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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剪切力在移植肾机械灌注中的机制
及研究进展
王诚 李选鹏 郭霜 张驌 付生军 杨立

【摘要】

近年来，机械灌注临床应用日益成熟，相关设备开发越加完善，其临床获益效果也逐步得到认可。

然而，机械灌注对于肾脏的保护机制仍然不明确，可能与机械灌注可以不断提供营养、带走代谢废物以及模拟生
理条件下血管内皮经受流体剪切力（FSS）的内环境密切相关。本文就 FSS 缺失诱发氧化应激反应、FSS 突现加
重氧化应激损伤以及 FSS 在机械灌注保存移植肾中的作用进行综述。
【关键词】 流体剪切力（FSS）；供肾；缺血 - 再灌注（IR）；机械灌注；静态低温；器官移植；氧化应激；
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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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移植是治疗终末期肾病的最有效手段 [1]。肾脏缺
血 - 再灌注
（ischemia-reperfusion，
IR）
在移植过程中无法避免，
缺血 - 再灌注损伤（ischemia-reperfusion injury，IRI）是影
响移植肾存活时间的关键因素之一。既往临床供肾保存的

FSS 突现及非层流式流体等。本文就 FSS 在移植肾机械灌
注中的机制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FSS 缺失诱发氧化应激反应

标准方式是静态低温保存，近年来为降低边缘供肾在保存

多项研究表明，在移植肺保存过程中，肺组织在呼吸

阶段所受到的 IRI，机械灌注保存逐渐应用于供肾保存。经

机的帮助下并未发生组织缺氧，但再灌注后肺组织仍然发

过机械灌注保存的边缘供肾在移植术后短期移植肾功能明

生氧化应激损伤，其 FSS 缺失与突现可能参与其中。在

[2-4]

。然而，机械灌注对于

FSS 缺失后短时间内，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的机械力感受

供肾的保护机制仍然未知，可能存在的因素包括机械灌注

器可将物理信号转化为化学信号，通过细胞膜去极化而激

可以不断提供营养、带走代谢废物以及模拟生理条件下血

活磷脂酰肌醇 -3- 激酶（PI3K）/ 蛋白激酶（AKT）信号通

管内皮经受流体剪切力（ﬂuid shear stress，FSS）的内环境。

路，激活尼克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nicotinamide

显优于静态低温保存的边缘供肾

FSS 为血液流动时平行作用于血管内皮的摩擦力，受

adenine dinucleotide phosphate oxidase，NOX）2，产生活性

管径、流体粘稠度和流体模式的影响，可精细调节多种效

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后者可激活多种转录

应分子的反应以及激活血管内皮细胞某些基因表达 [5]。正

因子。上述信号通路的短期激活可能有益于内皮细胞对于

常生理条件下，体内血管内皮细胞处于连续不断的血液层

FSS 缺失的适应，但长时间产出的大量 ROS 则能诱发内皮

流中，血流产生的 FSS 对于维持正常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具

细胞炎症反应及细胞凋亡 [8-10]。

有重要意义。现有研究认为内皮细胞膜蛋白或细胞骨架蛋

2

白可以作为机械力的感受器，将物理信号转化为化学信号，

FSS 突现加重氧化应激损伤

从而进一步通过各种信号通路影响细胞的代谢变化。FSS

IRI 是指在缺血的组织器官恢复血流后，不仅无法使组

与血管内皮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血管疾病

织器官功能得到恢复，反而进一步加重缺血所致的组织器

方面，如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 [6-7]。任何形式的 FSS

官功能的代谢障碍及结构破坏，甚至出现不可逆损伤。氧

长时间改变都能引起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紊乱，如 FSS 缺失、

化应激反应是 IRI 的重要损伤机制，氧自由基是参与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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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主要物质，包括羟基自由基、过氧化氢和超氧离子自

静脉内皮细胞 12 dyn/cm2、24 h 加力适应后，通过模拟器

由基 [11]。肺 IR 相关研究证明，非缺氧的肺组织再灌注时

官静态保存 FSS 缺失研究其分子信号通路的变化，结果发

流体的重新恢复诱发了氧化应激反应，其氧化应激产物较

现 FSS 缺失后内皮细胞保护因子枯否样因子（Krüppel-like

单纯缺氧成倍增长，且发现肺组织损伤明显加重。由此可知，

factor，KLF）-2 表达明显减少，且诱发了相关炎症反应及

器官 IR 时氧化应激损伤并不单是缺氧后恢复供氧产生的氧

细胞凋亡 [23]。Chatauret 等 [24] 在猪肾热缺血 1 h 后分别采

化应激反应，FSS 的缺失与突现同样会引起并加重氧化应

用机械灌注保存及静态低温保存两种方式，对两组肾脏进

激损伤。

行分析，结果发现机械灌注组磷酸化内皮细胞型一氧化氮

曾有小样本的随机对照研究对机械灌注保存组织器官
的效果提出质疑，认为其效果并非明显优于静态低温保
存方式

[12]

合酶（endothelial cell nitric oxide synthase，eNOS）明显增高，
保持了一氧化氮（nitric oxide，NO）信号活性。NO 是公认

。美国移植受者科学登记数据库大数据分析显

的血管舒张因子，可明显改善移植肾皮质微循环并降低肾

示，对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或供肾扩展标准供体

动脉阻力，其可能与机械灌注保存所提供的 FSS 激活腺苷

（expanded criteria donor，ECD），在冷缺血时间少于 6 h

酸活化蛋白激酶（adenosine monophosphate activated protein

的条件下，机械灌注保存与静态低温保存在术后移植物功

kinase，AMPK）有关。IR 可导致 ATP 底物过量损耗，从

[13]

。可能是由于组

而损伤细胞功能，AMPK 作为生物能量代谢调节的关键分

织缺氧时间短，细胞可代偿性适应，恢复供氧后可减少组

子，可以通过影响细胞物质代谢的多个环节维持细胞能量

织损伤及再灌注引起的氧化应激产物，而当缺氧时间超过

供求平衡，改善细胞的能量状态从而减轻 IRI[25]。上述研究

能延迟恢复（DGF）发生率上并无差异

细胞代偿性适应范围，恢复供氧后则会发生 IR 后氧化应激

均表明机械灌注保存方式不仅可以改善边缘供肾移植术后

损伤 [14]。

短期预后，而且能改善远期临床预后。因此，机械灌注保

3

其中。

FSS 在机械灌注保存移植肾中的作用

存方式保护供肾的潜在机制研究值得关注，FSS 可能参与

2009 年，首篇国际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报道了机械灌

持续不断的流体产生的 FSS 对于维持血管内皮细胞正

注保存移植肾的临床研究 [15]。随后机械灌注保存方式在

常稳态具有重要意义，如减轻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内皮细

国内应用也不断增多，包括在肝、肾移植等其他器官移植

胞炎症反应。在炎症反应过程中，白细胞激活的重要步骤

[16]

[17]

回顾性分析了采用不同保存方式的

包括白细胞在血管内皮细胞表面滚动、粘附和移行，其分

340 例 DCD 移植受体临床资料，结果发现机械灌注组的

子基础是白细胞与血管内皮表面粘附分子的相互作用及细

DGF 发生率明显低于静态低温保存组（11.2% 比 24.1%，

胞因子对粘附分子表达的调节。粘附分子是一类介导细胞

P<0.05）。

与细胞、细胞与细胞外基质间粘附作用的膜表面糖蛋白，

方面

。项和立等

近年来，国内对于供肾的机械灌注应用日渐增多，在

参与炎症反应的粘附分子主要有选择素家族、白细胞整合

临床应用以及基础研究等方面都做了诸多探索。临床研

素亚家族和免疫球蛋白超家族 [26]。KLF-2 为锌指样转录

究方面，何晓顺教授团队正进行“Lifeport 肾转运器用于

因子，可结合于不同的靶基因维持血管内皮细胞正常表型，

DCD 供肾低温保存的疗效和安全性前瞻性的随机对照研

KLF-2 的高表达不但可以减少粘附分子的表达，而且可以

对机械灌注在 DCD 供体的评估与维护

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 [27-28]。已有研究表明静态培养的脐静

方面也做了很多研究。基础研究方面，Zhong 等 [19] 利用兔

脉内皮细胞经平板流体小室系统给予 FSS，AMPK 磷酸化

究”；项和立等

[18]

肾热缺血 1 h 在体持续灌注模型，对机械灌注保护机制进行

快速增高，且 KLF-2 的表达水平升高，持续 24 h 后仍可观

研究，发现机械灌注保存方式可以减少 IR 24 h 后肾组织内

察到 AMPK 的激活及 KLF-2 水平明显增高，表明 FSS 有

细胞凋亡。

助于维持内皮细胞的稳态。停止 FSS 后，KLF-2 的表达水

目前机械灌注的具体作用机制仍不清楚，La Manna 等 [20]

平随着时间推移开始逐渐下降到基态水平 [7]。同样，在肾

采用猪自体肾移植模型研究发现，应用机械灌注保存方式

小球血管内皮细胞中，FSS 也与 KLF-2 的表达密切相关 [29]。

的供肾移植后，细胞内三磷腺苷（ATP）水平恢复更快，

Tozzi 等 [30] 收集两组供肾分别采用机械灌注保存及静态低

介导细胞凋亡的穿孔素蛋白表达含量明显低于静态低温保

温保存后的保存液，研究发现机械灌注组保存液中炎症因

[21]

构建猪肾离体血液灌注模型，发现机

子含量明显低于静态低温保存组，表明机械灌注保存可以

械灌注可改善肾脏 IR 后肾小管功能并减轻肾小管上皮细胞

减少供肾保存时炎症反应。由此可见，FSS 在机械灌注保

存组。Hosgood 等

炎症反应。Vaziri 等

[22]

在猪肾热缺血 1 h 后分别采用机械

灌注保存及静态低温保存 24 h 后行自体移植，以模拟 DCD
供肾移植来研究不同保存方式间的效果差异，发现机械灌
注组在改善远期炎症反应、肾小管损伤、间质纤维化方面
均明显优于静态低温保存组。
有研究者应用平板流体小室系统提供 FSS，作用于脐

存移植肾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4

结 语
全球范围内的供肾短缺未见缓解，等待肾移植者不断

增加，供肾短缺情况在国内也日趋明显。为扩大供肾来源，
具有较多术后并发症的 DCD 和 ECD 供肾被广泛用于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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