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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对兔内毒素性急性肺损伤的保护作用 

李 瑜 ，李琳璋 ，王世端 ，曾因明。 

(1．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麻醉科，山东 青岛 266003； 2．江苏省麻醉学重点实验室，江苏 徐卅l 221O02) 

【摘要】 目的：探讨中药黄芪对兔内毒素性急性肺损伤(AI I)的保护作用。方法：将 12只雄性新西兰兔采 

用压力控制辅助通气模式后静脉注射脂多糖，当氧合指数 (PaO ／FiO )≤300 mm Hg(1 mm Hg一0．133 kPa) 

时认为ALl模型制备成功。此时将动物随机分为黄芪组和对照组 ，每组 6只。黄芪组静脉注射黄芪注射液 

8 g／kg；对照组静脉注射等量生理盐水。观察 AI I时以及 ALI后 1、2、3、4、5和 6 h肺动态顺应性(Cdyn)、平均 

动脉压(MAP)的变化。于 ALl后 6 h活杀动物取肺组织 ，观察过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和丙二醛(MDA)含 

量的变化以及肺组织病理变化。结果 ：对照组 ALl后各时间点肺 Cdyn较基础值显著降低，AI。I后 5 h和6 h 

MAP较基础值显著下降，差异均有显著性(_『)<O．05或 P<0．01)i但两组间肺 Cdyn和 MAP的变化差异无显 

著性。黄芪组肺 Cdyn及MAP组内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黄芪组 SOD活性较对照组升高，MDA含量较对照组降 

低，差异均有显著性(尸<O．O1和P<O．05)；光镜下黄芪组肺损伤组织病理变化较对照组减轻。结论：黄芪对兔 

内毒索性 AI I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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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ve effect of radix astragali(黄 芪)on lip0p0lysaccharide 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 in rabbits LI 

y“ ，LI Lin—zhang ，WANG Shi duan ，ZENG Yin—ruing。．1．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j Medical College，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003，Shandong，China；2． ]iangsu Key 

Laboratory oJ Anesthesiology，Xuzhou 221 002，Jiangsu．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protective effect of radix astragali(黄芪)on acute lung injury 

(AI I)induced by hpopolysaccharide(I PS)in rabbits．Methods：ALI mode1 was established bv ventilation 

with assistance of pressure control followed by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I PS．When the partia1 pressure of 

oxygen in artery／fractional concentration of inspired oxygen (PaO2／FiO 2) reduced to≤ 300 mm Hg 

(1 mm Hg一0．1 33 kPa)，the mode1 wag established successfully．Twelve male New Zealand rabbi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radix asrragali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n=6)．Intravenous infusion 

of radix satragali injection(8 g／kg)was applied in the radix astragali group．An equal volume normal saline 

was used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changes of mean arterial pressure (MAP)and lung dynamic compliance 

(Cdyn)were observed at basic situation，onset of AI I，1，2，3，4，5 and 6 hours after ALI
． The anima1s 

were sacrificed 6 hours after ALI．Superoxide dismutase(SOD)activity，ma1ondialdehyde (M DA)content， 

and histom。rph。logy of lung tissue were examined 6 hours after AI I．Results：Lung Cdyn was obviously 

decreased at each time point compared with the basic value in control group．MAP was obviously decreased at 

5 and 6 hours after ALI compared with the basic value in contro1 group(尸< 0．05 or P< 0．01)．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of lung Cdyn and M AP between two groups at each time point．In the radix astragali group，the 

comparisons of lung Cdyn and M AP had no differences；SOD activity in the radix astragali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尸< 0．01)．while the content of MDA in the radix astragali 

group was lowered compared with that in control group (P< 0．05)．The pathologic changes of lung tissue 

under light microscope in the radix astragali group were ligh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Infusion of radix astragali has protective effect on ALI indueed by I PS in rabbits． 

[Key words] radix astragali；rabbit；lip。po1ysaccharide；acute lung injury 

《神农本草经》中记载，黄芪味甘、性温，有补气 

升阳、固表止汗、托毒排脓、利水消肿等功效。本实验 

作者简介：李 瑜(1968 )，男(汉族)，山东济宁人，医学硕士 

主治医师，主要从事脏器功能衰竭的研究。 

拟采用压力控制辅助通气模式后静脉注射脂多糖 

(LPS)，制备兔急性肺损伤(ALI)模型，给予黄芪注 

射液干预治疗，旨在研究黄芪对兔内毒素性 ALI有 

无保护作用，现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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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黄芪对 ALI兔肺Cdyn的影响( ± ，n一6) 

Table l Effects of radix astragalt On lung Cdyn in ALI rabbits( ± ，n=6) ml／cm H 2O 

注：与基础值比较： P<O．05，一p<0．01；与 AI I时比较； P<0．05。 +P<O．Ol 

表 2 黄芪对 ALI兔 MAP的影响 ( ±s，”=6) 

Table 2 Effects of radix astragal|On MAP in ALI rabbits( ± ，"=6) n-ira Hg 

注 ：与基础值 比较 ： J <O．05，～ J <o．Ol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模型制备及分组：12只雄性新西兰兔(徐 

州医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体重 2．O～2．5 kg， 

用质量分数为 25 的乌拉坦 1 g／kg经耳缘静脉 

麻醉。仰卧位固定于兔台上，气管切开置管，连接动 

物呼吸机，采用压力控制辅助通气模式，调节呼吸机 

参数，使支持频率(f)在 30次／rain，潮气量(V )为 

10 ml／kg，吸 ：呼 (I：E)为 1：1，吸入氧浓 度 

(FiO。)为 1．Oo，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维持 

在 35～45 mm Hg(1 mm Hg=0．133 kPa)。分离右 

侧颈内静脉并置入导管以备输液使用，输液量为 

10 ml·kg ·h一；分离左侧颈总动脉，接换能器， 

以备测定兔的血流动力学指标及采集动脉血使用。 

保温使肛温维持在 38 C左右，监测心电图(ECG)， 

稳定循环、呼吸指标 30 rain，静脉注射(静注)LPS 

100~g／kg(溶于质量分数为 0．9 生理盐水20 ml， 

1 h内用微量泵注完)。当氧合指数(Pa0：／FiO。)≤ 

300 mm Hg时，参照 1992年欧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征(ARDS)专题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 ，认为动物 

的AI I模型是成功的。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动物分 

为黄芪组和对照组，每组 6只。黄芪组静注黄芪注射 

液8 g／kg，对照组注射等量生理盐水。观察ALI时， 

ALI后 1、2、3、4、5和 6 h平均动脉压(MAP)、肺动 

态顺应性(Cdyn)的变化。 

1+2 标本采集：AI I后 6 h静注质量分数为10 的 

KCI处死动物；立即开胸，将肺及气管一并取出，右 

肺上叶经支气管注入甲醛溶液，待肺扩张后用线结 

扎，然后浸泡在甲醛溶液中；石蜡包埋后切片，苏木 

素一伊红(HE)染色，光镜观察。左肺上叶立即放入液 

氮中冷冻，然后放在一4 C冰箱保存，采用黄嘌呤氧 

化酶法测定肺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 

用硫代巴比妥法测定丙二醛(MDA)含量。 

1．3 统计学处理：所有数据用均数±标准差( ± ) 

表示，组内比较用 t检验，组问比较用方差分析，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肺 Cdyn的变化 (表 1)：对照组 肺 Cdyn 

在 ALI后各时问点均较基础值显著降低；在 ALI后 

4、5和 6 h较 AI I时也显著降低(P<0．05或 P< 

0．01)。黄苠组各时间点组内比较差异无显著性，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也无显著性(P均>0．05)。 

2．2 两组 MAP的 变化 (表 2)：对 照组 MAP在 

ALI后 5 h较基础值降低(P<0．05)，在 AI I后 6 h 

较基础值显著降低(P<0．01)。黄芪组各时间点组 

内比较差异无显著性 (P均 >0．05)，且与对照组 比 

较差异也无显著性(P均>O．05)。 

2．3 两组肺组织 MDA含量和 SOD活性 的变化 

(表 3)；黄芪组 MDA含量 明显低于对照组(P< 

0．05)；而 SOD活性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表 3 黄芪对 ALI兔肺组织SOD活性及 

MDA含量的影响( ± ) 

Table 3 Effects of radix astragali On SOD activity and 

M DA content of lung tissue in ALI rabbits( 士s) 

滓 ：与对照组 比较 ： P<O．05， <o．Ol 

2．4 两组肺组织病理学变化(彩色插页图1，图 2)： 

对照组肺泡淤血、水肿，有大量炎性细胞浸润。黄芪 

组肺泡结构基本完整，肺泡淤血、水肿减轻，炎性细 

胞浸润减轻，肺损伤较对照组轻。 

3 讨 论 

黄芪具有强心功能，对心肌细胞膜 Na l—K 一 

ATP酶活性及磷酸二酯酶(PDE)活性的影响，说明 

其强心作用是通过抑制心肌细胞的PDE活性，从而 

增加环磷酸腺苷(cAMP)含量而发挥其正性肌力作 

用 。从本实验可以看出，黄芪组 ALl后各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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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均较稳定，可以说明静注 8 g／kg的黄芪可以 

改善 ALI兔的血流动力学，但这种改善较微弱，可 

能与黄芪剂量有关。 。 

在LPS诱导ALI过程中，氧自由基释放可产生 

大量的脂质过氧化物，这些脂质过氧化物可引起膜 

通透性增强，从而增加肺泡上皮细胞和肺毛细血管 

内皮细胞的通透性，促进肺水肿的发生。王晓琳等∞ 

研究表明，肺组织中的中性粒细胞增多可导致肺组 

织氧化反应，氧化／抗氧化失衡造成了 ALI，使机体 

内脂质过氧化产物增多。脂质过氧化物中的MDA 

对组织也有毒性，它能与蛋白质等氨基化合物反应， 

使之发生交联，从而丧失其功能“ ；同时大量的中性 

粒细胞在肺 内聚集，引起“呼吸爆发 ”，产生过多的氧 

自由基，从而导致肺泡上皮细胞和肺毛细血管内皮 

细胞损伤 ；这些氧自由基作用于细胞膜可引起脂 

质氧化反应，产生大量 MDA 。血浆中MDA含量 

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了解机体内氧化反应的 

强弱∞ 。本实验证实黄芪组比对照组 SOD活性升 

高，MDA含量降低，提示黄芪能清除氧 自由基，可 

能是其减轻内毒素所致 ALI的原因之一。 

肺Cdyn主要与功能残气量有关，其下降提示 

存在肺不张、肺萎陷 。随时间延长，对照组肺Cdyn 

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黄芪组较稳定，各时间点相比 

差异无显著性。提示黄芪可抑制肺Cdyn的下降，但 

· 消 息 ·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可能与黄芪剂量有关， 

加大剂量是否可提高肺 Cdyn，有待进一步研究。 

光镜下显示黄芪组肺泡淤血、水肿减轻，炎性细 

胞浸润减轻，肺损伤较对照组轻。这与黄芪能促进中 

性粒细胞趋化、抗感染及增强机体免疫力有关 。提 

示黄芪对内毒素性 AI I有明显的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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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学类 2 中华神经科杂志 1．075 2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1．272 

3 中华 精神科 杂志 0．985 3 中华糖尿病杂志 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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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0．738 5 WORLD JOURNAL OF GASTR0ENTER0L()GY 1_O6 2 

6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0．711 6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 0．981 

7 临床神经病学杂志 0．605 7 中华内科杂志 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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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华刨伤骨科杂志 0．783 4 中华刨伤杂志 0，983 

5 中华皮肤科杂志 0．719 5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0．977 

6 中华急诊医学杂志 0．715 6 巾华外科杂志 0．963 

7 中国抗感染化疗杂志 0．694 7 中华泌尿外科杂志 0．938 

8 中华风湿病学杂志 0．689 8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0．793 

9 中国输血杂志 0．600 9 中华显微外科杂志 0．787 

10 中国介入心脏病学杂志 0．588 10 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 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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