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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 是一种

以认知功能障碍和记忆能力受损为主的中枢神经系

统进行性退化疾病，其临床表现主要以学习认知功

能出现障碍、记忆力逐渐减退以及人格发生改变等

症状为主 [1，2]。随着AD的患病率逐年上升，寻求有

效的治疗AD的方案越来越重要。

目前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主要分为四类：①非

专治AD药物的应用（专治糖尿病药物的应用、控制

血管疾病类药物、免疫抑制剂、丙种球蛋白、激素、血

脂代谢、治疗银屑病类药物）、②AD非治疗药物的作

用新靶点（抗β-淀粉样肽、基因水平、受体相关药

物、微血管相关蛋白 tau）、③AD的细胞治疗（干细

胞、间充质干细胞）、④非药物治疗AD的干预（餐

饮、运动、戒烟、戒酒、保证睡眠质量）。鉴于免疫抑

制剂和间充质干细胞作用机制都与小胶质细胞相

关，所以二者合用，可以观察两者之间是否有相互作

用，疗效是否有叠加可能。

本课题拟对AD模型鼠通过免疫抑制剂联合大

鼠嗅黏膜间充质干细胞（olfactory mucosa mesenchy⁃
mal stem cells, OM-MSCs)进行治疗，再通过行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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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大鼠嗅黏膜间充质干细胞联合免疫抑制剂（吗替麦考酚酯）治疗对阿尔茨海默病模型鼠的影

响。方法：通过建立阿尔茨海默病大鼠模型，再将阿尔茨海默病模型鼠分为五组分别进行干预：空白对照组，生理盐

水组、大鼠嗅黏膜间充质干细胞组、免疫抑制剂组（吗替麦考酚酯）及大鼠嗅黏膜间充质干细胞联合免疫抑制剂组。

干预后进行Morris水迷宫检测、对移植后脑内的大鼠嗅黏膜间充质干细胞进行BrdU荧光染色检测。结果：阿尔茨

海默病模型鼠分别进行1个月干预后，免疫抑制剂联合大鼠嗅黏膜间充质干细胞组在定位航行实验中较其他4组找

到平台的潜伏期最短；在空间探索实验中，联合组穿越平台的次数比其他组要多；干预45天后海马区可检测到标记

了BrdU的大鼠嗅黏膜间充质干细胞。结论：大鼠嗅黏膜间充质干细胞移植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大鼠

对其学习与记忆功能的改善比单独移植大鼠嗅黏膜间充质干细胞组及单独使用免疫抑制剂组疗效更为显著，说明

大鼠嗅黏膜间充质干细胞与免疫抑制剂联合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模型鼠的疗效具有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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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OM- MSCs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ant(Mycophenolate
mofetil) on Alzheimer’s disease(AD) model rats. Method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D rat model, the experiment was
divided into five groups: blank control group, saline group, OM-MSCs group, immunosuppressant group(Mycophenolate
mofetil) and OM-MSCs combined immunosuppressant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Morris water maze test was per⁃
formed, and the OM-MSCs in the brain after transplantation was detected by BrdU fluorescence staining. Results: the prog⁃
nosis of AD model rats was 1 months respectively. The incubation period of the immunosuppressant combined with the OM-
MSCs group in the navigation experiment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4 groups was the shortest. In the space exploration experi⁃
ment, the frequency of the joint group crossing the platform was more than that of the other groups; the OM-MSCs of BrdU
marked in the hippocampus of the hippocampus was detected after 45 days of intervention. Conclusion: the effect of OM-
MSCs transplantation combined with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on the learning and memory function of AD rats is more sig⁃
nificant than that of the single transplant OM-MSCs group and the immunosuppressant group alone, indicating the synergis⁃
tic effe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OM-MSCs and immunosuppressive agents in the treatment of AD model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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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AD模型鼠学习记忆能力改善情况，观察OM-
MSCs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AD的疗效与安全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实验所需 SD大鼠 53只（洁净级），雄性，体重

250-300g，于湖南斯莱克景达实验动物有限公司购

买，动物许可证号 SCXK(湘)2014-0002，动物批号

No.43200600004268。实验过程对动物的处置符合

人道主义精神和动物伦理学标准。

1.2 主要试剂、实验仪器

β-amylod protein 1-42（Aβ1-42），Sigma公司·
美国；吗替麦考酚酯干混悬剂，川抗制药有限公司·
中国；动物脑立体定向仪，水迷宫。

1.3 方法

1.3.1 嗅粘膜间充质干细胞的来源 嗅粘膜间充

质干细胞由湖南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中

心实验室提供。该实验室有完整的嗅黏膜培养及鉴

定体系[3-7]。

1.3.2 阿尔茨海默病动物模型的制备 将购买的

（Aβ1-42)（Sigma公司）溶于生理盐水至 10g/L，用前

37℃下孵育24h，使之毒性变为更强的半沉淀物。腹

腔注射体积分数 10%水合氯醛麻醉动物，用 68000
脑立体定位仪（深圳市瑞沃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固

定，参照 Louis J. 1'ellegrino等的大鼠脑立体定位图

谱。定位于双侧海马区（前囟后 3.0mm，中线旁开

2.2mm，硬脑膜下 2.8mm），小动物颅骨钻GZ-65（北

京西浓科技有限公司）钻开颅骨，暴露硬脑膜，定点

注射Aβ1-42，速度 1.5μl/min，缓慢注射 8min，留针

5min。实验共53只SD大鼠，实验造模过程中死亡2
只（可能与麻醉药物注射误入血管、Aβ1-42蛋白注

射过快相关），造模后饲养过程中死亡1只。造模后

模型鉴定前存活SD大鼠共50只。

1.3.3 阿尔茨海默病 SD大鼠模型的建立后的鉴定

定点海马区注射Aβ1-42淀粉样蛋白 15天后，用三

等分“Y”型迷宫（让大鼠在迷路箱内适应 3 min，顺
时针用灯光进行剌激，当老鼠至安全区后，继续用灯

光照射15s，再立即关灯休息1 min，再继续第2次刺

激，上述重复 40次，分别记录正确、错误次数即可。

满分为100分，每出错1次扣2.5分。学习48 h后进

行记忆测试，方法同上。）对大鼠学习记忆进行初步

测定，选出学习记忆能力得分均在 50分以下（符合

要求的大鼠43只）的大鼠，认为是AD的合格模型[8]。

1.3.4 实验分组及干预方法与剂量 从 43只合格

的阿尔茨海默病SD大鼠模型中随机挑选40只再进

一步随机分为五组：空白对照组、生理盐水组{一毫

升注射器经尾静脉缓慢注射（0.25ml 0.9%生理盐

水，5分钟注射完，留针3分钟）}、OM-MSCs 组{一毫

升注射器经尾静脉缓慢注射（5x106，0.25ml 嗅粘膜

间充质干细胞原液，5分钟注射完，注射完毕后留针

3分钟}、免疫抑制剂组（吗替麦考酚酯，0.00125g/d，
口服）及OM-MSCs 联合免疫抑制剂{一毫升注射器

经尾静脉缓慢注射（5x106，0.25ml 嗅粘膜间充质干

细胞原液，5分钟注射完，注射完毕后留针3分钟）+
（吗替麦考酚酯，0.00125g/d，口服）}组。模型选定后

一周后开始干预分组实验，OM-MSCs从尾静脉注

射，计量根据血球计数盘计数，注射约5×106个细胞，

需要间充质干细胞原液 0.25ml。根据“人与动物体

表面积折算等效剂量比率表”[9，10]，成人以大鼠 5.83
倍的剂量（70Kg成人，每次口服 28.6mg/Kg计算）换

算后得到吗替麦考酚酯干混悬剂低剂量 4.9mg/Kg.
次（人等效剂量）。采用吗替麦考酚酯干混悬剂溶于

水后口服，每周星期二固定时间给药一次，连续服用

四次；嗅黏膜间充质干细胞及对照生理盐水选出合

格模型一周后从尾静脉给液一次。

1.3.5 细胞移植后行为学检测 水迷宫实验：实验

采用Morris水迷宫检测 SD大鼠模型平均逃避潜伏

期及穿过平台次数评定其学习、记忆功能改善情况。

定位航行实验：采用定位航行实验检测大鼠对

平台空间位置的学习能力。在水迷宫池中把平台定

位于第二象限，选择任意象限边缘中点将大鼠放入

水，在放入时注意不要让大鼠看到平台，并且实验人

员要迅速撤离。如果大鼠在2min内没有找到平台，

实验人员将其放到平台上停留10秒钟，如若大鼠在

2min内找到平台，也同样地让其在平台上停留 10
秒，每日不同象限选择入水点对大鼠进行训练，每次

训练5次，每次间隔5分钟。训练结束后5分钟开始

选择第三象项中点边缘投入大鼠，并记录大鼠的运

动轨迹及找到平台期的潜伏期。

定位探索实验：空间探索实验是检测大鼠对平

台空间位置的记忆能力。在实验模型挑选成功后当

天、干预后 15天（注射嗅黏膜间充质干细胞后开始

计时）、干预后 30天、干预后 45天、干预后 60天后，

将池中的平台撤出，从任意一点将大鼠放入水中，让

其在池中游泳 120s，计数在这段时间内大鼠跨过平

台的次数，即为跨台次数。

1.3.6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

分析。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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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SNK检验；检验水准

α=0.05。
2 结 果

2.1 干预1个月后行水迷宫定位航行实验结果

对各实验组 AD模型分别在干预后 15d、30d、
45d、60d行行为学检测，我们采用Morris水迷宫检测

AD大鼠模型平均逃避潜伏期评定其学习功能的改

善情况。结果显示干细胞组及免疫抑制剂组与空白

对照组比较30天后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细胞

联合免疫抑制剂组与空白对照组对比干预 30天后

结果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0.01）；空白对照组与生

理盐水组对比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果见附表。

采用Morris水迷宫空间探索实验大鼠模型穿越

平台次数来评定其记忆力变化情况。显示干细胞组

及免疫抑制剂组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30天后有统计

学意义（P<0.05）；干细胞联合免疫抑制剂组与空白

对照组对比干预30天后结果有明显统计学意义（P<
0.01）；空白对照组与生理盐水组对比无统计学意义

(P>0.05)。结果见附表。

附表 干预一个月后水迷宫实验结果(χ±s)

组别

空白对照

生理盐水

干细胞

干细胞联合免疫抑制

免疫抑制

定位航行潜伏期

干预后15d
49.2305±5.51763
50.7801±5.11663
48.8703±5.71463
46.5806±5.21661
48.3004±5.61634

干预后30d
50.1920±5.71663
49.4243±5.05249
44.9586±2.57681*
34.1383±2.59786**
42.7339±2.82468*

定位探索（穿越平台次数）

干预后15d
7.1513±1.13210
7.0037±1.19001
9.0110±1.25034
10.5110±1.21450
8.3830±1.34043

干预后30d
7.2500±1.03511
7.2500±0.88642

10.2500±2.05288*
11.1250±1.80773**
9.0000±1.30932*

2.2 干预45d后脑内BrdU检测

为了证明 OM-MSCs 起关键性作用，对 OM-
MSCs用Brdu进行标记，通过尾静脉移植干预 45天
后，再通过免疫组化实验对其脑内病理切片进行Br⁃
du染色。结果显示：干预45天后海马区可检测到标

记的Brdu的OM-MSCs（附图）；此进一步表明OM-
MSCs的作用，能从尾静脉中迁徙到受伤的海马区

域。

注：干预45天后海马区可检测到标记的Brdu的OM-MSCs
附图 干预45d后脑内病理切片的Brdu染色，×200

3 讨 论

3.1 阿尔茨海默病是目前神经学科领域难题之一

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AD），又被

俗称为老年性痴呆，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病

变。其主要临床表现为语言、学习及认知能力逐渐

丧失、还会出现人格混乱等精神症状，对患者本人的

社会交际、学习、生活自理方面带来了极大的影响[1，

2]。当前于神经退行性疾病中应用最为广泛的靶细

胞主要包括神经干细胞、胚胎干细胞以及MSCs等，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MSCs的临床优势更为

明显，可以作为一种良好的用于细胞替代治疗的靶

细胞，且MSCs在AD的治疗中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11]。近几年研究发现抗炎的药物和能参与免疫调控

的药物治疗AD患者也有较好的疗效[12]。那么OM-
MSCs与免疫抑制剂两者之间是否具有相互促进作

用与协同作用，值得我们更深入进行研究。

3.2 OM-MSCs与免疫抑制剂改善AD模型鼠的

学习、记忆能力及其相关机制

阿尔茨海默病动物实验中评测大鼠学习、记忆

能力的技术手段主要包括：Morris水迷宫试验、巴氏

环形平台迷宫试验及Y型迷宫试验[13]。其中Morris
水迷宫试验为最早、最广泛且最为成熟的一种评定

方法，它主要用于检测动物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

可以反映海马结构和中枢胆碱能神经纤维的功能，

是目前较理想的分析动物空间学习记忆能力的一项

检测技术 [13，14]。Morris水迷宫实验主要分为两个步

骤：第一步是定位航行试验，主要目的是测量大鼠获

取经验和保存经验的能力，以逃避潜伏期表示。本

研究中AD模型鼠分别进行1个月干预后，免疫抑制

注：*P<0.05，**P<0.01，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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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联合OM-MSCs组在定位航行实验中较其他 4组

找到平台的潜伏期最短；第二步是空间探索试验，主

要目的为测试大鼠的记忆能力改善情况，以跨越平

台次数表示。本研究在空间探索实验中，联合组穿

越平台的次数比其他组要多。上述结果证实了

OM-MSCs能够改善AD大鼠模型的学习、记忆能力，

且OM-MSCs 联合免疫抑制剂移植对AD大鼠学习

与记忆能力的改善比OM-MSCs组更为显著。

大量研究证实了β淀粉样蛋白聚集后会促使炎

症反应从而导致AD的发生发展，AD脑内的小胶质

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被激活后会参与体内某种免疫

应答反应从而导致神经炎性反应的发生[12，15]。被激

活后的胶质细胞也能分泌大量的炎性因子，如 IL-
6、TGF-β及 IFN-у等，再通过细胞表面受体的特异

性结合后造成脑内周围神经细胞的炎症反应及变

性、坏死[13，16]。OM-MSCs具有免于调节的作用及通

过旁分泌功能分泌神经营养因子保护损伤局部的神

经细胞作用。

OM-MSCs治疗AD模型鼠的机制与OM-MSCs
迁移到脑内病变区域后改善了病变区域的微环境有

关，通过其自身免疫调节作用抑制炎症反应及周围

神经细胞的变性、坏死，同时减少海马区Aβ-淀粉样

蛋白斑块的形成；同时也证实了OM-MSCs与免疫

抑制剂在治疗AD模型鼠的过程中具有协同作用，

从而为AD的临床治疗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及奠定

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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