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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交联技术处理的兔去细胞颈动脉性能比较
黄磊1，匡锋2，孔德淼1，周新民1
(1.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外科，长沙 410011； 2.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外科，福建 厦门 361001)

[摘要] 目的：比较兔去细胞颈动脉采用不同交联技术处理后的血管性能差别。方法：将兔去细胞颈动脉随机分
成光氧化组和原花青素组，分别采用染料介导的光氧化交联技术、原花青素交联技术处理。对光氧化组和原花青素
组分别进行热皱缩温度、最大抗张强度及最大拉伸距离的血管体外性能检测，以及血管形态、炎症反应及钙化情况
的血管体内性能检测。结果：光氧化组与原花青素组兔去细胞颈动脉，在血管体外性能方面，热皱缩温度、最大抗
张强度和最大拉伸距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体内性能方面，两组在血管组织结构、炎症反应方面相似，VonKossa钙染色均未见明显钙化斑块，但原花青素组的钙含量明显低于光氧化组(P<0.05)。结论：两种交联技术处理的
兔去细胞颈动脉均保持了与新鲜血管相似的物理性能，具有较好的抗钙化能力和较低的免疫原性；原花青素交联技
术处理的血管抗钙化能力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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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properties between decellularized rabbit carotid artery with different
cross-linked technologies.
Methods: The decellularized rabbit carotid arterie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photo-oxidation
group and a procyanidins group. One group was cross-linked with photo-oxidation and the other
group was cross-linked with procyanidins. The in vitro or in vivo properti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by testing heat-shrinking temperature, max tensile strength and the max elongation or by
testing tissue structure,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calcification degree.
Results: The heat-shrinking temperature, max tensile strength and the max elongation were simi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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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two groups (P>0.05). The tissue structure and inflammatory reaction were also similar in the
two groups. Although the result of Von-Kossa calcium salt stain was slightly different, the calcium
content was lower in the procyanidins group than that in the photo-oxidation group (P<0.05).
Conclusion: The grafts by two cross-linked technologies show excellent mechanical capability,
lower immunogenicity, good biological stability and anti-calcification ability. The procyanidins
group shows a better anti-calcification property than the photo-oxidation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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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血管疾病居全球疾病死亡率首位。心血管疾
病的主要原因是血管狭窄或阻塞导致血流减少及组
织的缺血损伤，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为冠状动脉粥
样硬化性心脏病(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
CHD)。尽管介入手术治疗近些年取得了飞速进展并
在CHD的治疗中得到普及，但对于左主干及多支多

雅医学院动物实验中心提供。皮革温度仪为山东省
纺织科学研究院仪器研究所产品；拉伸材料测力仪
(INSTRON-3433)为英国Instron公司产品；VIDAS图像
分析系统为德国欧波同公司产品；Von-Kossa试剂盒
为武汉塞维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处狭窄的冠状动脉病变，冠状动脉旁路移植(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手术则是最佳治疗方法[1-2]。
目前，最常使用的血管移植物包括胸廓内动脉、桡
动脉及大隐静脉等自体的动静脉；但由于血管本身
长度有限，或者合并有其他疾病如糖尿病、血栓形
成、静脉曲张、感染等原因，自体血管很多时候并
不能满足作为移植血管的要求。此外，获取自体动
静脉延长了手术时间，扩大了创面，增加了伤口感
染、动脉炎等并发症出现的可能性，可能对预后产
生不良影响。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寻找理想的小
口径(小于6 mm)桥血管替代物迫在眉睫[3-4]。
经过去细胞处理后的异体小血管，刺激免疫细
胞形成特异性抗体的免疫原性显著降低，排异反应
较轻，但仍然保留了血管的几何构架。因此这种去
细胞的异体小血管能与宿主融合生长，容易被宿主
重塑，成为宿主组织的一部分。此外，去细胞处理
后的小血管对抗凝要求较低，不需要终身服用抗凝
药物，且具有一定的抗感染能力，因此是目前组织
工程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5-6]。本研究采用染料介导的
光氧化交联和原花青素交联两种方法处理兔去细胞
颈动脉，比较两组血管体内及体外性能的差异及抗
钙化能力的区别，以期寻找一种行之有效的小血管
处理的流程和方法。

1.2 方法
1.2.1 兔去细胞颈动脉的交联处理
双侧颈动脉收集后采用胰蛋白酶消化法进行
去细胞处理 [7] 。40根兔去细胞颈动脉按照随机分组
原则分成2组，分别为染料介导的光氧化交联技术
处理组(光氧化组)及原花青素交联技术处理组(原
花青素组)，每组各20根。
1.2.1.1 染料介导的光氧化交联处理
将兔去细胞颈动脉20根置于高渗磷酸缓冲盐溶
液中浸泡4 h，然后放入含0.1%亚甲基蓝的磷酸缓冲
盐溶液平衡4 h，再将光氧化反应系统放在20 ℃恒温
水浴箱内，白炽灯(500 W)连续照射4 h，间用氧气
管以恒定流量持续向水浴箱内吹入氧气并不停地搅
动，监测并维持pH值约7.6。光氧化结束后用磷酸
缓冲盐溶液反复冲洗血管，洗净后置于含100 U/mL
的青霉素和链霉素的磷酸缓冲盐溶液中密封，γ射线
灭菌(辐射剂量25 kGy)后保存于4 ℃冰箱备用。
1.2.1.2 原花青素交联处理
将兔去细胞颈动脉20根置于含1%原花青素的
PBS溶液中，放入37 ℃恒温摇床中缓慢摇动24 h后，
再置于含100 U/mL的青霉素和链霉素的磷酸缓冲盐
溶液中密封， γ 射线灭菌(辐射剂量25 kGy)后保存于
4 ℃冰箱备用。
1.2.2 体外性能检测
1.2.2.1 热皱缩温度测定
纵行剪开处理好的血管，将其置于皮革温度仪
内，两端固定，让血管处于自然状态，不受张力牵
拉，用双蒸水作为媒介，以2 ℃/min的速度升温，测
量血管的收缩率，所测定的热皱缩温度为血管收缩
变化速率最大时的温度。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20只体重2~3 kg的清洁级健康新西兰大白兔，雌
雄不限，购自湖南斯莱克景达实验动物有限公司。
20只3周龄的Wistar大鼠，雌雄不限，由中南大学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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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最大抗张强度及最大拉伸距离测定
纵行剪开处理好的血管，将其置入拉伸材料测
力仪(INSTRON-3433)中，用VIDAS图像分析系统记
录血管厚度，拉伸速率设定为5 mm/min，将血管断
裂时的拉伸长度和应力导入VIDAS系统，计算得到标
本的最大抗张强度。
1.2.3 体内性能检测
建立大鼠皮下包埋模型[7]。在20只Wistar大鼠背
部皮下植入2组修剪好的尺寸为0.5 cm×0.5 cm的血管
片，术后继续饲养3个月后处死，将植入的血管片小
心取出，仔细分离去除黏附在血管片表面的组织后
检测相应指标。
1.2.3.1 形态学观察
肉眼观察血管片色泽、厚度、柔软程度、钙化
结节形成等。
1.2.3.2 组织HE染色
检测血管片内部结构变化情况，如是否存在炎
症细胞浸润及浸润严重程度等。
1.2.3.3 Von-Kossa钙染色
钙化程度评定采用Carpentier等 [8]提出的组织钙
化程度分类法，具体分类如下：无钙化为0度，存在
散在的钙化斑为I度，存在明显的钙化斑为II度，存
在大块状严重的钙化斑为III度。
1.2.3.4 组织的钙含量检测
标本的钙含量测定使用原子吸收光谱法[7]。
1.3 统计学处理
使用SPSS 23.0软件对所获取的实验数据进行统
计学分析；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两样本的 t 检验；以 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A

2结 果
2.1 体外性能检测结果
光氧化组的热皱缩温度和最大抗张强度稍低于
原花青素组，其最大拉伸距离高于原花青素组，但
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2.2 体内性能检测结果
2.2.1 形态学观察
光氧化组：血管片质地柔软，部分已被吸收，
与周围组织有轻微的粘连，容易将其分离，钙化结
节不明显(图1A)。原花青素组：血管片质地略变硬，
但仍保持完整状态，外观呈白色，与周围组织结合
紧密，血管化明显，较容易分离，未触及钙化结节
(图1B)。
2.2.2 HE染色结果
光氧化组：胶原结构仍较完整，炎症细胞浸润
较轻，局限于外层，已开始有新鲜血管生长(图2A)；
原花青素组：胶原结构保存良好，少量炎性细胞浸
润，血管增生较明显(图2B)。

表 1 两种交联技术处理的动脉体外性能比较 (n=20，x±s)
Table 1 In vitro properties compared of the grafts crosslinked
with two diﬀerent technologies (n=20, x±s)
热皱缩

最大抗张

最大抗拉伸

光氧化组

温度/℃
74.71±0.77

强度/MPa
1.16±0.13

距离/mm
9.96±0.48

原花青素组

78.24±0.43

1.23±0.14

9.67±0.38

组别

B

图 1 两种交联技术处理的动脉包埋后的形态学结构 (×5)
Figure 1 Tissue structure of the grafts crosslinked with two diﬀerent technologies after subcutaneous embedded (×5)
A: Photo-oxidation group; B: Procyanidins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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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2 两种交联技术处理的动脉 HE 染色 (×40)
Figure 2 HE staining of the grafts crosslinked with the two diﬀerent technologies (×40)
A: Photo-oxidation group; B: Procyanidins group. Inflammatory cells infiltrated with different degrees are visible (arrow)

2.2.3 Von-Kossa染色结果
光氧化组：钙化较轻，只有少量钙化灶，局限
分布于外层，以1级为主(图3A)；原花青素组：各层
之间未见明显钙盐沉积，少量钙化分布于外层，以0
度为主(图3B)。

2.2.4 组织钙含量检测
原花青素组的钙含量(0.29±0.25) μg/mg，光氧化
组的钙含量(0.35±0.12) μg/mg，原花青素组明显低于
光氧化组(P<0.05)。

A

B

图 3 两种交联技术处理的动脉包埋后的 Von-Kossa 染色 (×40)
Figure 3 Von-Kossa staining of grafts crosslinked with two diﬀerent technologies after subcutaneous embedded (×40)
A: Photo-oxidation group; B: Procyanidins group. Different grades of calcified sites are visible (arrow)

3讨 论
近年来，外科干预治疗CHD的疗效显著，
CABG手术能够很好地缓解CHD患者的心绞痛症状，
预防心肌梗死的发生，并有着良好的预后。但随着
CABG手术的广泛开展，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其
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移植血管来源有限和如何保持移
植血管较高的通畅率。为此，广大医学工作者及生
物工程专家都在努力寻找适合的血管移植物来解决
这一难题[3]。加强对自体血管的保护是目前研究的热
点，探索新的可能作为移植物(自身其他血管、同种

异体血管、组织工程血管、异种血管等)的材料也是
很有潜力的研究方向。其中，异种血管取材范围最
广，但由于种属之间巨大的差异，往往会诱发剧烈
的抗原抗体反应，导致移植血管很快发生闭塞，严
重影响手术效果。小口径组织工程化血管已取得一
定的成果。在一些动物实验中，应用聚四氟乙烯、
涤纶等高分子材料制成的人工血管早期效果令人满
意[9]；但随着时间的延长，血管内膜增生会引发吻合
口严重狭窄甚至闭塞，同时，人工血管内血小板聚
集，形成血栓，影响远期通畅率[10-12]。相比之下，同
种异体血管具有免疫排斥反应弱、血管结构符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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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特点等优点，因此实用价值相对更高。
目前，对生物源性血管材料进行处理是为了在
保持血管的结构和物理性能完好的状态下去除其免
疫原性，同时提高移植血管与宿主之间的组织相容
性。经过去细胞处理后的血管支架材料，去除了血
管中细胞成分，而保留了结缔组织等细胞外基质，
具有一定的抗钙化潜能，为血管材料的抗钙化处理
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13-14] 。单纯去细胞血管移植体
内后虽有自体细胞长入，但自身的强度和耐久性不
足。笔者的前期实验[7]表明：去细胞后未经其他处理
的血管片在体内会有新生血管长入，且炎症反应较
轻，但其最大抗张强度及最大拉伸距离均小于新鲜
血管。因此，单纯去细胞处理的生物源性血管材料
尚不能完全满足要求，仍需进一步的交联处理来提
高血管材料的强度及耐久性能。
笔者所采用的染料介导的光氧化交联技术是近
年的一项全新的生物材料处理技术。已有研究 [7, 15-16]
结果表明：该方法处理后的材料无细胞毒性，钙化
程度轻，无明显免疫原性，并且与宿主相容性好，
应用广泛。原花青素交联也是目前常用的一种交联
方法。该方法对胶原材料具有较高效率的交联作
用，已在研究 [17]中被证实。笔者选择用染料介导的
光氧化交联技术和原花青素交联技术对兔去细胞颈
动脉进行处理，比较两组处理后的血管在形态学改
变、理化性能、抗钙化能力等方面的差异，评估这
两种不同的交联技术处理的兔去细胞颈动脉的组织
稳定性和机械强度等性能。体外实验的结果表明：
染料介导的光氧化处理组与原花青素处理组的兔去
细胞颈动脉在最大抗张强度、热皱缩温度和抗拉伸
距离方面并无明显差异。体内性能检测发现：两组
血管片均保持较完整，质地无明显改变，说明其免
疫排斥反应弱，无细胞毒性作用，组织相容性良
好。两组的HE染色结果均提示毛细血管增生和部
分炎症细胞浸润，表明血管片周围的内环境未遭明
显破坏，内皮细胞可以分裂增殖。内皮细胞完全覆
盖血管表面时，可形成一层保护膜，避免发生钙化
及形成血栓。两组Von-Kossa染色均未见明显钙化
斑块，说明其具有良好的抗钙化能力。组织钙含量
检测显示：原花青素组钙含量明显低于光氧化组，
说明经过原花青素处理的血管表现出更好的抗钙化
能力。
综上所述，染料介导的光氧化处理及原花青素
处理的生物源性血管材料，均可以在较长时间内保
持血管的抗张及拉伸等方面的机械性能，免疫原性
低，而且拥有出色的抗钙化能力。其中，原花青素
处理的血管在抗钙化能力方面表现更佳。因此，两
种交联方法均比较安全可靠，为制备组织工程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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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径血管提供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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