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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皮半夏对颈动脉硬化家兔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
及基质金属蛋白酶-9 表达的影响
陈文强,黄小波,王宁群,陈玉静,吴犀翎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北京 100053
摘要：目的

观察对药陈皮半夏对颈动脉粥样硬化家兔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VCAM-1)及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

的干预作用,探讨抗动脉硬化的作用机制。方法

将 25 只雄性新西兰白兔随机分为正常组、模型组和中药大、中、

小剂量组。正常组给予基础饲料喂饲,模型组和中药组予高脂饲料喂饲,并在喂饲 1 周后实施颈动脉内膜空气干燥术,
术后中药组按 10、8、6 mL/kg 剂量予陈皮半夏煎剂灌胃,每日 1 次。4 周后处死家兔,取每只家兔右侧颈动脉远端 1 cm,
固定后行 HE 染色,观察病理改变。应用免疫组化 SABC 法检测 VCAM-1 和 MMP-9 表达情况。结果

模型组血管壁泡沫

细胞、平滑肌细胞和内皮细胞的胞浆中有 VCAM-1 和 MMP-9 强阳性表达,显著高于正常组(P ＜0.01)。中药组细胞内
VCAM-1 和 MMP-9 阳性表达显著低于模型组(P ＜0.01),且随剂量的增加,陈皮半夏煎剂对 VCAM-1 和 MMP-9 的抑制逐渐
增强。结论

对药陈皮半夏可以有效抑制颈动脉硬化家兔 VCAM-1 和 MMP-9 的表达,提示其可能是通过抑制血管炎症

反应、稳定斑块而发挥抗颈动脉硬化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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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angerine Peel and Pinellia Ternata on Expression of VCAM-1 and MMP-9 in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Rabbits CHEN Wen-qiang, HUANG Xiao-bo, WANG Ning-qun, CHEN Yu-jing, WU Xi-ling
(Xuanwu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53,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influence of tangerine peel and pinellia ternata on the expression of
VCAM-1 and MMP-9 in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rabbits, and explore its mechanism. Methods Totally 25
male rabbi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and Chinese medicine group.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asic diet, model group and Chinese medicine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both high-fat diet and
carotid artery intima-air drying technique. Chinese medicine decoc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angerine
peel and pinellia ternata decoction, as 10, 8, 6 mL/kg, for 4 weeks. Then the right carotid was cut and
fixed,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by HE staining. The expressions of VCAM-1 and MMP-9
were observed by immunol histochemistry SABC method.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the
expression of VCAM-1 and MMP-9 in mode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 ＜0.01). And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tangerine peel and pinellia ternata decoction significantly restrained VCAM-1 and
MMP-9 expression (P ＜0.05). Conclusion Tangerine peel and pinellia ternata could restrained VCAM-1 and
MMP-9 expression in carotid atherosclerosis rabbits, suggesting that its mechanism may be related with
inhibiting vascular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stabilizing plaques.
Key words：tangerine peel；pinellia ternate；carotid atherosclerosis；VCAM-1；MMP-9；rabbits
颈动脉硬化是全身性动脉硬化的一部分,其病因尚未完全
阐明。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其主要危险因素有年龄、性别、吸烟、

(VCAM-1)介导的炎症反应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对动脉
硬化斑块的稳定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3-4]

。本课题组前期

[5]

高血压、糖尿病及高血脂症等。目前学者普遍认为颈动脉硬化

研究中发现化痰法能有效抑制动脉硬化 ,但由于中药复方对

[1]
是由于致伤因素和血管反应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颈

治疗动脉粥样硬化具有多途径、多靶点的特点。因此,我们将

动脉硬化的形成悄无声息,但它是引起脑梗死的重要危险因

通过动物实验,进一步研究化痰法中常用对药陈皮半夏合用

素。严重颈动脉硬化者即使在药物的干预下,脑卒中的发生率

是否能通过干预 VCAM-1 和 MMP-9 的途径治疗颈动脉粥样硬

[2]

仍为 15%～20% 。颈动脉硬化形成过程中,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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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
雄性新西兰白兔,体质量 2000～2200 g,购自北京开源兔

业养殖场,合格证号：SCXK(京)2006-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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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组化 PV 9000 试剂盒均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

陈皮、半夏按照 1∶1 配伍,蒸馏水泡 2 h,常法煎煮 2 次,

司),参照试剂盒说明书操作。阳性着色为内皮表面棕褐色反应

每次 40 min,滤出,60 ℃恒温箱内 24 h,水浴蒸发浓缩至

产物沉积,呈胞浆染色,一抗分别为 1∶200 鼠抗兔 VCAM-1 多克隆

100%,4 ℃储存备用。

抗体和 1∶200 鼠抗兔 MMP-9 多克隆抗体(购自 Cell Signaling

1.3

公司),以 PBS 代替一抗作空白对照组。每张切片随机选取 3 个

分组与给药
新西兰白兔造模前以基础饲料适应性喂养 1 周,在稳定其

血脂水平和代谢状况后,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正常组、模型

视野(×400),计算机图像扫描定量分析平均光密度(OD)值。
1.7

统计学方法
—

采用 SPSS18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实验结果以x±s 表示,组

组及中药大、中、小剂量组,每组 5 只。正常组给予基础饲料
喂饲,其余各组给予高脂饲料喂饲(2%胆固醇＋2%猪油＋96%基

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P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础饲料)。除正常组外,动物在喂饲 1 周后实施颈动脉内膜空气

2

干燥术,术后中药大、中、小剂量组家兔按 10、8、6 mL/kg

2.1

结果
颈动脉 HE 染色结果
正常组颈动脉血管内膜完整,中膜为梭形平滑肌细胞。模

剂量予陈皮半夏煎剂灌胃,每日 1 次,连续 4 周。所有动物均单
笼喂饲,饮水不限,每日每只进食 150 g 饲料。

型组有粥样斑块形成,内膜明显增厚,内膜下有大量泡沫细胞

1.4

堆积；中药组内膜轻度增生,内膜下仅有少量的泡沫细胞形成,

颈总动脉内膜空气干燥术
10%水合氯醛(剂量为 5 mL/kg)灌肠后,颈部脱毛消毒；颈

程度轻于模型组。表明颈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制作成功,陈皮半

部正中纵行切口,钝性分离,暴露两侧颈总动脉,分离右侧颈总

夏合用对颈动脉粥样硬化具有一定的干预作用。

动脉,长度约 2 cm；用动脉夹临时夹闭右侧颈总动脉近心端和

2.2

颈动脉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

远心端后用皮试针头于近心端夹闭外近刺入管腔,再在远心端

正常组血管壁有少量 VCAM-1 和 MMP-9 阳性表达细胞。模

刺破颈总动脉；将抽有生理盐水的注射器连接于皮试针头,用

型组血管壁泡沫细胞、平滑肌细胞和内皮细胞的胞浆中有

生理盐水灌洗血管腔,然后将医用氮气连接于皮试针头向夹

VCAM-1 和 MMP-9 强阳性表达,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1)。中

闭段的颈总动脉行空气干燥术,以 120 mL/min 进行干燥,时间

药组细胞内 VCAM-1 和 MMP-9 阳性表达显著低于模型组(P ＜

10 min；干燥术后拔出皮试针头,松开动脉夹,恢复右侧颈总

0.01),且随着剂量增加,中药对 VCAM-1 和 MMP-9 的抑制显著增

动脉的血流,用棉签轻压伤口,待完全止血后去掉棉签,轻压

强(P ＜0.01)。见表 1、图 1。

2 min；待颈总动脉完全止血且血流通畅后用庆大霉素局部抗
感染,并缝合皮肤。
1.5

—

表 1 各组家兔颈动脉 VCAM-1 和 MMP-9 表达比较(x±s)

n

VCAM-1

正常组

15

0.072±0.013

模型组

15

0.256±0.069

0.395±0.077

中药小剂量组

15

0.211±0.030

0.314±0.025

组别

HE 染色观察颈动脉病理改变
干预 4 周后处死家兔,截取右侧颈动脉远端 1 cm,中性缓

冲福尔马林(pH 7.4)固定 24 h 后脱水,石蜡包埋固定,4 µm 厚

MMP-9

#

连续切片,60～62 ℃烘箱(DHG-9140A 型电热恒温箱)烤片 2 h

中药中剂量组

15

0.190±0.029

后行 HE 染色。每个标本随机选取 3 张切片,观察病理改变。

中药大剂量组

15

0.158±0.028

1.6

0.061±0.011
##
**

*

0.223±0.029

**△

**△

0.195±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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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
每个标本随机取 5 张石蜡切片,应用免疫组化 SABC 法(免

与中药小剂量组比较,△P ＜0.01

病理

免疫组化
ICAM-1

免疫组化
MMP-9

正常组

**△

模型组
图1

中药小剂量组

中药中剂量组

各组家兔颈动脉病理改变及免疫组化染色情况(×400)

中药大剂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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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有一定的毒性,临床上常使用法半夏,经过炮制后毒性较

VCAM-1 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是内皮细胞活化的标志
之一。在中性粒细胞迁移和内皮细胞黏附导致动脉硬化的过程
[6]

中起了重要作用 。当病变局部的细胞因子释放时,血管内皮

小,但过量服用也可能对口腔、喉头、消化道黏膜产生强烈刺
激。因此,在追求提高临床疗效的同时,需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
通过合理配伍和炮制应用,降低中药的不良反应。

细胞被激活,并表达 VCAM-1,可以促进和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

总体看来,陈皮半夏对药可能是通过抑制血管炎性反应、

发生和发展。MMPs 是锌依赖性蛋白水解酶,是体内的重要金属

稳定斑块等多种渠道而发挥作用。针对陈皮半夏这种经典的对

酶之一。它是造成冠脉斑块破裂的主要内在因素。MMP-9 是

药开展研究必然对深入探讨复方作用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并

MMPs 中分子量最大的一种,它主要由炎性细胞合成分泌,其过

可为复方配伍的原理、作用的物质基础和科学内涵的阐明提供

度表达在血管重构中起了重要作用,可导致斑块破裂。因此

一个切入点。

VCAM-l 和 MMP-9 与动脉硬化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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