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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元醒脑汤对糖尿病脑梗死大鼠
内皮祖细胞功能的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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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复元醒脑汤对糖尿病脑梗死大鼠内皮祖细胞（ＥＰｃｓ）功能的干预作用。方法将

１２０健康雄性ｓＤ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假手术组、模型组、治疗组，每组３０只。采用腹腔注射链脲
佐菌素（ｓＴｚ）５０ ｍｇ，ｋｇ后给予高能量高脂肪饲料喂养２周的方法复制糖尿病大鼠模型；制模后由颈内动脉注

入自体血栓复制糖尿脑梗死模型；假手术组注射生理盐水。制模后治疗组给予复元醒脑汤［人参１０ ｇ（单煎）、
三七１０ ｇ、石菖蒲１２ ｇ、水蛭１０ ｇ、益母草３０ ｇ、生南星１５ ｇ、制大黄９ ｇ（后下），浓度３８８ ｇ几］１０．４ ｍＬ·ｋｇ～·ｄ－ｌ
灌胃，每日２次，连续７ ｄ；假手术组、模型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连续７ ｄ。取大鼠外周血１０ｍＬ离心，吸取
界面层的单核细胞，传代培养后用于实验。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各组细胞ｃＤ３１、ｃＤ３４、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一ｌ
（ＦＬＫ一１）和血管性血友病因子（ｖｗＦ）的表达量，将具有双标阳性的细胞作为ＥＰｃｓ的阳性表达，用四甲基偶氮
唑盐（Ｍ ｒｒＩ’）比色法测定细胞增殖能力，并测定细胞迁移能力。结果 假手术组ＥＰｃｓ表达量较对照组显著降
低［ＦＬＫ—ｌ为（３４．６４±１．９２）％比（４１．６８±１．５３）％，ｖｗＦ为（４０．９２±１．１６）％比（５１．９８±１．０６）％］，ＥＰｃｓ增殖率
培养１ ｄ起即较对照组显著降低［（０．叭４±０．００１）％比（０．０２１±０．００１）％］，持续到培养３０ ｄ［（０．０８４±０．００９）％
比（０．１２１±ｏ．００３）％］，ＥＰｃｓ迁移率亦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吸光度（４）值：３２．８０±４．１５比６２．２０±３．２７，均Ｐ＜
０．０５］；模型组ＥＰｃｓ表达量较假手术组显著降低［ＦＬＫ一１为（３０．１９±２．００）％比（３４．６４±１．９２）％，ｖｗＦ为
（３８．５４±２．１９）％比（４０．９２±１．１６）％］，细胞增殖率培养１ ｄ起即较假手术组显著升高［（０．００９±０．００１）％比
（ｏ．０１４±０．００１）％］，持续到培养３０ ｄ［（０．０５７±０．００５）％比（０．０８４±０．００９）％］，ＥＰｃｓ细胞迁移率均显著低于
假手术组［（１８．ｏｏ±１．５８）％比（３２．８０±４．１５）％，均Ｐ＜０．０５］；治疗组ＥＰｃｓ表达量较模型组升高［ＦＬＫ一１：

（３５．９０±１．５７）％，ｖｗＦ：（４２．０５±ｏ．８５）％］，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ｏ．０５），培养１ ｄ治疗组细胞增殖率与模
型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随着培养时间延长，两组逐渐显现出统计学差异，培养２ ｄ起治疗组ＥＰｃｓ增殖率
（Ａ值：０．０４２±ｏ．００３）显著高于模型组（Ｐ＜ｏ．０５或Ｐ＜ｏ．叭），持续到培养３０ ｄ（Ａ值：０．０９８±０．００４），细胞迁移率
（Ａ值：４３．２０±３．２７）较模型组明显升高（Ｐ＜０．０１）。结论复元醒脑汤可提高糖尿病脑梗死大鼠ＥＰｃｓ的增殖、
迁移能力，从而使其受损的血管内皮功能得到修复，进而促进局部血管再生和侧支循环的建立。
【关键词】复元醒脑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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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ｙｕａｎ Ｘｉｎｇｎａｏ ｄｅｃｏｃｆ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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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并发脑梗死的发生率比非糖尿病患者高

物有限责任公司，合格证号：ＳｃｘＫ（沪）２０１１一００９。

２～４倍，２型糖尿病患者合并脑梗死占８９．１％Ｌｌ。２ｊ，

按照简单随机法分为对照组、假手术组、模型组、治

且一旦发生脑梗死预后也较非糖尿病患者差，致残

疗组，每组３０只。

致死率极高∞ｏ。糖尿病并发脑梗死的病理机制复杂，

１．１．１大鼠糖尿病模型¨叫制备：先腹腔注射链脲佐

原因可能与糖尿病导致的动脉粥样硬化、微血管病

菌素（ＳＴｚ，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５０ ｍｇ／ｋｇ∽０Ｉ，随后采用

变及血液高凝状态等有关，具体发病机制尚未能完

高能量高脂肪食物饲养２周复制糖尿病大鼠模型。

全明确，一般认为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１４。７

１．１．２

Ｊ。

内皮祖细胞（ＥＰｃｓ）是一组骨髓源性的干细胞，

自体血栓及大鼠脑梗死模型的制备心１。２２

其可分化为血管内皮细胞，循环血中的ＥＰｃｓ参与

１．１．２．１血栓制备：给糖尿病模型大鼠３００ ｍｇ／ｋｇ
水合氯醛麻醉他３｜，取股静脉血置于有凝血酶的小离

了血管新生、维持了血管内皮完整性，亦有助于损伤

心管（ＥＰ管）中，吸取管内沉淀注入２根针管内，放

血管的再内皮化进程∽。１１Ｉ。有研究显示，急性缺血

置１５ ｍｉｎ，加入生理盐水中，将其剪成１～２ ｍｍ的

性脑梗死发生后，大量ＥＰＣｓ从骨髓动员后进人外

小段，转入ｐＨ值为７．４的磷酸盐缓冲液（ＰＢｓ）中

周循环，参与血管再生和改善组织缺血‘１ ２］。发生糖

３７℃静置５ ｈ，吸人ＥＰ５０管中备用。

尿病时，患者机体对骨髓源性ＥＰＣｓ的动员、黏附及

１．１．２．２脑梗死模型制备：麻醉模型大鼠后用眼

增殖能力均下降，严重影响了ＥＰＣｓ修复血管的能
力‘１ｐ１４ ｏ，而经ＥＰｃｓ迁移后缺血外周病变血管的血

科镊结扎左侧颈部静脉和动脉，夹闭颈部动脉，取

液流动和血管密度均得到显著改善¨５。１６ Ｊ。中医药

插进颈内动脉中，松开颈内动脉夹，将血栓注入颈内

在治疗脑梗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１７‘１ ８Ｉ。本研

动脉中，用生理盐水清洗后再将ＥＰ５０管拔出，结扎

究应用中药治疗糖尿病并发脑梗死大鼠，观察其对

颈外动脉近心端，缝合肌肉和皮肤。假手术组麻醉

实验大鼠ＥＰｃｓ表达革及功能的影响，并阐释复元

大鼠后用眼科镊结扎左侧颈静脉和颈动脉，然后用

醒脑汤治疗糖尿病脑梗死的有效作用靶点和机制，

动脉夹夹闭颈部动脉，注射生理盐水。

１

ｍＬ针管将吸人血栓的ＥＰ５０导管从大鼠颈外动脉

本实验中动物处置方法符合动物伦理学标准。

报告如下。
１材料与方法

１．２药物干预：制模后治疗组给予复元醒脑汤灌胃

１．１动物分组及模型制备：１２０只ＳＰＦ级雄性ｓＤ

１０．４

大鼠，体质量（２５０±２５）ｇ；购于上海斯莱克实验动

等体积的生理盐水灌胃，连续７ ｄ。复元醒脑汤由人

万方数据

ｍＬ·ｋｇ～·ｄ＿ｌ，每日２次，模型组、假手术组给予

’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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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１０ ｇ（单煎）、三七１０ ｇ、石菖蒲１２ ｇ、水蛭１０ ｇ、益
母草３０ ｇ、生南星１５ ｇ、制大黄９ ｇ（后下）组成，浓度

用０．２５％结晶紫染色，随机选取５个视野（×２００）．

３８８ ｇ／Ｌ。

１．５统计学方法：使用ｓＰｓｓ １６．Ｏ软件进行统计分

ＥＰｃｓ的分离和培养：各组大鼠用水合氯醛

析，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差（孑±ｓ）表示，多组间

ｍｇ／ｋｇ麻醉，取外周血１０ ｍＬ，密度梯度离心，吸

比较采用Ｏｎｅ—ＡＮＯＶＡ分析和ＬｓＤ方法；Ｐ＜０．０５

１．３
３００

计数ＥＰＣｓ，计算每个样品细胞的迁移率。

取界面层的单核细胞，以１×１０６／ｃｍ２密度接种于包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被有纤维蛋白（ＦＮ，美国ＢＤ公司）２础ｍ２的培养

２结果
ＥＰＣｓ表达量测定

皿中，于３７℃、５％ＣＯ：条件下培养。待细胞生长到
占底壁的８０％～９０％后，用０．２５％的胰酶消化，完

２．１

全培养基终止消化。收集细胞悬液于１５ ｍＬ离心管

对照组ＣＤ３１表达量为２７．４４％，４

中离心５ ｍｉｎ，然后用培养液调整细胞密度传代培养
用于实验。

３０．１３％，７ ｄ

量为５１．９７％。随着培养天数的增加，ＣＤ３１和ＣＤ３４

１．４检测指标及方法

表达量下降为０，ＦＬＫ一１和ｖｗＦ表达量却上升，证

１．４．１

ＥＰＣｓ筛选及ＥＰＣｓ表达量测定：将传代后的

细胞用２

ｍＬ

ＰＢＳ洗涤２次，加人０．２５％胰蛋白酶

２．１．１

ＥＰＣｓ及ＦＬＫ一１和ｖｗＦ筛选（图１）：实验２
ｄ

ｄ

ＣＤ３４表达量为

ＦＬＫ一１表达量为５４．６６％，７

ｄ

ｖｗＦ表达

明分离的细胞为ＥＰＣｓ。
２．１．２

ＥＰＣｓ表达量（表１；图２）：假手术组ＦＬＫ一１

消化，用完全培养液终止消化。移人１５ ｍＬ离心管

和ｖｗＦ表达量较对照组明显降低，模型组ＦＬＫ一１、

中离心１０ ｍｉｎ，弃上清液，用ＰＢＳ悬浮细胞１０

ｍｉｎ，

ｖｗＦ表达量较假手术组显著降低（均Ｐ＜０．０５），治

弃上清液再用ＰＢＳ悬浮细胞，于培养２、４、７、７ ｄ分

疗组ＦＬＫ一１和ｖＷＦ表达量较模型组升高，但差异

别加入抗体ＣＤ３１、ＣＤ３４、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ＦＬＫ一１）和血管性血友病因子（ｖＷＦ）抗体各１０乩，
４℃孵育３０ ｍｉｎ，设置３个复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

表ｌ各实验组ＥＰＣｓ的表达量及细胞迁移率比较（ｊ±一）

ＣＤ３ｌ、ＣＤ３４、ＦＬＫ—ｌ和ｖｗＦ的表达量。将筛选好
的ＥＰＣｓ用ＦＬＫ—ｌ和ｖＷＦ的双标进行测定，具有双
标阳性的细胞作为ＥＰＣｓ的阳性表达。
１．４．２

ＥＰＣｓ增殖能力测定：用０．２５％胰酶消化收

集贴壁细胞，将等量ＥＰｃｓ接种到包被ＦＮ的９６孔
培养板，每孔５ ０００个，设置８个复孔，培养３０ ｄ，同

一固定时间在每孔中加入２０止四甲基偶氮唑盐
（ＭＴＴ）溶液５
４９０

ｍ咖Ｌ，继续孵育４ ｈ，用酶标仪测定

ｎｍ处的吸光度（Ａ）值。

注：与对照组比较，８Ｐ＜０．０ｌ；与假手术组比较，“Ｐ＜Ｏ．０ｌ；与模型
组比较，”尸＜０．０ｌ

２．２

ＥＰｃｓ增殖能力（表２）：假手术组各时间点

ＥＰＣｓ迁移能力测定：用０．２５％胰蛋白酶消

ＥＰＣｓ增殖率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模型组各时间点

化收集贴壁细胞，制成５×１０８／Ｌ的单细胞悬液置

ＥＰＣｓ增殖率均较假手术组显著升高（均Ｐ＜０．０１）。

于ＴｒａｌｌｓｗｅＵ嵌套小室；下室加人６００止含２０％

培养１ ｄ模型组与治疗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血清的培养基，上室加人１５０止细胞悬液，培养箱
中孵育２４ ｈ；取出Ｔｒａｎｓｗｅｌｌ嵌套小室，吸去上室液

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两组逐渐显现出统计学差异，

体，加甲醇于室温固定３０ ｍｉｎ；棉签擦去上层细胞，

（Ｐ＜０．０５），持续到培养３０

１．４．３

培养２ ｄ起治疗组ＥＰＣｓ增殖率即显著高于模型组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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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各组外周血ＥＰＣｓ筛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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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各组外周血ＦＬＫ—ｌ（上图）和ｖＷＦ（下图）表达量
表２各实验组ＥＰＣｓ的细胞增殖率比较

ＥＰＣｓ迁移率（表１；图３）：假手术组ＥＰＣｓ迁

载：“人至五六十岁，气血衰，乃有中风之病。”人体

移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模型组细胞迁移率较假手

气虚就会在体内产生瘀痰，而这两者都是人体缺少

术组显著降低，治疗组均较模型组升高（均Ｐ＜０．０１）。

津血的病理性产物，也是致病的主要原因。气血二

２．３

字气字当头，气虚则不能推动血液流动，使人体内产
生瘀血而致病。而人体脾肾功能亏虚就会生痰，脾
主四肢，脾湿则会造成四肢不爽，肾主水，如果人体
肾气不足则会造成四肢无力，体内水湿蒸发聚而为
痰。而瘀痰是相互促进的，有瘀必有痰，两者在体内
化为热风，风火相加则引发中风。也正因为如此，方
邦江教授采用固本培元的方式，以化痰祛瘀为法配
制了复元醒脑汤治疗糖尿病脑梗死，临床疗效良好。
本课题组前期的研究结果显示，复元醒脑汤能
改善糖尿病脑梗死大鼠神经行为和缺血脑组织病理
结构，降低脑系数、脑组织含水量、脑血管通透性而
缓解脑水肿‘２４之５｜。本研究证实，复元醒脑汤提高了
糖尿病脑梗死大鼠ＥＰｃｓ的黏附、迁移、增殖能力，
从而推测其治疗糖尿病脑梗死可能的分子机制是通
过改善ＥＰｃｓ的细胞形态和提高细胞的增殖、迁移
及黏附功能，从而使受损的血管内皮功能得以修复，
３讨论

中风患者大多数为中老年人，正气亏虚为中风
的最根本原因。《杂病源流犀烛·中风源流》中曾记

万方数据

进而促进局部神经及血管的再生和侧支循环的建
立。这将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糖尿病脑梗死等血
管并发症病理机制的认识和提高其防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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