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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改进酸性反流性食管炎大鼠模型，统一结扎幽门，从而去除因反流量不同而造成的结果偏差。 方
法：模型组大鼠行不全幽门结扎加贲门肌切开术。 用外径为1.55mm 的金属针穿刺入胃并通过幽门，结扎剩余幽
门，贲门肌纵行切开0.5cm。 对照组行全幽门结扎加贲门肌切开术。 结果：模型组与对照组的食管下段粘膜 pH 值
相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 P ＞0．05） 。 模型组大鼠均存活，存活率为100％。 对照组大鼠死亡3只，存活率为
62.5％。 结论：该模型的技术改进在增加存活率的基础上，保证了大鼠模型幽门内径的一致，操作上更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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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T o improve the technique for the rat model of acid reflux esophagitis by
ligating the pylori identically so as to w ipe off the w indage caused by the different reflux
quantity． Methods： T he rats in the model group received partial pylori ligation plus
cardiomyotomy．A metal needle w ith the external diameter being 1．55mm was punctured into
the stomach and passed the pylori．T he residual pylori w as ligated and the cardiac muscle incised
0．5 cm vertically．T he rats in the control group underwent the whole pylori ligation plus
cardiomyotomy．Results：T 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pH values of mucous membrane at the lower
esophageal segment betw een the tw o groups （ P＞0．05） ．T he survial rate in the mode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as100％ and62．5％ respectively．Conclusion：T he improved technique ensures
the identity of the ligated pylori internal diameter of model on the basis of the increased survial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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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流性食管炎是由于食管下端括约肌功能失
调，胃或十二指肠小量内容物经常反流入食管而引
起的食管粘膜的炎性病变，严重者可并发食管溃疡
或狭窄。 动物实验是研究其病理生理变化以及开发
治疗性药物的手段之一。 我们在进行动物实验的研
究过程中，结合国内外制作酸性反流性食管炎动物
模型的方法，进行了一些改良，并取得了较为满意的
结果，现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

Wistar 大鼠（天津市动物中心提供）24只，雌雄
各半，体重（200±20） g，恒温（25℃左右）饲养，光照

和黑暗各12h 交替，自由进食标准颗粒饲料及饮
水。随机分为3组，即模型组、对照组及假手术组，每
组8只，术后各组继续禁食24h（不禁水） ，之后开始
进食，48h 取得观察指标后处死。
1.2 实验方法

各组大鼠均于术前24h 禁食 （ 不禁水） ，应用
10％水合氯醛腹腔注射（0.3ml／100g） 进行麻醉，
手术过程严格无菌操作。 ①模型组行不全幽门结扎
加贲门肌切开术：正中腹切口，用外径为1.55mm
的金属针由胃体部位穿刺入胃并通过幽门至十二指

肠端，避开血管，缝扎金属针外部剩余幽门，缝扎完
毕后，将金属针抽出，由此来保证大鼠在模型建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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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剩余的幽门内径均匀一致，缝合胃部穿刺点，之后
于食管-胃交界处纵行切开贲门肌约0.5cm，分离
至粘膜完全暴露于视野中，以加强胃反流。②对照组
行全幽门结扎加贲门肌切开术：剖腹后，用上述金属
针由胃体部位穿刺入胃并通过幽门至十二指肠端，
随即抽出，将幽门部完全缝扎，缝合胃部穿刺点，尔
后于食管-胃交界处纵行切开贲门肌约0.5cm，分
离至粘膜层完全暴露于视野中，以加强胃反流。③假
手术组行假手术：剖腹后，用上述金属针由胃体部位
穿刺入胃并通过幽门至十二指肠端，用细针穿过幽
门肌，不留线，将金属针抽出，缝合胃部穿刺点，暴露
贲门部，约等10min 后关腹。
1.3 观察指标
1.3.1 食管下段粘膜 pH 值的测定 将大鼠麻醉
后，剖腹，在胃大弯穿一小孔，将 pH 值自动记录仪
（ DigitrapperTMMkⅢ，Synectics） pH 电极从穿孔处
插入胃内，并通过贲门进入食管，电极放置于胃-食
管交界点以上1cm 食管粘膜处，1min 后读取并记
录 pH 值。
1.3.2 食管粘膜肉眼表现及光镜观察 分别处死
动物后取下食管并纵行剖开，应用0.9％NaCl 溶液
清洗食管，观察大体表现并进行 RE 分级（见表1） 。
尔后自贲门上0.5cm 处向上截取1cm 长食管，固
定于10％甲醛溶液中，送病理行苏木精-伊红染色
及光镜观察并进行 RE 病理分级（见表2） 。 肉眼表
现及病理分级均采用1999年12月中华医学会消化
内镜学会颁布的 RE 诊断标准。

表1 反流性食管炎粘膜肉眼表现分级
分级   食管粘膜大体表现 积分

0级 正常（可有组织学改变） 0
Ⅰ级 点状或条状发红、糜烂、无融合现象 1
Ⅱ级 有条状发红、糜烂，并有融合，但非全周性 2
Ⅲ级 病变广泛，发红、糜烂融合呈全周性，或有溃疡 3

 O 级为正常，Ⅰ级轻度 RE，Ⅱ级中度，Ⅲ级重度

表2 反流性食管炎病理分级
病变      轻度 中度 重度

鳞状上皮增生 ＋ ＋ ＋
粘膜固有层乳头延伸 ＋ ＋ ＋
上皮细胞层内炎性细胞浸润 ＋ ＋ ＋
粘膜糜烂 － ＋ －
溃疡形成 － － ＋
Barrett 食管改变 － － ±

1.4 统计学处理方法
数据以 x̄ ± s表示，组间比较应用 t 检验。

2 结果
2.1 存活情况

术后48h，模型组和假手术组动物均存活，存
活率为100％。模型组半数出现活动欠敏捷，被毛光
泽减弱。 对照组死亡3只，存活率为62.5％，其中1
只因反流物窒息气管而死亡，另2只因食管穿孔而
死，其余动物动作迟缓，反应欠灵敏，被毛光泽晦暗。
死亡动物将从实验数据中被剔除。
2.2 食管下段粘膜 pH值

模型组 pH 值2.39±0.64，对照组1.92±
0.58，假手术组6.98±0.24，模型组与对照组比较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0.05） ，模型组及对照组与
假手术组比较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 均 P ＜
0.01） 。
2.3 食管粘膜肉眼表现

模型组中Ⅰ级占12.5％，Ⅱ级75.0％，Ⅲ级
12.5％；对照组中Ⅱ级占80.0％，Ⅲ级20.0％；假手
术组中全部为0级。
2.4 病理观察

模型组轻度占12.5％，中度75.0％，重度
12.5％；对照组分别为0，80.0％及20.0％；假手术
组中除上皮细胞层内存在少量炎细胞外，无其他异
常表现。

取3组标本，高倍镜下随机观察每个标本上皮
细胞层内5个视野，作炎性细胞计数，模型组8个标
本平均炎性细胞数量为275.05±69.97，对照组5
个标本平均为323.00±63.40，假手术组8个标本
平均为21.13±8.46，模型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 P ＞0.05） ，模型组及对照组与假手术
组比较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意义（均 P ＜0.01） 。
3 讨论

在对反流性食管炎的研究中，动物实验是非常
重要的手段之一。 国内外多数学者所制作的酸性反
流性食管炎动物模型主要为全幽门结扎［1］或外源酸

性诱导［2］而成，从而研究该病急性期的病理生理情
况，但是前者存在不能持续喂养的缺点，后者不能准
确反映该病形成的过程，故不适于研究有关药物在
动物体上的疗效。 许树长等［3］用不全幽门缝扎加贲

门肌切开术所制作的动物模型有效地解决了对动物

难以持续喂养的问题，而此种方法欠缺之处在于结
扎幽门的尺度不一。 本实验所制作的动物模型是在
其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良，使得在结扎部分幽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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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电镜观察

A 组大鼠肝细胞核大而规则，肝细胞呈梭形，其
核为卵圆形，核膜清晰；核周胞质区可见典型的细胞
器，肝星状细胞（ HSC）内含脂滴。B组肝细胞体积肿
大，肝细胞核萎缩，核膜模糊不清；细胞质及细胞核
内可见大小不等分布不均的脂滴，细胞器明显减少，
狄氏间隙内可见多量的胶原纤维及成纤维细胞增

生，肝细胞坏死区可见多量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浸
润或粗大束状的胶原纤维沉积。 D 组肝细胞内线粒
体较为正常、内质网稍扩张，肝细胞脂肪变性明显好
转，狄氏间隙内可见极小量胶原纤维束，HSC 增生
不明显；可见凋亡的 HSC，胞核染色质聚边。
3 讨论

已知 CCl4所致肝损伤是因细胞膜结构发生过
氧化作用而遭到破坏，使血中 ALT 和乳酸脱氢酶
升高。 本实验表明，益肝康能降低 CCl4损伤大鼠的
血清 ALT，提高血清 Alb，降低 Glb，提示其具有保
护肝细胞的作用。 光镜下观察发现益肝康具有减轻
肝细胞的变性、坏死，促进肝细胞再生的作用。 电镜
示 D 组肝细胞脂滴减少或消失，线粒体和内质网损
伤减轻，证明了益肝康具有拮抗 CCl4毒性，保护肝
细胞的作用。 CCl4在肝内经微粒体酶活化生成自由
基，从而启动脂质过氧化，造成肝细胞损伤。 研究表
明丹参能保护肝细胞结构的完整性，清除自由基，抑
制膜脂质过氧化，减轻肝细胞变性坏死，增加损伤肝
细胞 DNA、RNA 及蛋白含量［4，5］，增强网状内皮系
统吞噬功能和调理素活性，减轻肝脏免疫损伤而保
护肝细胞；赤芍对实验性肝损伤肝细胞亦具有保护
作用［6］。益肝康中重用丹参，辅以丹皮、赤芍等，故其
抗肝细胞损伤作用与丹参、赤芍等成分有关。作者以
往研究［7，8］显示益肝康对肝纤维化胶原合成有明显

抑制作用，能降低Ⅰ、Ⅲ型前胶原mRNA 的表达；在

疗效机制研究方面，表明益肝康对肝纤维化的主要
效应细胞－肝星状细胞具有抑制增殖作用，此外还
具有诱导其凋亡作用（另文发表） 。 表明益肝康抗肝
纤维化系多途径、多环节和多靶点发挥作用的。

本实验从肝功能、肝脏组织病理学及超微病理
等方面均证明益肝康具有抗肝细胞损伤和减轻肝脏

炎症作用，而肝细胞损伤和炎症反应是肝纤维化的
启动因素，此可能为益肝康抗肝纤维化的机制之一。
肝纤维化形成与发展为极其复杂的过程，多途径、多
靶点的综合药理学作用是中药复方抗肝纤维化的特

色，也是研究的难点所在。 今后应加强中药复方、单
味药、中药单体及有效成分的分析、提纯和对比研
究，筛选出用于抗肝纤维化治疗更为有效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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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节上更为严紧，更为量化，实验操作更为规范，
以便在研究过程中，尽量去除因反流量不同而产生
的结果偏差。实验证明，用本方法制作的动物模型在
病理、生理上符合反流性食管炎的疾病标准，并有继
续喂养的可能性，这就为观察动物模型疾病衍变及
药物疗效提供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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