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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研究◆

从肺论治心力衰竭大鼠左室心肌的重构
吴锦波 1，叶小汉 1，冼绍祥 2，董明国 1
１． 东莞市中医院心内科，广东 东莞 ５２３０００；２．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４０５

［摘要］ 目的：探讨从肺论治对阿霉素诱导的心力衰竭 （简称心衰） 大鼠模型左室心肌重构的影响。方法：SD 大鼠随机分为
假手术组与心衰模型组，心衰模型组通过腹腔注射阿霉素建立心衰大鼠模型，将成功建模大鼠随机分为中药高、低剂量组和模型
组，每组 10 只，分别喂以高、低剂量复方中药和蒸馏水，共 35 天；假手术组腹腔注射生理盐水，从中随机抽取 10 只大鼠进入对
照组并喂以蒸馏水。心脏超声仪测量大鼠左室舒张末期内径 （LVEDD）、左室收缩末期内径 （LVESD）、左室后壁厚度 （LVPWT）、
左室收缩末期容积 （LVESV）、左室舒张末期容积 （LVEDV），计算左室射血分数 （LVEF） 和左室短轴缩短率 （LVFS）；称量大鼠
体质量 （BW） 和左室质量 （LVW），并计算左室质量指数 （LVMI）；检测血清 B 型利钠肽 （BNP）、血管紧张素Ⅱ （AngⅡ）、血清
肾素 （REN） 和醛固酮 （ALD） 水平；TUNEL 法检测心肌细胞凋亡率；Masson 染色观察心肌胶原情况，计算胶原容积分数
（CVF）。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 LVEF、LVFS 和 BW 明显降低，LVEDD、LVESD、LVPWT、LVESV、LVEDV、LVW、
LVMI、心肌细胞凋亡率、CVF 和血清 BNP、AngⅡ、ALD、REN 水平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 或 P ＜ 0.05）；与
模型组比较，中药高、低剂量组的 LVEF、LVFS 和 BW 明显升高，LVEDD、LVESD、LVPWT、LVESV、LVEDV、LVW、LVMI、
心肌细胞凋亡率、CVF 和血清 BNP、AngⅡ、ALD 水平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1）。结论：从肺论治可以降低阿霉
素诱导的心衰大鼠血清 BNP、AngⅡ和 ALD 水平，抑制心肌细胞凋亡和纤维化，减轻心肌重构，改善心功能。
［关键词］ 心力衰竭；从肺论治；心肌重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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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from Lung on Left Ventricular Myocyte Remodeling of Rats with Hear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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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ｌｕｎｇ ｏｎ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ｍｙｏｃｙｔｅ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ｒａｔｓ ｗ ｉｔｈ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Ａｄｒｉａｍｙｃ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Ｄｉｖｉｄｅｄ ＳＤ ｒａｔｓ ｉｎｔｏ ｓｈａ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ｇｒｏｕｐ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Ｉｎ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ｇｒｏｕｐ，ｒａ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ｗ ｉｔｈ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ｗ ｅｒｅ ｍｏｄｅｌｅｄ ｂｙ ｉｎｔｒａ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ｌｙ ｉｎｊｅｃｔｉｎｇ Ａｄｒｉａｍｙｃ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ｓ ｔｈｏｓｅ
ｗ ｅｒ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ｍｏｄｅｌｅｄ，ｗ 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ｈｉｇｈ ｄｏｓｅ，ｌｏｗ ｄｏ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Ｍ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１０ ｒａｔ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 Ｈｉｇｈ ｄｏｓｅ，ｌｏｗ ｄｏｓｅ ｏｆ ＣＭ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ｄｏｓｅ，ｌｏｗ ｄｏ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Ｍ ｄｒｕｇ，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ｄ ｗ ａｔｅｒ，ｆｏｒ ３５ｄａｙｓ． Ｒａｔｓ ｉｎ ｓｈａ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 ｅｒｅ ｉｎｔｒａ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ｌｙ ｉｎｊ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ｌｉｎｅ，
ｆｒｏｍ ｗ ｈｉｃｈ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１０ ｒａ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ｆｅｄ ｗ ｉｔｈ ｄｉｓｔｉｌｌｅｄ ｗ ａｔｅｒ． Ｍ ｅａｓｕｒｅｄ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ＬＶＥＤＤ），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ＬＶＥＳＤ），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ｗ ａｌｌ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ＬＶＰＷＴ），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ｖｏｌｕｍｅ（ＬＶＥＳＶ） ａｎｄ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ｖｏｌｕｍｅ（ＬＶＥＤＶ） ｂｙ ｈｅａｒｔ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ｅ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ＶＥＦ） ａｎｄ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ｒｔｅｎｉｎｇ （ＬＶＦＳ）， ａｎｄ ｗ ｅｉｇｈｅｄ ｂｏｄｙ ｗ ｅｉｇｈｔ （ＢＷ） ａｎｄ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ｌｅ ｗ ｅｉｇｈｔ
（ＬＶＷ） ｏｆ ｒａｔｓ ｔ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 ｌｅｆｔ ｖｅｎ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ＬＶＭ Ｉ）；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Ｂ－ ｔｙｐｅ ｎａｔｒｉｕｒｅｔｉｃ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ＢＮＰ），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Ⅱ （Ａｎｇ Ⅱ ）， ｓｅｒｕｍ ｒｅｎｎｉｎ （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ＡＬＤ）， ａｎｄ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ｂｙ ＴＵＮＥＬ；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ｄｙｉｎｇ Ｍ ａｓｓ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ｖｏｌｕｍｅ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ＶＦ）． Results：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ｗ 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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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ＶＦ ａｎｄ ｓｅｒｕｍ ＢＮＰ，ＡｎｇⅡ，ＡＬＤ ｗ ｅｒ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ｉｎ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ｄｏｓｅ ｏｆ ＣＭ ｇｒｏｕｐ，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ｎｇ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P ＜０．０１）． Conclusion：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Ｌｕｎｇ 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ＢＮＰ， Ａｎｇ Ⅱ ａｎｄ ＡＬＤ ｏｆ ｒａｔｓ ｗ ｉｔｈ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Ａｄｒｉａｍｙｃｉｎ，ａｎｄ ｉｎｈｉｂｉｔ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ｒｅｌｉｅｖｅ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ｅ ｈｅａｒ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Keywords：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Ｌｕｎｇ；Ｍ 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Ｒｅｎｉｎ－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Ａｌｄ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Ｒａｔ

心力衰竭（心衰）是多种心血管疾病的终末期表现，尽管治

号：Ｌ１５１１２５８２７）、ＲＥＮ（批号：Ｌ１５１２１４５０１）酶联免疫分析试

疗方案不断优化，但其 ５ 年病死率仍高达 ５０％ ［１］，造成沉重的

剂盒均由 Ｃｌｏｕｄ－ Ｃｌｏｎｅ Ｃｏｒｐ．提供；Ｒａｔ ＢＮＰ ＥＩＡ 试剂盒（批

社会经济负担。据估算，目前全球有超过 ３８００ 万心衰患者［２］，

号：０８２８１５７００５），由 ＲａｙＢｉｏｔｅｃｈ．Ｉｎｃ．提供。
采用腹腔注射氯胺酮（５０

随着人口老年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心衰的患病人数仍在增

1.3

加，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病理性心肌重构是各

ｍｇ／ｋｇ）和地西泮（５ ｍｇ／ｋｇ）混合麻醉大鼠，胸前剃毛，大鼠取

种心血管疾病发展为心衰的重要环节，可导致心肌细胞凋亡和

仰卧位，固定在木板上，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分别测

心脏结构与功能和心室质量

间质胶原堆积并激活肾素 － 血管紧张素 － 醛固酮系统（ＲＡＡＳ），

量 ＬＶＥＳＤ、ＬＶＥＤＤ、ＬＶＰＷＴ、ＬＶＥＳＶ、ＬＶＥＤＶ，计算 ＬＶＥＦ

而这些因素反应过度则加重心肌重构，使心衰恶化，阻断其恶

和 ＬＶＦＳ［ＬＶＦＳ（％）＝ （ＬＶＥＤＤ－ＬＶＥＳＤ）／ＬＶＥＤＤ×１００％］。称量

性循环是控制心衰发展的关键［１，３￣５］。中药被广泛应用于慢性心

ＢＷ 和 ＬＶＷ，计算 ＬＶＭ Ｉ，公式为 ＬＶＭ Ｉ＝ＬＶＷ／ＢＷ。
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液 ＢＮＰ、

衰的治疗，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本研究通过腹腔注射阿

1.4

霉素构建心衰大鼠模型，观察从肺论治心衰复方中药对其心室

ＲＥＮ、ＡｎｇⅡ和 ＡＬＤ 浓度。处死大鼠时腹主动脉取血，肝素

结 构 与 功 能 、 心 肌 细 胞 凋 亡 和 心 肌 纤 维 化 、 血 清 ＢＮＰ 和

抗凝，静置 １ ｈ，３０００ 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 ｍｉｎ，取上清后置于

ＲＡＡＳ 的影响，以期为心衰的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途径。

－ ２０℃冰箱保存，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５ TUNEL 法检测心肌细胞凋亡率

1.1

动物分组及处理

健康雄性 ＳＤ 大鼠（体质量 ２４０±１５

血液指标检测

大鼠超声心动图检测结

束后，立即注射 ２ ｍｍｏｌ／Ｌ 的 ＫＣＬ，使大鼠心脏停搏在舒张末

ｇ）由广州中医药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ＮＯ．

期，迅速开胸离断心脏，ＰＢＳ 冲洗干净后，石蜡包埋、切片；

４４００５９０００］。ＳＰＦ 级净化空间，生长条件为 １２ ｈ／１２ ｈ 光照周

５％ ＢＳＡ 封闭 ３０ ｍｉｎ；加 ＴＵＮＮＥＬ 反应混合液 ３７℃，１ ｈ；加

期，温度（２２±３）℃，相对湿度（４０～７０）％，自由摄食、饮水。

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ｒ－ ＰＯＤ 反应液 ３７℃，３０ ｍｉｎ；ＤＡＢ 显色液室温反应

ＳＤ 大鼠适应性喂养 １ 周后，按 １∶３ 比例随机分为假手术组

约 １０ ｍｉｎ；透明封片，镜检显示凋亡的心肌细胞核呈棕黄色。

和心衰模型组，心衰模型组参照文献［６］通过腹腔注射阿霉素

ＴＵＮＮＥＬ 的表达每张切片观察 ６ 个视野，实验结果以 ６ 个视

（总剂量 １５ ｍｇ／ｋｇ，每次 ２．５ ｍｇ／ｋｇ，相当于 １ ｍＬ／１００ ｇ，２

野下细胞凋亡率的平均值来表示。

周内分 ６ 次注射）建立大鼠心衰模型；假手术组同时腹腔注射

１．６ Masson 染色

生理盐水，从中随机抽取 １０ 只大鼠进入对照组。首次阿霉

片，进行 Ｍ ａｓｓｏｎ 三色三步染色。应用 ＩＰＰ６．０ 病理图象分析

素注射 ５ 周后行超声心动图检查，根据心腔扩大且 ＬＶＦＳ＜

软件分析各组胶原纤维表达，计算胶原容积分数（ＣＶＦ＝ 胶原面

３０％ ［７］，随机选取 ３０ 只成功建模大鼠随机分为中药高、低

积 ／ 总面积）。

剂 量组和模型组，每组 １０ 只，分别以复方中药 ３６ ｇ／ｋｇ·ｄ、

1.7

１８ ｇ／ｋｇ·ｄ 和蒸馏水（容量均为 １ ｍＬ／１００ ｇ）灌胃，对照组以蒸

析，所有数据均以（x±s）表示，各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馏水灌胃，共 ３５ 天。

析（ＡＮＯＶＡ）进行检验；两两比较采用 ＳＬＤ 法；率的比较采用

1.2

药物和试剂

复方中药由葶苈子、黄芪各 １５ ｇ，三菱、

统计学方法

取心室组织常规固定，石蜡包埋，制作切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

卡方检验。

杏仁各 １０ ｇ，茯苓 ３０ ｇ，陈皮 ６ ｇ，大枣 ２ ｇ 组成，由东莞市

２ 结果

中医院制成流浸膏，４℃储备，用前摇匀。阿霉素（Ｍ ｅｄｃｈｅｍ－

2.1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ＬＬＣ），批号：ＨＹ－ １５１４２。ＴＵＮＮＥＬ 试剂盒，Ｉｎ Ｓｉｔｕ

对照组大鼠死亡 １ 只，模型组和中药高、低剂量组各死亡 ３

各组大鼠心脏结构与功能和心室质量结果比较

见表 １。

Ｃｅｌｌ Ｄｅａｔｈ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Ｋｉｔ，ＰＯＤ，（Ｃａｔ． Ｎｏ． １１ ６８４ ８１７ ９１０；

只，各组大鼠死亡率无明显差异 。模型组 ＬＶＥＦ、ＬＶＦＳ 和

Ｌｏｔ：１０７６８１００），ＲＯＣＨＥ 公司。ＤＡＢ 显色试剂盒：博士德生

ＢＷ 明显低于对照组，ＬＶＥＤＤ、ＬＶＥＳＤ、ＬＶＰＷＴ、ＬＶＥＳＶ、

物技术有限公司。血清 ＡＬＤ（批号：Ｌ１５０８２６３８５），ＡＮＧⅡ（批

ＬＶＥＤＶ、ＬＶＷ 和 ＬＶＭ Ｉ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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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P＜０．０１）。中药高、低剂量组 ＬＶＥＦ、ＬＶＦＳ 和 ＢＷ 明显高

较，模型组心肌细胞凋亡率显著升高；与模型组比较，中药高

于 模 型 组 ， ＬＶＥＳＤ、 ＬＶＰＷＴ、 ＬＶＥＳＶ、 ＬＶＥＤＤ、 ＬＶＥＤＶ、

剂量组和低剂量组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１）。

ＬＶＷ、 ＬＶＭ Ｉ 明 显 低 于 模 型 组 ，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 ＜

中药高、低剂量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０．０１）。中药高、低剂量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２．４ 各组大鼠心肌胶原 Masson 染色图片及胶原容积分数比较

表 1 各组大鼠心脏结构与功能和心室质量指标结果比较（x±s）
指标

对照组（n＝ ９）

模型组（n＝ ７）

ＢＷ（ｇ）

４３４．２２±３２．７２

３１ ６．７１ ±３３．２８ ①

ＬＶＷ（ｍｇ）

８３５．８９±６４．７０ １ ３１ ４．２９±１ １ ７．４５①

中药高剂量组（n＝ ７） 中药低剂量组（n＝ ７）
３８６．２９±２５．４２ ②

３８３．７１ ±１ ３．１ ５②

９７７．８６±８２．９０②

９７９．５７±９４．６６②

见图 ２ 和表 ３。光镜下观察，Ｍ ａｓｓｏｎ 染色中胶原纤维呈蓝白
色，胞质、肌纤维呈红色，胞核蓝褐色。由表 ３ 可以看出，
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 ＣＶＦ 较对照组增加了 １７２．９％ ；与模型
组比较，中药高剂量组和低剂量组较模型组分别降低了
５５．３％ 和 ５０．８％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１）。中药高、

ＬＶＭＩ （ｍｇ／ｇ）

１ ．９３±０．２０

４．１ ８±０．５３①

２．５４±０．３０②

２．５５±０．２２ ②

ＬＶＥＤＤ（ｍｍ）

５．９２±０．６８

８．７９±１ ．３０①

６．８７±０．９０②

６．８１ ±０．４７ ②

ＬＶＥＳＤ（ｍｍ）

３．４０±０．８３

５．２６±０．５１ ①

４．２３±０．３５②

４．０９±０．２７ ②

ＬＶＰＷＴ（ｍｍ）

１ ．２９±０．３１

１ ．８５±０．１ ７

１ ．３５±０．２１

１ ．３４±０．２２

ＬＶＥＤＶ（μＬ）

１ ８８．９５±２８．５１

２８０．５７±３８．７９①

２１ １ ．１ １ ±４１ ．１ ５②

１ ９５．４２±２８．２６②

对照组

９

ＬＶＥＳＶ（μＬ）

５４．５２±２５．４１

１ １ １ ．８７±４１ ．０８

６６．８１ ±２０．４８

６２．６２±２１ ．２８

模型组

ＬＶＥＦ（％）

８０．７４±７．４２

４９．４７±４．２３①

中药高剂量组

ＬＶＦＳ（％）

５１ ．０４±７．４１

３２．６８±４．１ ７ ①

①

①

②

②

６４．６０±９．４８ ②

组 别

②

②

６５．６９±６．４０②

４３．８２±５．７２ ②
４２．９９±５．５３②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1；与模型组比较，②P ＜ 0.01

2.2

各组大鼠血液指标检测结果比较

低剂量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见表 ２。与对照组比

较，模型组血清 ＢＮＰ、ＡｎｇⅡ、ＡＬＤ、ＲＥＮ 水平均明显升高，

表 2 各组大鼠血液指标检测结果比较（x±s）
ＢＮＰ（ｐｇ／ｍＬ）
n
ＲＥＮ（ｐｇ／ｍＬ） ＡｎｇⅡ（ｐｇ／ｍＬ）
ＡＬＤ（ｐｇ／ｍＬ）
１ ４５．１ １ ±１ ４３．０５ １ ６．４１ ±８．３７

７ １ １ ０５．５７±５７６．９７

①

２７．４１ ±１ ０．８０

７

③

１ ７．８９±６．４８

２３２．４１ ±２０５．４２

２４．３３±５．６６
②

２３．８５±１ ０．３５

５７．７２±１ ３．８９
３０．６５±６．１ ５

③

①

２３２．３５±２４１ ．４３①
５８．３１ ±２２．４５③

中药低剂量组 ７ ３４７．５０±２９９．８２③ ２２．３７±１ ２．００ ３０．６９±７．０７ ③ ５９．１ ２±２０．１ １ ③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1，②P ＜ 0.05；与模型组比较，
③P ＜ 0.01
表3

各组大鼠心肌细胞凋亡率和胶原容积分数（CVF）
的结果比较（x±s）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１ 或 P＜０．０５）。与模型组比较，中

模型组

药高、低剂量组血清 ＢＮＰ、ＡｎｇⅡ、ＡＬＤ 水平明显降低，差

指 标

对照组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１），ＲＥＮ 水平稍微降低，但是无统

心肌细胞凋亡率

５．０５±３．７６

计学意义。中药高、低剂量组之间无显著差异。

胶原容积分数（ＣＶＦ） ０．０９６±０．１ ０１ ０．２６２±０．０６６① ０．１ １ ７±０．０３６② ０．１ ３０±０．０３５②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1；与模型组比较，②P ＜ 0.01

2.3

各组大鼠心肌细胞凋亡情况比较 见图 １，表 ３。光镜下

中药高剂量组

中药低剂量组

２７．９８±１ ３．５１ ① １ １ ．１ ９±５．７１ ②

１ １ ．７６±５．９３ ②

观察，凋亡细胞核呈棕黄色。由表 ３ 可以看出，与对照组比

对照组

模型组
中药高剂量组
图 1 各组大鼠心肌细胞凋亡情况 (400×)

中药低剂量组

对照组

模型组
中药高剂量组
图 2 各组大鼠心肌 Masson 染色结果 (200×)

中药低剂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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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痰饮”“心水”等病证范畴。 《黄帝内径》 认为，肺主

心肌重构是由一系列复杂的细胞和分子机制导致的心肌结

呼吸之气，主宗气生成以生血；肺主宣发肃降以行血；肺朝百

构、功能和基因表型变化，包括心肌重量增加、心室容量增加

脉，主治节以调血；通调水道以利血行。汉代张仲景 《金匮要

和心室几何形状改变（横径增加呈球形）。心肌重构是心肌对缺

略·水气病脉证并治》 提出“心水”病名，同时提出水降于肺，

血 ／ 再灌注损伤、心室压力和（或）容量超负荷等病理生理刺激

治于脾，统于肾，故肺虚不能通调水道，脾虚不能运化水湿，

所发生的适应性改变。多种机制参与了心肌重构，包括：①心

肾虚气化失司，则水湿停留。水气上凌心肺，则咳喘、心悸；

肌细胞死亡（包括坏死、凋亡或过度的自噬）导致的心肌细胞损

宗气虚衰，津微不布，则短气懒言；泛于肌肤则成水肿，其中

失，而胚胎基因再表达使终末分化的心肌细胞重新进入细胞周

痰饮阻肺是心衰的根本病理机制［１４￣１５］。“从肺论治”正是基于

期并分裂增殖，以部分弥补心肌细胞损失，从而导致心肌细胞

以上认识的心衰治法，我们根据该法遣 药 组 方 成 “ 心 衰 中

分布不均，心室几何形状改变；②机械因素和神经体液机制触

药”，在临床上治疗心衰患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方中葶苈

发的心肌细胞肥大；③心肌成纤维细胞合成分泌过多细胞外基

子泻 肺平喘 、利水消肿，黄 芪 补 气 利 尿 消 肿 ， 杏 仁 平 喘 ，

质，主要是胶原蛋白，过度堆积导致间质纤维化和斑痕形成，

陈皮理气化痰，茯苓利水化痰宁心，三菱破血行气，大枣

代替死去的心肌细胞，导致心肌舒张功能受损；④胰岛素抵

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兼制葶苈子毒性，全方组合共奏泻肺

抗，血糖、血脂代谢紊乱产生脂毒性，导致血管内皮功能障碍

行水之功。
本研究结果显示：从肺论治可以降低心衰大鼠血清 ＢＮＰ、

和心室扩张；⑤心室结构改变，心肌细胞间连接杂乱无章，细
胞离子转运异常导致心律失常和心电重构 。
［１］

ＡｎｇⅡ和 ＡＬＤ 水平，抑制心肌细胞凋亡和纤维化，减轻心肌

本实验通过腹腔注射阿霉素建立慢性心衰大鼠模型，发现

重构，改善心功能。中药高、低剂量作用相当，表明药量达到

模型组大鼠 ＬＶＥＦ、ＬＶＦＳ 降低和血液 ＢＮＰ 浓度升高提示心力

一定水平就能发挥作用，再增加用量对效果提升不显著，反而

衰竭；左室扩大和室壁增厚，心肌细胞凋亡率升高、ＣＶＦ 明

浪费资源，并可能增加不良反应。本研究为心衰的治疗提供新

显增加，提示心衰大鼠发生病理性心肌重构。实验中，模型组

的思路和途径，然而本实验动物样本量少，使用的是小动物，

大鼠血液 ＡｎｇⅡ和 ＡＬＤ 水平显著升高，提示 ＲＡＡＳ 激活，其

而且只针对阿霉素诱导的特定心衰模型，复方中药的效应有待

过度激活可加重心衰。ＲＡＡＳ 激活后可导致左室心肌肥厚和舒

大规模的动物实验和临床试验来进一步验证；心衰的病理生理

缩功能不全：一方面包括 ＲＡＡＳ 激活引起肾性高血压，增加

机制和该中药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了，有必要作进一步研究

心脏后负荷，导致心室适应性重塑；另一方面 ＲＡＡＳ 又直接

去解决。

作用于心肌细胞和间质细胞，使心肌细胞肥大、凋亡、坏死，
心室壁增厚或心腔扩大，心肌间质纤维化，导致心室僵硬度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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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外基质的合成，同时又能降解胶原，使细胞外基质的生化

［３］ Ｋｏｎｓｔａｍ Ｍ Ａ， Ｋｒａｍｅｒ ＤＧ， Ｐａｔｅｌ ＡＲ， ｅｔ ａｌ．Ｌｅｆｔ ｖｅｎ－

组成和空间结构发生改变，引起心肌间质增生与重构［３、８￣１０］。除

ｔｒｉｃｕｌａｒ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ｉｎ

ＡｎｇⅡ外，氧化应激、压力或容量超负荷和去甲肾上腺素等也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ＪＡＣＣ Ｃａｒｄｉｏ－

可诱导心肌细胞凋亡。在心衰早期，心肌细胞凋亡率轻度增
加，随着时间推移，累计的细胞凋亡导致心肌细胞数量显著减

ｖａｓｃ 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１，４（１）：９８－ １０８．
［４］

少，心肌细胞发生适应性肥大和纤维化增生，启动和促进心肌
重构［１１］。研究显示，在终末期心肌病心衰患者的心脏中每 １００

Ｍ ｃＭ ｕｒｒａｙ Ｊ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Ｊ］．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 ｅｄ，２０１０， ３６２（３）：２２８－ ２３８．

［５］

Ｓｈａｈ ＡＭ， Ｍ ａｎｎ ＤＬ．Ｉｎ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ｎｅｗ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万个心肌细胞就有 ６７３－ ６５４９ 个细胞出现调亡现象，平均是正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常心脏的 ２３２ 倍［１２］。抗凋亡治疗可以减轻或逆转心肌重构和心

ｉｎ ｂａｓ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１１， ３７８ （９７９２）： ７０４－

力衰竭［１３］。本实验结果显示，该复方中药能降低 ＲＡＡＳ 活性，
抑制细胞凋亡和心肌纤维化，减轻心肌重构，改善心功能。
中医药被广泛应用于慢性心衰的治疗，并积累了相当丰富

７１２．
［６］

Ｓｕｚｕｋｉ Ｋ， Ｍ ｕｒｔｕｚａ Ｂ， Ｓｕｚｕｋｉ Ｎ， ｅｔ ａｌ．Ｉｎｔｒａ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ｙｏｂｌａｓｔ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的经验。古代中医没有“心衰”这一病名，其症状主要表现为

ｉｎ ｄｏｘｏｒｕｂｉｃｉ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Ｊ］．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呼吸困难、气喘咳嫩和水肿等，故中医归属于“咳喘”“水

２００１，１０４（１２Ｓｕｐｐｌ １）：１２１３－ １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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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剑，顾蓉，王丙剑，等．过表达整合素连接激酶可改
善 慢 性 心 力 衰 竭 大 鼠 心 功 能 ［Ｊ］． 中 华 心 血 管 病 杂 志 ，

［８］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Ｒｅｓ，２０１１，８９（１）：１２９－ １３８．
［１２］ Ｏｌｉｖｅｔｔｉ Ｇ， Ａｂｂｉ Ｒ， Ｑｕａｉｎｉ Ｆ， ｅｔ ａｌ．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４，４２（３）：２２５－ ２２９．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ｈｅａｒｔ［Ｊ］．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 ｅｄ，１９９７，３３６（１６）：

Ｋｕｒｄｉ Ｍ， Ｂｏｏｚ ＧＷ．Ｎｅｗ Ｔａｋ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ｎ－

１１３１－ １１４１．

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ＩＩ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Ｊ］．Ｈｙ－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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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Ｈａｙａｋａｗ ａ Ｋ，Ｔａｋｅｍｕｒａ Ｇ，Ｋａｎｏｈ Ｍ，ｅｔ ａｌ．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２０１１，５７（６）：１０３４－ １０３８．

ｏｆ ｇｒａｎ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ｉｓｓｕｅ ｃｅｌｌ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ａｃｕｔｅ

Ｈｕｇｈｅｓ ＳＥ．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ｉｃ ｃａｒｄｉｏｍｙ－

ｓｔａｇｅ

ｏｐａｔｈｙ［Ｊ］．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４４（５）：４１２－ ４２７．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ｓｔａｇｅ ［Ｊ］．

［１０］ Ｍ ｏｌｌｎａｕ Ｈ， Ｗｅｎｄｔ Ｍ ， Ｓｚ觟ｃｓ Ｋ， 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ｆ

ｍｙｏｃａｒｄｉａｌ

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３，１０８（１）：１０４－ １０９．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Ⅱ ｉｎｆｕ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４］ 赵志强，毛静远，王贤良，等．中医药在慢性心力衰竭

ＮＡＤ（Ｐ）Ｈ ｏｘｉｄａ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ｃＧＭ Ｐ

治疗中的应用及评价［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３，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Ｊ］．Ｃｉｒｃ Ｒｅｓ，２００２，９０（４）：Ｅ５８－ ６５．

３３（１２）：１７０１－ １７０４．

［１１］ Ｈａｍｉｄ Ｔ， Ｇｕｏ ＳＺ， Ｋｉｎｇｅｒｙ ＪＲ， ｅｔ ａｌ．Ｃａｒｄｉｏｍｙｏｃｙｔｅ
ＮＦ－ κＢ ｐ６５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１５］ 陈可远．充血性心力衰竭从肺论治［Ｊ］．北京中医药大学
学报：中医临床版，２００６，１３（１）：２７－ ２９．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ｒｅｔ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ｈｅａｒｔ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Ｊ］．

（责任编辑：骆欢欢，郑锋玲）

小儿止咳颗粒对哮喘大鼠气道重塑影响的实验研究
郑艳萍，刘映玲，黄慧芳，郑敏，许双虹，赖意芬
深圳市中医院儿科，深圳 ５１８０３３

［摘要］ 目的：观察小儿止咳颗粒对哮喘模型大鼠血清及肺组织中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9）、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
（TIMP-1） 的表达，以及对肺组织形态学变化的影响，探讨其对咳嗽变异性哮喘气道重塑的作用。方法：36 只 SD 雌性大鼠随机
分为空白对照组、病理模型组、地塞米松组、小儿止咳颗粒低、中、高剂量组，每组 6 只。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他各组分别于第
1 天、第 8 天腹腔注射新鲜配制的鸡卵白蛋白 （OVA） 氢氧化铝悬液。第 15 天上午病理模型组以 10 mL/kg 生理盐水灌胃，地塞米
松组以 0.3 mg/kg 地塞米松灌胃，小儿止咳颗粒低、中、高剂量组分别以 12.5 g/kg、25 g/kg、50 g/kg 小儿止咳颗粒溶液灌胃，每天
1 次，共给药 40 天。药物干预 2 小时后，行鸡卵白蛋白溶液雾化吸入 30min 激发哮喘 （空白对照组使用生理盐水），连续 4 周，
每天 1 次。治疗结束后收集血清、肺组织。检测血清 MMP-9、TIMP-1 含量；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肺组织中 MMP-9、TIMP-1 表
达；HE 染色观察肺组织的病理形态；Masson 染色观察肺组织中胶原纤维的沉积程度。结果：与空白对照组比较，病理模型组大
鼠的血清 MMP-9 与 TIMP-1 水平均明显升高 （P ＜ 0.01），提示哮喘大鼠造模成功；与病理模型组比较，地塞米松组以及小儿止咳
颗粒低、中、高剂量组中血清 MMP-9 和 TIMP-1 水平显著降低 （P ＜ 0.05）。在肺组织形态学方面，病理模型组气道壁明显增厚，
肺泡间隔不均匀增厚、增宽，气管黏膜皱璧增多，肺泡壁明显增厚、充血，气管及血管周围可见灶状炎性细胞浸润，可见轻-中度
肺气肿，毛细血管及细支气管周边可见较多胶原纤维沉积，小儿止咳颗粒干预后上述病理表现得到改善，高剂量的小儿止咳颗粒
疗效优于地塞米松。结论：小儿止咳颗粒下调 MMP-9 与 TIMP-1 的表达，减少 ECM 在气道的沉积，改善气道炎症，从而逆转气
道重塑，达到治疗哮喘的目的。
［关键词］ 哮喘；气道重塑；小儿止咳颗粒；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 (MMP-9)；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因子 （TI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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