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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红提取物对移植血管内膜增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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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丹红提取物对自体移植静脉内膜增生的影响，从病理学角度探讨其有效性。方法 选择

20只Wistar大鼠，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10只，均在全麻下取自体颈静脉，移植于腹主动脉之间，吻合口周围

Pluronic凝胶涂布，实验组凝胶中富含丹红提取物，对照组凝胶中无药物。术后两周处死动物，取出移植静脉，行常

规病理学检查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测量吻合口内膜厚度、管腔狭窄度，检测内膜平滑肌细胞(VSMC)数及PCNA

阳性表达数。结果 实验组和对照组移植血管内膜厚度分别为(18.38±2.19) µm、(24.04±1.95) µm，管腔狭窄度分别

为(17.44±2.55)%、(21.62±1.53)%，VSMC 数分别为(16.48±0.99)%、(22.71±1.54)%，PCNA 阳性表达分别为(26.20±

3.89)%、(43.50±6.97)%，两组以上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丹红提取物具有抑制移植血管内

膜增生的作用，有可能成为阻止移植静脉再狭窄的防治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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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influence of Danhong extract on the intimal hyperplasia of autotrans-

planted veins and to explore its effectiveness from the point of pathology. Methods Twenty Wistar rats were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n=10) and control group (n=10). Jugular vein was taken under general anesthesia and trans-

planted between the abdominal aortas. The Pluronic gel was coated surrounding the anastomotic stoma. The Pluronic

gel was rich in Danhong extrac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hile the Pluronic gel didn't contain danhong extract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rats were killed in two weeks and the transplanted veins were taken out for routine pathologic and

immunohistochemical examination. The intimal thickness of the anastomotic stoma (IH), stenosis degree of vascular

lumen (DR), the count of vascular intima smooth muscle cell (VSMC) and the positive expression number of prolifera-

tion cell nuclear antigen (PCNA) were detected. Results The IH, DR, VSMC and PCNA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ere (18.38±2.19) µm and (24.04±1.95) µm , (17.44±2.55)% and (21.62±1.53)%, (16.48±0.99)%

and (22.71±1.54)%, (26.20±3.89)% and (43.50±6.97)% respectively,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Danhong extract could inhibit intimal hyperlasia of the veins and might be one of the therapeutic method to

prevent restenosis of transplanted ve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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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移植再狭窄的基础研究一直是血管疾病研

究的热点，尤其是化学药物以及转基因疗法对内膜增

生的研究[1-2]。近年来，部分中医药物也展示出良好的

作用[3-5]，但其单体提取物一般作用有限，严重限制了

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近年来，丹参和红花提取物

被广泛应用到心脑血管及周围血管疾病的防治，并且

取得了一定的临床疗效，临床报道较多，但其提取物

对血管内膜增生以及自体静脉移植后再狭窄的研究

资料不多，尤其是形态结构学证据不足。为探讨丹参

和红花提取物对移植血管内膜增生的影响，本研究采

用Wistar大鼠制作的移植血管模型，将两者的联合提

取物应用于移植血管局部，观察血管内膜增生和血管

平滑肌增殖情况，现就其结果分析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模型制作及药物应用 选择 Wistar 大鼠作

为实验对象。Wistar大鼠 20只，4个月龄，健康雄性，

体质量 250~300 g/只，动物试验许可证号 SCXK (京

2011-0005)，动物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动物实验

中心提供，并提供饲养场所和实验手术操作间。将实

验动物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 10只。开腹离断肾下

腹主动脉，借助OMP-23型手术显微镜，选择10-0血管

缝合线进行血管吻合，将切取的静脉段间置在腹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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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之间。将我院常规临床应用的丹红注射液溶于

Pluronic凝胶中，形成Pluronic 丹红缓释凝胶，每毫升

凝胶含丹红注射液0.5 mL；实验组血管吻合口周围涂

布 Pluronic丹红缓释凝胶 1.5 mL，对照组组吻合口周

围仅仅涂布 Pluronic凝胶 1.5 mL。关闭切口，手术结

束，麻醉完全清醒后每只单笼喂养。

1.2 检查指标及方法 术后饲养两周后，处死模

型，剖腹取出移植血管，行常规病理学检查、HE染色、

Verhoeff-Van Gieson特殊染色和标本的免疫组织化学

检测。

1.2.1 移植血管内膜厚度 常规观察内膜结构

后，利用计算机图象分析仪，选取血管中段的血管内

膜、测量内膜厚度和血管狭窄度(移植后管腔面积减少

值/移植前管腔面积值%）；连续选择10张切片，计数血

管内膜中血管平滑肌细胞 (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VSMC)数，计算移植前后VSMC数的比值，并定

义为增殖指数。

1.2.2 移植血管内膜中平滑肌细胞 PCNA 检

查 采用SABC法，进行PCNA蛋白的免疫组织化学

染色，细胞核棕黄色为阳性，在400倍光学显微镜下连续

计数6个视野内的细胞总数，百分比值作为表达指数。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丹红缓释凝胶应用后血管内膜增生厚度、血管管

腔狭窄程度明显减少，VSMC增殖指数以及PCNA表

达指数均较对照组明显减少，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1和图1~6。

表1 两组大鼠移植静脉内膜厚度及狭窄程度比较(x-±s)

组别

实验组

对照组

t值
P值

只数

10

10

内膜厚度 (µm)

18.38±2.19

24.04±1.95

5.890

<0.01

管腔狭窄度(%)

17.44±2.55

21.62±1.53

4.199

<0.01

VSMC增殖指数(%)

16.48±0.99

22.71±1.54

10.177

<0.01

PCNA (%)

26.20±3.89

43.50±6.97

6.595

<0.01

注：血管狭窄度和增值指数为比值。

图1 实验组内膜厚度(Verhoeff-VanGieson染色×400)；图2 对照组内膜厚度(Verhoeff-VanGieson染色×400)；图3 实验组PCNA表达(组化染色×400)

图4 对照组PCNA表达(组化染色×400) 图5 实验组VSMC增生情况（HE染色×400) 图6 对照组VSMC增生情况（HE染色×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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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我国社会老龄化现象十分严重，随之而来的动脉

粥样硬化及其相关疾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动脉硬

化导致的血管狭窄或闭塞症时刻危及患者生命和肢

体健康，为及时纠正血管狭窄或闭塞，血管疾病专家

都在进行着多种有益的探讨。自体血管移植一直是

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然而其 1 年后的通畅率仅为

40%~60%，严重影响远期治疗效果[1，6]，究其原因主要

是内膜增生引起的吻合口再狭窄。因此，如何防治移

植血管内膜增生，一直是心血管、周围血管医师努力

探讨的课题，提出了一些有效的预防措施，但均未达

成广泛共识。

随着中医药学的现代化，中华医药宝库不断发展

和完善。目前已经证实，活血化瘀药物在许多心血管

疾病的防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3-9]，包括血管狭

窄引起的心脑血管缺血性疾病以及肢体缺血性疾

病。丹参和红花属于活血化瘀药物，现代中医药技术

已经将丹参、红花的许多有效成份制成静脉注射用药

物，丹红注射液就是以丹参、红花两味中药作为主要

生药来源，将其有效成分脂溶性丹参酮和红花黄色素

精致、提取而成的，具有活血化瘀，改善脑循环、解除

血管痉挛、扩张脑血管，降低血液黏稠度的作用[7]。在

临床实践中，丹红注射液对血管狭窄性疾病的治疗获

得良好疗效。为探讨丹红制剂是否具有抑制血管内

膜增生的作用，借以达到防治自体血管移植后再狭窄

的目的，笔者选择20只Wista大鼠作为实验对象，制作

自体血管移植模型，将丹红提取物与 Pluronic凝胶混

合制成缓释药物，涂布在吻合口周围，手术后两周检

查吻合口内膜增生情况，并与对照组比较，寻找病理

形态学证据和病理生理学理论基础。

研究证实，PCNA为细胞分裂周期蛋白，其含量与

细胞DNA合成状态直接相关。PCNA表达状态可直

接反映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数量和部位[10-11]；在正

常的血管血管平滑肌细胞中，由于绝大多数平滑肌细

胞处于静止状态，仅仅在内膜与中膜交界处偶见

PCNA表达，平滑肌细胞并无PCNA表达；但在血管平

滑肌细胞活跃增生的情况下，PCNA 可出现大量表

达。本项研究亦证实了这种现象；研究结果也同时提

示两组内膜增生程度不同，PCNA表达也出现不同，且

增生程度和内膜厚度之间密切相关[12-13]。有意义的是

实验组PCNA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丹红提取物

具有抑制内膜增生的作用。不少学者将内膜厚度也

作为评价血管狭窄的客观指标。本实验则选择移植

后血管内膜厚度、血管内膜面积的变化作为比较指

标，同时选择增生血管的SMC数作为移植血管再狭窄

的指标[12]，比较分析丹红制剂能否抑制内膜的过度增

厚，能否抑制血管平滑肌细胞的增殖。结果发现对照

组的内膜厚度、内膜增生面积均明显大于实验组，对

照组血管平滑肌细胞数明显多于实验组。

由此可见，Pluronic 丹红缓释制剂具有明显移植

移植血管内膜增生的作用，有可能成为有效预防移植

后血管再狭窄的中医药物，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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