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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健安胶囊治疗乳腺增生病的实验研究

李　敏,廖松岩,李晓明, 祝晓光

[ 摘要] 目的:观察乳健安胶囊对实验性大鼠乳腺增生病的治疗作用。方法:复制动物乳腺增生模型, 灌乳健安,观察功能学 、组

织细胞学变化和性激素水平变化。结果:乳健安胶囊明显改善大鼠乳腺组织增生性病理形态学变化, 其主要表现为明显减少

乳腺小叶数和腺泡数 ,显著减小乳腺体积 、腺泡腔直径及乳房直径。同时显著降低血清雌二醇水平和血清孕酮水平( P <

0.01) 。结论:乳健安治疗乳腺增生病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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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Rujianan capsule on hyperplasia of mammary gland
LI M in, LIAO Song-yan, LI Xiao-ming , ZHU Xiao-guang

( Department of Pharmacology ,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233003,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Rujianan capsule( RJAC) on mammary hyperplasia in rats.Methods:RJAC,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 as given to hyperplasia model o f rats by per or al.The changes of mammary histocy tes, function and sex

hormone w ere observed.Results:RJAC can mend hyperplastic pathologic changes.I t can reduce the volume and diameter of mammary

g land, the number of breast leaflets and acini.The serum estrogen( E2 ) level and the serum progesterone( P) level were decreased( P <

0.01) .Conclusions:RJAC is effective in treatment of hyperplasia of mammary g land.

[ Key words] hyperplasia of mammary glands;mammarg glands, animal;rat model;Rujianan;estraciol;progesterone

　　乳腺增生病是最常见的乳腺疾病, 可发生于青

春期开始以后的任何年龄妇女, 约占全部乳腺疾病

的 75%。现代医学认为,乳腺增生病的发生与内分

泌功能紊乱 、卵巢功能失调致使体内雌激素水平增

高或活性增强 、孕激素水平降低 、孕激素与雌激素比

例失调有关。西医治疗此病主要采用性激素疗法和

内分泌疗法。使用中医药治疗本病,疗效可靠,副作

用少, 已逐渐被临床广泛采用 。乳健安是我院药物

研究所研制的中药制剂, 本实验通过制备大鼠乳腺

增生模型进行乳健安药效学研究,为其临床治疗乳

腺增生病提供可靠的实验依据 。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　Wistar 大鼠 60只,健康雌性未孕, 75 ～

85日龄,体重( 210±13) g 。由河南医科大学实验动

物中心提供,动物合格证号:医动字第 410116号 。

1.2　药物　乳健安胶囊,蚌埠医学院药物研究所提

供,批准号为 030720;乳增宁胶囊, 由安徽新力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蚌埠涂山制药厂提供, 国药准字

Z10950011;苯甲酸雌二醇注射液为上海通用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批准号:020402;黄体酮注射液

为上海通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批准号:

020404 。测定激素所用的放免试剂盒均由天津九鼎

医学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 。

1.3　造模 、分组 、给药　将大鼠随机分为 6组, 每组

1 0只, 其中1组作正常对照组, 肌肉注射生理盐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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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ml/kg, 每天 1 次, 连续 25 天。其余 5 组, 按

0.5 mg/kg肌肉注射苯甲酸雌二醇, 每天 1 次, 连续

20天,再肌肉注射黄体酮 5 mg/kg, 每天 1 次, 连续

5天[ 1, 2] 。各组造模结束后随机抽样, 检测造模成功

率。将造模成功后 5组大鼠进行以下处理:( 1) 病

理模型组, 灌服自来水 20 ml/kg;( 2)乳增宁组, 灌

服乳增宁 1.30 g·kg-1·d-1;( 3) 乳健安大 、中 、小

3个剂量组, 分别灌服乳健安 2.60 g·kg-1·d-1 、

1.30 g·kg
-1
·d

-1
、0.65 g·kg

-1
·d

-1
;( 4) 正常对照

组,灌服自来水 20 ml/kg 。连续给药 12周 。

1.4　取材　末次给药后 2 h, 用乌拉坦 1.20 g/kg

腹腔麻醉,颈动脉采血进行激素测定,放血处死后游

标卡尺测第二 、三对乳头高度,取下第二对完整乳房

组织, 10%甲醛溶液固定,石蜡包埋切片,苏木精-

伊红染色, 光镜( 10×10)下观察乳腺组织的病理学

变化 。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 q 检验及秩和

检验 。

2　结果

2.1　对大鼠乳头高度的影响　实验结果可见,病理

模型组比正常对照组大鼠第二 、三对乳头高度显著

增高( P <0.01) 。乳增宁 、乳健安大鼠第二 、三对乳

头高度明显低于病理模型组( P <0.01) , 与正常对

照组之间差异均无显著性( P>0.05) (见表 1) 。

表 1　乳健安对各组大鼠乳头高度的影响( x±s)

分组 n
乳头高度( mm)

第二对 第三对

正常对照组 10 1.87±0.22　 1.85±0.22　

病理模型组 10 2.51±0.38■■ 2.43±0.35■■

乳增宁组 10 1.92±0.05＊＊ 1.90±0.10＊＊

乳健安小剂量组 10 1.89±0.14＊＊ 1.93±0.22＊＊

乳健安中剂量组 10 1.98±0.19＊＊ 1.93±0.16＊＊

乳健安大剂量组 10 1.91±0.11＊＊ 1.88±0.09＊＊

F — 13.82 10.97

P — <0.01 <0.01

MS组内 — 0.044 0.044

　　q 检验:与病理模型组比较＊＊P<0.01;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P<0.01

2.2　对乳腺组织的影响　光镜下观察可见:正常对

照组大鼠乳腺组织,导管紧缩,有少量腺泡, 但无扩

张,均属非增生乳腺组织。病理模型组乳腺组织均

有轻 、中 、重度增生
[ 3]
。轻度增生:表现为导管扩张

不明显,上皮增生, 无明显乳头形成或小叶轻度增

生,腺泡上皮增生未充满腺腔,无明显囊泡形成。重

度增生:表现为导管扩张明显, 上皮增生呈乳头状,

小叶明显扩张,腺泡上皮增生充满腺腔,明显囊泡形

成 。中度增生介于两者之间。本实验结果表明, 正

常对照组为正常乳腺组织结构, 无增生病变,而模型

组病变较为严重。乳健安各组与模型组比较乳腺组

织均有所改善。其中乳健安大剂量组效果最为显

著 。乳健安中 、小剂量组及乳增宁组乳腺组织变化

亦明显改善(见表 2) 。

表 2　乳健安对各组大鼠乳腺组织病变程度的影响

分组 n
病理变化程度

无变化 轻 中 重
Hc P

正常对照组 10 10 0 0 0

病理模型组 10 0 1 4 5

乳增宁组 10 1 6 2 1 31.00 <0.005

乳健安小剂量组 10 1 4 4 1

乳健安中剂量组 10 2 5 2 1

乳健安大剂量组 10 3 5 2 0

2.3　对性激素水平的影响　乳腺增生具有明显的

雌激素依赖性,病理模型组血清雌激素( E2 )及孕酮

( P )均明显高于各用药组和正常对照组( P <0.01) 。

E2含量除大剂量组( P >0.05)外, 各用药组均高于

正常对照组 ( P <0.05 ～ P <0.01) , 而乳增宁组和
乳健安大剂量组的 P 含量均低于正常对照组( P <

0.01) ,其余用药组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无显著性

( P>0.05) (见表 3) 。

表 3　乳健安对各组大鼠性激素水平的影响( ng/ L;x±s)

分组 n
性激素

E2 P

正常对照组 10 11.52±1.72＊＊ 35.18±8.56＊＊

病理模型组 10 24.41±3.54　 59.68±5.69　

乳增宁组 10 17.00±6.39＊＊■■ 24.55±2.64＊＊■■

乳健安小剂量组 10 19.10±2.26＊＊■■ 38.90±6.11＊＊■■

乳健安中剂量组 10 16.35±2.97＊＊■■ 34.35±3.72＊＊■■

乳健安大剂量组 10 13.38±2.82＊＊■■ 22.90±4.28＊＊■■

F — 15.78 57.67

P — <0.01 <0.01

MS组内 — 13.034 30.351

　　q检验:与病理模型组比较＊＊P<0.01;与正常对照组比较

■■P<0.01

3　讨论

　　孕酮配合少量雌激素肌肉注射是常用的乳腺增生

造模方法
[ 1, 4]

, 本实验采用的模型优点是与人类乳腺

增生病变基本一致,复制成功率 100%,可重复性强,稳

定可靠,是目前最理想的动物乳腺增生病模型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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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kDa层粘连蛋白受体在胆囊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鲁贻民,刘会春,刘金新

[ 摘要] 目的:研究 67 kDa层粘连蛋白受体( 67LR)在胆囊癌中的表达情况与其生物学行为之间的关系。方法:应用免疫组织

化学 SP法检测 40例胆囊癌 、21 例慢性胆囊炎及 9 例胆囊腺瘤组织中 67LR的表达。结果:胆囊癌组织中 67LR阳性表达率

为 52.50%, 明显高于慢性胆囊炎( P<0.01) ,而与胆囊腺瘤差异无显著性 ( P >0.05) 。 67LR阳性表达率淋巴结转移者明显

高于无淋巴结转移者( P<0.005) 。结论:67LR可能在促进胆囊腺瘤恶变以及胆囊癌细胞获得浸润 、转移能力等方面起作用。

[ 关键词] 胆囊肿瘤;层粘连蛋白受体;免疫组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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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of 67 kDa laminin receptor in gallbladder carcinomas and its significance
LU Yi-min, LIU Hui-chun, LIU Jin-xin

( Department of Hepatobiliary S urgery , Af 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 , Bengbu 233004,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67 kDa laminin receptor( 67LR) with its biolo gical behavior of

g allbladder car cinoma.Methods:The 67LR protein expression in 40 cases of g allbladder carcinoma, 21 cases of chronic cholecystitis and

9 cases of gallbladder adenoma were detect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SP method.Results: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of 67LR w as

52.50% in the cases with gallbladder carcinoma, which w 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with chronic cholecystitis( P <0.01) ,

w here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de tected betw een the cases with gallbladder adenoma or carcinoma( P >0.05).The positive

expression rate of 67LR in gallbladder carcinoma with lymph node metastasi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w ithout metastasis

( P<0.005) .Conclusions:67LR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bo th premalignant transformation of g allbladder adenoma and

acquisition of the invasive and metastasis ability.

[ Key words] gallabladder neoplasms;laminin recepto r;immunohistochemistry

　　浸润和转移是恶性肿瘤特别重要的生物学特 征,两者产生的分子生物学基础是细胞与细胞 、细胞

与其基质间网络结构系统紊乱所致[ 1] 。层粘连蛋

白( LN)及层粘连蛋白受体( 67LR)是网络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之一, 并且 67LR在 LN 调节肿瘤细胞生

长 、分化 、黏附及浸润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

前对67LR在多种恶性肿瘤中的表达情况报道不少,

　　乳腺增生病的发病原因主要是由于内分泌激素

失调(雌激素与孕激素平衡失调)所致, 表现为黄体

期孕激素分泌减少, 雌激素量相对增多,致使乳腺组

织长期受雌激素刺激, 缺乏孕激素的节制与保护作

用,乳腺导管和小叶在周而复始的月经周期中,增生

过度而复旧不全,从而导致乳腺增生病的发生 。

乳腺增生中医属于乳癖( mammaryaddict ion)范

畴,中医认为“情志内伤, 肝郁气滞;肝肾不足, 冲任

失调;痰瘀凝结,乳络受阻;阳明胃热, 热伤血络”是

本病的特点。中医治疗原则是疏肝解郁 、理气止痛 、

调理冲任 、活血化淤 、软坚散结, 注重标本兼治[ 5] 。

乳健安胶囊正是根据这一理论及治病原则而设计

的,其主要由艾川 、楝子叶 、柴胡 、淫羊藿 、白芍等组

成,艾叶散寒止痛,温经止血, 柴胡疏肝解热 、调经,

川楝子舒肝,行气止痛, 淫羊藿补肾壮阳, 白芍柔肝

止痛[ 6] 。本实验结果表明, 乳健安各剂量组大鼠乳

房高度明显低于病理模型组,与正常对照组结果相

近;乳腺组织增生病变程度明显轻于病理模型组;用

乳健安后大鼠体内 E2 、P 水平均低于病理模型组。

研究结果表明乳健安对乳腺增生有良好的治疗效

果,其作用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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