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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动素及血管活性肠肽的调节作用

唐明 1 安朋朋 1 任志珍 2 唐晓晓 3 李红 1 杨秀丽 1

（1. 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山东  青岛  266033 ；2. 青岛市市南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山东  青岛  266000 ； 

3. 青岛开发区第一人民医院，山东  青岛  266555）

【摘要】 目的 研究通窍活血汤对脑梗死急性期大鼠胃动素（MTL）及血管活性肠肽（VIP）的影响，以及

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方法 将 96 只 Wistar 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对照组、假手术组、脑梗死模型组、

西咪替丁组、通窍活血汤常规剂量组和通窍活血汤低剂量组，每组 16 只。采用线栓法制备大鼠大脑中动脉梗

死模型，制模后脑梗死模型组、假手术组用 2 mL 生理盐水灌胃 ；通窍活血汤常规剂量组用 1.3 g/mL 通窍活血汤

2 mL 灌胃；通窍活血汤低剂量组用 1.3 g/mL 通窍活血汤 1 mL 加 1 mL 生理盐水灌胃；西咪替丁组用 0.1 g/kg 西

咪替灌胃 ；正常对照组不进行任何处理。于给药后 4 d、7 d 取血测定血浆 MTL、VIP 含量 ；分离胃组织，电镜观

察下观察组织结构改变。结果 正常对照组和假手术组 MTL、VIP 含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给药后 4 d、7 d 脑梗死模型组血浆 MTL、VIP 含量均较正常对照组和假手术组明显增多〔4 d ：MTL（ng/L）：

189.51±13.48 比 117.01±11.38、117.67±12.73，VIP（ng/L）：94.86±4.14 比 60.98±5.42、62.55±6.60，均 P＜0.05；

7 d ：MTL（ng/L）：183.05±14.49 比 119.79±10.64、120.27±11.48，VIP（ng/L）：91.92±3.77 比 59.63±4.29、

58.10±4.99，均 P＜0.05〕；西咪替丁组、通窍活血汤常规剂量组和通窍活血汤低剂量组均较脑梗死模型组明显

降低，且以通窍活血汤常规剂量组给药后 7 d 血浆 MTL、VIP 含量降低程度较西咪替丁组和通窍活血汤低剂量

组更显著〔MTL（ng/L）：138.72±8.02 比 152.16±12.66、156.60±11.87，均 P＜0.05 ；VIP（ng/L）：68.18±3.41 比

81.12±3.98、78.89±2.13，均 P＜0.05〕。电镜下可见 ：与正常对照组及假手术组比较，脑梗死模型组大鼠胃黏

膜结构出现明显组织破坏 ；通窍活血汤常规组、通窍活血汤低剂量组和西咪替丁组上述组织破坏均减轻，且通

窍活血常规组的疗效更优。结论 脑梗死急性期胃黏膜出现明显损害 ；通窍活血汤不但能有效调节脑梗死急

性期 MTL、VIP 含量，并且对胃黏膜具有保护性作用，与剂量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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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on the changes of motilin (MTL) 
and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VIP) and its protective effect on gastric mucosa in rats with cerebral infarction at acute 
stage. Methods According to random number table, 96 Wistar rats were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normal control, 
sham operation, cerebral infarction model, cimetidine,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routine dose and low dose groups, 
each n = 16. Cerebral infarction model group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a suture to ligate th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resulting in its occlusion. The rats of cerebral infarction model group and sham operation group were lavaged with 2 mL 
of normal saline.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routine dose group was lavaged with 2 mL of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1.3 g/mL), while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low dose group was lavaged with 1 mL of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1.3 g/mL) plus 1 mL of normal saline. Cimetidine group was lavaged with cimetidine (0.1 g/kg), and nothing was done for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On the 4th and 7th day after the delivery of treatment, inferior vena venous blood samples were 
collected to detect the plasma MTL and VIP concentrations. Then the gastric tissues were obtained and examined under 
an electron microscope. Results There were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sham operation group in plasma levels of MTL and VIP (both P > 0.05). The plasma levels of MTL and VIP at 4 days 
and 7 days after the delivery of treatment in cerebral infarction mode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sham operation group [4 days MTL (ng/L): 189.51±13.48 vs. 117.01±11.38, 117.67±12.73, VIP (ng/L):  
94.86±4.14 vs. 60.98±5.42, 62.55±6.60, both P < 0.05; 7 days: MTL (ng/L): 183.05±14.49 vs. 119.79±10.64, 
120.27±11.48, VIP (ng/L): 91.92±3.77 vs. 59.63±4.29, 58.10±4.99, both P < 0.05]. Plasma levels of MTL and VIP 
in cimetidine group,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routine dose group and low dose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cerebral infarction model group. Compared with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low dose group and cimetid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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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肠功能障碍是脑梗死急性期最常见的并发

症之一［1］。卒中后胃肠功能障碍主要表现为胃排

空延迟和胃动力障碍［2］，与“胃轻瘫”的症状类似，

如治疗不及时，易引起多器官损害［3］。脑梗死的中

医病机侧重于瘀血阻滞［4］，近年来，临床应用活血

化瘀通络法治疗脑梗死取得较好疗效［5］。但脑梗

死急性期胃肠功能障碍的治疗是否仍可应用活血化

瘀法，一直未成定论。本研究通过观察代表方剂通

窍活血汤对胃肠激素及胃黏膜的改善作用，验证活

血化瘀通络法对脑梗死急性期胃肠功能障碍的有效

性，并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主要实验材料

1.1.1 实验动物 ：选择 10 周龄雄性清洁级 Wistar

大鼠 96 只，由山东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提供，动物合

格证号 ：0009265。

1.1.2 通窍活血汤 ：由赤芍 3 g，川芎 3 g，桃仁 9 g，

红花 9 g，老葱 3 根，生姜 9 g，大枣 21 g（按照药物比

例为 1 ：1 ：3 ：3 ：10 ：3 ：7），麝香 0.15 g 组成，共用中

药约 89 g，黄酒 250 mL，由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中

药三级实验室制备。

1.1.3 西药：西咪替丁（昆明振华制药厂有限公司），

每片 0.2 g，批准文号 ：H53020657。

1.1.4 主 要 仪 器 与 试 剂 ：0.9% 氯 化 钠 注 射 液、 

10% 水合氯醛、蒸馏水、2.5% 戊二醛、1% 锇酸溶

液均由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提供。美国德普公司

DPC-GAMMA-C12 型 γ 计数器 ；日本 JEOL 公司

JSM-840 扫描电镜 ；胃动素（MTL）、血管活性肠肽

（VIP）放射免疫分析试剂盒均购于北方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1.2 动物分组及模型制备 ：采用线栓法制备大脑中

动脉梗死模型［6-7］；将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

常对照组、假手术组、脑梗死模型组、西咪替丁组、通

窍活血汤常规剂量组和低剂量组，每组 8 只。

 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3 给药方法 ：假手术组、脑梗死模型组用 2 mL

生理盐水灌胃 ；通窍活血汤常规剂量组用 1.3 g/mL

通窍活血汤 2 mL 灌胃 ；通窍活血汤低剂量组用 

1.3 g/mL 通窍活血汤 1 mL 加 1 mL 生理盐水稀释后

灌胃 ；西咪替丁组用 0.1 g/kg 西咪替丁灌胃。正常

对照组不予任何处理。每组末次灌药后均 24 h 禁 

食，不禁水。

1.4 观察指标及方法 ：给药后 4 d、7 d 空腹取下腔

静脉血 4 mL，加入含 7.5% 乙二胺四乙酸（EDTA）

Na2 和抑肽酶（40 μL ：40 μL）的试管中混匀，离心取

血浆置于 -70 ℃保存待测 MTL 及 VIP 水平。同时

将各组大鼠全胃取下，沿胃大弯剪开、展平，用冷生

理盐水冲洗干净，取组织病变明显处，制成 3 mm× 

5 mm 大 小，并 于 2.5% 戊 二 醛 2 mL 内 前 固 定，于

4 ℃下固定 1～3 h。经固定、清洗、脱水、干燥、喷镀

等制备标本，电子显微镜下观察胃组织结构改变。

1.5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3.0 软件处理数据。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多组间均数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差齐时应用 LSD 方法

进行 t 检验，方差不齐时则应用 Tamhane 方法进行

校正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各组 MTL 含量变化比较（表 1）：正常对照组

和假手术组大鼠各时间点血浆 MTL 含量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通窍活血汤常规剂

量组、低剂量组及西咪替丁组给药后 7 d 大鼠血清

MTL 含量较给药后 4 d 明显降低（P＜0.05）；脑梗

死模型组较正常对照组和假手术组明显升高，西咪

替丁组、通窍活血汤常规剂量组和低剂量组较脑梗

死模型组明显降低，且以通窍活血汤常规剂量组降

低更显著（P＜0.05 或 P＜0.01）。

2.2 各组 VIP 含量变化比较（表 2）：正常对照组、

假手术组及脑梗死模型组不同时间点血浆 VIP 含

group, the degrees of descent in plasma levels of MTL and VIP were apparently lower on the 7th day in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routine dose group [MTL (ng/L): 138.72±8.02 vs. 152.16±12.66, 156.60±11.87, both P < 0.05; VIP (ng/L): 
68.18±3.41 vs. 81.12±3.98, 78.89±2.13, both P < 0.05]. The results of electron microscope: compared with normal 
control group and sham operation group, obvious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gastric mucosa in model group were found. 
In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routine group,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low dose group and cimetidine group, the 
gastric mucosal lesions were milder, and the curative effects of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routine group were much 
better. Conclusions During the acute stage of cerebral infarction, significant damage is seen in gastric mucosa in 
rats.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not only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MTL and VIP, but also has 
certain protective effect on gastric mucosa, and its efficacy being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dosage.

【Key words】 Tongqiao Huoxue decoction; The acute stage of cerebral infarction; Motilin; Vasoactive 
intestinal peptide; Electron micr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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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通窍活

血汤常规剂量组、低剂量组及西咪替丁组给药后 7 d 

VIP 水平均较给药后 4 d 明显下降（P＜0.05 或 P＜
0.01）。脑梗死模型组 VIP 水平较正常对照组和假

手术组明显升高（P＜0.05 或 P＜0.01）；通窍活血

汤常规剂量组、低剂量组及西咪替丁组 VIP 水平均

较正常对照组和假手术组明显升高（P＜0.01）。西

咪替丁组及通窍活血汤常规剂量和低剂量组 VIP 水

平均较脑梗死模型组明显降低，且以通窍活血汤常

规剂量组的降低更显著（P＜0.05 或 P＜0.01）；西

咪替丁组与通窍活血汤低剂量组 VIP 水平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细胞破溃较广，细胞排列凌乱，基底层显现，部分区

域可见胶原纤维，胃小凹形态破坏 ；脑梗死模型组

给药后 7 d 黏膜细胞破溃更广泛，细胞排列凌乱，上

皮细胞部分剥脱暴露基底层，部分区域露出胶原纤

维，胃小凹形态已破坏。

2.3.4 通窍活血汤常规剂量组 ：给药后 4 d 部分区

域胃黏膜上皮细胞破溃，细胞排列欠整齐，部分区域

可见上皮细胞剥脱暴露基底层，露出胶原纤维，胃小

凹形态已破坏 ；给药后 7 d 胃黏膜上皮细胞较完整，

细胞排列相对整齐，仅见小片上皮细胞脱落，有少量

黏液覆盖，胃小凹可见轻度改变。

2.3.5 通窍活血汤低剂量组 ：给药后 4 d 胃黏膜上

皮细胞可见较大片区域破溃，细胞排列欠整齐，上皮

细胞剥脱暴露基底层，部分区域露出胶原纤维，胃小

凹形态破坏 ；给药后 7 d 部分胃黏膜上皮细胞破溃，

细胞排列欠整齐，部分区域上皮细胞剥脱暴露基底

层，露出胶原纤维，胃小凹形态破坏。

2.3.6 西咪替丁组 ：给药后 4 d 胃黏膜上皮细胞部

分区域破溃，露出基底层，可见上皮细胞扁平、脱落、

部分严重变形，胃小凹形态破坏 ；给药后 7 d 胃黏膜

上皮细胞细胞排列欠整齐，部分区域上皮细胞剥脱

暴露基底层，胃小凹形态破坏较前变化不明显［7］。

3 讨 论

 脑梗死又称缺血性脑卒中，其发病率、病死率

和致残率均较高［8］。脑梗死急性期机体在 RNA、血

栓素及炎性因子等多因素的影响下［9-11］，不仅出现

了神经功能障碍，也极易出现消化道出血、呕吐、腹

胀、便秘等胃肠功能障碍，若胃肠道症状进一步加

重，甚至可能加重脑梗死病情，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

（MOF）［12］。脑梗死的病因多而复杂，但依据目前的

中医理论，大多认为血瘀才是贯穿于脑梗死病情发

展始末的最重要因素［13］，因此我们推测脑梗死胃肠

功能障碍的发生发展及转归亦与血瘀有密切关系。

用活血化瘀，开窍通络治疗不仅有助于急性脑梗死

的预后，同样也有助于防治脑梗死急性期胃肠功能

障碍的发生［14-15］。

 胃肠功能障碍是胃肠运动功能异常的重要体

现，胃肠运动功能又依赖于胃肠激素的调节［16-17］。

MTL、VIP 均是参与调节胃肠动力的重要激素之一。

MTL 能够强烈促进上消化道机械运动和生理肌电

活动，引发胃肠周期性收缩运动［18］。VIP 的主要生

理作用为抑制性调节胃肠动力，具有松弛平滑肌、减

慢胃肠动力的作用［19］。脑卒中发生时，MTL 作为

胃肠运动促进性递质可以促进胃肠蠕动，而 VIP 则

表 2 各组 VIP 水平的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例）

VIP（ng/L）

给药后 4 d 给药后 7 d

正常对照组 8 60.98±5.42 59.63±4.29

假手术组 8 62.55±6.60 58.10±4.99

脑梗死模型组 8 94.86±4.14 a 91.92±3.77 a

西咪替丁组 8 88.25±6.47 ac 81.12±3.98 abd

通窍活血汤常规剂量组 8 73.43±4.99 abf 68.18±3.41 abdf

通窍活血汤低剂量组 8 85.38±4.06 abg 78.89±2.13 aeg

注 ：与正常对照组和假手术组比较，aP＜0.01 ；与脑梗死模型组

比较，bP＜0.01，cP＜0.05；与本组给药后 4 d 比较，dP＜0.05，
eP＜0.01 ；与西咪替丁组比较，fP＜0.01 ；与通窍活血汤常规

剂量组比较，gP＜0.01

表 1 各组大鼠 MTL 含量的比较（x±s）

组别
动物数

（例）

MTL（ng/L）

给药后 4 d 给药后 7 d

正常对照组 8 117.01±11.38 119.79±10.61

假手术组 8 117.67±12.73 120.27±11.48

脑梗死模型组 8 189.51±13.48 a 183.05±14.49 a

西咪替丁组 8 177.45±13.64 a 152.16±12.66 abd

通窍活血汤常规剂量组 8 151.23±  7.46 abe 138.72±  8.02 abdf

通窍活血汤低剂量组 8 174.21±14.25 acf 156.60±11.87 adf

注 ：与正常对照组和假手术组比较，aP＜0.01 ；与脑梗死模型组

比较，bP＜0.01，cP＜0.05；与本组给药后 4 d 比较，dP＜0.05；

与西咪替丁组比较，eP＜0.01，fP＜0.05

2.3 电镜结果（图 1）

2.3.1 正常对照组 ：胃黏膜上皮细胞连接紧密，沿

胃腺开口呈环形排列，胃小凹排列整齐，形态正常。

2.3.2 假手术组 ：胃黏膜上皮细胞完整，排列整齐，

胃小凹排列整齐，形态大致正常。

2.3.3 脑梗死模型组 ：给药后 4 d 黏液层消失，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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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正常对照组 ；B ：假手术组 ；C ：脑梗死模型组给药后 4 d ；D ：脑梗死模型组给药后 7 d ；E ：通窍活血汤常规剂量组给药后 4 d ； 

F ：通窍活血汤常规剂量组给药后 7 d ；G ：通窍活血汤低剂量组给药后 4 d ；H ：通窍活血汤低剂量组给药后 7 d ； 

I ：西咪替丁组给药后 4 d ；J ：西咪替丁组给药后 7 d

图 1 电镜下观察各组大鼠不同时间点胃组织结构改变

是一种胃肠运动抑制性递质，当其异常分泌增多，会

减缓胃肠蠕动，加重胃酸对胃壁的损伤，破坏了胃肠

黏膜的屏障功能，导致黏膜溃疡、糜烂及出血。本研

究的电镜结果也证实了脑梗死后胃黏膜上皮细胞严

重剥脱，胃小凹形态破坏严重，提示脑梗死急性期胃

黏膜出现明显损伤。同样受到应激刺激的假手术组

胃黏膜却依然正常，两者对比显现出胃黏膜的损伤

与应激的严重程度及脑梗死疾病本身密切相关。

 本实验研究发现，MTL 及 VIP 在脑梗死急性期

的含量均显著升高。给药后 4 d 大鼠 MTL、VIP 水

平持续上升，7 d 时逐渐下降，但仍高于正常对照组

和假手术组 ；且电镜下胃黏膜损伤的程度与两种激

素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由此我们可以推测，MTL、

VIP 的升高对急性脑梗死并发胃肠功能障碍具有一

定的影响。通窍活血汤和西药西咪替丁干预后两种

MTL、VIP 含量均较脑梗死模型组有所降低，且通窍

活血汤常规剂量组较低剂量组 MTL、VIP 含量降低

更为明显，也从侧面反映了 MTL、VIP 可能有助于

胃肠功能的恢复。结合本实验结果可知，通窍活血

汤通过调节 MTL、VIP 含量，减少因脑梗死而导致

的胃肠运动异常，减轻对胃肠黏膜屏障功能的冲击，

在缓解脑梗死病情的同时，也减轻了胃肠功能障碍

的症状。

 综上所述，本实验研究证实了通窍活血汤对脑

梗死急性 MTL 及 VIP 具有较好的调节作用，且能有

效地减轻胃黏膜的损伤，且该作用与通窍活血汤的

剂量成正比。提示通窍活血汤在治疗急性脑梗死的

同时可兼顾治胃肠，尤其对胃肠功能具有良好的双

向调节效果，同时也为临床运用活血化瘀治疗急性

脑梗死胃肠功能障碍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有效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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