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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活血方对 SMMC-7721 肝癌裸鼠抑瘤作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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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健脾活血方对肝癌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细胞凋亡和血管生成的影响，探讨其可能的作用

机制。方法 建立 SMMC-7721 肝癌荷瘤裸鼠模型。将 60 只雄性荷瘤裸鼠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5-Fu 组
和健脾活血方高、中、低剂量组，每组 10 只。健脾活血方各剂量组给予相应浓度健脾活血方药液灌胃，每日
1 次，5-Fu 组给予 5-Fu 隔日腹腔注射，连续 2 周。2 周后比较各组裸鼠体质量、瘤质量和抑瘤率，免疫组化
检测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 VEGF 受体 2（VEGFR-2）的蛋白表达，计算微血管密度（MVD），qRT-PCR
检测 Caspase-3 和生存素（Survivin）的 mRNA 表达。结果

与模型组比较，各给药组 VEGF、VEGFR-2 蛋白

表达，MVD 和 Caspase-3、Survivin mRNA 表达均降低，其中 5-Fu 组和健脾活血方高剂量组作用最明显
（P＜0.05）。结论

健脾活血方可能通过抑制血管生成和诱导细胞凋亡作用抑制肿瘤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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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Anti-tumor Effect of Jianpi Huoxue Prescription on SMMC-7721 Hepatoma M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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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Jianpi Huoxue Prescription on the subcutaneous transplantation of
tumor cell apoptosis and angiogenesis; To discuss its possible mechanism of action. Methods SMMC-7721 hepatoma
mice models were established. 60 tumor bearing male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blank group, model group,
5-Fu group, Jianpi Huoxue Prescription high-, medium- and low-dosage groups, with 10 rats in each group. Model
group and Jianpi Huoxue Prescription high-, medium- and low-dosage groups were given medicine with relevant
concentrations for gavage, once a day. 5-Fu group was given 5-Fu for intraperitoneal injection every other day. The
weight, tumor weight and tumor inhibitory rate of each group were compared two weeks later. The protein expressions
of VEGF and VEGFR-2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microvessel density (MVD) were calculated, and
the expressions of Survivin and Caspase-3 mRNA were detected by RT-qPCR. Results Compared with model group,
protein expressions of VEGF and VEGFR-2, MVD, Caspase-3 and Survivin mRNA decreased in Jianpi Huoxue
Prescription high-, medium- and low-dosage groups, and the most obvious differences were in 5-Fu group and Jianpi
Huoxue Prescription high-dosage group (P<0.05). Conclusion Jianpi Huoxue Prescription can inhibit tumor growth by
inhibiting angiogenesis and inducing apopt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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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活血方临床用于治疗肝癌，具有抑制肿瘤生
[1]

·39·

组和健脾活血方高（73.8 g/kg）、中（36.9 g/kg）、低

长、提高生存质量和对化疗减毒增效的作用 。本实

（18.4 g/kg）剂量组（简称中药高、中、低剂量组），

验观察健脾活血方对肝癌裸鼠皮下移植瘤模型肝癌

每组 10 只，于模型建立 72 h 后开始给药。中药高、

细胞凋亡和血管生成的影响，探讨其可能的作用机

中、低剂量组给药浓度为 7.4、3.7、1.85 g/mL，模型

制，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组予等量生理盐水灌胃，给药体积 0.2 mL，每日 1 次，

1

连续 2 周；
5-Fu 组予 5-Fu，
以生理盐水稀释成 6 mg/mL，

1.1

实验材料
细胞株和动物

每次 0.2 mL 腹腔注射，隔日 1 次，连续 2 周。另以

SMMC-7721 人肝癌细胞株，南京凯基生物科技

10 只未接种的裸鼠作为空白组，正常饮食。

发展有限公司；SPF 级 BALB/c（nu/nu）裸鼠 60 只，

2.3

雄性，5～7 周龄，体质量 18～20 g，南京沐途医疗科

抑瘤率检测
给药第 14 日裸鼠禁食不禁水，第 15 日称重并记

技有限公司，动物许可证号 SYXK（苏）2016-0010，

录。脱颈处死裸鼠，钝性剥离移植瘤，生理盐水清洗

饲养于南京中医药大学 SPF 级动物实验室。

干净，滤纸吸干，称重并记录，计算抑瘤率（1－给

1.2

药物及制备

药组平均瘤质量÷模型组平均瘤质量×100%）。

健脾活血方（黄芪 30 g，太子参 30 g，茯苓 10 g，

2.4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其受体 2 蛋白表达测定

白术 10 g，山药 10 g，茵陈 15 g，薏苡仁 30 g，莪术

肿瘤组织制作蜡块切片，按免疫组化染色试剂盒

15 g，石打穿 15 g，半枝莲 15 g），南京中医药大学附

说明进行操作，DAB 染色，苏木素复染，脱水，透

属第二医院制剂中心制备，饮片浸泡 2 h，煮沸后改

明，封片，显微镜观察。结果判定：蛋白阳性染色均

文火煎煮 15 min，纱布过滤取汁，药渣加水再次煎煮

为胞浆，包膜出现棕黄色及棕褐色均匀颗粒，应用计

30 min，2 次药汁混合，再浓缩并定容；氟尿嘧啶注

算机 MPIAS-500 多媒体彩色病理图文分析系统对血

射液（5-Fu），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批号

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 VEGF 受体 2（VEGFR-2）

1512161。根据人用药剂量结合转换公式计算裸鼠的

的免疫组化染色灰度值进行定量分析和测量。

[2]

2.5

用药量 。
1.3

主要试剂与仪器

微血管密度计数
参考文献[3]方法。CD34 阳性以血管内皮细胞呈

DMEM 不完全高糖培养液、胎牛血清（FBS）、

棕色或棕黄色染色为标准；微血管技术以被染成棕黄

0.25%胰蛋白酶（Trysin）、磷酸盐缓冲液（PBS），江

色的单个内皮细胞或内皮细胞簇作为 1 个血管计数。

苏凯基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黏合剂（德国

只要结构部相连，其分支结构也计做 1 个血管计数，

BRAUN 公司），超净工作台（SW-CJ-1FD，苏州市苏

只要结构不相连，其分支结构也计做 1 个血管计数。

杭科技器材有限公司），CO2 培养箱（美国 Thermo 公

低倍镜下（×100）观察切片。选择微血管分布最高

司），离心机（德国 Heraeus 公司），水浴锅（GKC，

密度区，然后高倍镜下（×200）计数 3 个视野的微

通 州 市 沪 通 实 验 仪 器 厂 ）， 电 子 天 平 （ Saitorius

血管数。取其平均值为微血管密度（MVD）值[4]。

BS400S，南京天平科技有限公司）。

2.6 Caspase-3 和 Survivin mRNA 表达检测

2
2.1

抽取总 RNA，按 Trizol 说明书进行并定量，加入

实验方法

1 mL 总 RNA 提取试剂 Trizol，充分混匀后用 0.2 mL

造模
取对数生长期生长良好 SMMC-7721 肝癌细胞
7

氯仿抽取，等体积异丙醇沉淀，75%乙醇洗涤 RNA，

株，胰酶消化，制成单细胞悬液，浓度为 2×10 个/mL，

空气干燥，加 20 µL 无 RNA 酶水溶解。按反转录试

将肿瘤细胞接种于 4 只 BALB/c（nu/nu）裸鼠右侧近

剂盒说明书步骤将 RNA 反转录为 cDNA。实时荧光

腋窝皮下，每只 0.2 mL。当腋下移植瘤长至直径约

定量 PCR 反应体系总体积为 20 µL，含 SYBR green

10 mm 时，无菌操作剥取移植瘤，剔除纤维包膜，将

燃料 10 µL（2×），Caspase-3、Survivin 序列引物由

生长良好、呈淡红色、鱼肉样的瘤组织剪切成直径约

南京金斯瑞科技有限公司合成。每个基因做 3 个复孔。

2 mm×1 mm 的小块，匀浆后制成细胞悬液，浓度约

PCR 扩增条件：95 ℃、10 s 1 个循环，95 ℃、5 s

7

为 3×10 /mL，再将肿瘤细胞接种于 50 只 BALB/c

和 60 ℃、20 s 45 个循环。融解曲线反应条件为：

（nu/nu）裸鼠右侧近腋窝皮下，每只 0.2 mL。

95 ℃、10 s，以 0.1 ℃/s 速度上升至 95 ℃，排除非

2.2

分组和给药

特异性扩增。依此检测 Caspase-3 和 Survivinm RNA

接种成功后，将 50 只裸鼠随机分为模型组、5-Fu

的表达，基因表达相对定量分析采用 2-ΔΔCt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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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组给药第 7、8、11 日各死亡 1 只，5-Fu 组给药第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9.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实验数据以

11、13 日各死亡 1 只。给药第 12 日，模型组裸鼠出

—

x±s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P＜0.05 表示差异

现生命衰竭症状，周身消瘦，弓背状，肋骨可见，遂

有统计学意义。

于第 14 日脱颈处死动物。

4

4.2

结果

4.1

一般状况

健脾活血方对裸鼠皮下移植瘤质量的影响
与模型组比较，空白组和中药中、高剂量组裸鼠

实验过程中因灌胃过程损伤胃和食管、操作过程

给药后体质量增加（P＜0.05）；与模型组比较，中药

中注射感染以及自身肿瘤消耗致部分裸鼠死亡，其中

高剂量组和 5-Fu 组瘤质量明显降低（P＜0.05），其抑

中药低剂量组给药第 4、7 日各死亡 1 只，中药中剂

廇作用明显。结果见表 1。
—

表 1 各组裸鼠体质量和抑瘤率比较（x±s）
体质量/g
组别

只数

瘤质量/g
给药前

给药后

抑瘤率/%

空白组

10

20.22±0.73

24.44±0.92*

模型组

10

19.70±1.19

20.37±1.17

1.79±0.53

5-Fu 组

8

20.30±0.73

20.60±0.73

1.05±0.39*

41.3

中药低剂量组

8

20.45±0.60

20.70±0.61

1.34±0.49

25.7

7

中药中剂量组

20.19±0.66

10

中药高剂量组

20.21±0.71

21.40±1.43

*

21.70±1.02

*

1.09±0.61
1.06±0.61

39.1
*

40.7

注：与模型组比较，*P＜0.05

4.3

健脾活血方对裸鼠瘤组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

其受体 2 蛋白表达的影响

4.5

健脾活血方对裸鼠瘤组织 Caspase-3、Survivin

mRNA 表达的影响

与模型组比较，各给药组 VEGF 及 VEGFR-2 蛋

与模型组比较，各给药组 Caspase-3 和 Survivin

白表达均降低，其中 5-Fu 组和中药高剂量组作用最

mRNA 表达均升高，其中 5-Fu 组和中药高剂量组作

明显（P＜0.05）。结果见表 2。

用最明显（P＜0.05）。结果见表 4。
—

—

表 2 各组裸鼠瘤组织 VEGF 和 VEGFR-2 蛋白表达比较（x±s，灰度值）
组别

VEGF

只数
10

模型组

VEGFR-2

178.62±1.36

5-Fu 组

8

161.17±1.91

中药低剂量组

8

176.59±0.43

中药中剂量组

7

174.48±2.13

中药高剂量组

10

表 4 各组裸鼠瘤组织 Caspase-3 和 Survivin mRNA 表达比较（x±s）

171.48±2.13

组别

168.19±2.58
*

147.84±3.31

模型组
*

166.62±3.82
159.38±6.69
*

158.13±4.34

*

4.4

Caspase-3

10

1

5-Fu 组

8

4.96±0.50

中药低剂量组

8

1.32±0.32

中药中剂量组

7

1.60±0.23

中药高剂量组

注：与模型组比较，*P＜0.05

只数

10

4.02±0.42

Survivin
1
*

0.59±0.01*
0.95±0.03
0.90±0.06

*

0.73±0.05*

注：与模型组比较，*P＜0.05

健脾活血方对裸鼠瘤组织微血管密度的影响
与模型组比较，各给药组 MVD 均降低，其中 5-Fu

组和中药高剂量组降低最明显（P＜0.05）
。结果见表 3。
—

5

讨论
本研究建立裸鼠肝癌 SMMC-7721 细胞实体瘤移

植模型，考察了健脾活血方对裸鼠体质量及瘤质量的

表 3 各组裸鼠瘤组织 MVD 比较（x±s，个/mm）

影响。其中 5-Fu 组裸鼠平均体质量明显低于其他各

MVD

组裸鼠，推测其原因可能是 5-Fu 为抗代谢类抗肿瘤

组别
模型组

只数
10

5-Fu 组

8

22.14±2.45

中药低剂量组

8

43.33±1.84

中药中剂量组

7

37.71±1.10

中药高剂量组
注：与模型组比较，*P＜0.05

10

药，并且可引起消化道不适的症状，影响裸鼠进食状

48.58±0.77

27.23±1.19

*

态。从各给药组抑瘤率来看，中药高剂量组与 5-Fu
组相近，显示健脾活血方对肝癌裸鼠具有一定的增加
体质量和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

*

肝脏为双重血供的器官，肝癌细胞的增殖与转移
都与血管生成关系密切，VEGF 是抗肝癌血管生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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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治疗的重要靶点[5]。VEGF 信号通路是调控新生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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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医科大学学报,2006,41(3)：278-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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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诱导细胞凋亡和抗血管生成实现抗肿瘤作用，
为健脾活血方在临床的应用提供了一定的实验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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