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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慢性萎缩性胃炎（CAG）病证结合大鼠肝组织病理及功能变化特征。方法

以雄性

Wistar 大鼠为实验材料，采用“四因素”综合造模法制备 CAG 病证结合大鼠模型。用实验动物证候综合评价

量表分别采集造模第 28 周和 40 周大鼠的证候要素，同时抽检大鼠血清 AST、ALT 水平和肝组织病理变化。
肝组织病理检测方法

冰冻切片经常规过碘酸-Schiff 染色和硝基蓝四氮唑染色，分别显示肝细胞内糖原和

琥珀酸脱氢酶（SDH）的分布；石蜡切片经 HE 染色观察肝组织病理学改变；超薄切片用透射电镜观察肝细胞
造模 28 周，CAG 大鼠表现为脾气虚证型；造模 40 周，CAG 大鼠出现脾虚为主、兼有

超微结构的变化。结果

血瘀的证型。与正常组比较，造模 28 周大鼠血清 ALT 和 AST 水平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造模 40 周，大鼠血清 ALT 水平仍显著增高（P＜0.05），而 AST 水平变化不显著（P＞0.05）。组织病理学观察：
造模 28 周时，肝细胞索排列紊乱，肝细胞肿胀；肝组织呈现斑状糖原缺失区，中央静脉周围肝细胞的 SDH 含

量显著减少；透射电镜下，肝细胞内线粒体肿胀、变形，内质网减少，糖原颗粒减少，胞质内出现空泡样改变。
造模 40 周，肝细胞萎缩，肝血窦变小，炎性细胞数量增多；肝组织糖原缺失区显著扩大，肝小叶大部分呈现
SDH 含量减少的趋势；透射电镜下，肝细胞内线粒体肿胀、膨大、数量显著减少，内质网显著减少，糖原颗粒
数量显著减少。结论

CAG“四因素”综合造模法能成功制备 CAG 病证结合大鼠模型，且大鼠肝脏功能和组

织病理均有显著变化，具体表现为：转氨酶水平增高，肝糖原合成、储备减弱，线粒体肿胀、数量减少、氧化磷
酸化功能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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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萎缩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CAG）

脾虚
文献标识码: A
中医学无慢性萎缩性胃炎（下文用 CAG 表示）的

是以胃黏膜腺体萎缩、减少为主要特征的消化性疾

名词，可归属为“胃痞”
“ 胃脘痛”
“ 反酸”
“ 嘈杂”等范

病，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可进展为胃癌前病变

畴，其病因复杂多样，通常与外感六淫邪气、饮食内

（precancerous lesions of gastric cancer，PLGC）进而转变

成胃癌（gastric carcinoma，GC） 。早期胃癌的临床隐
[1]

匿性较高，多数患者确诊时已处于中晚期，治疗和预

后均不理想。因此，在慢性萎缩性胃炎阶段积，极有
效的干预治疗成为防治胃癌前病变及胃癌发生、降低
[2]

胃癌死亡率的重要措施 。

伤、情志失调、劳逸过度、素体脾胃虚弱等单一或者综
合因素有关。临床观察发现，脾虚证是 CAG 最常见的

证候类型，且贯穿整个病程[3]。以健脾为主的中医治
法及方剂对 CAG 的治疗有确切的临床疗效[4]，其作用

机制亟待揭示。然而，因为缺少稳定可靠的脾虚 CAG

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与之相关的中医基础理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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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李健，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医药干预慢性非可控性炎症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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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剂作用原理等研究很难深入。
通常意义上的实验动物模型是指疾病分类指导
下的单纯疾病模型，缺少中医证候因素，很难照搬使
用到中医药作用机制的研究中。因此，病证结合动物
模型的研制成为新医学时代科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1.2

试剂与耗材

N-甲基-N-硝基-亚硝基胍（MNNG），购于梯希爱

（上海）化成工业发展有限公司（货号 M0527），水杨酸
钠（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批号 30169317），盐

酸雷尼替丁胶囊（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限公司，批号：

本课题组在已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创建了 CAG“四

331131001）。 电 镜 样 品 制 备 及 石 蜡 切 片 、过 碘 酸 -

（MNNG）为主、叠加雷尼替丁、水杨酸钠、饥饱失常四

购自北京益利精细化学品公司。丙氨酸转氨酶

因 素 ”综 合 造 模 法 ，即 N- 甲 基 -N- 硝 基 - 亚 硝 基 胍
个因素，成功制备了 CAG 病证结合动物模型

[5-6]

。该方

Schiff 试剂、硝基蓝四氮唑、HE 染色相关试剂和耗材均
（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

法不仅缩短了造模时间，而且提高了模型复制的成

生物工程研究所（货号：C00921 和 C001021）。

功率。

2

中医学认为，
“脾”是脏象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脾胃学说的核心[7]。探讨“脾”的本质,己成为继承和
发展祖国医学的重要课题。
“ 脾”乃气血生化之源，后
天之本，脾虚则运化不利，水谷精微输布失常。同时，
脾与五脏六腑在功能上相互影响，
《脾胃论》曰：
“ 元气
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
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
充，而诸病之由生也”，这说明脾病会引起很多脏器系
统的病变。现代医学认为，
“ 脾”不仅与食物的消化、
吸收和转输精微（谷精）有关，还涉及消化、内分泌、免
疫、代谢等多系统和脏器，尤其与消化系统功能和能
量代谢密切相关。肝脏作为人体最大的实质器官，参
与食物消化吸收，糖、脂代谢等过程。脾虚时，肝脏出
现一系列病理和功能改变，有研究表明[8]，脾虚时肝脏

蛋白激酶 C（PKC）活性明显升高，从而促进糖原代谢；
脾虚大鼠肝组织线粒体功能、结构、数量等改变，导致
能量代谢障碍

[9-10]

。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本研究拟探讨 CAG 病证结

2.1

实验方法
CAG 病证结合大鼠模型制备及评估

CAG 病证结合大鼠模型制备按照本课题组已有

方法[5-6]，简要叙述如下：Wistar 大鼠 30 只，随机分为 2
组（正常对照组 10 只，模型组 20 只）。采用以 MNNG
为主的“四因素”综合造模方法处理模型组大鼠。在

造模 28 周时，采用中医诊断学的方法记录大鼠的行为
学和形态特征（量表见附件）。以大鼠出现懒动、食

少、形体消瘦、大便湿润或者稀溏、爪色淡白少光泽不
润的程度评分。进而从中抽取 10 只大鼠，取胃和肝组
织行相关指标的检测。40 周时停止造模，重复上述工
作。表征比率为阳性表征数与总数之比。
2.2

血清 ALT 和 AST 水平检测

造模 28 周和 40 周时，将待观察和取材的动物禁

食 24 小时（自由饮水）。2% 戊巴比妥钠（0.2 mL/100
g）腹腔注射麻醉后，经腹主动脉取全血，静置 30 min
后，离心获取血清（3000 r·min-1，10 min），用全自动生
化仪检测血清中 ALT、AST 含量。

合模型大鼠肝脏功能及组织病理学的变化特征，为

2.3

验资料和新思路。

包埋、切片、HE 染色；另一部分肝组织，行常规冰冻切

CAG 的本质以及脾虚与肝脏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实
1
1.1

实验材料
实验动物
Wistar 大鼠，雄性，30 只，体重（80±10）g，购自北

京斯贝福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许可证号：SCXK

（京）2014-0010，饲养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
心（SPF 级）。动物实验方案经北京中医药大学实验动
物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2

胃和肝组织病理学检测

切取大鼠胃体和肝大叶组织，一部分行常规石蜡

片、组化显色。其中，过碘酸-Schiff 试剂（PAS）显示肝

细胞内糖原的分布，硝基蓝四氮唑（NBT）显示肝细胞
内琥珀酸脱氢酶（SDH）的分布。组织病理切片用光镜
观察、摄片。
2.4

肝组织超薄切片透射电镜观察
切取 1 mm×1 mm×2 mm 肝组织，经预冷的 2.5% 戊

二醛固定 12 h，1% 锇酸双重固定 2~3 h 后，行常规脱
水、Epon812 环氧树脂包埋、超薄切片、醋酸铀-柠檬酸
铅电子染色、透射电镜观察、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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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数据分析及统计学处理
采 用 SPSS20.0 统 计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分 析 ，并 用

Graphpad Prism5.0 软件作图。所有计量资料以均值±
标准差（ ±s）表示，资料分析前进行正态性检验。多

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ANOVA），
如果方差齐，则用 LSD 法和 Dunnett 进行分析；若方差

不齐，则用 Tamhane's T2 进行分析。P＜0.05 为有统计

学意义。计数资料数据以率表示，组间比较用卡方检
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1

膜层腺体数量减少、胃壁固有层变薄、未见肠化和异

正常
对照
造模
28 周
造模

40 周

显著减少，伴有明显的肠上皮化生和异形增生病变，
提示：造模 32 周大鼠呈胃癌前病变病理阶段（结果未
展示，见本课题组发表论文[11]）。

脾虚证测评结果（见表 1）可知：造模 28 周大鼠偏

嗜睡懒动、眼睛暗红、毛干枯晦暗、爪淡白、唇淡白、舌

紫黯、舌少泽不润，大便不成形，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

晦暗、爪青紫、尾巴黄有瘀点、唇青紫、舌紫黯、舌少泽

造模 20 周大鼠胃组织病理学检测结果表明，胃黏

组别

致。造模 32 周时模型组大鼠胃壁显著变薄，胃腺数量

模 40 周大鼠偏嗜睡懒动、耳朵暗红、眼睛暗红、毛干枯

CAG 病证结合大鼠模型评估结果

表1

萎缩性胃炎病理阶段，与课题组前期的实验结果一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可评估为脾气虚证；而造

结果

3

型增生改变，研究结果提示：造模 20 周大鼠处于慢性

不润、大便不成形的证候，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特点以脾虚为主，兼有血瘀。

脾虚 CAG 模型大鼠证候量化表征比率统计结果(n=10)

嗜睡

耳朵

尾巴变

尾巴瘀

眼睛暗

懒动

暗红

黄

点

红

0

0

0

0

0.5*

0.1

0

0.7*

0.4*

0.4*

唇淡白

唇青紫

0

0

0

0.1

0.4*

0.5*

0.3*

0.5*

0.4*

毛干枯

舌少泽

大便不

不润

成形

0

0

0

0.2*

0.4*

0.4*

0.2*

0.5*

0.5*

0.5*

0.3*

爪淡白

爪青紫

舌紫黯

0

0

0

0.2*

0.7*

0.5*

0.6*

0.8*

0.2*

晦暗

注：与正常对照组相比，*P＜0.05

3.2

大鼠血清 ALT、AST 含量检测结果

与正常组比较，造模 28 周时大鼠血清 ALT 和 AST

水平显著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造模

图1

28 周比较，造模 40 周大鼠血清 ALT 水平仍显著增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AST 水平没有显著改
变，如图 1。

大鼠血清 ALT 和 AST 水平检测结果( ×s, n=10)

注：与正常对照组相比，P＜0.05；与造模 28 周比，P＜0.05
*

3.3

#

大鼠肝组织病理学检测结果
肝组织石蜡切片、HE 染色结果表明，正常大鼠肝

小叶结构完整，肝细胞索呈放射状排列整齐，肝细胞

形态正常，见图 2A；造模 28 周时，肝细胞索排列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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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细胞肿胀，如图 2B；造模 40 周时，肝细胞萎缩，肝血

冻切片 NBT 显色，琥珀酸脱氢酶呈蓝紫色颗粒。染色

片过碘酸-Schiff 显色，肝糖原呈红紫色。染色结果表

2i；造模 28 周时，肝小叶中央静脉周围细胞着色变浅，

时，肝组织呈现斑状糖原缺失区，见图 2b；造模 40 周

肝组织整体着色浅，中央静脉周围颜色更加浅淡，提

窦变小，炎性细胞数量增多，见图 2C。肝组织冰冻切
明，正常大鼠肝细胞糖原分布均匀，见图 2a；造模 28 周

时，肝组织糖原缺失区显著扩大，见图 2c。肝组织冰

图2

结果表明，正常大鼠肝组织着色均匀、染色深，见图

提示琥珀酸脱氢酶含量减少，见图 2ii；造模 40 周时，
示琥珀酸脱氢酶含量显著减少，见图 2iii。

大鼠肝组织病理改变光镜观察结果（×400，标尺示 100 μm）

注：A~C 为肝组织石蜡切片 HE 染色；a~c 为肝组织冰冻切片糖原显色；ⅰ~ⅲ为肝组织冰冻切片琥珀酸脱氢酶显色

3.4

大鼠肝组织超薄切片透射电镜观测结果
透射电镜观察，正常组大鼠肝细胞电子染色均

匀，细胞核大而圆、核膜完整，胞质内有丰富的线粒
体、内质网和糖原颗粒，见图 3A。造模 28 周时，肝细

图3

胞内线粒体肿胀、变形，内质网减少，糖原颗粒减少，
胞质内出现空泡样改变，见图 3B；造模 40 周时，肝细

胞内线粒体肿胀、膨大、数量显著减少，内质网显著减
少，糖原颗粒数量显著减少，见图 3C。

肝组织透射电镜观察结果（×10000）

注：A. 正常对照；B. 造模 28 周；C. 造模 40 周。图中 N：细胞核；↖：线粒体；＊：细胞内囊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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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证、症”三者相互依存、同步演化，割裂“病、证、症”之

CAG 病因复杂、临床症状无特异性，现代医学对

CAG 尚无疗效肯定的治疗方案[12]。中医学基于辨证论
治、病证结合理论，对 CAG 有理想的疗效，不仅缓解临
床症状，而且显著改善病变程度和进展。通过临床观

察及查找相关文献发现，慢性萎缩性胃炎根据脏腑辨
证方法辨出的证型当中属脾胃虚弱型最多见。丁成

间联系的动物模型显然不能满足中医理论内涵及方
剂作用原理等研究的需要。

本课题组采用 MNNG 为主的“四因素”综合造模

法，通过改进造模因素之间组合方式，缩短造模时间
的同时也提高了模型成功率。然而，CAG 大鼠肝功能
及组织病理学的变化尚未受研究者关注，相关实验研

华等[13] 以中医理论为基本点，将文献研究与数据挖掘

究仍是空白。本课题探讨了造模 28 周、40 周 CAG 病

普中文期刊数据库的文献整理筛选，从中选出符合标

研究结果显示：CAG 大鼠肝功能受到一定影响，肝糖

相结合，对 2000 年到 2010 年间发表在中国知网和维
准的 7317 例病例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初步了解证候

分布情况，方法上以中医药为主诊治慢性萎缩性胃炎
的文献进行整理，总结证候出现频率大小依次为：脾
胃虚弱证＞肝胃不和证＞脾胃湿热证＞胃阴不足证
＞ 胃 络 瘀 血 证 ，其 中 脾 胃 虚 弱 证 出 现 频 率 最 高 ，占
36.27%，说明脾胃虚损是最主要的病机。郑保平 认
[14]

为，
“ 脾胃虚弱”为慢性萎缩性胃炎（CAG）及其癌前病
变的发病之本，基本证型有脾胃气虚、脾胃虚寒、脾胃

阴虚；
“ 邪踞胃脘、久酿成毒”是 CAG 及其癌前病变发

展、演变的病理基础和关键因素，常见证型有湿热中
阻、痰湿困脾、气滞血瘀；
“脾（胃）肝同病”是 CAG 及其

癌前病变必然的病机特征；
“脾虚及肾”是 CAG 及其癌

前病变病机演变的转归，有脾肾阳虚、肝肾阴亏两型；

“脾虚络阻、虚实夹杂”是贯穿 CAG 及其癌前病变始终

的基本病机。宗湘裕等[15] 将 CAG 辨证分为脾胃虚弱
证、脾胃湿热证、肝胃不和证、胃阴不足证、胃络瘀血

证。脾胃虚弱证偏多而胃络瘀血证偏少可能与 CAG
发展阶段有关。

然而，因缺少稳定可靠的中医 CAG 病证结合动物

模型，中医药治疗 CAG 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脾虚证
动物模型是最早被研究的中医证候模型之一。研究
者采用苦寒泄下、耗气破血、劳倦过度、限量营养、药

物处理（利血平、硝酸钴、水杨酸钠）等方法成功的制
备了脾虚证实验动物模型[16-19]。在临床实践中，
“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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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patic Pat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hanges of Disease and Syndrome Integrated Animal Model on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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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hepatic pathological and functional changes in rat with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AG) in order to explore its mechanism. Methods

Four comprehensive factors including N-methyl-N-nitro-

nitrosoguanidine (MNNG), sodium salicylate, ranitidine and starvation were used to make model of CAG. The experiment
group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model group to observe the phenotype of rats at the 28th and 40th week after
modeling and determine the syndrome. The level of AST and ALT in serum was measured by automated biochemical

instrument. Hepatic pathological changes were observed by H&E staining; Periodic acid-Schiff (PAS) reaction and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 (TEM). Results

The rats showed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at 28th weeks after

modeling, while the rats showed spleen asthenia and blood stasis at 40th week after modeling.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level of ALT and AS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28th week after modeling. The level of ALT st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t 28th week after modeling, while the level of AST was not significantly changed at 40th week after modeling.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athological changes indicated that hepatic cords were disorder and hepatocytes were

swollen at 28th week after modeling while the hepatocytes were shrank, hepatic sinusoid became smaller and the amoun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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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inflammatory cells increased at 40th weeks after modeling by HE staining; It is showed that synthesis and storage of
glycogen both decreased at 28th and 40th weeks after modeling by PAS reaction; It is also showed that mitochondria in
hepatocytes were swollen and denatured at 28th and 40th weeks after modeling by TEM. Conclusion

The four-factor

comprehensive modeling method can be used to establish the animal model of CAG. There wer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liver function and histopathology in model group. These changes directly affect the balance of liver material metabolism

and energy metabolism, and induce imbalance of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function, which can partly explain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of spleen deficiency syndrom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disease and syndrome integrated animal model, liver, spleen de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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