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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川芎嗪：是从伞形科藁本属植物川芎中分离提纯的生物碱单体,是中药川芎的主要有效成分，是活血行气祛瘀
的一种中药活性生物碱。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离方法：①全骨髓法：根据干细胞在低血清培养基中有贴壁优势特性，定期换液除去不
贴壁细胞，从而达到纯化及扩增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目的。②密度梯度离心法：根据骨髓中各细胞成分密度
的不同，分离单核细胞进行贴壁培养。③免疫法：如流式细胞仪法、免疫磁珠法等对其进行分离纯化。但经
过流式或磁珠分选后的细胞出现了增殖缓慢等一些问题，加之成本较高和技术的难度，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
这些方法的广泛应用。

摘要
背景：盐酸川芎嗪具有促进神经修复的作用，可以应用于神经系统损伤的治疗。
目的：观察盐酸川芎嗪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联合应用大鼠脊髓损伤后的干预对电生理及后肢功能变化的
影响。
方法：采用 Allen 打击法建立 T9 脊髓全横断损伤模型大鼠，建模后随机分为 3 组，对照组仅尾静脉注射培养液；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于尾静脉注射等体积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联合组尾静脉注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尾静
脉滴注盐酸川芎嗪，持续 4 h。造模后 1，2，4，6，8 周后进行 BBB 评分、改良 Tarlov 评分检测大鼠后肢运动
功能恢复情况；于造模后 72 h 采用 RT-PCR 法检测各组大鼠脊髓损伤区周围 Bcl-2、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
表达变化；于造模后 4 周行体感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电位进行神经电生理恢复程度测定；造模后 8 周行辣根过氧
化物酶示踪评估大鼠脊髓神经纤维的再生状况，通过 PKH-26 标记观察移植细胞的存活、迁移。
结果与结论：造模后 1，2，4，6，8 周，联合组大鼠后肢 BBB 评分、改良 Tarlov 评分联合组明显优于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05)，造模后 72 h，PCR 法检测结果
表明联合组中大鼠脊髓损伤区周围 Bcl-2、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的表达显著高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
及对照组(P < 0.05)。造模后 4 周，各组体感和运动诱发电位的潜伏期：联合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
对照组(P < 0.05)。体感和运动诱发电位波幅宽度依次为联合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对照组(P < 0.05)。
造模后 8 周，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及联合组有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神经锥体细胞明显的穿越痕迹；联
合组中 PKH-26 标记的阳性细胞数与辣根过氧化物酶阳性细胞数量最多，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次之，对
照组相对最少(P < 0.05)。研究表明，盐酸川芎嗪联合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可促进脊髓损伤大鼠神经细胞再
生，促进 Bcl-2、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基因的表达，改善肢体运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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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Ligustrazine hydrochloride which promotes nerve repair can be applied to the treatment of
nervous system injury.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ligustrazine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ransplantation on electrophysiological property and hindlimb function of ra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METHODS: T9 spinal cord transection injury models were made in rats using Allen’s method, and then rat
models were randomized into three groups: rats in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ail vein injection of culture solution;
rats in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underwent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via the tail vein;
rats in combined group were subjected to the tail vein injection of ligustrazine hydrochloride and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hat lasted for 4 hours. At 1, 2, 4, 6, 8 weeks after modeling, Basso, Beattie and
Bresnahan scores and modified Tarlov scores were used to detect the motor function of rats. At 72 hours after
modeling, RT-PCR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expression of Bcl-2 and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around
the injured region. At 4 weeks after modeling, somatosensory and motor evoked potentials were measured for
evaluation of neurophysiological recovery. At 8 weeks after modeling, horseradish peroxidase tracer was used to
assess the regeneration of rat spinal cord nerve fibers; PKH-26 labeling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survival and
migration of transplanted cell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At 1, 2, 4, 6, 8 weeks after modeling, Basso, Beattie and Bresnahan scores and
modified Tarlov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combined group than the cell transplantation followed by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At 72 hours after modeling, the expression of Bcl-2 and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around the injured region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combined group than the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P < 0.05). At 4 weeks after modeling, the latencies of somatosensory and motor evoked potentials
were ranked as follows: combined group <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 amplitudes of
somatosensory and motor evoked potentials were ranked as follows: combined group >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 control group (P < 0.05). At 8 weeks after modeling, horseradish peroxidase-labeled pyramidal cells in
the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and combined group showed apparent crossing signs; the number of
PKH-26-positive cells and horseradish peroxidase-positive cells was the most in the combined group followed by
the cell transplantation group, and was the leas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ligustrazine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transplantation can facilitate
nerve cell regeneration, promote the expression of Bcl-2 and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and improve motor
function in rats after spinal cord injury.
Cite this article: Wu XM, Gao WS, Wang J, Cai HY. Neuroprotection of ligustrazine hydrochloride combined
with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 in rat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16;20(1):95-101.

0 引言 Introduction

细胞向神经样细胞转化[6]。

近年来对于脊髓损伤的研究中，较普遍地认为脊髓损
伤的原发性损伤以及继发性的水肿、缺血再灌注、氧自由

实验旨在观察川芎嗪联合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对大
鼠脊髓损伤后电生理及后肢功能变化的影响。

基的形成等导致局部的神经细胞、少突胶质细胞的死亡，

材料和方法 Materials and methods

是导致病情严重程度的重要因素，目前脊髓损伤的治疗目

1

标主要以减少因原发伤及继发伤导致的神经细胞死亡，最

1.1

设计

大程度挽救受损的脊髓神经元，最终达到脊髓的神经细胞

1.2

时间及地点

的修复与重建之目的，具体的临床治疗手段主要以手术解

大学动物实验室完成。

压、药物抗炎消肿及支持为主，以及后期的理疗康复等，

1.3

[1]

发展，证实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兼具强大的增殖潜能与多向
分化能力，在体内及体外实验中均能分化为神经细胞

[2-5]

。

2014年2月至2015年3月，于河北医科

材料

实验动物：健康纯系两三月龄SD大鼠51只，雌雄不限，

但经过上述治疗，仍未明显降低截瘫不良预后的比率 。
近年来随着干细胞治疗研究的深入及再生医学的不断

随机对照动物模型实验。

体质量272-399 g，购自河北医科大学动物实验室，动物
质量合格证号：SCXK(冀)20090028，饲养温度20-25 ℃，
正常饮食。

川芎嗪是从中药川芎中的提取物，其主要有效活性物为一

1.4

种生物碱，可通过血脑屏障，有抗血小板、扩张小动脉、

1.4.1

改善微循环和中枢神经血流之作用，广泛应用于神经科的

麻醉后颈椎脱臼法处死，体积分数75%乙醇侵泡10 min以

[3]

各种缺血性及创伤性疾病 ，有报道称川芎嗪在体内可增
[4]

加星形胶质细胞表达胶质纤维酸性蛋白 ，对神经元有保
[5]

实验方法
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培养与鉴定

SD大鼠1只

消毒全身。于无菌条件下行双侧胫骨、股骨取出术，将取
出的长骨两端骨端予以剪除，以DMEM-LG培养基(Astarte

护作用 ，提示其可能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脊髓

Biologics公司)冲洗骨髓腔后进行离心分离，用体积分数

损伤起到促进作用，川芎嗪还可以诱导大鼠骨髓间充质干

20%含胎牛血清的DMEM-LG培养基配制单细胞悬液，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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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悬液细胞浓度以3×107 L 1接种至100 mL培养瓶内，将培

共计42个循环。PCR产物经1.2%琼脂糖凝胶电泳，用凝胶

养瓶置于37 ℃、体积分数95%饱和湿度的体积分数5%

成像仪观测，UVI凝胶成像系统摄像，Image-Pro Plus 7.0

CO2环境下的孵育箱中进行培养，24 h后置换培养基，以

软件进行条带灰度值分析，计算Bcl-2、碱性成纤维细胞生

清除未贴壁的细胞，再以每隔两三天置换新鲜的培养液，

长因子与GAPDH灰度值比值。

然后按1∶2比例进行传代。细胞融合达到80%-90%时，进

表 1 引物序列
Table 1 Primer sequences

行下一次传代操作，下次以1∶3比例传代。在多次传代并
扩增培养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得到不断纯化和扩增。放于
倒置相差显微镜下检查及观测培养效果，应用流式细胞仪

基因名称

引物序列(5’-3’)

片段长度(bp)

温度(℃)

GAPDH

上游：5’-AGT ATG ACT CCA

100

57

228

57

705

57

鉴定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表面抗原表达水平。
脊髓损伤模型的建立

1.4.2

CTC ACG GCA A-3’
下游：5’-TCT CGC TCC

大鼠50只，造模成功45只，

用2.5%氯胺酮经腹腔注射(20 mg/kg)成功麻醉，俯卧位固

TGG AAG ATG GT-3’
上游：5’-CTG GTG GAC

Bcl-2

定在实验台上，腰背部去毛备皮，常规消毒后自背部正中

AAC ATC GCT CTG-3’

切口，显露出T8-11棘突与椎板，切除T9-10棘突及部分椎板，

下游：5’-AGC CTC CTC TGC

将该段脊髓组织显露，即为损伤区。以改良Allen打击法制
[7]

模 ，以10 g重物于4 cm高度自由落体至手术大鼠显露的

TCT TTC TGC TGG A-3’
碱性成纤维

上游：5’-AGC CTC CTC TGC

细胞生长因子

TCT TTC TGC TGG A-3’
下游：5’-CTT TIG TCT ATG

脊髓组织。

CCC CTG CAG CCT T-3’

造模成功标准

1.4.3

脊髓损伤后鼠尾痉挛性摆动且有

后双肢呈迟缓性瘫。确认造模成功者逐层缝合切口。建模

1.4.7

后连续3 d进行经腹腔内注射庆大霉素2 000 U/(kg•d)，大

周，于各组取6只大鼠，依据参考文献[11]所示方法采用

鼠制模后常规行促进排便排尿按摩。

KEYPOINT 4诱发电位仪进行体感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电

动物分组

1.4.4

采用随机区组法将造模成功的SD大鼠

分为对照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及联合组，每组15
只。造模成功6 h后，对照组仅尾静脉注射1 mL培养液，骨
髓 间 充 质 干 细 胞 移 植 组 尾静 脉 注 射 骨 髓 间 充 质 干细胞
6

(3×10 个)悬液1 mL，联合组注射等体积的 骨髓间充质干
6

运动诱发电位与体感诱发电位的检测

建模后第8

位的测定。以10%水合氯醛经腹腔内注射进行麻醉成功后，
将大鼠置于操作台上，安装刺激电极于后肢待测。

体感诱发电位检测：于矢状缝和冠状缝交点处头皮下
放置记录电极，记录电极后0.5 cm处头皮下安置参考电极。
以直流方波进行电刺激(波宽0.2 ms，电流5-15 mA，频率

细胞(3×10 个)同时注射盐酸川芎嗪注射液(50 mg/kg)连续

3 Hz)，使其出现后肢轻度抽动，叠加次数设置为50-60次，

用药5 d。

观测并记录体感诱发电位潜伏期与波幅改变，观测神经电生

1.4.5

下肢运动功能评价

参与实验的大鼠均在术前，及

造模成功后1，2，4，6，8周进行后肢运动功能评测。
[8]

BBB评分 ：将大鼠后肢运动功能分为22个等级，其

理的恢复程度。

运动诱发电位检测 ：安置针状刺激电极于顶冠状缝前
2 mm、矢状缝旁2 mm处的头皮下，刺激强度40 mA，波宽

中后肢全瘫为0分，功能完全正常为21分，主要观察内容

0.1 ms，频率1 Hz，叠加次数300-500次，扫描速率5 ms/D，

包括关节活动数目和范围、负重程度及前后肢协调性、前

灵敏度5 μV/D。持续观察并记录运动诱发电位潜伏期与波

后爪和尾部活动情况等。

幅改变。

改良Tarlov评分

[9-10]

：0分：完全瘫痪，针刺下肢无反

1.4.8

辣根过氧化物酶神经逆行示踪

移植后8周，加入

应；1分：完全瘫痪，针刺下肢有反应，但肢体不能活动；

等量生理盐水将辣根过氧化物酶稀释溶解。各组随机选

2分：肢体可活动，但不能站立或站立不稳；3分：可站立，

3只大鼠，水合氯醛腹腔注射后实施脊髓暴露。定位脊髓于

但无法行走；4分：可行走数步，但不能稳定；5分：能缓

T10髓背正中静脉外侧1 mm以玻璃微管穿刺进针1.5 mm。

慢行走，但不灵活；6分：正常行走。

于40 min内匀速注射体积分数50%辣根过氧化物酶(Santa

1.4.6

Cruz 公司) 1 μL，将微管停留脑内30 min，封闭切口，正

RT-PCR法检测大鼠脊髓组织Bcl-2、碱性成纤维细

胞生长因子mRNA的表达

于建模后72 h提取大鼠正常及

常饲养3 d。水合氯醛麻醉后，以温热的40 g/L多聚甲醛+

损伤脊髓的总RNA。采用RT-PCR分析Bcl-2、碱性成纤维

体积分数1.25%戊二醛固定液150 mL进行心脏灌注，并切

细胞生长因子在脊髓损伤前后的表达变化。Primer Primer

取T3-11胸髓，并将其侵泡于4 ℃的体积分数30%葡萄糖溶

5.0软件设计引物，见表1。TRIzol法分别提取5组细胞总

液中侵泡20 h，取出脊髓制成30 μm横切面冰冻切片。对

RNA, 并反转录为cDNA，每组细胞设计3个重复孔。PCR

切片进行DAB加强染色后以中性树胶封固。光镜下脊髓横

引物均由上海生物工程公司合成，每组均设3个复孔，实验

切面切片视野中，记录辣根过氧化物酶阳性的神经锥体细

重复操作3次，RT-PCR的反应条件如下：95 ℃预变性

胞数目，随机抽取各组于不同的时点10张切片，记录后取

5 min，95 ℃变性30 s，57 ℃退火30 s，72 ℃延伸60 s，

其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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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PKH-26标记观察移植细胞的存活与迁移

移植建

2.4

大 鼠 脊 髓 组 织 Bcl-2 、 碱 性 成 纤 维 细 胞 生 长 因 子

模后4周，每组随机抽取6只大鼠以上述同样方式麻醉后处

mRNA的表达

死，损伤区脊髓取标本，对损伤处作组织学检查以观测恢

伤区周围Bcl-2、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mRNA的表达水

复情况。将损伤区脊髓组织经40 g/L多聚甲醛固定后进行

平：联合组表达水平较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及对照组

常规制作冰冻切片。将所制作的组织切片苏木精-伊红染色

明显高(P < 0.05)，另外，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较对照

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细胞的存活数目以及迁移情况。每

组又显著高 (P < 0.05)，见图3。

张切片在高倍镜(200×)下随机选取10个视野进行观测与计

2.5

数。对各视野内PKH-26阳性细胞进行计数，取其均值。

型建立成功后，经随机抽取各组2个实验鼠进行检测，发现

各组体感与运动诱发电位的变化

大鼠脊髓损伤模

各组BBB评分、改良Tarlov 评分、脊

大鼠的体感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电位的诱发电位波形均显

髓损伤区周围Bcl-2、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基因表达变

示完全消失。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后4周，联合组与骨髓

化，体感和运动诱发电位变化、脊髓神经纤维的再生状况、

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的体感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电位明显

移植细胞的存活和迁移情况。

恢复，波幅可见增高，而对照组体感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

1.5

主要观察指标

RT-PCR结果显示，大鼠脊髓损伤后，损

数据以x±s表示，由第二作者应用SPSS

电位仅稍有恢复迹象，各组间体感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电

18.0 软 件 整 理 分 析 数 据 ， 组 间 数 据 差 异 的 比 较 采 用

位潜伏期比较：联合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对照组

Student's t 检验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P < 0.05为差异有

(P < 0.05)；波幅比较：联合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

显著性意义。

对照组(P < 0.05)，见表3。提示电信号从后肢到头皮传导

1.6

统计学分析

_

时间联合组较其他两组都短，传导通路相对顺畅，可认为

结果 Results

2
2.1

实验动物数量分析

有明显的恢复。
纳入大鼠50只，均进入结果分析

2.6

辣根过氧化物酶神经逆行示踪结果

辣根过氧化物

50只，有死亡和感染5只，无及时补充，有脱失值，最终

酶示踪脊髓追踪显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及联合组

计入结果分析的数量45只。干预流程图见图1。

有明显的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神经锥体细胞穿越损伤

培养的大鼠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形态

骨髓间充质干

区。对照组注入神经辣根过氧化物酶示踪显色液后2 d，辣

细胞在培养24 h后，可见有少许细胞开始贴壁，多呈成对

根过氧化物酶示踪显示液被逆行转运，辣根过氧化物酶阳

出现，多为椭圆形，折光性强。培养72 h后观测到球形和

性 标 记 的 神 经 锥 体 细 胞 在 T8 以 上 节 段 少 有 发 现 ， 为

梭形细胞贴壁生长。培养5 d时，可见呈梭形、多边形的细

(13.15±2.08)个/高倍视野，见图4A。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

胞，有凸起伸出，培养瓶骨髓基质细胞数目增多明显，以

植组可见有辣根过氧化物酶阳性神经锥体细胞，其数量较

形态均一的细胞集落出现。传代至1-3代的细胞可见活跃的

联合组为少，为(20.63±2.14)个/高倍视野，但较对照组多，

增殖状态，传代第1，2天可见细胞以单层贴壁生长状态为

见图4B。联合组脊髓可见辣根过氧化物酶阳性颗粒标记的

主，胞体呈扁平状、梭形及不规则形状，细胞核及核仁清

神经锥体细胞数目较多，为(30.75±2.31)个/高倍视野，见

晰可见，细胞融合处的生长状态多呈平行或旋涡状。3代的

图4C。

2.2

细胞形态比较为均一。流式细胞仪观测结果可见细胞有较

脊髓损伤造模后4周，联合组中辣根过氧化物酶阳性神

好的均一性，纯度达95%以上。见图2。
2.3

大鼠后肢运动功能的评价结果

经细胞数量最多，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次之，对照组

实验各组大鼠在造

相对最少(P < 0.05)。

模前所进行的BBB评分及改良Tarlov评分均较为相似无显

2.7

著差异。而在移植后各组间的的BBB评分及改良Tarlov评

联 合 组 中 PKH-26 标 记 的 阳 性 细 胞 的 数 量 最 多 ：

分差异较为显著，各组比较大鼠后肢运动功能评价联合组

(43.16±2.98)个/高倍视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次之：

明显优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

(24.37±3.65)个/高倍视野，而对照组则未有阳性发现，3

植组各项数据均显示优于对照组(P < 0.05)，见表2。

组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 0.05)，见图5。

PKH-26标记观察移植细胞的存活状态与迁移情况

盐酸川芎嗪联合骨髓间充质干

对照组 15 只

尾静脉注射培养液

功建立 T9 脊

骨髓间充质干

尾静脉注射等体积的骨髓间充质

经保护作用，促进脊髓损伤大

髓全横断损

细胞移植组 15 只

干细胞

鼠神经突触的再生，促进

联合组 15 只

尾静脉注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 +

子，基因的表达，改善其电生

尾静脉滴注盐酸川芎嗪

理功能及肢体运动功能

细胞移植能对脊髓损伤起到神

大鼠 45 只成
大鼠 50 只

Bcl-2、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

伤模型

图 1 干预流程图
Figure 1 Interventional flo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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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对照组

B

B

BMSC 移植组

联合组

228 bp

Bcl-2

705 bp

碱性成纤维细胞
生长因子

100 bp

GAPDH

图 3 大鼠脊髓组织 Bcl-2、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mRNA 的表达
Figure 3 Expression of Bcl-2 and basic 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mRNA in the spinal cord of rats
图注：大鼠脊髓组织 Bcl-2、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mRNA 的表达：
联合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对照组(P < 0.05)。BMSC：骨髓
间充质干细胞。

图 2 原代与第 3 代培养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形态
Figure 2 Morphology of primary and passage 3 bone marrow
mesenchymal stem cells
图注：图 A 为原代培养呈椭圆形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 为第 3 代的
细胞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均一性较好。

A

www.CRTER.org

A

C

图 4 各组辣根过氧化物酶神经逆行示踪结果(×200)
Figure 4 Horseradish peroxidase retrograde tracing in each group
(×200)
图注：图 A 为建模后 4 周，对照组辣根过氧化物酶阳性标记的神经锥
体细胞在 T8 以上节段少有发现；B 为建模后 4 周，骨髓间充质干细
胞移植组可见有辣根过氧化物酶阳性神经锥体细胞；C 为伤后 4 周联
合组辣根过氧化物酶阳性颗粒标记的神经锥体细胞数目较多。

B

C

图 5 各组的 PKH26 染色阳性的红色荧光(×200)
Figure 5 Red fluorescence presents PKH26 positive cells (×200)
图注：图中 A 为对照组；B 为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C 为联合组。
联合组中 PKH-26 标记的阳性细胞的数量最多，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
植组次之，对照组未见。

_

表 2 各组各时间点 BBB 评分和改良 Tarlov 评分比较
Table 2 Basso, Beattie and Bresnahan scores and modified Tarlov scores at different time
组别

造模前

(x±s，n=15，分)

造模后时间(周)
1

2

4

6

8

BBB 评分
对照组

21.03±0.02

0.00±0.00

1.35±0.07

2.59±0.67

8.54±1.56

11.25±1.37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

21.02±0.01

0.00±0.00

1.56±0.05

4.05±1.05

10.45±1.42

12.84±1.44

联合组

21.03±0.03

0.00±0.00

3.58±0.04

6.26±1.07

13.34±1.14

14.89±1.38

对照组

41.15±1.37

14.50±1.48

15.17±1.25

20.47±2.1

21.77±2.05

24.84±2.16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

41.16±1.66

15.45±2.13

17.51±1.26

23.27±2.13

28.96±2.11

33.21±2.03

联合组

41.16±2.24

17.16±1.25

20.32±2.12

24.10±2.24

32.18±2.42

37.14±2.44

改良 Tarlov 评分

表注：造模前所进行的 BBB 评分及改良 Tarlov 评分无显著差异。移植后各组比较大鼠后肢运动功能评价联合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对照组(P < 0.05)。

_

表 3 移植后 4 周各组大鼠体感和运动诱发电位检测 (x±s，n=15)
Table 3 Somatosensory and motor evoked potential measurement
at 4 weeks after transplantation
指标

3

讨论 Discussion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因其自身取材方便，体外培养简

单，且排斥反应较弱甚至没有等特点，成为治疗中枢神经
损伤的理想细胞来源[12-15]。Friedenstein等[16]最早报道由骨

潜伏期(ms)

波幅(μV)

对照组

35.773±1.027

1.422±0.126

是来源于骨髓组织中的多能干细胞，其多向分化的潜能尤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

26.854±1.015

1.834±0.122

为强大，它可以在相应诱导因素下分化成为多种细胞[17-18]。

联合组

15.134±0.564

2.134±0.115

Woodbury等 [19] 首先报道了经化学及生物诱导可以将 骨

对照组

15.827±0.347

1.468±0.131

髓间充质干细胞 转化为神经元。Tamir等[20]发现，骨髓间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组

12.039±0.162

2.230±0.124

7.837±0.124

4.049±0.155

充质干细胞可培养出高比例的G0/G1期细胞，说明其具有

体感诱发电位

运动诱发电位

联合组

表注：各组间体感诱发电位和运动诱发电位潜伏期比较：联合组<骨髓间充质
干细胞移植组<对照组(P < 0.05)；波幅比较：联合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移植

优异的分化的潜能和较强的增殖力。机体对骨髓间充质干
细胞产生的免疫反应很低，对特异性及非特异性免疫的杀
灭作用可以忽略[21]。骨髓间充质干细胞以细胞桥的作用刺

组>对照组(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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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脊髓神经生长，引导损伤神经再生[22-23]。以上骨髓间充
质干细胞的这些特点使其成为治疗脊髓损伤的理想供应
源

[24-27]

。

伦理问题：实验过程中对动物的处置符合 2009 年《Ethical
issues in animal experimentation》相关动物伦理学标准的条例，
实验方案中有关动物伦理问题已经河北医科大学动物实验室单位

川芎嗪有效成分是四甲基吡嗪，是从中药川芎中提炼

实验动物伦理委员会讨论批准。批准号为 SCXK(冀)20090028。

分离所得，具备多种生物和药理活性，广泛应用于心、脑

文章查重：文章出版前已经过 CNKI 反剽窃文献检测系统进

血管疾病，并对神经损伤在多个渠道起保护作用

[28]

。川芎

行 3 次查重。

嗪在体外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和再生，从而改善缺血
周围微环境，Kao等研究表明川芎嗪能显著减轻脑缺血再

文章外审：本刊实行双盲外审制度，文章经国内小同行外审
专家审核，符合本刊发稿宗旨。

灌注引起的炎症，考虑川芎嗪的消炎作用可能为神经的保
护机制[29-31]。

作者声明：文章第一作者对研究和撰写的论文中出现的不端
行为承担责任。论文中涉及的原始图片、数据(包括计算机数据库)

沈正祥等[32]经过实验证实川芎嗪可以有效修复脊髓损

记录及样本已按照有关规定保存、分享和销毁，可接受核查。

伤SD大鼠的受损神经元，并能明显促进大鼠行为功能的恢
复。王善金等

[32]

研究发现川芎含有的多种成分对脊髓神经

文章版权：文章出版前杂志已与全体作者授权人签署了版权
相关协议。

损伤有多重积极影响，促进了脊髓神经损伤的修复。Sun
等[34]的研究可以证明川芎嗪能对脊髓损伤有切实的保护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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