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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及哺乳期母鼠注射麻黄素对仔鼠肝组织
TGF-β1 和 c-Fos 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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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妊娠及哺乳期小鼠（Mus musculus）注射麻黄素后对仔鼠肝组织 TGF-β1 及 c-Fos 表达的
影响，将 30 例受孕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麻黄素组。麻黄素组小鼠从受孕第 3 天开始连续腹腔注射
6.0 g/L 麻黄素溶液直到分娩后 15 天，每天注射 2 次，每次 0.2 ml；对照组每天 2 次注射等量的生理盐
水。称量检测仔鼠体重和肝重的变化，同时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仔鼠肝组织中细胞生长因子
TGF-β 1 和原癌基因 c-Fos 蛋白表达的变化。麻黄素组仔鼠体重与对照组相比显著降低（P < 0.05 或 P <
0.01），肝体比与对照组相比明显升高（P < 0.05 或 P < 0.01），仔鼠肝组织中 TGF-β1 和 c-Fos 蛋白阳性
表达强度与对照组相比有不同程度的增强（P < 0.05 或 P < 0.01），表明妊娠及哺乳期小鼠注射麻黄素
影响仔鼠肝的发育。
关键词：麻黄素；仔鼠；肝；TGF-β1；c-Fos；免疫组织化学
中图分类号：Q4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0-3263（2015）03-35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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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investigate the TGF-β1 and c-Fos expression in mouse (Mus musculus) liver after injecting
ephedrine during pregnancy and lactation, 30 pregnant mic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ephedrine group. The pregnant mice of ephedrine group was intraperitoneally injected twice a day with 0.2 ml
6.0 g/L ephedrine solution from 3 days of pregnancy to 15 days after delivery,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injected with same amount of saline. Changes of body weight and liver weight were detected and the
expression of c-Fos protein and TGF-β1 were measured by immunohistochemistry in the liver of filial mi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ody weight in ephedrine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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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l period (Fig. 1) (P < 0.05 or P < 0.01). The ratio of liver and body weight in the ephedrin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an the control group (Fig. 2) (P < 0.05 or P < 0.01). The optical density
of TGF-β1 and c-Fos protein expression in the liver of ephedrine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each developmental period (Fig. 3﹣5) (P < 0.01 or P < 0.05).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ephedrine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liver in filial mouse after injecting ephedrine during pregnancy and
lactation.
Key words: Ephedrine; Filial mice; Liver; TGF-β1; c-Fos; Immunohistochemistry

麻黄素（ephedrine，EPH）又称麻黄碱，

（武汉博士德公司）置4℃冰箱保存；二氨基联

有收缩血管、增加汗腺及唾液腺分泌、缓解平

苯胺（diaminobenzidine，DAB）显色剂为北京

滑肌痉挛的作用，它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兴奋作

中杉金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产品。

用，长期过量或滥用麻黄素会致其成瘾和产生

1.2

实验动物处理

依赖性，出现心肌梗塞、癫痫和意识丧失等多

选取昆明小鼠45只（来源于兰州大学实验

种临床症状，严重时甚至出现死亡（刘志民

动物中心），体重25 ~ 30 g，实验前适应性饲养

2002，Abourashed et al. 2003）。有关麻黄素不

1周后按雌雄比例为2︰1合笼，按王昱（2009）

良反应的报道大多集中于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

的方法检查小鼠受孕情况，将30例受孕小鼠随

统，近来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麻黄素对组织器

机分为对照组和麻黄素组。麻黄素组小鼠从受

官的影响，Nadir等（1996）报道长期服用麻黄

孕第3天开始每天腹腔注射6.0 g/L麻黄素溶液2

制剂后出现4例急性肝炎，孙隽等（2012）发现

次，分别在9:00时和16:00时进行注射，每次注

仔鼠（Mus musculus）注射麻黄素后肝有不同

射量为0.2 ml，至孕小鼠分娩后15天，对照组每

程度的损伤，且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

天同一时间腹腔注射等量的生理盐水。

的活性降低，而丙二醛含量升高。有研究表明，

1.3

体重、肝重检测

女性在妊娠期间吸食苯丙胺类药物不仅会造成

分别取对照组和麻黄素组出生1 d、5 d、

本身的伤害，也可能导致胎儿畸形、发育障碍

10 d、15 d的仔鼠，用电子天平（JA1003B，上

等（乔石等 2003），研究亦表明，TGF-β1和c-Fos

海越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精度1 mg）称量体

参与肝细胞的凋亡及损伤修复等过程（Weiner

重后处死，取出肝，用滤纸吸水后称量肝重，

et al. 1990，余日安等 2004）。但有关孕妇应用

并计算肝体比，然后将肝组织切块放入15%福

麻黄素是否对胎儿有影响的研究鲜有报道，本

尔马林溶液固定备用。

研究对妊娠及哺乳期雌鼠连续腹腔注射麻黄素

1.4

后，观察TGF-β1和c-Fos蛋白在仔鼠肝发育中的

免疫组织化学观察
分别取上述固定的仔鼠肝组织块，按试剂

表达，探讨妊娠及哺乳期母鼠注射麻黄素后对

盒操作要求，制作仔鼠肝组织切片，脱蜡至水，

仔鼠肝发育的影响。

柠檬酸钠缓冲液微波抗原修复，3% H2O2孵育

1 材料与方法
1.1

消除内源性过氧化物酶活性，山羊血清封闭，
一抗用兔抗TGF-β1（1︰50）、c-Fos（1︰50）

主要试剂

蛋白于4℃过夜，PBS冲洗后，滴加生物素标记

盐酸麻黄素（甘肃省公安厅提供，纯度≥

的二抗（羊抗兔IgG）37℃孵育30 min，滴加辣

98%），根据半数致死量及成瘾量将盐酸麻黄素

根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链霉卵白素工作液37℃孵

用生理盐水配制成6.0 g/L水溶液，4 ~ 6℃下保

育30 min，阴性对照用PBS代替一抗，DAB显

存备用。TGF-β1和c-Fos蛋白、SP法免疫试剂盒

色，苏木精复染，常规脱水、透明、封片，生

·354·

50 卷

动物学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Zoology

物显微镜观察TGF-β1 和c-Fos蛋白的表达并拍
照。
1.5

图像分析与数据处理
用 冯 红 丽 等 （ 2009 ） 的 方 法 ， 利 用

Image-proplus 6.0 对图像进行定量分析，每张
切片选取 5 个视野（10 × 40），分析 TGF-β1、
c-Fos 蛋白在每张切片上表达的平均光密度值。
实验数据用 SPSS 13.0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以
平均值 ± 标准差（Mean ± SD）表示，两组间
均数比较采用双尾 t-检验。

2
2.1

结果
仔鼠体重的变化
妊娠及哺乳期母鼠注射麻黄素后仔鼠的体

重与对照组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图 1）。
麻黄素组仔鼠体重在 5 d、10 d、15 d 与对照组
相比差异显著（P < 0.05）或极显著（P < 0.01）
。
2.2

仔鼠肝体比的变化
妊娠及哺乳期母鼠注射麻黄素后仔鼠肝体

比与对照组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图 2）。
麻黄素组仔鼠肝体比在 5 d、10 d、15 d 与对照
组相比差异显著（P < 0.05）或极显著（P <

图1
Fig. 1

仔鼠体重的变化

The change of weight of filial mice

与对照组比较，* P < 0.05，** P < 0.01。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group, * P < 0.05, ** P < 0.01.

图2
Fig. 2

仔鼠肝体比的变化

The change of liver coefficient of filial mice
与对照组比较，* P < 0.05，** P < 0.01。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group, * P < 0.05, ** P < 0.01.

0.01）。
2.3 仔鼠肝组织 TGF-β1 表达的变化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TGF-β1 在肝组织
中的阳性表达部位呈棕色或棕黄色（图 3a ~ c）
，
对照组仔鼠肝组织中 TGF-β1 阳性细胞数量少
（图 3a）；麻黄素组仔鼠肝组织中 TGF-β1 阳性
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有不同程度的增强，阳性细
胞数量多而密集，染色较深，主要见于部分肝
细胞、肝血窦内皮细胞中（图 3b，c）。麻黄素
组 1 d、5 d 仔鼠肝中 TGF-β1 阳性表达与同期对
照组相比增加，但差异不显著（P > 0.05），10 d
仔鼠肝中 TGF-β1 阳性表达强度大于对照组，且
差异显著（P < 0.05），15 d 仔鼠肝中 TGF-β1
呈强阳性表达，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极显著（P <
0.01）（图 4）
。
2.4 仔鼠肝组织 c-Fos 蛋白表达的变化
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显示，c-Fos 蛋白在仔鼠
肝中的阳性表达部位呈棕色或棕黄色（图 3d ~
h）。对照组仔鼠肝组织中 c-Fos 蛋白阳性细胞
数量少（图 3d，e）；麻黄素组仔鼠肝组织 c-Fos
蛋白阳性表达与对照组相比有不同程度的增
强，阳性细胞数量多而密集，染色较深（图 3f
~ h）。麻黄素组 1 d 仔鼠肝 c-Fos 蛋白阳性表达
与对照组相比增强，但差异不显著（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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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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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鼠肝组织中 TGF-β1 和 c-Fos 蛋白的表达

Change of TGF-β1 and c-Fos protein expression in liver of filial mice

a. 对照组 5 d 仔鼠肝组织中 TGF-β 1 的表达；b. 麻黄素组 5 d 仔鼠肝组织中 TGF-β 1 的表达；c. 麻黄素组 10 d 仔鼠肝组织中 TGF-β 1 的
表达；d. 对照组 10 d 仔鼠肝组织中 c-Fos 蛋白的表达；e. 对照组 15 d 仔鼠肝组织中 c-Fos 蛋白的表达；f. 麻黄素组 5 d 仔鼠肝组织中
c-Fos 蛋白的表达；g. 麻黄素组 10 d 仔鼠肝组织中 c-Fos 蛋白的表达；h. 麻黄素组 15 d 仔鼠肝组织中 c-Fos 蛋白的表达；i. 阴性对照；
↑ 指示阳性表达；标尺为 20 μm。
a. Expression of TGF-β1 in control group mouse liver at day 5; b. Expression of TGF-β1 in ephedrine group mouse liver at day 5;
c. Expression of TGF-β1 in ephedrine group mouse liver at day 10; d. Expression of c-Fos protein in control group mouse liver at day 10; e.
Expression of c-Fos protein in control group mouse liver at day 15; f. Expression of c-Fos protein in ephedrine group mouse liver at day 5; g.
Expression of c-Fos protein in ephedrine group mouse liver at day 10; h. Expression of c-Fos protein in ephedrine group mouse liver at day 15; i.
Negative control of filial mouse liver; ↑ Showing positive expression; Bar = 20 μm.

5 d、10 d 子鼠肝组织 c-Fos 蛋白阳性表达强度

蛋白表达强度极显著大于对照组（P < 0.01）
（图

显著大于对照组（P < 0.05），15 d 子鼠肝 c-Fos

5）。阴性对照组无棕黄色反应物（图 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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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脑的饱食中枢，增加饱腹感而抑制摄食中枢
的活动，并可引起神经兴奋而增加能量消耗，
使体脂减少，从而达到减肥目的（Shekelle et al.
2003）。苯丙胺等早期的中枢兴奋剂因产生欣快
感，具有成瘾性和依赖性，滥用易造成危害。
本实验中麻黄素组仔鼠体重均低于对照组，这
与前期的研究报道一致（俞诗源等 2013）
。孕
妇吸食甲基苯丙胺可致胎儿畸形，增加早产儿、
新生儿死亡和宫内死胎的发生率（Osada et al.
1986，俞诗源等 2010）
，麻黄素对妊娠期孕小
鼠本身有危害（俞诗源等 2014），并会通过胎
盘对体内的胎儿造成一定的影响。妊娠及哺乳
图4
Fig. 4

仔鼠肝 TGF-β1 表达的光密度变化

期母鼠长时间注射麻黄素后，母体内所积累的

The change in average optical density of

麻黄素或产生的大量代谢残留物会通过血胎屏

TGF-β1 expression in the liver of filial mice

障或乳汁进入仔鼠体内，引起仔鼠食欲降低，

与对照组比较，* P < 0.05，** P < 0.01。

摄食量降低，导致仔鼠因营养不良而使体重下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group, * P < 0.05, ** P < 0.01.

降。肝是机体内物质代谢和药物代谢及解毒的
器官，任何影响机体代谢的物质进入体内都会
导致肝功能异常。本实验中麻黄素组仔鼠肝体
比高于对照组，可能是给母鼠长时间注射麻黄
素后间接影响了仔鼠的活动，导致仔鼠兴奋性
增强，活动量明显增加，加速了能量消耗，促
进了肝糖原分解，同时部分麻黄素长期滞留在
肝中，对仔鼠肝亦造成了严重损伤（孙隽等
2012），使仔鼠肝发育受到影响，肝重量明显降
低，但其与体重的比值有所升高。
3.2

麻黄素对仔鼠肝组织TGF-β1表达的影响
肝纤维化是由于细胞外基质的合成与降解

失调所致，其发生的中心环节就是肝星状细胞
（hepatic satellite cell，HSC）的激活，而细胞
图5
Fig. 5

3
3.1

仔鼠肝 c-Fos 表达的光密度变化

生长因子TGF-β1在肝星状细胞的激活、促进细

The change in average optical density of c-Fos

胞外基质合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Gressner et

expression in the liver of filial mice

al. 2002）。当肝发生损伤时，肝内星状细胞、

与对照组比较，* P < 0.05，** P < 0.01。

枯否细胞等通过旁分泌与自分泌途径，释放细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group, * P < 0.05, ** P < 0.01.

胞因子和可溶性因子相互作用，参与肝纤维化

讨论

的发生与发展，受损的肝细胞不断合成
TGF-β1，引起肝星状细胞活化，增加细胞外基

麻黄素对仔鼠体重和肝体比的影响

质的合成，同时贮脂细胞会大量分泌Ⅰ、Ⅲ、

麻黄素是一种中枢神经类药物，可兴奋下

Ⅳ型胶原从而抑制细胞外基质的降解，使肝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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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化 加 剧 （ Bedossa et al. 1995 ， 陈 晓 红 等

的光密度值越高，提示麻黄素诱导肝组织损伤

2001）。本实验中，麻黄素组仔鼠肝组织TGF-β1

的机理可能与 c-fos 基因的表达相关。

阳性表达程度随着时间的延长而呈明显的递增

综上所述，妊娠期及哺乳期小鼠注射麻黄

趋势，表明TGF-β1表达水平与肝纤维化严重程

素后会影响仔鼠的体重和肝重，影响仔鼠肝组

度密切相关。长时间给妊娠期及哺乳期母鼠注

织中 TGF-β1 和 c-Fos 蛋白的表达，由此可能影

射麻黄素后，母鼠体内积累的或大量代谢残留

响仔鼠肝的组织结构，引起仔鼠肝细胞的凋亡，

的麻黄素通过血胎屏障或乳汁进入仔鼠体内，

其具体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产生过多的活性氧攻击肝细胞，促使脂质过氧
化水平升高，造成仔鼠肝组织炎症的发生，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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