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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症腹腔感染大鼠肠系膜淋巴液成分分析

张艳敏 崔乃强 张淑坤

【摘要】 目的 通过分析重症腹腔感染大鼠肠系膜淋巴液的成分，探讨重症腹腔感染时肠淋巴途径的作

用。方法 将 24 只雄性 Wistar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模型组与假手术组，每组 12 只。采用腹腔注射人工胃

液联合大肠杆菌的方法制备重症腹腔感染模型。收集各组大鼠制模后 4 h 的肠系膜淋巴液，进行白细胞计数及

分类；检测肠淋巴液中内毒素、碱性磷酸酶（AKP）、乳酸脱氢酶（LDH）、肌酸激酶（CK）、谷氨酰胺转移酶（GST）、

蛋白及各细胞因子的浓度。结果 重症腹腔感染大鼠肠淋巴液中中性粒细胞比例较假手术组明显升高

（0.167±0.004 比 0.061±0.006，t＝33.520，P＜0.001），而巨噬细胞（0.009±0.001 比 0.020±0.004，t＝-6.677，

P＜0.001）及淋巴细胞比例（0.824±0.005 比 0.921±0.004，t＝-31.471，P＜0.001）较假手术组明显降低。与假手

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肠淋巴液中内毒素水平（kEU/L：0.346±0.022 比 0.186±0.001，t＝18.103，P＜0.001）、

AKP〔U（金氏）：13.97±5.55 比 3.76±0.18，t＝4.503，P＝0.006〕、LDH（U/L：2 827.45±1 940.32 比 712.68±

14.09，t＝2.670，P＝0.044）、CK（kU/L：2.19±1.21 比 0.70±0.01，t＝3.035，P＝0.029）、GST 活性（kU/L：12.33±

6.53 比 1.36±0.39，t＝4.105，P＝0.009）均明显升高，肠淋巴液中蛋白（g/L：4.40±0.48 比 2.84±0.16，t＝6.882，

P＝0.001）、肿瘤坏死因子 -琢〔TNF-琢（ng/L）：499.39±76.36 比 180.90±70.98，t＝7.483，P＜0.001〕、白细胞介

素 -6〔IL-6（滋g/L）：13.74±0.78 比 -0.07±0.07，t＝52.972，P＝0.001〕、细胞间黏附分子 -1〔ICAM-1（ng/L）：

2 754.19±221.48 比 1 362.85±393.43，t＝6.891，P＜0.001〕、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1〔MCP-1（滋g/L）：28.23±1.77

比 24.87±1.15，t＝3.561，P＝0.007〕及高迁移率族蛋白 B1〔HMGB1（ng/L）：1 392.78±572.42 比 564.17±21.32，

t＝3.543，P＝0.016〕水平均明显升高。结论 肠淋巴途径可能是重症腹腔感染导致远隔器官损伤的早期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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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mponents of mesenteric lymph of the rats with severe
intraperitoneal infection，and inquire into the effect of intestinal lymphatic pathway in severe intraperitoneal infection.
Methods Twenty-four male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namely model group and sham group with 12 rats in each group. The rat model of severe intraperitoneal infection
was reproduced by injecting artificial gastric juice and E.coli intraperitoneally. Mesenteric lymph in both groups was
collected 4 hours after the reproduction of the model，and white blood cells were counted and classified. The levels of
endotoxin，alkaline phosphatase（AKP），lactate dehydrogenase（LDH），creatine kinase（CK），glutamine transferase
（GST），protein and cytokines of mesenteric lymph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sham group，there
was an increase in the neutrophil ratio in mesenteric lymph （0.167±0.004 vs. 0.610±0.006，t＝33.520，P＜0.001），
however the percentage of both macrophages（0.009±0.001 vs. 0.020±0.004，t＝-6.677，P＜0.001）and lymphocytes
（0.824±0.005 vs. 0.921±0.004，t＝-31.471，P＜0.001）was decreased in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sham group，
the levels of endotoxin （kEU/L：0.346±0.022 vs. 0.186±0.001，t＝18.103，P＜0.001），AKP 〔U （king unit）：
13.97±5.55 vs. 3.76±0.18，t＝4.503，P＝0.006〕，LDH （U/L：2 827.45±1 940.32 vs. 712.68±14.09，t＝2.670，
P＝0.044），CK（kU/L：2.19±1.21 vs. 0.70±0.01，t＝3.035，P＝0.029），GST（kU/L：12.33±6.53 vs. 1.36±0.39，
t＝4.105，P＝0.009）were all significantly elevated. The concentration of protein（g/L：4.40±0.48 vs. 2.84±0.16，t＝
6.882，P＝0.001），tumor necrosis factor-琢 〔TNF-琢 （ng/L）：499.39±76.36 vs. 180.90±70.98，t＝7.483，P＜
0.001〕，interleukin-6 〔IL-6 （滋g/L）：13.74±0.78 vs. -0.07±0.07，t＝52.972，P＜0.00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 〔ICAM-1 （ng/L）：2 754.19±221.48 vs. 1 362.85±393.43，t＝6.891，P＜0.001〕and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滋g/L）：28.23±1.77 vs. 24.87±1.15，t＝3.561，P＝0.007〕and 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1〔HMGB-1（ng/L）：1 392.78±572.42 vs. 564.17±21.32，t＝3.543，P＝0.016〕in mesenteric lymph
in mode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sham group. Conclusion Intestinal lymphatic pathway maybe the
early pathway for the production of remote organ injury caused by severe intraperitoneal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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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re 等［1］研究认为，早期未在门静脉血中发现

内毒素或细菌的一个可能解释是内毒素和肠源性炎

症因子早期通过肠淋巴而非门静脉系统进入体循

环，从而激活全身炎症反应。这个概念让我们得到

如下假说：肠源性因子到达全身循环早期可能是通

过肠淋巴途径而非门静脉系统。此假说通过一系列

动物实验研究得到支持［2］，肠淋巴途径可能参与了

疾病的发生与发展［3-4］。Deitch 和 Moore 教授的研究

都是在积极探讨创伤 / 失血性休克（T/HS）淋巴液中

可以解释的生物活性因子。Deitch 研究小组在筛选

T/HS 淋巴液中假设的介质时，首先观察到 T/HS 淋

巴液中内皮细胞毒性因子的相对分子质量大于

100 000；他们在失血性休克大鼠的肠淋巴液中发

现，毒性介质不是一个相对分子质量大于 100 000

的分子，而是一个由小化学物质组成的聚合体，如同

脂肪依附于一个大的载体蛋白，共同形成一个大于

100 000 的复合物［5］。Davidson 等［6］也提出在创伤早

期，肠淋巴液可能具有快速转运各种细胞毒性物质

与炎症介质的作用。现在看来，休克、外伤或脓毒症

引起的肠损伤可以导致肠道成为一个产生细胞因子

的器官［7-9］，并且肠系膜微循环可以作为中性粒细胞

循环的启动床［10］。也就是说，能引起肠黏膜损伤和促

进细菌移位的损害同样能够导致肠道和肠道相关的

淋巴组织产生促进全身炎症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

征（MODS）发展的细胞因子与其他炎症介质 ［11］，进

一步表现为肠屏障的损伤，而转运过程可能并非主

要通过传统概念上的门脉系统，而是通过肠淋巴途

径，即细菌毒素或炎症介质通过肠道淋巴系统进入

胸导管并进入体循环。为了进一步探讨重症腹腔感

染时肠淋巴途径的作用，本研究对重症腹腔感染状

态下肠系膜淋巴液的成分进行了分析。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主要试剂：24 只健康雄性 Wistar

大鼠，购自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研究所

动物实验中心，动物许可证号：SCXK（军）2009-003，

体质量 250～300 g。取 10.5%盐酸 16.4 mL、胃蛋白

酶 10 g，加生理盐水至 1 000 mL，配制成 pH 1.5 的

人工胃液。大肠杆菌菌株来自临床腹膜炎患者，经全

自动微生物分析系统（VITEK-AMS）鉴定为大肠杆

菌（E.Coli）；将大肠杆菌接种于营养琼脂培养基，

37 ℃培养 18 h，生理盐水冲洗菌苔，用比浊法测定

大肠杆菌浓度，配制成 2×109 cfu/mL 的细菌悬浊液。

1.2 动物分组及模型制备：24 只大鼠按随机数字表

法分为模型组和假手术组，每组 12 只。大鼠室温环

境下适应性饲养 1 周，实验前自由进食、饮水。采用

腹腔注射人工胃液联合大肠杆菌的方法制备大鼠重

症腹腔感染模型［12］；假手术组以等量 10% BaSO4 营

养肉汤代替菌液腹腔注射。

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制模后 2 h，各组大鼠分别以

10%水合氯醛 3 mL/kg 腹腔注射麻醉，腹部正中开

腹，钝性分离肠系膜上动脉及肠系膜淋巴管，结扎肠

系膜淋巴管并持续引流 4 h，收集肠淋巴液；将收集

的肠淋巴液于 4 ℃、2 000 r/min（离心半径 6 cm）离

心 10 min，取上清置于 -80 ℃冻存；留取细胞沉淀进

行细胞学分析。制模后 6 h 分别处死大鼠作为实验

终点。

1.3.1 肠淋巴液中细胞成分观察：用 1 mL 生理盐水

重悬细胞沉淀，取 30 滋L 重悬液均匀涂片，进行白细

胞分类计数。

1.３.２ 肠淋巴液中内毒素检测：采用基质偶氮染色

法检测，检测试剂由厦门市鲎试剂实验厂有限公司

生产。

1.3.3 肠淋巴液中碱性磷酸酶（AKP）、乳酸脱氢酶

（LDH）、肌酸激酶（CK）、谷氨酰胺转移酶（GST）测

定：采用比色法测定，按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

工程研究所）说明书进行操作。

1.3.4 肠淋巴液中蛋白及细胞因子检测：采用改良

Lowry 法检测淋巴液中蛋白含量；用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ELISA）检测肿瘤坏死因子 -琢（TNF-琢）、白细

胞介素 -6（IL-6）、细胞间黏附分子 -1（ICAM-1）、单

核细胞趋化蛋白 -1（MCP-1）、高迁移率族蛋白 B1

（HMGB1）浓度。按试剂盒（均购自美国 RayBiotech

公司）说明书进行操作。

1.4 统计学方法：使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计量数

据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最小差异 t 检

验进行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肠淋巴液中白细胞比例（表 1；图 1）：模型组肠

淋巴液中中性粒细胞比例较假手术组明显升高，而

巨噬细胞及淋巴细胞比例则较假手术组明显降低

（均 P＜0.01）。

表
1 重症腹腔感染大鼠肠系膜淋巴液中

白细胞比例（x±s）

组别 动物数（只） 中性粒细胞 巨噬细胞 淋巴细胞

t 值 33.520 -6.677 -31.471
P 值 ＜0.001 ＜0.001 ＜0.001

模型组 12 0.167±0.004 0.009±0.001 0.824±0.005
假手术组 12 0.061±0.006 0.020±0.004 0.92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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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镜下观察重症腹腔感染大鼠肠系膜淋巴液涂片 假手

术组（a）以肠淋巴细胞为主，偶见巨噬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模型

组（b）可见到中性粒细胞数目明显增多 瑞氏 - 姬姆萨复合

染色 中倍放大

2.2 肠淋巴液中内毒素水平（表 2）：模型组肠淋巴

液中内毒素水平明显高于假手术组（P＜0.01）。

2.3 肠淋巴液中酶类指标（表 2）：模型组肠淋巴液

中 AKP、LDH、CK、GST 活性均较假手术组明显升

高（P＜0.05 或 P＜0.01）。

2.4 肠淋巴液中蛋白含量及细胞因子水平（表 3）：

模型组肠淋巴液中蛋白含量及各细胞因子水平均较

假手术组明显升高（P＜0.05 或 P＜0.01）。

3 讨 论

1966 年 Wolochow 等提出了细菌移位的概念，

目前细菌移位定义为肠道细菌及细菌产物穿过肠壁

到达远隔部位的过程 ［13］。有研究认为淋巴系统是最

主要的移位途径［14］。淋巴液作为血液循环的重要辅

助系统，对于物质、能量代谢的运输等具有重要意

义。有研究发现创伤性休克大鼠的淋巴液可使肺泡

通透性增加，损伤内皮细胞，激活中性粒细胞，提

示启动炎症反应的物质可能存在于淋巴液中 ［15-17］。

本实验通过分析重症腹腔感染大鼠肠淋巴液中白细

胞比例、内毒素水平、酶类活性及各细胞因子浓度的

变化，从另一方面证实重症腹腔感染导致远隔器官

损伤的肠淋巴途径。

由于腹膜炎时可造成肠黏膜低灌注状态，使肠

黏膜缺血、缺氧、坏死、脱落，从而导致肠黏膜屏障

功能障碍，肠黏膜机械屏障的破坏为内毒素移位创

造了适宜途径［18］。重症腹腔感染时系统免疫功能亢

进产生过度免疫反应（SIR）及组织细胞的过度炎性

损伤（SII），进一步导致肠黏膜屏障破坏。内毒素移

位进入肠组织及血液后，不能及时被清除，从而侵

入器官［19］，故腹膜炎可使各组织器官中的内毒素含

量增加。本课题组前期以异硫氰酸荧光素 - 脂多糖

（FITC-LPS）为荧光标志物对被检组织进行荧光强

度的检测，结果发现各器官组织的 FITC-LPS 荧光

强度均增加，提示肠黏膜屏障破坏，肠源性内毒素移

位，导致其分布于体内各器官组织中；同时发现肠系

膜淋巴结、肺脏和肝脏组织中内毒素荧光强度均较

高，且肠系膜淋巴结 FITC-LPS 荧光强度最高，提示

重症腹腔感染状态下肠源性内毒素可以经肠淋巴途

径和门静脉途径进入循环，而早期以淋巴途径为主。

本课题组前期的研究显示，内毒素经肠淋巴途径转

移后汇集到胸导管再进入腔静脉，肺脏为首先受累

的器官，故其积聚的内毒素也较多，肺脏 FITC-LPS

荧光强度明显增强，仅次于肠系膜淋巴结；而且循环

中的内毒素经过肝脏解毒，因此肝脏组织中也必然

聚集着大量的内毒素，故 FITC-LPS 荧光强度也会

增强［20］。本实验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检测了肠系膜淋

巴管结扎大鼠肠淋巴液中内毒素水平，模型组较假

手术组明显增高，提示在感染早期肠源性内毒素移

位主要通过肠淋巴途径最先进入肠淋巴管，致使肠

系膜淋巴管中淋巴液内毒素水平明显升高。

TNF-琢、IL-6 是重要的炎症反应因子，重症腹

表
2 重症腹腔感染大鼠肠系膜淋巴液中内毒素及酶类水平（x±s）

注：AKP 为碱性磷酸酶，LDH 为乳酸脱氢酶，CK 为肌酸激酶，GST 为谷氨酰胺转移酶

组别 动物数（只） 内毒素（kEU/L） AKP〔U（金氏）〕 LDH（U/L） CK（kU/L） GST（kU/L）

t 值 18.103 4.503 2.670 3.035 4.105
P 值 ＜0.001 0.006 0.044 0.029 0.009

假手术组 12 0.186±0.001 3.76±0.18 712.68± 14.09 0.70±0.01 1.36±0.39
模型组 12 0.346±0.022 13.97±5.55 2 827.45±1 940.32 2.19±1.21 12.33±6.53

表
3 重症腹腔感染大鼠肠系膜淋巴液中蛋白和各细胞因子含量（x±s）

注：TNF-琢 为肿瘤坏死因子 -琢，IL-6 为白细胞介素 -6，ICAM-1 为细胞间黏附分子 -1，MCP-1 为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1，HMGB1 为高迁移

率族蛋白 B1

组别 动物数（只） 蛋白（g/L） TNF-琢（ng/L） IL-6（滋g/L） ICAM-1（ng/L） MCP-1（滋g/L） HMGB1（ng/L）

t 值 6.882 7.483 52.972 6.891 3.561 3.543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7 0.016

假手术组 12 2.84±0.16 180.90±70.98 -0.07±0.07 1 362.85±393.43 24.87±1.15 564.17± 21.32
模型组 12 4.40±0.48 499.39±76.36 13.74±0.78 2 754.19±221.48 28.23±1.77 1 392.78±572.42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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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感染时这两种细胞因子可由 T 淋巴细胞、巨噬细

胞、自然杀伤细胞（NK 细胞）等大量分泌［21-22］。本研

究结果显示，重症腹腔感染大鼠肠淋巴液中 TNF-琢、

IL-6 浓度较假手术组均明显升高。

炎症反应发生发展的重要步骤是激活的白细胞

大量聚集。细胞黏附分子在白细胞炎性部位浸润过

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中 ICAM-1 作为黏附分子免

疫球蛋白超家族（IGSF）的成员，在促进白细胞与内

皮细胞的黏附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ICAM-1 通过

与其受体的特异性结合，使白细胞、炎性细胞等与内

皮细胞间的黏附作用增强，为白细胞移行创造了条

件［23］。此外，ICAM-l 水平与各种炎症介质水平密切

相关。有研究表明，ICAM-1 的表达可受到 TNF-琢、

IL-1茁、IL-4 及 酌- 干扰素（IFN-酌）的影响 ［24-25］。因

此，ICAM-1 水平监测可以作为评价机体炎症反应

程度以及推测白细胞趋化浸润情况的一个指标。

MCP-1 对单核细胞具有趋化活性，激活单核 /

巨噬细胞，使其胞质内 Ca2＋浓度升高，超氧阴离子

产生和释放，并释放溶菌酶，上调单核 / 巨噬细胞黏

附分子的表达和细胞因子 IL-1、IL-6 的产生［26-28］。

在内毒素血症和脓毒症的研究中发现 HMGB1

被释放到胞外并作为促炎细胞因子［29-31］。研究表明，

巨噬细胞受 TNF-琢 刺激 8 h 后开始分泌 HMGB1，

在 18 h 后达峰值［32］。同时 HMGB1 本身也能刺激其

他促炎因子的释放［33］。例如，受 HMGB1 刺激的巨噬

细胞，其合成 TNF-琢 量增加，且 TNF-琢 mRNA 表达

量也增加。受 HMGB1 刺激的单核细胞可释放

TNF-琢、IL-1琢、IL-1茁、IL-6、IL-8、巨噬细胞炎症

蛋白 -1（MIP-1琢、MIP-1茁）。中性粒细胞受 HMGB1

刺激后，其 TNF-琢、IL-1、IL-8 分泌量增加。大量体

外细胞实验和鼠、人体内实验表明，HMGB1 作为晚

期促炎因子在炎症过程中具有潜在的中心作用，这

使 HMGB1 成为抗炎治疗的新靶向分子［34-35］。本研

究观察到重症腹腔感染大鼠肠淋巴液中 ICAM-1、

MCP-1、HMGB1 浓度均明显升高，说明中性粒细胞

大量浸润，淋巴途径出现一系列炎症反应。

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假手术组肠淋巴液中单核 /

巨噬细胞所占比例较模型组升高，而中性粒细胞数

目较模型组明显降低，说明重症腹腔感染状态下淋

巴途径已出现炎症反应，这与肠淋巴液中检测到的

各种细胞因子水平结果相一致。而重症腹腔感染时

肠淋巴液中具有代表性的酶类，如 AKP、CK、GST、

LDH 活性明显升高，也说明肠淋巴系统在物质代谢

产物的运输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我们考虑肠道细菌、内毒素在重症腹腔感

染过程中进入肠道淋巴系统，导致肠淋巴液中性粒

细胞大量聚集，继而产生大量 TNF-琢、IL-6，并由此

启动一系列炎症反应；同时肠淋巴液中酶类水平也

明显升高。因此我们通过研究重症腹腔感染早期肠

淋巴液中成分的改变，推断肠淋巴途径是重症腹腔

感染导致远隔器官损伤的早期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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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常用的不需要标注中文的缩略语（二）

肠内营养（enteral nutrition，EN）

肠外营养（parenteral nutrition，PN）

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家庭肠外营养（home parenteral nutrition，HPN）

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

（continuous renal replacement therapy，CRRT）

连续性血液净化（continuous blood purification，CBP）

连续性静 - 静脉血液滤过

（continuous veno-venous hemofiltration，CVVH）

脉冲式高容量血液滤过

（pulsed high volume hemofiltration，PHVHF）

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

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

核转录因子 -资B（nuclear factor-资B，NF-资B）

转化生长因子 -茁

（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茁，TGF-茁）

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

C- 反应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

超敏 C- 反应蛋白（high 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hs-CRP）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

细胞间黏附分子 -1

（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ICAM-1）

高迁移率族蛋白 B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B1，HMGB1）

Toll 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TLR）

低氧诱导因子 -1琢（hypoxia-inducible factor-1琢，HIF-1琢）

环氧化酶 -2（cyclooxygenase-2，COX-2）

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

（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 2，ERK）

c-Jun 氨基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

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 actived protein kinase，MAPK）

髓样分化抗原 88（myeloid differential protein-88，MyD88）

病原相关分子模式

（pathogen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PAMP）

白细胞介素 -1 受体相关激酶 1

（interleukin-1 receptor-associated kinase 1，IRAK-1）

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 6

（tumor necrosis factor receptor-associated factor 6，TRAF-6）

肿瘤坏死因子 -α 诱导蛋白 6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induced protein 6，TSG-6）

琢- 黑素细胞刺激素

（琢-melanocyte stimulating hormone，琢-MSH）

线粒体融合蛋白 2（mitochondrial fusion protein 2，Mfn2）

人白细胞 DR 抗原

（human leukocyte antigen-DR，HLA-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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