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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在西方国家, 心肌梗塞以及梗塞后的心肌细胞的减少和心肌供血量不足造成的慢性心力
衰竭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目前对心肌梗塞治疗的手段主要集中在缩短缺血时间，
恢复冠脉血流，防止心室重新塑型和心衰的发生。传统药物治疗并没有降低心衰的死
亡率，而血管化介入治疗有再狭窄的风险。利用干细胞再生心肌和血管显示了良好的
治疗前景。 已证明多种心血管药物包括他汀类药物，促红细胞生成素，血管紧张素拮
抗剂有刺激骨髓干细胞诱导血管生成的良好作用。因此，适当的药物干扰和干细胞治
疗相结合能产生协同作用，从而提高治疗心衰的效果。对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已经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 

 

血管紧张素 1-7 是含有 7 个氨基酸的内源性荷尔蒙。它具有拮抗血管紧张素 II 产生的
对心脏有害的作用并能刺激骨髓造血干细胞的生成。我们的前期实验证明血管紧张素
1-7 能显著地提高心肌梗塞后心脏的功能，此外，它还能提高血管内皮功能，减少血管
再狭窄。综上所述，可以想象血管紧张素 1-7 有可能会促进骨髓干细胞对破损心脏的修
复。 

 

为了证明这一假设，在本论文集的第二章里，我们做了大量的体外和体内实验。首先
我们的结果显示血管紧张素 1-7 能有效地提高骨髓干细胞向血管内皮祖细胞的分化。而
这一作用能被其特有受体-Mas 阻断剂所阻断。随后，我们利用 Mas 受体基因敲除的骨
髓细胞再次重复证明前一实验的结果。说明血管紧张素 1-7 对骨髓干细胞的激动作用至
少部分是通过 Mas 受体来实现的。用血管紧张素 1-7 治疗的小鼠心梗模型心功能明显
提高。此外，我们发现血管紧张素 1-7 显著提高了 c-kit 阳性干细胞和 VEGF (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 阳性细胞在心肌中的数量。因此，在这一章节中我们证明了血管紧张素 1-7

的心脏保护作用至少部分是通过促进骨髓干细胞和心肌干细胞来达到的。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我们探讨了骨髓血管内皮祖细胞的治疗潜力。首先，我们建立
了给大鼠从冠状动脉灌输干细胞的模型。 应用该方法能达到细胞治疗所需的均匀高密
度的要求。在第四章中，为了更好地检测体外培养的骨髓干细胞的治疗潜力，也是为
了避免产生血管紧张素 1-7 对内源性骨髓细胞的激动作用， 我们采用体外用血管紧张
素 1-7 预刺激骨髓干细胞后，再回输给心肌梗塞的大鼠。 为了追踪回输的干细胞，我
们应用具有人类碱性磷酸酶转基因的大鼠的骨髓作为细胞源。该实验结果证明：骨髓
血管内皮祖细胞移植能显著提高心梗后心肌的功能，增加毛细血管密度，有效地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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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肥大和心力衰竭的发生。此外，我们发现：回输后存留在心肌内干细胞数量与心
功能是成正比的。与正常培养的骨髓干细胞相比， 血管紧张素 1-7 对骨髓血管内皮祖
细胞在体外的预刺激并没有在体内产生更好的疗效。这也可能是因为在心肌中存在的
移植细胞已经达到了一个最大的治疗效果。  

 

在第五章中，作者系统回顾了近十年来骨髓血管内皮干细胞的应用和发展。 作为血管
生成的关键因素，骨髓血管内皮祖细胞可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同时血管内皮祖细胞
也是药物治疗的靶细胞。此外，对干细胞适当的诱导以使其适合缺血心肌的微环境，
将有助于提高干细胞的治疗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