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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

内皮祖细胞移植对脓毒症大鼠的治疗作用
徐喜媛    杨敬平    那仁格日勒    乌日娜    田红军    宋慧芳    王慧

【摘要】 目的 探讨内皮祖细胞（EPCs）移植在细菌内毒素脂多糖（LPS）所致脓毒症中的治疗作用。 
方法    选择同遗传背景的清洁级雄性 SD 大鼠 60 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大鼠分为对照组、模型组和 EPCs 移植

组 3 组，每组 20 只。尾静脉注射 LPS 5 mg/kg 诱导脓毒症模型，对照组注射等量生理盐水。分离、培养、鉴定

大鼠 EPCs，用绿色荧光蛋白腺病毒转染标记 EPCs。EPCs 移植组于 LPS 注射后 1 h 经尾静脉注入荧光标记的

EPCs 悬液，活体成像仪及冰冻切片检测组织中荧光标记的 EPCs 表达。移植后 7 d 解剖大鼠经腹主动脉采血，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外周血白细胞介素（IL-6、IL-10）水平；取肺、肝及肾组织，检测各组织湿 / 干
质量（W/D）比值，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观察各组织病理学改变，实时反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RT-PCR）
检测各组织 Toll 样受体 4（TLR4）mRNA 表达。结果 流式细胞仪检测培养第 5 代时 EPCs 细胞 CD133、CD34
的双标记阳性率为 99.0% ；将标记绿色荧光蛋白的 EPCs 移植给大鼠后，荧光显示 EPCs 主要集中在大鼠的胸

腹部，血管附近荧光较强。EPCs 移植可显著减轻脓毒症大鼠肺、肝及肾组织炎细胞浸润、细胞损伤。与对照组

比较，模型组外周血 IL-6、 IL-10 水平明显升高，各器官组织 W/D 比值及 TLR4 mRNA 表达也明显升高。EPCs
移植可显著降低模型大鼠外周血 IL-6、 IL-10 水平〔IL-6（μg/L）：2.127±0.118 比 2.664±0.438，IL-10（ng/L）：

24.5±3.9 比 31.5±3.8，均 P＜0.01〕，降低肺、肝及肾组织 W/D 比值（肺组织：4.68±0.24 比 5.48±0.15，肝组织：

3.33±0.11 比 3.94±0.09，肾组织：4.08±0.20 比 4.84±0.21，均 P＜0.01），下调肺、肝及肾组织 TLR4 mRNA 表 
达（×103，肺组织：782±131 比 1 136±126，肝组织：39.1±14.0 比 69.2±8.7，肾组织：52.2±15.2 比 83.5±17.1， 
均 P＜0.01）。结论    EPCs 静脉移植后能成功到达脓毒症大鼠的肺、肝及肾组织，下调促炎因子，使机体恢复促

炎 / 抗炎平衡，显著缓解肺、肝及肾组织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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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 EPCs ) transplantation in rats 
with sepsis induced by endotoxin ( lipopolysaccharides, LPS ). Methods     Sixty clean grade Sprague-Dawley ( SD ) rats 
with genetic background we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and EPCs transplantation group, with 20 rats in each group. The sepsis model was reproduced by intravenous 
delivery of LPS 5 mg/kg. Rats in control group were injected with the same amount of normal saline. EPCs were isolated, 
and cultured and identified were fluorescently labeled with the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 GFP ) adenoviral transfection 
method. The EPC transplantation group was injected with LPS, then a fluorescently labeled EPCs suspension was 
injected via the tail vein 1 hour later. The expression of fluorescent markers of EPCs was detected with both small 
animal in vivo imaging instrument and frozen section. Seven days after transplantation, abdominal aorta blood was 
collected to determine interleukins ( IL-6 and IL-10 ) in peripheral blood with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 ELISA ), and the lung, liver, and kidney tissues were harvested, the wet/dry ratio of the lung ( W/D ) was calculated, and 
hematoxylin and eosin ( HE ) staining was performed to observe, the change in histopathology. Toll-like receptor 4 ( TLR4 )  
mRNA expression in lung, liver, and kidney tissues was determined with real-time reverse transcription-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 RT-PCR ).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 of EPCs cells with double marking of CD133 and CD34 was 
99.0% at the 5th generation of subculture by using flow cytometry. After the transplantation of EPCs labeled with 
the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the appearance of fluorescence indicated that EPCs were mainly localized in the 
chest, and a stronger fluorescence was observed near the blood vessels. EPCs transplantation could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and cell damage in lung, liver, and kidney tissue in septic rats. Comp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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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是感染或创伤引

起机体失控的多种炎性介质及效应细胞共同参与、

自我级联放大的“瀑布样”炎性因子风暴和自我破

坏，感染（有细菌存在或有高度可疑感染灶）引起

的 SIRS 定义为脓毒症（sepsis）［1］。脓毒症发病率

高，病死率与急性心肌梗死（AMI）相似，重症加强

治疗病房（ICU）中其总病死率约 30%～50%，是危

重患者的主要死因［1-2］。脓毒症发病机制不明，微循

环内皮祖细胞（EPCs）活化、损伤与功能障碍可能

是其发病的关键环节之一，通过改善内皮细胞功能

可有效改善患者的预后［3］。目前的研究表明，EPCs
移植可以明显改善内皮细胞功能［4］。本研究拟通过

EPCs 移植，探讨其对脓毒症的治疗作用。

1    资料与方法

1.1    动物选择及分组：选择同遗传背景的清洁级 SD
大鼠，体质量 150～200 g，由内蒙古医科大学动物实

验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京动字 8806R011），实
验过程中对动物的处置遵从动物伦理学标准。健康

雄性近交系 SD 大鼠 60 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对

照组、脓毒症模型组和EPCs移植组3组，每组20只。

1.2    脓毒症模型制备及标本采集：将大鼠固定于

小动物实验台，经尾静脉注射脂多糖（LPS）5 mg/kg 
（美国 Sigma 公司）制备脓毒症动物模型；对照组给

予等量生理盐水。LPS 注射后 7 d 经腹腔注射 10%
水合戊醛麻醉并解剖大鼠，收集肺、肝及肾组织，用

1% 多聚甲醛溶液固定进行常规石蜡切片、苏木素 -
伊红（HE）染色。每个器官的病理切片随机取 5 个

视野，观察组织病理学改变。

1.3    EPCs 移植及疗效观察

1.3.1    EPCs 的分离、培养及鉴定：SD 大鼠颈部脱

臼致死后浸入 75% 乙醇 10 min，置于超净操作台

无菌手术剪去股骨两端骨盖，无菌磷酸盐缓冲液

（PBS）反复冲洗骨髓腔，收集的细胞液经细胞筛过

滤后加相同量大鼠淋巴细胞分离液，离心 20 min ；

取中间白膜层加入 0.01 mol/L PBS 离心 10 min，吸
出 10 μL 用于细胞计数。根据细胞计数来计算加

入 DMEM-F12 完全培养基的量〔含 20% 优质胎牛

血清，青霉素 100 kU/L，链霉素 100 kU/L，表皮生长

因子（E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VEG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将

单个核细胞按 4×106/mL 铺在包被了 0.2% 明胶的 
24 孔培养板上， 5%CO2 培养箱（37 ℃）培养 4 d，
去掉上清中未贴壁细胞， DMEM-F12 完全培养基

继续培养至 7 d。流式细胞仪鉴定细胞表面标志物

CD133、CD34 的表达。

1.3.2    EPCs 荧光标记：将 EPCs 以 1×109/mL 接种

到两个 6 孔板中，1 mL 培养基中直接加入滴度为

1×1013/mL 的腺病毒，2 h 后换液，感染 36 h 观察到

绿色荧光蛋白表达达到高峰时可以使用。尾静脉注

射经过荧光标记的 EPCs 后 1 d 麻醉大鼠，用活体成

像仪检测荧光并照相；倒置荧光显微镜下同步检测

体外培养的腺病毒转染细胞；注射荧光标记的 EPCs
后 1 d 冰冻切片，检测组织中标记的 EPCs 荧光。

1.3.3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中炎性

因子白细胞介素（IL-6、IL-10）水平：移植后 7 d 各

组大鼠解剖后立即用抗凝管经腹主动脉采血，离心

收集上清至干净小离心管（EP 管）中，采用 ELISA
检测 IL-6、IL-10 水平。

1.3.4    器官湿 / 干质量（W/D）比值测定：各组大鼠

解剖采血后立刻取出左下肺、肝及肾组织称湿质量

（W）；置于 60 ℃恒温烤箱中烘干，组织质量恒定后

称干质量（D）；计算器官 W/D 比值。

1.3.5    实时反转录 - 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

测 Toll 样受体 4（TLR4）mRNA 表达：1 mL TRIzol
试剂（大连宝生物有限公司）提取组织总 RNA ；

使用反转录合成 cDNA（大连宝生物有限公司），

with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IL-6 and IL-10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W/D ratio, and TLR4 mRNA in lung, 
liver, and kidney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the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the expressions 
of IL-6 and IL-10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EPCs transplantation [ IL-6 ( μg/L ): 
2.127±0.118 vs. 2.664±0.438, IL-10 ( ng/L ): 24.5±3.9 vs. 31.5±3.8, both P < 0.01 ]. EPCs transplantation 
reduced the W/D ratio of lung, liver and kidney tissues ( lung: 4.68±0.24 vs. 5.48±0.15, liver: 3.33±0.11 vs. 
3.94±0.09, kidney: 4.08±0.20 vs. 4.84±0.21, all P < 0.05 ], and down-regulated the expression of TLR4 mRNA 
( ×103, lung: 782±131 vs. 1 136±126, liver: 39.1±14.0 vs. 69.2±8.7, kidney: 52.2±15.2 vs. 83.5±17.1, 
all P < 0.01 ). Conclusions    EPCs can enter the lung, liver and kidney tissues of the rat successfully after  
transplantation of EPCs via vein. EPCs transplantation can down-regulate pro-inflammatory process, help to recover the  
balance of pro- and anti-inflammatory processes, alleviate the damage to the lung, liver, and kidney tissue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Sepsis;    Inflammatory reaction; Toll-like  
receptor 4; R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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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氏 LightCycler® 480 实时荧光定量 PCR 仪进行 
实时荧光定量 PCR 扩增。TLR4 引物及内参基因 
三磷酸苷油醛脱氢酸（GAPDH）引物由北京六合华 
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合成，TLR4 引物序列：上游 
5'-AGGTTGGCACTCTCACTTCC-3'，下 游 5'-TGTA 
AATGGTGGCAGGGCAG-3'，扩增产物大小 149 bp ； 
GAPDH 引物序列：上游 5'-ATGAACATGGCTGTGC 
CTTTG-3'，下游 5'-AGCACCCCTAACCTTGTGC-3'，
扩增产物大小 149 bp ； PCR 条件：95 ℃ 30 s、 95 ℃ 
5 s， 60 ℃ 20 s， 72 ℃ 30 s，共 50 个循环。每组设 
4 个平行孔，肺、肝、肾组织 TLR4 基因与相应内参基

因 GAPDH 的反应管荧光信号到达设定域值时所经

历的循环数（CT 值）的差值即为标化的 TLR4 基因

表达量。

1.4    统计学分析：所有统计分析由 SPSS 10.0 软件

完成。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两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EPCs 的分离、培养及鉴定

2.1.1    光镜下 EPCs 形态学特征（图 1）：刚分离的

单个核细胞为小圆形（图 1A），锥虫蓝染色，光镜下

计数细胞存活率为 98%。接种 7 d 后可见细胞呈

梭形并贴壁（图 1B）；10 d 后可见梭形贴壁细胞由

细胞团边缘生出，细胞形态转变为短梭形或小杆状

（图 1C）；10～15 d 细胞主要形态为短梭状，细胞变

大并趋于融合；20 d 时细胞融合形成“铺路石”样改

变（图 1D）。

注：PE-Cy7-A 为串联染料藻红蛋白 - 羰花青 7- 面积

图 2    接种第 5 代时内皮祖细胞（EPCs）表面荧光双标记

CD133、CD34 的流式细胞仪荧光强度散点面积图（FITC-A，左）

和前向角散射散点面积图（FSC-A，右）

图 1    光镜下观察 SD 大鼠骨髓分离的内皮祖细胞（EPCs）
形态    A 为梯度离心得到的小圆形单个核细胞，B 为接种 7 d 
细胞出现梭形，C 为接种 10 d 的梭形细胞，D 为接种 20 d 细

胞融合形成“铺路石”样改变    锥虫蓝染色    中倍放大

图 3    经 SD 大鼠尾静脉注射标记绿色荧光蛋白的内皮祖细胞

（EPCs）1 h 后活体成像仪示踪绿色荧光蛋白图    放射显像为红

色；A 为对照组，B 为脂多糖致脓毒症模型组，C 为 EPCs 移植组

2.3    荧光染色冰冻切片检测（图 4）：倒置荧光显微

镜下观察各组织标本荧光表达，肺组织中荧光主要

集中在血管周围，气道周围少量分布；肝组织中荧光

分布均匀，血管附近荧光较强；肾组织中接近血管及

肾小球边缘处荧光较强。

2.1.2 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图 2）：接种第 5 代时

EPCs 表面 CD133、CD34 的双标记阳性率为 99.0%。

2.2    活体成像仪检测 EPCs 移植情况（图 3）：对照

组及模型组因未移植转染腺病毒的 EPCs，故未观察

到荧光标记；EPCs 移植组胸腹部荧光标记明显，证

明 EPCs 移植成功。

图 4    倒置荧光显微镜下观察内皮祖细胞（EPCs）移植后各

组织冰冻荧光切片显示，肺组织中荧光主要集中在血管周围

（A）；肝组织中荧光分布均匀，血管附近荧光较强（B）；肾组

织中血管及肾小球边缘处荧光较强（C）

2.4    EPCs荧光标记（图5）：腺病毒感染EPCs 1 d后，

可以观察到绿色荧光蛋白（GFP）表达，36 h 表达可

达高峰，且 GFP 表达可保持 3 周不减弱；3 周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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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肺、肝及肾组织的 W/D 比值测定（表 1）：模

型组肺、肝及肾组织 W/D 比值均较对照组明显增

高（均 P＜0.01）。EPCs 移植组肺、肝、肾组织 W/D
比值均明显低于模型组（均 P＜0.01）；肺及肾组织

W/D 比值已恢复至对照组水平（均 P＞0.05），但肝

脏 W/D 比值仍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

图 8    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肾组织病理学改变  对照组

（A）肾小球及肾小管结构正常清晰，肾间质结构正常；脂多

糖（LPS）致脓毒症模型组（B）肾小管坏死、扩张，肾小球

管腔闭塞、部分坏死，肾间质水肿、炎细胞浸润；内皮祖细胞

（EPCs）移植组（C）肾小管坏死及肾小球管腔闭塞和坏死明

显减少，肾间质水肿明显减轻 HE    高倍放大

图 6    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肺组织病理学改变  对照组（A）
肺泡结构清晰，肺泡腔正常，肺泡间隔正常；脂多糖（LPS）致

脓毒症模型组（B）肺泡大面积出血、部分坏死，肺泡腔部分

消失，间隔增厚、出血，白细胞浸润；内皮祖细胞（EPCs）移植

组（C）肺泡部分坏死，肺泡腔消失明显减少，肺泡间隔轻度

增厚及白细胞浸润    HE    高倍放大

图 7    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肝组织病理学改变  对照组（A）
肝细胞及肝小叶结构正常清晰，肝索、肝窦结构正常；脂多糖

（LPS）致脓毒症模型组（B）大片肝细胞空泡变性、细胞核固

缩，小叶结构不清，肝索、肝窦结构消失，汇管区炎细胞浸润；

内皮祖细胞（EPCs）移植组（C）肝细胞空泡变性及肝细胞

核固缩明显减少，肝索、肝窦结构大部分恢复，汇管区极少量

炎细胞浸润 HE    高倍放大

观察到 EPCs 开始出现凋亡。同时还观察到，腺病

毒转染率存在浓度依赖性，但高浓度的腺病毒有细

胞毒作用。本实验中发现，腺病毒浓度为 15 μL 时，

转染效率最高、但毒性也最大，凋亡细胞达到 10% ；

而腺病毒浓度为 10 μL 时，转染效率与 15 μL 时无

明显差异，而凋亡细胞未达到 2%，为最适浓度。

2.5.3    肾脏（图 8）：对照组肾小球及肾小管结构正

常清晰，肾间质结构正常；模型组可见局部肾小球坏

死、管腔闭塞，局部肾小管扩大及坏死，大部分肾间

质明显水肿，局部肾组织炎细胞浸润； EPCs 移植组

结构改变较模型组明显减轻，极少见坏死的肾小球、

闭塞的肾小管，肾间质水肿亦明显减轻。

图 5   腺病毒转染第 5 代内皮祖细胞（EPCs）36 h 后的绿

色荧光图    A、D 为 5 μL 的腺病毒转染孔细胞图，B、E 为

10 μL 时的腺病毒转染孔细胞图，C、F 为 15 μL 时的腺病

毒转染孔细胞图；随腺病毒浓毒增加，荧光强度逐渐增加

（A～C），凋亡逐渐增多（D～F）；白色箭头为圆形凋亡细胞

2.5    组织病理学观察

2.5.1    肺脏（图 6）：对照组肺泡结构清晰，肺泡腔

正常，肺泡间隔正常；模型组见肺泡结构明显改变，

表现为大片出血、局部坏死及透明膜形成，肺泡腔局

部消失，可见明显增厚的肺泡间隔有白细胞浸润及

出血；EPCs 移植组肺泡结构改变较模型组明显减

轻，可见轻度充血，无明显大片出血及局部坏死，大

多数肺泡腔恢复正常，可见轻度增厚的肺泡间隔有

少量白细胞浸润。

2.5.2    肝脏（图 7）：对照组肝细胞、肝小叶、肝索和

肝窦细胞形态及结构正常；模型组可见多数肝细胞

空泡变性、核固缩，大部分肝小叶、肝索、肝窦结构消

失或不清晰，汇管区炎细胞浸润；EPCs 移植组可见

少量空泡变性及核固缩的肝细胞，少量结构不清的

肝索、肝窦，极少量存在于汇管区的炎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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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介质，导致炎性因子“风暴”并引起血管内皮细胞

损伤，最终导致机体器官功能障碍［5-6］。TLR4 被认

为是最重要的免疫识别受体之一，主要识别 G- 杆菌

的 LPS、真菌的甘露聚糖、结核分支杆菌的可溶性组

分以及热休克蛋白（HSP）和纤维结合蛋白的内源

性配体，在配体作用下，经多种衔接分子将信号转导

至胞内，激活 NF-κB，介导下游的信号转导，诱导免

疫相关基因的表达，导致前述炎性因子“风暴”［4-6］。

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又可激活炎症反应，进一步扩大

损伤作用［7］。研究发现，肺炎、脓毒症患者外周血中

EPCs 数量显著增加，且与预后呈正相关［8］。EPCs
为能直接分化为血管内皮细胞的前体细胞，不仅参

与了胚胎早期血管形成，而且在成熟个体中参与了

血管新生和血管形成［9］。EPCs 还具有抑制淋巴细

胞增殖、抗原呈递细胞的活化与成熟等免疫调控作

用。研究表明，EPCs 移植到受体后具有一定的免

疫抑制和炎性调节作用［10］。Li 等［4］在 EPCs 移植治

疗 LPS 介导的急性肺损伤（ALI）动物模型研究中

发现，EPCs 不仅参与了血管内皮细胞的修复，在抑

制炎症反应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上研究表明

EPCs 是血管损伤及炎性调节的最佳干细胞之一，可

成为理想的外源性修复种子细胞。

 EPCs 的鉴定包括形态、功能及特异性细胞标

志等方法。EPCs 在细胞形态上的判断标准为近似

于内皮样呈梭形、并具有黏附特性，细胞团以“鹅卵

石”或“铺路石”样生长；采用荧光双染色判断摄取

荆豆凝集素Ⅰ及乙酰化低密度脂蛋白的能力来鉴定

细胞功能，分化的 EPCs 表现为荧光双染色双阳性；

EPCs 的特异性细胞标志为 CD34、CD133 及人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2 基因（KDR）、Ⅷ因子〔血管性

血友病因子（vWF）〕［10］。其中，CD34 存在于血管

内皮细胞、造血祖细胞及造血干细胞表面，为Ⅰ型跨

膜糖蛋白；CD133 存在于细胞表面，具有 5 次跨膜

结构，在骨髓和外周血造血干细胞及 EPCs 表面表

达，具有区分 EPCs 和成熟内皮细胞的能力［11］。本

实验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从大鼠骨髓中成功分离出

骨髓单个核细胞，诱导培养后，经流式细胞仪检测

EPCs 表面 CD133、CD34 双标记阳性率为 99.0%，

表明大鼠骨髓 EPCs 分离培养成功。本研究采用绿

色荧光蛋白腺病毒转染 EPCs，观察到腺病毒标记

的 EPCs 显示强绿色荧光，同时荧光可持续 3 周不

减弱。应用已标记绿色荧光蛋白的 EPCs 进行移植，

荧光成像显示，接种 1 d 后 EPCs 通过血液扩散到大

表 1    EPCs 移植对脓毒症大鼠各器官组织
W/D 比值的影响（x±s）

组别
动物数

（只）

W/D 比值

肺组织 肝组织 肾组织

对照组 20 4.45±0.23 3.14±0.10 3.90±0.21
模型组 20 5.48±0.15a  3.94±0.09a  4.84±0.21a

EPCs 移植组 20 4.68±0.24b   3.33±0.11ab  4.08±0.20b

        注：EPCs为内皮祖细胞，W/D为湿 /干质量比值；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1；与模型组比较，bP ＜ 0.01

表 2    EPCs 移植对脓毒症大鼠血中炎性因子
IL-6 和 IL-10 表达的影响（x±s）

组别
动物数

（只）

IL-6
（μg/L）

IL-10
（ng/L）

IL-6/IL-10
比值

对照组 20 1.494±0.143 18.3±3.1 75.9±14.9
模型组 20  2.664±0.438a  31.5±3.8a 96.6±21.1
EPCs 移植组 20  2.127±0.118b  24.5±3.9b 95.2±22.4

       注：EPCs 为内皮祖细胞，IL-6 和 IL-10 为白细胞介素 -6/-8；
与对照组比较，aP ＜ 0.01；与模型组比较，bP ＜ 0.01

表 3    EPCs 移植对脓毒症大鼠各器官组织
TLR4 mRNA 表达的影响（x±s）

组别
动物数

（只）

TLR4 mRNA（×103）

肺组织 肝组织 肾组织

对照组 20   576±  91 28.1±  7.5 34.9±15.2
模型组 20 1 136±126a  69.2±  8.7a  83.5±17.1a

EPCs 移植组 20    782±131b  39.1±14.0b  52.2±15.2b

        注：EPCs 为内皮祖细胞，TLR4 为 Toll 样受体 4；与对照组比

较，aP ＜ 0.01；与模型组比较，bP ＜ 0.01

2.8    肺、肝及肾组织 TLR4 mRNA 表达（表 3）：模

型组肺、肝、肾组织 TLR4 mRNA 表达均较对照组明

显增高（均 P＜0.01）；EPCs 移植组肺、肝、肾组织

TLR4 mRNA 表达较模型组明显降低（均 P＜0.01），
且恢复至对照组水平（均 P＞0.05）。

2.7    血中 IL-6、IL-10 水平（表 2）：模型组 IL-6、
IL-10 水平均较对照组明显增高（均 P＜0.01）；

EPCs 移植组血中 IL-6、IL-10 水平较模型组显著

降低（均 P＜0.01），且接近对照组水平。3 组间 
IL-6/IL-10 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3    讨    论
 研究表明，脓毒症时侵入细胞壁的革兰阴性

（G-）杆菌 LPS 被先天性免疫系统受体识别，刺激多

种炎性介质释放，发生失控的炎症反应，其中 LPS 与

CD14 和 TLR 结合后通过 TLR 或其他跨膜受体将信

号转入胞核，激活核转录因子 -κB（NF-κB），释放肿

瘤坏死因子 -α（TNF-α）、IL-6 及 IL-10 等大量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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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全身，主要集中在胸腹部。冰冻组织切片观察到

免疫荧光主要分布于肺、肝、肾血管周边及肾小球、

肾右下缘附近，少量表达于气道附近，均匀表达于肝

组织中，说明 EPCs表达于各组织，干细胞移植成功。

 研究发现脓毒症循环中促炎因子 TNF-α、IL-6
持续升高往往提示预后不良［12］，但应用促炎细胞因

子拮抗剂并未显示出良好的疗效，说明脓毒症的发

生发展不完全依赖于炎性因子“风暴”［13］。研究表

明，脓毒症患者还存在免疫功能紊乱即免疫麻痹，表

现为细胞凋亡与免疫无反应性，可能原因为促炎细

胞因子 TNF-α、IL-6 等大量增多，导致抗炎因子如

IL-10 等反应性明显提高，不仅抑制单核细胞的激

活、迁移、黏附和细胞因子的合成释放，还可通过抑

制 NF-κB 活性下调 TNF-α 和 IL-6 的表达，从而

抑制炎症反应，还能直接抑制炎性细胞的增殖，发生

免疫漂移，使宿主处于免疫抑制状态，病原体感染加

重，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12］。

 本研究结果表明：模型组可见肺泡结构表现为

大片出血、局部坏死及透明膜形成，导致肺泡腔局

部消失，明显增厚的肺泡间隔有白细胞浸润及出血；

多数肝细胞变性（空泡样）、核固缩，大部分肝小叶、

肝索、肝窦结构消失或不清晰，汇管区炎细胞浸润；

局部肾小球坏死、管腔闭塞，局部肾小管扩大及坏

死，大部分肾间质明显水肿，局部肾组织炎细胞浸

润；肺、肝及肾 W/D 比值均较对照组明显增高。同

时，模型组外周血 IL-6、IL-10 水平及肺、肝、肾组织

TLR4 mRNA 表达均较对照组明显增高，说明 LPS
引起炎性因子释放明显增加，代表免疫应答反应的

TLR4 高表达，肺、肝及肾组织出现高免疫损伤情况，

而模型组与对照组间 IL-6/IL-10 比值无统计学差

异，表明促炎反应及抗炎反应均明显增加，抑制炎症

反应的明显增强可导致严重的组织器官损伤和继

发的免疫抑制状态，与文献［14］报道结果相似。EPCs
移植组肺、肝、肾组织损伤较模型组明显减轻。同

时， EPCs 移植组外周血 IL-6、 IL-10 水平及肺、肝、

肾组织 TLR4 mRNA 表达均较模型组明显降低，而

IL-6/IL-10 比值与模型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说

明 EPCs 移植能够抑制 LPS 引起的 TLR4 高表达，

使免疫应答反应有所减轻，IL-10 水平恢复正常，使

促炎症反应及抑制炎症反应平衡恢复，减轻了肺、肝

及肾组织损伤，与 Tianhang 等［15］的研究结果相似。

EPCs 移植组肺、肾组织 W/D 比值和 IL-6、IL-10、
IL-6/IL-10 比值以及肺、肝、肾组织 TLR4 mRNA 表

达与对照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说明 EPCs 移植能

够完全抑制 LPS 引起 TLR4、炎症及促炎因子水平

的高表达，但病理损伤没有完全恢复。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表明，EPCs 移植后不仅

能够修复损伤的血管，且通过减少炎性细胞渗出和

黏附减轻了炎症应答，而且具有免疫调控作用，成为

治疗血管炎症及损伤的最佳干细胞之一，是理想的

外源性修复种子细胞，因此，EPCs 移植为成功治疗

脓毒症提供了新思路。但目前仍有一些问题没有解

决，如 EPCs在体外长期培养过程中自发分化和凋亡 
并在移植后数小时内出现大量的供体细胞死亡，限

制了其在临床中的应用；另外，EPCs 在炎症和移植

过程中存在的细胞和分子信号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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