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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心复脉颗粒对损伤兔
窦房结组织缝隙连接蛋白 45 表达的影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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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观察中药复方强心复脉颗粒对损伤兔窦房结组织缝隙连接蛋白 45(Cx45)表达的影响,探讨其

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可能机制。方法

30 只大耳白兔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阿托品组,强心复脉颗粒高、中、

低剂量组(以下简称高、中、低剂量组),每组 5 只。除正常组外,余各组均采用甲醛加压注射渗透法建立兔窦房结组
织损伤模型,待模型稳定后各用药组灌胃给药 7 d,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各组兔窦房结组织 Cx45 表达的变化。结果
与正常组相比,模型组兔窦房结组织 Cx45 表达量显著降低(P ＜0.01)；与模型组相比,高剂量组家兔窦房结组织 Cx45
表达量显著升高,且明显优于中、低剂量组及阿托品组(P ＜0.05 或 P ＜0.01)；阿托品及中、低剂量组之间无明显差
异(P ＞0.05)。结论

窦房结组织损伤后 Cx45 表达量明显减少,强心复脉颗粒能上调损伤窦房结组织 Cx45 的表达,

可能是其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的分子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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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Qiangxin Fumai Granule on Expression of Connexin45 of Sinoatrial Node Tissue Damages
in Rab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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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53, China；2.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he Chinese medicine Qiangxin Fumai Granule on the
expression of Connexin45 (Cx45) of sinoatrial node (SAN) cell damages in rabbits, and to discuss the
mechanism of Qiangxin Fumai Granule in treating sick sinus syndrome. Methods Thirty big ears white
rabbi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6 groups：the normal group, the model group, the atropine group, the
high-dose Qiangxin Fumai Granule group, the middle-dose Qiangxin Fumai Granule group and the
low-dose Qiangxin Fumai Granule group, with five animals in each group. The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injecting formaldehyde to SAN except the normal group. After the model established, the rabbits received
intragastric administration for 7 days. The expression of Cx45 in SAN was determin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Cx45 in SAN of model
group reduced markedly (P ＜0.01).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Cx45 increased
markedly in high-dose Qiangxin Fumai Granule group, which was superior to the middle-dose Qiangxin
Fumai Granule group, low-dose Qiangxin Fumai Granule group and atropine group (P ＜0.05 or P ＜0.01).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middle-dose Qiangxin Fumai Granule group, low-dose
Qiangxin Fumai Granule group and atropine group (P ＞0.05). Conclusion The sinoatrial node tissue injury
significantly reduced Cx45 expression, and Qiangxin Fumai Granule can improve the expression of Cx45
in SAN, which may be related to the treatment of sick sinus syndrome.
Key words：Qiangxin Fumai Granule；sinoatrial node；Connexin45；rabbits
窦房结是心脏的正常起搏点,正常节律性冲动的发源地,

损伤兔窦房结组织 Cx45 表达的影响,探讨其治疗病态窦房结

是心脏传导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电活动通过细胞间缝隙

综合征的分子学依据,同时希望通过药物干预 Cx 作为治疗病

连接(gap junction,GJ)向心房扩布。GJ 是细胞间特化的连

窦新的靶点,从而为临床防治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提供新的理

接方式,属于功能性连接,为相邻细胞间提供了一个低阻抗的

论依据。

电耦联通道。缝隙连接蛋白(Connexin,Cx)是构成 GJ 的分子

1

基础,对窦房结起搏和传导功能起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在建立

1.1

兔窦房结组织损伤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观察强心复脉颗粒对

实验材料
动物
健康成年大耳白兔 30 只,体质量 2.3～2.8 kg,雌雄不拘,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许可证号：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0873332)

SCXK(京)2005-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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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药物、试剂及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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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将组织浸泡于 4%多聚甲醛固定,常规石蜡包埋、切片。行

3%戊巴比妥钠溶液(北京三博远志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进口分装,批号 018k0754),20%甲醛溶液(国药集团化学试剂

免疫组织化学 SABC 法染色,切片二甲苯、梯度乙醇脱蜡至水。

有限公司,批号 20091015),4%多聚甲醛(索莱宝生物科技有限

滴加 3%H2O2 室温孵育 10 min 灭活内源性过氧化物,PBS 液冲洗,

公司,批号 20091210),青霉素钠(华北制药,规格：80 万 U,批

微波热修复抗原,冷却至室温,PBS 液冲洗,滴加 5%BSA 封闭液,

号 Y0909210),强心复脉颗粒(湖南九典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室温孵育 20 min,滴加适当稀释的一抗,4 ℃过夜,PBS 液冲洗,

20100113),盐酸阿托品片(山东仁和堂药业有限公司,批号

滴加生物素标记的二抗(生物素化羊抗兔 IgG),37 ℃孵育 20 min,

090402),兔 Cx45 单克隆抗体,即用型 SABC 免疫组化染色试剂

PBS 液冲洗,滴加试剂 SABC,37 ℃孵育 20 min,PBS 液冲洗,DAB

盒,DAB 显色试剂盒(武汉博士德生物有限公司)。DF-4A 型心

显色,蒸馏水洗涤,苏木素复染,脱水封片,显微镜观察,阳性表

脏电生理刺激仪(东方电子仪器厂),BL-420F 生物机能实验

达呈棕黄色或黄色。采用 Image-Pro plus6.0 图像分析软件对

测定仪(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司),倒置荧光显微镜(Olympus

染色结果进行分析并测量 Cx45 表达的累积光密度(IOD)值。

Ⅸ-70)。

3

2

—

采用 SPSS17.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所有数据均采用x±s 表

实验方法

2.1

统计学方法

示,组间比较数据符合正态者做多组间方差分析(ANOVA),两两

窦房结组织损伤模型的建立
以自制电极三通管甲醛加压注射渗透法制造兔病态窦房

比较采用 LSD 法,数据不符合正态者做非参数检验,以 P ＜0.05

结综合征模型。3%戊巴比妥钠 30 mg/kg 耳缘静脉麻醉大耳白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兔后,背位固定于兔台上,兔四肢皮下插入电极连接 BL-420F

4

结果

生物机能实验仪,实验仪与电脑相连,记录体表心电图。胸前区

正常组兔窦房结组织均可见 Cx45 表达,主要位于窦房结中

备皮,沿胸骨右缘 2～3 mm 处纵行开胸,逐层分离组织,钳断右

央 P、T 细胞膜表面,呈点状、细条状及簇状分布,向周围界嵴处

侧第三肋,经纵膈打开心包(避免损伤右胸膜),暴露右心耳。以

逐渐减少。模型组与正常组相比,Cx45 表达明显减弱且分布紊

自制窦房结定位电极标头置于窦房结区域

[1-2]

,电极末端连接

[5]
乱,表明甲醛渗透对 Cx45 表达有一定影响,与文献报道一致 。

心电图 v1 导联,测定窦房结电图,当出现窦房结区域电图特征

各给药组 Cx45 表达较模型组有所上调。正常组 Cx45 的

[3]
时(深大负向 P 波及相对较小的 QRS 波群 ),于电极三通管另

IOD 值明显大于模型组,且 2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一端连接注射器,推注 20%甲醛溶液 0.01～0.02 mL。当心率下

0.01),说明本实验造模所采用的甲醛加压注射渗透法可行。各

降 30%～50%,或出现窦性停搏、窦房阻滞、结性逸搏等心律失

用药组与模型组相比 IOD 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说

常时停止浸润甲醛,并连续观察 2 h,心率稳定后为成功病态窦

明药物对损伤的窦房结组织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可提高 Cx45

房结综合征模型,以青霉素钠生理盐水冲洗胸腔,逐层关胸,返

蛋白的表达量。各用药组组间比较,中药高剂量组优于中、低

回动物房精心饲养备用。

剂量组及阿托品组(P ＜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剂量组、

2.2

低剂量组、阿托品组组间比较(P ＞0.05)。见表 1。

动物分组、给药及取材
30 只大耳白兔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阿托品组及强

表1

—

各组兔窦房结组织 Cx45 表达的 IOD 值(x±s)

心复脉高、中、低剂量组(以下简称高、中、低剂量组),每组

组别

5 只。除正常组外,余各组均采用甲醛加压注射渗透法建立兔
窦房结组织损伤模型,以青霉素钠生理盐水 80 万 U/d 抗感染,

只数

IOD

正常组

5

244.4±57.2

模型组

5

75.4±14.9

连续注射 3 d,使模型稳定。于第 4 日起开始给药。给药剂量采

阿托品组

5

124.2±33.2

#

用国际标准,按兔(以 3 kg 兔体表面积为准)与人(以 60 kg 成人

高剂量组

5

192.1±27.1

#△△▲

[4]
体表面积为准)体表面积折合换算 ,成人每日需用浸膏量 12.4 g

中剂量组

5

141.7±31.2

(相当于原药材 84 g)。折算实验兔高剂量组给予强心复脉颗粒

低剂量组

5

125.1±24.6

6.44 g/(kg·d),相当于成人临床用量的 12 倍；中剂量组给予

注：与正常组比较,**P ＜0.01；与模型组比较,#P ＜0.05；与阿托品组

强心复脉颗粒 3.22 g/(kg·d),相当于成人临床用量的 6 倍；
低剂量组给予强心复脉颗粒 1.61 g/(kg·d),相当于成人临床

**

#

#

比较,△△P ＜0.01；与低、中剂量组比较,▲P ＜0.05

5

讨论

用量的 3 倍。阿托品组予以盐酸阿托品 0.36 mg/(kg·d),相当

病态窦房结综合征属中医“心悸”
、“胸痹”
、“眩晕”
、“厥

于成人临床用量的 12 倍。各组药物均配成悬浊液,每日早晚各

证”
、
“迟脉证”等范畴。强心复脉颗粒以人参、附子、三七为主

1 次灌胃给药。正常组、模型组均以等体积的生理盐水替代灌

药。其中附子入心肾二经,补火助阳；人参大补元气,复脉固脱,

胃药物。常规饲养,给药 7 d 后行窦房结电生理功能检测,耳缘

人参皂苷对机体各组织的 RNA 和蛋白质合成均有促进作用,人参

静脉注入空气栓塞致死,迅速取出心脏并用生理盐水冲洗,分

[5]
茎叶总皂苷对兔实验性窦房结功能损伤则有保护作用 ；人参与

离出右心耳及上下腔静脉,剪开上下腔静脉,于上腔静脉入口

附子相伍,补气回阳、固本扶正,既可增强机体抵抗力又可升动阳

以下至从腔耳角向外下沿界嵴到下腔静脉口这一区域切取窦

气,温通血脉,从而使气血运行通畅,脉象得复；三七专走血分,

[1]

房结组织 ,保留界嵴及上下腔静脉根部。

功善行血活血,与参附相伍,共奏益阳活血、强心复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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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窦房结组织中,Cx 主要有两个职能：①维持心脏正常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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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改善窦房结传导功能,使心率提高,这可能是其治疗病态窦

律；②将冲动传到心房且不受超激化的影响 。Cx45 是窦房结

房结综合征的主要分子机制之一。本实验从基因分子水平着手,

中主要表达的 Cx,其分布与密度的改变必然导致相应传导速度

为中医药治疗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提供新的科学依据,对深层次

和各向异性传导发生改变,从而出现传导减慢及传导阻滞等现

挖掘名老中医经验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7]

象,引起各种心律失常。周氏 通过模型研究发现窦房结组织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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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u 受体分为代谢型受体和离子型受体 NR

本实验研究结果显示,脑缺血模型组大鼠脑组织中 Glu 的

属于离子型受体的一类,包括 NR1、NR2A-D、NR3 几种亚单位,

含量和海马区 NR1 表达显著高于假手术组, 参龙健脑胶囊组大

其中 NR1 是该受体的主要功能单位,它在中枢神经系统内广泛

鼠脑组织中 Glu 的含量和海马区 NR1 表达较模型组明显降低,

[5]
分布 。兴奋性毒性是指因 EAA 激活其受体引起的神经元死亡,

提示参龙健脑胶囊降低脑缺血模型大鼠脑组织中 Glu 的含量

是脑缺血损伤级联反应的始动环节,被认为可能是所有下游事

和减少海马区 NR1 的表达,对抗兴奋性毒性,保护缺血损伤的

[6]
件的触发者 。脑缺血损伤造成的缺血缺氧使能量生成减少,

神经元,是其脑保护作用的可能机制之一。

导致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去极化,抑制 Glu 的重新摄取,使

参考文献：

细胞外 Glu 大量蓄积,刺激 NMDA 受体过度兴奋,引起离子通道

[1] 廖维靖.脑缺血损伤的病理生理机制-损伤级联反应[J].国外医学：脑

病理性开放、钙离子大量内流,细胞内钙超载,造成细胞中毒死
[7]

亡 。因此临床干预脑缺血损伤的可能途径之一是调控兴奋性
氨基酸 Glu 的表达,阻断激活的 Glu 受体,保护缺血损伤的脑组
织神经元。
缺血性脑血管病可归于中医的“中风”、“偏枯”等范畴。
关于该病病机,古代医家多从“痰、瘀、虚”等方面立论,如《丹
溪心法》认为“湿土生痰,痰生热,热生风”,《景岳全书》则
认为本病“皆内伤积损颓败而然”,清代王清任更是力主“气
虚血瘀”之说。现代医家多认为肾虚精亏是其主要发病基础,
而气虚血瘀、脑络失畅是导致本病的发生的主要方面,益气活
血、补肾填精为基本治法。参龙健脑胶囊由人参、制何首乌、
淫羊藿、石菖蒲、远志、地龙、川芎等药物组成,具有益气活
血、补肾填精、化痰醒脑的功效,用于缺血性脑血管病辨证属
肾精不足、气虚血瘀痰阻者。

血管疾病分册,1998,6(4)：197-202.
[2] 叶翠飞,白容,刘汇波,等.双侧颈总动脉结扎对大鼠学习记忆相关脑区
血流量的影响[J].中国实验动物学报,1999,7(1)：23-25.
[3] Zea Longa E, Weinstein PR, Carlsons, et a1. Reversible 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 without craniectomy in rats[J]. Stroke,
1989,20(1)：84-91.
[4] 徐叔云,卞如濂,陈修.中药药理研究方法学[M].3 版.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2006：203.
[5] 王业梅,王键,胡建鹏.益气活血方对脑缺血大鼠脑组织 Glu、GABA 及
NR1 表达的影响[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2010,29(1)：44-46.
[6] 廖维靖,范明,杨万同.天然药物对脑缺血损伤级联反应和再灌注的作
用[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2,22(l1)：876-878.
[7] 田金洲.血管性痴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2.

(收稿日期：2011-10-14,编辑：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