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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型胶原酶尾壳核内注射致 

中重度脑出血大鼠模型的建立 

王 坤，张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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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 医学 · 

[摘要]目的：通过Ⅳ型胶原酶+肝素钠尾壳核内注射建立一种稳定的中重度脑出血大鼠模型。方法：66只sD大鼠随机分成 

Ⅳ型胶原酶0．4 U组(A组，12只)、1V型胶原酶0．6 U组(B组，42只)及Ⅳ型胶原酶0．8 U组(C组，12只)，3组同时均配伍 

肝素4 U。制作脑出血模型后A组24、72 h，B组4、12、24、48、72 h以及5、7 d，C组24、72 h对大鼠进行神经功能学评分检测 

肢体功能缺损情况，通过多媒体病理图像分析仪测定脑血肿体积大小及水肿带体积大小。结果：24、72 h血肿体积、水肿体积 

及神经功能评分3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A组血肿体积小，较弥散，水肿带较窄，神经功能缺损较轻；B、C组 

血肿体积大，边界清楚，水肿带较宽，神经功能缺损重；但 C组病死率高达37％，B组病死率较低，<6％。结论：0．6 U 1V型胶 

原酶+4 U肝素尾壳核内注射可以诱导建立稳定的中重度脑出血大鼠模型，模型肢体功能缺损明显，存活率高，能作为促进脑 

出血大鼠神经功能恢复研究的可靠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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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moderate to severe cerebral hemorrhage model by injecting 

type IV collagenase into caudate putamen nuclei 

WANG Kun，ZHANG Shao-jun 

(Department ofNeurosurger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0bjecfive：To establish moderate to severe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models by injecting type IV collagenase and heparin 

into the caudate putamen nuclei of rats．Methods：A total of 66 SD ra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IV coHagenase 0．4 U +heparin 

4 U injection group(group A，12 rats)，1V collagenase 0．6 U +heparin 4 U injection group(group，B 42 rats)and IV collagenase 

0．8 U+heparin 4 U injection group(group C，12 rats)．The neurological behavior scores of the rats in group A and group C were 

assessed at 24 and 72 hour after the injection，and those of group B were assessed at 4，12，24，48，72 hour，5 and 7days after the 

injection．The volume of hematoma and edema was detected by multimedia pathological imaging analysis system．Results：The scores of 

neurological behavior，the volume of hematoma and edema had obvious difference among the three groups(P<0．O1)．The hematoma in 

group A was small an d diffused，the edema strip Was narrow，and the neurological deficit was light compared with those of group B and 

C．However，the mortality after injection was 37％ in group C，which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ther two groups．Conclusions：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 models can be established by injecting 0．6 U IV collagenase and 4 U heparin into the candate putamen nuclei 

of rats．The models have obvious neurological deficits and a high persistence．which may be used for the study of intraeerebral hemorrh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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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出血占脑卒中的 10％ ～15％，病死人数约占 

脑卒中病死者的50％。80％的存活者遗留不同程 

度的神经功能障碍 j，其引发的病理生理变化复杂 

多样。如何建立一种简单、快捷且重复性好，同时又 

与人类脑出血接近的中重度脑出血模型，是出血性 

脑血管疾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现对不同剂 

量Ⅳ型胶原酶 +相同剂量肝素钠尾壳核内注射建立 

的脑出血大鼠模型从形态学及神经功能学进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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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1 试剂与仪器 立体定向仪(江湾Ⅱ型，上海)， 

电钻(NSK—NE22L型，日本)，手术器械包 1个，微量 

注射器，切片机，多媒体病理图像分析仪，肝素钠注 

射液(沪生物 12 500 U／2 m1)，IV型胶原酶125 U／mg 

(Sigma公司产品)，用生理盐水液分别配成浓度为 

0．2 U／pd IV型胶原酶 +2 U／pd肝素，0．3 U／ lⅣ型 

胶原酶 +2 U／ l肝素，0．4 U／ l IV型胶原酶 + 

2 U／txl肝素液体，常规4 cI=保存备用。 

1．2 实验动物及分组 成年 SD雄性大鼠 66只， 

4～6月龄，体重300～350 g，由蚌埠医学院动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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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提供；以标准饲料喂养和自由饮水，从实验前 

1周开始至实验结束始终保持室温2O～25 cC及恒 

定的湿度，环境保持安静。随机按Ⅳ型胶原酶剂量 

将大鼠分为3组：A组(0．4 U胶原酶 +4 u肝素)共 

12只，24 h与 72 h各 6只；B组(0．6 U胶原酶 + 

4 u肝素)共 42只，4、12、24、48、72 h及 5、7d各 

6只；C组(0．8 u胶原酶 +4 U肝素)共12只，24与 
^ 

72 h各 6只。 

1．3 动物模型的建立 大鼠术前12 h禁食，4 h禁 

水，10％水合氯醛4 ml／kg腹腔麻醉，保证手术操作 

期间大鼠有自主呼吸，俯卧固定于江湾型动物头颅 

立体定位仪上，门齿钩平面 比耳 间线平面低 

2．4 mm。剪去头部背侧的鼠毛，皮肤消毒。在两耳 

间连线与两眼的连线正中切开头皮长 1 cm，暴露颅 

骨，30％过氧化氢液腐蚀颅骨上腱膜及颅骨外膜，暴 

露前囟，以前囟为原点，向左 3 mm，向后 1 mm，用电 

钻钻一直径约 1 mm的圆孔，用微量注射器沿钻孔 

方向垂直进针，深度 6 mm为注射点(尾状核) 。A 

组注射肝素Ⅳ型胶原酶生理盐水液2 l(1 txl含胶 

原酶0．2 U、肝素2 u)；B组注射肝素Ⅳ型胶原酶生 

理盐水2 l(1 l含胶原酶0．3 U、肝素2 U)；C组： 

注射肝素Ⅳ型胶原酶生理盐水 2 l(1 l含胶原酶 

0．4 U、肝素 2 U)。缓慢匀速 推注 5 min，静 置 

2 min，缓慢2 min退出，共计 9 minl3 J。骨蜡封住颅 

孔，缝合皮肤切口。 

1．4 脑血肿体积与水肿带体积测定 标本制作参 

照文献[4]。3组大鼠达到规定的观察时相点后，腹 

腔麻醉，大鼠固定 ，开胸后首先夹闭腹主动脉，经左 

心室插管至升主动脉，快 速灌 注 4 o【=生理盐水 

100～150 ml至流出清亮液体，继之以4％中性多聚 

甲醛 150 ml灌注固定，先快后慢，共持续 20 min左 

右断头取脑，再置于 10％多聚甲醛固定液中密闭固 

定 24 h。标本从后至前以0．6 mm为一间隔做冠状 

等距连续切片，选用有血肿的切片行常规苏木精 一 

伊红(HE)染色后用图像采集系统计算血肿体积、水 

肿带体积 』，按比例测算血肿最大层面互为垂直的 

横径与纵径 ，根据多田公式(血肿带体积 =,rr／6×血 

肿最大层面最长横径 ×纵径 X血肿层数 ×层厚 ，水 

肿带体积=,tr／6 X水肿带最大层面最长横径 X纵径 

×水肿层数 ×层厚 一血肿体积计算)。 

1．5 神经功能缺损评分 按 Longa等“。 5分制为 

神经功能评分标准：0分，无神经损伤症状；1分，不 

能完全伸展对侧前爪或后爪；2分，向手术对侧转 

圈；3分 ，向手术对侧倾倒；4分，不能 自发行走，意 

识丧失。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方差分析和q检验。 

J Bengbu Med Coil，April 2011，Vo1．36，No．4 

2 结果 

2．1 脑血肿体积大小测定 术后死亡大鼠共 9只， 

A组无死亡，B组48与72 h各死亡 1只，C组 24 h 

死亡 3只，72 h死亡4只。死亡大鼠解剖发现血肿 

较大，水肿重，血肿直径达 6～7 mm。死亡大鼠予以 

剔除，并重新制作相同剂量与时间组予以补充。 

3组脑出血模型都有明显的血肿，A组血肿体积小 ， 

较弥散；B组血肿形成大小较均匀 ，边界清楚且病死 

率<6％；C组血肿体积大，但病死率高达37％。24 

与72 h 3组不同剂量Ⅳ型胶原酶制作的大鼠脑出 

血模型血肿体积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 

(见表 1)。 

表 1 3组血肿体积( )测定结果比较 

q检验：与 A组比较 P<O．01；与 B组比较##P<0·O1 

2．2 脑水肿体积大小测定 术后24与72 h 3组大 

鼠脑出血模型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脑水肿 ，在光学显 

微镜下示血肿周围出现宽窄不等的水肿带，最宽达 

2 mm，3组脑出血模型水肿体积在 24与 72 h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3组水肿体积( )测定结果比较 

q检验：与 A组比较 }P<0．01；与 B组比较}}#P<0．01 

2．3 Longa神经功能评分 术后死亡 9只未予评 

分，其余均在 24、72 h处死前进行 Longa神经功能 

评分(见表 3)。 

2．4 B组不同时间脑血肿体积、水肿体积与神经功 

能评分的变化 注射0．6 U 1V型胶原酶+4 u肝素 

后不同时相点，大鼠脑内尾状核部位均出现明显血 

肿(见表4)。血肿体积24 h内逐渐增加，24 h达最 

大，之后逐渐吸收，7 d基本吸收。水肿体积72 h内 

逐渐增加，72 h达最大，之后逐渐吸收，7 d基本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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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Longa神经功能评分示，术后神经功能损伤逐 

渐加重，48 h达高峰，以后逐渐好转。 

表3 3组 Longa神经功能评分结果比较 

q检验：与 A组比较 P<0．05， $P<0．O1；与 B组比较#尸< 

0．05．样#P<0．01 

表 4 B组不同时间血肿体积、水肿体积及神经功能评分 

的变化(n =6) 

3 讨论 

目前常用的实验性脑出血模型主要有 4种：胶 

原酶诱导法、自体血注入法、微球囊充胀法、自发性 

脑出血法，其中尤以胶原酶诱导法应用较广，其首先 

由Rosenberg等 于 1990年创造性地建立，后 由 

Del Bigio等 加入肝素钠予以改进，提前了血肿形 

成时间。目前，胶原酶诱导法已经成为常用的实验 

性脑出血模型制作方法，其重复性好，且简单快捷， 

与人类脑出血在病理生理等方面很相似。 

Peeling等 一。。用Ⅳ型胶原酶成功建立了稳定 

的少量脑出血动物模型，血肿体积多 <20 Ixl，神经 

功能缺损较轻。我们对不同剂量的Ⅳ型胶原酶联合 

相同剂量的肝素注射到尾状核获得的动物模型从血 

肿体积、水肿体积与神经功能缺损等方面进行比较 

发现，0．4 u胶原酶 +4 u肝素建立的脑出血模型血 

肿体积小，多<20 Ixl，且血肿较弥散，出血周围有一 

狭窄的水肿带，神经功能损伤较轻。0．8 U胶原酶 

+4 u肝素建立的脑出血模型血肿体积大，最大达 

128．21 l，依据大鼠脑 1 ILl出血相当于人 0．75 ml 

出血_1 ，故相当于人96 ml的血肿；出血周围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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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较宽，神经功能损伤重，多伴有意识丧失，但病死 

率高达35％。而 0．6 U胶原酶 +4 u肝素建立的脑 

出血模型术后 4 h就出现明显的血肿，24 h内血肿 

体积逐渐增加，到24 h血肿体积达5O l左右，相当 

于人脑出血量约40 m1，且血肿边界清楚，血肿周围 

有明显的水肿带，水肿体积72 h达高峰，以后逐渐 

减轻，神经功能缺损明显并与血肿体积、水肿带体积 

密切相关。这些与人 自发性中重度脑出血在生理病 

理有许多相似之处，且该模型病死率 <6％，这与我 

们要求建立一种简单、快捷、重复陛好且与人类脑出 

血又相似都相符合，故我们认为，0．6 U胶原酶 + 

4 u肝素诱导的中重度脑出血模型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当然，胶原酶肝素诱导的脑出血模型也有不足 

之处。胶原酶是一组能特异降解间质和基膜胶原成 

分的金属基质蛋白，此方法诱导的脑出血区实际上 

为弥漫性渗血与脑组织混合在一起，并非一个完全 

的血肿，出血速度也比自发性脑出血慢得多，此外，胶 

原酶诱发的炎症反应比注自体血脑出血更强烈  ̈， 

我们以后将努力对此脑出血模型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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