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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素 、生长抑素对急性胰腺炎大鼠肠黏膜细胞的保护机制
吴　薇,张　嘉,刘牧林, 程兴望

[摘要 ]目的:探讨急性胰腺炎大鼠肠黏膜细胞膜的流动性和细胞膜 “钙泵”活性的变化机制,并研究大黄素和生长抑素对上述

变化影响。方法:雄性 SD大鼠 80只,随机分为假手术组 、生理盐水处理组 、大黄素处理组 、生长抑素处理组, 5%牛磺胆酸钠

逆行性胆胰管注射制作急性胰腺炎大鼠模型,制模 6 h后测定大鼠回肠组织细胞膜钙泵活性 、荧光偏振度值 、丙二醛含量及回

肠组织黏膜血流量。结果:与生理盐水处理组相比较, 大黄素处理组和生长抑素处理组的丙二醛含量降低 (P<0.01), 细胞膜

钙泵活性 、细胞膜流动性增加 (P<0.01),肠黏膜缺血得到显著改善。结论:大黄素和生长抑素可通过改善肠黏膜缺血 、提高

钙泵活性并改善肠黏膜细胞膜流动性,从而起到保护肠黏膜屏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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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ofemodinandsomatostatininprotectionofintestinalmucosalbarriercells

inratswithacutepancreatitis
WUWei, ZHANGJia, LIUMu-lin, CHENGXing-wang

(DepartmentofGastrointestinalSurgery, AffiliatedHospitalofBengbuMedicalCollege, Bengbu233004,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explorethealterativemechanismofintestinalmucosalcellmembranefluidityandcalciumpumpinratswith

acutepancreatitis(AP), andtostudytheeffectsofemodinandsomatostatinonthem.Methods:EightymaleSDratswererandomly

dividedintofourgroups:shamoperationgroup(SO), normalsaline(NS) group, emodingroupandsomatostatingroup.Intestinalmucosal

cellmembraneCa2+-Mg2+ATPaseactivity, fluorescencepolarization, malondialdehyde(MDA) contentandbloodflowofintestinal

mucosaweredetermined6 hoursafterthemodelratsofacutepancreatitiswereestablished.Results:Intheemodingroupand

somatostatingroup, theMDAcontentwaslowerthanthatintheSOgroup(P<0.01) , Ca2+-Mg2+ATPaseactivityandmembranefluidity

werehigherthanthoseinSOgroup(P<0.01)andthedecreasedvalueofbloodflowofintestinalmucosawaslowercomparedwiththat

ofSOgroup.Conclusions:Emodinandsomatostatincanprotectthefunctionofintestinalmucosalbarrierbyamelioratingintestinal

mucosaischemia, improvingcalciumpumpactivityandelevatingintestinalmucosalcellmembranefluidity.

[ Keywords] pancreatitis;emodin;somatostatin;intestinalmucosalbarrier;rats

　　急性胰腺炎 (acutepancreatitis, AP)大鼠存在不

同程度肠黏膜屏障功能障碍,肠黏膜受损和肠道细

菌 、内毒素移位是重要因素
[ 1]
。本文旨在从细胞水

平探讨 AP大鼠肠黏膜细胞膜流动性和细胞膜 “钙

泵 ”活性的变化及其改变机制,并进而研究大黄素和生

长抑素对上述变化及大鼠肠黏膜血流变化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和仪器　荧光探针 1, 6-二苯基 1, 3, 5-已

三烯 (Sigma公司 ) , 哇巴因 (Ouabain) ( Sigma公

司 ) , 1, 1, 3, 5-四乙氧基丙烷 (东京化成工业株式会

社 ) ,大黄素 (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药物研究所 ) ,生

长抑素 (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牛磺胆酸钠

(Sigma公司 ), LS-Ⅲ型组织血流仪 (北京神经外科

研究所研制生产 ) 。

1.2　方法　

1.2.1　动物分组和模型制备　雄性 SD大鼠 80

只, 体重 220 ～ 280 g,随机分为 4组:假手术组,生理

盐水处理组,大黄素处理组, 生长抑素处理组, 每组

20只,术前 12 h禁食,自由饮水 。AP动物模型制作

方法:采用 5%牛磺胆酸钠经胰胆管逆行加压注射

0.1ml/100g, 5min后可见整个胰腺出现明显充血 、

水肿 、片状出血,证实 AP动物模型已建立成功。大

黄素处理组:AP模型建立后经股静脉注入大黄素每

6h0.25mg/100 g;生长抑素处理组:股静脉注入生

长抑素首剂 0.1 μg/100g后以每 1 h0.2 μg/100 g

维持;生理盐水处理组 (NS组 ):股静脉注入等量生

理盐水;假手术组 (SO组 ):仅开腹后翻动牵引胰

腺,不注射牛磺胆酸钠 。各组动物均于术后 6 h处

死, 测定回肠组织细胞膜钙泵活性 、荧光偏振度值

(P值 ) 、丙二醛 (malondialdehyde, MDA)含量及回肠

组织黏膜血流 。

1.2.2　测定指标　( 1)钙泵 (Ca
2+
-Mg

2+
ATPase)测

定:采用酶促反应方法测定回肠黏膜组织中细胞膜

124 JBengbuMedColl, March2006, Vol.31, No.2
DOI :10.13898/j.cnki.issn.1000-2200.2006.02.005



钙泵活性。 ( 2)P值测定:膜悬液与荧光探针混合孵

育后, 在荧光分光度计下测定其荧光强度, 计算 P

值 。P值越高, 细胞膜流动性越低 。 ( 3)MDA含量

测定:采用 TBA比色法测定膜悬液中 MDA含量 。

( 4)回肠组织黏膜血流测定:以 LS-Ⅲ型组织血流仪检

测各组大鼠回肠组织黏膜血流。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 q检验及直线

相关分析。

2　结果

2.1　各组大鼠回肠组织黏膜细胞钙泵活性 、P值 、

MDA含量　NS组回肠黏膜细胞膜的流动性较 SO

组显著下降,钙泵活性降低, 而 MDA含量则明显升

高 (P<0.01);大黄素处理组和生长抑素处理组回

肠黏膜细胞膜的流动性较 NS组增加, 钙泵活性显

著增高,而 MDA含量则下降 (P<0.01)。各组大鼠

回肠组织黏膜血流测试结果显示, NS组回肠黏膜血

流显著降低,而大黄素组和生长抑素组血流降低被

显著阻遏,均低于假手术组 (P<0.01) ,大黄素组血

流下降值小于生长抑素组 (P<0.01) (见表 1)。

2.2　P值 、钙泵活性与 MDA含量的相关性 　P值

与 MDA含量相关性分析示 r=0.72, P<0.01;钙泵

活性与 MDA含量相关性分析示 r=-0.76, P<
0.01。可看出, 细胞膜流动性下降 、钙泵活性的降低

与 MDA含量呈显著负相关。

表 1　回肠组织黏膜细胞钙泵活性 、P值 、MDA含量 (x±s)

分组 n
Ca2+-Mg2+ATPase

[ μmolpi· (mg· pr) -1· h-1 ]
P值

MDA

(nmol/mg· pr)

回肠黏膜血流下降值

[ ml· min-1· ( 100g) -1]

SO 20 26.72±8.62 0.20±0.03 0.12±0.01 10.07±3.25

NS 20 5.84±1.65＊＊ 0.29±0.04＊＊ 0.20±0.03＊＊ 102.65±12.64＊＊

大黄素 20 14.61±4.63＊＊■■ 0.23±0.02＊＊■■ 0.13±0.02■■ 44.28±17.62＊＊■■

生长抑素 20 13.18±5.34＊＊■■ 0.22±0.02＊■■ 0.12±0.02■■ 62.75±15.16＊＊■■##

F — 47.19 36.36 66.30 167.52

P — <0.01 <0.01 <0.01 <0.01

MS
组内 — 31.745 0.001 0.005 177.656

　　q检验:与假手术组比较＊P<0.05, ＊＊P<0.01;与生理盐水组比较■■P<0.01;与大黄素组比较##P<0.01

3　讨论

　　急性胰腺炎 (AP)时肠道机械屏障和免疫屏障

受损, 肠腔内细菌和内毒素移位 。同时,大量炎症介

质和细胞因子被激活而引起全身炎症反应, 同时肠

道处于缺血缺氧状态,均可加重肠黏膜屏障损害,继

可引起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和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

征的发生。本研究采用电解 H2 清除法为原理的

LS-Ⅲ型组织血流仪对实验性 AP大鼠肠黏膜血流

进行动态研究, 结果显示, 应用大黄素和生长抑素

后,肠黏膜血流下降得到有效阻遏, 6 h下降值显著

低于非治疗组,提示大黄素和生长抑素可改善肠黏

膜缺血,起到保护肠黏膜屏障的作用 。

相关分析提示,细胞膜流动性下降 、钙泵活性降

低与组织中脂质过氧化产物增加 、钙离子增多有关 。

通常情况下, 细胞外液 Ca
2+
浓度在 10

-3
mol/L, 细

胞内 Ca
2+
在 10

-6
～ 10

-8
mol/L。这一浓度梯度的维

持是通过细胞膜上交换机构或胞内质网 、线粒体等

细胞器实现的, 其中钙泵起着重要作用。钙泵活性

的减弱则会导致细胞内 “钙超载 ”, 导致脂质过氧化

物的增多,并促使大量氧自由基产生,而脂质过氧化

物异常增多是导致脏器损伤的重要介质
[ 2]
。氧自

由基的增多使得膜蛋白质交联, 破坏磷脂的不对称

分布,从而出现膜脆性增加 、流动性下降;而脂质本

身过氧化,脂肪链断裂或交联可导致镶嵌在膜上的

ATP酶活性受抑制, 细胞膜流动性下降 、功能异

常
[ 3]
。

中医将大黄对 AP治疗功用归之为通里攻下 、

清热利胆等 。大黄素是大黄水溶液的主要有效成

分, 其具有抑酶 、抑菌 、止泻 、解除肝胰壶腹括约肌痉

挛作用,体外实验证实大黄素对 NF-κB活化有抑制

作用,并对脂多糖刺激下的 TNF-α、IL-6、IL-10、iNOS

分泌有显著抑制作用
[ 4, 5]

, 并可抑制二十碳烯酸异

常代谢 、恢复或增强细胞保护机制
[ 6]
。我们以前的

研究发现大黄素可诱导重症 AP大鼠胰腺腺泡细胞

凋亡,降低淀粉酶值,减少 IL-6释放, 减轻胰腺病理

损害
[ 7]
。另有学者发现静脉输注大黄素可改善重

症胰腺炎大鼠的预后和降低病死率
[ 8]
。生长抑素

可抑制胰酶分泌 、保护胰腺组织 、减轻内毒素移位 、
抑制细胞因子产生和释放

[ 9]
, 可诱导不同肠段肠黏

膜上皮细胞凋亡
[ 10]

,对肠黏膜屏障有保护作用 。

本研究结果表明,大黄素组和生长抑素组肠黏

膜细胞膜悬液中 MDA含量降低, 显著低于非治疗

组, 而钙泵活性 、细胞膜流动性则较非治疗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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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表皮黑素细胞培养条件的探讨

张汝芝
1
, 朱文元

2
,马　佳

3

[摘要 ]目的:比较培养基添加成分不同对体外培养黑素细胞生长的影响。方法:包皮取自小儿,采用分离酶和胰酶两步消化,

加不同的添加成分的培养基,逐日观察黑素细胞增殖速度和树突伸展状态。 结果:来自小儿包皮的黑素细胞易存活, 增殖很

快。胰酶和分离酶消化的标本 ,成纤维细胞较少, 差胰酶处理去除角质形成细胞后为纯净的黑素细胞。 采用添加人黑素细胞

生长成分 (HMGS)的 254培养基, 细胞增殖快,黑素细胞树突数目和分级增多。结论:小儿包皮用分离酶结合胰酶消化, 以含

HMGS的 254培养基孵育可获得大量纯净的表皮黑素细胞。

[关键词 ] 黑素细胞;培养基;免疫组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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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ofcultureconditionforhumanepidermismelanocytesgrowthinvitro
ZHANGRu-zhi1, ZHUWen-yuan2, MAJia3

( 1.DepartmentofDermatology, AffiliatedHospitalofBengbuMedicalCollege, Bengbu233004;

2.DepartmentofDermatology, TheFirstAffiliatedHospitalofNanjingMedicalUniversity, Nanjing210029;

3.DepartmentofBiochemistry, BengbuMedicalCollege, Bengbu233030, China)

[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ectsoftwomediumssupplementedwithvariousingredientonepidermalmelanocytes

culture.Methods:TheforeskinsfromaninfantweretreatedwithdispaseIItoseparateepidermisfromdermis, andtreatedwithtrypsin

forobtainingsinglecellsuspensions.Thecellswereculturedindifferentmediasupplementedwithcellgrowthcomponent.The

proliferationanddendritesofculturedmelanocyteswereobserveddaybyday.Results:Themelanocytesfrominfantforeskinshowed

potentvitality.Thefibroblastscellsinculturedecreasedafterdispaseandtrypsindigestingspecimen.Therapidproliferationand

increaseddendritesofmelanocytesin254 mediasupplementedwithhumanmelanocytegrowthsupplement(HMGS) wereobserved.

Conclusions:Infantforeskinstreatedwithdispaseandtrypsinandculturedwith254containingHMGS, weresuitableformelanocyteculture.

[ Keywords] melanocytes;culturemedia;immunohistochemistry

　　1982年黑素细胞体外纯培养取得突破 。 1987

年 Lerner等把培养的黑素细胞开始应用于临床。

人们利用黑素细胞培养技术, 把少量皮肤组织培养

出大量黑素细胞,用来治疗白癜风 、色素调节剂研究

等。我们在长期对色素调节剂的研究中,体会到黑

素细胞的标本来源 、消化酶 、消化时间 、培养基成分

本文从细胞水平揭示大黄素和生长抑素可能通过提

高钙泵活性,抑制钙离子内流, 减少氧自由基生成,

改善肠黏膜细胞膜流动性,起到保护肠黏膜细胞 、保

护肠黏膜屏障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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