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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討補腎活血中藥珍骨丸對大鼠退化軟骨細胞作用的影響。 方法 我們成功建立了大鼠OA動物模

型，將補腎活血中藥及雙醋瑞因以灌胃的方式對大鼠進行給藥治療。一個月之後處死大鼠，切開膝關節內側皮

膚，觀察關節軟骨如其顏色、光澤、光滑度等。取出軟骨下骨部分，並對其進行了HE染色，免疫組化光鏡觀察

對軟骨細胞的影響。結果 補腎活血中藥珍骨丸處理建模之後灌藥物組大鼠的軟骨細胞規則有序且明顯增多，表

層光滑、平整。 結論 補腎活血中藥珍骨丸可以延緩軟骨降解，增加軟骨細胞功能，對修復受破損的軟骨有一

定作用。 

[關鍵詞] 補腎活血；骨關節炎；軟骨細胞；修復；實驗觀察 

骨科疾病已經成為繼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之後的第四大發病率高的複雜疾病。骨關節炎

（osteoarthrosis，OA）是一種多發性、進展性的慢性關節疾病。其病理特徵主要為關節軟骨進行性退變、丟

失和關節邊緣、軟骨下骨反應性增生，主要累及關節軟骨、軟骨下骨、關節囊及韌帶、滑膜和周圍肌肉。OA多

發於中老年人的膝、髖和手指小關節等部位。隨着老齡化社會的到來，OA 患者數量逐漸升高。OA也是當今社會

嚴重危害患者生存品質和佔用醫療資源的難治性疾病，具體發病機制尚不清晰，治療效果也並不是非常理想，

而傳統中醫的治療有一定程度的效果。我們研究團隊的既往研究發現[1-4]：補腎活血中藥通過抑制gp130來抑制

OC的骨吸收，並通過RANKL-RANK-OPG系統促進骨形成，增加骨密度達到治療骨關節炎或骨質疏鬆等疾病的作用。

由於上述因數作用於破骨細胞分化都需要成骨細胞和基質細胞的存在，所以推斷它們的作用仍然是間接的。補

腎活血中藥珍骨丸有可能成為一種既能改善OA症狀又能改善結構的藥物。因此，本實驗針對骨關節炎

（osteoarthrosis，OA）其病理特徵主要為關節軟骨進行性退變的這一特徵，着重進行退化軟骨細胞修復的形

態學實驗觀察，以期獲得進一步的客觀證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動物 SPF級SD （Sprague-Dawley,SD）大鼠36只，雌雄各半，鼠齡3月，體重200±20g，由昆明醫科大

學實驗動物中心提供。隨機分為實驗組與對照組，每組9隻。分別為生理鹽水組、骨刺風濕丸組、雙醋瑞因組、

珍骨丸組。 

1.2 藥物珍骨丸主要藥物：骨碎補、女貞子等；骨刺風濕丸主要藥物：青風藤、赤芍等。 

2 實驗方法 

2.1大鼠骨關節炎模型的建立 

用3％戊巴比妥鈉，按40mg/kg腹腔注射，麻醉時間2-4h。常規消毒後，縱行切口切開右膝部內側皮膚，切

斷內側副韌帶，切除內側半月板，切斷前後交叉韌帶。對照組從相同部位縱行切口切開右膝部內側皮膚，縫合

皮膚創口。術後分開飼養，自由活動及進食，第4天每天驅趕動物奔跑30min-60min，其餘時間任其籠內自由活

動。術後6周可獲得典型膝骨關節炎動物模型。 

2.2 補腎活血中藥的治療 

術後6周獲得膝骨關節炎動物模型之後，將大鼠隨機分為4組：生理鹽水組、骨刺風濕丸組、雙醋瑞因組和

珍骨丸組，每組9隻。根據「人和動物體表面積折算的等效劑量比率表」[5]，算出大鼠的給藥劑量。如：人的臨



床劑量為X mg/kg，換算成大鼠的劑量：大鼠的劑量＝X mg/kg×70kg×0.018/200g＝6.3 Xmg/kg。即按單位體重

的劑量來算，大鼠的等效劑量相當於人的6.3倍。所以計算得出大鼠的劑量為：骨刺風濕丸：94.5mg/kg；珍骨

丸：63mg/kg；雙醋瑞因：5.25mg/kg。用生理鹽水配製成同體積合適濃度的藥液，對4組大鼠分別進行灌胃給藥

治療。 

2.3 關節軟骨的大體觀察及軟骨下骨的取材 

用戊巴比妥鈉腹腔注射麻醉後，放血處死，縱行切口切開右膝部內側皮膚，大體觀察軟骨表面的顏色、光

澤、光滑度（是否粗糙）及關節液的顏色、多少。 

冰上操作，取出軟骨下骨部分，用蒸餾水反復沖洗，將殘留血液沖洗乾淨，將骨放入1.5ml的Eppendorf管，

標記後置凍盒中，先在-20℃冰箱中預凍30分鐘後再轉入-70℃冰櫃中保存備用。 

2.4 石蠟切片的製作 

（1）取材： 

用3%戊巴比妥鈉（0.1ml/100g）麻醉處死，冰上操作，取出軟骨下骨部分，組織塊的厚度約為0.2-0.3cm，

大小為1.5cm×1.5cm×0.3cm為宜。務必剔除乾淨肌肉部分，蒸餾水反復沖洗。整個過程需死後半小時完成。 

（2）固定： 

置於4%多聚甲醛（PH 7.4）中固定24h，其後在0.1mol/L PBS緩衝液（PH 7.4 含10%蔗糖）浸洗12h。 

（3）脫鈣： 

將組織置於脫鈣劑中脫鈣4周，每週更換2次新鮮液，直至組織軟化為止。再流水沖洗24h。 

（4）脫水： 

50%乙醇（1h）→70%乙醇（1h或過夜）→80%乙醇（1h）→95%乙醇Ⅰ（0.5-1h）→95%乙醇Ⅱ（0.5-1h）→

無水乙醇Ⅰ（30min）→無水乙醇Ⅱ（30min）（高於80%的乙醇不能時間過長，否則易脆）。 

（5）透明： 

無水乙醇-二甲苯（1：1）（20min）→二甲苯Ⅰ（10-20min）→二甲苯Ⅱ（10-20min）（透明時間一般取

短（10min），以組織塊剛透明為宜）。 

（6）浸蠟： 

石蠟Ⅰ（52-58℃）（30min）→石蠟Ⅱ（52-58℃）（30min）→石蠟Ⅲ（52-58℃）（30min）。 

（7）包埋： 

在一定容器內（小紙盒、包埋框等）注入熔化的石蠟，將浸蠟後的組織置入其內（應使將切的組織面向下），

使蠟塊迅速冷卻凝固，組織塊在蠟塊中可長期保存。 

（8）切片、展片和烤片： 

切片前需將蠟塊修剪成正方形、長方形或梯形，受刀面一定要平行，組織周圍留約2 mm的石蠟邊。可以放

在冰上先預冷，間斷連續切片，厚約4-5μm。展片水浴為56℃左右。先用鑷子將蠟片分開，光面貼水，在水浴

中展開後撥去多餘的蠟。用載玻片（注意標記和記錄）撈取組織，並調節到最佳位置。一張載玻片上可以放1-3

塊蠟片。將玻片水平放在玻片板上，放在空氣中或37℃烘箱內晾乾。切片置於60℃烤箱30-60min，烤好的切片

就可以進行下面的染色。 

2.5 HE染色 

（1）脫蠟：二甲苯Ⅰ5-10min→二甲苯Ⅱ5-10min→95%乙醇Ⅰ 3min→95%乙醇Ⅱ 3 min→80%乙醇2 min→

蒸餾水2-3min； 

（2）染色：蘇木精液染色5-15min→自來水洗1-3s→1%鹽酸乙醇分化1-3s→自來水10-30s→促藍液返藍

10-30s→流水沖洗10-15min→蒸餾水洗         1-2s→0.5%伊紅液； 

（3）染色1-3min→蒸餾水洗1-2s； 

（4）脫水、透明、封片：80%乙醇稍洗→95%乙醇Ⅰ 3-5min→95%乙醇Ⅱ 3-5min→無水乙醇Ⅰ 5-10min→

無水乙醇Ⅱ 5-10min→二甲苯Ⅰ 3-5min→二甲苯Ⅱ 2-5min→二甲苯Ⅲ 3-5min→中性樹膠封固。 

 

3 結果 



3.1 大鼠骨關節炎造模後的形態學觀察 

術後6周用戊巴比妥鈉腹腔注射麻醉後，放血處死，縱行切開右膝部內側皮膚，大體觀察發現，灌生理鹽水

組較灌藥組關節明顯失去光澤，呈顆粒狀，部分軟骨面破潰，關節面周圍可見骨贅形成。 

3.2 補腎活血中藥對大鼠關節炎治療後的形態學觀察 

免疫組化光鏡觀察 

通過HE染色發現，灌生理鹽水組染色着色不均，軟骨細胞排列紊亂，這是因為建立OA模型之後，由於沒有

採取有效的干預措施，膝關節不穩定，軟骨形態及軟骨下骨組織微結構造成顯著破壞，加速膝關節功能退變進

程（如圖1A）。而建模之後灌藥物組（骨刺風濕丸、雙醋瑞因、珍骨丸），軟骨細胞規則有序且明顯增多，表

層光滑、平整，說明補腎活血中藥及雙醋瑞因可以延緩軟骨降解，增加軟骨細胞功能，對修復受破損的軟骨有

一定作用（圖1 B/C/D）。其中，在中藥干預組別中，珍骨丸組的表現（D圖），優於骨刺風濕丸組的表現（B

圖）。 

 

 

3 討論 

骨關節炎患病人數增多，患病機制尚未完全清楚，普遍認識是一種與多種因素相關的退化性疾病，這

些因素包括機械力學、生物化學、遺傳學等方面因素。 

目前用於治療OA的生物製劑有Pralnacasan，一種IL-lβ轉換酶抑制劑，它可以抑制IL-18的活性，減輕關

節的損害。從植物中提取的雙醋瑞因，研究發現也具有抑制IL-l的作用，用於治療OA具有一定的療效。另外，



臨床最新研製出一些毒副反應小或能阻止軟骨退變的新型NSAIDS藥，如環氧化酶2的選擇性抑制劑。除了上述藥

物治療之外，目前還有基因工程[6]、軟骨組織工程[7]、細胞工程[8]等方面治療骨關節炎，它們都取得一定的療

效。 

《醫經精義》言：「腎藏精，精生髓，髓生骨，故骨者腎之所合也；髓者，精之所生也，精足則髓足，髓

在骨內，髓足則骨強。」反映了腎、骨、髓之間的生理關係，說明骨之強勁與脆性是腎中精氣盛衰的重要標誌，

腎中精氣充盈，則骨髓生化有源，骨得到骨髓的滋養，則能強健有力。《內經》又進一步指出：「腎者水也，

而生於骨；腎不生則髓不能滿」;「腰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

骨將憊矣」，進一步闡述了腎、骨、髓之間的病理關係，腎精不足則可導致骨髓失養，進而出現骨骼軟弱無力

不用。且年老體衰，腎氣虧虛，機體處於一種「多虛多瘀」的淤着狀態。血瘀證主要體現為血管內皮損傷，血

小板功能改變，血液流變學和血液動力學改變，血液循環障礙和微循環障礙，血栓形成以及體液調節功能和內

分泌紊亂等方面[9]。隨着人體的衰老，退化性疾病如：骨關節炎、骨質疏鬆等便會不斷產生。腎虛是衰老的主

要機理，而瘀血加速了這一過程。瘀血是衰老過程中的必然病理產物。因此，……機體處於一個「腎虛血瘀」的

狀態[10]。 

珍骨丸、骨刺風濕丸是朱洪民博士根據長期的臨床經驗研製的協定處方。珍骨丸主要由骨碎補、女貞子等

組成，具有補腎活血、強筋壯骨的功效，臨床主要治療骨關節退化性疾病，如: 退化性骨關節炎（OA）、骨質

疏鬆（OP）等；方中骨碎補苦、溫，歸肝、腎經，具有活血續傷、補腎強骨的功效。現代藥理研究骨碎補主要

含有骨碎補總酮（橙皮甙、骨碎補雙氫黃酮甙），能促進骨對鈣的吸收，並提高血鈣和血磷的水準，有利於骨

折癒合；並有一定的改善軟骨細胞功能，推遲細胞退行性變的作用；並對增強下肢肌肉力量有明顯療效[11,12]。

女貞子甘、苦、涼，歸肝、腎經，具有補肝腎陰、烏須明目的功效。含有女貞子的補腎複方，可以使摘除卵巢

雌性大鼠的血清雌二醇（E2）水準顯著提高，具有性激素樣作用，改善去勢雌性大鼠的骨質疏鬆。骨刺風濕丸

主要由青風藤、赤芍等組成，具有祛風除濕、活血止痛功效，臨床主要治療骨關節、軟組織無菌性炎症或風濕

病等引起的腫脹疼痛。 

本實驗研究基於中醫傳統理論，並針對骨關節炎（osteoarthrosis，OA）其病理特徵主要為關節軟骨進行

性退變的這一特徵，應用建立了的大鼠OA動物模型，將補腎活血中藥及雙醋瑞因以灌胃的方式對大鼠進行給藥

治療，觀察關節軟骨如其顏色、光澤、光滑度等，並取出軟骨下骨部分，並對其進行了HE染色，免疫組化光鏡

觀察，着重進行退化軟骨細胞修復的形態學實驗觀察，進一步獲得定性的客觀化證據，從而為臨床應用補腎活

血中藥防治骨關節炎提供科學的實驗依據。本實驗研究表明，補腎活血中藥珍骨丸、祛風濕活血中藥骨刺風濕

丸都能促進軟骨細胞規則有序且明顯增多，表層光滑、平整，但同時亦反映祛風濕活血中藥骨刺風濕丸在軟骨

細胞修復方面，不如補腎活血中藥珍骨丸顯著。因此，本實驗證實補腎活血中藥珍骨丸可以延緩軟骨降解，增

加軟骨細胞功能，對修復受破損的軟骨有一定作用，從而提高軟骨細胞的抗損傷和修復的能力。 

近年來運用補腎活血法治療OA已成主流，這種方法雖取得了一定的療效，但仍不夠全面。補腎活血雖能改

善微循環，調節內分泌的功能，但其抗炎、止痛作用較弱，不能迅速有效地改善患者的疼痛症狀，故適量加些

祛風除濕中藥其療效可能會更好，必要時應結合辨證論治來治療OA[13]。因此，本研究也將祛風濕活血中藥骨刺

風濕丸納入觀察，以期得到更完善的資料，為開展下一步的研究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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