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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斑蝥胶囊抑制血管新生的体内体外研究
许长青，刘丹，郭喆
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 目的：通过体内和体外实验研究复方斑蝥胶囊对肿瘤血管新生相关因子的作用及可能机制。方法：通过免疫印迹试验
检测复方斑蝥胶囊对 HepG2 细胞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EGF） 蛋白表达的影响；选择裸鼠移植性肝癌 （H-22） 荷瘤模型，观察
药物对荷瘤小鼠的抑癌作用，并通过免疫印迹试验检测肿瘤组织中 VEGF 蛋白的表达情况。结果：复方斑蝥胶囊对 HepG2 细胞中
VEGF 的表达呈浓度和时间依赖性；复方斑蝥胶囊能够抑制 H-22 荷瘤小鼠肿瘤的生长，并且肿瘤组织中 VEGF 的表达水平随着药
物浓度升高而降低。结论：复方斑蝥胶囊可能通过抑制肿瘤细胞 VEGF 的表达起到抑制肿瘤血管新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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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斑蝥胶囊由斑螯、人参、黄芪、刺五加、三棱、半枝

蝥胶囊低 、中、高剂量组灌胃剂量分别 为 ０．０４ ｍｇ／ｇ、 ０．２

莲、莪术、山茱萸、女贞子、熊胆粉和甘草组成 ，具有破血

ｍｇ／ｇ、１．０ ｍｇ／ｇ。阳性对照组同时以 ０．５％羧甲基纤维素钠

消瘀、攻毒蚀疮的功效，临床上主要用于治疗原发性肝癌 、

（ＣＭＣ－Ｎａ）灌胃。第 １５ 天，在无菌条件下于小鼠右侧腋窝皮

肺癌 ［３］、直肠癌［４］、恶性淋巴瘤和妇科恶性肿瘤 ［５］等。在恶性肿

下接种 Ｈ－２２ 荷瘤细胞 ５×１０６ 细胞 ０．２ ｍＬ，并继续灌胃 ７

瘤研究中，复方斑蝥胶囊可通过诱导细胞凋亡 、保护 ＤＮＡ

天。７ 天后颈椎脱臼处死小鼠，取出瘤体称重，并测定各组瘤

损伤 等机制起到抗肿瘤作用。肿瘤的生长和转移依赖于血管

体组织中 ＶＥＧＦ 蛋白表达情况。

新生，通过抑制肿瘤组织血管的形成，可以减缓肿瘤生长的速

１．５ 免疫印迹试验 （Western blot）

度，并降低肿瘤浸润转移的发生率。但是，复方斑蝥胶囊对肿

２．５ μｇ／ｍＬ）处理后的细胞用 ０．１％ ＰＭＳＦ ＲＩＰＡ 裂解液裂解，

瘤血管新生的作用目前尚未见报道，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复方

１３０００ ｇ ４℃离心 １５ ｍｉｎ 后 取 上 清 液 ； 定 量 称 取 肿 瘤 组 织

斑蝥胶囊抗肿瘤血管新生方面的作用及可能机制，以期为临床

０．１ ｇ，剪碎加入裂解液混合匀浆，２００００ ｇ ４℃离心 ３０ ｍｉｎ

应用提供更充分的理论依据。

后取上清液，用 ＢＣＡ 蛋白定量法进行定量。取 ４０ μｇ 的蛋白

［１］

［２］

［６］

［１］

１ 材料与方法
1.1

药品与试剂

不同浓度药物（０．１、０．５、

与缓冲液合并于 １００℃条件下变性 １０ ｍｉｎ。５％浓缩胶电泳
复方斑蝥胶囊；ＤＭＥＭ 培养基、胎牛血清

１５ ｍｉｎ，１０％ ＳＤＳ－ＰＡＧＥ 分离胶电泳 ４５ ｍｉｎ，２５０ ｍＡ 恒流

（ＦＢＳ）购买于 Ｈｙｃｌｏｎｅ 公司；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多克隆

进 行 转 膜 ， 脱 脂 牛 奶 封 闭 １ ｈ， ４℃ 分 别 过 夜 孵 育 ＶＥＧＦ、

抗体购自美国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 公司。

ＧＡＰＤＨ 一抗稀释液（１︰１０００），然后 ＴＢＳＴ 缓冲液清洗后室温

1.2

细胞株和实验动物

ＨｅｐＧ２ 细胞株购买于中国科学院上

孵育 ＶＥＧＦ、ＧＡＰＤＨ 二抗稀释液（１︰１０００）１ ｈ。ＴＢＳＴ 缓冲液

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细胞资源中心；实验动物为昆明品系小鼠，

稀释后发光液浸泡 ３ ｍｉｎ 后显影。

由北京实验动物研究中心提供，体重 ２０～２２ ｇ；移植性肝癌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结果以（x±s）

（Ｈ－２２）荷瘤细胞株购买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表示，两组之间比较采用 t 检验，多组之间比较采用

1.3

细胞培养与药物处理

ＨｅｐＧ２ 细胞培养于 ＦＢＳ 体积分数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检验，组内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 检验。

为 ０．１ 的 ＤＭＥＭ 培养基中，放置于 ３７℃、５％ＣＯ２、９０％相

２ 实验结果

对湿度的培养箱中。待细胞密度生长至 ７０％时，将用培养基

2.1

复方斑蝥胶囊与 HepG2 细胞孵育不同时间 VEGF 表达情

况

如图 １ 所示，随着复方斑蝥胶囊（０．５ μｇ／ｍＬ）与 ＨｅｐＧ２ 细

稀释过的复方斑蝥胶囊给药，实验重复 ３ 次。
1.4

动物实验

将实验动物随机分为阳性对照组与复方斑蝥

胶囊低、中、高 ３ 个剂量组，每组 １０ 只昆明种小鼠。复方斑

胞孵育时间的延长，细胞内 ＶＥＧＦ 蛋白表达不断下降，在 ２４、
２８ ｈ ＶＥＧＦ 蛋白表达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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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０．０５）。结果提示复方斑蝥胶囊能够抑制细胞内 ＶＥＧＦ 的
表达并呈时间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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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复方斑蝥胶囊对 H-22 荷瘤小鼠肿瘤重量的影响（x±s） ｇ
瘤重
n
剂量（ｍｇ／ｇ）
组 别
－

１０

３．５６±０．４３

复方斑蝥胶囊低剂量组

０．０４

１０

２．０３±０．４６①

复方斑蝥胶囊中剂量组

０．２０

１０

１．６５±０．５７①

复方斑蝥胶囊高剂量组

１．００

１０

１．１６±０．５２①

对照组

复方斑蝥胶囊（０．５ μｇ／ｍＬ）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图1

复方斑蝥胶囊与 HepG2 细胞孵育不同时间
VEGF 表达情况 （*P < 0.05）

2.2

不同浓度复方斑蝥胶囊与 HepG2 细胞孵育 48 h 后 VEGF

表达情况

结果如图 ２ 所示，与对照组相比，随着复方斑蝥

胶囊剂量的增加，ＶＥＧＦ 蛋白表达明显降低并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P ＜ ０．０５），说明复方斑蝥胶囊可以抑制细胞内 ＶＥＧＦ 的
表达，并呈剂量依赖性。

图 3 复方斑蝥胶囊对 H-22 荷瘤小鼠肿瘤
组织 VEGF 表达的影响 （*P < 0.05）
μｇ／ｍＬ

３ 讨论
血管新生在机体的多种生理、病理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
用，它是指从已有的毛细血管或毛细血管后静脉发展而形成新
的血管，主要包括：激活期血管基底膜降解；血管内皮细胞的
激活、增殖、迁移；重建形成新的血管和血管网，是一个涉及
多种细胞的多种分子的复杂过程 ［７］。癌细胞的生长、转移依赖
新生血管的形成，ＶＥＧＦ 是最有效的促血管生长因子 ［８］，也是
研究的热点。
复方斑蝥胶囊以斑螯为君药，三棱、莪术为臣药，半枝
莲、熊胆粉为佐药，具有破血消癥、攻毒蚀疮的功效，临床上
用于各种肿瘤的治疗［１］。研究也已经证实，复方斑蝥胶囊对不
同肿瘤的发生发展都有一定的治疗作用，但是其抗肿瘤机制未

图 2 不同浓度复方斑蝥胶囊与 HepG2 细胞孵育
48 h 后 VEGF 表达情况 （P < 0.05）
*

２．３
影响

得到深入研究。本研究发现复方斑蝥胶囊可有效抑制肿瘤血管
新生，药物通过抑制 ＶＥＧＦ 的表达起到抗肿瘤作用。但是众所
周知，同一药物在不同疾病或不同剂量时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

复方斑蝥胶囊对 H-22 荷瘤小鼠肿瘤组织 VEGF 表达的
复方斑蝥胶囊能够抑制肿瘤的生长，如表 １ 所示，复

方斑蝥胶囊各剂量组小鼠的肿瘤重量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如图 ３ 所示，小鼠肿瘤组织 ＶＥＧＦ 表
达与对照组相比显著下降，并呈浓度依赖性，复方斑蝥胶囊浓
度越高，ＶＥＧＦ 表达水平越低。

同。本研究就复方斑蝥胶囊作用于血管新生的调控因子展开研
究，但是具体是哪一种或者哪几种成分的作用，需要展开深入
研究。此外，中药影响血管新生的机制十分复杂，并非通过单
一途径发挥作用，而是多个环节、多个因素、多个靶点协同作
用的结果，本研究针对的是研究相对成熟的调控因子和通路进
行的实验，全面系统地说明复方斑蝥胶囊抗肿瘤机制也是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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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毅．复方斑蝥胶囊联合化疗治疗中晚期恶性肿瘤的疗
效观察［Ｊ］．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２０１２，１９（４）：３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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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又名卒中，是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四大疑难病证风、

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阴阳之要，阳密

劳、鼓、膈之一，是由于阴阳失调，气血逆乱，上犯于脑所引

乃固”，无不强调强调了阳气的重要性。后世医家张仲景由

起的，以卒然昏仆，不省人事，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语言不

《内经》 思想启发，明确提出“阳非有余”的观点，并指出：

利，偏身麻木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病症。中风的发生主要与风、

“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
，并重

火、痰、瘀、虚等因素有关。临床治疗多以平肝熄风、益气活

视阳气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支配作用。直至清代四川著名火神

血、醒脑开窍、化痰通腑、化痰通络等为法，近年来，随着扶

派医家郑钦安及包括嫡传弟子卢氏一门（卢铸之、卢永定、卢

阳学派的兴起，运用温阳法治疗中风病获得大多数医家的关

崇汉）等，发展并形成鲜明的扶阳思想，其言：“人身立命，

注，其疗效亦经临床检验而获得肯定。

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认为“病在阳者，

１ 温阳法治疗中风的理论探源
1.1

阴阳为纲，阳主阴从

《素问·生气通天论》 曰：“阳气

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郑氏的扶阳思想为后世扶
阳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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