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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无法放置食道支架。良性吻合口狭窄单纯行食道探条扩

张器扩张, 收到良好效果, 但对于严重狭窄的患者 (直径 <

5mm ) 探条无法进入,丧失了治疗机会, 是临床比较棘手问

题之一。

CRE( con tro lled radial expansion), 有三个逐步扩张的球

囊直径, G o ldste in JA等 ( 2)在体外实验证实 CRE扩张导管

传递渐近、可重复的膨胀力,其最大压强同等程度下强于传

统的单一直径球囊扩张导管。 Chiu YC等 ( 3)研究中, CRE

球囊扩张导管, 在无 X线监视下,对于病变长度小于 8cm 食

道狭窄是有效的治疗方法, 球囊的直径和狭窄段长度是影响

扩张次数和附加治疗方法的影响因素。我科近一年来采用

CRE食道球囊扩张导管扩张治疗狭窄段, 15例患者 (其中 8

例为狭窄直径小于 5mm )取得良好效果, 所有 15 例患者均

成功扩张狭窄段, 恶性狭窄患者置人食管镍钛合金记忆金属

支架, 定 位准确, 进食困难症状立刻得到明显缓解,

M adhusudhan C等 ( 4)最近的研究表明, 放置食道支架中位

生存期是 4( 3~ 7)个月, 我科复查随访 3个月, 恶性患者全

部存活, 支架无移位, 管腔通畅,良性吻合口狭窄患者,扩张

后进食困难立即得到明显缓解, 术后 48h ~ 1周恢复正常进

食, 7例良性吻合口狭窄患者有 4例患者 2个月后重复扩张

1次, 1例重复扩张 2次, 并且操作过程中患者疼痛度轻, 所

有病例未发生穿孔。

与食道贲门探条扩张相比 ,探条扩张是先用胃镜放人导

丝, 沿导丝置人扩张探条, 逐级更换探条, 扩张狭窄段,此部

分操作无法在内镜直视下完成, 因探条较硬, 且由于癌性患

者食道扭曲, 狭窄部成角, 严重狭窄伴有溃疡, 憩室, 容易发

生穿孔, 在 H ernandezLV ( 5)文章中, 比较探条和球囊扩张的

穿孔发生率, 所有穿孔的发生均与探条扩张有关, 且在严重

狭窄的病例中, 穿孔的发生与盲目的探条扩张密切相连, 一

般探条穿孔发生率为 1~ 5% , CRE球囊扩张导管推送管径

较细, 仅为 7. 5F( 2. 5mm ), 可通过活检钳道 ( 2. 8mm ), 所有

扩张可在内镜直视下完成, 避免盲目扩张, 降低穿孔率, 且

CRE球囊扩张导管为逐级扩张导管, 随着压力增加, 球囊直

径逐级增大, 最大达 15mm, 避免穿孔发生, 降低疼痛度。

CRE球囊扩张导管可自由通过活检钳道,不用反复交换。降

低操作过程繁锁性, 无需在 x线监视下放置导丝, 可在内镜

直视下直接了解狭窄病变长度, 扩张后, 支架到达预定狭窄

位置准确性高,与单纯 x线监视下操作的操相比, 定位更直

观准确,本组 15例病人治疗后均未出现大出血、食管穿孔等

严重并发症。CRE球囊扩张导管的有点有: ( 1)因使用 CRE

球囊扩张导管,逐级扩张狭窄段,球囊直径随压力逐级打开,

3ATM 球囊直径达 12mm, 4. 5ATM 球囊直径达 13. 5mm,

8ATM球囊直径达 15mm, 避免用探条扩张器强行扩张狭窄

段,以免造成狭窄段破裂穿孔。 ( 2)无需 x线监视的情况下,

胃镜直视下进行扩张,避免在下段情况不明时将导丝误插入

瘘口,起严重并发症。在无 x线监视下进行, CRE球囊扩张

导管,这一治疗方法操作简单、设备要求低、定位准确、安全

可靠,特别是对于严重狭窄病例,效果更理想,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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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三醇皂苷在预防高血压性脑卒中的实验研究

赵  湛

(东莞市中医院  广东  东莞   523000)

=摘  要> 目的: 探讨三七三醇皂苷对高血压基础上自发性卒中的预防效果。方法: 采用易卒中型肾血管性高血压大鼠

( RHRSP) 120只,随机分为 2组, 三七三醇皂苷组 90只,生理盐水组 30只。肾动脉狭窄术后 4周始, 分别用三七三醇皂苷或

生理盐水灌胃每天一次,持续 10周。记录出现卒中的大鼠数。肾动脉狭窄术后 14周处死所有大鼠,病理检查各组动物脑卒

中发生病灶数和面积, 并进行比较分析。结果:用药 10周期间, 三七三醇皂苷组大鼠卒中发生率显著低于生理盐水组 ( p<

0. 05)。按血压增高水平分亚组评估, 血压低、中度增高亚组大鼠卒中发生率亦低于生理盐水组, 血压重度增高组则与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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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水组无显著差异。各亚组的卒中病灶面积均小于生理盐水组 ( p< 0. 05)。结论:三七三醇皂苷无降压作用, 但可降低易卒

中型肾血管性高血压大鼠的脑卒中发生率,并减轻卒中严重程度。

=关键词> 三七三醇皂苷; 高血压;脑卒中; 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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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 IN THE PREVENT ION OF STROKE IN HYPERTENSIVE
EXPERIMENTAL STUDY

Zhao Zhan

( Dongguan C ity ChineseM ed ic ineH osp ital Dongguan Guangdong   523000)

[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PTS on the basis of spon taneously hypertensive stroke preven tive effec t.M ethods: Stroke-

prone renovascu lar hypertensive ra ts ( RHRSP) 120 w ere random ly div ided in to tw o g roups, PTS g roup 90 and sa line group 30. A fter 4

w eeks o f Rena l a rtery stenos ics opera tion, 373 a lcoho l sapon in o r saline gavage was used respectively, once a day for 10 w eeks. Record

the number o f rats w ith stroke occurs. A ll ra ts w ith renal artery stenos is w ere killed after 14 w eeks, exam ine a ll an im als the patholog ica l

number and s ize of lesions in stroke occurrence, and a comparative ana ly sis. Resu lts: Them ed ica tion fo r10 w eeks during the PTS inc-i

dence of stroke in ra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sa line group ( p < 0. 05). A ccording to the level of sub- sub- g roup of blood pres-

sure assessm ent, blood pressure, low, moderate subgroups increased inc idence of stroke in ra ts is also low er than norm a l saline g roup,

increased b lood pressure and severe groups and sa line group were no t sign ificantly d ifferen t. The sub- group of the stroke les ion area

w as less than sa line g roup ( p < 0. 05) . Conc lusion: The PTS no antihypertensive effec t, bu t can reduce stroke- prone renovascu lar

hypertensive ra ts, the inc idence o f stroke and reduce stroke seve rity.

[ Key words]  PTS; H ypertens ive; Stroke; Rat

  三七三醇皂苷具有抗血小板聚集、防止血栓形成、保护

缺血脑组织和血管内皮细胞、抑制神经细胞调亡等作

用 [ 1- 8] ,是脑血管和神经双重保护剂, 目前已广泛应用于临

床缺血性心脑血管病的治疗。但在高血压性脑卒中预防方

面的相关研究较少。本实验使用易卒中型肾血管性高血压

大鼠 ( RHRSP), 探讨三七三醇皂苷对高血压性脑卒中的预

防作用。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动物及分组  1月龄的健康雄性 SD大鼠 150只

(广东省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体重 70g~ 100g。将其中 120

只按双肾双夹法复制成易卒中型肾血管性高血压大鼠

( stroke - prone renovascu lar hypertensive rats, RHRSP ) 模

型 [ 9] , 4周后随机分为三七通舒治疗组 ( A组 ) 90只和生理

盐水对照组 ( B组 ) 30只。其余 30只大鼠作为正常血压对

照组 ( C组 )。

1. 2 给药方法及药量  RHRSP建立后第 4周始每日灌胃

给药, 共 10周。A组给药量为三七通舒药粉 ( Rg1含量 54.

18% ) 5m g /100g体重. d, 常温生理盐水配制三七三醇皂甙溶

液, 根据动物的体重调整药液浓度,控制每只动物灌胃液体

量 [ 2m l。药物治疗组动物每 2周复测体重一次, 根据体重

调整给药量。 B组每只动物每次给不含药物的常温生理盐

水 1. 5m ;l C组动物不予灌胃。

1. 3 血压观察  使用 SDP- Ñ 型大鼠心率血压仪 (中日友

好医院研制 ), 室温清醒状态下尾动脉测定大鼠收缩压, 测定

前预热 3~ 5m in, 每次测定 2个值, 取平均值。RHRSP建立

后第 4周给药开始前测血压一次 ,此后每 2周一次, 至给药

10周后测终末血压一次。

1. 4 自发性卒中发生率观察  将给药期间出现自发性卒中

症状 (偏瘫、四肢瘫、抽搐、口鼻出血、动作迟钝、进食少、毛发

粗糙无光泽等 )的大鼠灌注处死, 观察脑部卒中病灶。未出

现卒中症状的其他大鼠于给药 10周后处死。大鼠过量麻醉

后剪开胸腔,灌注针插入主动脉起始部, 依次肝素 - 生理盐

水和 4%多聚甲醛灌注各约 15m in。开颅取脑, 做 2mm厚组

织片,梯度脱水, 石蜡包埋。

1. 5 病灶数量及面积计算  每个石蜡组织块切片 2张, 片

厚 4um, 苏木素 -伊红染色。光镜下计算卒中病灶数量。同

侧脑内不同供血区的不连续病灶或不同侧脑内的病灶计为

不同病灶,莱卡光镜成像系统, 100X普通光镜下拍摄每一病

灶最大层面照片,使用成像系统自带标尺测量该层面长、宽、

高或直径,根据病灶形状使用不同几何面积计算公式计算其

面积,病灶形状不规则者先分解为规则形状, 计算各分解部

分面积,再合计为总面积。

1. 6 统计分析  采用 t检验或 x2检验比较各组血压水平、

病灶面积或卒中发生率, P< 0. 05差异有显著意义。

2 结  果

2. 1 血压水平  各组大鼠给药前后的血压水平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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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组血压水平比较 ( mmH g)

组别 例数 给药前 给药 2周 给药 4周 给药 6周 给药 8周 给药 10周

A 90 159. 95 ? 15. 78* 180. 82 ? 15. 04* 193. 8 ? 13. 70* 202. 40 ? 15. 72* 206. 45 ? 18. 35* 211 ? 16. 44*

B 30 161. 05 ? 14. 63* 178. 50 ? 16. 79* 195. 20 ? 18. 70* 203. 40 ? 20. 56* 207. 40 ? 20. 2* 208. 7 ? 17. 89*

C 30 121. 63 ? 7. 94 119. 60 ? 9. 50 123. 07 ? 10. 19 125. 65 ? 9. 06 122. 45 ? 7. 39 120. 10 ? 11. 27

  注: * 与 C组同期比较 P< 0. 05

2. 2 脑卒中发生率  A组按血压水平分为 A1组 (血压 160

- 200mmH g ), A2组 (血压 201 - 220 mmH g)和 A3组 (血压

> 220mmH g ),各分组的大鼠分别为 31只、32只和 27只。各

组的卒中发生率见表 2。

表 2 卒中发生率

个体总数 卒中例数 卒中发生率 (% )

A组 90 16 17. 8*

A1 31 3 9. 6*

A2 32 4 12. 5*

A3 27 9 33. 3

B组 30 15 50. 0

C组 30 0 0

  注: * 与 B组比较 P< 0. 05

2. 3 卒中病灶数量及病灶平均面积  各组大鼠脑卒中病灶

数和病灶面积见表 3。

表 3 卒中病灶数及病灶平均面积

组别
病灶总数

(个 )

组内最大病灶面积

( um2)

病灶平均面积

( um 2)

A1 3 3267. 84* 1888. 58 ? 912. 47*

A2 4 4232. 36* 1633. 58 ? 1025. 08*

A3 11 4316. 60* 2278. 74 ? 1473. 86*

B 19 14765. 60 3802. 60 ? 1221. 05

  注 * 与 B组比较 P< 0. 05

3 讨  论

RHRSP是无遗传局限的继发性高血压动物模型, 自发

脑卒中发生率高, 是研究高血压性脑卒中的理想模型 [ 9]。本

研究采用 RHRSP探讨三七三醇皂苷对高血压性脑卒中的预

防作用。本实验中肾动脉狭窄术后 4周, RHRSP平均血压显

著高于正常血压对照组,提示建模成功。

本研究发现, 三七三醇皂甙组血压水平明显高于正常血

压对照组, 与生理盐水组无明显差异, 提示口服三七三醇皂

甙不能降低个体降血压。但三七三醇皂甙组的脑卒中发生

率明显低于生理盐水对照组。既往研究发现三七皂苷可抑

制血栓素 TXA2的生成, 降低血小板的黏附和聚集, 而不影

响血管壁 PG I2的合成, 有较明显的抗血小板聚集作用 [ 1- 4] ;

还可阻滞钙通道, 扩张血管, 降低脑血管阻力, 增加脑血流

量 [ 5]。二者联合作用可减少血小板在局部聚集,抑制局部血

栓形成, 可能为三七三醇皂甙预防高血压性脑卒中的机制。

本研究发现, 按血压分级评估, 血压中、低等程度增高组大鼠

卒中发生率均显著低于生理盐水组,而血压重度增高组大鼠

的卒中发生率与生理盐水组差别不明显。可能与血压重度

增高大鼠大中血管和小血管病变均较严重, 以上机制难以达

到减少卒中发生效果有关。

既往研究认为三七三醇皂苷的钙通道阻滞作用可防止

脑损伤后神经组织内的钙超载, 减少自由基生成, 对损伤脑

组织起保护作用 [ 5, 6]。其 Rg1成分还可抑制神经细胞调亡和

谷氨酸、多巴胺诱导的 NO相关神经毒性, 促进早反应基因

( c- - fos)的表达,增加脑海马组织中 cAMP的含量, 对缺血

脑组织和血管内皮细胞也有保护作用, 同时可减少缺血脑组

织的再灌注损伤 [ 7, 8]。因此三七三醇皂苷具有脑血管和神经

双重保护作用。本研究发现三七三醇皂甙组大鼠平均病灶

面积小于生理盐水组。血压重度增高亚组大鼠虽然卒中发

生率不低于生理盐水组 ,但卒中病灶亦小于生理盐水组。该

结果提示三七三醇皂苷还可缩小卒中面积, 减轻卒中的严重

程度, 即使血管病变较严重的情况下也有效。可能与上述机

制相关。

综上所述 ,本研究证实三七三醇皂甙对 RHRSP无降血

压作用, 但可预防其高血压性脑卒中发生, 并减轻卒中严重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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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LC法检测蛇莓中熊果酸的含量

张建平
1  张羽飞2  包海花2  袁晓环 2*

( 1. 黑龙江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所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50;

2.牡丹江医学院抗纤维化生物治疗重点实验室  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摘  要> 目的: 探讨 H PLC测定蛇莓中熊果酸含量的方法。方法:采用 Therm o ODS- 2HYPERTIL C18( 250 @ 4. 6mm, 5Lm )

色谱柱;柱温为室温 ( 26e ) ;流动相: N aH 2PO47. 8g / L -甲醇 ( 14B 86) ;检测波长: 210nm;流速: 0. 8mL /m in。结果:熊果酸在

1. 780~ 5. 340Lg范围内呈良好线性关系 ( r= 0. 9965) ;平均回收率 = 98. 7, RSD = 0. 92% ( n= 9)。结论: 本测定方法简单、准

确、可靠,可以作为评价蛇莓质量的有效方法。

=关键词> 蛇莓; 熊果酸;高效液相色谱

=中图分类号> R91  =文献标识码>  A

DETERM INATION OF URSOLIC ACID IN THE HERBA DUCHESNEA
IND ICAE BY HPLC METHODS

ZHANG Jian ping et a l

( H e ilong jiang Qua lity Supe rintendence Academy H aerb in H e ilong jiang  150050)

[ Abstract]  Objective: Investigate them e thod o f the determ ina tion of U rso lic acid in theH erba Duchesnea Ind icae. The chrom ato-

g raph ic separation was perfo rmed on a Therm o ODS- 2HYPER- TIL C18 ( 250 @ 4. 6 mm, 5Lm ) ; M ethods: The column w arm was

25e ; them ob ile phase consisting o fNaH 2PO4 7. 8g /L - M e thy l a lcohol ( 14: 86); Exam ination wave leng th 210nm; Speed of flow: 0.

8mL /m in. R esu lts: The liner relationsh ip of U rso lic ac id was good w ithin the range o f 1. 780~ 5. 340Lg ( r= 0. 9965) . The average

recoveryw as 98. 7% ( n= 9) and RSD was 0. 92% . Conclu sion: The m ethod is simp le, accurate and re liable, and it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w ay to eva luate the quality of Duchesnea.

[ Key words]  H erba Duchesnea Ind icae; U rso lic ac id ; HPLC

  蛇莓为蔷薇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蛇莓 Duchesnea india

( Andr. ) Focke的全草, 为民间常用草药, 别名有宝珠草、三

点红、三叶莓、鸡冠果、龙吐珠、小叶莓等, 史载于5别录6 [ 1],

其性味甘、苦、寒, 具有清热凉血、消肿解毒之功效 [ 2、3] , 蛇莓

临床应用历史悠久, 用于治疗热病、惊痫、痢疾、咽喉肿痛、咳

嗽吐血、蛇虫咬伤等,熊果酸是蛇莓的有效成分之一,具有抗

炎、抗肿瘤、提高免疫力之功效, 因此建立快速、稳定、重现性

好的测定方法对蛇莓及其制剂的开发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1 仪器与试药

G&G - J2000A型电子天平 (美国西特公司 ); RE- 52型旋转

蒸发仪 (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 ); SF - 300型塑料封口机 (广

东佛山市依利达包装器材有限公司 ); LC - 10AT高效液相

色谱仪 (日本岛津公司 ) ; GZX - 9070 MBE 数显鼓风干燥箱

(上海博讯实业有限公司医疗设备厂 ) ; Syne rgy超纯滤水器

(M ILL IPOER ); FD- 1C冷冻干燥机 (北京德天佑 )。

中药蛇莓饮片 (批号 060103 /05, 060305 /06;哈尔滨市盛泰中

药饮片加工厂 )

熊果酸对照品 (批号 110709 - 200505, 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

定所 ); 甲醇 ( HPLC用色谱醇, 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开发

中心 )。

2 方法与结果

2. 1 色谱条件  色谱柱: Therm o ODS - 2HYPERT IL C18

( 250@ 4. 6mm, 5Lm ); 流动相: N aH2PO47. 8g /L-甲醇 ( 14

B 86);流速: 0. 8mL /m in; 柱温: 26e ;检测波长: 210nm。

2. 2  标准曲线的制备  精密称取熊果酸标准品 4. 45mg

置于 10mL的量瓶中 , 加甲醇溶解并稀释至刻度, 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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