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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麦注射液对重症急性胰腺炎大鼠

多器官保护作用的实验研究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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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参麦注射液对重症急性胰腺炎(sAP)大鼠多器官的保护作用，初步探讨其相关机制。

方法将30只雄性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sAP组和参麦组，每组10只。采用逆行胰管内注射

牛磺胆酸钠1 mL，I【g法复制sAP大鼠模型；对照组仅开腹翻动十二指肠并触摸胰腺数次关腹。制模后30 min

对照组和sAP组均经尾静脉注射生理盐水5 mL峨；参麦组同时注射参麦注射液5 mL慨。观察制模后24h胰腺、

肺脏、肾脏组织病理学改变，检测血清血红素加氧酶一l(HO一1)、肿瘤坏死因子一Ⅸ(TNF一仪)、白细胞介素一10

(IL—lo)含量及胰腺、肺脏和。肾脏组织中HO一1、TNF—d及IL一10的基因表达水平。结果组织病理学观察

显示，参麦组大鼠胰腺、肺脏、肾脏组织病理损伤较sAP组明显减轻；参麦组大鼠血清Ho一1、和IL-lo含量

均较sAP组显著升高[H0—1(州L)：1．76±0．16比0．86±0．09)，IL一10(ng／L)：106．43±12．15比79．17±3．68，
均P<O．05]，而TNF一仅含量较sAP组显著降低(ng／L：27．54±3．72比51．24±6．34，P<0．05)；参麦组大鼠胰

腺、肺脏、肾脏组织中HO一1[胰腺(2“们‘)：166．27±22．16比116．21±11．43；肺脏(2““‘)：175．29±25．54比

127．45±21．38；肾脏(2“△c‘)：164．63±16．92比1叭．47±20．17]的基因表达和胰腺、肺脏组织中IL一10[胰腺

(2。△△c’)：67．15±7．76比36．63±3．39；肺脏(2““‘：60．55±10．16比26．65±5．76]的基因表达均较sAP组显著

升高(P<0．05)，而胰腺、肺脏、肾脏组织中TNF—d[胰腺(2“们’)：24．54±3．29比32．69±4．11；肺脏(2““‘)：

15．22±4．01比24．29±2．91；肾脏(2““‘)：13．75±3．81比23．49±5．67]的基因表达较sAP组显著降低(均P<

O．05)。结论参麦注射液对SAP大鼠胰腺、肺脏、肾脏具有保护作用，并且可能通过诱导HO一1及提高IL一10

和抑制TNF—d的表达从而起到调控炎症反应的作用。

【关键词】参麦注射液；胰腺炎，急性，重症；血红素加氧酶一l； 白细胞介素一lO；肿瘤坏死因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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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rotective efkct of Shenmai injection on multiple organs of rats

with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sAP)and preliminarily explore its related mechanism． Methods A total of 30 male

Spmgue—Dawley(sD)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ree gmups：contIDl group，SAP group and Shenmai gmup，

10 rats in each group．The SAP model was reproduced by retmgmde injection of 1 mL／l【g sodium taumcholate thmugh

pancreatic duct．The己at in conⅡDl group，only was the duodenum flipped and pancreas touched{br seveIal times，

and then the abdomen incision was closed．In control gmup and SAP gI．0up，nomal saline(NS)5 mL／】‘g was injected

through a tail vein at 30 minutes after model establishment；at the same time，in Shenmai group，Shenmai injection
5 mI儿g was injected via a tail vein．After SAP model establishment for 24 hours，the histopathoIogical changes of

pancreas，1ung and kidney were obsenred；the serum beme oxygenase—l(HO一1)，tumor necrosis factor一理删F一“)
and intedeukin一10(IL一10)levels were detected，and the leVels of H0—1，TNF一仅and IL一10 gene expressions of

pancreas，lung and kidney tissues were assayed． R髂lllts Compared to the SAP gmup，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pancreas，lung and kidney were sigIlmcantly milder in the rats of Shenmai gmup．The semm HO—l and IL一10

levels in Shenmaj group weI℃significaⅡ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SAP group【H0一l(斗g，I一)：1．76±0．16 vs．0．86±0．09，

IL一10(ng／L)：106．43±12．15 vs．79．17±3．68，both P<0．05]，while the semm TNF一0【level in Shenmai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Il that in SAP gmup(ng，L：27．54±3．72 vs．5 1．24±6．34，P<0．05)．compared to tIle sAP group，

the HO一1 gene expressions of Pancreas，lung and kidney tissues in rats of Shenm采injection Foup[pancreas(2-4乩‘)：
166．27±22．16 vs．1 16．2l±1 1．43；lung(2一△矗o)：175．29±25．54 vs．127．45±21．38；kidney(2一△△o)：164．63±1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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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101．47±20．17】were significanny elevated(both P<0．05)，and me IL一10 expressions of pancreas，1ung【pancreas
(2一A△‘。)：67．15±7．76 vs．36．63±3．39；lung f2一△△n)：60．55±10．16 vs．26．65±5．761 were also obviously elevated

(both尸<0．05)，while the levels of TNF一仅expressions in pancreas，lung and kidney tissues were si{mificantly

decreased[pancreas(2一△△c1)：24．54±3．29 vs．32．69土4．11；lung(2一A△c‘)：15．22±4．01 vs．24．29±2，91；kidney(2一△Ac，：
13．75±3．8 1 vs．23．49±5．67]． Conclusions Shenmai injection has a proteetive ef耗ct on pancreas，lung and kidney

of SAP rats．The mechanism is possibly related to its inducing HO一1，elevating IL一10 and inhibiting TNF一仅gene

expressions to play a mle in regulating the innammatory response．

【Key words】 Shenmai injection； Severe acute pancreatitis； Heme oxygenase一1； Intedeukin一10；

Tumor necmsis fa ctor一0【

急性胰腺炎(AP)是临床常见的急危重症，国外

研究显示，其发病率约为19．4／10万一45．0／10万，其

中约10％～20％为重症急性胰腺炎(sAP)¨之J。在

过去30年中，包括中医药在内的各种治疗使得AP

的病死率从25％～30％降低到6％～10％，但SAP

的病死率仍居高不下，高达15％～30％。3。o。近年

来人们认识到细胞因子过度释放是SAP发病及加

重的主要原因。5 J，并可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

(MODs)【6—7 J。如何在SAP早期有效控制机体炎症

反应的过度放大，成为提高sAP整体存活率的重要

环节。中药参麦注射液可通过抗氧化、抗炎症反应

和维持微循环正常功能等机制保护应激状态下细胞

的功能¨J。因此本研究拟探讨参麦注射液对SAP

模型大鼠胰腺、肺脏炎症反应的调控及对器官功能

的保护作用。

1材料及方法

1．1 主要实验材料：6～7周龄SPF级雄性SD大

鼠30只，体质量220一260 g，购于中科院上海实验

动物中心，动物合格证号：sCxK(沪)2008—0016。

牛磺胆酸钠购自美国Sigma公司；荧光定量反转录

RT一聚合酶链反应(RT—PcR)试剂盒购自BioTNT

公司，反转录试剂盒购自Promega公司，血红素加氧

酶一1(HO一1)、肿瘤坏死因子一0【(TNF一仪)、白细胞

介素一10(IL—lO)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试剂

盒购自EIAab’1M武汉伊艾博科技有限公司。

1．2动物分组及模型制备：将大鼠按数字表法分为

对照组、sAP组和参麦组，每组10只。采用逆行胰

管内推注牛磺胆酸钠1 mL，l【g复制sAP大鼠模型，

注完后保持压力5 min。对照组

仅开腹翻动十二指肠并触摸胰

腺数次后关腹。制模后30 min

参麦组均经尾静脉给予5 mL瓜g

参麦注射液，对照组和sAP组

注射等量生理盐水。

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

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1．3观察指标及方法：制模后24 h用乙醚麻醉大

鼠，腹主动脉取血后分离血清备用。处死大鼠取胰

腺、肺和。肾组织备用。

1．3．1组织病理学观察：取胰腺、肺和肾组织于

10％甲醇水溶液中固定72 h，常规脱水、透明、浸

蜡、包埋后行苏木素一伊红(HE)染色，光镜下观察

组织病理学变化，并按schmidt等∽J、zegdi等¨0|、

Jiang等¨“标准分别对胰腺、肺脏和肾脏组织进行

病理学评分。

1．3．2血清HO一1、IL一10及TNF一仪含量检测：用

EuSA试验检测血清HO一1、IL一10及TNF—o【含量，

操作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3．3 组织H0—1、IL一10及TNF一0[的基因表达

检测：采用TRIzol法提取组织中总RNA，后取等

量RNA进行反转录，采用荧光定量RT—PcR检测

H0—1、IL一10及TNF—o【的基因表达水平，用2“△c‘

法计算目的基因的表达量。基因引物序列见表1。

反应条件为95℃10 min，95℃15 s，60℃20 s，72℃

30 s，共40个循环。

1．4统计学方法：使用sPsS 13．O统计软件。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冤±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

差分析，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光镜下胰腺、肺脏和肾脏组织病理改变(图1)：

对照组大鼠胰腺、肺脏、肾脏组织均无明显病理改

变。SAP组胰腺组织局部出血、坏死、中性粒细胞浸

润；肺泡结构破坏，有明显渗出和水肿，肺泡腔内大

量炎性细胞浸润；肾脏组织局部出血，有少量中性

表1基因引物序列及反应条件

基因 上游引物(5’一3’) 下涮躺_’，美票瑟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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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细胞浸润，。肾小管水肿。与sAP组比较，参麦组

大鼠胰腺组织病变较轻，中性粒细胞浸润较少，腺管

结构完整；肺组织炎性细胞浸润与肺泡破坏程度明

显减轻；肾脏组织局部出血较轻，无明显中性粒细

胞浸润，肾小管病变较轻。

图l各组大鼠胰腺(A～c)、肺脏(D～F)、肾脏

(G．I)组织病理改变(1IE染色中倍放大)

2．2各组血清HO一1、TNF一0【及IL一10含量比较

(表2)：SAP组血清HO一1、IL一10、TNF一0【含量均

较对照组明显增加；参麦组血清H0—1、IL—10含量

均较sAP组显著增加，TNF—d含量较sAP组显著

减少(均P<0．05)。

表2各组大鼠血清Ho—l、IL一10、TNF—d含量比较(j±一)

2．3各组织中HO一1、TNF一仅、IL一10的基因表达

水平比较(表3)：SAP组胰腺、肺脏及肾脏HO一1、

TNF—d、IL—10的基因表达水平均较对照组升高；

参麦组胰腺、肺脏及肾脏组织中H0—1表达和胰腺、

肺脏组织中IL一10表达均较sAP组显著升高，而胰

腺、肺脏、肾脏组织中TNF一0【表达较sAP组显著降

低(均P<0．05)。

3讨论

SAP的发生发展伴有全身过度放大的炎症反

应，并导致包括肺、肾、肝及心脏在内的远隔器官结

构与功能损伤¨2。。TNF—d是体内重要的促炎细

胞因子，由激活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分泌，在SAP

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3|，TNF—d可诱导

IL一6、IL一8及其自身表达的增加，引起级联反应，造

成炎性介质的失控性释放¨4|。IL一10是体内重要的

抗炎细胞因子，由辅助性T细胞2(Th2)产生，能抑

制TNF一仪、IL一3、IL一2等促炎细胞因子的合成、释

放，对SAP导致的多器官损伤具有改善作用¨5。16 J。

H0—1是一种应激状态下产生的蛋白，可通过抗氧

化、抗炎症反应及维持微循环正常功能等机制保护

细胞。有研究显示，SAP发生时HO—l水平增加可

抑制TNF一仪等促炎细胞因子表达，同时提高IL一10

等抗炎细胞因子表达，从而缓解或阻断胰腺局部病

变及远隔器官的损伤，提高生存率¨7 J。目前，临床

对于SAP的治疗主要从解除诱因、液体复苏、控制

炎症反应及营养支持等方面进行¨8。旧j。国内学者

在基础治疗同时联合中医辨证治疗AP也取得良好

I临床疗效∽岫川。

参麦注射液具有养阴生津、益气固脱之功效，其

通过“扶正祛邪”达到正气盛的目的。其中主要成

分人参皂苷、人参多糖、甾肝、有机酸等能够加强机

体的抗应激能力，调节、改善机体免疫功能，增强内

皮细胞释放血管舒张因子以扩张血管、增加血流，并

促进血管生成以改善微循环，还可以减少炎性介质

的释放，抑制炎性因子的活性，从而减轻炎症反应。

近期研究显示，参麦注射液对SAP模型大鼠胰腺局

部病变及远隔器官功能均具有保护作用心2≈引。

表3各组大鼠胰腺、肺脏、肾脏组织Ho—l、IL—10、TNF—d的基因表达水平比较(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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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给sAP大鼠输注参麦注射液

后能减轻胰腺局部病变，同时也减轻了肺脏、肾脏

的病变；提高血液和组织中HO一1的水平，同时血

液和组织中的IL一10水平也明显升高，而TNF—d

水平也显著降低。由此推论，参麦注射液通过诱导

HO—l的表达，抑制促炎细胞因子和提高抗炎细胞

因子的释放，并影响器官组织细胞因子的表达，使早

期促炎和抗炎反应趋于平衡，减轻炎症反应，对胰腺

本身及远隔器官起到保护作用。

综上，参麦注射液在SAP发生时控制全身炎症

反应和保护器官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在器官

保护方面的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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