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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清热燥湿化瘀法对实验大鼠脂质代谢及炎症因子的影响

郑琼莉，毛莉娜，狄鸣，李林敏，汪笋

(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心内科，湖北武汉430022)

【摘要】 目的 观察清热燥湿化瘀中药复方预防性给药对实验性高脂血症大鼠血清脂质含量及炎症因子

的影响，探讨清热燥湿化瘀法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可能机制。方法50只大鼠被随机分为对照组(捍一10)、模

型组b=10)、氟伐他汀对照组(西药组，n一---15)、清热燥湿化瘀中药复方组(中药组，行=15)。用高脂饲料连续喂

养12周制备大鼠高脂血症模型。于第5周开始预防性给予模型大鼠氟伐他汀或中药复方灌胃，连用8周。

12周实验结束时取大鼠腹主动脉血，分别测定血清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及C一反应蛋白(CRP)的水平。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血清TC、

TG、LDL—C、CRP含量均明显升高，HDL-C含量明显降低(P均<0．01)。中药组血清TC、TG、LDL—C、CRP水

平均明显低于模型组，HDL—C明显高于模型组(P均<o．01)，血脂水平与西药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血

清CRP水平较西药组下降更明显(P<o．05)。结论 清热燥湿化瘀法方药能有效调节实验大鼠血脂代谢紊

乱，抑制炎症因子CRP的水平，改善血管内皮细胞功能，从而发挥抑制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关键词】清热燥湿化瘀，高脂血症；大鼠I C一反应蛋白

中图分类号：R285．5IR96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9691．2009．03．005

Effects of heat—clearing，damp—drying and stasls—dissolving method(清热燥湿化癀法)on lipid metabolism

and in flammatory factor of rat with hyperlipemia zHENG Qiong-li，MAo Li-na，Dl Ming，Ll Lin-min，

WANG Sun．Wuhan Hospital of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We站ern Medicine，Wuhan 430022，Hubei，

C，H纰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preventive administration of composit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drugs with heat—clearing，damp—drying and stasis-dissolving(清热燥湿化瘀)actions

on the serum lipid content and inflammatory factor in rats with experimental hyperlipemia，and to approach the

possible mechanism of the composite drugs to prevent and treat atherosclerosis．Methods Fifty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four groups：control group(行一10)，model group(咒=10)，fluvastatin group Cwestern

medicine(WM)，n一15]，heat-clearing，damp-drying and stasis-dissolving composite prescription group

(TCM，九=15)．The rats were fed with high lipid fodder to prepare hyperlipemia model．Beginning from the

5th week and lasting for 8 weeks in both groups，the composite TCM drugs were intra-gastrically administered

into the rat models in the TCM group，and fluvastatin，in the WM group as a preventive measure．At the

end of 12th week．the blood in the abdominal aorta was obtained to measure the levels of serum total

cholesterol(TC)，triglyceride(TG)，high-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HDL-C)，low-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LDL—C)and C—reactive protein(CRP)in various groups．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 serum contents of TC，TG，LDL-C，CRP in the model group were increased obviously，

and the content of HDL—C w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all P<O．01)．The contents of TC，TG。LDL—C，CRP

in TCM group were much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model group，and the level of HDL—C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odel group(all P<O．01)．The comparisons of serum levels of lipids between the TCM group and

WM group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but the amplitude of lowering of serum CRP level in the

former group wa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in the latter group(P<0．05)．Conclusion Heat-clearing，

damp-drying and stasis—dissolving prescription can effectively regulate the lipid metabolic disorder，inhibit the

level of inflammatory factor CPR。and improve the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function，thus it may play a role of

inhibiting atheroscle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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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脂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AS)极为重要的致

病危险因素。循证医学的证据显示，他汀类调脂药能

减少AS所致的心脑血管事件，同时也提示了高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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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症在AS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在临床上

采用清热燥湿化瘀法治疗高脂血症取得了明显的疗

效，为探讨其作用机制，我们将该法方药进行动物实

验研究，报告如下。

1材料与方法

1．1实验动物及药物：50只健康雄性Wistar大

鼠，体重(200士20)g，购自湖北省实验动物研究中

心。清热燥湿化瘀方由黄连、天麻、葛根、陈皮、三七

(均购于武汉市药材公司)等组成，由武汉市中西医

结合医院制剂中心按处方比例称取适量中药饮片，

煎煮3次，并以体积分数为75％的乙醇提取，回收

浓缩为含生药4 kg／L浓度的药液。西药对照采用氟

伐他汀(商品名来适可，诺华制药公司提供，批号：

X0223)，研末并用生理盐水调成20 g／L浓度的混

悬液(用药量相当于人体的20倍)。

1．2动物分组及高脂血症动物模型制备：大鼠自由

进食水，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以=10)、模型

组(7l一10)、氟伐他汀对照组(西药组，咒一15)、清热

燥湿化瘀中药复方组(中药组，靠一15)。常规饲料饲

养1周，观察动物无异常后，对照组大鼠以20 g／d

喂养普通饲料，其他3组大鼠均以20 g／d喂养高脂

饲料(高脂饲料由蛋黄粉、猪油、胆固醇、酵母干粉、

普通饲料配制而成)，连续喂养12周。于第5周开

始，中药组大鼠给予清热燥湿化瘀方10 ml／kg灌

胃；西药组给予来适可混悬液10 ml／kg灌胃；对照

组、模型组均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各组连用8周。

1．3检测指标及方法：各组大鼠实验结束后禁食

12 h，腹腔注射乌拉坦5 ml／kg麻醉大鼠，从腹主动

脉取血8 ml，在4℃下离心10 min，取血清备用。

1．3．1血清血脂水平测定：以胆固醇氧化酶一过氧

化物酶一4一氨基安替比林和酚法(CHOD—PAP)测定

总胆固醇(TC)；以甘油磷酸氧化酶一过氧化物酶一4一

氨基安替比林和酚法(GPO—PAP)测定三酰甘油

(TG)f用磷钨酸钠镁沉淀法测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C)含量，操作按试剂盒(购自中生北控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说明书进行；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LDL—C)按Friedewald公式计算。LDL⋯C TC (1／5TG+HDL—C)

1．3．2血清C一反应蛋白(CRP)水平测定：采用胶

乳比浊法测定CRP，操作按试剂盒(购自上海捷门

生物技术合作公司)说明书进行。

1．4统计学处理：数据以均数士标准差(z士s)表

示，采用SPSS 15．0统计软件包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各组血清血脂水平比较(表1)：模型组血清

TC、TG、LDL—C含量均明显升高，HDL—C含量明显

降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

0．01)，说明制模成功。与模型组比较，两个治疗组血

清TC、TG、LDL—C水平均显著降低，HDL—C水平

均显著提高(P<0．05或P<0．01)；中药组与西药

组间调脂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O．05)。

表1各组大鼠血清血脂及CRP水平比较(；士s)

组别警、_{竺警百。墨，
对照组10 1．635=0．21

模型组 8 2．57：1：0．29。

西药组12 1．99士0．22。

中药组14 2．10士0．23。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1，与模型组比较，6P<0．05，。P<

0．01；与西药组比较，4P<O．05

2．2各组血清CRP水平比较(表1)：模型组血清

CRP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两个治疗组

血清CRP水平均较模型组明显降低(P<0．05或

P<o．01)，且中药组下降更明显(P<0．05)。

3讨论

血清TC、TG及LDL—C，尤其是氧化型低密度

脂蛋白(oxLDL)、极低密度脂蛋白(vLDL)对形成

泡沫细胞，进而形成粥样硬化斑块的促进作用已得

到证实并被广泛认可)HDL—C因能移除外周组织的

胆固醇而被认为有防治AS发生发展的作用。

自从Ross等提出了AS的“损伤反应”学说以

后，越来越多的研究支持这一理论，随着研究的不

断深入，人们已经逐渐发现许多炎症因子、CRP、

CD40一CD40L、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一1)、感染

以及核转录因子一KB(NF一届)等都与AS发病密切

相关，在AS全过程中(早期形成、病变发展和最后

的血栓形成)，炎症起到了重要作用[1]。

CRP是一种非特异性的急性期反应蛋白，在大

多数炎症、感染和组织损伤触发下，由细胞因子介导

肝脏产生。CRP能促进巨噬细胞表达细胞因子以及

组织因子对LDL—C的摄取Lzl；促进白细胞介素一6

(IL一6)和内皮素一l的分泌[3]以及主动脉内皮细胞表

达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PAI一1)并增强其活性，

扩大其他炎症介质的促炎症效应[4]。CRP不仅是一

种慢性全身性炎症的标志物，而且直接参与了AS

的过程，如诱发内皮细胞分泌单核细胞的主要趋

化因子MCP一1，上调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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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血管细胞黏附分子l(VCAM一1)的表达[2]。血中

CRP水平与AS的发生发展及预后有直接关系，且

与AS的危险因素有一定相关性。对冠心病患者的

尸检证实，AS病灶中有大量CRP，急性冠脉综合征

(ACS)斑块破裂部位炎症反应最为明显，以CRP沉

积较多哺J。

中医学认为，长期过食肥甘厚腻酿生湿热之邪，

而湿热之邪初起在经在气，缠绵日久，蕴蒸合化，则

入络成瘀，并认为痰浊内生是AS发生发展的主要

致病因素。我们依此理论立法组方而拟定了以“清热

燥湿、活血化瘀”为大法的中药复方。方中以黄连为

君药，清热化痰；天麻、葛根清热解肌，平肝熄风；陈

皮燥湿化痰；佐以三七散瘀止痛；诸药合用，标本同

治，消补兼施，共奏清热健脾化痰、活血理气止痛之

功效。本实验结果提示，该方可显著降低高脂血症大

鼠血清TC、TG、LDL—C水平，升高血清HDL—C水

平，同时能显著降低血清CRP水平，且中药干预对

CRP水平的作用更明显，两治疗组间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表明该方具有较好的调脂作用，并通过抑制炎

症因子的表达，调节AS的炎症反应，减少脂质过氧

化物的产生，改善血管内皮细胞功能，从根本上改善

了产生“痰瘀”的病理状况，提示清热燥湿化瘀方药

对高脂血症、AS及其相关的心脑血管性疾病有很

好的防治作用，值得进一步研究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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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

·消息·

我们谨此郑重通知：依据文献计量学的原理和方法，经研究人员对相关文献的检索、计算和分析，以及学

科专家评审，贵刊《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即第5版)之中国医

学类的核心期刊。该书定于2008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按《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的学科体系，

列出了73个学科的核心期刊表，并逐一对核心期刊进行了著录。著录项目包括：题名、并列题名、主办单位、

创刊时间、出版周期、学科分类号、ISSN号、CN号、邮发代号、编辑部地址、邮政编码、电话、网址、电子邮箱、

内容简介等。

评选核心期刊的工作，是运用科学方法对各种刊物在一定时期内所刊载论文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

进行综合评价的一种科研活动，研究工作量浩大。北京地区十几所高校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农业

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等相关单位的百余名专家和期刊工作者参加了研究。

课题组对核心期刊的评价理论、评价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进一步改进了核心期刊评价方法，使

之更趋科学合理，力求使评价结果符合客观实际。对于核心期刊的评价仍采用定量评价和定性评审相结合的

方法。定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了被索量、被摘量、被引量、他引量、被摘率、影响因子、获国家奖或被国内外重

要检索工具收录、基金论文比、Web下载量等9个评价指标，选作评价指标统计源的数据库及文摘刊物达到

80余种，统计到的文献数量共计32 400余万篇次，涉及期刊12 400余种。参加核心期刊评审的学科专家达

5 500多位。经过定量筛选和专家定性评审，从我国正在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评选出1 980余种核心期刊。

需要说明的是，该研究成果只是一种参考工具书，主要目的是为图书情报部门对中文期刊的评估与订

购、为读者导读提供参考。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编委会代章2008年12月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