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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n conversion of myofibroblasts(MFB)from 

hepatic steUate ceUs(HSC)in vitro by drug seDlnl offufang 6 ruangan 

向， ，and to explore its mechanism in preventing the hepatic fibrosis． 

M ETHODS：Seventy—five adult healthy male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control group，model group， hish， middle an d low dose groups 

(fufang 6咖 ruangart ng)， and the sertlm was prepared in all the 
groups．The HSCs were separated  tlI the HSC separating technique． an d 

then cultured in different sertl／n for 24 an d 48 hours，then the expression of 

alpha—smooth muscle aetin(ot—SMA)in HSC was detected with immunohis— 

tochemistry ABC，andthenthequan titativeanalysis was performed byimage 

analysis system． 

RESULTS：The absorbance(A)ofthe sertl／n to the different(It—SMA positive 

staining in HSC in the hish， mi ddle an d low dose drug groups at 24 hours 

(110．95±45．21。243．82±62．97 and 417．46±126．72)and 48 hours 

(333．71±57．90。345．08±51．85 and 675．35±202．20)were sis~ifi— 

canf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model group【778．93±190．26 and 1 

032．69±106．64】(P<0．05)；thoseinthemodel group，hishandmiddle 

dose drug groupwere markedly differentfrom thatinthe norm al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Drugserom ofhish—andmiddle—doseA ，lg 6 rtmrtgart 

丘ng can inhibit the expression of(It—SMA in HSC．And its mechanism of 
curing hepatic fibrosis may be related witlI the inhibition of the conversion of 

(It—SMA from HSC by drug seruln offufang 6 ruangan丘ng． 

Guo SO Zhang W Dai M．Xie Ys Niu JZ Zhao LY Zhao FJ Bai JW．Effect offufang 

b／ej~ ruattgan fang on the conversion of myofibroblasts om hepatic stellate cells in 

vitro．Zhongguo L／nchuangKanffu 2004；8I21)：4274—6I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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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复方鳖甲软肝方药物血清对离体肝星形细胞 (hepatic steUate 

cells，HSC)转型的影响，以探讨该药物血清防治肝纤维化作用的机制。 

方法：将成年的健康雄性 SD大鼠75只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高、 

中、低剂量药物组共5组，并制备各组血清。采用大鼠HSC分离技术，将 

分离得到的 HSC分别添加各组血清培养 24，48 h后，免疫组化 ABC法 

检测各组 HSC的(It一平滑肌肌动蛋白((It—smooth muscle actin，(It—SMA)表 

达，经图像分析系统定量分析。 

结果：培养 24，48 h各药物血清组血清对HSC中(It．SMA阳性染色不同时 

相吸光度 (A值)(24 h：高、中、低剂量分别为 110．95±45．21，243．82± 

62．97。417．46±126．72；48 h分别为：333．71±57．90．345．08±51．85． 

675．35±202．20)与模型组 (24 h：778．93±190．26；48 h：1 032．69± 

106．64)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5)；模型组、高、中剂量药物 

血清组与正常组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0．05)。 
结论：高、中剂量复方鳖甲软肝方药物血清能抑制 HSC的 (It—SMA表达， 

其抗肝纤维化作用机制可能与药物能抑制 HSC向(It—SMA的转型有关。 

主题词：复方鳖甲软肝方 ；肝星形细胞；肝纤维化／中药疗法 

0 引言 

研究表明，肝纤维化的中心环节是肝星形细胞(hepatic ste1． 

1ate cells，HSC)在 组 织 炎 症 坏 死 区 域 向 肌成 纤 维 细 胞 

(myofibroblasts，MFB)转型的激活过程“ 。其活化特征包括：①增 

殖刺激 。②表现型由静止的HSC转变为MFB，表达d一平滑肌 

肌动蛋白 (d．smooth muscle actin，d—SMA)。③广谱细胞外基质 

(extracellular matix，ECM)基因表达和ECM分泌 】。④获得收缩 

性 ，对内皮素 一1，血管加压素及 angiotensin II产生收缩性应答 

等 。本实验拟从 d．SMA表达角度来探讨复方鳖甲软肝方药物 

血清对离体大鼠HSC向 MFB转型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设计 ：随机对照的实验研究。 

地点和材料 ：本实验完成地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首批确认 

的中医药科研三级 (最高级)实验室北京中医药大学细胞与生 

化实验室。SD大鼠：75只，清洁级(SPF)，成年(8周)雄性，体质 

量 230—260 g，购于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饲养 

于 25—28℃，湿度 40％ 一60％环境的动物室。 

参与者 ：研究设计者为第一作者，研究由全体作者共同参与 

完成，图像分析由专人独立操作分析。 

干预措施：① SD大鼠HSC的分离和培养[61：通过酶灌注大 

鼠肝，用Nycordenz作为介质进行密度梯度离心获得HSC。②鼠 

血清的制备” ：正常sD大鼠血清：取350 g体质量正常大鼠，乙醚 

麻醉，无菌条件下腹主动脉取血 10 mL，室温下静置 2 h，430 g x 

10 min离心制备血清，56℃灭活60 min，一60℃冻存备用；肝纤 

维化模型 SD大鼠血清 ：参照并改进 Hemandez．Munoz法建立肝 

纤维化动物模型[8】，腹腔注射 0．2mL CCh(橄榄油 1：6稀释)，每 

周 3次 ，共 7周，血清制备和保存方法如上；药物血清：将复方鳖 

甲软肝方(国家级中药新药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1999，2—102号， 

由内蒙古福瑞中蒙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中成药。本实验用 

药系该公司专为本研究所需提供的不含辅料的原药粉)。按人体 

剂量的3．5，7，14倍分别给大鼠灌胃7次，每次间隔 12 h，第 7次 

灌胃前 12 h禁食并在灌胃后 1 h腹主动脉取血，以制备高、中、低 

剂量药物组药物血清，血清制备和保存方法如上。③免疫组化 

ABC法检测各组 HSC的 d—SMA表达 [91：在 24孔培养板中加入 

飞片(小盖玻片)，将分离得到的 HSC以 0．5 x 10 L 浓度接种 

于24孔培养板中，含 200 mL／L胎牛血清的DMEM培养液孵育 

48 h后 ，无血清 DMEM培养液洗一次，分 5组，每组 8孔，依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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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20 mL／L胎牛血清 DMEM100 p,L+100 g／L正常大 鼠 

血清DMEM 100 ILL)、高、中、低剂量药物组(20 mL／L胎牛血清 

DMEM 100 ILL +100 g／L药物血清 DMEM 100 ILL)、模型组 

(20 mL／L胎牛血清 DMEM 100 ILL+100 g／L模型组大鼠血清 

DMEM 100 L)，分别培养 24，48 h取出飞片后冷丙酮固定 ，1％ 

H 0：封闭 10 min，PBC洗3次，5 rain／次，100 g／L羊血清孵育 

30 min，按 1：50稀释鼠抗人 ．SMA抗体，滴加一抗后4℃过 

夜，PBC洗3次，5 min／次，生物素化山羊抗鼠IgM37℃孵育 

45 min，PBS洗 3次 ，5 min／次 ，辣 根酶 标 记 链 亲 和素 

(Streptavidin／HRP)30 rain，DAB显色，以小牛血清代替一抗作 

阴性对照“ ，采用美国 TN．8502图像分析系统检测各组 HSC的 

~t-SMA阳性反应物吸光度 (A值)以及d—SMA阳性细胞在参照 

系中所占相对面积百分比。 

主要结局观察指标 ：各组间 HSC的 d．SMA表达差异 ，以及 

药物血清对其的干预作用。 

统计学分析：数据由作者应用 SPSS 10．0软件包进行统计 

分析。结果以 4-s表示；对数据进行 ANOVA检验，P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2 结果 

刚分离得到的HSC在相差显微镜下为折光性很强的圆球 ， 

约培养 24 h后，细胞贴壁，呈扁圆形，胞质内脂滴明显，少量细 

胞已开始伸展。培养48 h大部分细胞伸展生长，其中一部分细胞 

已呈现多角伪足、星状外形的典型HSC形态。此后，分别加入各 

组血清，分别培养 24，48 h。采用美国TN．8502图像分析系统检 

测各组血清对 HSC中d．SMA阳性反应物吸光度 (A值)不同培 

养时相的影响，结果见表 1；图 1～4。Ot．SMA阳性细胞在各组参 

照系中所占相对面积百分比的比较，结果见表 2；图5。6。 

表 1 各组血清对 HSC中a．SMA阳性反应物不同培养时相的影响 
( ±s，A) 

与时照组比较． P <0．05；与模型组 比较． P <0 05 

N M G Z D 

N：对照组；M：模型组；G：高剂量组；z：中剂量组；D：低剂量组 
与对照组比较 ，‘P <0 05；与模 型组比较 ． P <0．05 

图 2 48 h免疫组化 a．SMA阳性反应物 A值 

加药物血清培养 24，48 h后，各药物血清组与模型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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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模型组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有 

显著性意义 (P<0．05)；高、中剂量药物组与正常组比较。差异 

有显著性意义(P <0．05)。 

表 2 免疫组化 a．SMA阳性细胞在各组参照系中所占相对面积百分 
比的比较 ( ±s，％) 

与对照 组比较 ，‘P <0．05；与模型组 比较 。 P <0．05 

％ 

12 

10 

8 

6 

4 

2 

0 

N M G Z D 

N：对照组；M：模型组；G：高剂量组；z：中剂量组；D：低剂量组 
与对照组比较 ，。P <0．05；与模 型组比较 ． P <0．05 

图5 24 h a．SMA阳性细胞在参照系中所占相对面积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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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 Z D 

N：对照组；M：模型组；G：高剂量组；z：中剂量组：D：低剂量组 
与对照组 比较 ，‘P <0．05；与模型组 比较 ． P <0．05 

图 6 48 h a．SMA阳性细胞在参照系中所占相对面积 

加药物血清培养24，48 h后，各药物血清组与模型组比较，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5)；模型组、各剂量药物组与正常 

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0．05)。 

3 讨论 

目前认为CCL的细胞毒性作用主要由其代谢物所致。当 

CC1 进入机体后，在肝亚铁细胞色素P450催化下，经单电子还 

原而生成氯甲基自由基和过氯化三氯甲基自由基，这些 自由基 

进而启动二次反应，导致肝细胞变性、坏死。CCI 的代谢物致肝 

细胞损伤死亡的机制，目前有 3种学说 ：即脂质过氧化学说、共 

价结合学说和细胞内钙离子代谢紊乱学说。因此由于CCL是经 

典的亲肝毒物，故由 CCL引起的肝纤维化动物模型被广泛采 

纳。而 d-SMA为直径 7 nm的细丝状蛋白，其作为细胞骨架组成 

部分和细胞收缩功能单位，主要存在于平滑肌细胞中，正常情 

况下。此蛋白主要由平滑肌细胞和肌样成纤维细胞表达，大鼠 

和小鼠的 HSC很少表达。在各种急慢性肝病及相应的动物模型 

中，大鼠 HSC活化过程中丧失 Desmin，转而表达 Ot．SMA。因此 

d．SMA可作为 HSC激活或转型的标志 {“】。本实验可见 HSC加 

入各组血清培养 24，48 h后，d．SMA在各组即开始表达。其中， 

模型组显著高于对照组 ；高、中、低剂量药物3组均低于正常组， 

尤以高、中两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和模型组，提示模型组血清中 

可能存在能促使 HSC迅速转型并表达 d．SMA的细胞因子 (如 

转化生长因子 B )“ 。而高、中剂量药物组 Ot．SMA明显低于对 

照组和模型组，提示复方鳖甲软肝方具抑制此类细胞因子表达 

的作用，达到抑制 HSC表达 d．SMA的实验结果。培养 48 h结果 

与 24 h结果类似。已知凋亡是机体调节活化 HSC数量的重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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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本实验可见，药物血清组 d．SMA阳性细胞明显少于模型组， 

进一步提示复方鳖甲软肝方药物血清具有抑制HSC活化的潜在 

效能。尽管复方鳖甲软肝方药物血清抑制HSC向MFB转型的机 

制目前并不完全清楚，但从本实验结果可推测，可能与药物血清 

能够调整HSC的自分泌或旁分泌，表现为减少或抑制血小板衍 

生生长因子、TGF．8。等细胞因子的释放；以及药物血清对 HSC 

具有细胞毒作用，从而直接抑制了HSC的生长发育等有关。 

结论：肝纤维化时，静止型 HSC向MFB转型时可自分泌 

具有标志性的d．SMA，而复方鳖甲软肝方药物血清能有效抑 

制 HSC的转型及 d．SMA的分泌。 

(图3，4见插图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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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性瘫痪患儿血清 中铁元素变化及 意义 

郝艳秋，高 阳 ，李风琴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院儿科，黑 

龙江省哈 尔滨市 150086； 大庆 市爱心 医院 ，黑龙江省 大庆市 

160003) 

摘要 ：探讨脑性瘫痪 (脑瘫 )患儿 血清 中铁对脑瘫 的修复作用 ， 

采用 比色法 测定血 清 中微量 元素铁 。结 果显 示有 早产史 脑瘫 

组 、无早产史脑瘫 组患儿血清 中元 素铁 含量均 降低 ，与正常组 

比较差 异有显著性意义 ，有早 产史脑瘫患儿血 清中元素铁含量 

比无早 产史脑瘫组降低更 明显 ，这表明治疗脑瘫要 重视补充铁 

元 素及检测血清 中铁 的变化。 

主曩 词 ：脑性瘫痪 ；婴儿 ，早产 ；铁 

O 引言 

小儿脑 性瘫痪 (脑瘫 )，是致残性疾病 。中国有 200～300万 

脑瘫息 儿 ，给家庭 和社会 造成严重负担 。为了减少发病率 ，提高 

治愈率 ，脑瘫 的早期诊 断 、早期 治疗是很重要 。脑瘫 的早 期诊断 

的重要线 索之一 是 围产期 的高 危因素。围产期受 到的各种不利 

影响 ，是造成生后脑瘫发 生的重要原 因。围产 期的病毒感染 、x 

射线照射 、内分泌疾病 、营养 和贫血位 于脑瘫发生 的高危 因素 

之首“ ，铁 缺乏是造成缺铁 性贫血的主要原 因。本文探讨 是否有 

早产史脑瘫患儿血 清 中铁的变化 和意义。 

1 对 象和方法 

1．1 对 象 2003一O1／2003—02哈尔滨 医科 大 学第 二 临床 医 

院儿科 门诊各类诊断明确的脑瘫儿童。有早产史脑瘫组 ：有早 

产史脑瘫儿 2O例 。男 12例 ，女 8例 ；年龄 8个 月 一8岁 ；痉挛 型 

11例，手足徐动 型 4例，强直型 2例，肌 张力低下型 3例 。无早 

产史脑 瘫组 ：为 2O例性别 、年龄与早产史脑瘫 患儿相匹配 的儿 

童。正常组 ：为 2O例性别 、年龄与脑瘫患 儿相匹配的健康儿 童。 

1．2 方法 有早产史脑瘫组与无早产史脑瘫组儿童分别于早晨 

空腹采取静脉血 ，采用比浊法做微量元素铁测定。正常值 ：1O．7～ 

19．5 I~mol／L。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10．0软件由作者本人进行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 ±5表示 ，组间比较进行 t检验。 

2 结果 

所测得有早产史组脑瘫血清铁含量与无早产史脑瘫组 比较有 

明显的差异 见表 1。 

表 1 有早产史组脑瘫与无早产史脑瘫血清铁含量变化 
( ±5，panol／L) 

与正常组比较，‘t=8．71． t=13．93．P<0 01；与无早产吏脑瘴组比较．ct： 
5．3I，P <0．0I 

3 讨论 

本文 测得有早 产史脑瘫组 、无早产史脑瘫组 患儿血 清 中元 

素铁 含量均降低 ，与正常组 比较有 明显的差异 ；有早 产史 脑瘫组 

患儿血 清 中元素铁含量 比无早 产史脑瘫组降低更 明显 。早 产儿 

妊娠小 于 37周 ，母孕后期 先天性铁储备不足 ，导致生后血清 中 

元 素铁 含量降低 。铁是机体合成 血红蛋 白必不可少 的元 素 ，铁 

缺乏影 响血红蛋 白的合成而致贫 血。缺铁性贫血是危 害d,JL健 

康 的营养 缺乏症 。贫 l~IdxJL生长速度减慢 ，更使脑瘫患儿生理功 

能的恢复受到限制 ；缺铁性贫血铁缺乏使脑瘫患儿免疫力下降，更 

易感染 ，加重或影响了脑瘫患儿恢复的进程 。缺铁影响肌红蛋 白的 

合成而致肌肉收缩无力 ，影响了各种技能训练 ，使得脑瘫患儿功能 

障碍恢复减慢 ；铁缺乏影响人体 内必需的酶的合成 ，影响人的精神 

和食欲 ，各种营养物代谢减慢 ，缺乏营养和能量的保障 ，大大阻碍 

了脑瘫患儿功能训练及机能的恢 复。有早产史患儿 ，生后生长发育 

加快，对营养素及铁的需求更多 ，这也是有早产史患儿血清 中铁降 

低明显主要原因之一 。铁作为生长发育必不 可少的元 素，在脑瘫患 

儿的治疗中更显 重要 ，尤其是有早产史脑瘫患儿对铁 的需求更大 ， 

所 以治疗脑瘫要重视补充铁元素及检测血清中铁 的变化。更要注 

意 围产期营养保健 ，避免早产 ，消除引起脑瘫的高危因素 ，减少脑 

瘫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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