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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胃汤对功能性消化不良大鼠 Cajal 间质细胞
和 P 物质表达的影响
胡淑娟,王小娟,郭 璇,肖 麟,刘 宇,曲 博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 410007)
摘要：目的

观察舒胃汤对功能性消化不良(FD)大鼠 c-Kit 阳性 Cajal 间质细胞(ICC)、P 物质(SP)表达的影响,

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除空白组外,采用不规则喂养配合夹尾刺激法制作大鼠 FD 模型,随机分成模型组、舒

胃汤高剂量组、舒胃汤低剂量组、多潘立酮组、木香顺气组,连续给予相应药物 14 d 后,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浆 SP 水
平,免疫组化法检测 c-Kit 阳性 ICC 表达,以酚红法观察胃排空率。结果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胃排空和胃窦 c-Kit

阳性 ICC 表达、血浆 SP 水平显著降低(均 P ＜O.O5)；与模型组相比,舒胃汤高剂量组、多潘立酮组及木香顺气组各
指标均显著升高(均 P ＜0.O5),而舒胃汤低剂量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舒胃汤促进 FD 大鼠胃动力

作用可能与上调 c-Kit 阳性 ICC 表达和升高 SP 水平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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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huweitang on Expression of ICC and SP in FD Rats HU Shu-juan, WANG Xiao-juan, GUO Xuan,
et al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CM, Changsha 410007,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Shuweitang on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 (ICC) and substance P (SP) in functional dyspepsia (FD) rats, and explore its mechanism. Methods FD
model rats made by irregularly feeding food and clip tail stimulation method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6
groups：blank group, model group, high and low dosages of Shuweitang group, domperidone tablets group
and Muxiangshunqi group. Treatments were offered for 14 days. The content of SP were determined by
radiommunoassay, c-kit positive expression of ICC was observed immunohistochemically, and gastric
emptying was observed with phenolsulfonphthalein.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ICC, the content of SP and gastric emptying in the model group were obviously decreased
(P ＜0.05).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indicators of high dosage of Shuweitang, Muxiangshunqi
and domperidone tablets group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 ＜0.05), while the low dosage of Shuweitang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Conclusion Shuweitang can promot stomach force of FD rats by
upgrading the expression of ICC and SP.
Key word：functional dyspepsia；Shuweitang；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substance P；rats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FD)是一种最常
[1]

型低速自动平衡离心机(北京)；JY3002 型电子天平(上海精密

见的胃肠疾病之一,其发病率约为 30%～50% 。30%的人群中在

科学仪器有限公司)；LEICA DM LB2 型双目显微镜(德国 LEICA

[1]
一生中均出现过消化不良症状 。临床观察表明,舒胃汤对胃

公司产)；MoticB5 显微摄像系统(麦克奥迪实业集团公司)。

[2]

肠运动具有良好的调节作用 。为了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1.2

动物

我们建立了 FD 大鼠模型,观察舒胃汤对 FD 大鼠模型 c-Kit 阳

健康 Wistar 雄性大鼠 48 只,体重(180±20)g,购自湖南长

性 Cajal 间质细胞(ICC)表达及 P 物质(SP)水平的影响,为临床

沙市开福区东创实验动物科技服务部,合格证号：SCXK(湘)

提供依据。

2006-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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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与仪器

药物
舒胃汤由柴胡、白芍、香附、延胡索、川楝子、枳实、旋

125
SP 抗体及碘[ I]P 物质放射免疫分析药盒,北京普尔伟业

覆花等组成,所用饮片均购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Rabbit Anti-C-KIT(BA0467),博士德生物

剂科。制备方法：将 95 g 药材加 5 倍量水浸泡 30 min,煮沸

试剂有限公司；苯酚红,津市凯通化学试剂有限公司。CDZ-2

后微火煮 30 min,过滤后收集煎液,原药渣加少量水煎煮,得二
滤液,加热浓缩成浸膏,计算浸膏率,贮于冰箱中备用。多潘立

基金项目：湖南省卫生厅中医药专项基金(2008025)

酮片(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木香顺气丸(哈药集团世一堂

通讯作者：王小娟,Tel：0731-85381568

制药厂),批号分别碾碎溶入蒸馏水中,然后将常规成人量换算

2010 年 9 月第 17 卷第 9 期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31·

成每只大鼠所需量。

BER。它分布于整个胃肠道组织中,解剖上与肠神经系统神经末

1.4

梢和平滑肌细胞有着特殊而紧密的连接

[4-5]

造模与分组

。c-kit 是 ICC 细胞

实验动物适应性喂养 1 周,按照完全随机设计法将 48 只大

的特异性标志物,利用 c-kit 免疫组化法可以特异性地检测

鼠分为 6 组,分别为空白组、模型组、舒胃汤高剂量组(中高

ICC[6]。研究表明,ICC 细胞在胃肠电生理和动力发生及动力障

组)、舒胃汤低剂量组(中低组)、多潘立酮组(西药组)、木香

[7]
碍机制上具有重要作用 。

顺气组(中成组),每组 8 只。除空白组每日常规饲养不予造模

SP 作为胃肠道一种重要的胃肠肽,既可以激素的形式又

外,其余各组大鼠均采用不规则喂养法配合夹尾刺激法制备

可作为神经递质参与胃肠运动的调控。作为胃肠运动调节中主

FD 模型,7 d 后,大鼠出现紧张、焦虑反应、进食饮水量明显减

要的兴奋性神经递质之一,SP 对胃肠道的作用表现为对胃肠

少、体重减轻,即造模成功。

纵行肌和环行肌有双重的收缩效应,包括直接的短时程效应和

1.5

[8]
紧随的由胆碱能神经释放乙酰胆碱引起的长时程效应 。SP

给药及处理
造模结束后,各给药组每日给予 1 次相应药液灌胃,空白组

还能刺激胃肠壁内神经元去极化,增强胃肠平滑肌的收缩。

和模型组每日予以 0.9%氯化钠溶液(2 mL/200 g),木香顺气丸

舒胃汤根据 FD 肝胃不和的基本病机而创,紧扣疏肝和胃之

组、多潘力酮组、舒胃汤高剂量和低剂量组分别予木香顺气溶

法,从方剂的组方原则分析,柴胡疏肝解郁为君药,白芍、旋覆

液(1.65 g/kg)、多潘力酮溶液(0.027 g/kg)、舒胃汤高剂量水

花、川楝子、延胡索等为臣药,焦神曲消积化滞为佐药,组方切

煎液(30.68 g/kg)和舒胃汤低剂量水煎液(7.67 g/kg),均以

合病机。本实验结果发现,模型组大鼠胃排空延迟,说明 FD 发病

2 mL/200 g 灌胃,持续 14 d。第 15 日给药前禁食 24 h(可自由

与胃肠运动障碍密切相关,也验证了上消化道动力障碍是 FD 重

饮水),末次给药后 30 min 各组以酚红糊灌胃(1 mL/100 g),酚红

要的病理生理基础；模型组大鼠胃窦组织 c-kit 阳性 ICC 表

浓度为：每 15 mL 加 1 g 面粉,加热成糊状。20 min 后用 10%乌

达较空白组明显减少、血浆 SP 水平明显下降,且有统计学意

拉坦麻醉后处死,结扎贲门和胃窦,取下整胃,沿大弯侧切开,以

义(P ＜0.05),说明 ICC 和 SP 对维持胃肠道正常运动有重要作

蒸馏水冲洗胃内容物,计算胃排空率。然后取胃窦的胃壁全层一

用。用舒胃汤高剂量治疗后指标明显改善,说明具有疏肝和胃

块约 0.5 cm×0.5 cm 大小,立即置 4%多聚甲醛中固定 2 h,经洗

功效的舒胃汤可以促进胃肠运动；另外,舒胃汤高剂量与低剂

涤、脱水、透明、浸蜡和石蜡包埋后,切片待测 SP、ICC 含量。

量的疗效差异说明其对胃肠道作用可能存在量效关系。舒胃汤

1.6

对 FD 的作用可能是多方面的,其作用机理有待今后深入研究。

观察指标与方法

1.6.1

大鼠一般情况观察

观察并记录大鼠毛色、体重、活

动、饮水、饮食等情况。

[1] Hiyama T, Yoshihara M, Matsuo K, et al. Treatment of functiona1

1.6.2

胃排空测定

参照文献[3]方法。

1.6.3

P 物质检测

采用放射免疫法,按试剂盒说明测定。

1.6.4

Cajal 间 质 细 胞 测 定

dyspepsia with serotonin agonists：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免 疫 组 化 法 制 备的玻片在

LEICA DM LB2 型双目显微镜下观察。照相；每组随机选取 5
张切片,在高倍镜下(×200)随机选取 5 个视野,将 5 个视野的
图像应用 MIAS 医学图像分析系统,进行灰度分析,测定其平均
灰度值,代表免疫反应产物含量。
1.7

统计学方法

SPSS16.0 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

[3] 谭余庆,霍海如.桂枝汤对胃肠运动双向调节作用的研究Ⅰ.对胃排空、
肠推进的影响[J].中药药理与临床,1997,13(6)：1－4.

gastric fundus of W/WV mouse[J]. J Gastroenterol Hepatol,2003,
18(6)：7l2－718.

结果(见表 1)

[5] Min KW, Sook Seo I. Intestitial cells of Cajal in the human small
—

各组大鼠胃排空率及 ICC、SP 表达的比较(x±s)

intestine：immunochemical and ultrastructural study[J]. Ultrastruct
Pathol,2003,27(2)：67－78.

组别

只数

胃排空率

ICC

SP

空白组

8

84.7±2.8

136.03±11.92

20.38±4.95

模型组

8

61.5±3.1

180.66±14.59

中成组

8

72.4±2.5

※

152.63±11.88

13.23±2.34

西药组

8

83.6±2.2

※

135.76±11.59

18.13±4.59

中低组

8

66.8±2.0

中高组

8

76.9±1.9

※

#

171.01±10.22
149.13±10.37

※*

[6] Vannucchi MG. Receptors in interstitial cells of Cajal：I.

#

5.05±2.34

dentification and possible physiological roles[J]. Mi-ClOSe Res
Tech,1999,47：325－335.

7.35±2.38
14.62±2.46

※*

注：与空白组比较,#P ＜0.05；与模型组比较,※P ＜0.05；与西药组
比较,*P ＜0.05

3

察[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09,15(9)：93－94.

encoding a shank-interacting protein and its up regulation in

所有参数以 x±s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使用

表1

controlled trials[J]. J Gastroenterol Hepatol,2007,22：1566－1570.
[2] 谭华梁,王小娟.舒胃汤治疗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 30 例临床观

[4] Daigo Y, Takayama I, Ward SM, et a1. Novel human and mouse genes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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