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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富氢水对创伤性脑损伤（ＴＢＩ）大鼠创伤周围脑组织ＣＤ３４表达及新血管生成的影
响。方法将５４只健康雄性ｓＤ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Ｓｈａｍ）组、创伤组（ＴＢＩ组）及创伤＋富氢
水组（ＴＢＩ＋ＨＷ组）３组，每组再按伤后不同时间点分为１、３、７ ｄ ３个亚组，每个亚组６只。采用改良Ｆｅｅｎｃｙ自
由落体撞击法制作脑外伤模型；Ｓｈａｍ组开颅窗后不给予颅脑撞击。ＴＢＩ＋ＨＷ组于制模后立即腹腔注射富氢水
５

ｍＬ／ｋｇ，之后每日腹腔注射１次，直至处死；Ｓｈａｍ组和ＴＢＩ组均给予等量生理盐水。于伤后相应时间点进行
神经损伤评分（ＮＳＳ）；断头处死大鼠，取创伤边缘３ ｍｍ内脑组织，苏木素一伊红（ＨＥ）染色后光镜下观察创伤
周围脑组织病理学改变；采用免疫组化法观察ＣＤ３４＋细胞表达，以反映创伤周围脑组织新生毛细血管芽增生
情况；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创伤周围脑组织ＣＤ３４蛋白表达。结果Ｓｈａｍ组各时间点
ＮＳＳ评分均为０；ＴＢＩ组和ＴＢＩ＋ＨＷ组大鼠伤后ＮＳＳ评分随时间延长逐渐降低，以ＴＢＩ＋ＨＷ组降低更为显著，３
７

ｄ、

ｄＮＳＳ评分均显著低于ＴＢＩ组（分：３ ｄ为８．６７－４－０．５２比１１．５６±１．９４，７ ｄ为７．３３±０．５２比８．１７±０．９８，均Ｐ＜０．０５

ｏ

光镜下显示，Ｓｈａｍ组大鼠脑组织形态正常；ＴＢＩ组伤后脑组织出血、坏死明显，创伤周围脑组织水肿，有大量变
性坏死的神经细胞和炎性细胞浸润，以伤后３ ｄ最为显著；ＴＢＩ＋ＨＷ组水肿区范围较ＴＢＩ组稍有缩小，周围水
肿稍有减轻。免疫组化显示，Ｓｈａｍ组仅有极少量新生毛细血管增生；ＴＢＩ组随伤后时间延长，创伤周围脑组织
新生毛细血管增生逐渐增多；ＴＢＩ＋ＨＷ组新生毛细血管增生更为显著，伤后３ ｄ和７ ｄ新生毛细血管数明显多
于ＴＢＩ组（个／ＨＰ：３ ｄ为１０．５９±１．８８比８．６１±１．２２，７ ｄ为２３．２０±３．１６比１７．０１±２．６４，均Ｐ＜０．０５

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显示，与Ｓｈａｍ组比较，ＴＢＩ组伤后各时间点ＣＤ３４蛋白表达明显上调。ＴＢＩ＋ＨＷ组伤后１ ｄ及３ ｄ ＣＤ３４蛋

白表达较ＴＢＩ组稍有上调，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伤后７

ｄ

ＣＤ３４蛋白表达较前明显上调，且显著高于ＴＢＩ组

（灰度值：１．３６±０．３６比ｏ．７４±ｏ．０８，Ｐ＜０．０５ ｏ结论富氢水能够促进ＴＢＩ大鼠ＣＤ３４＋内皮祖细胞动员、归巢
到创伤区域，参与新生血管生成，从而改善神经功能。
【关键词】脑损伤，创伤性；富氢水；血管生成；ＣＤ３４＋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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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ＢＩ ｇｒｏｕｐ

ａｔ

３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ｃｅＩＩｓ／ＨＰ：１０．５９±１．８８ ＶＳ．８．６１±１．２２ ａｔ ３ｄａｙｓ，２３．２０±３．１６ＶＳ．１７．０１±２．６４ ａｔ ７

ｂ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Ｄ３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ｔ ａｌｌ

ｓｈａｍ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Ｄ３４

Ｗａ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ＢＩ

ｕｐ－ｒｅｇｎｌａｔｅｄ

ｒｅｄｕｃｅｄ．Ｉｔ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ｓｈａｍ

ｗｅｒｅ

ｂｒａｉｎ ｔｉｓｓｕｅ ｗ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ｐｒｏｌｏｎ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ＢＩ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ｇｒｏｕｐ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ａｔ ３ ｄａｙｓ．Ｔｈｅ ｅｄｅｍａ

ｔｈ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ｅｄｅｍａ Ｗａ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ｃａｐｉＵ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ＢＩ＋ＨＷ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ｍｏｒｅ
７ｄａｙｓ

ｗｅｒｅ

ａｔ ７ ｄａｙ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ｎｊｕｒｙ，ｗｈｉｃｈ

０．７４±０．０８。Ｐ＜０．０５１．Ｃｏｎｄｕｓｉｏｎ

ｗａｓ

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ｕｔ ｉｔ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ｒｉｃｈ

ｗａｔｅｒ

ｄａｙｓ，ｂｏｔｈＰ＜０．０５）．
ｔｉｍ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ＢＩ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ｔ ｌ ｄａｙ ａｎｄ ３ ｄａｙｓ ｉｎ ＴＢＩ＋ＨＷ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ＢＩ

ｇｒｏｕｐ（ｇｒａｙ

ｖａｌｕｅ：１．３６＋＿０．３６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ＣＤ３４＋ｃｅｎｓ ｈｏｍ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ｔｅ ｏｆ

ｉｎｊｕｒｅｄ

ＶＳ．

ｔ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ｒａ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ＢＩ，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ｂｒ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ｂｒａｉｎ

ｉｎｊｕｒｙ；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ｒｉｃｈ ｗａｔｅｒ；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ＣＤ３４’ｃ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２０１５—７４３５）；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ｕ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２０１ １－５２）

新生血管的生成在创伤组织修复中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有证据表明，机体在缺血及损伤诱导

上放置１个与骨孔大小吻合的垫片及直径为４

ｍｍ

下，来源于骨髓的ＣＤ３４＋造血祖细胞被动员进入外

的撞针，以４０ ｇ砝码通过长管自４０ ｃｍ高处自由落
体撞击撞针，造成大鼠右侧大脑半球脑挫裂伤。

周血，并在趋化因子作用下聚集到创伤组织，在损

本实验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伤局部分化为内皮细胞，形成新血管，修复损伤…。

１．３实验分组及处理：将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研究表明，创伤性脑损伤（ＴＢＩ）后，创伤局部脑组织

假手术（Ｓｈａｍ）组、创伤组（ＴＢＩ组）及创伤＋富氢

ＣＤ３４＋细胞增多并聚集，损伤周围脑组织新生血管

水组（ＴＢＩ＋ＨＷ组），每组再按伤后不同时间点分为

数量明显增加，有利于改善脑血流状况，促进神经再

１、３、７ ｄ

生怯３｜。氢气是一种强还原性物质，具有抗氧化作

后不给予颅脑撞击，ＴＢＩ组及ＴＢＩ＋ＨＷ组均给予颅

用，能减轻脑缺血，再灌注（Ｉ／Ｒ）损伤¨Ｊ。此外，也

脑撞击制备脑损伤模型。ＴＢＩ＋ＨＷ组于制模后立即

有研究报道，氢气可通过抗炎及抗凋亡作用对ＴＢＩ

腹腔注射富氢水５ ｍＩＡｇ，之后每日腹腔注射１次，

起到保护效应”Ｊ。富氢水是氢的生理盐水饱和溶

直至处死；Ｓｈａｍ组和ＴＢＩ组均给予等量生理盐水。

液，但其能否促进ＴＢＩ后创伤周围脑组织新生血管

１．４标本采集及指标检测：于伤后１、３、７ ｄ断头处

的生成目前尚未见报道。本实验通过建立大鼠ＴＢＩ

死大鼠，取创伤边缘３ ｍｌｎ内脑组织，一部分用１０％

模型，观察富氢水对ＴＢＩ后创伤周围脑组织ＣＤ３４＋

多聚甲醛固定，以备病理学观察及免疫组化；另一

细胞表达及新血管生成的影响。

部分置于一８０℃冰箱低温保存，用于蛋白质免疫印

ｌ材料与方法

迹试验（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蛋白表达。

１．１实验动物：清洁级健康雄性ｓＤ大鼠５４只，体

１．４．１神经损伤评分（ＮＳＳ）：于伤后各时间点处死

重２５０～３００ ｇ，由第三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大鼠前，按文献［６］方法，分别通过运动实验、感觉

合格证号：ＳＣＸＫ（军）２０１２—００１１。所有动物饲养条

实验、平衡能力测试、反射实验对大鼠进行ＮＳＳ评

件相同，环境温度２０～２４℃，避免强光及噪音刺激，

分，最高１８分，得分越高说明神经系统损伤越严重。

给予国家标准啮齿类动物饲料，自由饮食、饮水。

１．４．２创伤周围脑组织病理学观察：取１０％多聚甲

１．２大鼠脑损伤模型的制作：采用改良Ｆｅｅｎｃｖ自

醛固定脑组织，石蜡包埋、切片、苏木素一伊红（ＨＥ）

由落体撞击法制作脑外伤模型。腹腔注射１０％水

染色，光镜下观察脑组织病理学改变。

合氯醛３．５ ｍＬ／ｋｇ麻醉大鼠后，俯卧位固定于脑立体

１．４．３免疫组化观察创伤周围脑组织新生血管增

定位仪上（深圳瑞沃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头正中

生情况：取脑组织切片，常规脱蜡，滴加ＣＤ３４兔单

切开、暴露右侧顶骨，于矢状缝旁开２．５ ｍｍ、冠状缝

克隆抗体（美国Ａｂｃａｍ公司）一抗４℃过夜，洗涤后

后１．５ ｍｍ处钻１个直径为５．０ ｍｉｌｌ的骨孔，应用颅

滴加山羊抗兔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抗体（ＩｇＧ—ＨＲＰ）
二抗，３７℃孵育２５ ｍｉｎ，洗涤、复染、显色后光镜下

脑撞击器（东莞捷凯精工电子有限公司）在硬脑膜
万方数据

３个亚组，每个亚组６只。Ｓｈａｍ组开颅窗

·２６２·

主堡鱼重疸鱼垫匿堂垫！！堡！旦箜２９卷第３期Ｃｈｉｎ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Ｍａｎｈ

２０１７，Ｖ０１．２９，Ｎｏ．３

观察，ＪＩＩＬ管内皮呈黄棕色染色颗粒即为ＣＤ３４＋细胞，
以此来反映毛细血管增生情况。选择大鼠创伤周围

绷ｕ簟赘擎—丁』娑掣

脑组织毛细血管增生最多区域，高倍镜下随机选取
５个视野计数新生毛细血管数。
Ｗｅｓｔｅｒｎ

１．４．４

Ｂｌｏｔ测定创伤周围脑组织ＣＤ３４的

ＴＢＩ组

６

１４．００±１．４１

Ｔ…＋ＩＩ＼、组

６

Ｉ ２．３３１ ０ Ｒ２

１ Ｉ．５６±１．９４
８．６７＝０．５２“

７ ｄ
８ １７＋０．９８
７ ３３±１１５２‘

注：假手术（Ｓｈａｍ）组各时间点ＮＳＳ评分均为０；与ＴＢＩ组比较

蛋白表达：取１００ｍｇ脑组织提取蛋白，采用ＢＣＡ法

８Ｐ＜０．０５

定量。经十二烷基硫酸钠一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ＳＤＳ—ＰＡＧＥ）、转膜后，封闭液１：５０００稀释一抗，

２．２脑组织病理学改变（图１）：Ｓｈａｍ组大鼠脑组

４０℃过夜；洗涤后１：２００稀释二抗并孵育２

ｈ；四

织形态正常。ＴＢＩ组伤后ｌ ｄ及３ ｄ脑组织损伤明显，

聚丙烯苯磺酸盐（ＴＰＢＳ）漂洗１０ ｍｉｎ×３次，磷酸盐

可见出血、坏死灶，脑组织水肿，血管周围间隙增

缓冲液（ＰＢＳ）漂洗１０ ｍｉｎ后采用化学发光法显影、

宽，有大量变性坏死的神经细胞及炎性细胞浸润，以

定影、洗片。用ＣｈｅｍｉＡｎａｌｙｓｉｓ软件分析灰度值，以

３

目的蛋白与内参３一磷酸甘油醛脱氢酶（ＧＡＰＤＨ）的

组脑组织坏死及周围水肿范围较ＴＢＩ组稍有缩小，

灰度值比值表示目的蛋白表达量。

周围水肿稍有减轻，有大量新生毛细血管芽增生。

１．５统计学方法：应用ＳＰＳＳ １７．ｏ软件分析数据。

２．３脑组织新生血管增生情况（表２；图２）：Ｓｈａｍ

先进行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

组有极少量新生毛细血管增生；ＴＢＩ组随脑组织创

（互±Ｓ）表示，两组变量比较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多组

伤时间延长，创伤周围脑组织新生毛细血管增生逐

变量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方差

渐增多，以ＴＢＩ＋ＨＷ组增生更为显著（均Ｐ＜０．０５

ｄ最为显著；７ ｄ脑组织损伤有所减轻。ＴＢＩ＋ＨＷ

ｏ

齐者采用ＬＳＤ检验，方差不齐者用Ｔａｍｈａｎｅ检验；
Ｊ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结果
２．１

新生毛细血管数（

ＮＳＳ评分（表１）：Ｓｈａｍ组各时间点ＮＳＳ评分

均为０。ＴＢＩ组大鼠创伤后出现明显神经功能损害；
ＴＢＩ＋ＨＷ组伤后１

ｄ

ＮＳＳ评分略低于ＴＢＩ组，３

ＮＳＳ评分显著低于ＴＢＩ组（均Ｐ＜Ｏ．０５

④

＠

ｄ、７ ｄ

ｄ

３ ｆｉ

Ｓｈａｍ组

６

０．６３±０．１１

０．７２±０．１３

Ｉ＇ＢＩ组

６

３ ７０二０．４７

８．６１±１

ＴＢＩ＋Ｈ职组

６

４．０４±０．３８

０ ７４±０．１３

２２“

７．（）ｌ±２．６４‘

１０．５９＋１．８８“

２３．２０＋３．１６‘

注：与假手术（Ｓｈａｍ）组比较，ａＰ＜０．０１；与ＴＢＩ组比较，“Ｐ＜０．０５

ｏ

Ｏ

＠

＠

④

＠

图１光镜下观察各组大鼠创伤周同脑组织病理学改变假手术（Ｓｈａｍ）组（Ａ）脑组织结构清晰，无脑组织肿胀，未见炎性细胞浸润：创
伤性脑损伤（ＴＢＩ）组伤后１ ｒｔ（Ｂ）及３ ｒｔ（ｃ）创伤周围脑组织可见明显的出血、坏死灶，水肿严重；伤后７ ｄ（Ｄ）脑组织水肿明显减轻，有大
量新生毛细血管芽增生．ＴＢＩ＋富氧水组伤后１ ｄ（Ｅ）及３ ｄ（Ｆ）脑组织出血、坏死区及周围水肿区范同较ＴＢＩ组稍有缩小，周围水肿稍有
减轻；伤后７ ｒｔ（《：）有大量新生毛细ｍ管芽增生ＨＥ低倍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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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仍呈增高趋势，其原因为心肌缺血刺激骨髓

２．４脑组织ＣＤ３４蛋白表达（图３）：与Ｓｈａｍ组比较，

２～６

ＴＢＩ组随创伤时间延长，创伤周围脑组织ＣＤ３４蛋白

中ＣＤ３４＋内皮祖细胞动员进入外周血，并在缺血病

ＣＤ３４蛋

灶聚集¨２Ｉ。ｗａｎｇ等１１３。研究显示，给难治性心绞痛

ＣＤ３４蛋

患者经冠状动脉输注自身骨髓来源ＣＤ３４＋细胞，可

表达逐渐上调。ＴＢＩ＋ＨＷ组伤后１

ｄ、３ ｄ

白表达变化趋势与ＴＢＩ组相似；但伤后７

ｄ

白表达显著上调，且明显高于ＴＢＩ组（均Ｐ＜０．０５）。

明显降低患者心绞痛的发生频率。Ｗｉｌｌｉｎｇ等¨４。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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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显示，脐带血中含丰富的ＣＤ３４＋内皮祖细胞，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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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中动脉梗死（ＭＣＡＯ）大鼠输注脐带血后，被动
躲避实验结果显示其神经功能明显改善。Ｋａｏ等¨引
实验显示，脊髓损伤大鼠输注ＣＤ３４＋细胞后，损伤
脊髓周围组织中神经生长因子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表达较对照组明显增高，且脊髓梗死范围明显减小，
后肢功能明显改善。ＣＤ３４是敏感的新生血管内皮
细胞标志物，通过检测ＣＤ３４＋细胞可以很好地观察
新生血管的生成情况。
本实验显示：与Ｓｈａｍ组比较，ＴＢＩ组创伤周围
脑组织ＣＤ３４蛋白表达上调，新生血管数量增加，提

示ＴＢＩ启动了机体自我保护机制，ＣＤ３４＋内皮祖细
胞由骨髓动员进入外周血，并归巢到ＴＢＩ病灶参与
新生血管生成，促进组织修复。Ａｒｅｎｉｌｌａｓ等｜１钊对大
鼠卒中模型移植血管内皮祖细胞（ＣＤ３４＋细胞亚群）
Ｗｅｓｔｅｍ Ｂｌｏｔ为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Ｇ舭）ＤＨ为３一磷酸甘油醛脱氢酶

与假手术（Ｓｈａｍ）组比较，ａＰ＜０．叭；与ＴＢＩ组比较，“Ｐ＜０．０５
图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富氢水（ＨＷ）对创伤性脑损伤（ＴＢＩ）
大鼠伤后不同时间点创伤周围脑组织ＣＤ３４蛋白表达的影响

３讨论

发现，梗死灶周围新生毛细血管数显著增加，有利于
改善卒中大鼠神经功能。刘海英等１ ７。给ＭＣＡＯ大
鼠移植ＣＤ３４＋细胞后发现，ＣＤ３４＋细胞可在大鼠脑

缺血区域存活、迁移，并向星形胶质细胞或神经元

ＴＢＩ后继发性脑缺血缺氧是导致脑损害的重要

分化，促进神经功能恢复。但同种异体细胞移植也

因素。创伤中心脑组织神经细胞损伤不可逆，而周

可能引起移植物宿主病。ｌ ８Ｉ，甚至增加移植相关病死

围脑组织神经细胞损伤在一定条件下可逆，所以减

率’１ ９Ｉ；余昌云。２０。报道，给Ａ血病及淋巴瘤患者进行

轻继发性脑损伤是救治颅脑创伤的核心。继发性脑

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发生宿主病甚至死亡。

损伤的发生机制涉及组织缺血缺氧、细胞凋亡、氧

自体细胞移植时细胞扩增需要较长时间，培养过程

化应激等。川。脑损伤后创伤周围脑组织新生血管

中内皮祖细胞特质可能发生改变，影响移植后的功

生成对损伤神经修复有重要意义。脑缺血和ＴＢＩ脑

能‘２１：。研究表明，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造成颅内

组织血管生成活跃，新生血管可以增加损伤组织氧

出血、颅内感染、癫痫等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２

气和营养物质的供应，并促进新的神经元和突触形

机体损伤后，调节增加机体内源性内皮祖细胞从骨

成，是颅脑损伤的重要保护机制。８。９ Ｊ。新生微血管

髓动员进入外周血，促使ＣＤ３４向病灶区归巢，促进

主要由内皮细胞构成，因此可通过观察内皮细胞特

局部新生血管生成，应该是一个好的治疗方法。

异性抗原变化来了解微血管生成情况。

２『。

Ｎａｇａｔａｎｉ等‘２引研究表明，给脑Ｉ／Ｒ损伤大鼠吸

ＣＤ３４是一种高度糖基化Ｉ型跨膜糖蛋白，它选

入氢气可减少海马区自噬，减轻损伤区域水肿，抑

择性地表达于造血干细胞和血管内皮祖细胞表面。

制氧化应激反应。Ｇｅ等口４１研究显示，给脑Ｉ／Ｒ损

创伤后机体内源性保护机制启动，在细胞因子作用

伤大鼠吸人氢气可增加损伤区神经元密度，提高大

下，骨髓中ＣＤ３４＋内皮祖细胞快速动员至外周血中，

鼠认知功能，明显降低损伤区尿８一异前列腺素Ｆ：。

在趋化因子作用下归巢到损伤区域，参与创伤区域

（８一ｉｓｏ—ＰＧＦ：。）水平，抑制氧化应激反应。富氢水是

血管新生心’１０。１１Ｉ。急性心肌梗死（ＡＣＩ）患者发病

氢饱和溶液，同样具有抗氧化应激、减轻脑水肿等

２４

作用［２５－２６ Ｊ。研究表明，富氢水可上调ＴＢＩ大鼠脑组

ｈ外周血中ＣＤ３４＋内皮祖细胞即明显增多，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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