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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饱和生理盐水对慢性氧中毒肺、脑组织形态学的影响 

李密密 王安全 孙学军 吕世军 刘文武 

(1潍坊医学院，潍坊 261042；2第二军医大学，上海 200433) 

摘要 目的：研究氢饱和生理盐水对慢性氧中毒的预防保护效应。方法：新生 7 d SD大鼠于常压 95％的氧中暴露 24 h，制 

备慢性氧中毒模型。暴露过程中每 6 h腹腔注射生理盐水或不同剂量含氢生理盐水。采用肺 H—E、脑 H—E和 Nissl染色分 

别观察含氢生理盐水对慢性氧中毒时肺和脑组织的保护效应。结果：H—E染色显示 ，吸氧后生理盐水组小鼠肺毛细血管 

显著扩张、出血严重 ，支气管上皮变形明显 ，且肺间质和肺泡腔 内可见大量红细胞 ，H—E及 Nissl染色显示，脑神经元 

明显水肿和变性；氢饱和生理盐水组小 鼠肺血管出血 、支气管上皮变形以及炎症反应严重程度有所缓解，脑部神经元 

水肿和变性严重程度有所减轻 ，神经元的数量增加。结论 ：氢饱和生理盐水对慢性氧中毒肺及脑损伤具有一定预防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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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aturated hydrogen saline on histomorphology 

of the lung and brain after chronic oxygen toxicity 

Li Mimi ，Wang Anquan ，Sun Xunjun2，LU Sh~un ，Liu Wenwu 

(1．Weifang Medical College，Weifang 261042；2．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aturated hydrogen saline on normobaric oxygen induced chronic oxygen 

toxicity．Methods：Seven-day-old Sprague-Dawley(SD)rat pups were exposed to normobaric oxygen(95 )for 24 h tO de— 

velop chronic oxygen toxicity．The animals with chronic oxygen toxicity were intraperitonea1ly administrated with normal S8一 

line or hydrogen saturated saline of different doses every 6 h during exposure(a total of 4 times)．Pathological changes in the 

lung and the brain were evaluated by H-E staining and Nissl staining plus H—E staining，respectively．Results：Our results 

revealed that pulmonary damages in the hydrogen saline treated pup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en compared with the 

saline treated pups．Saturated hydrogen saline could markedly alleviate pathological lesions in the lung tissue，ease inflamma～ 

tory cel1 infihration and decrease tota1 cells；alleviate neuron edema and degeneration，and increase neuron number．Conclu— 

sion：Saturated hydrogen saline could prevent pulmonary and neuronal lesions induced by norm obaric oxy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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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氧血症是众多新生儿疾病中常见的临床表现， 

是导致新生儿死亡的重要原因，而氧疗可提高动脉血 

氧分压，改善组织缺氧，是 目前主要的治疗方法。临床 

上根据给氧浓度分为低浓度氧疗和高浓度氧疗；根据 

给氧压力分为常压高浓度氧(normobaric hyperoxia， 

NH)和高压氧(hyperbaric oxygen，HBO)两种，其中 

NH的使用更为广泛。但是就像所有的药物都有毒副 

作用一样，高氧治疗易引起慢性氧中毒，从而造成众多 

组织高氧性损伤，其中肺、脑和视网膜为最易受损器 

官[1。]。有研究表明高氧性损伤的机制与肺和脑发育 

不成熟、氧化应激及炎症损伤有重要关系[4]。其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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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应激引起的自由基生产过多是重要的损伤机制。氢 

气具有还原性，氢能选择性中和羟自由基和过氧亚硝 

酸。本课题组前期研究也显示氢饱和生理盐水在脑缺 

血损伤及心肌缺血性损伤中的保护作用[5-6]，而未见有 

氢对慢性氧中毒的预防或治疗研究。本实验从形态学 

上研究氢饱和生理盐水对慢性氧中毒造成的肺和脑损 

伤的预防保护作用。 

1 材料和方法 

1．1 仪器与材料 

纯氧动物舱购于上海 701研究所杨园医用氧舱 

厂；SD新生 7 d大鼠由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实验动物中 

心提供；氧气购于上海市江南气体公司；氢气购于上海 

计量标准气体有限公司。 

1．2 氢气饱和生理盐水的制备 

在 0．5 MPa压力下加压暴露 4 h，将纯氢气溶解于 



正常生理盐水中达到饱和水平，于4℃下保存。 

1．3 慢性氧中毒模型的制备 

4O只 SD新生大鼠，随机分为 4组，每组 1O只：正 

常对照组(常压空气组)；生理盐水组(vehicle，10 ml／ 

kg)；氢饱和盐水组 1(5 ml／kg)；D组为氢饱和盐水组 2 

(10 mt／kg)。饲料与水和动物一起人舱，进舱后纯氧洗 

舱 5 rain，使舱内氧气浓度接近 95 ，于常压下纯氧暴 

露24 h，持续微量通风并预先放置钠石灰以防 CO2聚 

集，氧气浓度每Jl,~,-tN量 1次。每隔 6 h开仓分别腹腔 

注射氢饱和生理盐水或生理盐水。于次 日晨 8：O0出 

舱，开胸灌流，取肺、脑。 

1．4 组 织处理 

出舱后，动物深度麻醉．剪开右心耳，经左心室分 

别灌注0．9 生理盐水 4O m1和 4 多聚甲醛 6O m1。 

取出肺、脑，于 4 多聚甲醛内固定 48 h，石蜡包埋，切 

片(4 ptm)，行常规 H—E染色。 

1．5 Nissl染色 

切片二甲苯脱蜡，乙醇脱苯至蒸馏水洗，放入经预 

热至 5O℃的 l 甲苯胺蓝水溶液中，并在 56℃温箱中 

染色 30 min，蒸馏水冲洗，7O 乙醇浸泡 1 rain，95 乙 

醇分化，显微镜下观察大鼠脑皮层和海马情况。 

1．6 统计学处理 

所有实验数据用 SPSS1 1．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均 

采用Lr±S表示，组间差异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显著差异 

者用 SNK—q检验进行比较。 

2 结 果 

2．1 大鼠的一般情况 

吸氧 24 h后生理盐水组新生大鼠均出现少动，反 

应迟钝，呼吸较促，皮肤苍白，光泽渐失，精神不振，活 

动力差。而对照组和氢气饱和生理盐水组未见明显上 

述表现。各组小鼠吸氧过程中及吸氧 24 h后均未出现 

惊厥、瘫痪、死亡等。 

2．2 氢饱和生理盐水对大鼠肺组织形态学的影响 

肉眼观察。生理盐水组肺体积明显增大，表面有 

多处散发 出血，水肿明显 ，肺扩张尚均匀。光镜下 

H—E染色结果显示，常压空气组小鼠肺组织表现为 

肺泡结构清楚 ，无液体和炎性渗出(图 1A)。生理盐 

水组小鼠肺泡腔不完整，肺泡大小不均，某些肺泡融 

合、体积增加，肺泡数 目减少，肺毛细血管扩张、出 

血 ，支气管上皮变形严重 ．且肺问质和肺泡腔 内可 

见大量红细胞(图 1B)。氢饱和生理盐水组示肺泡 

腔较为完整，肺毛细血管扩张及支气管上皮变形减 

轻，且肺间质和肺泡腔内红细胞数量显著减少 ，这 

些结果表明．氢饱和生理盐水对慢性氧 中毒 鼠具有 
一 定预防作用 ，而组织学检查显示 ，10 ml／kg氢饱 

和预防效果优于 5 ml／kg氢饱和生理盐水(图 1C、 

1 D) 

2．3 氢饱和生理盐水对慢性氧中毒脑组织形态学的 

影响 

大体观察，生理盐水组小鼠脑外观与常压空气组 

相比明显充血、水肿，伴有轻微出血、萎缩等，氢饱和生 

理盐水组充血、水肿明显减轻，未见明显出血、萎缩等。 

H—E染色显示，生理盐水组，脑组织部分神经元呈水样 

变性，部分神经元胞质嗜酸性增强，尼氏体消失，出现 

核固缩、碎裂及溶解，神经元数量减少。病变主要累及 

大脑皮质，呈层状、灶状改变，外侧较内侧改变明显(图 

2B)。海马的 CA3区和齿状回改变轻微(图 3B)。正常 

对照组未见变性细胞(图2A、3A)。氢气饱和生理盐水 

组，皮层神经元水样变性和胞质嗜酸性有所缓解，可见 

尼氏体，核同缩、碎裂及溶解减少，神经元数量较生理 

盐水组增多(图2C、2D)。海马受损变化较轻，氢生理 

盐水预防组与生理盐水组相比病理变化不明显(图 3C、 

3D)。Nisst染色显示，病变主要累及大脑皮层，生理盐 

水组神经元数目比对照组减少(图 4A、4B)，注射氢饱 

和的新生大鼠神经元数目明显增多，核浓缩减少，可见 

胶质细胞反应性增生(图 4C、4D)。海马受损变化较 

轻，氢生理盐水预防组与生理盐水组相比病理变化不 

明显 (图 5)。 

3 讨论 

氧是机体赖以生存的“必需品”，一定压力一时程 

的氧对机体具有益处或治疗作用，但呼吸过多的氧对 

机体同样会造成损伤。目前已经明确，较长时间吸人 

常压高浓度的氧，能引起以肺部损伤为主要表现的肺 

型氧中毒，又称为慢性氧中毒。本实验用新生 7 d大鼠 

制备慢性氧中毒模型，在通氧的过程中分次腹腔注射 

氢饱和生理盐水，观察肺及脑的病理学变化，结果显示 

注射含氢饱和生理盐水能有效减轻氧中毒导致的肺和 

脑组织损伤。表明含氢饱和生理盐水对慢性氧中毒具 

有一定预防保护作用。 

在认识氧中毒效应的 130多年里，研究者在自由 

基损伤、神经递质改变、脑内代谢紊乱、应激、血管舒 

缩、离子流变化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显示有诸多 

变化E ]，但对于氧中毒的发病机制，至今仍未完全明 

了。在众多机制中，自由基损伤 目前被认为是最主要 

的损伤机制。自由基是含有未成对的原子、原子团或 

分子。研究已经表明自由基是维持正常生命所必需的 

物质，也是细胞内重要的信号分子⋯l 。自由基能损伤 

细胞膜脂质、蛋白质和 DNAl1̈。正常情况下，机体产 

生的自由基被超氧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清除，当 

机体暴露于高氧环境下，机体产生过多自由基，大大超 

过机体的清除能力。这些 自由基使细胞膜脂质过氧 

化，并抑制或灭活含巯基的酶，造成肺毛细血管的通透 

性增加；自由基还可以损坏肺泡壁细胞内的板层小体 

和线粒体，使表面活性物质合成减少，并能直接抑制表 
— —  325 —— 





表明，NH暴露短时间内，脑组织氧自由基显著增加， 

能造成脑组织氧化损伤。 

氢作为自然界分子量最小的分子，广泛地存在于 

宇宙和地壳中。为减少氮麻醉的发生，氢已经用于饱 

和潜水中。虽然就有人尝试采用氢来治疗疾病早在 

t975年，但是其医疗用途一直未被认可。2007年， 

Ohsawa I等 妇发现了呼吸2 氢气对大鼠脑缺血再灌 

注具有保护作用，其主要与氢的选择性抗氧化相关。 

他们研究显示，氢能选择性清除羟 自由基和过氧亚硝 

酸，而对其他自由基未见明显影响。而在体内，羟自由 

基和过氧亚硝酸缺乏特异性的清除酶，且其氧化性极 

强，极易对组织造成损伤，因此，氢对上述两个 自由基 

的选择性清除作用对保护组织损伤具有重要意义。此 

外，氢能自由通过细胞膜，与自由结合后生成水，而无 

其他副产物，同时，氢的选择性抗氧化并未干扰细胞的 

正常代谢。随后，不同研究在不同的模型中均证实了 

氢对其他疾病的保护性作用。本课题组前期研究显示 

在新生儿缺血缺氧模型中氢有保护作用。 

本实验主要从病理学角度研究氢饱和生理盐水对 

慢性氧中毒的预防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长时间氧 

暴露情况下，给予含氢饱和生理盐水能预防氧对肺及 

脑组织的损伤，其机制可能与氢的抗氧化性有关。至 

于氢对氧中毒的预防和／或保护作用的具体机制，尚需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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