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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血症小鼠致肺损伤模型的研究

胡摇 勇1,裴摇 庆2,姚摇 敏2

[摘要]目的:探讨盲肠结扎穿刺建造的脓毒血症小鼠模型中肺组织损伤的相关机制。 方法:选取 42 只 C57BL / 6 雄性小鼠,随
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假手术组及脓毒血症组,各 14 只。 正常对照组不做处理,假手术组行盲肠结扎,脓毒血症组予以盲肠结扎

穿刺。 24 h 收集各组肺组织,观察脓毒血症情况评分(MSS)、生存率、肺组织形态改变情况、肺组织损伤评分、中性粒细胞以及

肺组织中炎症因子肿瘤坏死因子 琢(TNF鄄琢)和白细胞介素( IL)鄄6 表达水平的差异。 结果:脓毒血症组 MSS 评分、肺损伤评

分、中性粒细胞数、TNF鄄琢 及 IL鄄6 表达水平均较正常对照组、假手术组升高(P < 0. 01)。 结论:脓毒血症可造成病理学层面的

小鼠肺组织损伤,致炎症因子表达升高,降低小鼠的生存率。 通过观察该模型中反映肺损伤程度的相关指标的变化,可评估

脓毒血症严重程度和研究损伤相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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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model of lung injury induced by sepsis in mice
HU Yong1,PEI Qing2,YAO Min2

(1. Graduate School,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30;2. Department of Burn and Plastic Surgery,
The Ninth People忆s Hospital Affiliated to Medical College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19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related mechanism of the lung injury of in the mouse model of sepsis constructed by cecal
ligation and puncture. Methods:A total of 42 healthy male C57BL / 6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sham operation
group and sepsis group(14 mice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not treated,the sham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ecal ligation,and the
sepsis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ecal ligation combined with puncture. The lung tissue in three groups was collected after 24 hours of
treatment,and the MSS score, survival rate,morphological change of lung tissue, score of lung injury, number of neutrophils and
expression levels of tumor necrosis factor 琢(TNF鄄琢) and interleukin鄄6(IL鄄6) in lung tissues were analyzed in three groups. Results:
The MSS score,score of lung injury,number of neutrophils and expression levels of TNF鄄琢 and IL鄄6 in sepsis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and sham operation group(P < 0. 01). Conclusions:Sepsis can lead to the acute lung injury and increasing
expression level of inflammatory factors,and decrease the survival rate of mice. The related indicator of reflecting lung tissue injury
change can reflect the severity of sepsis,and study its related mechanism.
[Key words] sepsis;lung injury;inflammation

摇 摇 脓毒血症是指机体受到重大烧伤、创伤、严重感

染后引起的剧烈的全身炎症反应,病程发展快,可引

起发热、血压急剧下降等临床表现,随着病程进展,
会造成肺、肝、心等脏器的进一步损伤,甚至导致病

人因多器官功能障碍而死亡。 在我国医院 ICU 中

脓毒 血 症 的 发 病 率 为 28. 7% , 而 病 死 率 为

33. 5% [1],在美国每年因脓毒血症住院的病人病死

率高达14% ~ 2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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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U 的病人脓毒血症发病率为 7% ~ 11% ,同时医

院病死率为 18% ~35% [3]。 近年来,随着耐药菌株

的逐年增多,治疗手段的局限性,脓毒血症的病死率

居高不下。 脓毒血症基础研究进展缓慢,与动物模

型不稳定、无法很好模拟脓毒血症临床病理生理变

化密切相关。 研究[4]表明,肺脏结构及功能的病理

生理学改变可以反映原始损伤与病理机制之间的动

态平衡,急性肺损伤是脓毒血症的一个重要表现。
肺损伤是脓毒血症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与脓毒血

症的预后密切相关。 本文就盲肠结扎穿刺建造的脓

毒血症小鼠模型中肺组织损伤的相关机制作一

探讨。

1摇 材料与方法

1. 1摇 实验动物摇 选用 42 只 C57 / BL6 小鼠,均购于

上海杰思捷实验动物有限公司,为 6 周龄健康雄鼠,
体质量 (22. 3 依 1. 9) g。 实验生产许可证: SCXK
(沪)2013鄄0006。 动物实验均遵从上海交通大学附

属第九人民医院动物伦理条例。 将实验用小鼠于

SPF 级动物房标准喂养 4 周。
1. 2摇 主要试剂与仪器 摇 戊巴比妥钠(天津金耀氨

基酸有限公司),4% 多聚甲醛(上海实验试剂有限

公司),苏木素 -伊红染液(武汉谷歌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实时荧光定量 - 聚合酶链反应(RT鄄PCR)逆
转录试剂盒和荧光染料(美国天根公司),PCR 引物

合成(上海生工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EDTA 抗

原修复液(美国 Servicebio 公司);Light Cycler 480
荧光 定 量 PCR 仪 ( 瑞 士 Roche 公 司 ), 5810R
Centrifuge 高速低温水平离心机(德国 Eppendorf 公
司),NIKON ECLIPSE CI 正置光学显微镜及 NIKON
DS鄄U3 成像系统(日本 NIKAON 公司)。
1. 3摇 分组与建模摇 42 只 C57BL / 6 小鼠随机分为正

常对照组、假手术组、脓毒血症组,每组 14 只。 脓毒

血症组小鼠处理(见图 1):手术前 6 h 禁食水,按照

戊巴比妥钠 35 ~ 45 mg / kg 腹腔麻醉后,脱毛膏去除

左下腹毛发,暴露手术区;消毒铺巾,定位左肋弓下

1 ~ 1. 5 cm,腹中线左外侧 0. 3 ~ 0. 4 cm,用手术刀

切开 0. 5 cm 纵行切口,依次切开皮肤、皮下结缔组

织、腹部肌层、腹膜,于左后下方寻找盲肠并暴露。
以 5 号编织线在距回盲瓣至盲肠尖近端 1 / 3 处结扎

盲肠,用 5 mL 注射器针头在结扎部位远端十字对穿

盲肠,挤出少量粪便置于腹腔内。 回纳盲肠,逐层缝

合关闭腹腔。 手术过程几乎无出血,皮下注射

0. 1 mL 0. 9%氯化钠注射液用于术后补液。 手术全

程保暖,术后正常饲养。 假手术组不进行十字对穿

盲肠,直接回纳腹腔,其余处理步骤同脓毒血症组。

1. 4摇 标本采集摇 术前、术后所有小鼠空腹称量体质

量,术前 15 min 麻醉,于处理后 24 h 眼球取血,取血

后颈椎脱位法处死小鼠,即刻取出全肺组织,一部分

使用 4%多聚甲醛固定,石蜡包埋切片,另一部分肺

组织液氮保存,用以检测肿瘤坏死因子 琢(TNF鄄琢)
和白细胞介素(IL)鄄6 水平。
1. 5摇 脓毒血症情况评分(MSS)测定摇 参照文献[5],
评分包括外观、意识水平、活动度、刺激反应、眼部情

况、呼吸速率、呼吸质量 7 个指标,每个指标按照等

级为 0 ~ 4 分,评分为 7 个指标分数相加。
1. 6摇 生存率测定摇 验证脓毒血症小鼠的生存率,将
相同周龄、雄性的正常小鼠、假手术小鼠和脓毒血症

小鼠各 8 只,手术成功后麻醉苏醒分笼放回动物房

饲养,正常饮食,每 8 h 观察 1 次,记录其生存与死

亡,直至脓毒血症小鼠全部死亡结束观察。
1. 7摇 肺组织病理学检测摇 肺组织形态观察:将固定

于 4%多聚甲醛 24 h 的新鲜组织于脱水机内依次梯

度乙醇脱水,将浸好腊的组织放入包埋机内包埋,蜡
块在切片机切片 4 滋m 厚度,40 益温水中展平,载玻

片捞起,60 益烤箱内烤片,常温备用。 将石蜡切片

依次放入二甲苯、乙醇脱蜡至水:入 Harris 苏木素染

3 ~ 8 min,水洗,1%盐酸分化数秒,0. 6%氨水返蓝:
入伊红染色液中染色 1 ~ 3 min:依次于乙醇、二甲苯

中脱水透明,中性树脂封片,显微镜下镜检,其中细

胞核呈蓝色,细胞质呈红色。 观察肺组织中渗出、渗
血、碎片及炎症浸润情况。
1. 8摇 肺组织损伤评分 摇 以 HE 染色组织切片为参

照依据,分别以渗出物情况、充血程度、肺泡内出血

和组织碎片、中性粒细胞浸润、细胞病理性增生等 5
项病理指标进行评分。 其中无、轻度、中度、重度分

别计分 0、1、2、3 分。 5 项分值相加,总分即为肺组

织损伤评分。
1. 9摇 石蜡切片摇 MPO 免疫荧光检测 :将石蜡切片

依次放入二甲苯、乙醇脱蜡至水,使用 EDTA 抗原修

复缓冲液(pH8. 0)将组织切片进行抗原修复,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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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甩干后用组化笔在组织周围画圈荧光淬灭,圈
内滴加牛血清白蛋白行血清封闭,在切片上滴加一

抗(MPO 1颐 200 稀释),孵育过夜,玻片脱色洗涤后,
将切片稍甩干后在圈内滴加与二抗(Alexa 488鄄山羊

抗兔 IgG 1颐 400 稀释)覆盖组织,避光孵育,DAPI 复
染细胞核,使用抗荧光淬灭封片剂封片,切片于荧光

显微镜下观察并采集图像。 其中 DAPI 染色的细胞

核在紫外的激发下为蓝色,MPO 阳性表达细胞为相

应荧光素标记的绿色。
1. 10摇 TNF鄄琢 和 IL鄄6 检测摇 采用 RT鄄PCR 方法,逆
转录和荧光染料由美国天根公司生产。 取 1 cm2 大

小组织,反复使用液氮研磨至粉末状,Trizol 消化、裂
解组织后使用氯仿溶解 RNA,取上层水相,分别使

用异丙醇、75% 乙醇沉淀、清洗 RNA,沉淀 RNA 使

用 DEPC H2O,在 55 ~ 60 益溶解,测定 RNA 浓度。
使用快速反转录试剂盒中 5 伊 gDNA Buffer、FQ鄄RT
Primer Mix、10 伊 Fast RT Buffer、RNase鄄Free ddH2O
试剂合成第一链 cDNA。 整个过程避免外界 RNA
酶降解 RNA,合成的 cDNA 可用于后续实验或者低

温保存。 使用荧光染料 QuantiNovaTM SYRB Green
PCR Kit、前期合成的 cDNA、TNF鄄琢 引物 ( Forward
5忆鄄CCC TCA CAC TCA GAT VAT CTT CT鄄3忆;Reverse
5忆鄄GCT ACG ACG TGG GCT ACA G鄄3忆)、IL鄄6 引物

(Forward 5忆鄄GCA ACT GTT CCT GAA CTC AAC T鄄
3忆;Reverse 5忆鄄ATC TTT TGG GGT CCG TCA ACT鄄3忆)
按比例加入 96 孔板,扩增。

1. 11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方差分析、q 检验

和 Kaplan鄄Meier 法生存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3 组 MSS、肺组织病理学变化、肺组织损伤评

分、炎性细胞、TNF鄄琢 及 IL鄄6 水平 摇 脓毒血症组小

鼠脓毒血症情况评分较正常对照组、假手术明显升

高(P < 0. 01),而假手术组脓毒血症情况评分较正

常对照组明显升高(P < 0. 01)(见表 1)。 正常对照

组肺泡结构完整、清晰,肺间隔内无水肿,肺组织内

无细胞碎片、充血、渗出,无炎性细胞浸润。 假手术

组肺损伤较轻,肺泡形态结构较完整,肺间隔轻微水

肿、增厚,清晰可见并且连续,肺泡内细胞碎片、充
血、渗出较少,肺炎症浸润较轻。 脓毒血症组小鼠肺

损伤重,肺泡结构破坏严重,形态结构不清晰,间隔

水肿严重,肺泡内渗出、充血及各种细胞碎片较多,
炎症细胞浸润多。 假手术组肺组织考虑到小鼠全身

麻醉、腹部创伤,因此也会出现轻微肺损伤(见图

2)。 肺组织损伤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
(见表 1),MPO 免疫荧光显示肺组织浸润的炎性细

胞主要为中性粒细胞(见图 3),脓毒血症组的炎性

细胞较正常对照组、假手术组都有明显的增加(P <
0. 01)(见表 1),术后 24 h 脓毒血症组小鼠的肺组

织中的 TNF鄄琢 及 IL鄄6 水平均较正常对照组、假手术

组明显升高(P < 0. 01)(见表 1)。

表 1摇 3 组相关指标比较(x 依 s)

分组 n MSS 肺组织损伤评分 炎性细胞 TNF鄄琢 IL鄄6

正常对照组 14 — 0. 67 依 0. 21摇 1 080 依 188. 0 摇 摇 1. 000 依 0. 000摇 摇 1. 000 依 0. 000摇 摇

假手术组摇 14 4. 14 依 0. 27** 3. 50 依 0. 22** 2 699 依 285. 6** 摇 2. 070 依 0. 383* 摇 1. 578 依 0. 084**

脓毒血症组 14 摇 20. 50 依 0. 68**吟吟 摇 11. 00 依 0. 45**吟吟 16 948 依 401. 9**吟吟 摇 9. 300 依 1. 107**吟吟摇 451. 000 依 36. 760**吟吟

F — 659. 90 290. 49 686. 50摇 摇 44. 53 149. 70

P — <0. 01 < 0. 01 < 0. 01摇 摇 < 0. 01 < 0. 01

MS组内 — 1 645. 000 0. 098 1. 906 伊 108 摇 摇 120. 300 404 414. 000

摇 摇 q 检验:与正常对照组比较*P < 0. 05;**P < 0. 01,与假手术组比较吟吟P < 0. 01

2. 2摇 3 组小鼠生存率比较摇 正常对照组小鼠、假手

术组小鼠观察期间无小鼠死亡。 而脓毒血症组小鼠

16 h 即出现第 1 例死亡,术后 24 h 脓毒血症组小鼠

生存率为 75. 0% ,而术后 32 h 小鼠生存率仅为

37. 5% ,术后 40 h 小鼠生存率维持在 25. 0% ,直至

术后 96 h,脓毒血症小鼠全部死亡。 脓毒血症组小

鼠 32 h(字2 = 12. 62,P < 0. 01)、48 h(字2 = 14. 83,P <

0. 01)生存率较正常对照组、假手术组明显降低。

3摇 讨论

摇 摇 脓毒血症是一种常见的严重的全身性感染,具
有病死率高、治疗费用高昂等特点。 已知的脓毒血

症治疗措施,如使用内毒素拮抗剂、分子靶向治疗、
使用镇静药等, 由于疗效欠佳, 均无法达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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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6 - 9]。 受多种条件的限制,脓毒血症的临床研究

进展缓慢,有学者[10 - 13] 致力于脓毒血症的基础研

究。 近年来,脓毒血症的基础研究发展迅速,已取得

一定成果。 动物模型是研究疾病的致病机制、病理

生理过程以及药物研发的重要工具,在基础研究中

占据关键地位。 从血清学检查、临床症状、发病因

素、疾病发生发展等方面模拟脓毒血症的多种动物

模型的成功建立,解决了因脓毒血症进展快、病理病

生变化复杂多样,在使用动物模型模拟脓毒血症临

床病理变化和特征较为困难的问题。 从生物学行

为、实验室检查、分子生物学、信号转导等环节提供

了大量的实验数据[14 - 15]。 本实验选用的盲肠结扎

穿刺(CLP)模型通过穿刺引起肠道内菌丛诱发腹膜

炎,经过不断改进,与临床脓毒血症最为接近,主要

体现在血液动力学及免疫状态变化等方面,且病情

非一过性,而是处在不断变化中,能较好地模拟脓毒

血症的变化过程。 并且,CLP 模型小鼠从手术到死

亡仅经历数天,为研究者提供了较充足的研究时间,
是脓毒血症动物模型的“金标准冶 [16]。

机体发生脓毒血症后,产生的大量前炎症介质

及脂质代谢产物,促进了炎症细胞(尤其是中性粒

细胞)在肺组织的聚集和活化,构成了急性肺损伤

炎性反应的“瀑布样冶放大效应,随着炎症的进一步

发展,导致肺泡间隙水肿、肺泡的塌陷及透明膜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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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造成肺泡的不可逆损伤,导致了肺顺应性的降

低,增加了肺泡死腔,病人发生顽固的低氧血症,进
而造成机体的死亡。 临床上,超过 50% 的脓毒血症

病患会发展为急性肺损伤(ALI) /急性呼吸窘迫综

合征(ARDS) [17]。 本研究发现,与 CLP 模型组比

较,正常对照组小鼠肺组织病理表现为肺泡的结构

完整,无炎性细胞浸润,肺泡间隔正常。 CLP 组小鼠

发生继发性肺损伤,表现为肺泡腔和肺泡间隔有大

量炎症细胞(免疫荧光证实 CLP 模型组的炎性浸润

细胞为中性粒细胞)、碎片和红细胞浸润,肺泡结构

破坏,肺泡间隔明显水肿、增厚。 表明 CLP 诱导的

脓毒血症模型被成功复制,且诱发了肺损伤。 与

ALI / ARDS 的肺组织病理学改变如肺泡结构被破

坏、中性粒细胞浸润、肺泡腔充血以及透明膜的形成

等极为相似。 而在肺损伤中中性粒细胞通过与上皮

细胞和内皮细胞发生黏附作用,进一步加重肺部损

伤[18]。 有研究[19 - 20]证实 TNF鄄琢 是脓毒血症时最早

释放的因子之一,是炎症反应中激活细胞因子级联

反应的主要炎性介质;而 IL鄄6 水平的高低与疾病严

重程度及预后相关。 与正常对照组比较,CLP 模型

组中小鼠肺组织中 TNF鄄琢、IL鄄6 水平均明显升高。
由此,我们推测肺组织的变化是由于脓毒血症

中肺组织中大量的中性细胞的聚集和活化,通过黏

附作用进一步破坏肺部上皮和血管内皮,致肺组织

损伤无法逆转造成的,这一肺损伤导致 ALI / ARDS
的发生,提高了脓毒血症的死亡率。 同时肺组织中

TNF鄄琢 和 IL鄄6 水平明显升高,进一步加重脓毒血症

所致急性肺损伤的严重程度。 提示 CLP 小鼠致脓

毒血症可造成肺组织严重损伤。 需要指出的是,本
次研究样本量有限,监测与肺损伤有关指标的特异

性及敏感性有待进一步验证,尚需开展更多的基础

及临床试验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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