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第 16 卷 第 5 期 2012–01–29 出版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 January 29, 2012 Vol.16, No.5

不同氧体积分数气体对体外模拟体内生理环境寄养断肢系统血氧分压的影响☆
王江宁，尹叶锋，高 磊，王德成，左有为，苏才培

Effect of different oxygen concentrations on blood oxygen pressure in the system of in vitro
physiological environment foster limbs
Wang Jiang-ning, Yin Ye-feng, Gao Lei, Wang De-cheng, Zuo You-wei, Su Cai-pei
Abstract
BACKGROUND: Limb replantation success rate with limb preservation method is directly related to conduct in vitro simulated
physiological environment foster limbs, which can extend saved time of the limb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oxygen concentrations on blood oxygen pressure in the system of in vitro
physiological environment foster limbs.
METHODS: Totally nine New Zealand sheep with a total of 36 limbs underwent in vitro limb perfusion experiments with blood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oxygen gas (100%, 60%, 50%, 40%, 20%, 10%)
into the membrane lung.
RESULTS AND CONCLUSION: Comparison of blood oxygen pressure in each group, the arterial oxygen values in experimental
group 6 was in the normal range (80-100 mm Hg), and with the oxygen concentration decreases, arterial oxygen pressure values
decreases. It is indicated that in vitro simulation of physi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foster care system,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oxygen gas into the membrane lung may have an impact on the arterial partial pressure of oxygen; through reducing the oxygen
concentration, the arterial oxygen pressure can be close to the normal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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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断肢再植成功率与断肢的保存方法有直接关系，开展体外模拟体内生理环境寄养断肢的研究，可以延长肢体保存时
间。
目的：探讨不同氧体积分数对体外模拟体内生理环境寄养断肢系统血氧分压的影响。
方法：健康的新西兰绵羊 9 头，共计 36 只肢体，行体外断肢同型血液循环灌注实验。36 只肢体按照进入膜肺的气体氧体
积分数的不同随机数字表均分成氧体积分数 100%，60%，50%，40%，20%，10%组进行观察。
结果与结论：各组血氧分压数据相比较，氧体积分数 10%的动脉血氧分压数值在正常值范围(10.64~13.33 kPa)，而且动脉
血氧分压的数值随氧体积分数的减小而减小。提示在体外模拟体内生理环境寄养断肢系统中，不同氧体积分数的气体进入
膜肺可以对动脉血氧分压产生影响，减小氧体积分数可以使动脉血氧分压接近于正常范围。
关键词：断肢；氧体积分数；体外寄养；模拟人体生理环境；血氧分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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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压产生的毒素，将减少断肢再植后中毒性休
0 引言

克以及急性肾功能衰竭的发生，从而显著降低
断肢再植后的死亡率。

断肢再植成功率与断肢的保存方法有直接

在研究初期体外模拟体内生理环境寄养

关系，常用方法有低温冷藏法、低温灌注法、

断肢系统调整血氧分压的问题一直是难题。缺

[1-10]

高压氧法

，及本文作者发明的暂时性异位寄

氧的断肢在进行体外模拟生理环境寄养系统

养再回植法，本文作者已经成功完成大量断肢

灌注时，过高的氧分压可导致氧自由基大量生

的异位寄养再回植

[11-13]

成[14]，增加缺氧—再氧合损伤及对随后的外科

。

本文作者目前正在开展体外模拟体内生理

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易受损性增加[15]。调整体

环境寄养断肢的研究，体外模拟体内生理环境

外模拟体内生理环境寄养断肢系统接近于正

对人体断肢进行血液灌注，可以延长肢体保存

常值的氧分压(10.64~13.33 kPa)可以减少断

时间，这样就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去纠正患者的

肢细胞氧自由基的产生，减少细胞链式脂质过

其他并发症如严重的出血性休克、严重的多器

氧化反应，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肌酸激酶、乳

官损伤，待全身情况好转后，再行回植手术。

酸脱氢酶及肌钙蛋白的释放 [16]，从而有利于断

此方法还可有效清除断肢未灌注前由于缺血、

肢肌肉的保护。因此在体外模拟体内生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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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养断肢系统中，对相同气压下不同氧体积分数的气

过滤血液中代谢废物，净化血液。⑤心电监护仪：测量

体进入膜肺所产生的不同血氧分压的研究显得尤为重

动脉灌注液压力。⑥无菌层流操作台：为离断肢体及实

要。

验操作员提供无菌环境，防止感染。⑦变温水箱：调控
灌流液及血液温度，以达到实验设定温度。该系统可以

材料和方法

1

提供肢体体外寄养所需的循环保证。

设计：动物实验观察。
时间及地点：2011-03-08在首都医科大学潞河教学
医院第三生理实验室完成。
材料：选取健康体质量25~30 kg的新西兰绵羊9头，
雌性，由首都医科大学动物房提供，实验动物许可证号：
SCXK京2010-0006。共计36只肢体，分别在实验室自
行设计的体外模拟体内生理环境寄养断肢系统中，行体

Figure 2 Membrane oxygenation device
图 2 膜肺装置

外断肢同型血液循环灌注实验。实验过程中对动物处置
符合2006年科学技术部发布的《关于善待实验动物的指

体外循环的建立： 将体外模拟生理环境寄养断肢系

导性意见》。
方法：

统中动静脉端分别与断肢游离的动静脉连接，开始预

实验分组：根据进入体外模拟体内生理环境寄养断肢

冲液循环，待预冲液循环完毕后将血液加入体外模拟

系统膜肺的气体比例不同，将36只肢体随机数字表法均

生理环境系统的膜肺装置中，让血液进行循环，体外

分为6组，纯氧(氧体积分数100%)，60%，50%，40%，

模拟生理环境寄养断肢系统的转机装置转速调制

20%，10%。

170 mL/min，保持温度 25 ℃。对比断足的动静脉颜

麻醉方法：氯胺酮20 mg/kg肌注，从耳缘静脉持续

滴注丙泊酚维持麻醉。

色，对比分明(动脉颜色鲜红，静脉颜色暗红)表明氧交
换良好，见图 3。

肢体离断方法：于羊腹股沟处逐层切开，解剖出股动、

静脉，止血，结扎股动、静脉的侧肢循环，结扎近心端
股动、静脉和股神经，并于此平面迅速截断后肢，将远
心端进行血管内插管并固定。而后用肝素生理盐水持续
点滴灌注远端动脉，以寻找其他动静脉和潜在出血点，
并做结扎。检查无潜在出血点后，对断端离断的肌肉做
“8”字缝合，残端缝合后给予乳酸林格液调节平衡、
抗生素抗感染、肝素抗凝处理后继续饲养。

Figure 3 Foster care sheep limbs in vitro
图 3 体外寄养的羊断肢

体外模拟生理环境寄养系统：见图1。

主要监测指 标：各组实 验的气体流 量均控制在
20 mL/min，灌注20 min后采体外模拟生理环境寄养断
肢系统中的动脉血进行血气分析，记录动脉血氧分压数
值。
统计学分析：与 血 气 氧 分 压 正 常 数 值 的 比 较 用
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6组动脉氧
Figure 1
图1

Foster care system in vitro simulated physiological
environment
体外模拟生理环境寄养系统

系统包括：①体外循环动力泵(离心泵)：为体外循

_

分压数值用x ±s表示。P < 0.05认为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
2

结果

环液提供动力，保证持续的体外灌注，降低红细胞的破
坏数量。②膜肺：起到部分心肺替代作用，维持人体脏

6组血氧分压数据相比较，氧体积分数10%时的血

器组织氧合作用，见图2。③体外血液抗凝机ACT：自

氧分压数值在正常(10.64~13.33 kPa)，而且血氧分压的

动检测注射肝素剂量，防止循环血液凝固。④血透装置：

数值随氧体积分数的减小而减小，见表1，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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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是应用纯氧氧合，血氧分压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表 1 不同氧体积分数气体下测得的血氧分压值
Table 1 Blood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value under different
_
oxygen concentrations
(x±s)

氧分压[18]，但是调整氧流量后，无论将氧流量调至0.2，

Oxygen volume fraction

0.5，1，2，5 mL/min，均未将氧分压调至正常，而且

Blood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kPa)

100%
60%
50%
40%
20%
10%

91.33±2.95
65.99±2.54
48.12±2.45
32.92±1.50
23.24±0.86
12.34±0.65

(92.57 kPa)左右，最初以为通过调整氧流量可以改变血

这 些 数 值 均 在 92.57 kPa 左 右 ， 差 异 无 显 著 性 意 义
(P > 0.05)。
3.3

氧中毒

当吸入氧的氧分压过高时，提高了肺泡

气和动脉血的氧分压，使血液与组织细胞之间的氧分压
增大，氧的弥散加速，组织细胞因获得过多的氧，产生

Blood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0.133 kPa)

氧自由基对细胞的毒性作用[19-20]。高压氧还能直接刺激
血管平滑肌造成血管收缩，使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组

800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织水肿，这种病理反应随着暴露于高分压氧的压力的增
加和时间的延长而加重[21]。
由于缺氧的断肢在进行体外模拟生理环境寄养断
肢系统灌注时，当血液再通时大量分子氧的到来非但不
能增加有氧代谢，反而为自由基的生成提供基质。氧自
由基的化学性质极为活泼，产生过多的氧自由基引起链
100%

60%

50% 40%

20%

10%

式脂质过氧化反应[22]。

Proportion of oxygen

Figure 4
图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portion of oxygen and
blood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氧气体积分数与血氧分压关系

氧自由基是一种强力的酶抑制剂[21-22]，在高氧分压
下，可使酶的巯基氧化失去活性，如琥珀酸脱氢酶、丙
酮酸氧化酶系统、谷氨酸脱氢酶等。活性氧并损伤细胞
膜(包括磷脂膜、蛋白质、核酸等)与细胞器膜(如线粒体)
的正常结构和功能，阻碍氧化磷酸化，使三羧酸循环受

6组数据分别与血气氧分压正常数值的比较用

阻，细胞内呼吸功能遭受破坏。

SPSS 13.0统计软件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第6组与血气

加上缺氧肌肉抗氧化酶活性降低，对自由基清除的

氧分压正常数值间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其他5

能力下降，造成心肌细胞内氧自由基的爆发产生，从而

组数据分别与血气氧分压正常数值间差异均有显著性

引发一系列的自由基损伤，如线粒体失功、酶释放、肌

意义(P < 0.05)。

肉收缩性降低等，此种损伤称为缺氧再氧合损伤。
经过本研究得出结论，在外模拟生理环境寄养断肢

3

系统中，不同氧体积分数的气体进入膜肺可以对动脉血

讨论

氧分压产生影响，减小氧体积分数可以使动脉血氧分压
血氧分压指物理溶解于血浆内的氧分

接近于正常范围。调整体外模拟生理环境寄养断肢系统

子 所 产 生 的 张 力 [17] 。 动 脉 血 氧 分 压 (arterial partial

接近于正常值的氧分压(10.64~13.33 kPa)可以减少氧自

pressure of oxygen，PaO2)正常值约为13.33 kPa。

由基的产生[23-26]，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肌酸激酶、乳酸

PaO2取决于吸入气氧分压、外呼吸功能状况和静脉血分

脱氢酶及肌钙蛋白的释放，从而有利于断肢肌肉的保护。
致谢：感谢本院手术室、麻醉科在实验过程中给予
的大力支持。

3.1

血氧分压

流入动脉的多少，本实验较少受后两则的影响。而吸入
气的氧分压(PiO2)与氧体积分数(FiO2)关系的公式：
PiO2=(PB-6.27)×FiO2，PB为吸入气体压力，6.27为水
蒸气，单位为kPa，FiO2为21%。可见吸入氧分压取决
于PB与FiO2 。如潜水员在水下50 m处作业，PB为
608 kPa ， 吸 入 大 气 氧 (FiO2 为 21%) ， PiO2 可 高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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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创新性：在外模拟生理环境寄养断肢系统中，不同
氧体积分数的气体进入膜肺可以对动脉血氧分压产生影响，
减小氧体积分数可以使动脉血氧分压接近于正常范围。调整
体外模拟生理环境寄养断肢系统接近于正常值的氧分压
(10.64~13.33 kPa)可以减少氧自由基的产生，并在一定程
度上减少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及肌钙蛋白的释放，从而有
利于断肢肌肉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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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h 词表词汇实用例句：胚胎培养技术-- Embryo Culture Techniques

Using the mouse whole embryo culture

explored the effects of zinc antagonism on

本文应用已建立的体外酒精致畸模型，以全胚胎

technique, the teratogenesis induced by

developmental toxicity of alcohol in whole

培养技术探讨了锌对酒精发育毒性的拮抗作用。

cyclophosphamide (5, 10, 15, 20 mg/kg, ip) and

embryo culture technique.

its mechanism were investigated in mice on day
8 of gestation.
本文应用小鼠全胚胎培养技术，
通过妊娠 d8 分别
腹腔内注射 5, 10, 15 和 20 mg•kg-1 环磷酰胺，
研究了该药对器官原基形成期胚胎的致畸作用，
并对其致畸机理作了初步探索。
This study used teratogenic model in vitro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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