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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树鼩创伤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阮光萍 1，2，3，姚  翔 1，2，3，刘高米洋 1，2，3，蔡学敏 1，2，3，李自安 1，2，3，庞荣清 1，2，3，王金祥 1，2，3，潘兴华 1，2，3

文题释义：

创伤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指在创伤、感染、休克等急性危重病时发生机体失控的自我持续放大和自我破坏的全身性炎症反应，出现发

热、呼吸急促、心跳加快、体温升高、高代谢状态(高耗氧量、高通气量、高血糖等)、高动力循环(高心排血量和低外周阻力)等症状和体

征。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是指存在于新生儿脐带组织中的一种多功能干细胞，它能分化成许多种组织细胞，具有广阔的临床应用前景。应用灭

活脐带血清培养体系可成功扩增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培养的细胞具有间充质干细胞的基本特性，为建立间充质干细胞库和临床应用提供

了理论依据。

摘要

背景：战创伤防治研究一直是军事医学领域的核心内容，建立可重复的针对战创伤性感染、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休克、多器官衰竭动物

模型及以该动物模型为基础的新型治疗手段具有重大军事及科学意义。

目的：探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创伤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疗效。

方法：50只树鼩中选取40只采用撞击法制作单侧股骨粉碎性骨折模型后静脉注射脂多糖创建创伤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模型，另外10只做

为正常对照组。造模后10 d，选取20只经尾静脉回输GFP标记的树鼩脐带间充质干细胞，18只不回输细胞做为模型对照组。细胞移植后2， 

10 d时，取材检测GFP标记细胞在各组树鼩各脏器内的分布；细胞移植后20 d，取材制备病理切片观察各脏器病变情况，采外周静脉血检

测肝功能、肾功能和心功能各指标变化。

结果与结论：①移植后2，10 d时，各脏器中均观察到GFP阳性细胞分布, 其中移植后2 d时胰腺组织中荧光细胞分布较明显，移植后10 d时
肝脏组织中GFP阳性细胞分布较多；②移植后20 d时，模型对照组各脏器苏木精-伊红染色结果可见细胞坏死，炎症细胞浸润，治疗组接近

正常对照组；治疗组肝功能、肾功能和心功检测结果恢复正常；③结果表明，树鼩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创伤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有一

定的疗效，为现代武器创伤治疗提供了新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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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文章快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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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树鼩创伤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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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根据现代武器致伤特点，针对战伤后医学防护的实际需

要，建立可重复的创伤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树鼩模型及模

型评价体系，从模型评价体系中筛选血液生化、组织病理和

整体诊断指标，建立创伤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树鼩模型的

评价技术规范
[1-5]

。

建立可重复的针对战创伤性感染、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休克、多器官衰竭动物模型及以该动物模型为基础的新型治

疗手段具有重大军事及科学意义。临床大剂量抗生素及炎症

因子拮抗剂的使用，并未有效降低严重创伤的并发症和死亡

率，因此感染并非是创伤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唯一致病

原因
[6-8]

，现在仍然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该实验首选采用

撞击法制作单侧股骨粉碎性骨折模型，然后静脉注射脂多糖

创建创伤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模型，通过尾静脉回输 GFP

标记的树鼩脐带间充质干细胞，评价其疗效和安全性，通过

优化治疗时机、剂量、途径等，建立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创伤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临床治疗技术方案。

1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1.1    设计   细胞及动物实验。

1.2   时间及地点   实验于 2019 年在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二〇医院基础医学实验室完成。

1.3   材料   脂多糖 (L2880-100MG，Lipopolysaccharides from 

Escherichia coli O55:B5，SIGMA 公司 )；肿瘤坏死因子 α、白

细胞介素 6、白细胞介素 10 ELISA 试剂盒 ( 欣博盛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DMEM-F12 培养基、胎牛血清 (BI 公司 )；荧光

显微镜 ( 明美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型号 MF52)。

实验动物：雄性树鼩 50 只，15 周龄，体质量 110-120 g； 

待剖腹产的 3 只树鼩，16 周龄，体质量 120-130 g，均购自

中科院昆明动物所。

1.4   实验方法   

1.4.1   创伤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树鼩模型的制备   40 只树

鼩采用重物撞击法制作单侧股骨粉碎性骨折模型后静脉注

射 0.5 mg 脂多糖创建创伤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模型 ( 模型

组 )。另外取 10 只树鼩做为正常对照组。造模后 9 d 模型组

有 2 只树鼩死亡。

1.4.2   造模后树鼩体温观察和白细胞计数   造模后取模型组

10 只和对照组 10 只树鼩测量体温 6 次 ( 造模前、造模后 1，
4，6，8，10 d)，同时在造模前、造模后 1，4，10 d 采血计

数白细胞变化。

1.4.3   树鼩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培养及标记   收集进行剖腹

产的 3 只树鼩脐带，用生理盐水冲洗、双抗浸泡，先剔除动

静脉，再用小剪刀尽量将脐带剪碎，放入培养瓶中贴壁培养，

添加含体积分数为 20% 胎牛血清的 DMEM-F12 培养基，两

三天可出现贴壁细胞，换液，待细胞长满，可传代培养。用

最佳感染复数 ( 感染复数为 200) 的 GFP 慢病毒转染后，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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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The research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war trauma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content in the field of military medicine. It is of great 
military and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to establish repeatable animal models of war traumatic infection,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hock, multiple 
organ failure and new treatment methods based on the animal model.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icacy of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in the treatment of traumatic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METHODS:  Totally 40 out of 50 tree shrews were used to establish the model of traumatic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by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lipopolysaccharide after unilateral femoral comminuted fracture using the impact method. The other 10 tree shrews were used as normal controls. After the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10 days,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labeled with GFP were transfused through tail vein of 20 tree shrews, and 18 were 
not reinfused as model control group. The distribution of GFP-labeled cells in vivo was measured in each group at 2 and 10 days after GFP-labeled UCMSCs 
injection. At 20 days after cell transplantation, samples were taken to observe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each tissue, and peripheral venous blood samples 
were taken to examine the changes in liver function, renal function and heart function.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GFP-positive cell distribution was observed in all tissues at 2 and 10 days after cell transplanta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GFP-
positive cells in pancreatic tissue was more obvious at 2 days after transplantation, and more GFP-positive cells were found in liver tissue 10 days after 
transplantation. (2) At 20 days after transplantation, hematoxylin eosin staining results showed that cell necrosis and inflammatory cell infiltration were 
observed in each organ of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close to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The results of liver function, renal function 
and heart function in the treatment group returned to normal. (3)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have a certain effect on 
the treatment of traumatic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and this method provides a new technical solution for treatment of modern weapon 
trauma.
Key words: stem cells;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model; tree shrew; transplantation; curative effect;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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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浓度的嘌呤霉素筛选，换液 3 次后获得稳定转染 GFP 慢

病毒的细胞株，荧光显微镜下拍照观察。

1.4.4   树鼩分组及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造模后 10 d 取 20

只树鼩做为治疗组，尾静脉回输 GFP 标记的脐带间充质干细

胞悬液 100 μL(1×106
个细胞 )，18 只树鼩不回输细胞做为模

型对照组。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2，10 d 时，治疗组和模

型对照组各取 3 只树鼩，取肠、肺、肝、脾、肾、心、胰腺

组织，制备冰冻切片，观察 GFP 阳性细胞在上述组织中的分

布。在治疗 20 d 时，模型对照组、正常对照组、治疗组各

取 3 只树鼩，取肠、肺、肝、脾、肾、心、胰腺组织，制备

病理切片，苏木精 - 伊红染色观察组织学变化，肾组织进行

PAS染色和Masson染色，以正常对照组病理切片为正常对照。

1.5   主要观察指标   

1.5.1   ELISA 法检测各组树鼩外周血炎症因子水平   在治疗前、

治疗后 1，3，10 d，模型对照组、正常对照组、治疗组采集

3 只树鼩股静脉血，ELISA 法检测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 α、

白细胞介素 6、白细胞介素 10 水平。

1.5.2   各组树鼩肝、肾和心功能检测   细胞治疗后 20 d，模

型对照组、正常对照组、治疗组采集 3 只树鼩股静脉血，检

测肝、肾和心功能。肾功能指标包括尿素、肌酐，肝功能指

标包括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心功能指标包括肌酸激酶、

磷酸肌酸激酶同工酶。

1.6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采用 x-±s 表示，组间对比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两两对比采用 SNK 方法。通过 SPSS 17.0 统计

软件处理，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Results 
2.1   树鼩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形态和 GFP 标记效果   培养的

树鼩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呈纤维状贴壁生长，均匀分布，见图

1A；GFP 标记后可见细胞发出黄绿色荧光，见图 1B。树鼩脐

带间充质干细胞的鉴定参考已发表的文献
[9]
。

2.2   造模后树鼩体温观察   造模后 1 d 树鼩体温开始升高，

到造模后 10 d 体温最高达 41.3 ℃，见图 2。

2.3   造模后树鼩白细胞计数   造模后 1 d 树鼩白细胞计数开

始升高，到造模后 4 d 白细胞计数最高达 8.91×109 L-1
，见表 1。

树鼩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培养及鉴定

细胞来源： 树鼩脐带

原代培养方法： 组织块贴壁法

基础培养基： DMEM-F12 培养基

添加材料： 体积分数为 10% 胎牛血清

原代培养时间： 原代细胞培养 3 d 换液，之后每 3 d 换液 1 次，培养 10 d 开始

传代

细胞传代： 细胞融合至 80% 用 0.25% 胰酶消化传至下 1 代，按 1 ∶ 2 比例

传代，约 5 d 传 1 代，共传 3 代

细胞鉴定： 采用流式细胞术、成骨、成脂诱导分化鉴定

伦理学批准： 该实验经过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〇医院动物实验伦理委

员会批准

表 1 ｜造模后树鼩白细胞计数                    (x-±s，n=10，×109 L-1)
Table 1 ｜ Tree shrew leukocyte count after modeling

组别 造模前 造模后 1 d 造模后 4 d 造模后 10 d

模型组 3.85±1.00 8.04±1.60a 8.91±1.70a 8.27±1.80a

对照组 3.26±1.10 3.06±1.20 3.01±1.30 3.85±1.20

表注：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

2.4   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在树鼩各脏器分布   树鼩输注细胞后

2 d，各脏器进行冰冻切片，用 DAPI 染核，为蓝色荧光，而

输入体内的细胞自带绿色荧光，可观察到绿色荧光细胞分布。

结果可见胰腺组织中荧光细胞分布较明显，其他各组织中均

有少量荧光细胞分布，见图 3。树鼩输注细胞后 10 d，肝脏

组织中荧光细胞分布较明显，其他各组织中均有一定量荧光

细胞分布，见图 4。模型对照组树鼩各组织中未见荧光细胞

分布，见图 5。

2.5   模型对照组、治疗组、正常对照组各脏器苏木精 - 伊红

染色结果   ①心脏组织苏木精 - 伊红染色结果：模型对照组

可见较多心肌纤维水肿，胞质疏松淡染 ( 黑色箭头 )，治疗

组恢复到接近正常对照组，见图 6。②肝脏组织苏木精 - 伊

红染色结果：模型对照组局部可见较多肝细胞水肿，胞质疏

松淡染 ( 黑色箭头 )，少量肝细胞水肿至气球样变性，细胞

肿胀，核居中，胞质空泡化 ( 黄色箭头 )；局部汇管区胆管

周围可见少量淋巴细胞浸润 ( 红色箭头 )。治疗组恢复到接

近正常对照组，见图 7。③脾脏组织苏木精 -伊红染色结果：

模型对照组脾小结中多见淋巴细胞点状坏死，核固缩深染或

碎裂 ( 黑色箭头 )；红髓中可见少量髓外造血灶 ( 黄色箭头 )。

治疗组恢复到接近正常对照组，见图 8。④肺脏组织苏木精 -

伊红染色结果：模型对照组可见大量肺泡壁增厚，并伴有大

量淋巴细胞与中性粒细胞浸润 ( 黑色箭头 )；局部可见较多

肺泡壁上皮细胞坏死，核碎裂 ( 黄色箭头 )。治疗组恢复到

接近正常对照组，见图 9。⑤肾脏组织苏木精 -伊红染色结果：

模型对照组多见肾小球基质少量增多 ( 黑色箭头 )；肾皮质

局部可见肾小管扩张；肾髓质局部可见较多淋巴细胞灶性浸

润 ( 黄色箭头 )。治疗组恢复到接近正常对照组，见图 10。

⑥肠道组织苏木精 - 伊红染色结果：模型对照组可见个别腺

体细胞点状坏死 ( 黑色箭头 )，胞质空泡化，胞核固缩；固

有层可见散在的中性粒细胞 ( 蓝色箭头 )。治疗组恢复到接

近正常对照组，见图 11。⑦胰腺组织苏木精 -伊红染色结果：

模型对照组个别胰岛细胞胞核固缩 ( 蓝色箭头 )，染色加深。

治疗组恢复到接近正常对照组，见图 12。
2.6   模型对照组、治疗组、正常对照组肾脏 PAS 染色和 

Masson 染色结果   肾脏 PAS 染色：模型对照组多见肾小球基

底膜增厚 ( 黑色箭头 )，治疗组肾小球基底膜未见明显增厚。

肾脏 Masson 染色：模型对照组多见胶原纤维少量增生 ( 黑

色箭头 )，治疗组未见胶原纤维增生。治疗组恢复到接近正

常对照组，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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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中 A 为光镜下树鼩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呈纤维状贴壁生长；B 为

GFP 标记的树鼩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发出黄绿色荧光 

图 1 ｜树鼩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的形态和 GFP 标记效果 (×100)
Figure 1 ｜ Morphology and GFP labeling of tree shrew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100)

图注：与对照组比较，
aP < 

0.05(n=10)
图 2 ｜造模后树鼩体温观

察

Figure 2 ｜ Observation of 
body temperature in tree 
shrews after modeling

BA DC

FE G

图 3 ｜输注 GFP 标记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后第 2 天树鼩各脏器中荧光细胞分布 (×200)
Figure 3 ｜ Distribution of fluorescent cells in various organs of tree shrews at 2 days after infusion of GFP-labeled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200)

图注：图中 A-G 分别为肠组织、肺组织、肝

组织、脾组织、肾组织、心脏组织、胰腺组

织中荧光细胞分布。由图可见胰腺组织中荧

光细胞分布较明显

BA DC

FE G

图 4 ｜输注 GFP 标记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后第 10 天树鼩各脏器中荧光细胞分布 (×200)
Figure 4 ｜ Distribution of fluorescent cells in various organs of tree shrews at 10 days after infusion of GFP-labeled umbilical cord mesenchymal stem 
cells (×200)

图注：图中 A-G 分别为肠组织、肺组织、肝

组织、脾组织、肾组织、心脏组织、胰腺组

织中荧光细胞分布。由图可见肝脏组织中荧

光细胞分布较明显

BA DC

FE G
图注：图中A-G分别为肠组织、肺组织、肝组织、脾组织、

肾组织、心脏组织、胰腺组织中均未见荧光细胞分布

图 5 ｜模型对照组树鼩各脏器荧光细胞分布 (×200)
Figure 5 ｜ Distribution of fluorescent cells in various 
organs of tree shrews in model control group (×200)

BA C 图注：图中 A 为模型对照组，可见较多心肌纤维水肿，胞质疏

松淡染 ( 黑色箭头 )；B 为治疗组，间质未见明显异常，未见明

显炎症；C 为正常对照组，组织染色均匀，心肌纤维形态结构正

常、排列规则、分界清晰，间质未见明显异常，未见明显炎症

图 6 ｜各组树鼩心脏组织苏木精 -伊红染色结果 (×200)
Figure 6 ｜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results of heart tissue of 
tree shrews of each group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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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DC

图注：图中 A，B 为模型对照组，局部可见较多肝细胞水肿，胞质疏松

淡染 ( 黑色箭头 )，少量肝细胞水肿至气球样变性，细胞肿胀，核居中，

胞质空泡化 (黄色箭头 )；局部汇管区胆管周围可见少量淋巴细胞浸润 (红
色箭头 )；C为治疗组，肝小叶结构清晰，肝索排列整齐；D为正常对照组，

肝小叶结构清晰，肝索排列整齐，肝细胞胞质丰富、形态结构正常，肝

窦未见明显扩张或挤压，未见明显炎症

图 7 ｜各组树鼩肝脏组织苏木精 -伊红染色结果 (×200)
Figure 7 ｜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results of liver tissue of tree shrews 
of each group (×200)

BA

DC

图注：图中 A，B 为模型对照组，红髓白髓分界清晰，脾小结中多见淋

巴细胞点状坏死，核固缩深染或碎裂 ( 黑色箭头 )；红髓中可见少量髓

外造血灶 ( 黄色箭头 )；C 为治疗组，恢复正常；D 为正常对照组，红髓

中未见明显异常

图 8 ｜各组树鼩脾脏组织苏木精 -伊红染色结果 (×200)
Figure 8 ｜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results of spleen tissue of tree 
shrews of each group (×200)

图注：图中 A，B 为模型对照组，可见大量肺泡壁增厚，并伴有大量淋

巴细胞与中性粒细胞浸润 ( 黑色箭头 )；局部可见较多肺泡壁上皮细胞

坏死，核碎裂 ( 黄色箭头 )；C 为治疗组，未见明显异常；D 为正常对照

组，未见明显异常

图 9 ｜各组树鼩肺脏组织苏木精 -伊红染色结果 (×200)
Figure 9 ｜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results of lung tissue of tree shrews 
of each group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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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中 A，B 为模型对照组，多见肾小球基质少量增多 ( 黑色箭头 )；
肾皮质局部可见肾小管扩张；肾髓质局部可见较多淋巴细胞灶性浸润 ( 黄
色箭头 )；C 为治疗组，组织染色均匀，肾皮质髓质分界清晰，肾小球形

态结构正常，肾小管上皮细胞排列紧密；D 为正常对照组，未见明显异常

图 10 ｜各组树鼩肾脏组织苏木精 -伊红染色结果 (×200)
Figure 10 ｜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results of kidney tissue of tree 
shrews of each group (×200)

图注：图中A，B为模型对照组，可见个别腺体细胞点状坏死 (黑色箭头 )，
胞质空泡化，胞核固缩；固有层可见散在的中性粒细胞 ( 蓝色箭头 )；C
为治疗组，组织黏膜上皮完整，未见明显坏死和脱落；腺体数量丰富，

可见大量杯状细胞，形态结构未见明显异常；未见明显炎性细胞浸润；

D 为正常对照组，未见明显异常

图 11 ｜各组树鼩肠道组织苏木精 -伊红染色结果 (×200)
Figure 11 ｜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results of intestinal tissue of tree 
shrews of each group (×200)

图注：图中A，B为模型对照组，可见个别胰岛细胞胞核固缩 (蓝色箭头 )，
染色加深；C 为治疗组，可见较多胰岛，其形态结构未见明显异常；胰

腺外分泌腺腺泡形态结构未见明显异常；未见明显炎性细胞浸润；D 为

正常对照组，未见明显异常

图 12 ｜各组树鼩胰腺组织苏木精 -伊红染色结果 (×200)
Figure 12 ｜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results of pancreatic tissue of tree 
shrews of each group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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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模型对照组、正常对照组、治疗组炎症因子水平   与正

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肿瘤坏死因子 α 水平显著增加，

经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后 3 d，肿瘤坏死因子 α 水平显著

下降；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白细胞介素 6 水平显

著增加，经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后 10 d，白细胞介素 6 水

平显著下降；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白细胞介素 10

水平显著降低，经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后 10 d，白细胞介

素 6 水平显著升高，见图 14。

2.8   模型对照组、正常对照组、治疗组肝功能、肾功能和心

功能检测结果   肾功能检测结果：模型对照组尿素、肌酐水

平明显升高，经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后明显降低，见图

15A。肝功能检测结果：模型对照组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

酶水平明显升高，经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后明显降低，见

图 15B。心功能检测结果：模型对照组肌酸激酶、磷酸肌酸

激酶同工酶水平明显升高，经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后明显

降低，见图 15C。

3   讨论   Discussion
“伤”是导致部队减员、部队战斗力削弱的重要原因，

因而战创伤防治研究一直是军事医学领域的核心内容，备受

各国军队重视
[10]
。与其他战伤相比，城市战伤的特点是伤员

量大，伤型、伤类复杂，爆震伤、挤压伤、多发伤、烧伤等

明显增多
[11-12]

。

现代局部战争中，各种爆炸性武器爆炸威力大、弹片多、

可扇形或立体投射、杀伤面积大、攻击目标准确
[3]
。现代武

器杀伤作用具有高速度、高效率、高烈度、软杀伤 (三高一软 )

的特点，这些特点会造成严重的伤情后果，主要表现为重伤

员多、多发伤多、烧伤复合伤多、心理障碍与生理失衡多，

导致减员率高、休克率高、手术率高 ( 四多三高 )，致使现

代战伤伤势呈现复杂化，给救护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13-14]

。在

各种战伤中，由高速小质量武器所致的火器伤是现代局部战

争中所占比率最高的战创伤，其伤情特点表现为：组织损伤

广泛而严重，多处伤和多发伤增多，伤道复杂，感染严重
[15-16]

。

在重要脏器伴发损伤的研究中发现，高速钢珠颌面部致伤后，

动物心、肺等重要脏器出现小范围点片状出血点，若伤后发

生感染、休克等严重情况，可能成为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或多器官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发生、发展的

条件和病理基础
[17-20]

。这一系列的战创伤后综合征是导致部

队残死率高的重要原因，快速有效的控制和治疗战创伤后综

合征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因此，建立可重复的针对战创伤

性感染、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休克、多器官衰竭动物模型

及以该动物模型为基础的新型治疗手段具有重大军事及科学

意义。利用树鼩建立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模型有以下优势：

树鼩是非人灵长类替代动物而且资源丰富、成本较低、与人

类亲缘关系较近等，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树鼩

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模型目前国内外鲜有报道。

该实验采用撞击法制作单侧股骨粉碎性骨折后静脉注射

脂多糖创建创伤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树鼩模型，然后利用

GFP 标记的树鼩脐带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为今后的临床

转化与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对于脏器局部注射，静脉

输注细胞这种方式操作方便、损伤小、无痛苦，不需特殊技

术即可完成。在移植后 2 d 和 10 d，荧光显微镜观察各组织

中均有 GFP 标记细胞，其中在移植后 2 d 胰腺组织中荧光细

胞分布较明显，说明细胞到达炎症组织，发挥抗炎症反应的

作用，在移植后 10 d 肝脏组织中 GFP 阳性细胞分布较多，说

明肝脏要处理大量外来细胞；而未移植细胞的模型对照组各

脏器组织中未见荧光细胞分布。在细胞治疗后 20 d，树鼩各

脏器苏木精 - 伊红染色结果表明，模型对照组各组织有一定

程度的病变，而治疗组恢复到接近正常对照组。此外，模型

对照组肾脏 PAS 染色多见肾小球基底膜增厚，治疗组未见明

显增厚，恢复到接近正常对照组。模型对照组肾脏 Masson 

染色多见胶原纤维少量增生，治疗组未见胶原纤维增生，恢

复到接近正常对照组。

苏木精 -伊红染色结果证实，树鼩创伤性全身炎症反应

综合征模型建立成功，经树鼩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治疗后，治

疗组各指标趋向好转，说明树鼩脐带间充质干细胞有治疗创

伤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作用，细胞移植后 10 d，大部分

细胞分布于肝脏，其他脏器组织也有一定分布，在组织中发

挥疗效，使损伤得到恢复。治疗后 1，3，10 d，治疗组外周

血肿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6 水平降低，表明脐带间充

质干细胞有减轻炎症、调节免疫的作用，这可能是治疗树鼩

创伤性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的机制。治疗组外周血白细胞介

素 10 水平升高，白细胞介素 10 是一种抗炎性细胞因子，在

控制炎症和防止肠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治疗

组肝、肾和心功能明显好转。这些结果均表明树鼩脐带间充

质干细胞治疗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是有效的，但树鼩的实验

结果与人体还有一定差别，今后需要深入研究，才能推广到

现代军事医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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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注：图中 A 为模型对照组肾脏 PAS 染色，多见肾小球基底膜增厚 ( 黑色箭头 )；B 为治疗组肾脏 PAS 染色，肾小球基底膜未见明显增厚；C 为正

常对照组肾脏 PAS 染色，肾小球基底膜未见明显增厚；D 为模型对照组肾脏 Masson 染色，组织中多见胶原纤维少量增生 ( 黑色箭头 )；E 为治疗组

肾脏 Masson 染色，未见胶原纤维增生；F 为正常对照组肾脏 Masson 染色，未见胶原纤维增生

图 13 ｜各组树鼩肾脏组织 PAS 染色和 Masson 染色 (×200)
Figure 13 ｜ PAS and Masson staining of kidney tissue of tree shrews of each group (×200)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α
水
平

(n
g/

L)

a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白
细
胞
介
素

6
水
平

(n
g/

L)

治疗前            治疗后 1 d     治疗后 3 d     治疗后 10 d 治疗前      治疗后 1 d   治疗后 3 d   治疗后 10 d 治疗前      治疗后 1 d   治疗后 3 d   治疗后 10 d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白
细
胞
介
素

10
水
平

(n
g/

L)

正常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治疗组

正常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治疗组

a

a

正常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治疗组

a
正常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治疗组

正常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治疗组

正常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治疗组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尿素 (mmol/L) 肌酐 (μmol/L)

200
180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谷丙转氨酶 (U/L) 谷草转氨酶 (U/L)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肌酸激酶 (U/L) 磷酸肌酸激酶同工酶 (U/L)

a

a a a

a

A B C

图注：与正常对照组相比，
aP < 0.01

图 14 ｜ ELISA 法检测各组树鼩外周血炎症因子水平

Figure 14 ｜ ELISA for the level of peripheral blood inflammatory factor level in tree shrews of each group

图注：图中 A 为肾功能指标比较；B 为肝功能指标比较；C 为心功能指标比较。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aP < 0.01

图 15 ｜各组树鼩肝、肾、心功能检测结果

Figure 15 ｜ Liver, renal and heart functions of tree shrews in each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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