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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过去人们对氢气的生物学效应认识存在误解。最近研究发现，氢气是一种 良好的选择性抗氧化物质，对许多疾病具 

有显著治疗作用 ，本 文就相关研 究最新进展进行 综述 ，并对将来研究方 向进行展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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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ological role of hydrogen molecule has been misunderstood in some cases．Recent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hydrogen molecule is a promising selective antioxidant and has prominent therapeutic effects on many disorders．This paper 

reviews the recent progress on medical application of hydrogen molecule and proposes the possible research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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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是 自然界最简单的元素，是无色、无嗅、无味、具有一 

定还原性的双原子气体 。氢元 素 占宇宙物质 组成 的 9O 左 

右，可以说是宇宙最基本的化学元素。与氧和氮等类似，氢 

的溶解度比较低，但氧可与血红蛋白结合，能够顺利通过呼 

吸被机体大量吸收 ，而氢 和氮则 不能 被大量 吸收 ，人们 一直 

没有重视氢在高等生物体内的作用。在辐射化学领域 ，曾有 

人证明在溶液中氢气可与羟自由基直接反应_】]，但这并没有 

受到生物学家重视。在潜水医学领域，氢氧混合气潜水过程 

存在呼吸数十个大气压高压氢的情况，因气体在液体中溶解 

量随分压增加而增加 ，科 学家 曾试 图证明 高压情 况下 ，氢气 

或许可与氧在 溶解 状 态下 反应 ，或与 高 活性 自由基发 生 反 

应，但并没有获得该反应存在的直接证据-z J。因此，过去大 

部分生物学家一直认为 ，氢气属于生理性惰 性气体 。最 近的 

研究发现 ，氢气不仅不是 生理性 惰性 气体 ，而 且是一 种非 常 

理想的抗氧化物质，并可能启动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氢分子 

医学 。 

1 氢分子 医学相关研究 

早期有少数人认为，氢气在生物体内具有抗氧化作用， 

曾有人在 Science上发表论文证 明，连续 呼吸 8个大气压 

97．5 氢气 (2．5 氧)14 d，高 压氢 气可有 效 治疗 动物 皮肤 

恶性肿 瘤 ，并认为是 通过抗 氧化作用 实现 的l3]。2001年 ，法 

国潜水 医学 家证 明 ，呼吸 8个大气压高压 氢气可治疗 肝血吸 

虫感染引起的炎症反应 ，首次证明氢气具有抗炎作用 ，并提 

出氢气 与羟 自由基 直接 反应是 治疗 炎症损 伤 的基础 。但 

上述研究并 没有 引起 广泛注意 ，主要原 因可能是高压 氢难以 

作为一般 临床治疗 手段。2007年 7月，有人在 Natural 

Medicine报道动物呼吸2 的氢气就可有效清除自由基，显 

著 改善 脑缺血再灌注 损伤 ，他们 采用 化学反 应 、细胞学 等手 

段证明，氢气溶解在液体中可选择性中和羟自由基和亚硝酸 

阴离子，而后两者是氧化损伤的最重要介质 ，目前体内尚未 

找到内源性特异性清除途径。因此认为，氢气治疗脑缺血再 

灌注损 伤的基础 是选择 性抗 氧化作 用 ]。该研 究迅速 引起 

广泛关注 ]，并引起了研究氢气治疗疾病的热潮。随后，有 

人 又用 肝和心肌缺血动物模 型 ，证 明呼 吸 2 的氢气 可治疗 

肝和心肌缺 血再 灌注损 伤[9 lo3。采 用饮 用饱 和氢 气水 可治 

疗应激引起的神经损伤、人类 2型糖尿病、小鼠基因缺陷慢 

性氧化应激损 伤、化疗药顺铂引起 的肾损伤和帕金森病 

等Fll-16]。呼吸 2 的氢可治疗小肠移植引起的炎症损伤 ， 

对小肠缺血、心脏移植及肾缺血再灌注损伤同样具有保护作 

用。我们的前期研究 。 也证明呼吸 2 的氢可治疗新生儿 

脑缺血缺氧损伤。上述研究表明，作为一种选择性抗氧化物 

质，氢对很多疾病具有治疗作用，具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前景， 

也推翻了氢气属于生理性惰性气体的观点。 

呼吸一定浓度的氢可治疗脑缺血再灌注损伤，但是，通 

过呼吸的方法不仅在气体混合过程中存在爆炸的危险，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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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殊的设备，操作比较复杂，在临床上难以推广。因此， 

寻找更加实用的给药方法也是需要探讨的问题。本课题组 

经过理论推算 ，发现如果将 纯氢在 生理盐 水中溶解 ，经过 一 

定的处理 ，使其达到饱和 溶解 ，可制造 出氢的 生理盐水饱 和 

溶液 ．这样就可通过注射 氢溶液的方法 给药 。 目前 我们已经 

制备出这种溶液．采用腹腔或静脉注射饱和氢盐水。证明该 

注射液对新生儿脑缺血缺氧损伤后行 为学 、脑梗 死体 积和组 

织损伤程度均有明显改善作用，特别是我们发现，早期治疗 

可 明显改善新 生儿脑 缺血缺氧损 伤 2个月后神 经功能 和学 

习记忆能力0 。进 一步研 究还 发现 ，该 注射 液对 小肠缺 血 

再灌注损伤一 。]、小肠缺血再灌注后引起的肺[2 、心肌、肝和 

肾损伤均具有治疗作用 。因此 ，注射含氢生理盐 水是一种简 

便且有效的给氢途径。 

氢的生物抗 氧化作用有非常鲜明 的优点 。首先 ，氢的还 

原性 比较弱 ，只与活性强 和毒性 强的活性 氧反应 ，不 与具有 

重要信号作用的活性氧反应，这是氢选择性抗氧化的基础。 

其次，潜水医学的长期研究 表明，人即使呼吸高压氢也无 

明显不 良影响 。再次 ，氢本身结 构简单 ．与 自由基反 应的产 

物也简单，例如与羟 自由基反应生成水，多余的氢可通过呼 

吸排 出体外 ，不会有任 何残 留，这 明显不 同于其他抗 氧化物 

质，如维生素C与自由基反应后生成对机体不利的代谢产物 

(氧化型维生素 c)，这些产物仍需要机体继续代谢清除。最 

后 ，氢的制备容 易 ，价 格低廉 。因此 ，作为 一种抗 氧化 物质 ， 

氢具有选择性强、无毒、无残留、价格便宜等诸多优点，具有 

很强的临床应用前景 。 

2 氢的选择性抗氧化作用 

自由基是含有未成对电子的原子、原子 团或分 子。 自由 

基是维持正常生命所必需的物质，自由基反应是能量代谢的 

基础 ，部分 自由基是 细胞 内重要信号 分子 ，自由基 也是生 物 

大分子、细胞的危险杀手 。生理情况下，体内自由基不断 

产生，也不断被清除，使之维持在一个正常生理水平上，自由 

基过多或过少均会给机体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伤害。生物体 

内自由基类型有很多，如半醌类、氧、碳和氮自由基等，其中 

研究较多的是氧 自由基和 氮 自由基 。氧 自由基包 括超 氧阴 

离子 、单线态氧和羟 自由基，因过氧化 氢等在生 物学作用 上 

与氧自由基类似，常把氧 自由基和过氧化氢等共称为活性 

氧 。比较重要的氮 自由基有一氧化氮 和过氧亚硝基阴离子 。 

发生缺血或 炎症时 ，体 内会大量产 生各类 活性氧 ，在这些 活 

性氧中，过氧化氢和一氧化氮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信号作用， 

毒性作用很 弱，而羟 自由基和过 氧亚硝基 阴离子 毒性强 ，是 

导致细胞氧化损伤的主要介质 。过去针对氧化损伤治 

疗 的研究思路是寻 找足够 强的还原 性物质 ，还原性 太强 ，必 

然 导致 内源性氧化还原状态的失衡 ，甚至是导致 抗氧化治疗 

无效的关键原因。因此 ，寻找可选择性 中和羟 自由基和过氧 

亚硝基阴离子的物 质 ，是 治疗各 类氧化损 伤的有 效方法 ，是 

抗 氧化应该选择的正确思路之一 。 

目前 ，人们在寻找选择性抗氧化物 质的研究方面 的进展 

仍然比较慢 ，比较 明确的选择性 抗氧 化物质 比较少 ，氢是 否 

就是一种理想的选择性抗 氧化物质 ，还需要 更多 的研究来 支 

持 。 

3 展 望 

3．1 氢治疗疾病 的机 制 关于氢 治疗疾病 的机 制，有 两个 

方面需要深入研究 ，一个是 氢的选择 性抗 氧化 ，由于氢 的还 

原作用并不十分强，在一定温度条件下气态的氢可与氧发生 

反应，生物体内不存在这样的温度条件，因此不与氧直接发 

生反应。尽管氢不与氧化作用弱的活性氧直接反应，但是氢 

可与 氧化作用很强的活性氧 ，如羟 自由基和亚 硝酸阴离子直 

接发生反应_5]。虽然离体实验证据提示氢具有选择性抗氧 

化作用，但明显缺乏在体的直接证据，因此，在体是否也具有 

选择性抗氧化作 用 ，还 需要深 入探讨 。另一个是 信号机制 ， 

从 目前 的资料看 ，氢可 与羟 自由基和亚硝 酸阴离子直接发生 

反应 ，其中羟自由基活性强，因为羟 自由基活性比较强，其本 

身选择性应该不会太 好 ，可以与 多种还 原性物质 发生反应 ， 

虽然 氢只能与这样的活性分子反应 ，不能直接 推论 为氢可以 

选择性 中和它 ，已有学 者提 出质疑 ，因从活性看 ．羟 自由基活 

性是氢的 1 000倍，除非氢浓度特别高 ，否则不应该有选择 

性 。那 么羟 自由基 的衍生 产物如果 也能与 氢发生反 应可 

能更 有说 服力 ，当然亚 硝酸阴离 子可能 选择性 更好一些 ，因 

为其本身活性相对较弱 ，更 容易 与氢 发生反应 。另外亚硝酸 

阴离子能调节多种信号系统．这些信号系统是否间受到氢的 

影响 ，值得深入探讨。 

3．2 氢可治疗疾病的 范 围 关 于氢治 疗疾病 的范 围，显然 

值得广泛研究 ，由于氧 化应激 是多种疾 病 的共同发病 机制 ， 

所有涉及氧化应激的疾病都有可能具有治疗作用，例如各类 

缺血、炎症、慢性疼痛、药物毒性作用等，由于研究的方法都 

比较成熟 ，这方面将是 目前发展最为迅速 的研究方向。 

3．3 关于内源性氢的作用 人类和高等动物体内也存在一 

定水平的氢气，目前认为，这些氢气不是机体自身组织产生， 

而是来自大肠细菌代谢被人体吸收。有人曾测定正常小鼠 

体 内不同器官氢气 水平 ，结果发现，小 鼠大肠 、脾 、肝 、胃黏膜 

等部位氢气水平非常高，如在肝脏可达到42 ffmol／L，大肠和 

脾的水平更高_2 。十分巧合地是，采用 PC12细胞氧化损伤 

模型研究表明，只要培养基内氢气浓度达到25 tool／L(水中 

最大可溶解 600 gmol／I ，脂肪最大可溶解 1 200 mot／I )，就 

可显示出明显的抗 氧化作用一 。这说 明。在正常小 鼠肝 脏等 

腹腔器官内，内源性氢气已经明显超过抗氧化所需要的水 

平。正常人终末呼吸气氢水平大约(5～10)×l0 ( ／V)。 

乳糖不耐受和菌群紊乱 等疾 病 患者呼吸 气中氢 水平可 明显 

增加到 (1OO～200)×10一(v／v)，l临床上可通 过检测 呼吸气 

中的氢水平用来诊断上述疾病 。氢气在体抗氧化作用的 

发现 ，提示我们需要重新评价人体内氢的生物学效应_8 。 

总之，氢气具有选择性抗氧化作用的发现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不仅会引起基础和临床医学领域的很大兴趣，而且 

可能对人类疾病的防治产生深远影响。但由于该领域的研 

究深度和广度有 限，目前尚难 以进行更加 全面清晰描述和准 

确推测。我们将不断关注和总结该领域的发展。也希望引起 

更多人对氢分 子医学 的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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