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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Image-Pro Plus 联合 Photoshop 图像分析软件 
能准确定量测定兔海马区微循环的改变

黄陆平 莫云长 戴勤学 金深辉 王均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麻醉科，浙江  温州  325000）

【摘要】 目的 探讨一种用图像分析软件 Image-Pro Plus（IPP）联合图像处理软件 Photoshop 定量测定海

马组织微循环改变的新方法。方法 选择双侧颈总动脉结扎 2 周后无神经功能障碍的日本大耳白兔 22 只，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蛛网膜下腔出血（SAH）组和对照组，每组 11 只。采用枕大池二次注血法建立兔症状

性脑血管痉挛模型 ；于第 1 次注血后 7 d 处死动物，进行大脑灌注固定，取兔海马区组织，用免疫组化法测定

CD34。利用 IPP 6.0 联合 Photoshop 软件，定量测定海马组织中微血管密度（MVD）计数和统计场微血管面积比。 

结果 CD34 可以有效标识微血管内皮细胞 ；用 IPP 6.0 可自动、准确地计算出海马区 MVD 和统计场微血管面

积比。与对照组比较，SAH 组兔海马区 MVD 计数与面积比均明显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MVD（个 / 统

计 场）为 3.87±0.67 比 5.17±0.53，统 计 场 微 血 管 面 积 比 为（0.86±0.20）% 比（1.40±0.17）%，均 P＜0.05〕。 

结论 CD34 可以用于标识微血管。IPP 6.0 联合 Photoshop 图像分析软件是一种高效、准确统计组织中微血管

数量与面积的工具，不仅操作简便，而且数据计算自动生成，可以准确反映兔症状性脑血管痉挛后海马区微循

环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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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Image-Pro Plus combined with Photoshop image analysis software for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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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 new method using Image-Pro Plus (IPP) combined with Photoshop 
image analysis software to quantitatively measure the changes in microcirculation in hippocampus. Methods Twenty-
two Japanese white rabbits that had received bilateral carotid artery ligation for 2 weeks without neurological dysfunction 
were divided into a subarachnoid hemorrhage (SAH)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11 rabbits in each group. The rabbit 
model of symptomatic cerebral vasospasm was established by the method of twice injecting blood into occipital cistern. On 
the 7th day after the first time of injecting blood, the rabbits were sacrificed, cerebral perfusion fixation was carried out, 
the hippocampus was harvested, and CD34 was deter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cal determination. IPP 6.0 combined 
with Photoshop image analysis software wa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measure the count of hippocampal microvessels density 
(MVD) and the field (for statistics)/microvascular capillary area ratio was calculated. Results CD34 could effectively 
identify micro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s, and using IPP 6.0 could automatically and accurately calculate MVD and field (for 
statistics)/micrevascular area ratio in hippocampu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in SAH group, the MVD and the 
area ratio in hippocampus were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differences being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MVD (count/area): 
3.87±0.67 vs. 5.17±0.53, area ratio: (0.86±0.20)% vs. (1.40±0.17)%, both P < 0.05]. Conclusions CD34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microvessels, IPP 6.0 image analysis software co-Photoshop is a high efficient and accurate new method 
to measure the microvessels count and calculate the field/microvessel area ratio, not only it is easy to operate, but also the 
data can be automatically calculated and generated, reflecting precisely the changes in microcirculation in hippocampus 
after symptomatic cerebral vasospasm in rab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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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蛛网膜下腔出血（SAH）后症状性脑血管痉挛

可以引起脑缺血及脑梗死，目前有研究表明，微循环

障碍是引起脑缺血的主要原因［1-2］。微血管数量与

开放面积是影响脑微循环的两个重要指标，其中海

马区是脑缺血、缺氧最敏感的部位之一，研究该区微

血管改变，可以直接反映全脑微循环情况。目前在

判定微血管数量与面积方面出现了数种方法并存

的局面。为了寻求快速、准确、易于操作的方法，本

研究使用 Image-Pro Plus（IPP 6.0 软件为美国 Media 

Cybernetics 公司出品）联合 Adobe Photoshop CS3（为

美国 Adobe 公司出品）图像处理和分析软件，对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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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性脑血管痉挛模型中的微血管密度（MVD）计

数与面积定量方法进行了研究，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实验动物分组 ：兔龄 6～9 个月的日本大耳白

兔 30 只，体质量 2.0～2.5 kg，由温州医科大学实验

动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 ：XL304435。结扎兔

双侧颈总动脉后观察 2 周，死亡 6 只及严重神经功

能障碍 2 只兔被剔除，余 22 只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对照组和 SAH 组，每组 11 只。

1.2 症状性脑血管痉挛动物模型复制 ：采用氯胺

酮（25 mg/kg）、氯丙嗪（12.5 mg/kg）肌肉注射麻醉兔，

SAH 组于第 1 天和第 3 天在枕大池内注入 1.5 mL

和 1.0 mL 未抗凝的耳中央动脉血，注血后将兔俯卧

头低位 30 min ；对照组注入等量 0.9% 氯化钠注射

液。采用三维 CT 血管造影仪（3D-CTA）检测 SAH

前后基底动脉直径，并观察进食量、神经功能变化来

评价模型是否成功［3］。

 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3 检测指标及方法 ：麻醉动物后固定头部及四

肢，快速打开胸腔并剥离心包，暴露心脏，将 25 号灌

注针头从左心室插入至升主动脉，剪开右心耳，灌注

0.9% 的生理盐水 300 mL 后，再灌注 4% 的多聚甲

醛水溶液〔0.1 mol/L 磷酸盐缓冲液（PBS），pH 值 7.4〕

200 mL，待肝脏变白发硬后，迅速开颅取出脑组织并

分离海马，浸泡在 4% 多聚甲醛水溶液中固定 24 h，

石蜡包埋，连续切片备用。一抗为抗兔 CD34 抗体，

二抗为山羊抗兔及其他免疫组化染色试剂盒均购

于武汉博士德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操作严格按试剂

盒说明进行。在低倍镜（×40 倍）下染色切片中观

察到有棕褐色分布，并且形成血管腔的确定为阳性

血管，在高倍镜下随机选取 5 个视野进行拍照，采用

Photoshop 与 IPP 软件处理图片并收集数据及进行

统计。

1.4 图像分析方法

1.4.1 图片处理（图 1）：将存于计算机中的图像文

件用图像处理软件 Photoshop 打开，点击工具条上的

磁性套索工具，用鼠标将图像中阳性血管内部进行

标记，形成套索后再使用编辑栏中的填充工具，使用

统一的红色进行填充，保存图片。

1.4.2 MVD 计数（图 2）：在 IPP 软件中打开该图

片，使 用 Measurement 工 具 栏 中 的 count/size，选 择

Manual 手动方式，点击 select colors 按钮，用鼠标点

击阳性血管内红色部位，在图像软件自动选取的血

管上标数字，关闭当前对话框，回到 count/size，鼠标

点对话框中的 count 按钮，软件就立即算出相应的

血管数量并导出数据。

1A 1B

A ：对照组 ；B ：SAH 组

图 1 用图像处理软件 Photoshop 标记阳性血管内部

A ：对照组 ；B ：SAH 组

图 2 用 IPP 软件计算两组微血管数量

2A 2B

A、C ：对照组 ；B、D ：SAH 组

3A 3B

图 3 用 IPP 软件计算两组
统计场面积（A、B）和面积比（C、D）

3C 3D

1.4.3 微血管面积测定（图 3）：前期处理同前，再

回 到 count/size 后，点 击 measure 按 钮 中 的 selects 

measurement，将 area 选 入 filter ranges 中，返 回

count/size，再在 options 中的将 label style 中下拉选

取 measurement，返 回 count/size 菜 单。 点 击 count，

软件就立即算出相应的血管统计场面积，导出数据。

再将该图片在 Photoshop 中打开，全部选中，再用红

色填充。然后用同样方法在 IPP 中计算出相对应的

整个图片中的统计场面积，导出数据。然后再将微

血管统计场面积 / 整个图片统计场面积，即得出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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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统计场面积比。再根据标尺在 IPP 软件中计算

真实的整个图片面积，从而可以得出微血管面积。

1.5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计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成组 t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统 计 场 MVD 计 数（图 4）：SAH 组 MVD 计 数

较对照组明显减少（P＜0.05），说明脑血管痉挛后海

马区 MVD 计数明显降低。

管并非全部为正圆型，所以单纯根据直径计算出血

管面积，会产生较大误差。方法 2 血管铸型虽然能

直观地判断 MVD 以及分布情况，但是由于铸型所

需时间较长，该方法只能测量微血管直径，而且不能

判定血管面积。方法 3 可以采用 CD34 来判定新生

血管数量，但在直径小于 500 μm 的微血管上表达的

CD34 量值有多有少，不能简单以 CD34 表达量评估

血管数量，而且该方法需采用镜下手工计数，不但费

时费力，而且会增加误差。

 CD34 基 因 产 物 CD34 抗 原 是 一 个 相 对 分 子

质量为 105 000～120 000 的跨膜细胞表面糖蛋白，

CD34 可选择性地在人和动物血管内皮细胞及其他

组织中表达［7］。研究表明，CD34 可用来测量肿瘤

内及缺血组织微血管的密度和面积［8］。所以本研

究通过 CD34 的免疫组化标记脑血管内皮细胞，而

且判定形成管腔定义为有阳性血管形成。由于微血

管管腔并不一定为圆形，所以本实验通过 Photoshop

软件里的磁性套索工具，可以完全覆盖血管内面积，

而且采用图片中并不出现的颜色填充，可以非常直

观地了解该图片中血管的数量与分布情况。在血

管的定量研究中，数字图像分析已经用于自动定量

血管密度变化［9］，本实验中所用的图像分析软件为

IPP 6.0，该软件的各种版本已广泛用于世界各地的

实验室中。应用 IPP 软件可以自动计算图片中的血

管个数，并且可以通过计数面积场得出图片中填充

颜色的面积，这些均可在软件中实行，有效避免了人

为因素带来的误差。而且通过标尺可以计算出整个

图片的镜下面积，并通过统计场面积比得出实际意

义上的微血管面积。

 综上所述，应用 IPP 联合 Photoshop 软件可以非

常精确地计算出兔海马区微血管的数量与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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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两组兔海马区统计场微血管面积比的比较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

图 4 两组兔海马区 MVD 计数比较

2.2 统计场面微血管面积比（图 5）：SAH 组统计场

面积比较对照组明显减少（P＜0.05）。

3 讨 论

 本实验参照前期研究所用模型，SAH 组兔进食

量及神经功能障碍发生率明显升高，结合 3D-CTA

结果，提示兔症状性脑血管痉挛模型复制成功。

 MVD 计数与面积的测定以往的研究中常采用

以下 3 中方法 ： ① 根据血管直径，采用体视法在显

微镜下根据圆周率方法计算面积［4］。② 采用脑血

管铸型，在电镜下测量动脉直径的方法［5］。③ 单纯

依靠 CD34 个数判断血管数量［6］。方法 1 由于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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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治疗肾性贫血的主要方式为补充铁剂、叶酸、维生

素 B12、促红细胞生成素（EPO），但有血压升高、胃肠道刺激

等不良反应，临床医生一直努力将其治疗作用与不良反应分

开，并探求有利于在临床上增大治疗作用而减少不良反应的

方法［1］。关于中药是否能够纠正肾性贫血，减轻西药的不

良反应用，尚未得到更多的证实。本院采用肾衰宁胶囊治疗 

1 例肾性贫血患者，现报告如下。

1 病例资料

 患者女性，45 岁，2014 年 1 月 21 日初诊，体检时尿常

规示 ：蛋白（++），潜血（+），血尿素氮（BUN）10.7 mmol/L，

血肌酐（SCr）290 μmol/L，血尿酸 498 μmol/L，血红蛋白（Hb） 

82 g/L。诊见 ：颜面部及双下肢轻度水肿，肌肤甲错，食欲欠

佳，夜尿 2 次，舌质暗红，苔薄黄，脉沉涩。西医诊断 ：慢性

肾功能衰竭，肾性贫血 ；中医诊断 ：虚劳（脾肾两虚，湿浊瘀

血交阻）。给予力蜚能（多糖铁复合物胶囊）150 mg，每日 1 次，

口服 ；肾衰宁胶囊 5 粒，每日 3 次，口服。

 二诊 ：患者仍乏力，晨起干呕及食纳好转，尿中泡沫多，

舌质暗红，苔薄黄，脉沉，尿常规 ：潜血（+）、蛋白（++）；Hb 

90 g/L。继续初诊治疗方案，连续 10 d。

 三诊 ：患者乏力减轻，无干呕，夜尿 3 次。尿常规 ：潜血

（+），蛋白（++）；肾功能 ：BUN 9.9 mmol/L、SCr 218 μmol/L、

尿酸 432 μmol/L ；Hb 92 g/L。继续初诊治疗方案，连续 2 周。

 此后患者多次就诊，病情逐渐好转，血常规恢复正常。

2 探 析

 肾衰宁胶囊具有益气健脾、活血化瘀、通腑泄浊的功效，

方中以太子参补益亏损之元。肖艳等［2］认为，益气扶正可

补气通阳，促进内环境稳定，达到《内经》所云“各安其气，

必清必静，则病去衰去，归其所宗”的效果。大黄为方中之

主药，具有泻下攻积、清热解毒、活血祛瘀功效，使部分氮质

从肠道清除，保护肾功能，减少体内毒素对红细胞生成的抑

制及对红细胞寿命的影响［3］；大黄能保护肠黏膜屏障，抑制

肠道内毒素吸收，降低肠黏膜及毛细血管通透性［4］，使浊邪

瘀毒从肠道排出。血瘀往往与肾虚相伴而生，贯穿于本病发

生发展的始终［5］，本方中辅以丹参、牛膝等活血化瘀，《本草

纲目》谓“一味丹参，功同四物”。半夏化浊理气，《药性赋》

谓之“除湿化痰涎，大和脾胃气”，《本草经解》谓“黄连入肾，

寒苦”。诸药共奏益气健脾、活血化瘀、通腑泄浊之功效，正

合慢性肾衰及本例患者之病因病机和治疗大法。

 本例患者辨证为湿浊瘀血型虚劳，湿浊瘀血壅滞既是肾

脏疾病的病理产物，又是加重肾性贫血的因素之一，扶正主

要补心、脾、肾三脏之气［6］，脾胃功能衰弱导致营气不足，进

一步发展为营卫失调及营卫不足，最终导致络脉不通，这可

能是毒素产生的关键病机［7］。健脾补肾为慢性贫血的主要

治法，但同时不能忽视化浊祛瘀。有研究证实，应用化痰通

腑类中药能对凝血纤溶系统产生影响［8］。西医认为，人体内

EPO 绝对或相对不足，以及肾功不全致毒素对骨髓的抑制，

铁、叶酸、蛋白等红细胞生成物质缺乏等是肾性贫血的常见

原因［9］。中药肾衰宁胶囊除改善肾功能和贫血外，还能减少

EPO 的用量，并减少其引起高血压等不良反应。红花、牛膝

等具有活血化瘀的效果，可能与改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的

贫血有关。给慢性肾衰竭患者使用肾衰宁胶囊可以增加毒

性产物的排出，毒素水平下降或许可使缩短的红细胞寿命趋

向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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