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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ulcerative colitis therapy． 

I1lis study showed that the group with colitis that 

received 4一ASA coated tablets or SASP showed both a 

clinical and functional recovery，and diarrhoea and 

weight loss ceased．Macroscopic change and histolog— 

ical damage recovered and inflammation， as meg- 

sured by tissue MPO activity， decreased markedly 

compared witlI the TNBS control group．In the TNBS 

model of chronic colitis， it could be conclude that 4一 

ASA coated tablets therapy reduced colonic inflam— 

marion by stimulating tissue repair，which was due to 

the colon．．specific delivery property of this formula- 

tion． 

In conclusi0n．0ur study is the first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enteric—coated tablets of 4一ASA on the in． 

flammation in TNBS induced colitis． Although it is 

not possible to extrapolate findings from animal mod— 

els to the human  situation，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oral administration with 0CDDS of 4．ASA could re— 

duce intlammation and stimulate colonic repair in this 

INBS model of chronic colitis，and the coated tablets 

have better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ulcerative colitis 

than the non．coated ones on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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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应用二甲基亚硝胺 (DMN)建立肝纤维化大鼠模型，研究芪参益气滴丸对纤维化肝组织中 

TIMP-1表达的影响。方法：60只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6 wk模型组、芪参益气滴丸干预组 (干预 

组)、10 wk模型组及芪参益气滴丸治疗组 (治疗组)。采用 DMN腹腔内注射的方法建立肝纤维化大鼠模 

型。按 6期分类法评价各组肝纤维化程度。应用 RT—PCR检测各组肝组织中TIMP一1 mRNA水平；应用免 

疫组织化学技术检测各组动物肝组织TIMP—l的表达。结果：芪参益气滴丸干预组与治疗组的大鼠肝纤维 

化程度分别较6 wk模型组与 10 wk模型组显著减轻 (P<0．01)。干预组与治疗组肝组织中TIMP一1 mRNA 

水平分别较6 wk模型组与 10 wk模型组显著下降 (P<0．01)，TIMP一1的阳性表达均分别较6 wk模型组 

与 10 wk模型组显著减弱 (P<0．05，P<0．01)。结论：芪参益气滴丸能明显改善纤维化肝组织病理改变 

和减轻肝纤维化程度，抑制，I'IMP一1的表达是其抗肝纤维化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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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hinese herbs compound Qishenyiqi pills on expressions of 

TIMP-1 in the fibrotic liver induced by dimethylnitrosamine(DMN)in rat mode1． METHODS：Sixtv Wistar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normal control group， 6-wk model group
， Qishenyiqi pills intervened group， 

10一wk model group，and Qishenyiqi pills therapeutic group．The rat models of liver fibrosis were induced bv in— 

traperitoneal injection of DMN．According to 6 staging classification，liver fibrosis grades were evaluated on the 

liver tissue sections performing with HE and Reticulation s stain
． Semi—quantitive RT—PCR was Perform ed to de— 

termine mRNA levels of TIMP一1 in liver tissues．Immunohistochemical staining was utilized to shoW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of TIMP一1 in liver tissues． RESULTS：Comparing with 6一wk model group
．
grade of liver fibrosis in 

Qishenyiqi pills intervened group was obviously lower(P<0．01)；furthermore comparing with 10一wk mode1 

group，the liver fibrosis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after therapy of Qishenyiqi pills(P<0．01)．In intervened and 

therapeutic groups，the liver tissue mRNA levels of collagen TIMP一1 were all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in 6
一wk 

model and 10一wk model groups respectively (P<0．01)and the positive expressions of TIMP一1 in liver tissues 

were much weaker than those in 6一wk model and 10一wk model groups respectively(P<0．05
， P < 0．01)． 

CONCLUSION： Qishenyiqi pills has positively preventive and therapeutic effects on the experimenta1 liver fibro— 

sis induced by DMN in rats．Inhibiting the expression of TIMP-1 in liver tissue is one of the anti— bIl0sis mecha
—  

nisms of Qishenyiqi pills． 

肝纤维化是许多慢性肝病共同的病理过程， 

是肝组织对各种慢性肝损伤 (化学毒性、感染性、 

遗传代谢性、自身免疫性、胆汁淤积性)的修复 

反应 ，如损伤因素不祛除，肝纤维化发展的结果 

会促进肝脏功能进行性减退。寻求防治慢性肝炎 

肝纤维化的有效药物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芪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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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气滴丸 (Qishenyiqi pills)是由黄芪浸膏 、丹参 

三七浸膏及降香挥发油组成的质量可控的复方中 

药，已经在临床上应用于治疗缺血性心脏病。本 

实验以二甲基亚硝胺 (dimethylnitrosamine，DMN) 

中毒性大鼠肝纤维化模型为研究对象，探讨该复 

方中药可能的抗纤维化作用及对肝组织中 l型组 

织性基质金属蛋 白酶抑制物 (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s—l，TIMP—1)表 达 变 化 的影 响 ， 

为是否能在临床上进一步用于治疗慢性肝炎肝纤 

维化提供理论基础。 

材料与方法 

材 料 

1 动物 清洁级 Wistar大鼠60只，雄性 ，体重 

(200±s 20)g，购自中国医学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2 实验仪器 紫外分光光度仪 UV一1206为日本岛 

津公司产品；GeneAmp~PCR System 2700，Bio— 

Rad核酸与蛋白电泳仪及 Bio—Rad Gel Doc2000型 

凝胶成像系统均为美国Bio—Rad Laboratories，Ine 

公司产品。 

3 试剂 DMN购 自日本和光纯药工业株式会社 ； 

总 RNA提取试剂盒 (TRIzo1)为美国 GIBCO公司 

产品 ；RNA酶抑制剂 、Oligo(dT)15 Primers， 

MMIJ-V RNA聚合酶及 附带试剂 、DNA聚合酶 

(Taq酶)及附带试剂均为美国Promega公司产品； 

检测大鼠TIMP．1的第一抗体及 SABC免疫组化检 

测试剂盒及抗原修复工作液均为北京中杉金桥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其他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产品。 

4 药物 芪参益气滴丸原料浸膏由天津天士力制 

药股份有 限公 司提供 (批准 文号 ：国药准字 

0139，产品批号：20040702)。 

方法 

1 动物实验 60只大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 (10 

只)，模型组 (36只)与芪参益气滴丸干预组 (14 

只)。模型组大鼠按 l0 mg·kg 体重腹腔 内注射 

DMN，每周连续 2次 ，共 6 wk，建立肝纤维化大 

鼠模型。干预组大鼠按同法注射 DMN，同时每 日 

分别灌 胃芪参益气滴丸浸膏 175 mg·kg ·d～，共 

6 wk。正常对照组按同法注射相应剂量生理盐水。 

6 wk末，在戊巴比妥麻醉条件下同时处死 5只正 

常对照组大鼠、l0只模型组 (6 wk模型组)大鼠 

和 1O只芪参益气滴丸干预组大鼠，留取的血清冻 

存备用。取出的肝脏经用冷生理盐水灌洗去除残 

留血液后 ，切取部分肝组织迅速固定，备做病理 

组织学检查 ，其余肝组织于一80 cI=冻存备用。另 

外，从模型组取 l0只大鼠作为芪参益气滴丸治疗 

组，该组停止注射 DMN后，开始每 日灌胃芪参益 

气滴丸浸膏 175 mg·kg ·d～，持续 4 wk；剩余 10 

只模型组大鼠作为 10 wk模型组，该组亦停止注射 

DMN，与剩下的 5只正常对照组均每日灌胃相应 

剂量生理盐水，持续4 wk。实验结束时 (即 10 wk 

末)在戊巴比妥麻醉条件下全部处死相应组别大 

鼠，留取的血清冻存备用。取出的肝脏经用冷生理 

盐水灌洗去除残留血液后，切取部分肝组织迅速固 

定，备做病理组织学检查，其余肝组织于-80 oC冻 

存备用。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模型组大鼠死亡 6 

只，死亡原因是肝硬化合并大量腹水与灌胃后发 

生窒息。芪参益气滴丸干预组死亡 4只，死亡原 

因主要是灌 胃后发生窒息。由于发现这些大鼠死 

亡时，组织已发生自溶，故未留取血清与肝组织。 

2 肝功能测定 用全 自动生化仪测定大 鼠血清 

AsT，ALT。 

3 病理学检查 各组动物肝组织病理切片经用 

HE和网织染色，依照文献【1】描述的实验性动物肝 

纤维化分期标准 ，将肝纤维化分为 6期。经由 3 

位经验丰富的病理医师盲法阅片。 

4 肝组织中目的基因 mRNA的检测 参照文献 

【2]的方法，以甘油醛一3一磷酸脱氢酶 (GAPDH)为 

内参照，应用半定量 RT—PCR检测肝组织 TIMP—l 

mRNA的水平。 (1)应用 TRIzol试剂盒，抽提肝 

组织总 RNA，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提取的总 

RNA含量。 (2)cDNA的合成 ：采用 100 L的 

反转录体系，内含 20 5×buffer，l mmo|·L 

dNTP， 50 Ixg·L OligdT (15 primer)， 800 U 

MML—V RNA聚合酶，160 U RNA酶抑制剂，8 g 

RNA，适量去离子水。42 cI=反应 l h，随后 95 cI= 

5 min。 (3)共扩增 PCR。 

参照 Genebank数据库，应用 Primer一3软件设 

计各 目的基因的扩增引物。TIMP—l：上游引物 5，- 

CATGGAGAGCCTCTGTGGAT一3 ， 下 游 引 物 5，- 

GTTCAGGCTTCAGC唧 GC一3 ； GAPDH： 上 游 引 

物 5，_GAGGACCAGGTI'GTCTCCTG一3 ，下 游 引 物 

GGATGGAATrGTGAGGGAGA一3 。采用 20 L的反 

应体系，其中GAPDH与目的基因的引物浓度均为 

l Ixmol·L～， dNTP 200 p．mol·L一， cDNA 产 物 

O．5 L，Tag酶 1 U，10×反应缓冲液 2 ，用去 

麓 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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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药制剂，可能在抗纤维化的治疗过程中发挥 

协同作用。这是本研究拟用含有这 3种主要中药 

成分的芪参益气滴丸进行抗肝纤维化的理论基础。 

本研究结果显示芪参益气滴丸干预组与治疗 

组的大鼠血 ALT与 AST水平均较 6 wk模型组与 

10 wk模型组明显降低，表明芪参益气滴丸具有较 

好的保护肝细胞功能 、促进损伤肝细胞修复的作 

用。芪参益气滴丸干预组与治疗组的大鼠肝脏大体 

标本肝炎与肝纤维化的表现较 6 wk模型组与10 wk 

模型组明显改善、肝组织病理改变和肝纤维化程 

度明显减轻，证实了芪参益气滴丸对由 DMN诱发 

的大鼠肝炎肝纤维化确实具有较好的防治作用。 

本研究应用 RT．PCR与免疫组织化学分别从 

mRNA与蛋白水平验证了芪参益气滴丸在防治实 

验性肝纤维化过程中抑制了TIMP一1的表达。已有 

研究显示Il2】，在肝纤维化过程中，肝组织中TIMP一 

1的表达明显增高，而在肝纤维化逆转过程中，肝 

组织中TIMP一1的表达则降低，并且体外实验也证 

实了TIMP一1的主要功能是抑制胶原酶对胶原的降 

解。此外有研究证明TIMP一1还可抑制活化的 HSC 

凋亡【l31。这些均表明肝组织中 TIMP一1的水平高低 

与肝纤维化密切相关。因此芪参益气滴丸可能通 

过抑制 TIMP一1的表达，间接促进沉积胶原的降解 

与 HSC凋亡，这可能是其抗肝纤维化的作用机制 

之一 。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 ，模型组动物在停止 DMN 

损伤后，它们的肝纤维化程度有所减轻，肝组织 

中TIMP一1的 mRNA与表达水平也有下降，表明在 

完全去除治病因子后，肝纤维化有部分逆转的可 

能性，但这些指标的改善均没有在应用芪参益气 

滴丸的治疗作用下显著。这表明芪参益气滴丸确 

实促进了TIMP一1的表达下调与肝纤维化的逆转。 

以上结果表明芪参益气滴丸具有较好的保护 

肝细胞功能、抑制损伤后肝内TIMP-1的表达，促 

进胶原的降解，发挥抗炎、促进损伤肝细胞修复与 

抗肝纤维化等效应。芪参益气滴丸对其他一些促进 

肝炎肝纤维化因素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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