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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氢气吸入对严重脓毒症小鼠血清炎性因子
和肠损伤的影响
张红涛 于泳浩 马小叶 杨涛 胡南 王国林

【摘要】 目的 探讨氢气吸入对严重脓毒症小鼠血清炎性因子和肠损伤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方法 按

随机数字表法将 176 只雄性 ICR 小鼠分为 4 组：假手术组、氢气对照组（假手术 + 氢气吸入）、模型组（严重脓

毒症模型）和氢气治疗组（严重脓毒症模型 + 氢气吸入），每组 44 只。采用盲肠结扎穿孔术（CLP）诱导小鼠

严重脓毒症模型；氢气吸入为假手术或制模后 1 h 和 6 h 分别吸入 2% 氢气 1 h。各组取 20 只小鼠观察 7 d 存

活率；剩余小鼠分别于制模后 6、 12、 24、 48 h 心脏取血后各处死 6 只，测定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

白细胞介素（IL-6、IL-10）和高迁移率族蛋白 B1（HMGB1）水平；光镜下观察小肠组织病理学改变并进行评

分，检测肠组织髓过氧化物酶（MPO）和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3（caspase-3）的活性。结果 严重

脓毒症小鼠 7 d 存活率为 0 ；氢气治疗组小鼠 7 d 存活率提升至 60%，与模型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制模后各时间点血清 TNF-α、IL-6、IL-10、HMGB1 含量均明显升高；肠组

织损伤严重，且病理评分较高；肠组织 MPO 和 caspase-3 活性也均明显增高（均 P＜0.05）。与模型组比较，氢

气治疗组血清 TNF-α、IL-6 和 HMGB1 含量明显降低〔TNF-α（ng/L）：6 h ：110.34±9.28 比 440.55±25.78，  
12 h：82.29±8.43 比 448.36±32.54， 24 h：79.68±9.04 比 346.42±22.24， 48 h：80.79±10.06 比 368.94±31.58；
IL-6（ng/L）： 12 h ：58.68±8.55 比 158.28±16.73， 24 h ：46.98±7.58 比 146.74±18.02， 48 h ：38.67±8.22 
比 136.45±15.45 ；HMGB1（μg/L）： 6 h ：15.75±4.32 比 55.56±10.04， 12 h ：32.02±9.33 比 89.65±15.65， 
24 h ：35.87±8.54 比 86.44±20.33， 48 h ：23.85±9.83 比 98.33±18.88，均 P＜0.05〕，血清 IL-10 含量（ng/L） 
于制模后 24 h 和 48 h 明显升高（24 h ：135.44±16.43 比 79.22±12.03， 48 h ：110.92±12.54 比 74.47±11.18，
均 P＜0.05），肠组织损伤减轻，病理评分（分）明显降低（12 h ：1.70±0.06 比 3.23±0.44， 24 h ：2.12±0.31
比 4.51±0.58， 48 h ：2.03±0.42 比 4.27±0.58，均 P＜0.05），肠组织 MPO 和 caspase-3 活性均明显降低〔MPO

（U/g）： 6 h ：13.75±4.21 比 25.56±5.34， 12 h ：14.72±4.22 比 30.53±6.87， 24 h ：11.62±3.14 比 33.58±7.24， 
48 h ：11.33±4.03 比 38.57±8.12 ；caspase-3（荧光强度）： 6 h ：0.37±0.07 比 0.69±0.23， 12 h ：0.42±0.07 比

0.86±0.13， 24 h ：0.53±0.11 比 1.36±0.23， 48 h ：0.50±0.08 比 1.48±0.15，均 P＜0.05〕。结论 氢气吸入能

够降低严重脓毒症小鼠全身炎症反应并减轻由其引起的肠组织损伤，从而改善脓毒症进程，提高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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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hydrogen inhalation on serum levels of 
pro-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intestinal injury in severe septic mice. Methods 176 male ICR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 sham operation group, hydrogen control group ( sham + hydrogen inhalation ), model group  
( severe sepsis model ) and hydrogen treatment group ( severe sepsis model + hydrogen inhalation ), with 44 mice in each 
group. Severe sepsis model was reproduced by cecal ligation and puncture ( CLP ). 2% hydrogen inhalation was given 
for 1 hour at 1 hour and 6 hours after sham or CLP operation. Twenty animals in each group were selected and observed 
for 7-day survival rate. Six animals in each group were selected and sacrificed at 6, 12, 24 and 48 hours after sham or 
CLP, the concentration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 TNF-α), interleukins ( IL-6, IL-10 ) and 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 ( HMGB1 ) in serum were determined, the intestinal histopathological changes and scores were evaluated by 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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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脓毒症是由感染因素诱发、以炎症系统过度激

活为主要病理特征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
是危重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2］，其中多器

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 多器官功能衰竭（MODS/MOF）
是造成严重脓毒症患者死亡的根本原因［3-5］，目前尚

无有效的防治措施。肠道是脓毒症病程早期较易受

损的器官之一，1986 年，Carrico 等［6］提出了“胃肠

道是 MODS 的始动器官”，说明肠屏障功能障碍在

SIRS—脓毒症—MODS 连续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而炎性因子刺激所诱发的肠黏膜屏障破坏以及通

透性改变，与继发的脓毒症及 MODS 关系密切［7-10］。

2007 年 Ohsawa 等［11］在 Nature Medicine 杂志报道低

浓度氢气（＜4%）吸入能通过抗氧化作用改善脑缺

血 / 再灌注损伤；最近的研究发现，氢气不仅具有抗

氧化作用，还具有抗炎作用［12-16］。本研究拟通过观

察严重脓毒症小鼠吸入氢气治疗后血清相关炎性因

子水平和肠组织的病理变化，从全身炎症反应方面

探讨氢气对严重脓毒症小鼠的保护作用及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及分组：6～8 周龄雄性 ICR 小鼠 176
只，体质量 20～25 g，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实验动物中

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SCXK（军）2012-0004。将

小鼠置于清洁环境中分笼饲养，标准饲料喂养，自

由进食水，室温 18～22 ℃，相对湿度 60%～80%，

自然昼夜光线照明，常规饲养观察 1 周后用于实

验。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动物分为假手术组、假手

术 + 氢气吸入组（H2 对照组）、严重脓毒症组（模型

组）和严重脓毒症 + 氢气吸入组（H2 治疗组），每组 
44 只。

1.2 模型制备及处理

1.2.1 严重脓毒症小鼠模型建立：腹腔注射 2% 水

合氯醛 0.44 mg/g 麻醉小鼠，腹部皮肤消毒，沿腹中

线切口，从距离盲肠盲端约 2/3 处结扎盲肠（注意勿

结扎回盲瓣及盲肠系膜血管）。在结扎处与盲肠盲

端的中点处，以 20G 无菌注射器针头贯通穿孔，挤

出约 0.3 mL 肠内容物，将盲肠连同挤出的内容物一

同还纳腹腔，逐层缝合腹壁。假手术组小鼠只进行

相同操作，不进行盲肠结扎和穿孔。各组小鼠术后

经颈部皮下注射生理盐水 50 mL/kg 进行液体复苏。

1.2.2 氢气吸入：参考文献［15］方法，使用 GCH-500
高纯氢气发生器（天津同普分析仪器科技有限公

司）生成氢气。将小鼠放入有进气口和出气口的密

封树脂箱子内，用气体流量计混合氢气和空气后，以

4 L/min 速率从进气口输入箱内，从出气口收集残余

气体。用氢气检测仪（PG210 便携式可燃性气体检

测报警仪，河南英特电器设备有限公司）监测箱内

氢气浓度。两个 H2 治疗组动物于术后 1 h 和 6 h 分

别给予吸入 2% 氢气 1 h，其他组小鼠只置于相同环

microscopy, and the activities of myeloperoxidase ( MPO ) and caspase-3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The 7-day survival 
rate of severe sepsis mice was 0; the 7-day survival rate was increased to 60% in hydrogen treatment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variables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 P < 0.05 ). Compared with sham operation group, the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TNF-α, IL-6, IL-10 and HMGB1 were obviously increased, the intestine were heavily injured 
along with higher histopathological scores, and the intestinal MPO and caspase-3 activities wer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after CLP in model group ( all P < 0.05 ).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the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TNF-α, IL-6 and HMGB1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 TNF-α ( ng/L ): 6 hours: 110.34±9.28 vs. 440.55±25.78, 
12 hours: 82.29±8.43 vs. 448.36±32.54, 24 hours: 79.68±9.04 vs. 346.42±22.24, 48 hours: 80.79±10.06 vs. 
368.94±31.58; IL-6 ( ng/L ): 12 hours: 58.68±8.55 vs. 158.28±16.73, 24 hours: 46.98±7.58 vs. 146.74±18.02,  
48 hours: 38.67±8.22 vs. 136.45±15.45; HMGB1 ( μg/L ): 6 hours: 15.75±4.32 vs. 55.56±10.04, 12 hours: 
32.02±9.33 vs. 89.65±15.65, 24 hours: 35.87±8.54 vs. 86.44±20.33, 48 hours: 23.85±9.83 vs. 98.33±18.88, 
all P < 0.05 ], the serum concentrations of IL-10 ( ng/L ) at 24 hours and 48 hours after CLP were obviously increased  
( 24 hours: 135.44±16.43 vs. 79.22±12.03, 48 hours: 110.92±12.54 vs. 74.47±11.18, both P < 0.05 ), the intestinal 
injury were ameliorated with decreased histopathological scores ( 12 hours: 1.70±0.06 vs. 3.23±0.44, 24 hours: 
2.12±0.31 vs. 4.51±0.58, 48 hours: 2.03±0.42 vs. 4.27±0.58, all P < 0.05 ), and the intestinal MPO and caspase-3 
activitie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 MPO ( U/g ): 6 hours: 13.75±4.21 vs. 25.56±5.34, 12 hours: 14.72±4.22 vs. 
30.53±6.87, 24 hours: 11.62±3.14 vs. 33.58±7.24, 48 hours: 11.33±4.03 vs. 38.57±8.12; caspase-3 ( fluorescence 
intensity ): 6 hours: 0.37±0.07 vs. 0.69±0.23, 12 hours: 0.42±0.07 vs. 0.86±0.13, 24 hours: 0.53±0.11 vs. 
1.36±0.23, 48 hours: 0.50±0.08 vs. 1.48±0.15, all P < 0.05 ] in hydrogen treatment group. Conclusion Hydrogen 
inhalation can down-regulate the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to ameliorate the intestinal injury, and it may improve 
the septic process and increase the survival rate of mice with severe sepsis.

【Key words】 Hydrogen; Sepsis; Intestinal injury; Inflammatory factor; Survival rate; 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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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不吸入氢气。

 本实验经天津医科大学实验动物管理委员会批

准，动物处置过程符合动物伦理学要求。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制模后动物放回笼内标准条

件下饲养。各组取 20 只小鼠，每隔 24 h 计算一次

存活率，连续计算 7 d。观察期间及时移除死亡动物

尸体，以免对饲养环境造成污染。每组剩余 24 只小

鼠分别于制膜后 6、 12、 24、 48 h 各处死 6 只备检。

1.3.1 炎性因子检测：于制模后 6、 12、 24、 48 h 麻

醉动物并经心脏取血 1 mL，分离血清标本。采用酶

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测定肿瘤坏死因子 -α
（TNF-α）、白细胞介素（IL-6、IL-10）和高迁移率

族蛋白 B1（HMGB1）水平。TNF-α、IL-6、IL-10 
ELISA 试剂盒购于北京四正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MGB1 ELISA 试剂盒购于北京方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实验步骤均参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3.2 小肠组织观察指标及检测方法：分别于制模

后 6、 12、 24、 48 h 麻醉小鼠后沿原切口切开腹壁并

充分暴露，在距回盲瓣 2 cm 处取回肠组织备用。

1.3.2.1 光镜下观察小肠组织病理学改变：取部

分回肠组织，用 10% 甲醛溶液固定，石蜡包埋，切

片 5 μm 厚，行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光镜（尼

康 Eclipse E200，日本）下观察组织病理学改变。由 
2 名不了解本实验分组的病理医生按 Chiu 等［17］的

方法进行肠组织损伤评分，以 0～5 分代表不同的损

伤程度。具体评分标准：0 分为正常肠黏膜绒毛结

构；1 分为在肠黏膜绒毛出现上皮下的 Gruenhagen
间隙（通常发生在绒毛的顶端），常常伴随毛细血管

充血；2 分为肠上皮下间隙中度扩张和肠黏膜与固

有层的分离和轻度抬高；3 分为大片肠黏膜上皮抬

高，部分绒毛顶端脱落；4 分为肠绒毛及固有层脱

落，扩张的毛细血管裸露在外；5 分为固有层蜕变或

被消化，出血或溃疡形成。

1.3.2.2 小肠组织髓过氧化物酶（MPO）和天冬氨

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3（caspase-3）活性检测：

取部分回肠组织，用磷酸盐缓冲液（PBS）冲洗掉

所有血液，称重并进行匀浆，4 ℃下离心取上清液。

MPO 活性测定参考文献［18］方法，MPO 活性定义为

在 37 ℃反应体系中每分钟酶解 1 μmol H2O2 的能

力，以 U/g 为单位；caspase-3 活性参照 caspase-3/ 
CPP32 荧光分析试剂盒（美国 Biovision 公司）操作

说明书进行检测，以待测样品孔与空白对照孔的荧

光强度比值表示。

1.4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存活率以百分比表示，采用 Fisher 确切概

率法进行组间比较。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

较采用 LSD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氢气治疗对严重脓毒症小鼠存活率的影响 
（图 1）：严重脓毒症小鼠制模后 3 d 的存活率为

20%，7 d 存活率为 0 ；氢气治疗可明显提高严重脓

毒症小鼠的存活率，7 d 存活率为 60%（P＜0.05）。

注：与假手术组比较，aP＜0.05；与模型组比较，bP＜0.05

图 1 氢气（H2）吸入对严重脓毒症小鼠存活率的影响

2.2 氢气治疗对严重脓毒症小鼠血清炎性因子水

平的影响（表 1）：与假手术组相比，模型组和 H2 治

疗组小鼠在制模后各时间点血清 TNF-α、IL-6、
IL-10 和 HMGB1 含量均明显升高（均 P＜0.05）；

与模型组相比，H2 治疗组制模后各时间点血清

TNF-α、IL-6（6 h 除外）和 HMGB1 含量均明显下

降，而 IL-10 含量在 24 h 和 48 h 明显升高（均 P＜
0.05）；H2 对照组小鼠血清炎性因子水平无明显变

化，且与假手术组无明显差异。

2.3 氢气治疗对严重脓毒症小鼠小肠组织的影响

2.3.1 肠组织损伤评分（表１）：与假手术组比较，

模型组和 H2 治疗组肠损伤评分均明显增高（均 P＜
0.05）；与模型组比较，H2 治疗组 12、 24、 48 h 肠损

伤评分均明显降低（均 P＜0.05）；H2 对照组肠损伤

评分无明显变化，且与假手术组无明显差异。

2.3.2 小肠组织 MPO 和 caspase-3 活性（表 1）：与

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和 H2 治疗组制模后各时间

点小肠组织 MPO 和 caspase-3 活性均明显升高（均

P＜0.05）；与模型组比较，H2 治疗组各时间点小肠

组织 MPO 和 caspase-3 活性明显降低（均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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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光镜下观察各组小鼠小肠组织病理学改变    假手术组和氢气吸入对照组（H2 对照组）制模后各时间点肠组织结构正常，肠

绒毛结构清晰，排列规则，固有层完整，未见毛细血管充血（A1～4，B1～4）。盲肠结扎穿孔术致严重脓毒症模型组制模后 6 h（C1）
肠绒毛轻度变短变粗伴充血，排列尚规则；12 h（C2）肠绒毛明显变短，排列紊乱，毛细血管扩张充血明显，可见上皮下间隙，部分

绒毛顶端脱落；24 h（C3）肠绒毛上皮下间隙明显并伴有肠绒毛和固有层脱落，肠绒毛连续性断裂，毛细血管扩张充血明显，可见

固有层出血；48 h（C4）肠绒毛及固有层大片脱落，肠绒毛排列紊乱并且连续性断裂，固有层蜕变，可见出血和溃疡形成；氢气吸入

治疗严重脓毒症组（H2 治疗组）制模后 6 h（D1）和 12 h（D2）肠绒毛轻度变短，出现轻微上皮下间隙伴轻度充血，排列尚规则； 
24 h（D3）和 48 h（D4）肠绒毛上皮下间隙中度扩张，排列尚规则，可见毛细血管扩张充血，固有层完整 HE 中倍放大

表 1 氢气（H2）治疗对严重脓毒症小鼠各时间点血清炎性因子、小肠组织损伤评分
和肠组织 MPO、caspase-3 活性的影响（x±s）

组别
动物数

（只）

血 TNF-α
（ng/L）

血 IL-6
（ng/L）

血 IL-10
（ng/L）

血 HMGB1
（μg/L）

肠组织损伤

评分（分）

肠 MPO
（U/g）

肠 caspase-3
（荧光强度）

假手术 6 h 组 6 11.48±  2.32 14.38±  3.22 12.44±  2.51 6.38±  1.33 0.25±0.03 3.16±0.23 0.16±0.03
假手术 12 h 组 6 10.78±  1.30 17.73±  3.33 13.77±  3.02 7.78±  1.36 0.33±0.03 3.46±0.43 0.16±0.03
假手术 24 h 组 6 13.48±  2.22 17.84±  3.42 13.44±  3.27 7.48±  1.02 0.35±0.04 3.36±0.25 0.23±0.03
假手术 48 h 组 6 12.34±  2.45 16.35±  3.44 10.37±  2.48 6.34±  0.75 0.55±0.02 3.61±0.34 0.24±0.04
H2 对照 6 h 组 6 10.38±  1.52 14.33±  2.25 13.30±  2.56 7.34±  1.12 0.23±0.03 3.47±0.44 0.16±0.03
H2 对照 12 h 组 6 12.12±  1.66 15.23±  2.64 15.13±  3.46 6.18±  0.67 0.34±0.02 3.43±0.43 0.17±0.03
H2 对照 24 h 组 6 10.38±  1.34 17.88±  3.33 10.82±  2.35 6.83±  0.84 0.33±0.03 3.43±0.38 0.21±0.03
H2 对照 48 h 组 6 14.03±  2.33 18.02±  3.56 12.13±  2.31 6.08±  0.63 0.43±0.03 3.61±0.41 0.24±0.05
模型 6 h 组 6 440.55±25.78a 70.55±10.85a 63.35±11.22a 55.56±10.04a 1.54±0.28a 25.56±5.43a 0.69±0.23a

模型 12 h 组 6 448.36±32.54a 158.28±16.73a 78.33±12.44a 89.65±15.65a 3.23±0.44a 30.53±6.87a 0.86±0.13a

模型 24 h 组 6 346.42±22.24a 146.74±18.02a 79.22±12.03a 86.44±20.33a 4.51±0.58a 33.58±7.42a 1.36±0.23a

模型 48 h 组 6 368.94±31.58a 136.45±15.45a 74.47±11.18a 98.33±18.88a 4.27±0.58a 38.57±8.12a 1.48±0.15a

H2 治疗 6 h 组 6 110.34±  9.28ab 59.42±  9.03a 58.32±11.38a 15.75±  4.32ab 1.16±0.14a 13.75±4.21ab 0.37±0.07ab

H2 治疗 12 h 组 6 82.29±  8.43ab 58.68±  8.55ab 85.24±14.44a 32.02±  9.33ab 1.70±0.06ab 14.72±4.22ab 0.42±0.07ab

H2 治疗 24 h 组 6 79.68±  9.04ab 46.98±  7.58ab 135.44±16.43ab 35.87±  8.54ab 2.12±0.31ab 11.62±3.14ab 0.53±0.11ab

H2 治疗 48 h 组 6 80.79±10.06ab 38.67±  8.22ab 110.92±12.54ab 23.85±  9.83ab 2.03±0.42ab 11.33±4.03ab 0.50±0.08ab

  注：MPO 为髓过氧化物酶，caspase-3 为天冬氨酸特异性半胱氨酸蛋白酶 3，TNF-α为肿瘤坏死因子 -α，IL-6、 IL-10 为白细胞介素 -6/-10，
HMGB1 为高迁移率族蛋白 B1；与假手术组同期比较，aP＜0.05；与模型组同期比较，bP＜0.05

H2 对照组肠组织 MPO 和 caspase-3 活性无明显改

变，且与假手术组无明显差异。

2.3.3 光镜下小肠组织病理学改变（图 2）：假手术

组和 H2 对照组各时间点肠绒毛组织结构清晰，毛

细血管无充血，未见上皮层与固有层的分离（图 2 
A1～4，B1～4）。模型组 6 h 可见肠绒毛轻度变短

伴轻度充血（图 2 C1）；12 h 肠绒毛明显变短，毛细

血管扩张充血明显，大片肠绒毛上皮抬高出现上皮

下间隙，中度扩张（图 2 C2）；24 h 和 48 h 肠绒毛及

固有层大片脱落，扩张的毛细血管裸露在外，固有层

部分出血或溃疡形成（图 2 C3～4）。H2 治疗组较

模型组上述病理改变明显减轻（图 2 D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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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CLP 是诱发脓毒症的经典方法［19］，其不仅可以

通过穿孔处溢出的粪便进入腹腔，造成肠道菌群的

混合感染［20］；同时结扎的盲肠缺血、坏死，释放炎性

因子［21］，诱发脓毒症。本研究采用 CLP 致严重脓毒

症模型小鼠的 7 d 存活率为 0，证明模型制备成功；

吸入氢气治疗能明显提高严重脓毒症小鼠的存活

率，证实氢气吸入对严重脓毒症小鼠有保护作用。

 以往认为，氢气属于生理惰性气体，2007 年，

Nature Medicine 杂志报道低浓度氢气（＜4%）对脑

缺血损伤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其机制与选择性清除

氧自由基有关［8］。由此，氢气逐渐成为生物医学领

域的研究热点，目前发现其可有效治疗 60 余种疾 
病［22］。本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氢气吸入治疗脓

毒症具有浓度和时间依赖性，最佳治疗方案为制模

后 1 h 和 6 h 分别吸入 2% 氢气 1 h［15］，可有效提

高脓毒症小鼠的存活率，主要通过抑制组织氧化

应激和炎症反应以减轻脑、肺、肝、肾等组织器官损 
伤［15-16，23-25］，但未对其与脓毒症时全身炎症反应与

肠组织损伤的关系进行研究。

 脓毒症常指由感染因素诱发、以炎症系统的

过度激活为主要病理特征的 SIRS，SIRS、脓毒症和

MODS 是同一病理过程的不同阶段，炎性因子的调

控参与了脓毒症发病的整个过程［4-5］。早期炎性

因子中，起主要作用的有 TNF-α 和 IL-6 等，具有

促炎作用；而 IL-10 是一种抗炎因子，发挥抑制炎

症反应、拮抗炎性介质的作用，能够下调促炎因子

TNF-α 和 IL-6 的含量［26-27］，并提高脓毒症小鼠的

存活率［27］。HMGB1 为近年发现的一种重要晚期炎

性介质，在脓毒症的发病机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与脓毒症严重程度和预后关系密切［28-31］。本研

究结果显示，严重脓毒症小鼠血清 TNF-α、 IL-6、 
IL-10 和 HMGB1 含量于制模后明显升高；H2 治疗

组脓毒症小鼠血清 TNF-α、IL-6 和 HMGB1 含量

均明显下降，但未达到正常水平，而 IL-10 含量则

进一步升高，并于 24 h 到达高峰，且明显高于模型

组。说明氢气吸入能够提高严重脓毒症小鼠血清

抗炎因子 IL-10 的含量，降低血清 TNF-α、IL-6 和

HMGB1 的含量，从而下调全身炎症反应。

 肠道既是脓毒症发展过程中极易受累的器官，

也是脓毒症病程进展的动力器官［32］，所以肠道功能

保护是治疗脓毒症、改善脓毒症进程的关键。严重

脓毒症小鼠体内释放大量炎性因子，刺激并造成肠

上皮细胞内线粒体等重要细胞器的损伤，线粒体功

能损伤将导致肠上皮细胞凋亡增多，引起肠道损伤，

导致菌群移位，加重 SIRS 甚至引起 MODS［9，33-34］。 
MPO 是一种中性粒细胞特异性酶，其活性可反映

中性粒细胞的聚集程度［25］。MPO 利用 H2O2 和氯

离子产生次氯酸，在杀灭病原微生物的同时形成具

有氧化作用的自由基。在重度感染时 MPO 活性异

常增高，催化反应生成过量的氧化剂，超过局部抗

氧化剂的防御反应时，就会导致氧化应激和组织损

伤。本实验发现严重脓毒症小鼠肠组织 caspase-3
活性明显增高，提示肠上皮细胞大量凋亡，MPO 活

性明显增高且肠组织损伤严重；氢气治疗后肠组织

caspase-3 和 MPO 活性明显降低，肠组织损伤明显

减轻，组织病理学评分虽仍高于假手术组，但明显低

于模型组。因此推测氢气治疗可能通过调控机体炎

性因子的释放、降低全身炎症反应而减少肠上皮细

胞凋亡并减轻肠组织损伤，从而改善脓毒症进程，提

高存活率。

 综上所述，本研究证实氢气吸入能够明显提高

严重脓毒症小鼠的存活率，为其应用于临床脓毒症

患者的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机制可能与降低全

身炎症反应并减轻由其引起的肠组织损伤有关，从

而改善了脓毒症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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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预告 ·
2015 年同济机械通气论坛暨重症呼吸治疗高级培训班

及仿真模拟通气实训班通知
  由同济大学医学院主办，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第十人民医院、肺科医院、同济医院和杨浦医院共同承办的 2015 年同济

机械通气论坛暨重症呼吸治疗高级培训班及仿真模拟通气实训班〔项目负责人：张翔宇，编号：2015-04-11-259（国）〕，将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至 25 日在上海市东方医院南院举行。论坛组委会邀请了来自美国、荷兰和国内著名专家做专题讲座，将再

次围绕“机械通气”和“膈肌功能障碍与困难脱机”这两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展开专题报告和探讨，同时增进本专业同道在国

内与国际的沟通与协作（本学习班获国际呼吸治疗学会 IERS 认证）。

1 会议时间：2015年 7月 24日至 25日。7月 23日 09：00～21：00和 7月 24日 07：30～10：30报到，7月 24日、 25日主题报告， 
       7 月 25 日下午仿真模拟人模拟操作演示，7 月 26 日上午撤离。

2 会议形式：主题报告、专题互动专家讨论、模拟人操作演示等。

3 会议地点：上海市东方医院南院（浦东新区云台路 1800 号）5 楼会议厅。

4 会务费： 800 元 / 人，含餐饮、资料、午餐、茶歇、晚餐、模拟操作演示、IERS 认证证书、国家继续教育Ⅰ类学分 10 分 / 浦东 
      新区Ⅱ类学分 5 分。研究生凭学生证享半价优惠。

5 交通费及住宿费：交通费及住宿费自理。推荐住宿：上海维也纳国际酒店世博店，浦东新区上南路 3039 号（杨思路口）， 
      标间：约 200 元 / 晚 / 人（可提前自行网上预订），如需会务组代订，请于 7 月 1 日前致电组委会联系人。

6 授予学分：全国继续教育Ⅰ类学分 10 分，浦东新区Ⅱ类学分 5 分， IERS Level Ⅱ认证证书。

7 联系人：王老师 18964538985，Email ：wxuebin@163.com ；通信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即墨路 150 号 上海市东方医院本部 
      13 楼东，中心 ICU， 邮编：200120。
8 报名途径：① 网上提前报名，现场收取会务费，登陆：www.oarsis.org（鼓励网上报名，以便于更好地安排与会者的接待，详情 
      请登录 www.oarsis.org 查看）；② 现场报名，现场收取会务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