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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全氟三丁胺携氧材料的嗅鞘细胞移植
促进大鼠周围神经损伤修复的研究
雷

可ꎬ雷

涛ꎬ朱

萌ꎬ邱

容ꎬ王

倩ꎬ梁卓文

探究复合全氟三丁胺 (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ｔｒｉｂｕｔｙｌａｍｉｎｅꎬ ＰＦＴＢＡ) 的嗅鞘细胞 ( 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ｎｓｈｅａｔｈｉｎｇ

[ 摘要] 目的

ｃｅｌｌｓꎬＯＥＣｓ) 移植能否更进一步促进外周神经损伤后神经再生以及功能恢复ꎮ 方法

从大鼠嗅球分离并纯化

ＯＥＣｓ 并鉴定ꎮ 制作大鼠坐骨神经缺损模型ꎮ 将 ６０ 只坐骨神经缺损大鼠随机分为 ３ 组:自体神经移植组ꎬ
ＯＥＣｓ 神经导管组ꎬ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神经导管组ꎮ 在体内环境下分别测试术后 ３、７、１４、２８ ｄ ＰＦＴＢＡ 对 ＯＥＣｓ 存活

率的影响ꎮ 术后 ４ 周ꎬ对再生神经进行免疫荧光染色以及超薄切片ꎬ确定 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对再生神经的作用ꎮ
并在术后 ２、４、８ 周分别对各实验组大鼠坐骨神经功能指数值进行测量ꎬ以确定神经功能恢复情况ꎮ 结果

分

离纯化的原代 ＯＥＣｓ 纯度为(９５ ８±２ １) ％ꎻ体内条件下ꎬＰＦＴＢＡ 能够大幅提高 ＯＥＣｓ 的存活率( Ｐ< ０ ０５) ꎻ与
ＯＥＣｓ 神经导管组比较ꎬ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神经导管组极大地促进了神经轴突的再生( Ｐ<０ ０５) ꎻ再生神经透射电
镜显示ꎬ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神经导管组再生神经轴突数量明显多于 ＯＥＣｓ 神经导管组ꎬ髓鞘厚度明显优于 ＯＥＣｓ 神
经导管组( Ｐ<０ ０５) ꎻ术后坐骨神经功能指数值显示ꎬ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神经导管组大鼠功能恢复情况明显优于
ＯＥＣｓ 神经导管组( Ｐ<０ ０５) ꎮ 结论

ＰＦＴＢＡ 能够明显提升 ＯＥＣｓ 的促神经修复能力ꎬ明显提升神经损伤后的

轴突再生能力以及髓鞘化程度ꎬ为解决细胞移植后面临的缺氧微环境提供了解决方案ꎮ
[ 关键词] 嗅鞘细胞ꎻ全氟三丁胺ꎻ周围神经损伤ꎻ缺氧ꎻ神经再生
[ 中图分类号] Ｒ４５９ ９ꎻＲ３９４ ２ꎻＲ７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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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ｔｒｉｂｕｔｙｌａｍｉｎｅ ｏｘｙｇｅｎ￣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ｎｓｈｅａｔｈｉｎｇ ｃｅｌ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ｅｐａｉｒ ｏｆ ｓｃｉａｔｉｃ ｎｅｒｖ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ｒａｔｓ

ＬＥＩ Ｋｅ ꎬ ＬＥＩ Ｔａｏ ２ ꎬ ＺＨＵ Ｍｅｎｇ １ ꎬ ＱＩＵ Ｒｏｎｇ １ ꎬ 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 １ ꎬ ＬＩＡＮＧ Ｚｈｕｏｗｅｎ １
１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ｓꎬ Ｘｉｊ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ｉ′ａ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００３２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Ａｉｒ Ｆｏｒｃ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Ｘｉ′ａ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００３２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ｔｒｉｂｕｔｙｌａｍｉｎｅ ( ＰＦＴＢＡ)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ｎｓｈｅａｔｈｉｎｇ ｃｅｌｌｓ ( ＯＥＣｓ) ｉｎ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ｎｅｒｖ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ＯＥＣｓ ｗｅｒｅ ｈａｒｖｅｓ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 ｂｕｌｂ ｏｆ ｒａ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ａｓ ｓｅｅｄｉｎｇ ｃｅｌｌｓ. Ａ ｍｏｄｅｌ
ｒａｔ ｗｉｔｈ ｓｃｉａｔｉｃ ｎｅｒｖ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ｉｘｔｙ ｒａ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３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ｏ￣
ｇｒａｆｔꎬ ｔｈｅ ＯＥＣｓ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ＦＴＢＡ ｏｎ ｃｅｌ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ｗａｓ ｅｘａｍ￣
ｉｎｅｄ ａｔ ３ꎬ ７ꎬ １４ ａｎｄ ２８ 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ｉｎ ｖｉｖ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ＦＴＢＡ ｏｎ ａｘｏｎａｌ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ｘ￣
ｏｎａｌ ｍｙｅｌ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ｉｍｍｕｎｏ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

ｓｃｏｐｅ ａｔ ４ ｗｅｅｋ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ꎬ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ＦＴＢＡ 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ｓｃｉａｔｉｃ

ｎｅｒｖ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ａｓ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ｉａｔｉｃ ｎｅｒ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 ＳＦＩ)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ａｔ ｔｗｏꎬ ｆｏｕｒ ｏｒ ｅｉｇｈｔ ｗｅｅｋ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ＯＥＣｓ ｗａｓ (９５ ８±２ １) ％. Ｔｈｅ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ＥＣ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ｂｙ ＰＦＴＢＡ ｉｎ ｖｉｖｏ ( Ｐ<０ ０５) .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ｏｆｌｕｏｒｅｓ￣

ｃｅｎｃｅ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ｎｅｒｖ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ＯＥＣｓ ｇｒｏｕｐ ( Ｐ<０ ０５) .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ｙｅｌｉｎａｔｅｄ ａｘ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ｙｅｌｉｎ ｓ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５１９０７１９７)
[ 作者单位] ７１００３２ 陕西 西安ꎬ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骨科( 雷
医学院军事生物医学工程系( 雷 涛)
[ 通讯作者] 梁卓文ꎬＥ￣ｍａｉｌ:２８２２０４７３７＠ 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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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ＯＥＣｓ ｇｒｏｕｐ ( Ｐ<０ ０５) .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ꎬ ｔｈｅ ＳＦＩ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ｎｅｒｖｅ ｉｎｊｕ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ＯＥＣｓ ｇｒｏｕｐｓ ( Ｐ <
０ 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ＰＦＴＢ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ｅｌ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

ｔｅｄ ＯＥＣｓꎬ ｅｎｈａｎｃｅｃｌ ｎｅｒｖｅ ｒｅｐａｉｒꎬ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ｘｉ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 ｃｅｌｌｓ.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ｎｓｈｅａｔｈｉｎｇ ｃｅｌｌｓ ( ＯＥＣｓ) ꎻ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ｔｒｉｍｅｔｈａｍｉｎｅ ( ＰＦＴＢＡ) ꎻ Ｐｅ￣

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ｉｎｊｕｒｙꎻ Ｈｙｐｏｘｉａꎻ Ｎｅｒｖ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周围神经损伤后虽然具有一定的再生能力ꎬ但
是再生能力有限ꎬ在大部分再生神经重新到达并支
配靶组织之前ꎬ远端靶组织就已发生萎缩 [１￣２] ꎮ 因
此ꎬ如何加快神经轴突生长及功能恢复是困扰人们

吲哚( ＤＡＰＩ) ( 美国 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 公司) ꎻ多聚甲醛
( 上海碧云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ꎻ进口山羊血清工
作液( 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ꎻＳＭＡ 单克
隆抗体、ｐ７５ ＮＴＲ 单克隆抗体、ＮＦ１６０ 单克隆抗体( 英

的难题ꎮ 嗅鞘细胞(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ｎｓｈｅａｔｈｉｎｇ ｃｅｌｌｓꎬＯＥＣｓ)

国 Ａｂｃａｍ 公司) ꎻ山羊抗鼠 Ｃｙ３、山羊抗兔 ＦＩＴＣ、山

表明ꎬＯＥＣｓ 能够促进中枢以及外周神经系统神经再

细胞培养瓶(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ꎻ石

是一种特殊的嗅神经系统胶质细胞
生

[４￣６]

[３]

ꎬ大量的研究

ꎮ 然而ꎬ细胞移植至神经损伤区域将面临缺氧

微环境ꎬ进一步影响移植细胞活性ꎬ严重制约细胞移
植的神经修复效果 [７] ꎮ 因此ꎬ改善 ＯＥＣｓ 移植区域
的局部微环境供氧非常必要ꎮ 组织工程材料的发
展ꎬ为解决这一问题带来了希望ꎮ 全氟碳化物( ｐｅｒ￣
ｆｌｕｏ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ꎬＰＦＣｓ) ꎬ 如 全 氟 三 丁 胺 (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ｔｒｉｂｕ￣

ｔｙｌａｍｉｎｅꎬＰＦＴＢＡ) 能够高效提升组织材料中的氧含

量ꎬ作为血液替代品广泛应用 [８￣９] ꎮ 多项研究表明ꎬ
在低氧条件下ꎬＰＦＴＢＡ 能提高不同类型的细胞活性
及存活率

[７ꎬ１０]

ꎮ 因此ꎬＰＦＴＢＡ 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

补充材料ꎬ能够为移植在损伤区域的 ＯＥＣｓ 提供持

羊抗鼠 ＦＩＴＣ ( 北京康为世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ꎮ
蜡切片机( 德国 ＬＥＩＣＡ 公司) ꎻ共聚焦显微镜( 日本
Ｎｉｋｏｎ 公司) ꎻ透射显微镜( 日本 Ｈｉｔａｃｈｉ 公司) ꎻ光学
显微镜( 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 公司) ꎮ

１ ２

１ ２ １

方法

实验分组

ＳＤ 大鼠 ６０ 只ꎬ随机分为 ３ 组:

自体神经移植组ꎬ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神经导管组( ＰＦＴＢＡ￣
ＯＥＣｓ 组)ꎻＯＥＣｓ 神经导管组(ＯＥＣｓ 组)ꎬ每组 ２０ 只ꎮ

１ ２ ２

ＯＥＣｓ 的提取以及纯化

依照 Ｇｏｕｌａｒｔ 等 [１１]

总结的方法并加以少许改动ꎬ分离 ６ ~ ８ 周龄的雄性
ＳＤ 大鼠嗅球ꎬ并从中剥取嗅神经层及嗅粘膜ꎮ ０ ２５％

胰蛋白酶消化 ２０ ｍｉｎꎮ 终止消化ꎬ１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续氧供ꎬ打破其缺氧微环境ꎮ 本研究将 ＰＦＴＢＡ 作为

５ ｍｉｎꎬ使用含有 １０％胎牛血清的 ＤＦ１２ 培养基重悬

入聚己内酯( ｐｏｌｙｃａｐｒｏｌａｃｔｏｎｅꎬＰＣＬ) 静电纺丝神经导

ＰＬＬ 包被的培养瓶中ꎬ正常培养基继续培养 ７ ｄꎬ贴

材料与 Ｍａｔｒｉｇｅｌ 混合为携氧材料与 ＯＥＣｓ 混合后植
管ꎮ 在体内条件下测试该复合物神经导管对大鼠坐

骨神经 １ ｃｍ 缺损的修复效果ꎬ为其在周围神经再生
领域的应用提供实验基础ꎮ
１
１ １

材料和方法
材料

选取 ６ ~ ８ 周龄雄性 ＳＤ 大鼠ꎬ１０ 只用

细胞ꎬ接种ꎻ３６ ｈ 后ꎬ取未贴壁的细胞悬液ꎬ接种至
壁细胞用于后续实验ꎮ

１ ２ ３

ＯＥＣｓ 鉴定

纯化后的 ＯＥＣｓꎬ固定后进行免

疫荧光染色ꎬ对 ＳＭＡ 和 ｐ７５ ＮＴＲ 进行特异性免疫荧光
标记ꎮ 拍摄选取随机区域并计数 ＳＭＡ 和 ｐ７５ ＮＴＲ 均
阳性细胞数量及 ＤＡＰＩ 标记细胞核数量ꎬ两者之比
计算 ＯＥＣｓ 纯度ꎮ

于提取 ＯＥＣｓꎬ９６ 只用于体内实验ꎮ 所有大鼠均由空

１ ２ ４

医大学动物实验伦理委员会批准( ＫＹ２０１７２００５￣１)ꎮ

术后 ３ꎬ７ꎬ１４ꎬ２８ ｄꎬ将各组大鼠( 每个时间点ꎬ每组

军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ꎬ本实验已通过空军军
ＤＦ１２( ＤＭＥＭ 和 Ｈａｍ′ｓ Ｆ１２ 的 １ ∶１混合物) 细胞培养
基、胎牛血清、青￣链霉素( 美国 Ｇｉｂｃｏ 公司) ꎻ胰蛋白

移植后细胞活性测试

ＯＥＣｓ 细胞

[１２]

使用慢病毒转染

ꎬ使其表达绿色荧光蛋白ꎬ即 ＧＦＰ￣ＯＥＣｓꎮ

大鼠 ９ 只) 神经移植物ꎬ纵断面冰冻切片ꎬ在荧光显
微镜下对 ＧＦＰ￣ＯＥＣｓ 进行计数ꎮ 每个切片随机选取

酶、磷酸盐缓冲液、Ｔｒｉｔｏｎ Ｘ￣１００( 北京索莱宝科技有

５ 个视野(１ ０００ μｍ ´３００ μｍ) 用于分析ꎮ

ε￣己内酯( ε￣ｃａｐｒｏｌａｃｔｏｎｅꎬＰＣＬ) 、４′ꎬ６￣二脒基￣２￣苯基

移植物石蜡切片ꎮ 对切片进行免疫荧光染色ꎬ特异

限公司) ꎻ左旋多聚赖氨酸( ｐｏｌｙ￣Ｌ￣ｌｙｓｉｎｅꎬＰＬＬ) 、聚

１ ２ ５

坐骨神经再生评估

取各组大鼠坐骨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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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标记 ＮＦ２００ 和 Ｓ１００ꎮ 通过共聚焦显微镜收集免
疫荧光染色结果ꎮ
１ ２ ６

再生神经轴突髓鞘化评估

突的髓鞘厚度ꎮ
功能恢复评估

析ꎻ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ꎬ行 χ ２ 检验ꎻＰ < ０ ０５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将各组神经移

植物处理后超薄切片ꎬ透射电镜观察并计算再生轴

１ ２ ７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９ Ｎｏ.５ꎬ Ｏｃｔ ２０２０

计算坐骨神经指数( ｓｃｉａ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ꎬＳＦＩ) 评估坐骨神经损伤后功能恢复ꎬ

２

结果

２ １

实验动物数量分析

自体神经移植组ꎬＯＥＣｓ

神经导管组ꎬ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神经导管组大鼠均存活ꎬ
全部进入后续实验数据分析ꎮ

术后 ４、８ 周ꎬ分别收集各组大鼠 ５ 只可进行足迹测

２ ２

１ ３

ｐ７５ ＮＴＲ 和 ＳＭＡ 双标染色均阳性细胞数量及 ＤＡＰＩ 标

量ꎮ 用以计算 ＳＦＩ 值ꎮ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４ ０ 统计学软件进

行分析ꎬ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ｘ
±ｓ) 表示ꎬ两组
间比较使用 ｔ 检验ꎬ多组间比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

ＯＥＣｓ 纯度

ＯＥＣｓ 经过纯化后进行 ｐ７５ ＮＴＲ 和

ＳＭＡ 双标免疫荧光染色( 图 １) ꎮ ＯＥＣｓ 纯度( ％) ＝

记的同一视野细胞核数量ꎮ 本研究所测得的 ＯＥＣｓ
纯度为(９５ ８±２ １) ％ꎮ

Ａ￣Ｃ:ＯＥＣｓ ＳＭＡ( 绿) 、ｐ７５ ＮＴＲ 染色( 红) ꎬ以及 ＤＡＰＩ 核标记( 蓝) ( ×２０) ꎻＤ:前 ３ 种染色图的重叠图ꎻＥ￣Ｈ:分别为 Ａ￣Ｄ 的放大图

图１

２ ３

ＰＦＴＢＡ 对移植 ＯＥＣｓ 成活率的影响

ＯＥＣｓ 免疫荧光染色鉴定

术后 ３、

７、１４、 ２８ ｄ 分 别 对 ＧＦＰ￣ＯＥＣｓ 计 数ꎮ 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组 ＧＦＰ￣ＯＥＣｓ 数量在术后每个统计时间点均明显多
于 ＯＥＣｓ 组( Ｐ<０ ０５) ꎬ图 ２ꎮ

２ ４

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对神经再生的影响

术后 ４ 周

免疫 荧 光 染 色 结 果 显 示ꎬ 自 体 神 经 组 和 ＰＦＴＢＡ￣
ＯＥＣｓ 组再生神经纤维在损伤远端也有分布ꎬ雪旺细
胞数量也明显多于 ＯＥＣｓ 组( Ｐ<０ ０５) ꎬ图 ３ꎮ

２ ５

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对再生轴突髓鞘化的影响

术

后 ４ 周再生神经组织的透射电镜结果显示ꎬＰＦＴＢＡ￣
ＯＥＣｓ 组再生神经轴突的数量明显多于 ＯＥＣｓ 组( Ｐ

<０ ０５) ꎬ与自体神经移植组接近ꎻ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组髓

鞘厚度明显优于 ＯＥＣｓ 组( Ｐ<０ ０５) ꎬ图 ４ꎮ

２ ６

影响

图２

ＰＦＴＢＡ 在体内条件下对 ＯＥＣｓ 存活率的影响

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对坐骨神经损伤后功能恢复的
术后 ２、４、８ 周 ＳＦＩ 显示 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组 ＳＦＩ

值与自 体 神 经 移 植 组 接 近 ( Ｐ > ０ ０５ ) ꎬ 明 显 优 于
ＯＥＣｓ 组( Ｐ<０ ０５) ꎬ图 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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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 为自体神经移植组再生神经染色ꎬＡ、Ｅ、Ｉ ＮＦ￣２００ 染色( 绿) ꎬＢ、Ｆ、Ｊ Ｓ１００ 染色( 红) ꎬ
Ｃ、Ｇ、Ｋ 为 ＤＡＰＩ 标记细胞核( 蓝) ꎬＤ、Ｈ、Ｌ 为前三种染色的重叠图

图３

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对大鼠坐骨神经再生的影响

Ａ￣Ｃ:再生神经横切面甲苯胺蓝染色ꎻＤ￣Ｆ:再生神经透射电镜图ꎻＧ、Ｈ、Ｉ 分别为 Ｄ、Ｅ、Ｆ 髓鞘局部放大ꎮ
Ｊ:每平方毫米内髓鞘化轴突数量ꎻＫ:轴突髓鞘平均厚度

图４

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对再生神经轴突髓鞘化的影响

 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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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３

术后 ２、４、８ 周大鼠 ＳＦＩ 值统计图

讨论

ＯＥＣｓ 能够促进中枢神经系统以及外周神经系统

神经的再生以及生长 [１３￣１５] ꎮ 尽管 ＯＥＣｓ 移植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神经的再生以及功能的恢复ꎬ但是移
植后ꎬ局部微环境的恶化[１６] ꎬ如缺氧、炎性反应等ꎬ致
使移植细胞存活率低、生物活性差ꎬ严重制约了 ＯＥＣｓ
促神经修复作用的发挥 [７] ꎮ 因此ꎬ为移植细胞设计
持续的供氧方案对于提高神经修复非常必要ꎮ

大量研究表明 ＰＦＴＢＡ 能够提高多种细胞在缺

氧状态下的细胞活性ꎮ 因此ꎬＰＦＴＢＡ 为组织工程修
复神经缺损的局部缺氧提供了解决方法ꎮ 本研究发

现复合有 ＰＦＴＢＡ 的 ＯＥＣｓ 在神经导管内存活率显著
提高ꎮ 在大鼠坐骨神经损伤模型中发现 ＰＦＴＢＡ 能
够有效打破移植局部缺氧微环境ꎬ显著促进再生轴

突的生长ꎬ为再生神经轴突营造良好的再生微环境ꎮ

本研究还发现 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能够提升再生神经

轴突的 髓 鞘 化 程 度ꎮ 各 处 理 组 大 鼠 ＳＦＩ 值 表 明ꎬ
ＰＦＴＢＡ￣ＯＥＣｓ 处理组大鼠的神经功能恢复情况明显
优于 ＯＥＣｓ 处理组ꎮ 本研究的缺点是尚未就 ＰＦＴＢＡ

对细胞活性影响促进神经再生的具体机制进一步探

究ꎮ 下步实验将进一步深入了解 ＰＦＴＢＡ 促进神经
再生的具体分子机制ꎮ

综上所述ꎬ本研究证实了 ＰＦＴＢＡ 在 ＯＥＣｓ 移植

以及组织工程方法修复神经缺损过程中的有效性ꎬ
为解决组织修复材料局部缺氧提供了解决方案ꎬ为
进一步提高组织工程方法修复神经损伤疗效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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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１] Ｈｏｕｄｅｋ ＭＴꎬ Ｓｈｉｎ Ａ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Ｊ] . Ｈａｎｄ Ｃｌｉｎꎬ２０１５ꎬ

３１(２) :１５１￣１６３.

[２]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ＲꎬＤａｉｌｅｙ ＴꎬＤｕｎｃａｎ Ｋꎬｅｔ ａｌ.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ｉｎ￣
ｊｕｒｙ: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Ｊ] .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ꎬ２０１６ꎬ１７(１２) :２１０１.

[３] Ｇóｍｅｚ ＲＭꎬ Ｓáｎｃｈｅｚ ＭＹꎬ Ｐｏｒｔｅｌａ￣Ｌｏｍｂａ Ｍꎬ ｅｔ ａｌ. Ｃｅｌ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ｉｎｊｕｒｙ ｗｉｔｈ 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ｎｓｈｅａｔｈｉｎｇ
ｇｌｉａ ｃｅｌｌｓ ( ＯＥＣｓ) [ Ｊ] .Ｇｌｉａꎬ２０１８ꎬ６６(７) :１２６７￣１３０１.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９ Ｎｏ.５ꎬ Ｏｃｔ ２０２０

[４] Ｗｒｉｇｈｔ ＡＡꎬＴｏｄｏｒｏｖｉｃ ＭꎬＴｅｌｌｏ￣Ｖｅｌａｓｑｕｅｚ Ｊꎬｅｔ ａｌ. Ｅｎｈａｎ￣
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ｎｓｈｅａｔｈｉｎｇ ｃｅｌｌｓ
ｉｎ ｓｐｉｎａｌ ｃｏｒｄ ｒｅｐａｉｒ ｕｓｉｎｇ 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ｎｓ[ Ｊ] . Ｃｅｌｌ Ｔｒａｎｓ￣
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１８ꎬ２７(６) :８６７￣８７８.
[５] Ｇｅ ＬꎬＺｈｕｏ ＹꎬＷｕ Ｐꎬｅｔ ａｌ.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ｎｓｈｅａｔｈｉｎｇ ｃｅｌｌｓ ｆａ￣
ｃｉｌｉｔａｔｅ ｎｅｕｒｉｔｅ ｓｐｒｏｕ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ｕｔｇｒｏｗｔｈ ｂｙ ｓｅｃｒｅ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ｈｅｖｉｎ[ Ｊ] .Ｊ Ｃｈｅｍ Ｎｅｕｒｏａｎａｔꎬ２０１９ꎬ１０４:１０１７２８.
[６] Ｚｈａｎｇ ＬꎬＬｉ ＢꎬＬｉｕ Ｂꎬｅｔ ａｌ.Ｃｏ￣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
ｎｅｕｒａｌ ｃｒｅｓｔｓ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ｎｓｈｅａｔｈｉｎｇ ｃｅｌｌｓ ｒｅ￣
ｐａｉｒｓ ｓｃｉａｔｉｃ ｎｅｒｖ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ｒａｔｓ[ Ｊ] .Ｆｒｏｎｔ Ｃｅｌｌ Ｎｅｕｒｏｓｃｉꎬ
２０１９ꎬ１３:２５３.
[７] Ｍａ ＴꎬＺｈｕ ＬꎬＹａｎｇ Ｙꎬｅｔ 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ｉｎ ｖｉｖｏ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Ｓｃｈｗａｎｎ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ａ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ｏｘｙｇｅｎ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ｓｃｉ￣
ａｔｉｃ ｎｅｒｖ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Ｊ] . Ｊ Ｔｉｓ￣
ｓｕｅ Ｅｎｇ Ｒｅｇｅｎ Ｍｅｄꎬ２０１８ꎬ１２(１) :ｅ１７７￣ｅ１８９.
[８] Ｓｕｎ ＺꎬＬｕｏ ＢꎬＬｉｕ Ｚꎬ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ｔｒｉｂｕｔｙｌａｍｉｎｅ￣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ａｌｇｉｎａｔｅ ｏｎ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ｐｕｌｐｏｓｕｓ ｃｅｌ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ｒｔｅｂｒａｌ ｄｉｓｃ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Ｂｉｏ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ꎬ
２０１６ꎬ８２:３４￣４７.
[９] Ｚｈｏｕ ＺꎬＺｈａｎｇ ＢꎬＷａｎｇ Ｓꎬｅｔ ａｌ.Ｐｅｒｆｌｕｏ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ｄｉｓｒｕｐｔ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ｏｘｙｇｅ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 ｄｒｕｇｓ
[ Ｊ] .Ｓｍａｌｌꎬ２０１８ꎬ１４(４５) :ｅ１８０１６９４.
[１０] Ｘｉａ Ｂꎬ Ｃｈｅｎ Ｇꎬ Ｚｏｕ Ｙ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ｗ￣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ｐｕｌｓｅｄ ｕｌｔｒａ￣
ｓｏｕ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ｐｌｕｒｉｐｏｔｅｎｔ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ｄｅ￣
ｒｉｖｅｄ ｎｅｕｒａｌ ｃｒｅｓｔ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
ｔｏｒ ５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ｓｃｉａｔｉｃ ｎｅｒｖ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ｃｏｖｅｒｙ[Ｊ].Ｊ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 Ｒｅｇｅｎ Ｍｅｄꎬ２０１９ꎬ１３(４):６２５￣６３６.
[１１] Ｇｏｕｌａｒｔ ＣＯꎬÂｎｇｅｌｏ Ｄｕｒçｏ ＤＦꎬｄｅ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ＬＡꎬｅｔ ａｌ. Ｏｌ￣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ｎｓｈｅａｔｈｉｎｇ ｇｌｉａ ｃｅｌ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ａｎｄ ｔｕｂｕｌａｒ ｃｏｎｄｕｉ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ｎｅｒｖ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ｕｓｅ ｓｃｉａｔｉｃ ｎｅｒｖｅ ｔｒ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Ｊ] .Ｂｒａｉｎ ｒｅｓꎬ２０１６ꎬ１６５０:２４３￣２５１.
[１２] Ｍｏｓｔｏｓｌａｖｓｋｙ ＧꎬＫｏｔｔｏｎ ＤＮꎬＦａｂｉａｎ ＡＪꎬｅｔ 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ｍｕｒｉｎｅ ｈｅｍａｔｏｐｏｉｅｔｉｃ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ｂｙ ｌｅｎｔｉｖｉｒａｌ ａｎｄ ｏｎｃｏ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 ｖｅｃｔｏ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Ｍｏｌ Ｔｈｅｒꎬ
２００５ꎬ１１(６) :９３２￣９４０.
[１３]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Ａꎬ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ꎬ Ｌｉ Ｄ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ｍａｇｅｄ ｄｏｒｓａｌ ｒｏｏｔ ｅｎｔｒｙ ｚｏｎｅ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ｌｆａｃｔｏ￣
ｒｙ ｅｎｓｈｅａｔｈｉｎｇ ｃｅｌｌｓ[ Ｊ] .Ｃｅｌｌ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ꎬ２０１９ꎬ２８(９￣１０) :
１２１２￣１２１９.
[１４] Ｂｏｅｃｋｅｒ ＡＨꎬ Ｂｏｚｋｕｒｔ Ａꎬ Ｋｉｍ ＢＳꎬ ｅｔ ａｌ. Ｃｅｌｌ￣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ｎｓｈｅａｔｈｉｎｇ ｃｅｌｌｓ ｈａ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ｘｔｒａ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ｎｅｒｖ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ｒｖｅ ｇｕｉｄｅ Ｐｅｒｉｍａｉｘ[ Ｊ] .Ｊ Ｔｉｓｓｕｅ Ｅｎｇ Ｒｅｇｅｎ Ｍｅｄꎬ２０１８ꎬ
１２(１１) :２１２５￣２１３７.
[１５] Ｙｕ Ａꎬ Ｍａｏ Ｌꎬ Ｚｈａｏ Ｆꎬ ｅｔ ａｌ. Ｏｌｆａｃｔｏｒｙ ｅｎｓｈｅａｔｈｉｎｇ ｃｅｌｌｓ
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ｃｅｒｅｂｒａｌ ｈｙｐｏ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ａｉｎ ｄａｍａｇｅｓ ｂｙ ａｃｔｉ￣
ｖａｔｉｎｇ Ｎｒｆ２ / ＨＯ￣１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 Ｊ ] . Ａｍ Ｊ Ｔｒａｎｓｌ
Ｒｅｓꎬ２０１８ꎬ１０(１０) :３１１１￣３１２１.
[１６] Ｄｅ ｌａ Ｒｏｓａ ＭＢꎬＫｏｚｉｋ ＥＭꎬＳａｋａｇｕｃｈｉ ＤＳ.Ａｄｕｌｔ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ｎｅｒｖｅ 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 .Ａｄｖ
Ｅｘｐ Ｍｅｄ Ｂｉｏｌꎬ２０１８ꎬ１１１９:４１￣７１.
(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０５ 本文编辑:张锦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