EPCs的诱导与扩增条件。观察大鼠骨髓来源的EPCs对皮瓣移植后血管化的作用，探索提高移植皮瓣存活面积的方

法。具体内容如下：

    1.大鼠骨髓内皮祖细胞分离培养的实验研究

    首先解决细胞分离培养问题，我们以Wistar大鼠为研究对象，比较成功地在体外分离纯化培养骨髓单个核细胞(ratbonemarrow-

MononuclearCell，rBM-MNCs)，并能进行大量扩增，对rBM-MNCs的生物学特性进行研究。

    方法:Percoll密度梯度离心技术分离纯化培养骨髓中的单个核细胞(rBM-MNCs)，对rBM-MNCs进行细胞RT-PCR检测，然后，再通过纤维连接蛋白

(Fibronectin，FN)粘附分选法分离EPCs。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FN分选前后细胞CD34，CD133，VEGFR-2的阳性细胞所占比例。应用MTT分析法比较分选前

后细胞活力的改变情况。

    结果:结果显示出细胞群内有CD105与CD166mRNA表达。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显示，分选前，CD34，CD133，VEGFR-2阳性细胞含量分别为

1.210±0.222％；1.340±0.397％；2.016±0.445％。分选后，CD34，CD133，VEGFR-2阳性细胞含量分别为

48.484±3.567％；17.729±3.431％；33.776±3.024％。三项指标分选前后均有差异，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MTT分析结果显示分选前后，细胞

MTT吸光度值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联合应用Percoll密度梯度离心以及Fibronectin粘附分选技术，可以获得骨髓来源EPCs，方法有效可靠。

    2.不同浓度TGF-β1对大鼠骨髓内皮祖细胞(EPCs)体外增殖分化的影响

    目的:研究不同浓度TGF-β1对大鼠骨髓内皮祖细胞(EPCs)体外增殖分化的影响。优化EPCs体外培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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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第一章冲洗大鼠骨髓腔，密度梯度离心得到单个核细胞；通过fibronectin包被的培养皿差速分选、富集EPCs，利用流式细胞仪对所富集细胞

进行CD34，CD133，VEGFR-2表型鉴定。将EPCs在含有10-300pg/ml的不同浓度TGF-β1的M199培养基中传代培养扩增，记录细胞扩增数量，并应用流式细

胞仪对不同代次细胞，进行CD34，CD133和VEGFR-2表达检测。

    结果:快速粘附于fibronectin的细胞群中，CD34，CD133，VEGFR-2阳性细胞含量高于未分选细胞，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细胞培养至P3，在

TGF-β1浓度为10pg/ml的实验组，细胞总体扩增数量以及CD34，CD133，VEGFR-2阳性细胞含量，均高于其它浓度TGF-β1的实验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

    结论:培养基中低浓度的TGF-β1能提高大鼠骨髓内皮祖细胞(EPCs)体外扩增数量，而且减慢了EPCs的分化速度。从而使EPCs在临床应用中发挥更高

的治疗效率。

    3.体外诱导大鼠骨髓EPCs成内皮细胞的实验研究

    目的:本实验利用扩增大鼠骨髓EPCs体外诱导成内皮细胞，并对其表型和增殖能力进行检测，以评价骨髓EPCs体外增殖体系的实际效能。

    方法:冲洗Wistar大鼠股骨和胫骨骨髓腔，骨髓细胞悬液通过密度梯度离心得到单核细胞；诱导扩增同第一章，获取第三代阳性率较高细胞按诱导组

和未诱导组分组培养骨髓源内皮祖细胞；P3细胞第三天，诱导组和未诱导组细胞进行细胞免疫荧光检测，分别检测内皮细胞标记VWF、VE-cadherin；流

式细胞仪分别检测新收获的骨髓单核细胞、诱导组细胞(P3)和未诱导组细胞(P3)的内皮细胞标记VE-cadherin、VWF。

    结果:细胞形态观察发现，诱导组细胞由小梭形逐渐成内皮细胞典型的铺路石样结构，未诱导组细胞未见这典型结构；细胞免疫荧光发现，诱导组细

胞有较强的红色或绿色荧光，表示有VE-cadherin、VWF表达，未诱导组未见明显荧光；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二种标记VE-cadherin和VWF在原代接种时比

例均小于总细胞数的50％，经两代培养后，诱导组中阳性细胞量明显升高，均高于80％，而未诱导组阳性细胞率低于诱导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

    结论:第三代骨髓来源内皮祖细胞具有向成熟内皮细胞分化的能力，并且随着诱导时间的延长内皮细胞成熟标志的表达率升高。

    4.诱导骨髓EPCs成内皮细胞的表型变化和体外增殖规律

    目的:第四章实验中检测体外培养的骨髓EPCs在成内皮细胞过程中，细胞表型变化和增殖规律。

    方法:细胞分离、纯化和诱导培养同第一章和第二章；诱导组和未诱导组细胞培养至第七代，观察细胞形态变化；计数原代细胞克隆形成率：原代第

10天从每组细胞中各取三盘计数细胞集落数，求平均值；检测细胞增殖能力：从第1代至第7代计算诱导组和未诱导组细胞增殖倍数；流式细胞仪分别检

测诱导组P3和P5细胞的内皮细胞表型VEGFR-2和VE-cadherin；统计学分析：组间资料进行t检验。

    结果:细胞形态观察可见，诱导组P6后细胞失去典型铺路石样形态，形态逐渐不规则，胞浆边缘不清晰，胞浆内出现暗颗粒。原代培养第10天诱导组

的克隆形成率为6.500±1.871/104cells，原代未诱导组为33.833±4.446/104cells(P<0.05)；细胞增殖率检测显示，计数7代，诱导组和未诱导组细胞

的增殖能力明显随代次增加逐渐下降，第1、3代，含有生长因子诱导组比未诱导组细胞增殖能力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第5、7代诱导组的细

胞增殖能力弱于未诱导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流式细胞仪检测，可见两种内皮细胞标记VEGFR-2和VE-cadherin在第3代与第5代中的阳性率差异

无显著性意义(P>0.05)，说明随诱导代次增加，内皮细胞的阳性率并没有明显升高。

    结论:体外扩增培养至第三代的EPCs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祖细胞表型表达能力上都能够满足移植体内的需要。

    5.研究大鼠骨髓来源的内皮祖细胞(EPCs)对皮瓣移植后血管化的影响

    目的:研究体外扩增诱导大鼠骨髓来源的内皮祖细胞(EPCs)对皮瓣移植后血管化的影响，探索提高移植皮瓣存活面积的方法。

    方法:建立皮瓣缺血的wistar大鼠动物模型。冲洗大鼠骨髓腔，密度梯度离心得到单个核细胞；通过fibronectin包被的培养皿，差速分离快速粘附

的细胞。鉴定细胞CD34，CD133，VEGFR-2表型；体外扩增及诱导方法同第一章和第二章。收集第三代目的细胞局部注射移植到预计皮瓣缺血部位(远端和

左侧边缘区)；一周后对皮瓣进行坏死皮瓣面积观察与血管密度观察。

    结果:皮瓣移植1周后，实验组中，尽管缺少血管供应，但经过注射EPCs后，皮瓣生长良好，坏死区仅限于左侧皮瓣边缘坏死，其它部位皮肤色泽正

常；对照组中，均有左腹侧皮瓣坏死，并表现上肢区坏死宽于下肢区。坏死皮瓣表现为颜色变黑、组织回缩、弹性差、质地变硬。皮瓣内注射EPCs的部

位，结果表明，肉芽组织增厚，新生血管增生明显，新生血管主要出现于肉膜的深层，以毛细血管为主，在对照组中，肉芽组织增生和毛细血管增生没

有实验组明显。皮瓣存活面积以及毛细血管密度高于对照部位，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毛细血管密度比较，移植EPCs部位比单纯注射培养液的对

照组部位血管丰富色泽红润，但比正常部位毛细血管仍显稀少。图象分析软件分析后，正常组血管密度为7.672±0.818％；对照组为

1.024±0.225％；实验组为2.130±0.521％，三者之间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细胞治疗组，术后一周实验组皮瓣坏死面积平均为

14.120±1.137CM2，对照组为18.680±1.965cm2，携带骨髓EPC治疗组皮瓣成活面积高于单纯注射培养液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

    结论:本实验建立了一种高效能的骨髓内皮祖细胞(EPCs)体外扩增体系，而且减慢了EPCs的分化速度。再以VEGF和bFGF为主要诱导因子的诱导体系

，其对骨髓EPCs成内皮细胞的诱导率达70％-90％；证明体外可以获得高阳性率的内皮细胞，通过以上所述说明本实验已基本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骨髓

EPCs分离、纯化、诱导培养和表型检测的方法；内皮祖细胞被诱导后，能分泌促进组织血管分化的VEGF、PDGF等细胞因子。可能有助于血管再生与再通

。随后，我们建立了皮瓣缺血的wistar大鼠动物模型，将体外诱导培养的大鼠骨髓来源的EPCs细胞移植于缺血皮瓣区，结果显著提高了移植皮瓣存活面

积。

    综上所述，通过诱导细胞阳性率和增殖能力的实验比较，可初步认为本实验诱导体系在体外诱导骨髓EPCs成内皮细胞过程中，第三代诱导细胞在内

皮细胞阳性率、内皮细胞绝对数量和增殖能力条件优良，通过细胞移植治疗缺血皮瓣，证实缺血皮瓣经过细胞治疗后，皮瓣存活面积明显提高，不仅差

异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对临床意义深远，值得推广。

8.期刊论文 邵琴.王长谦.范华骅.何奔.姜萌.高跞.聂晓绚.刘嬿.SHAO Qin.WANG Changqian.FAN Huahua.HE Ben.

JIANG Meng.GAO Li.NIE Xiaoxuan.LIU Yan 低氧诱导因子-1α基因体外转染内皮祖细胞的可行性及对其成内皮细

胞活性的影响 -上海医学2006,29(10)
    目的 探讨低氧诱导因子-1α(HIF-1α)基因体外转染入内皮祖细胞(EPCs)的可行性及对其表现型的影响.方法 构建真核表达载体pEGFP-HIF-1α.分

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及脐血CD34+单个核细胞(MNC CD34+).采用电穿孔基因转染,荧光显微镜检测转染效率,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检测HIF-1α的表

达.培养1周后,分为4组:A组:只加入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诱导培养;B组:转染入空质粒pEGFP-C1,并加入VEGF、

bFGF;C组:转染入pEGFP-HIF-1α质粒;D组:未加VEGF、bFGF诱导.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CD31阳性细胞百分率.结果 构建的pEGFP-HIF质粒基因序列与基因库

(U22431,gi:881345)HIF-1α的CDS编码区完全一致.PBMC转染效率达38%,MNC CD34+转染效率达到42%.PBMC培养1周时,A、B、C组间CD31阳性率的差异无显

著性(P值均＞0.05),但均显著高于D组(P值均＜0.05).MNC CD34+培养1周后,A、B、C组间CD31阳性率的差异无显著性(P值均＞0.05).结论 真核表达载体

pEGFP-HIF体外电穿孔转染入PBMC,提示转染HIF-1α能促祖细胞向内皮细胞分化,效果与加入细胞因子诱导相似,其能增加祖细胞增殖活性.

9.学位论文 童中艺 SDF-1a对大鼠骨髓源CD133<'+>/VEGFR-2<'+>/CD34<'+>EPCs增殖、迁移等活性的影响 2007
    目的：本研究用一种杂交瘤皿，根据内皮祖细胞集落形成单位(endothelialprogenitorceilscolony—formingunits，EPCs—CFUs)的形态特征和

EPCs表面特异性标记物分离EPCs。

    方法：取大鼠股骨、胫骨骨髓，将全骨髓接种在聚苯乙烯材料的杂交瘤皿上，培养4—7天后出现干细胞集落单位

(stemceilscolony—formingunits)，在显微镜下将这些集落分别挑选出来后，取单个集落的一部分细胞，免疫荧光鉴定EPCs表面特异性标记物

CD133/VEGFR-2℃D133/VEGFR-2双阳性即为EPCs—CFU。另一部分继续传代增殖，流式细胞术鉴定CD133/VEGFR-2/CD34。并把此方法定义为微孔法。

    结果：全骨髓接种后第4天，显微镜下可见明显的CFUs。免疫荧光鉴定7.33±2.51％(n=5)的CFUs为CD133+/VEGFR-2+EPCs—CFUs，进一步传代培养

，流式细胞术鉴定CD133/VEGFR-2双阳性率为73.28±7.43％，CD34/CD133双阳性率为70.36±10.17％(n=3)。传代细胞可在体外形成血管样结构，并分化

出内皮细胞特异性标记物vWF。

    结论：通过微孔法成功地从大鼠骨髓分离到内皮祖细胞。

    目的：观察基质细胞衍生因子—1a(stromalcell—derivedfactor—1a，SDF—1a)对体外培养的大鼠骨髓源性内皮祖细胞(EPCs)增殖、迁移、黏附、

细胞集落单位生长及血管样结构形成等生物学活性的影响，并初步探讨其作用机制。

    方法：微孔法从大鼠骨髓提取CD133+/VEGFR-2+/CD34+EPCs。不同浓度SDF—1a处理EPCs后，采用MTT、transwell迁移系统、黏附实验、细胞克隆实

验等检测EPCs细胞增殖、迁移、黏附、细胞克隆生长以及血管样结构形成；采用氧化低密度脂蛋白诱导EPCs凋亡，Hoechst33258染色和流式细胞术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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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F—1a对EPCs凋亡率的影响。RT—PCR和Westernblot检测CXCR4mRNA和蛋白表达水平。

    结果：SDF—1a浓度依赖性促进EPCs增殖、迁移和黏附、显著增强EPCs克隆形成和血管样结构形成，对照组与SDF—a各处理组比较差异均具显著性

(n=3，P＜0.05或P＜0.01)。SDF—1a显著降低EPCs凋亡率，使凋亡率由Ox—LDL处理组的22.1±1.80％下降到Ox—LDL与SDF—1a共处理组的

13.37±1.464％(n=3，P＜0．01)。SDF—1a浓度依赖性上调CXCR4mRNA和蛋白表达，其中100μg/LSDF—1a处理组CXCR4蛋白表达量与对照组比较上调

2.6倍。

    结论：SDF—1a促大鼠骨髓源EPCs增殖、迁移、黏附、克隆生长及血管样结构形成，SDF—1a抑制Ox—LDL致EPCs凋亡。其生物学活性改善可能与上调

CXCR4表达有关。

10.期刊论文 许耘红.吴沃栋.陈次滨.Xu Yunhong.Wu Wodong.Chen Cibin 循环EPCs CD34+水平与高血压病患者心

血管危险因素的关系 -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09,7(1)
    目的 探讨能否将循环内皮祖细胞(EPCs)CD34+水平作为评价高血压痛患者心血管危险度的标志.方法 高血压病患者组62例,对照组20例.高血压病患

者采用Framingham心血管危险因素积分分层心血管危险因素,分为低危组18例,中危组14例,高危组17例,极高危组13例.作外周血循环EPCs CD34+水平与

Framingham心血管危险因素积分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各研究组高血压痛患者外周循环EPCsCD34+水平随着其心血管危险程度的增加,逐步下降,各组间比

较有统计学意义(P<0.05).EPCs CD34+水平与Framingham心血管危险因素积分呈负相关关系(r=0.875,P<0.01).结论 高血压病患者循环EPCsCD34+水平下

降与心血管危险因素有显著的相关性.循环EPCs CD34+水平可以作为高血压痛患者心血管危险度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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