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OU
丞
RNAL

徨
OF C

匡
HENGD

堂
E M E

暄
DICAL

堂
COLL

塑
EGE 

图 1：IL一6mRNA在进展期胃癌中的阳性表达(×400) 

图 3：Fas在正常胃粘膜中的阳性表达(×250) 

床上，对 Fas、FasL、Bcl一2进行相应的调节将可能成为 

治疗胃癌的有效辅助手段之一。 

同时 ，本研究采用原位杂交技术对正常胃粘膜 、癌 

前病变、早期胃癌和进展期胃癌中 IL一6及其受体的表 

达进行检测 ，探讨 IL一6及 IL一6R在 胃癌发生发展中的 

变化规律及临床意义。结果提示：按正常胃粘膜一癌前 

病变一早期胃癌一进展期 胃癌的临床病理过程，IL一6及 

IL一6R表达逐步升高，尤其是在癌变前期、早期胃癌中 

就有高表达，而且 IL一6与 IL一6R的表达有明显相关 

性，但二者的表达情况与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情况无 

关。这说明 IL一6可作为一种自分泌生长因子，通过与 

自身靶细胞的 IL一6R相结合，促进靶细胞生长乃至过 

度增殖直至肿瘤形成。因此，IL一6是反映胃癌发生发 

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胃粘膜组织 IL一6及 IL一6R表达的 

图 2：IL一6RmRNA在齐前病变中的阳性表达(×loo) 

图 4：FasL在高分化胃癌中的阳性表达(×400) 

检测对胃癌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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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苁蓉及氧化苦参碱治疗肝纤维化的实验研究 

潘理会 ，李春辉 ，孙嘉斌。 

(1．承德医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2．延边大学医学院 ) 

【摘要】目的：观察草苁蓉 (BR)、氧化苦参碱(oM)治疗 大鼠肝纤维化的疗效 ，为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 

方法：二甲基亚硝胺(DMN)腹腔注射制作肝纤维化的大鼠模型，观察 BR、oM 治疗后大鼠血清 ALT、 

PCIII和 CIV的变化情况及肝组织的病理学改变。结果：BR、OM 可明显提高肝纤维化模型大鼠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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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降低模型大鼠血清 PCIII和 CIV(BR、OM 组与模型组比较：P％0．05)；另外 BR、OM组大鼠胶原 

纤维面密度和肝纤维化分级与模型组比明显减轻 P％0．05。结论：BR、OM对 DMN造模的大鼠肝纤维 

化有治疗作用。 

【关键词】草苁蓉；氧化苦参碱；肝纤维化；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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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玎 ENTAL STUDY oN THERAPEUTIC EFFECTS oF B0SCHNIAKIA RoSSICA 

AND oXYM ATRINE oN HEPATIC FIBR0IsIS 

PAN Li—hui，LI Chun—hui，SUN Jia—bin 

(Chengde M edical College，Hebei Chengde 67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To obser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boschniakia rossica(BR)and oxymatrine 

(oM )on hepatic fibrosis in rats，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es for clinical treatment．M ethods：The hepat— 

iC fibrosis animal model were made by injecting Dimethylnitrosamine(DMN)into the rats’abdominal cavi— 

ty．The ALT，PCIII，CIV content in serum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fiver were detected after BR，oM 

were applied．Resul ts：BR，OM COUld increase the ALT content and decrease the PCIII，CIV content in 

serum significantly (BR，oM group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P％ 0．05)．The collagen fibers density 

and hepatic fibrosis grade of BR．OM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alleviated compared with mod el group (P< 

0．05)．Concl usions：BR and OM has therapeutical effects to hepatic fibrosis induced bv DMN． 

[KEY WORDS]Hoschniakia rossica；0xymatrine；Hepatic fibrosis；Rat 

目前许多中药被证实具有保护肝细胞和一定的抗 

肝纤维化作用。草苁蓉为列当科植物 (Boschniakia 

ossica Fedtesch．Et Flerov，BR)的全草，具有补肾壮 

阳、延年益寿的功效_1]。氧化苦参碱(oxymatrine，oM) 

是从中药苦豆子中提取的一种生物碱水溶制剂，具有 

抗炎、抑制免疫的作用。近年有研究报道 oM 具有治 

疗肝纤维化的作用__2]。我们应用二 甲基亚硝胺诱导的 

大 鼠肝纤维化模型 ，用 BR和 oM 进行治疗 ，对 比其抗 

肝纤维化的疗效，从而为临床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l 材料与方法 

1．1 药物 BR由延边大学药学院鉴定并提取；oM 

注射液规格为 200mg／2ml，批号：宁药准字(1994)第 

000829号 ，宁夏制药厂。 

1．2 动物 雄性 Wistar大 鼠 38只，体重 175～185g， 

由延边大学医学院动物科提供。 

1．3 试 剂 ALT 自动生化分析试 剂购 于 Roche公 

司，血清 III型前胶原 (PCIII)放免试剂盒购于上海核 

技 术开发公司 ，IV型胶原 (CIV)放免试剂盒购于上海 

海军医学研究所生物技术中心，二甲基亚硝胺(DMN) 

购于美国 Sigma公司。 

1．4 实验方法 38只雄性 Wistar大鼠随机分为 4 

组 ，对 照 组 (control group，n一 8)，模 型 组 (model 

group，n=10)，BR组 (n=10)，OM 组 (n一10)。模型 

·】96· 

组与 BR、OM 治疗组分别腹腔注射 DMN(10ul／kg)， 
一

周连续注药 3天，持续 4周；从第 4周起治疗组分别 

用 BR 500mg／kg、OM 500mg／kg灌 胃共 14周。 

1．5 血清学指标的检测 末次灌胃后大鼠在乙醚麻 

醉下于左心室取血，采用H立 7600—010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检测血清 ALT，采用放免法检测血清 PCIII和 

CIV。 

1．6 病理学检测 大鼠在心脏取血后，取肝组织用 

1O％甲醛液固定、常规石蜡包埋 、切片 ，用 HE和 Sirius 

Red苦味酸染色。根据纤维组织增生程度将肝纤维化 

分为 0～4级_3]。0级 ：无纤维 化；1级 ：纤维组织局限于 

汇管区或汇管区扩大，有向假小叶发展倾向；2级：纤 

维组织增生进入肝小叶 2／3及有 1级同样改变；3级： 

纤维组织增生进入肝小叶中央静脉周 围；4级 ：纤维组 

织在全小叶多处弥漫增生，有假小叶形成，并有 3级样 

改变。用 CMTAS图象分析仪观察并统计胶原纤维面 

密度 。 

1．7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IO．0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 ，计量资料用 ( ±s)表示 ，采 用 t检验 ；纤维化 

程度等级资料用秩和检验。 

2 结果 

2．1 一般状 态 control组一般状态 良好 ；Model组活 

动少，皮毛失去光泽；BR组和oM 组一般状态明显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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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Model组。 

2．2 血清学指标 oM 组大 鼠血清 ALT、PCⅢ、CIV 

与 Model组 比有显 著性差 异 (P<0．05)；BR组血 清 

ALT、PCⅢ、CIV 与 Model组 比有显著 性 差 异(P< 

0．05)；oM组的血清 PCⅢ与 Control组比有显著性差 

异(P<0．05)。见表 1。 

表 1 各组大鼠血清 ALT．PClll和 (、lv的含量‘ 士s) 

* P< 0 05 VS model； P< 0．05 VS control。 

2．3 病理 组织学观察 大鼠的肝组织 HE染色显示 

model组有大量的胶原在汇管区沉积，纤维间隔增多 ， 

严重者有假小叶形成 ，但 BR组 、oM 组肝组织胶原纤 

维的沉积较 model组显著减轻(图 】一4)。肝纤维化分 

级 oM 组 与 model组 相 比、BR组 与 model组 相 比、 

model组与 control组相比 均 有 显 著 性 差 异 (P< 

图 l：con'tro~组 (×200)； 

图 3：OM 组 (×200)； 

3 讨论 

肝纤维化是各种致炎因子导致的慢性肝病的基本 

病理特征 ，是慢性肝病发展到肝硬化的 中间环节也是 

其必经阶段，其特征为肝细胞外基质的动态平衡遭到 

破坏导致大量的细胞外基质沉积。已有研究证实肝星 

Vo1．22 NO．3 2005 

O．05)，见表 2。 

表 2 各组大鼠肝纤维化分级的比较 

组 别 n 0 

c(mtrol组 8 8 

rnrxlel组 10 0 

OM 组 10 2 

BR组 l0 4 

Ill 
_ — —  

0 

2 

0 

1 

IV 
_ 。 — —  

0 

2 

0 

0 

# ‘ 0·05 VN COntrol； < O·05 s mod 1。 
．  

大鼠肝组织 Sirus—Red染色用 CMTAS图象分析 

仪观察并统计胶原纤维面密度 ，其结果为 oM 组的胶 

原纤维面密度与model组相比、BR组与 model组相比 

均显著减轻(P<0．05)，model组与 control组 比有显 

著性差异(P<o．05)，见表 3。 

表 3 各组大鼠肝纤维化胶原纤维面密度的比较( 士s) 

#尸< 0．05 VS COrltrol；*P< 0．05 V．S model。 

图 2：model组 (×100)； 

图 4：BR组(×200) 

状细胞的激活是其细胞学基础，如果在肝纤维化期用 

药治疗，肝纤维化的病变是可以逆转的，到肝硬化阶段 

时肝脏病变就不叮逆转了，因此肝纤维化时期的治疗 

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也就是中药治疗肝纤维化研究成 

为热点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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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肝纤维化的实验研究在 国内多采用四氯化碳 

造模，四氯化碳造模虽然有诸多优点，但有造模后病变 

不 稳 定的缺 点。因此 在 国外 多 采用 二 甲基 亚 硝 胺 

(Dimethylnitrosamine，DMN)造模 ，因为 DMN 所致的 

肝纤维化大鼠模型病变类似人的肝纤维化病变L4]，并 

且有肝纤维化形成率高、死亡率低、造模周期短、肝纤 

维化形成后病变相对稳定的特点。特别适用于肝纤维 

化的研究，如用于观察肝纤维化形成后的形态学变 

化[ 及生化指标的异常改变等 6̈]。有研究表明[ ，BR 

能显著增强枯否细胞的免疫活性 。关于 OM 抗肝纤维 

化的作用，有体外实验表明 OM 可通过抑制成纤维细 

胞增殖及 III型胶原 mRNA 的表达而起到抗肝纤维化 

的作用l8]；也有研究表明OM 对体外培养的肝星状细 

胞均有抑制其增殖和胶原合成的作用 ]。 

本实验用 DMN造模 ，证实与模型组相 比较 草苁 

蓉、氧化苦参碱治疗组的肝纤维化的程度有明显的减 

轻，这说明中药草苁蓉与氧化苦参碱一样具有明显的 

抗肝纤维化和有抑制胶原合成的作用。病理组织学观 

察在模型组有大量的胶原纤维在汇管区沉积，纤维间 

隔增多，严重者甚至有假 小叶形成 ，但草苁蓉、氧化苦 

参碱治疗组肝组织胶原纤维的沉积较模型组显著减 

轻，用图象分析仪分析并统计胶原纤维面密度的结果 

也证实草苁蓉、氧化苦参碱治疗 组的胶原纤维面密度 

与模型组相比有显著的降低。血清学的实验结果也证 

实草苁蓉、氧化苦参碱有治疗肝纤维化的作用，以上对 

比研究说明草苁蓉与氧化苦参碱一样具有治疗肝纤维 

化的作用。 

总之，通过对比观察草苁蓉、氧化苦参碱治疗大鼠 

Vo1．22 No．3 2005 

肝纤维化的实验研究说明，草苁蓉与氧化苦参碱一样 

具有治疗肝纤维化的作用 ，这就为 中药草苁蓉 的开发 

与临床治疗肝纤维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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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天年饮对衰老大鼠脑垂体细胞 PCNA表达的影响 

庞 晓静 ，马建 伟 ，杨 国军 

(1．承德医学院，河北 承德 067000；2．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 

【摘要】目的：观察中药天年饮(Tiannianyin，TNY)对亚急性衰老大鼠血清睾酮含量及脑垂体前叶细胞 

PCNA表达的影响。方法：采用 D一半乳糖连续腹腔注射制作亚急性衰老大鼠模型，采用ELISA方法检 

测TNY灌冒前后大鼠血清睾酮含量，并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TNY灌冒前后大鼠脑垂体前叶细 

胞的增殖情况。结果：衰老大鼠血清睾酮含量明显下降，与正常大鼠比较差异显著(P<0．05)；经 TNY 

灌胃后其含量升高接近正常水平 。与衰老大鼠相比有明显差异(P<0．05)。衰老大鼠脑垂体前叶PCNA 

阳性细胞数量减少，与正常大鼠比较差异显著(P<0．01)；经 TNY灌冒后升高并接近正常水平，与衰老 

大鼠相比有明显差异(P<0．01)。结论：TNY可提高亚急性衰老大鼠血清睾酮含量及脑垂体前叶细胞 

PCNA表达水平，具有一定延缓衰老的作用。 

【关键词】天年饮；衰老；睾酮；脑垂体；Pc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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