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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效救心丸通过肥大细胞促进胎鼠宫内发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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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铜仁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2．贵州大学动物科学学院，贵阳 550025) 

摘要 ：为探讨速效救心丸(QAHR)通过肥 大细胞及 其主要介质促进 宫 内胎 儿生长发 育的作 用．将 140只 

雌性 小鼠随机分正常对照组 、速效救心丸 250 mg／kg、500 mg／kg和 750 mg／kg给 药组。当小鼠妊娠至 16 d 

时脱 颈椎处死小鼠 ．对其子宫组织分别进行组胺 (HA)含量 和一氧化 氮合 酶(NOS)活力测定 ，子 宫肥 大细 

胞(MC)、肝素阳性细胞显色及微血管密度(MVD)测定。结果表明，500 mg／kg和750 mg／kg的速效救心丸 

给药组 小鼠子 宫 MC数 、肝素 阳性 细胞数 、子宫 MVD和 NOS活 力较 对照组显 著(P<0．05)升 高 ，而子 宫 

HA含量显著(P<0．05)低于对照组 提 示速效救心丸可能通过增加 小鼠子宫组织 内 MC数量及 其主要介 

质的释放 ．改善血液循环和促进微血管生成。从而促进 宫 内胎儿 的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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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Quick-acting Heart Reliever on Intrauterine Growth of Fetal Mice 

through M ast Cells 

LI Xiu_fu1,2,GAO Deng-hui2，YAO Hong-yan2，OU De-yuan2 

(1．Tongren Polytechnic College，Ton~'en 554300，Guizhou，China；2．College of Animal Science，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To study the effects of quick-acting hean reliever (QAHR)on the intrauterine growth of fetal mice through mast 

cells and its main medium，140 female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groups and fed with the diet added 0，250 ms／kg， 

500 mg／kg and 750 mg／kg QAHR．After pregnancy of 16th day，the mice were sacrificed and detected about the content of 

histamine，activity of nitric oxide synthase， mast cells in uterus， hepafin-positive cells staining， and microvessel density 

(MVD)tes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umber of the mast cells，the heparin—positive cells，the activity of NOS and the 

microvessel density in the uterus pregnancy mice in 500 mg／kg and 750 mg／kg QAHR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P<0．05)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content of histamine was significantly low (P<0．05)．It is indicated that the QAHR im— 

proved blood circulation and the generation of blood vessel might promote the numbers of mast cells and release its vasoactive 

mediators，and then affect the intrauterine growth of fetal mice． 

Key words：quick-acting heart relieve；mast cells；medium；mice 

胎儿在子宫内的生长和发育是一个复杂的生 

物学过程 宫内发育迟缓 (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 

dati0n，IUGR)是哺乳动物胚胎、胎儿或其器官在妊 

娠期间生长和发育受阻的现象．主要受遗传 、环境 

以及母体和胎儿间营养物质供给的影响⋯．最终均 

导致子宫胎盘发育障碍及循环功能障碍．而妊娠期 

子宫胎盘的血液循环主要靠血管周围的活性介质 

和增加微血管生成来维持其低张状态[2] IUGR对产 

后胎儿的生长发育及其饲料利用效率方面均有永 

久性 的阻碍作用 ，对机体组成 、肉质及其运动能力 

也存在长期的负面影响．给畜牧生产造成较大的 

经济损失 ．也是医学领域尚未能完全解决的一大 

难题 速效救心丸(Quick—acting heart reliever． 

QAHR)由川芎和冰片组成。具有行气活血、祛瘀止 

痛、增加冠脉血流量、缓解心绞痛、舒张血管平滑肌 

等作用 本试验通过 QAHR对孕鼠子宫肥大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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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t cell，MC)及其主 要介质影 响的研究 ，揭示 

QAHR通过 MC及 主要介质对宫内胎儿生长发育 

的作Jt J，旨 为综合防治 lUGR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 料 

1．1．1 试验动物 从 焚阳医学院 验动物 中心购 

进 昆叫系『s(-xk(黔 )2002—0001]同批 、同饲养条件小 

鼠2l0只．体重(35．0+3．0)g，雌雄比2：1 、 

1．1．2 主要仪 器 rP1020 自动组织脱水处理机 、 

RM2l25 旋车々式切片机 德 同 LEICA：Mias冈像采 

集系统 ．四川大学计算机系图像 形研究所 ：930A 

型荧光分光光度计．『 海 科仪器有限公司 ． 

1．1．3 主要试 剂 速效救心丸 ．天津 巾新药业集刚 

公 司第 六【fl药厂 ，批 1：6l7046： Folui{line B1ue 0， 

SiFIO--Ameri(．an Biole r'批 号：bs109l：一氧化氮合酶 

(Nifri【·oxide svnthase，NOS)试剂盒 ，南京建成生 

物T程研究所 ，批 号：20090703：CI)34抗体 ，武汉 

博十德生物T程有限公司 ，批号 ：20090809：常规试 

剂等 ． 

1．2 方法 

将 l40只体重(35．0+3．0)g雌性小白鼠随机分 

为 4组 ，每组 35只(_{{壬笼 2只 )，对照组饲喂基础 日 

粮 ．QAHR给药组分为 3个刹量组 (即在基础 日粮巾 

分别按 250、500、750 nig／kg的量拌侧 QAHR)，小鼠 

均 白fh采食饮水．侧养窜温光条件 =j环境一致 预 

饲 l用 ．按雌雄比例 2：1配种． 晚将雄鼠放进雌 

鼠笼 内．次 H早晨检 母鼠 ．若有 阴栓的判定为怀 

孕第 ·人 妊娠至第 l5_犬时禁食 24 I1．脱颈椎处死 

1f：．}鼠．川t『I发水纸吸取多余的水分后分别测每组胎仔 

数，j}j电子天平测每个胎仔重 、子宫胎箍重，IUGR 

数(即低 r 常胎鼠平均体重 l0％的胎鼠数)：片J荧 

光光度法测子宫组胺 (HA) 量 ：NOS试剂盒测子宫 

组 织 NOS活 力 ；Car̈ v’S 定 ， 甲 苯 胺 蓝 染 色 

(Toluidine blue，TB) 示 MC：NBF 定 ，li'r啶橙 

(A(1ridine—Orange，AO) 皿示 子宫 月十素 f；f={性 细胞 ： 

CD34试剂盒进行微 m管密度(Microvessel(1ensitv． 

MVD) 色 ． 

1．3 数据处理 

各 组 试验 数据 均 以平 均数 ±标 准 误表示 ．片】 

SPSSl3．0软件中 One—waY ANOVA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小鼠胚胎生长发育指标测定结果 

由表 1呵 ．500 mg／kg和 750 rag／kg QAHR组 

平均胎仔重较对照组 著(P<O．05)增加：子宫胎盘 

重随拌饲的QAHR剂撼升高而增高．且 750 mg／kg 

QAHR组较对照组 著(P<0．05)增加 ；750 mg／kg 

QAHR组胎仔数较对照组 著(P<0．05)增加；500 

mg／kg和 750 mg／kg QAHR组 IUGR数较对照组显 

著(P<0．05)减少。而 250 mg／kg QAHR组与对照组 

相 比各项指标差异均不 著 

表 1 小 鼠胚胎生长发育指标测定结果 (n=35) 

胎仔 数 乎均胎仔重 子宫胎盘蘑 IUGR数 

组别 — 一 —了一 — _  ，、 Z ，、 

注： j埘j{f{组 比较 ，“ ’表 小差 娃著(P<O．05)．F表 

2．2 小鼠子宫 MC和肝素阳性细胞的分布 

经 TB与 AO染 色 的 切片观察 ．孕小 鼠子 宫 

MC及肝索 阳性细胞均主要 分布于肌 层近 管处 ． 

外膜 中较少，内膜内极少(网 1～5)；由表 2可见，500 

mg／kg和 750 mg／kg QAHR组小鼠子宫 MC及肝素 

阳性细 胞数较对 照组均显 著 (P<0．05)增加 ．250 

mg／kg QAHR组小鼠子宫 MC及肝素阳性细胞数与 

对照组相 比差异不显著 、 

一 一 一  
图 1 对 照组小 鼠子 宫 ． 

箭头所指 为 MC(TB，~100) 

图 2 500mg／kgQAHR sJx鼠子 宫 

箭 头所指 为 MC(TB，xl00) 

图 3 对照组小鼠子宫 ． 

箭头所指为 MC(AO。xl00) 

图 4 500 mg／kg QAHR #Jx鼠子宫 

箭头所指为 MC(AO。xl00) 

图5 750mg／kgQAHR组小鼠子宫． 

箭头所指 为 MC(AO。xl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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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小鼠子宫MC和肝素阳性细胞数测定情况(n=35) 表 3 小鼠子宫组织HA含量和 NOS活力 (n=l0) 

2．3 小鼠子宫 HA含量与 NOS活力测定 

由表 3叮见．500mg／kg和 750mg／kgQAHR组 

小 鼠子宫 HA含量较对照组 显著(P<0．05)降低 ． 

子宫组织 NOS活力较对照组 著(P<O．05)升高， 

250 mg／kg QAHR组小 鼠子宫 HA含量和 NOS活，J 

与对照组相 比差异不 著 ． 

2．4 子宫微血管的分布 

CD34具有染色强 、背 景清晰 、易计 数的特点 

阳性细胞呈棕黄色条索状 排列 ．广泛 分布_丁子宫 

组织的毛细 m管内皮细胞 ．许多含有多层平滑肌成 

分的厚壁大腔血管内皮细胞同时也着色(图6～8)、 

f=I=1表4可见．500 mg／kg和 750 mg／kg QAHR组小 

鼠子宫 MVD较对照组显著(P<0．05)增 多．Jfl『250 

mg／kg QAHR组小鼠子宫 MVD与埘照组相比差异 

不显著．． 

图 6 对照 sJx鼠子宫 ． 

箭头所指为血 管(CD34，xl00) 

图 7 500mg／kgQAHR组小鼠子 宫． 

箭头所指为血管(CD34，xl00) 

表 4 小 鼠子宫 MVD 数测定 (n=10) 

组 别 子宫 MVD／／条／nl【l1 

列照纰 

250 mg／kgQAitR 

500 mg／kgQAHR 

750 mWkgQAHR 

730．I3_+22．55 

781．35_+29．73 

833．O6±l3．73* 

845．73-+J 8．07* 

3 小结与讨论 

3．1 oAHR对孕鼠子宫 MC及其主要介质的影响 

子宫 内 MC的研究是生殖学的重要 内容 1．其 

释放的活性介质 HA具有舒张『f『【管平滑肌和松弛子 

宫平滑肌的作州．HP有改善低氧血症和微循环等 

作用 51．NO有舒张血管和降低血管阻力的作用 ．而 

且还有促血管生成的作用 ．． 

本试验中 ．AO染色显示的小 鼠子宫肝素 阳性 

细胞与 TB染色显示的 MC形态与分布十分相似， 

主要分布于肌层近血管处 ．外膜 中较 少，内膜中极 

少而不易看 见．形态多样 ．大小不一 ，胞浆内有大小 

不等 的 颗 粒 ．MC和肝 素 阳性 细 胞 在 数量 上 随 

QAHR 齐lJ量依赖性升高．肝素是 MC合成和分泌 

的主要介质 ．N0S是调节内源性 NO产生的关键 

【犬1素8 本试验IfI小鼠子宫、胎盘 HA随QAHR剂 

的升高而降低 ．NOS活力随 QAHR剂量的升高而 升 

高 、且本试验c1，小鼠胚胎生长发育相关指标F~QAHR 

图 8 750 mg／kg QAHR组小鼠子 宫 

箭头所 指为血管 (CD34，xlO0) 

添加剂量 的升高均有升高 ．IUGR数减少 综合分析 

认 为可能是 QAHR促进孕 鼠子宫 MC洲控其主 

介质释放共同调 节孕 鼠子宫徽 m管生成 、改善低氧 

症 、改善微循环 、促进子宫平滑肌舒张和渊 

胎发育的结果 9-“ 

3-2 QAHR对孕鼠子宫微血管生成的促进作用 

妊娠期间．血管发生和 管化足胚胎乍 K发育 

的基础⋯ MC可以刺激 血管 内皮细胞增 乍．NO能 

促使血管内皮生长L大J子等物质产生 ：HA仵体内外 

均有促血管生成 的作用 ：HP能特异性 刺激毛细 Ⅱ1L 

管内皮细胞迁移和I札管构成 ”：QAHR对鸡胚尿囊 

膜m管生成也有明 的促进作』{Jii21 

本研究采用内皮细胞特异性较离的 CD34抗原 

标记子宫 微 m【管 ．可 阳性细胞呈棕 黄色 ．广泛分 

布于子宫组织的毛细m管 内皮 ，}，}：多含有 多层平j{_} 

肌的血管也有着色，具有染色强 、背景清晰 、易 汁数 

的特点 数量上，小鼠子宫 MVD有随 QAHR刹 

增加呈依赖性升高的趋势．．由此 叮见．QAHR可能通 

过调节子宫内 MC促血管生成 子的释放和其本身 

的促血管生成作用 双向调节J0I倚生成 ．他子宫 I大】徽 

管数 目增加．进而促进母仔问的 养供给和加速 

代谢产物排除．为子宫内胎儿的生长发育提供允足 

的氧和营养素 ．这可能是 QAHR防治 1UGR 的部分 

机 理 。 

(下转 第9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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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到 ，种类最多 ，主要有 四大家鱼 、鳃 、赤眼鳟 ，未发 

现刀鲚 朱广其 在 2009年对鄱阳湖水道3个点进 

行调查，研究发现鲢、草鱼等江湖洄游性鱼类在 7～ 

10月数量最多。因此．鄱阳湖水道屏峰水域(位于水 

道中段)洄游鱼类种类数在夏、秋季丰水期多于春、 

冬季枯水期。夏、秋季丰水期是定居性鱼类产卵繁 

殖的季节 ．同时也是江湖洄游性鱼类幼鱼入湖的时 

期．以及鱼类的繁殖活动与洄游的高峰期 

在相对丰度方面．洄游鱼类的重量丰度在 3月 

最高．随后逐渐降低；至7月逐渐增大，到 9月中旬 

均维持较稳定的水平 数量丰度在 7月中下旬最 

大。本研究表明，在水位上升时期，洄游鱼类进入鄱 

阳湖水道时 ．其 占总渔获物相当大的比重 此次调 

查结果有力地说 明了洄游鱼类在 渔获物中的组成 

变化规律与此观点相符。另外。由于调查区域附近 

采砂活动的影响．导致鱼类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 

形成 了四大家鱼 的越冬场 ．这较好地解释了四大家 

鱼在冬季和春季初的渔获物中占较大的比例这一 

现象。 

4)渔业保护和利用措施 通江湖泊在维持长 

江水系生物多样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应加强对鄱 

阳湖的保护 ，保持 、维护和控制其 自由通江状态。对 

通江水道洄游鱼类群落结构变化的研究表明 ．长江 

与其连通水体可形成良好生境互补．保持水文 自然 

连通对补充湖泊鱼类资源 ．维持鱼类 自然种群有着 

重要意义。 

就长江中下游泛滥平原洄游鱼类保护来说 ．要 

做到以下几点 ：①从长江流域的角度出发 。维持江 

湖自然连通，适时实施水文调度；②完善保护和管 

理措施 。如延长禁 渔期 以完 全覆盖其 洄游 时间 ： 

③对于鄱阳湖的渔业增殖保护，严令禁止盲目围湖 

造 田，湖内严禁筑堤垦殖 ，扩大湖区植被覆盖率 ．加 

大水土保持力度 ，减少泥沙人湖淤积；④加强渔政 

管理。坚决打击非法捕捞和网具的使用．逐步减少 

直至完全取缔天然捕捞 ；⑤继续加强资源动态监 

测，掌握洄游鱼类资源的变动趋势．以便于更好地 

保护、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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